監獄受刑人移監作業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監獄行刑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本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本辦法之用詞定義。
一、監獄：指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監獄，
及監獄設置之分監、女監。
二、嚴重超額：指監獄實際收容人數逾
核定容額百分之二十。
三、機動調整移監：指監督機關為紓解
監獄嚴重超額狀態，將嚴重超額監
獄收容之受刑人移送至其他監獄
收容。
四、家屬：指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二
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規定，與
受刑人有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
居一家之人。
五、最近親屬：指受刑人之配偶、直系
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
第三條 各監獄收容受刑人類別、容額、 一、第一項規定各監獄收容受刑人類別、
指揮執行基準，由監督機關報請法務部
容額、指揮執行基準之核定方式。
核定。
二、第二項規定監督機關辦理機動調整
監督機關應審酌前項各監獄核定
移監作業時，應審酌之事項，以確保
容額、收容類別、舍房配置情形、收容
核定相關監獄移出及移入人數為合
現況、收容人數增減趨勢及相關情事，
理。
核定相關監獄移出及移入人數，辦理機 三、第三項規定監督機關應通知移出監
動調整移監作業。
獄核定人數，以利移出監獄據以辦
監督機關應通知移出監獄依前項
理遴選作業。
核定人數，擇定受刑人移送至其他監獄 四、第四項各款規定移出監獄遴選所屬
收容。
受刑人移送其他監獄接續執行之消
受刑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移
極要件，以發揮機動調整移監效果
出監獄不得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機
並兼顧受刑人基本權利。
動調整移監之規定，將其移送至其他監
獄收容：
一、由其他監獄移入執行未滿六個月。
二、殘餘刑期未滿二個月。

三、已符合假釋要件。
四、符合刑法第七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
所定情形。
五、有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
形或最近一個月內有依本法第六
十二條第一項戒送醫療機構醫治
情形。
六、持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核發之
全國醫療服務卡。
第四條

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一款所 一、第一項各款規定受刑人有特殊且必

稱特殊且必要之處遇需求，指下列各款
要之處遇需求之情形，以落實該類
情形之一：
受刑人之處遇政策，並促進監獄資
一、犯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所列之罪之
源利用效率。
處遇。
二、考量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情形之處
二、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第二款所
遇有其特殊性及政策意涵，爰於第
定家庭暴力罪及同法第六十一條
二項規定該類處遇之移監案件，優
所定之違反保護令罪之處遇。
先適用其他法令。
三、因應其他特定處遇。
三、第三項規定監督機關得指定監獄提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處遇之受刑
供特定處遇，以達處遇專業化之目
人，其移監之資格條件、審查程序、移
標。
監程序與辦理方式、告知對象與方式及
其他與移監有關之事項，於其他法令或
授權訂定之處遇計畫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為強化處遇之提供，監督機關得指
定監獄，提供特定處遇。
第五條 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之 定義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所指情
情形，指基於受刑人調查分類之結果， 形，以資明確。
依第三條第一項所定各監獄收容受刑
人之類別，將受刑人送至適當之監獄，
以利強化其個別處遇計畫及其他教化
事項。
第六條 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之 於各款規定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
情形，指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受刑人對於其他受刑人有顯著不良影響
一、最近一年內，在本監有三次以上妨 之情形，以利監獄據以報請移監。
害監獄秩序或安全之行為，經監獄
依本法第八十六條第一項施以懲
罰。

二、對執行職務之人員或受刑人有施強
暴或脅迫之行為。
三、有脫逃、騷動或暴動之行為。
四、有事實而合理懷疑有妨害監獄秩序
或安全之虞。
第七條 監獄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 一、第一項規定監獄送請監督機關審查
一款至第五款規定報請移監者，應檢具
程序及應備文件，以為監獄依本法
移監名冊、受刑人基本資料及足資證明
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情
文件，送請監督機關審查。
形報請移監之佐證。
前項移監審查，監督機關應審酌監 二、第二項規定監督機關審查監獄依本
獄核定容額、收容類別、舍房配置情形、
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五款
收容現況、受刑人之戶籍地、接見情形、
情形報請移監案件之基準，以使監
移監紀錄及刑期等情形，綜合判斷。
獄知悉，並減少爭議。
前二項審查，監督機關認有必要 三、第三項規定監督機關審查時，得請相
者，得請相關矯正機關提供意見。
關矯正機關提供意見，以確保監督
機關准否移監之決定適法且合理。
第八條 受刑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得 一、第一項各款規定受刑人得主動提出
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六款規定，向
移監申請之情形。其中第一款及第
監獄申請移監：
二款所定親屬之資格條件，受刑人
一、受刑人之父母、配偶年滿六十五歲
親屬如有數人者，得僅其中一人符
或有子女未滿十二歲。
合條件，該受刑人即得向監獄提出
二、受刑人之祖父母、父母、配偶或子
移監之申請。
女因疾病或身心障礙，領有全民健 二、第二項各款規定前項第一款及第二
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或身心障礙
款受刑人得主動提出移監申請之資
證明。
格條件，避免受刑人頻繁申請移監
三、受刑人符合移入監獄所辦理補習教
致監獄不易辦理各項處遇計畫。
育、進修教育、推廣教育或職業訓 三、第三項規定有關移入監獄所辦理補
練之招生資格。
習教育、進修教育、推廣教育或職業
四、受刑人符合移入監獄所辦理視同作
訓練之招 生及視 同作 業之遴選資
業之遴選資格。
訊，監獄應於以適當方式公開，俾使
五、受刑人有特殊且必要之處遇需求，
本監無法提供相應之資源，而移入
監獄可提供。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受刑人應符
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新入監執行已逾三個月或由其他監
獄移入執行已逾六個月。
二、殘餘刑期逾四個月。

受刑人知悉，並得在期間內依法定
程序申請移監。

三、無假釋案件在審查中。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招生及
遴選資訊，監獄應以適當方式公開，使
受刑人知悉。
第九條 受刑人有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 一、第一項規定受刑人有前條第一項第
第二款情形之一，得檢具最近一個月內
一款及第二款情形之一，而提出移
戶籍證明及其他足資證明文件，向監獄
監申請時之應備文件，以利監獄受
申請移入指定之監獄。
理其申請。
監獄應依前條及前項規定審查受 二、第二項規定監獄受理受刑人移監申
刑人移監資格，按月檢具受刑人名籍資
請之審查及報請程序，以利監獄受
料、移監合格名冊及相關證明文件，陳
理受刑人申請移監案件。
報監督機關審查。
三、第三項規定監獄接獲受刑人以外之
監獄接獲受刑人以外之人送交第
人送交第一項之相關文件後之處理
一項之相關文件後，應即轉交受刑人，
方式，以保障受刑人依法定程序申
並記明接獲及轉交之時間。
請移監之權利。
第十條 監獄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 一、考量監獄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陳報之移監案件，監督機關經審
第二款陳報之移監案件，其移入之
查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核准移送指
監獄係由受刑人自行指定，惟受刑
定之監獄：
人對其指定移入監獄之收容標準、
一、受刑人符合指定之監獄收容標準。
核定容額及設施狀況等事項均未能
二、指定之監獄收容人數未逾核定容
預先知悉，為兼顧分監管理、便民需
額。
要及監獄設施之安全，爰於第一項
三、本監與指定之監獄非屬同一直轄
各款規定監督機關之審查事項。
市、縣（市）。
二、第二項規定如受刑人指定之移入監
四、指定之監獄無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
獄不符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四
第四款所定情形。
款所定情形時之替代處理方式。
受刑人因指定之監獄不符前項第 三、第三項規定同一地區之劃分表之核
一款、第二款或第四款之情形者，監督
定方式，以為監獄報請是類移監案
機關得依其意願，核准移送與指定之監
件時之參考。
獄在同一地區之其他監獄。
前項之同一地區劃分表，由監督機
關核定之。
第十一條 監獄應於接獲監督機關機動
調整移監或核准移監通知一個月內完
成移監作業，並將移監名冊報請監督機
關備查。但有正當理由認無法完成者，
得報請監督機關延長之。

規定監獄接獲監督機關核准移監通知後
之辦理期限，及無法於期限內完成時之
處理程序，以確保監獄辦理移監作業之
時效。

第十二條 受刑人移監作業由移出監獄 一、第一項規定移監作業之權責劃分原
負責。但有正當理由者，得報請監督機
則。
關決定之。
二、第二項規定監獄於移監路程應注意
監獄辦理受刑人移監作業時應注
事項，其中有關移監路程停靠處所
意戒護安全，對於移監日期之天候、路
部分，雖監獄認有正當且必要之理
況等應詳加掌握，移監路程除有正當且
由時，得暫時停靠監獄以外之其他
必要理由外，不得停靠於監獄以外之其
處所，惟仍應顧及該等處所之安全
他處所。
性，並節制停靠時間及次數。
第十三條 移監受刑人因故於當日無法 一、第一項規定移監受刑人當日無法到
到達移入監獄者，其在候機、候船或其
達移入監獄者，其在等待期間之處
他等待期間，應寄禁於鄰近之監獄，並
理方式，以避免移送路程之等待期
與寄禁監獄之受刑人分別監禁。
間衍生戒護安全風險。
前項受刑人寄禁後之戒護事項，由 二、第二項規定寄禁期間有關受刑人之
移出監獄人員負責，並受寄禁監獄長官
戒護、給養、衛生及醫療等事項之權
監督；其給養、衛生及醫療事項，由寄
責劃分原則，以資明確。
禁監獄負責辦理。
第十四條 移入監獄於辦理移入受刑人 為避免誤送、冒名頂替或不符移監資格
之接收時，應立即核對下列事項：
等情事，爰為各款規定。
一、受刑人身分。
二、受刑人之移監事由及資格條件。
第十五條 移入監獄辦理接收時，發現受 一、第一項規定移入監獄依前條辦理接
刑人有不符前條各款事項者，應請移出
收，發現受刑人有不符前條各款事
監獄接回之。
項之一時之處理方式，以避免移入
前項受刑人有本法第十三條第一
監獄承擔移監作業瑕疵所生之不利
項各款所定情形，或最近一個月內有依
益。
本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戒送醫療機構 二、考量受刑人有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
醫治情形者，移入監獄應先行收容，施
各款情形之一或最近一個月內有戒
以適當醫治，並為下列處置：
送醫療機構醫治情形時，其健康狀
一、經醫師評估健康狀況已有顯著改善
況不克長途移監，爰於第二項各款
者，得檢具診斷證明報請監督機關
規定前項受刑人健康狀況不佳時應
核准，由移出監獄接回。
先行收監之例外情形及處置方式。
二、不能或無法為適當之醫治者，得依 三、第三項規定移出監獄應將前二項情
本法第六十二條移送病監或依本
形陳報監督機關，以利監督機關瞭
法第六十三條保外醫治。
解及查明移監瑕疵之發生原因。
移出監獄應將前二項情形陳報監
督機關。
第十六條 移出監獄應於移監當日通知 一、第一項規定移出監獄應於移監當日
受刑人將移入之監獄，並於移監作業完
通知受刑人將移入之監獄，並於完

成後三日內以書面、電話、傳真、資訊
成移監作業後三日內，對受刑人家
網路或其他適當方式，通知受刑人家屬
屬或最近親屬為通知義務，以保障
或最近親屬，並作成紀錄。但不能通知
受刑人權益，及避免受刑人家屬因
者，不在此限。
不知受刑人已移監致辦理接見時向
前項家屬或最近親屬有數人者，得
隅。
僅通知其中一人。
二、第二項規定受刑人之家屬或最近親
屬有數人時之通知方式，以減少監
獄逐一通知之窒礙。
第十七條 移入監獄接收依本法第十七 一、為使監獄處遇資源合理運用，發揮矯
條第二項各款移監之受刑人後，有下列
治及管理效能，爰於第一項各款規
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報請監督機關核准
定移入監獄接收移出監獄依本法第
移返之：
十七條第 二項各 款移 監之受刑人
一、不符移監事由或資格條件。
後，得報請監督機關移返移出監獄
二、移監事由消滅。
執行之情形。
三、其他特殊情事，以移返移出監獄為 二、為避免監獄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
適當。
第三款情形移送之受刑人再次回到
移入監獄接收依本法第十七條第
原監獄後衍生惡性循環，爰為第二
二項第三款移監之受刑人後，受刑人再
項規定。
有同款情形者，移入監獄不得報請監督
機關將該受刑人移監至前一移出監獄。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年七月十五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