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處分處所戒護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通 則

說
明
第一章
一、刪除章次、章名。
二、保安處分之執行處所，
原分就強制工作、感化
教育、禁戒、監護及強
制治療之保安處分執行
處所訂定戒護辦法。然
司法院釋字第八一二號
解釋業已宣告強制工作
違憲，另少年感化教育
處分之執行，應以學校
教育之方式執行之，並
依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
教育實施通則辦理。是
強制工作、感化教育已
無另定戒護辦法必要；
又關於禁戒、監護及強
制治療之保安處分執行
處所，現行實務均係委
由外部機構設置及辦
理，尚無依保安處分性
質區分章節之必要，爰
予刪除。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保安處分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保安處分 本條未修正。
執行法第十五條第二項之 執行法第十五條第二項之
規定訂定之。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監護、禁戒、強制
一、本條新增。
治療及其他保安處分執行
二、執行處所為維護安全，
處所（下稱執行處所）得
得置戒護人員，如無法
設置戒護人員，無法定編
定編制戒護人員時，亦
制戒護人員者，得由執行
得由執行處所僱用戒護
處所或委由專業機構僱用
人員或委由專業機構執
戒護人員執行安全維護工
行安全維護工作，原則
作。
上應由法務部協助完成
前項戒護人員由執
遴選及僱用程序，並於
行處所僱用者，應報主
僱用後報法務部或法務
管機關或其指定之機關
部所屬之主管機關備
備查。
查，以利後續管考，爰
第 一 項 戒 護 人員 ，
增訂第一項及第二項。
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三、為確保保安處分處所之
已僱用者，應予解僱：
安全與秩序，並維護公
信力，故戒護人員之僱

一、經判處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尚未執
行或執行未畢。但受
緩刑宣告者，不在此
限。
二、受褫奪公權之宣告確
定，未復權者。
三、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
告尚未撤銷者。
第三條 前條戒護人員於任
職前應由法務部或其所屬
機關施以職前專業訓練及
定期在職訓練。
前項訓練課程得由訓
練機關 參酌 執行處 所 意
見，擬訂計畫辦理。

用，宜設有消極資格之
限制，爰參考公務人員
任用法第二十八條第一
項第五款、第八款及第
十款之規定，增訂第三
項。

第四條 執行處所之首長或
其授權之主管人員，應視
戒護人員執行勤務情形，
予以督導及考核。

第二章 強制工作處所

第五條 執行處所為執行戒
護或安全維護，得運用科
技設備輔助之。
科技設備之種類、設
置、管理、運用、資料保
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得
準用法務部所訂監獄及看
守所科技設備設置與使用
及管理辦法之規定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強化戒護人員之專業
知識及技能，俾利執行
戒護或安全維護工作，
應由法務部或其所屬機
關施以相關專業訓練，
其課程並得參酌執行處
所之意見，依實際需求
擬訂計畫辦理，爰增訂
本條。
一、本條新增。
二、戒護人員應由執行處所
之首長或其授權之主管
人員，依其執行勤務之
效率、勤惰、品操等予
以督導、考核，並就其
不適任者予以汰除，爰
增訂本條。
一、刪除章次、章名。
二、刪 除 理 由 同 第 一 章 說
明。
一、本條新增。
二、為 強 化 戒 護 或 安 全 維
護，爰於第一項明定執
行處所得運用科技設備
輔助，以加強戒護或安
全維護之能力，彌補人
力管控之不足及避免不
法情事發生。
三、為使執行處所使用科技
設備有所遵循，爰於第
二項規定得準用法務部
所訂監獄及看守所科技
設備設置與使用及管理

辦法之規定，以資周
延。
第六條 為維護執行處所秩 第二條 保安處分處所，不 一、條次變更。
序及安全，受處分人出入 論晝夜，均應嚴密戒護， 二、為 維 護 執 行 處 所 之 安
該處所時，應由執行處所 受處分人出入時，應檢查
全，防止違禁品流入，
人員檢查其身體、衣物及 其衣服及攜帶物品。
受處分人出入處所時，
攜帶之物品。
應接受檢查，並為維護
前項檢查身體，如須
受處分人之隱私、尊嚴
脫衣檢查時，應於有遮蔽
及符合比例原則，爰合
之處所為之，並注意維護
併第二條、第十四條之
受處分人隱私及尊嚴。
規定為第一項，並增訂
執行處所有事實足認
第二項。
受處分人持有危害處所秩
三、為達成上開維護安全及
序及安全之物品時，得隨
防治違禁品流入之目
時對受處分人之身體及衣
的，有事實足認受處分
物進行安全檢查。但不得
人有夾藏違禁物品時，
逾必要之程度。
得對受處分人之身體及
衣物進行安全檢查，惟
均應符合比例原則，爰
增訂第三項。
第七條 執行處所認有必要
一、本條新增。
時，得對受處分人居住之
二、為維護安全及防治違禁
病房或其他空間進行安全
品流入之目的，執行處
檢查。
所得對受處分人居住之
病房及其他空間進行檢
查，以維護安全。
第八條 依前二條檢查發現
一、本條新增。
受處分人持有危害處所秩
二、經檢查若發現受處分人
序及安全之物品，得視情
持有危害處所秩序及安
節要求其退回、交由家屬
全之物品，為達維護安
或適當之人領回或為其他
全、秩序之目的，應賦
適當之處理；如發現有犯
予執行處所相當之權力
罪嫌疑或涉及刑事責任
以便進行適當之處理。
者，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
三、惟因本條規定涉及人民
規定，予以告發或移交權
財產權之限制，其限制
管機關處理。
自應符合比例原則，故
仍應以退回或交由家
屬、適當之人領回為優
先，如無法退回或領回
時，對是類物品之處理
仍應符合比例原則。
四、另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
四十一條之規定，公務
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

嫌疑者，應為告發，爰
明確於檢查時查獲違禁
物品而有違反刑事法規
定時，執行處所應為告
發。
第十四條 對於受禁戒處分 一、本條刪除。
人及強制治療處分人收受 二、相關檢查之規定規範於
之衣物，應嚴加檢查，必
修正條文第六條，故本
要時並得予以化驗。
條並無保留之必要，爰
予刪除。
第九條 戒護人員除經同意
一、本條新增。
攜入或因其進入執行處
二、為 維 護 執 行 處 所 之 安
所目的所需之物品外，
全，避免違禁物品流入
應將其攜帶之其他物
執行處所，對於戒護人
品，存置於執行處所指
員攜入執行處所之物品
定之地點。
應有所限制，並以經許
前項人員有下列各款
可攜入或進入執行處所
情形之一者，執行處所得
目的所需之物品為限，
禁止其進入或要求其離
爰增列第一項。
開：
三、為維護保安處分處所之
一、拒絕或逃避檢查。
安全與秩序，對於妨害
二、攜帶或使用未經同意
執行處所安全或秩序之
攜入之物品。
行為，執行處所得禁止
三、酒醉或疑似酒醉或身
其進入，已進入者並得
心狀態有異常情形。
要求離去，爰增列第二
四、規避、妨害或拒絕執
項。
行處所依傳染病防治
四、經執行處所許可進入該
法令所為之傳染病監
處所之非該處所人員
控防疫措施。
(如家屬、訪客、洽公
五、有其他妨害執行處所
人員)，亦應受第一項
秩序或安全之行為。
及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經執行處所許可進入
爰增列第三項。
之非該處所人員，亦適用
前二項之規定。
第十條 執行處所為維護秩
一、本條新增。
序及安全，必要時得要
二、為便利執行處所之行政
求受處分人穿著一定之
工作及受處分人之生活
服裝，並得以照相或記
管理，宜在侵害人權最
錄其身體特徵作為辨識
小限度範圍內，賦予執
受處分人身分之方式。
行處所採取便於辨識之
執行處所為維持公共
必要措施，爰增訂第一
衛生或個人健康，得要求
項。
受處分人理剃鬚髮與沐
三、為維護執行處所之公共
浴。
衛生或個人健康，執行

處所得要求受處分人為
理剃鬚髮與沐浴等生活
管理措施，爰增訂第二
項。
第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 第五條
受強制工作處分 一、條次變更。
一，戒護人員為制止或排 人，確有脫逃自殺暴行或 二、考量監護、禁戒、強制
除危害，得對受處分人採 其他擾亂秩序之虞，得施
治療之受處分人部分為
取必要之處置或措施。但 用 戒 具 ， 或 收 容 於 鎮 靜
藥癮、毒癮、酒癮者，
不得逾必要之程度：
室。
或有部分受處人有精神
一、有脫逃、自殘、暴行
前項戒具以腳鐐、手
狀態欠佳，易有躁動不
或其他擾亂秩序行為 梏 、 聯 鎖 、 捕 繩 四 種 為
安情形，爰參酌監獄行
之虞者。
限。
刑法第二十二條、第二
二、有 救 護 必 要 ， 非 管
十三條及行政執行法第
束、保護不能預防危
三十七條第一項之規
害者。
定，訂定施用戒具、施
三、因 戒 護 受 處 分 人 外
以固定保護、施以隔離
出，有事實足認有第
保護及收容於保護室等
一款情形且認有必要
法定原因及保護措施，
者。
於執行時並應符合比例
前項得單獨或合併採
原則，不得逾必要之程
取之處置或措施如下：
度，爰增訂第一項、第
一、要 求 其 立 即 停 止 不
二項。
法或不當行為。
三、又受處分人為外醫或其
二、施用約束帶。
他需求時，因戒護警力
三、施用約束衣。
較為薄弱，外出時場域
四、施用安全頭套。
較為開放，為強化戒護
五、施用手套。
安全，爰增訂於外出時
六、施以隔離保護。
亦得施用戒具。
七、收容於保護室。
四、實務上執行處所多係與
八、施用戒具。
醫療相關處所，另禁
九、其他必要之處置。
戒、監護及強制治療等
前項處置或措施，應
保安處分之目的主要係
經由執行處所長官或其授
在於提供受處分人相關
權之主管人員核准並應徵
照顧、復健、輔導等醫
詢醫護人員之意見，依醫
療措施，則在採取前項
囑為之。但情況急迫者，
措施前，自應循醫囑為
戒護人員得先行為之，並
之，但情況急迫者，則
即報執行處所長官或其授
由戒護人員先行為之，
權之主管人員依醫囑或徵
並即報執行處所長官或
詢醫事人員意見處理。
其授權之主管人員依醫
施用約束帶、約束
囑或徵詢醫事人員意見
衣、安全頭套、手套，每
處理，以避免過度侵害
次不得逾四小時；施以隔
受處分人權利，爰增訂
離保護或收容於保護室，
第三項。

每次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施用戒具，除戒護外出住
院醫療期間外，每次不得
逾二十四小時。執行處所
戒護人員及其他相關人員
應注意受處分人之安全，
由專人觀察受處分人之情
狀，並將觀察情形做成紀
錄，如受處分人已無第一
項所列情狀者，應即行終
止。
第二項第八款之戒
具，以腳鐐、手銬、聯
鎖、束繩及其他經法務部
核定之戒具為限；其種
類、規格如附表一。

五、本條第一項、第二項所
定之保護措施係為保護
受處分人之安全而設，
是於時間上宜有明確之
限制，另須由專人觀察
並將觀察情形，做成紀
錄，於第一項所列之情
狀已不復存在時，應即
行終止，以維護受處分
人之身體健康權，爰增
定第四項。
六、戒具之施用為最後不得
已之手段，因此關於其
規格、種類宜有明確之
規範，故予規定其種
類、規格以資明確，爰
增訂第五項。
第六條 施用戒具非有強制 一、本條刪除。
工作處所長官命令，不得 二、本條規定已於修正條文
為之，但緊急時，得先行
第九條第三項明定，故
使用，立即報告長官。
無保留必要，爰予以刪
除。
第十二條 監護、禁戒及強
一、本條新增。
制治療受處分人有下列情
二、現行實務雖係委由醫療
形之一者，戒護人員於必
機構執行禁戒、監護及
要時，得對其使用警棍、
強制治療之保安處分，
防護型噴霧器或其他適當
然若遇有需維護執行處
之器械：
所安全或秩序之情形，
一、對於他人之生命、身
仍宜賦予戒護人員於適
體、自由為強暴、脅
當時機得使用器械之公
迫或有事實足認為將
權力，爰於本條規定戒
施強暴、脅迫時。
護人員得使用之器械種
二、持有足供施強暴、脅
類及相關之使用條件，
迫之物，經命其放棄
以資明確。
而不遵從時。
三、聚眾騷動或為其他擾
亂秩序之行為，經命
其停止而不遵從時。
四、脫逃，或圖謀脫逃不
服制止時。
五、執行處所之裝備、設
施遭受劫奪、破壞或
有事實足認為有受危
害之虞時。

前項之警棍、防護型
噴霧器或其他適當之器
械；其種類、規格如附表
二。
第七條 強制工作處所官員 一、本條刪除。
使用攜帶之槍械，以發左 二、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
列事項而有必要時為限：
業經司法院釋字第八一
一、受處分人對於他人
二號解釋宣告違憲，爰
為強暴或脅迫行為
刪除本條。
之。
二、受處分人持有促供
施強暴之物經命其
放棄而不遵從時。
三、受處分人聚眾騷擾
時。
四、以強暴劫奪受處分
人或幫助受處分人
為強暴或脫逃時。
五、圖謀脫逃而拒捕
時。
第三章 感化教育處所
一、刪除章次、章名。
二、刪 除 理 由 同 第 一 章 說
明。
第八條 對於受感化教育處 一、本條刪除。
分人，應於不妨礙其個性 二、少年感化教育處分之執
發展範圍內，施以戒護。
行，應以學校教育之方
式執行之，並依少年矯
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
通則辦理，爰刪除本條
之規定。
第 九 條 受 感 化 教 育 處 分 一、本條刪除。
人，確有脫逃自殺暴行或 二、施用戒具之規定業於修
其他擾亂秩序之虞時，得
正條文第九條中規範，
收容於鎮靜室，非有緊急
故本條並無保留之必
情形，不得施用戒具。
要，爰予刪除。
第十條 感化教育處所，係 一、本條刪除。
採軍事方式管理者，準用 二、少年感化教育處分之執
第七條之規定。
行，應以學校教育之方
式執行之，並依少年矯
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
通則辦理，爰刪除本條
之規定。
第四章 禁戒處所、監護處 一、刪除章次、章名。
所及強制治療

二、刪 除 理 由 同 第 一 章 說
明。
第十三條 執行處所遇有重 第三條 保安處分處所，遇 一、條次變更。
大特殊情形，為加強安全 有天災事變，須為防衛工 二、執行處所如遇有重大特
戒備及受處分人之戒護， 作時，得令受處分人分任
殊情形，為防護受處分
得請求警察機關或其他相 工作，如有必要，得請求
人之生命及執行處所之
關機關協助。
軍警協助。
安全，需加強戒護，得
請求警察機關或其他有
關機關之協助。另，為
擴大本條之適用範圍，
爰將現行條文之天災事
變、防衛工作、軍警等
文字酌予修正。
第四條 天災事變在處所內 一、本條刪除。
無法防避時，得將受處分 二、因應監護、禁戒及強制
人護送至相當場所，不及
治療保安處分委由醫療
護送時，得暫行釋放。
機構執行而遇有重大特
前項被釋放之受處分
殊情形時，通常請求警
人，應於釋放時起四十八
察機關或相關機關協助
小時內，回原處所或警察
即可因應，爰刪除本
機關報到。
條。
第十一條 對於受禁戒監護 一、本條刪除。
及強制治療處分人，得指 二、現行實務係委由外部機
定區域於限制時間內，許
構執行禁戒、戒護及強
其自由散步。
制治療之保安處分，宜
由各該機構基於保安處
分之目的，並尊重受處
分人之人權，自行決定
管理方式，爰刪除本
條。
第十二條 第五條至第七條 一、本條刪除。
於本章準用之。
二、配合規範體系之修正，
並無準用之必要，爰予
刪除。
第十三條 於公立醫院執行 一、本條刪除。
禁戒監護或強制治療處 二、考 量 現 行 實 務 運 作 情
分時，應嚴予隔離。
形，監護處分與強制治
療處分均分由不同機構
辦理，無規範必要，爰
予刪除。
第五章 附則
一、刪除章次、章名。
二、刪 除 理 由 同 第 一 章 說
明。

第十四條
施行。

本辦法自發布日 第十五條
施行。

本辦法自發布日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附表一 戒具種類規格表
戒具種類

規格

功能

以金屬、塑膠或其他合適之 用以拘束受處分人腳踝，以
素材製作，重量以二公斤為 管束其活動之器材。
腳鐐

限，如有必要，得加至三公
斤。少年受處分人以一公斤
為限，如有必要，得加至二
公斤。
以金屬、塑膠或其他合適之 用以拘束受處分人手腕，或

手銬

素材製作，重量不得超過半 聯結其他適當之固定物，以
公斤。

管束其活動之器材。

以金屬、塑膠或其他合適之 圍鎖於受處分人腰間，並互
素材製作，重量以二公斤為 相聯結或聯結其他適當之固
聯鎖

限，如有必要，得加至三公 定物，用以拘束受處分人行
斤。少年受處分人以一公斤 動自由，以管束其活動之器
為限，如有必要，得加至二 材。
公斤。

束繩

以塑膠或其他合適之素材製 用以拘束受處分人手腕或腳
作。
除腳鐐、手銬、聯鎖及束繩

其他經法務部 以外，用於限制受處分人行
核定之戒具 動之器材，其種類及核定程
序由法務部定之。

踝，以管束其活動之器材。

附表二 器械種類規格表
種類

規格
木質警棍

備考
含齊眉棍

藤質警棍

警棍

橡膠警棍
金屬伸縮警棍

防護型噴霧器
鎮暴器
械

各式防護型噴霧器
各式鎮暴槍（彈）
防暴網（繩索）槍
各式盾牌
瓦斯噴霧器（罐）
瓦斯槍（彈）
瓦斯棍（棒）

其他
器械

瓦斯器
械

瓦斯電氣棍（棒）
瓦斯噴射筒
瓦斯手榴彈
煙幕彈（罐）
震撼（閃光）彈
電氣棍（棒）
（電擊器）

電氣器
械

拋射式電擊器
擊昏（電擊）槍
擊昏彈包

含電擊盾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