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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羈押法重要趨勢 

大法官釋字之推波助瀾： 

第

653
號 

羈押法第六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不許受

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之部分，與憲法第十六條保

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相關機關至遲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

起二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羈押法及相關法規，就受

羈押被告及時有效救濟之訴訟制度，訂定適當之規範。 

第

654
號 

羈押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律師接見受羈押被告時，有同

條第二項應監視之適用，不問是否為達成羈押目的或維持押所

秩序之必要，亦予以監聽、錄音，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

則之規定，不符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同法第二十八條之規

定，使依同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對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時

監聽、錄音所獲得之資訊，得以作為偵查或審判上認定被告本

案犯罪事實之證據，在此範圍內妨害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牴觸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訴訟權之規定。前開羈押法第二十三條第三

項及第二十八條規定，與本解釋意旨不符部分，均應自中華民

國九十八年五月一日起失其效力。 

第

720
號 

羈押法第六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不許受

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之部分，業經本院釋字第六

五三號解釋，以其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

違，宣告相關機關至遲應於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解釋意

旨，檢討修正羈押法及相關法規，就受羈押被告及時有效救濟

之訴訟制度，訂定適當之規範在案。在相關法規修正公布前，

受羈押被告對有關機關之申訴決定不服者，應許其準用刑事訴

訟法第四百十六條等有關準抗告之規定，向裁定羈押之法院請

求救濟。本院釋字第六五三號解釋應予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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羈押法亦為矯正機構行刑之核心法律： 

該法適用範圍為「看守所」內受羈押之刑事被告，看守所

係我國七大類矯正機構中第二大主體（機關總數第 2 名、

收容人數第 2 名），故被告之各項處遇程序與人權保障受

到空前重視，現行羈押法僅 39 條，羈押法施行細則 94 條，

倘有讀過監獄行刑法之同學即可發現，羈押法與監獄行刑

法有相當多類似之處（甚至羈押法第 38 條還規定準用監

獄行刑法之章節），故同學們大可不用太擔心，倘兩科都

是第一次接觸的同學，建議先讀監獄行刑法，再讀羈押

法，因為就現行的法律條文來看，推測監獄行刑法應是佔

較重的考題分配比例。 

法務部的重視： 

107年 7月 20日於法務部舉辦之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修正

草案公聽會，其中而原本僅有 39 條的《羈押法》更是砍

掉重練，增加為 113 條，足足增加條文 3 倍。 

二、羈押法重要法條 

羈押法：  
法條 條文要旨 

§1 羈押處所 
§2 分別羈押 
§4 視察 
§5 行動限制、生活輔導及施用戒具 
§5-1 施用戒具之限制 
§6 刑事被告之申訴權 
§7-1 健康檢查及處理 



羈押法 考點解析 5 

§10 應遵守事項之告知及個人調查 
§13 攜帶子女之准許 
§14 新入所被告應使獨居或雜居之規定 
§16 作業 
§17 勞作金之給與及運用 
§20 飲食 
§22 重傷病患之送醫 
§23 接見 
§23-1 接見時之監看及資料、違禁物品之檢查 
§25 接見時限 
§27 接見之拒絕 
§27-1 發受書信 
§38 監獄行刑法有關規定之準用 

羈押法施行細則： 
第一章 通則 

法條 條文要旨 
§2 執勤注意事項 
§3 嚴為分界與分別羈押意義 
§4 長官巡視次數 

第二章 入所 
法條 條文要旨 

§7 入所程序 
§8 接收被告應注意事項 
§11 健康檢查實施者及例外規定 
§12 入所應遵守事項 
§14 申訴程序 
§15 攜帶子女規定 
§16 分別羈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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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戒護 
法條 條文要旨 

§18 戒護與執勤注意事項 
§19 施用戒具注意事項 
§20 鎮靜室 
§21 施用警械注意事項 
§22 女所管理 
§23 應變計劃 

第四章 作業 
法條 條文要旨 

§29 作業方式、科目之選定 
§30 被告作業 
§31 被告勞作金標準 
§33 作業之指導 

第六章 性行考核 
法條 條文要旨 

§49 性行考核應作成之紀錄 
§54 區分等級 
§56 移監執行時文件之移送 

第七章 給養 
法條 條文要旨 

§57 主副食標準 
§58 特殊被告之主副食標準 
§60 被告可自備之物品 
§61 自備物品之管制 

第八章 衛生及醫治 
法條 條文要旨 

§66 疾病之預防及診治 
§67 戒護住院視為在所羈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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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通知探視之要件 
§69 藥品管制 
§70 醫師建議權 

第九章 接見 
法條 條文要旨 

§72 接見處所、次數、時間 
§74 接見語言 
§75 接見攜帶子女之年齡 
§76 拒絕接見之情形 
§77 被告請求接見被告之例外 
§80 律師接見 
§81 律師接見時間及例外 
§82 律師接見處所 
§83 律師接見談話之規定 
§84 律師接見授受財物之規定 

第十章 保管 
法條 條文要旨 

§85 送與飲食及必需物品規定 
§87 沒入及廢棄 

第十二章 死亡 
法條 條文要旨 

§90 死亡之相驗及呈報 
§91 屍體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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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擬試題 

 
1  

羈押被告若有不服看守所之處分時得申訴。請說明受理申訴之

對象為何？處理羈押被告申訴事件時，應注意那些相關規定？

 【自編】 

擬答 

羈押被告申訴之對象： 

根據羈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6 條規定，得申訴於法官、

檢察官或視察人員，因此其對象包含： 

法官：原則上係指「看守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法官。 

檢察官：原則上係指「看守所」所在地之地方檢察署之檢

察官。 

視察人員：係指蒞看守所視察之法務部或法務部矯正署長

官。 

法官、檢察官或視察人員接受申訴時，應即報告法院院長

或檢察長。 

申訴應注意事項： 

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之規定，說明如下： 

申訴之前提：必須以被告不服看守所之處分時提出申訴。 

申訴之期限：被告應於處分後十日內個別以言詞或書面提

出申訴。 

申訴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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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應個別為之，不得由其他人代為申訴或集體申訴。 

被告應以言詞或書面方式提出。 

以言詞申訴者，由看守所主管人員將申訴事實詳記於申

訴簿。 

以文書申訴者，應敘明姓名、犯罪嫌疑、罪名、原處分

事實及日期不服處分之理由，並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記明申訴之年月日。 

申訴之處理： 

看守所所長：對於被告之申訴認為有理由者，應撤銷原

處分，另為適當之處理。認為無理由者，應即轉報監督

機關。 

監督機關：對於被告之申訴認為有理由者，得命停止、

撤銷或變更原處分，無理由者應告知之。 

視察人員：視察人員接受申訴事件，得為必要之調查，

並應將調查結果報告其所屬機關處理。調查時除視察人

員認為必要者外，看守所人員不得在場。 

匿名申訴不予受理。 

申訴之保障：看守所對於申訴之被告，不得歧視或藉故予

以懲罰。 

申訴之最後決定：監督機關對於被告申訴事件有最後之決

定。 

申訴規定之告知：關於被告申訴之有關規定，應張貼於被

告羈押處所，並於被告入所時告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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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華德（2018），監獄行刑法暨羈押法，保成出版社。 

 
2  

為維護看守所管理秩序，保護被告安全，「戒具」是戒護管理作

為上必要的法定手段，請問戒具之種類？在何種情形下可以施

用戒具？施用戒具時應注意那些事項？請依羈押法及其施行細

則說明之。 【自編】 

擬答 

戒具之意義： 

羈押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戒具乃看守所對於已有暴行、

逃亡、自殺以之虞時的被告，基於維護紀律以及防止災害

發生，所使用於被告身上來保護其身體安全之器具。 

戒具種類： 

依羈押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戒具以腳鐐、手梏、聯鎖、

捕繩四種為限： 

腳鐐：腳鐐為金屬製之戒具，以雙環固定雙腳，其中間以

鏈條接連，藉以約束被告之雙腳。 

手梏：手梏為金屬製之戒具，以雙環固定雙手，其中間以

鏈條接連，藉以約束被告之雙手。 

聯鎖：聯鎖為金屬製之戒具，將鏈條繫於受刑人之腰間，

多用以串聯多位被告達到相互牽制之功效。 

捕繩：捕繩為棉質製品，可用於綑綁之戒具，藉以束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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