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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戒護住院收容人破壞戒具企圖脫逃 

一、案情概述： 

民國 109 年 7 月 6 日某監所戒護住院收容人 A，凌晨

4 時左右利用棉被掩飾，以毛巾包裹左手手腕，彎曲身體

以雙腿夾住手銬用力拉扯掙脫手銬，後接續以聯結病床之

聯鎖反覆纏繞左腳腳鐐鐐環本體聯結處第一節鑄鐵固環，

施力扭轉破壞鑄鐵固環將腳鐐鐐鏈抽離聯鎖，成功破壞腳

鐐。 

當日 5 時趁機利用其他監所管理員交接班，離開病房

未將鑰匙抽離門鎖之際。收容人 A便假意請求張姓管理員

協助至浴廁幫忙拿取毛巾，趁隙下床開啟病房房門逃竄，

此時其他監所管理員曾於病房門前與收容人 A擦身而過，

均未察覺異狀。隨後收容人 A搭乘電梯至 1樓繼續逃脫，

逃跑至醫院急診室外約五十公尺外商家店門口，並於 5時

22分由該監所張姓管理員、楊姓管理員及醫院警衛、保全

人員等人捕獲帶回醫院。 

二、原因分析： 

(一)戒護人員警覺性不足 

經檢視監視畫面，收容人 A 當日凌晨 2-4 時輾轉難

眠，並有整理打包個人物品之行為，且利用棉被掩飾，

彎曲身體以雙腿夾住手銬用力拉扯掙脫手銬，並以施

力扭轉成功破壞鑄鐵固環，成功破壞腳鐐等情，張姓

管理員均未察覺異狀。 



(二)戒護人員未依規定檢查戒具 

收容人 A 於 109 年 7 月 3 日戒護住院，期間施用手

銬、腳鐐及聯鎖三種戒具，7月 5日夜間戒護人員交

接班僅目視戒具施用狀況，未詳加檢查。且於收容人

A施用戒具外醫時未及時發現腳鐐鑄鐵固環焊接處鏽

蝕裂痕異狀，戒具檢查不夠仔細。 

(三)戒護人員未將鑰匙隨身保管，暴露門禁管理風險 

109年 7月 6日 5時 2分他機關胡姓管理員退班後開

啟戒護病房鐵門離開，接班之蔡姓管理員未將鑰匙抽

離門鎖，5 時 11 分收容人 A 見鑰匙留於門鎖有機可

趁，假意要求張姓管理員至浴廁協助拿取毛巾，趁隙

下床自行開啟房門脫逃。 

(四)分區聯防觀念薄弱 

當日 5 時 11 分收容人 A 走出病房時與他監所蔡姓管

理員及陳姓管理員擦身而過，惟兩員均未察覺異狀。 

(五)通報機制未落實，中央台無法即時掌控應變 

事件發生時張姓管理員搜捕收容人 A之際，未立即喚

醒備勤休息之楊姓管理員，且收容人 A 於 5 時 11 分

脫逃，5時 20分遭醫院警衛及戒護人員逮捕控制，過

程歷經約 10分鐘，戒護人員復於 5時 29分始回報中

央台，中央台無法即時指派人員前往協助搜捕。 

三、興革建議： 

(一)加強橫向聯繫，掌握高戒護風險人犯動態 

要求各場舍主管對於收容人確實考核，如發現有精

神異常、行為異樣、罹患重病、遭求處重刑或犯重

罪者，應列入行狀紀錄，若有必要列為特殊收容人

加強列管考核。對於高風險及特殊列管收容人戒護



外醫時，除指派幹練同仁戒護外，應由值班科員或

中央台主任進行任務提示，檢視裝備及其他應注意

事項。 

(二)提升同仁戒護勤務危機意識及警覺性 

利用勤前、常年教育及科務會議等集會時間加強講解

剖析近年發生之戒護事件及違失案例，加強勤務教育

及戒護觀念宣導，強化同仁戒護勤務危機意識，提高

同仁對特殊收容人之警覺性及對突發事件之應變能

力。 

(三)強化同仁戒具施用及檢查之必要作為 

戒護收容人住院期間，如需離開病房做各項醫療檢查

有解除戒具之必要時，應先向中央台報准始能解除，

檢查期間應提高警覺，加強觀察收容人情狀，並於檢

查結束返回病房後立即施用戒具。交接班時應確實檢

查手銬鬆緊度、腳鐐及聯鎖各聯接點是否穩固。 

(四)加強戒護住院門禁管制 

要求值勤人員戒護住院病房鑰匙應隨身保管，交接班

時確實清點，進出人員落實身分查證。並與醫院協調

設置加設電控遙控鎖及監視攝影對講系統，強化門禁

管控強度。 

(五)加強分區聯防觀念 

各矯正機關發揮矯正機關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建立

守望相助精神，警力協防概念，預防戒護事件發生。 

(六)強化通報機制 

擬定戒護住院事件通報機制標準流程表，並放置於中

央台及戒護住院病房，遇事件發生時戒護人員能確實

依流程表進行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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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收容人攻擊戒護人員脫逃未遂  

一、案情概述： 

109年 10月 1日 11時 40分，收容人 A及 B於舍房內佯

裝打架，經值勤主管林姓管理員於現場勸架，中央台代

主任李姓主管及值班代科員謝姓主任趕往支援。11時 42

分先將收容人 A 上手銬，值勤人員依開啟舍房規定開啟

舍房門時，收容人 A 藉機衝撞值勤人員，收容人 B 於 A

後方藉機衝出舍房，以磨尖筷子攻擊戒護同仁，企圖脫

逃。恰視同作業收容人 C 於房舍收廚餘時，聽從值班代

科員謝姓主任指示按報告燈，旋即支援警力廖姓管理員、

劉姓管理員使用辣椒水及壓制處置，事件迅速平息，陸

續帶往中央台後分開區隔調查。 

二、原因分析： 

(一)收容人家屬未接見誘發脫逃動機 

收容人因思念孩子及中秋電話懇親未接通，一時想念

家人，而場舍主管未及時輔導或轉介輔導疏解情緒，

故臨時起意，想拚博能否脫逃成功。 

(二)戒護勤務未落實，導致收容人預謀攻擊 

值勤人員在開啟舍房門前，有要求同舍房收容人 B坐

下，但放下門蓋後無法查看舍房內動態，造成開啟舍

房門時，收容人 A踏出舍房門時立即攻擊值勤人員，

收容人 B尾隨跟出，並用磨尖筷子攻擊主管。 

三、興革建議： 



(一)強化輔導工作及家庭支持 

家庭支持為收容人改過之動力，各教輔小組人員要關

切收容人與親友聯繫之狀況，針對特殊或列管收容人 

，應適時輔導及轉介社工連繫家人。如遇節慶(農曆

春節、中秋節、端午節)，電話懇親無法接通時，場舍

主管可協助申請電話接見，讓其收容人安心，家屬放

心，紓解在監壓力，防範戒護事故發生。 

(二)強化緊急應變及危機處理能力 

值勤人員夜間或例假日時，準備開啟舍房門，更應提

高警覺，觀察收容人情狀，命令收容人遠離舍房門口，

背面房門面向廁所，坐下、眼睛閉上，開門前經由瞻

視孔確認是否坐好後，再開啟舍房門；另收容人上銬

時背銬，降低收容人攻擊能力。 

(三)強化同仁戒護勤務之警戒心及危機感 

重大刑案被告、被求處重刑或極刑被告及各類精神或

疾病之被告，戒護勤務之危機隨時隨處存在，強化同

仁戒護勤務之危機感。 

(四)中央台勤務調派精進改善 

落實分層指揮系統，中央台主任應在中央台統一調度

支援警力及傳達訊息給各級長官知悉，並待更多優勢

警力到場再開啟舍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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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外役僱工受刑人脫逃事件  

一、案情概述： 

109年 8月 4日上午 8時 56分，外役監獄受刑人 A於

廠區作業起身時，頭部不慎撞到角鐵，導致頭頂 1公分傷

口，9 時 13 分許由陳姓管理員偕同廠方徐姓協理陪同至

醫院急診，經醫師診察縫合後返回工廠休息。 

是日上午恰巧接獲民眾電子郵件自稱廠方員工，於 8月

3日看見受刑人 A使用手機，9時 43分許林主任管理員利

用受刑人 A外醫時，初步查察作業區、置物櫃等處，未發

現違禁物品。林主任管理員私下詢問廠方徐姓協理有無發

現受刑人 A有異常狀況，徐姓協理表示據其觀察，受刑人

A作業勤奮，未見異常情形。 

受刑人 A上午於廠區休息後表示傷勢無大礙，下午繼續

參加作業，林主任管理員於 15時 30分許巡邏作業區域，

受刑人 A於加工作業(碼頭)區正常作業，林主任管理員巡

邏完畢後由代理助勤陳姓管理員交替巡邏，陳姓管理員 16

時 20 分許結束巡邏發現受刑人 A 上廁所不在作業區，林

主任管理員遂騎單車去巡視加工作業(碼頭)區，同作業區

受刑人告知受刑人 A去如廁，由於廠區占地遼闊，有多處

廁所，林主任管理員立即全面巡查以及聯繫陳姓管理員分

頭至不同處廁所及廠區找尋，因不見受刑人 A行蹤，旋即

於 17 時 5 分回報戒護科，並於 17 時 10 分向轄區派出所

報案。 



調閱監視器影像，發現受刑人 A趁隙於林主任管理員巡

邏結束後，向同組受刑人表示上廁所為由，於 15時 44分

步行離開加工作業(碼頭)區，沿著廠區內道路行進，15時

50分許從廠區外籍移工宿舍附近之圍牆翻越而脫逃。 

二、原因分析： 

(一)外役僱工受刑人擔心東窗事發鋌而走險 

受刑人 A脫逃當日上午遭檢舉私藏手機，值勤同仁雖

利用其戒護外醫期間初步搜查，並未告知當事人，然

當下並未發現同組作業受刑人有協助傳遞及私藏違

禁物品行為，故不排除渠等於受刑人 A戒護外醫返回

廠區時有告知查察情事，受刑人 A擔心東窗事發鋌而

走險。 

(二)外役僱工受刑人採取低度安全管理 

外役僱工採取低度安全管理，當日由兩名戒護人員執

勤，但 21 名受刑人分於 5 處地點作業，雖採原則每

人每小時內交替巡邏方式以維持巡邏頻率，然工作地

點非如監內，終究無法全時監控，利用值勤人員巡邏

後空隙脫逃。 

三、興革建議： 

(一) 加強宣導遵守事項及暢通輔導聯繫窗口 

加強外役監獄受刑人職前講習及每日外出相關應遵

守事項宣導，強化受刑人法治觀念，並暢通輔導聯

繫窗口及意見反映管道，俾利受刑人尋求協助，強

化更生決心。 

(二) 加強受刑人輔導關懷、落實考核以利掌握囚情 

外役監獄採低度戒護管理，為穩定囚情，尤重教輔

小組人員對於受刑人之輔導關懷，遇有新收、轉配



業、獎懲、疾病或家庭變故時，應加強辦理，並落

實考核以利掌握囚情。 

(三) 明訂受刑人集中如廁及休息地點，以利掌握動態 

外役僱工受刑人常見如廁或廠商臨時指派支援而短

暫離開指定作業區，針對前開情形，將要求廠方指

派受刑人離開原作業區前應向值勤人員告知，另明

定受刑人集中如廁及休息之地點，以利值勤人員掌

握動態，若發現受刑人不在指定區域時，即可先行

通報本監勤務中心並進行搜尋，俾勤務中心預為因

應判斷，避免錯失協尋及逮捕良機。 

(四) 提升同仁戒護勤務危機意識及警覺性 

利用勤前、常年教育及科務會議等集會時間加強講

解剖析近年發生之戒護事件及違失案例，加強勤務

教育及戒護觀念宣導，強化同仁戒護勤務危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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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管理員將檢察官囑託事項書寫於接見室白板 

一、案情概述 

某地檢署檢察官承辦 100年度偵字強盜案件，該案被

告乙同時又在某看守所執行另案刑期，而同案未在押被

告丙屢次利用某立法委員名義辦理與被告乙之特別事由

接見，疑有串證之嫌。檢察官乃於 100年 11月諭示囑託

該看守所，對被告乙辦理特別事由接見之情形應立刻通

知該署，並將錄音光碟送署參辦。 

詎料該看守所管理員甲原應注意依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3 項偵查不公開規定，竟疏未注意，而於 101 年 2

月 7 日被告乙辦理接見當日，將檢察官囑託該所將被告

乙會客錄音光碟送署參辦訊息，書寫在接見室白板備忘，

致被前來會客之被告丙看見得知轉而告訴乙，因而洩漏

國防以外應秘密之偵查消息，涉犯刑法第 132 條第 2 項

之過失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嫌。 

二、問題分析： 

(一) 戒護管理欠缺保密觀念及警覺性不足 

對於收容人個人資料、檢察官偵查指示等訊息，自

應落實保密作為，然戒護人員因忙於戒護事務，為

記載備忘而將應保密訊息書寫於他人易於看見之

接見室看板，欠缺保密觀念及警覺性尚有不足。 

(二) 機密資料欠缺保密流程管控措施 

收容人個資、檢察官偵查指示等應行保密訊息之傳

遞，本應以黃色機密卷宗為之，提醒經手人員注意



保密作為，惟相關人員因欠缺敏感度及忽略保密措

施，致將應行保密資訊公開登載洩漏，顯示機密資

料之傳遞欠缺控管機制。 

三、興革建議： 

(一) 加強宣導資安保密觀念 

收容人個人資料、刑案資料、檢察官偵查指示等事

項，均為依法令應保守秘密之資料，非相關人員不

得接觸、知悉、傳達及公開討論外，機關除可對經

管人員加強宣導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外，並

應建立保密流程管理措施，以黃色機密卷宗或保密

皮箱傳遞，提醒經手人員知悉並有所警覺，以免因

一時疏忽而洩漏機密資料，甚至涉及行政及刑事責

任。 

(二) 收容人個人資料應妥善保密及保管 

舉凡收容人之姓名、通訊、住址、家屬、刑期、刑

名等，均屬應保密之資料；機關之接見室、工場、

舍房走道告示板、辦公室桌面、桌櫃及電腦等，亦

屬易於受窺視獲悉之處所，經辦人員於處理前開資

料時，務必審慎為之以免洩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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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機關將民眾檢舉信分由被檢舉人承辦，遭致洩密案 

一、案情概述： 

民眾向矯正署民意信箱陳情，內容提及渠曾於 108年 11

月為於監所服刑的親人受刑人甲向監所陳情，但陳情信

內容居然被洩漏，被檢舉人作業導師乙竟拿著陳情信內

容質問、找尋並警告其他受刑人，且於工場內詢問其他

受刑人之行為，疏未將陳情信遮蔽應保密資訊，逕使陳

情人個資及陳情信資料於可得閱讀狀態，使不應知悉保

密資訊之其他受刑人得以知悉陳情人姓氏且可清楚描

述陳情信細節，涉有刑法第 132條過失洩密罪嫌。 

二、問題分析： 

(一) 本案被檢舉對象為作業導師，惟該監所逕將本案分

案由該作業導師負責行政調查，疑有球員兼裁判之

虞，違反行政程序法第四節規定應「迴避」事由。 

(二) 行政機關處理人民陳情要點第 18條規定：「人民陳

情案件有保密之必要者，受理機關應予保密。」檢

舉書信(包含檢舉人身分、檢舉內容)對被檢舉對象

自屬應秘密之文書，不得任意外洩，故任何足以推

知檢舉人身分、檢舉內容之文字、語言、符號皆應

予保密，以免危及檢舉人之安全，並衍生不必要困

擾。 

(三) 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4 條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

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



事務均不得洩漏，退職後亦同」。公務員應嚴守保密

義務，惟凡關係他人權利、義務或個人隱私之案件，

在未依法公開前，參與辦理過程之人員，均有保密

義務。 

三、興革建議： 

(一) 落實行政程序法迴避之規定確保程序正當性 

按行政程序之進行應力求公正、公平，公務員處理

行政事件時，必須公正無私，始能確保當事人之權

益，並維護行政機關之威信。準此，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乃規定凡處理行政事件之公務員有該條各款

所定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以避免行政程序有

偏頗之虞。故機關應於行政調查過程中，落實行政

程序法「迴避」之規定，俾確保機關決策公正及行

政程序之正當性。 

(二)精進行政調查作為並落實員工保密觀念 

行政調查應秉持客觀立場，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

項，應一律注意，並不得預設立場或挾怨報復。另

應深化公務員保密觀念，使公務員於平時行政作業

時即養成良好的保密習慣及警覺，有效防杜違反保

密規定或洩密不法情事發生。 

(三) 強化檢舉人身分保密，俾民眾勇於舉發不法 

面對民眾檢舉或陳情案件時，除依法查辦外，對於

檢舉人及相關人身分，應注意保護其身分，切乎使

其身分曝光。若過程中因故意或過失洩漏檢舉人或

申訴人身分，除公務員個人將擔負刑事責任外，更

嚴重打擊民眾對於違背公益行為舉發之信賴，傷害

政府機關之公信力。故機關受理人民檢舉之當事人



身分保密，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170條第 2項、公務

員服務法第 4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

情案件第 18 點、行政院頒文書處理手冊捌文書保

密規定辦理。 

(四)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之審視及採取適當保護措施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係指國家機密以外，維護各政府

機關或個人權益應行保密之事項。例如保護個人安

全(如檢舉人身分)、隱私(犯罪紀錄等)或確保機關

行政運作(如人事、採購作業等)，由於種類繁多，

且散見於各種法規中，須由各機關依據案件屬性審

酌判斷。機關辦理人民陳情案件，應先審視是否有

保密之必要，而以一般公務機密文書辦理。但若經

審視非列為一般公務機密文書，仍應於辦理時採取

適當保護措施，如將載有足以辨識陳情人之資訊隱

蔽，避免有洩漏陳情人身分疑慮。 



 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 110年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參考教材 

案例：公務員未經申請由兩岸小三通方式赴大陸 

一、案情概述： 

中央部會所屬某機關技士，於 100 年間遭檢舉指稱利用

赴金門出差 3日之機會，未經簽准由兩岸小三通方式，自

金門赴大陸地區等情。經查該員係於公差第 3 日中午即

從金門搭船赴陸，且未向機關申請赴陸，接續請假 2日滯

留大陸地區，後經金門搭機返臺，請假期間並申領國內休

假旅遊補助。 

二、問題分析： 

(一) 利用出差至金門之機會，順道前往大陸旅遊，除藉

以節省自行從臺前往金門之旅費，並能藉由國內休

假之名義，同時申領國內休假旅遊補助，故意違反

公務人員赴陸相關規定。 

(二) 故意違反「簡任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

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

點」規定，經該機關甄審及考績委員會審議，核予

申誡 1次之處分。另該員申領國內休假旅遊補助費，

因不符申領要件亦已繳回。 

三、興革建議： 

(一)加強宣導，建立公務員赴陸觀念 

各機關人事及政風單位平日應對於機關同仁加強

赴陸規定宣導，於同仁赴陸申請時惇惇告知赴陸應

保密義務、注意人身安全、急難救助之方式，對涉



密人員赴陸申請更應依法嚴格審查；且人事單位應

主動告知同仁應於返臺上班後 1星期內，填具「返

臺意見反映表」送交所屬機關備查，並副知政風單

位以掌握出境情況。 

(二)提醒公務員赴陸可能面臨問題 

1、 人身安全問題 

由於大陸方面迄今推遲與我國進行人身安全保障

協商，且由於人治色彩濃厚，治安日益惡化，各

項有關人身安全遭受威脅之事件，日趨頻繁，因

此，公務員赴大陸地區從事各項活動時，均應特

別注意自身安全。 

2、 對大陸風險認知不足問題 

由於大陸資訊向來不透明，而一般公務員對於大

陸資訊的了解也相對有限，恐有認知不足的問題。 

(三)積極查核，掌握所屬工作差勤及生活狀況。 

單位主管應確實瞭解所屬人員工作差勤及生活狀

況，如有發現異常徵兆、不正常男女關係、財務狀

況不佳等情事，宜通知人事及政風單位協處。 

(四)赴陸通報，落實申報與管理程序。 

各機關（構）辦理公務員赴大陸地區事宜，應統合

內部人事、政風及業務單位，考量其業務性質或特

殊實務需要，建立事前了解及事後意見反映、追蹤

檢討之內部管理作業規範或補充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