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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出境專題 
 

限制出境，指有權國家機關根據法律規定，對特定自然人採取阻止離境的行為，

其可能發生在司法訴訟過程中，也可能出現在行政執法活動中1。 

一、 限制出境於修法前之「可能」法源 

（一） 限制住居 

1. 限制住居於我國之定位 

限制住居，指以頒發限制被告住居處所之指令，而停止被告之羈

押，屬羈押替代處分之一種。 

 非拘禁被告於一定處所，而係限制被告之住、居所。限制住

所者，指限制戶籍的變更，非強制要求被告長期居住在某處；

限制居所者，亦非限制被告僅能在某段期間、長期居住在某

處2。 

→係為確保訴訟文書能合法送達，非止被告不得自由行動而拘禁

於住居所之意3。 

 限制人民憲法第 10 條之居住、遷徙自由4 

                                                      
1 於刑事程序中，為避免當事人拒絕出庭、逃避偵查與審判，或不履行判決確定後應承擔之責任

等，實務上，偵審機關即有可能採取此類預防性碩施。參鄭文中，刑事訴訟程序上之限制出境初

探－以德國刑事訴訟法為例，台灣法學雜誌第 334 期，2017 年 12 月，頁 77。 
2 但是大家可以想想，我國把限制「住居」，解釋成僅限制相對人設定住居所的自由，以這種作

法作為羈押替代手段。但是，作為羈押替代手段之一，目的當然是要在侵害相對人權益較小的情

況下，發揮防止被告逃亡、防止被告滅證之目的。淺白又簡單問一句，限制相對人住居所的設定，

是要怎麼防止被告逃亡、滅證？這種解釋方式是合乎常理的嗎？難道立法者一開始對限制住居

的想像，真的不是限制相對人的行動自由嗎？這是林鈺雄老師提到的觀點，認為我國對限制「住

居」的解釋，本身就是錯的！只是單純的望文生義、說文解字！把它解釋成僅限於住居所地設定

之限制，會讓制個羈押替代處分根本沒辦法達成比例原則的適合性要求！他應該是指限制人民

行動自由的羈押替代處分，也只要這樣解釋，他才能達到它作為羈押替代處分的防止逃亡串滅證

的目的！ 

而且如果這樣解釋的話，限制出境似乎就可以在限制住居的文義下生存了，不過國內沒什麼學者

這樣想，大部分都認為限制住居僅限於住居所的設定限制，不包含行動自由的限制。參；林鈺雄、

王士帆、洪兆承、溫祖德、陳松檀、黃則儒、林重宏、林達、連孟琦，刑事訴訟限制出境之立法

展望，月旦法學雜誌第 283 期，2018 年 12 月，頁 209-210，林鈺雄之發言 
3 參黃朝義（2017），刑事訴訟法，頁 243；張明偉，限制出境之規範與檢討，台灣法學雜誌第 334

期，2017 年 12 月，頁 57-59；鄭文中，前揭註 1，頁 78。 
4 附帶一提，黃朝義老師認為，此等羈押替代處分雖然對被告的權益影響較小，但是不可忽略限

制住居已經實質影響受限制者之基本權了，既然影響到人民基本權，該等限制就應該符合正當法

律程序，而司法審查（令狀原則）的概念，參照釋字第 631 號解釋，就是正當法律程序的重要概

念！所以替代羈押的各類處分，目前仍容許由檢察官依職權決定（刑訴§93Ⅲ），在黃朝義老師的

眼中看來，其實是有違正當法律程序之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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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之關係 

 限制出境屬限制住居之「執行方法」5 

最高法院 73 年度第 4 次刑事庭庭長會議決定(一) 

限制被告出境，係執行限制住居方法之一種，案件在第三審

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之被告，有無限制出境或繼續限制出境

之必要，參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二項後段之規

定，應由第二審法院決定之。 

3. 實務見解之批評 

「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乃不同概念。非僅止於居住、遷徙

自由將受到影響6，二者並無任何吸收包含關係，故本法有關限

制住居之規定，應與限制出境無關7。 

（二） 刑事訴訟法第 116 條之 2 第 4 款 

第 116 條之 2 第 4 款之概括規定：「其他經法院認為適當之事項」 

 條文結構 

「依附」在法院已經先命羈押替代處分時，方可依第 116 條之 2

命限制出境，使限制出境僅成為一「依附處分」8 

 批評 

→將受制於羈押替代手段之立法結構瑕疵，致理論上無法發動9。 

                                                      
5 其實實務上除了這種「執行方法」的說法，尚有「限制住居類型說」、「限制住居附屬處分說」

之看法，不過因為執行方法這個看法有決議可以引，故筆者才只介紹此種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說法！

詳細的介紹、比較、批評，參王乃彥，論刑事程序之限制出境，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第 24 期，

2013 年 4 月，頁 159-166。 
6 限制出境，除將影響被告之居住、遷徙自由（這點跟限制住居相同），若就出境「目的」而言，

可能非單純為旅行，亦有可能係商務、探親之需求，非原本憲法第 10 條居住遷徙自由所可涵蓋，

尚有工作權、探視親人等權利等不同之基本權干預面向，可能因限制出境而受到影響，故限制出

境應非限制住居之手段、方法，應有其獨立之實質內涵！ 
7 參黃朝義，刑事程序限制出境（海）之規範與實際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215 期，2013 年 5 月，

頁 106-109；林鈺雄、王士帆、洪兆承、溫祖德、陳松檀、黃則儒、林重宏、林達、連孟琦，前

揭註 2，頁 180-181，王士帆之發言；王乃彥，刑事程序上的限制出境處分之合法性批判，台灣

法學雜誌第 334 期，2017 年 12 月，頁 72-73；張明偉，前揭註 3，頁 56-59。 
8 因為第 116 條之 2 之發動時點，是針對「已經執行羈押」，然後聲請「停止羈押」，讓羈押替代

處分來取代羈押執行；或檢察官依第 117條之 1逕命羈押替代處分時。此二時點的前提都是「已

經有一個羈押替代處分」了！ 
9 既然限制出境被解釋成是依附在羈押替代處分之額外負擔指示，如此一來，將會因為羈押替代

處分之立法結構瑕疵，導致理論上根本無法發動限制出境。蓋本法規定之羈押替代處分，乃於有

羈押原因而無羈押必要時，所發動之較小侵害手段。然該等手段似無法防止羈押原因之發生，致

其有立法上之先天瑕疵（具保有防止滅證之功能？限制住居有預防再犯之功能？）。既然三個羈

押替代手段都無法阻止滅證與防止再犯，欠缺方法目的間之適合性要求，根本就不得適用第 116

條之 2 去選擇限制出境之替代處分，此乃自比例原則觀察之審查結果。故，因為羈押替代處分根

本就過不了比例原則的審查，將導致依附於其下的限制出境根本無發動的空間！參林鈺雄、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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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文義過於模糊10。 

（三）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5、6 款 

入出國及移民署依第 6 條對國民為之出國禁止處分，屬需要其他機關

參與並協力之多階段行政處分11，非刑事訴訟之強制處分。 

→本規範僅在敘明入出國及移民署應禁止國民出國之事由，無授權司

法或軍法機關為保全被告而限制其出國之用意，故刑事程序之限制出

境，不得以本款作為授權依據12。 

二、 修法前之立法建議13 

(一) 令狀原則之要求 

既肯認限制出境具獨立之實質內涵，且具有強制處分屬性，則自人權保

障觀點而言，容許實施強制處分之權限，應屬法院司法審查權之職掌範

圍，無法院簽發的令狀，不得實施限制出境之強制處分14。 

 針對此觀點之質疑15 

將限制出境視為「獨立之強制處分」，制定單獨授權規定，並無比

較法上之經驗可供參考，且將導致和羈押替代處分間糾結不明，羈

押替代處分更為空洞16。 

                                                      
帆、洪兆承、溫祖德、陳松檀、黃則儒、林重宏、林達、連孟琦，前揭註 2，頁 177-180，王士帆

之發言；類似看法，吳景欽（2017），〈刑事實務的限制出境之適法性爭議〉，《台灣法學雜誌》，

第 334 期，頁 38-40。 
10 參黃朝義，前揭註 7，頁 111；林鈺雄、王士帆、洪兆承、溫祖德、陳松檀、黃則儒、林重宏、

林達、連孟琦，前揭註 2，頁 179、181-182，王士帆之發言；王乃彥，前揭註 3，頁 166。 
11 這個行政法的經典案例，大家應該都知道是什麼吧？大致上就是一個行政處分的做成，需要

兩個以上機關本於各自職權共同參與而言！忘記了就再去翻翻行政法吧～關於多階段行政處分，

參李建良，論多階段行政處分與多階段行政程序之區辨－兼評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1603 號判決，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9 期，2011 年 9 月，頁 285-304。 
12 參王乃彥，前揭註 3，頁 158-159；黃朝義，前揭註 3，頁 244。 
13 主要參黃朝義，前揭註 7，頁 111-117。另有相同、類似見解者，參吳景欽，前揭註 9，頁 42-

43。 
14 參註 4 所述之黃老師立場。 
15 參林鈺雄、王士帆、洪兆承、溫祖德、陳松檀、黃則儒、林重宏、林達、連孟琦，前揭註 2，

頁 176-177 ， 林 鈺 雄 之 發 言 ； 林 鈺 雄 ， 定 位 混 淆 的 限 制 出 境 修 法 ，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1010edi001/（最後瀏覽日：06/12/2019） 
16 關於限制出境之立法可能選項，林鈺雄老師歸類，總共有三種。第一種是作為刑訴法上的「羈

押替代處分」，代替羈押以防止被告逃亡，在此種立法模式下，限制出境之立法必然是如同具保、

責付等替代處分，附隨於羈押規定而一併立法，非屬獨立強制處分，目前德國、日本、美國都是

採此類立法模式（我國現行法也算這類）；第二種是「行政法上的限制出境」，依照不同行政目的

需求（例如國安、警政、法務、兵役、移民、稅捐等）而在個別行政法上制訂其授權規定，如我

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的禁止出國處分，其性質上屬於行政處分，由行政機關

依行政程序為之，且相對人不服時亦是循行政救濟途徑，由行政法院撤銷之。上述兩種，無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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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限制出境之要件 

判斷基準應只考慮：有無明顯潛逃徵兆17。 

(三) 限制出境之程序 

偵查中檢察官欲發動限制出境時，基於令狀原則之要求，應於聲請後獲

得法官允許。 

→應由中立法院決定有無限制出境之必要，又基於正當法律程序保障，

應使法院訊問被告，讓被告充分了解被限制出境之理由、必要性。 

→未經訊問之「暫時性限制出境命令」的建制18 

→然為因應個案之急迫性，應有所謂「無令狀之限制出境」（似緊急搜

索概念），以兼顧偵查效益。惟容許之時間不宜過長，避免例外成為原

則之憾。 

(四) 限制出境之期間 

限制出境之命令具有繼續性性質，若於未撤銷期不予限制時間，形同被

告只要被限制出境，將一直拘束至案件終結（執行完畢或無罪、不起訴

確定），對被告權利影響甚大，故應有時間限制。 

→立法時應參考偵查與審判性質之差異，制定限制出境之期間規範19。 

(五) 限制出境之救濟 

                                                      
關係，先進國家的法治也都「併存」這兩類的限制出境，兩者甚具補充關係。 

第三種，較類似黃朝義老師主張的立法方式，將限制出境從羈押替代處分中抽離，當成「刑訴法

上的獨立強制處分」，林老師說，他沒有看過哪個先進國家是這樣規範的，但草案（現在已成現

行條文）卻是採這種立法模式，恐怕又是我國立法者的「兄弟個人獨獲的創見」？這種立法方式

是有疑義的！過去日本曾試過這種修法方式，但因為將導致和羈押替代處分糾結不明，導致很多

適用麻煩，所以最後放棄了～我國應該吸取教訓！另外，限制出境是目前最常用的羈押替代手段，

要是抽離之，目前僅有的羈押替代手段將更無用而空洞～關於日本法之失敗經驗，參林鈺雄、王

士帆、洪兆承、溫祖德、陳松檀、黃則儒、林重宏、林達、連孟琦，前揭註 2，頁 184-190、206，

洪兆承之發言。 
17 限制出境作為一種防止被告逃亡的手段，有無限制出境的必要性，當然應該如此考量！像是

已經有證據顯示，相對人正在購買機票、傳票或私下規劃偷渡行程等。 
18 為了避免被告長期不到案，或者是檢察官另有偵查的考量（避免打草驚蛇），應容許檢察官向

法院聲請這種暫時性的限制出境命令，容許在未經訊問的情況下，限制被告出境。此種措施時間

不宜過長，若有延長必要亦必須檢附相關證據聲請，對於是否有通知被告到場必要，檢察官亦須

提出理由說明無通知必要之原因。 
19 在偵查中，因為檢察官擁有較為優勢的偵查地位，對於案件的進行，具有一定的管控能力，而

且偵查中也沒有審理中關於詰問規則的相關限制，在這種情況下，自不容許較長的時間；而於審

判中，案件既經起訴，審理的範圍、次序、方式，都由當事人決定，法院僅為補充性的性質，對

於案件的審理遲、速，當事人有相當的責任，在這個時候，應讓法院視案情繁雜，擁有較長時間

的限制期間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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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針對緊急性、暫時性、一般性的限制出境處分，分別給予不同的救濟

方式： 

→緊急性：因檢察官僅有短暫的限制時效，侵害較輕微，但為避免濫用，

可仿效第 131 條第 3 項之設計，即應於限制後陳報法院，由法院事後審

查。 

→暫時性：因涉及偵查作為，限制出境之書面命令極有可能不像被告送

達，若被告有出境而於海關知其已遭限制，此時已無偵查秘密之問題，

應將書面命令送達被告，使之有抗告機會20。 

→一般性：抗告。 

(六) 視為撤銷限制出境之事由21 

→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22 

→判決結果為拘役、罰金、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之行、緩刑23 

→無罪、免訴、不受理等判決。 

(七) 包裹式立法24 

→同時考量行政法之限制出境25 

→羈押替代處分充實化、多元化26：如電子腳鐐、定期報到、禁止接觸 

                                                      
20 若被告自始自終不知被限制？應仿效通訊監察之制度設計，在無偵查妨礙的情況下，事後再

以書面通知被告，被告收受後亦可提起抗告救濟。 
21 較限制出境嚴重的羈押處分，基於比例原則的考量，一些特殊情況或無必要的情況，可依撤銷

羈押或視為撤銷羈押而免於羈押，此等法制規定可供限制出境之撤銷參考！ 
22 表示被告犯罪嫌疑不足，或基於刑事政策考量，無給予刑罰必要，此時限制出境之必要性及不

復存在，應「視為」撤銷限制出境。 
23 被告雖經起訴，但因為刑度較輕，縱有逃亡的可能性，但案件的嚴重性質已經消失或根本就不

存在，對被告繼續限制出境顯然不符合比例原則，所以這些情況亦應視為撤銷限制出境。 
24 這部分，是新法完全沒有解決的問題，也可以說是本次修法的遺憾！參林鈺雄，〈定位混淆的

限制出境修法〉，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1010edi001/（最後瀏覽日：06/12/2019）

與其於課堂時之評論。 
25 還記得前面提的入出國移民法嗎？行政法上也有限制出境的運用！甚至比刑事法還要廣！

（大家在行政法學多階段行政處分時，應該都有碰到那個欠稅所以被限制出境的案例吧？）林老

師認為，既然限制出境是一個干預影響這麼重大的處分（誠如前面所提及的眾多文章所言），基

本權影響這麼廣，那沒道理只修刑訴的，不修行政法的吧？行政法的限制出境也是限制出境啊！

也是干預基本權甚深的處分啊！ 
26 目前的羈押替代處分這麼空洞，空洞到好像只有「限制出境」比較有用，其理由，就是羈押替

代處分的選擇不夠多元，可供檢察官、法官發動的處分太少，但他們又不敢隨便羈押被告，導致

被告逃亡案例層出不窮！（這邊跟羈押防逃那邊的討論比較有關係）所底在修限制出境之餘，應

該一併充實目前殘破不堪的羈押替代處分！參；林鈺雄、王士帆、洪兆承、溫祖德、陳松檀、黃

則儒、林重宏、林達、連孟琦，前揭註 2，頁 207-208，林鈺雄之發言。可供選擇的立法選項，

參李榮耕，具保及羈押，月旦法學教室第 146 期，2014 年 12 月，頁 67；李榮耕，有罪判決後的

保釋及羈押，月旦法學教室第 260 期，2017 年 1 月，頁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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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限制命令者之制裁27：實體法之棄保潛逃罪28、程序法之逃犯失

權法則29 

三、 修法鳥瞰30 

修正條文 說明 

刑事訴訟法 

第八章之一  限制出境、出海 一、本章新增。 

二、現行本法並無有關限制出境、出海之明確規定，

然實務上認為：限制被告出境，係執行限制住居

方法之一種。惟限制住居，文義上僅係限制住居

所，概念上未必能涵蓋涉及憲法第十條居住及遷

徙自由權限制或剝奪之限制出境、出海。為明確

區分兩者之性質不同，以及規範其法定要件與相

關適用程序，爰增訂本章以為特別規範31。 

第九十三條之二    

I. 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必要時檢察官或法官得逕

行限制出境、出海32。但所犯係最重本

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不得逕

行限制之： 

一、本條新增。 

二、限制出境、出海係為保全被告到案，避免逃匿國

外，致妨礙國家刑罰權行使之不得已措施，然現

行本法尚乏明文規定，爰增訂本條第一項，明定

被告必須具有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之事由，且有

必要時，始得逕行限制出境、出海。但所犯如係

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依本法第三

                                                      
27 既然限制出境是一個這麼重要的防止被告逃亡手段，那麼就違反此等限制處分的法律效果上，

也應該要有所規制！目前的規定，對於被告在受到各種羈押替代手段限制後，卻仍逃亡的「法律

效果」上，是完完全全付之闕如的！也就是說，被告就算跑了，也不會怎樣！這個相較於限制出

境的基本權干預性質、立法，應該是更為急迫的事情！所以在修法之餘，此較偏向防逃措施的立

法部分，也應該一併包裹立法！至少宣示逃亡不是一件很無所謂的事情！ 
28 相關法制，參張明偉，以妨害司法罪健全羈押與防逃機制之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 265 期，

2017 年 6 月，頁 35-64。 
29 這部分國內討論較少，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以美國法為例，逃犯失權法則指的是被告提起上

訴後，倘若有「逃亡」之情事而缺席於審判期日者，該被告不得再自司法系統尋求救濟，法院得

逕行駁回其上訴！參 Brian L. Porto, Annotation, Application of Fugitive Disentitlement Doctrine in 

Federal Criminal Cases, 179 A.L.R. Fed. 291 (2002)；Martha B. Stolley, Sword or Shield: Due Process 

and the Fugitive Disentitlement Doctrine Degen v. United States, 116 S. Ct. 1777 (1996), 87 J. Crim. L. 

& Criminology 751,752(1997)；國內少數有討論的文獻，參溫祖德，防止大咖逃亡之附帶機制，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81112/38177459/（最後瀏覽日：06/12/2019）。 
30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前述修法前的討論，和修法後的新法概況，看看哪邊有實現學者的建議，哪

邊沒有，適時引用於答案中！另外立法理由也是很重要的答題參考用語，讀者們千萬不要忽略其

重要性。 
31 從這段說明可以知道，立法者一改過往實務對限制出境的看法（認為僅為限制住居的執行方

法），和前述學者的見解一致，認為限制出境與限制住居的基本權侵害面向不同！所以才有本章

的修訂～ 
32 從條文文義可知，修法後的限制出境，是容許法官、檢察官均可發動！這和前述黃朝義老師主

張的令狀原則要求不同！大家在操作新法之餘，可以用黃老師的觀點來評判一下新法條文喔～

另外，限制出境的發動原因，也和黃老師的主張不一樣，不僅限於被告有逃亡之虞，尚其他不同

的理由，這點也要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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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一定之住、居所者。 

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者。 

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

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者。 

II. 限制出境、出海，應以書面記載下列

事項： 

一、被告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

住所或居所、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 

二、案由及觸犯之法條。 

三、限制出境、出海之理由及期間。 

四、執行機關。 

五、不服限制出境、出海處分之救濟

方法。 

III.除被告住、居所不明而不能通知者

外，前項書面至遲應於為限制出境、

出海後六個月內通知33。但於通知前

已訊問被告者，應當庭告知，並付與

前項之書面。 

IV. 前項前段情形，被告於收受書面通

知前獲知經限制出境、出海者，亦得

請求交付第二項之書面34。 

十六條之規定，既係許用代理人之案件，自無逕

行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以兼顧憲法第十條、

第二十三條限制人民居住及遷徙自由權應符合

比例原則之意旨。 

三、限制出境、出海，涉及憲法第十條居住及遷徙自

由權之限制，自應盡早使被告獲知，以及早為工

作、就學或其他生活上之安排，並得及時循法定

程序救濟。但考量限制出境、出海後如果立即通

知被告，反而可能因而洩漏偵查先機，或導致被

告立即逃匿，致國家刑罰權無法實現。為保障被

告得適時提起救濟之權利，並兼顧檢察官偵查犯

罪之實際需要，爰增訂本條第二項、第三項，明

定除被告住、居所不明而不能通知者外，逕行限

制出境、出海時，至遲應於法定期間內，以書面

通知被告及其書面之應記載事項。惟被告如經檢

察官或法官為訊問者，既已無過早通知恐致偵查

先機洩漏或被告逃匿之疑慮，且基於有權利即有

救濟之原則，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應使其獲得

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時檢察官或法官即應當

庭告知被告業經限制出境、出海之旨，並付與第

二項之書面，以利救濟，爰增訂第三項但書規定，

以周全被告訴訟權之保障。 

四、被告於收受第二項之書面通知前，如藉由境管機

關通知等方式，獲知受限制出境、出海者，亦得

請求交付第二項之書面，俾保障其得及時依法救

濟之權利，爰增訂第四項。 

第九十三條之三35   

I. 偵查中檢察官限制被告出境、出海，

一、本條新增。 

二、偵查中之案件考量拘提、逮捕、羈押之程序，涉

                                                      
33 這是本規定很不一樣的地方！第 3 項條文寫「至遲應於為限制出境、出海後六個月內通知」

的意思，就是「限制了不用馬上通知，在六個月內通知被告就可以了」的意思！大家還記得前

面提到黃老師提倡的暫時性限制出境命令嗎？新法的限制出境就帶有這種色彩～基於偵查秘

密性、限制出境實效性的考量，在被告未經訊問、不知被限制的情況下，先行發動限制出境的

效果，避免限制後立即通知被告，可能導致被告立即逃亡的情況！所以新法容許國家不用馬上

通知被告，只要在六個月的期間內通知即可！但是，有些情形是被告經法官、檢察官訊問後，

才決定要限制出境者，此時已經沒有擔心被告逃亡或其他偵查秘密的考量（被告可能自己也在

訊問過程中知道自己被限制出境了）（類似前面提到黃朝義老師講的一般性限制出境），那當然

就應該把第 2 項的限制書給被告看，讓他有充分的資訊可以去抗告救濟！ 
34 第 4 項的情況，大概就是：被告雖已被限制出境，但國家還沒有通知他，他自己也不知道，某

日這位被告準備出國鬆一下，卻在機場被攔下來，發現自己被限制出境。此時，既然被告都已經

知道了，那當然就沒有繼續不通知他的理由，被告當然可以請求交付第 2 項的限制文書，以利其

救濟程序的進行～ 
35 本條規定基本上就是新法限制出境的期間計算！期間除了本條以外，大家還要注意速審法也

有一併針對限制出境修正喔！另外，基本上檢察官在偵查中限制出境，是不需要經過法官審查的，

除非他要「延長期間」，那就要符合新法的要求，在保障被告聽審權的前提下經法官同意，才可

以延長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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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逾八月。但有繼續限制之必要

者，應附具體理由，至遲於期間屆

滿之二十日前，以書面記載前條第

二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之事項，

聲請該管法院裁定之，並同時以聲

請書繕本通知被告及其辯護人。 

II. 偵查中檢察官聲請延長限制出境、

出海，第一次不得逾四月，第二次

不得逾二月，以延長二次為限。審

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八

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十年以

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五年；其餘

之罪，累計不得逾十年。 

III.偵查或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之期

間，因被告逃匿而通緝之期間，不

予計入。 

IV. 法院延長限制出境、出海裁定前，

應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

機會。 

V. 起訴或判決後案件繫屬法院或上訴

審時，原限制出境、出海所餘期間

未滿一月者，延長為一月。36 

VI. 前項起訴後繫屬法院之法定延長期

間及偵查中所餘限制出境、出海之

期間，算入審判中之期間。 

及憲法第八條對被告人身自由之剝奪，較諸直接

限制出境、出海僅係對於憲法第十條居住及遷徙

自由權之限制為嚴重。是若可藉由直接限制出

境、出海以達保全被告之目的者，自應先許在一

定期間內之限制，得由檢察官逕為處分，而無庸

一律必須進行羈押審查程序後，再由法官作成限

制出境、出海之替代處分。再者，偵查中檢察官

依第九十三條第三項但書之規定，認被告無聲請

羈押之必要者，亦得逕為替代處分，若此時有限

制被告出境、出海之必要，授權由檢察官逕行為

之，即可立即將被告釋放；若一律採法官保留原

則，勢必仍須將被告解送法院，由法官審查是否

對被告限制出境、出海，反而係對被告人身自由

所為不必要之限制，爰兼顧偵查實務之需要，增

訂本條第一項及其但書規定，並俾避免偵查中之

案件，過度長期限制被告之居住及遷徙自由權。

同時明定於檢察官逕行限制出境、出海後，期間

屆滿前如有延長之必要時，亦應逕將聲請書繕本

通知被告及其辯護人，以保障渠等之意見陳述

權。又法院受理檢察官延長限制出境、出海之聲

請案件時，因案件仍在偵查中，自應遵守偵查不

公開原則，附此敘明。 

三、較長期限制人民之居住及遷徙自由權，如有一定

程度之法官保留介入與定期之審查制度，較能兼

顧國家刑罰權之行使與被告居住及遷徙自由權

之保障。再者，限制人民出境、出海之期間，亦

應考量偵查或審判之性質，及所涉犯罪情節與所

犯罪名之輕重，而定其最長期間，以符合憲法第

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爰考量現行偵查及審判實

務之需要，以及被告是否具有逃避偵審程序之可

歸責事由等情形，增訂本條第二項、第三項。 

四、延長限制出境、出海可事前審查，且不具有急迫

性，則是否有延長之必要，法官除應視偵查及審

判程序之實際需要，依職權審酌外，適度賦予被

                                                      
36 此項條文的想法，是為了避免偵查至審判、審級間的移審階段出現限制出境的空窗期，導致被

告有趁機逃亡的可能，才有此規定！但就「偵查中的限制出境，是否可延續至審理階段」這部分，

新法和黃朝義老師的想法有點不太一樣（可以同時觀察本條第 5、6 項）！黃老師覺得，法院對

起訴的案件，沒有再去重新審查有無限制出境事由及必要性，是有疑問的！偵查中的限制出境若

是檢察官所為，為何不同主體所為的限制命令，可以持續至審理階段呢？而且偵查中或許有限制

出境的理由（如因違反證券交易法），但起訴後因起訴事實認定的問題，可能已非偵查中一開始

認定的罪名（如後來變成業務侵占罪）！這個時候，就沒有「限制出境延續至審判中」的必要性

存在了！黃老師覺得，偵查中的限制出境，應該不能持續到整個訴訟終結，法院應該要另行審酌

有無繼續限制出境的必要！但新法似乎與此立場不同，大家要格外注意喔！參黃朝義，前揭註 7，

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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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及其辯護人意見陳述權，亦可避免偏斷，並符

干涉人民基本權利前，原則上應給予相對人陳述

意見機會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爰增訂本條第四

項。 

五、考量案件經提起公訴或法院裁判後，受理起訴或

上訴之法院未及審查前，如原限制出境、出海之

期間即將屆滿或已屆滿，可能致被告有逃匿國外

之空窗期。為兼顧國家刑罰權之行使，與現行訴

訟制度及實務運作之需要，爰增訂本條第五項，

明定於起訴後案件繫屬法院時，或案件經提起上

訴而卷宗及證物送交上訴審法院時，如原限制出

境、出海所餘期間未滿一個月者，一律延長為一

個月，並由訴訟繫屬之法院或上訴審法院逕行通

知入出境、出海之主管機關。 

六、案件經提起公訴而繫屬法院後所延長之限制出

境、出海期間，以及偵查中所餘限制出境、出海

之期間，參考現行偵查中具保效力延長至審判中

之實務運作方式，明定其限制出境、出海之效力，

均計入審判中之期間，視為審判中之逕行限制出

境、出海。至於期間屆滿後，是否有延長限制出

境、出海之必要，則由法院視訴訟進行之程度及

限制之必要性，依職權審酌之，爰增訂本條第六

項，以杜爭議。 

第九十三條之四   

被告受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或經

諭知無罪、免訴、免刑、緩刑、罰金或

易以訓誡或第三百零三條第三款、第四

款不受理之判決者，視為撤銷限制出

境、出海。但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如

有必要，得繼續限制出境、出海。37 

一、本條新增。 

二、被告受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或經諭知無罪、

免訴、免刑、緩刑、罰金或易以訓誡或第三百零

三條第三款、第四款不受理之判決者，既已無限

制出境、出海之必要性，自應視為撤銷，分別由

檢察官或法院通知入出境、出海之主管機關解除

限制。但案件在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基於上訴

後仍可能改判有罪，如僅因第一審曾判決無罪即

撤銷限制出境、出海，而不能再繼續限制，自非

妥適，爰參考本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三

百十六條之規定，增訂本條及其但書。至繼續限

制之期間，仍應受審判中最長限制期間之拘束，

自屬當然。 

第九十三條之五   

I. 被告及其辯護人得向檢察官或法院

一、本條新增。 

二、限制出境、出海之處分或裁定確定後，如已無繼

續限制之必要，自應許得隨時聲請撤銷或變更。

檢察官於偵查中對於被告有利之情形，亦有一併

                                                      
37 這一條規定，基本上就是體現前述黃朝義老師主張的「視為撤銷限制出境事由」體現！在條文

列舉的情況，已無限制出境之必要，所以應該視為撤銷限制出境！新法涵蓋了黃老師文章中所舉

的各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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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撤銷或變更限制出境、出海
38
。

檢察官於偵查中亦得為撤銷之聲

請，並得於聲請時先行通知入出境、

出海之主管機關，解除限制出境、

出海。 

II. 偵查中之撤銷限制出境、出海，除

依檢察官聲請者外，應徵詢檢察官

之意見。 

III.偵查中檢察官所為限制出境、出海，

得由檢察官依職權撤銷或變更之。

但起訴後案件繫屬法院時，偵查中

所餘限制出境、出海之期間，得由

法院依職權或聲請為之。 

IV. 偵查及審判中法院所為之限制出

境、出海，得由法院依職權撤銷或

變更之。 

注意之義務，故偵查中經法院裁定之限制出境、

出海，自應許檢察官得為被告之利益聲請撤銷，

並得由檢察官於聲請之同時逕行通知入出境、出

海之主管機關，俾及早解除限制被告之權利，爰

參考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二項、第四項之規定，

增訂本條第一項。至偵查中應向檢察官或法院聲

請撤銷或變更，則視該限制處分或裁定之主體而

定，附此敘明。 

三、偵查中之撤銷限制出境、出海，法院除應審酌限

制出境、出海之原因是否已經消滅及其必要性

外，由於偵查不公開，事實是否已經查明或尚待

釐清，檢察官知之甚詳。是除依檢察官聲請者外，

法院自應於裁定前徵詢檢察官之意見，再為妥適

決定，爰參考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五項之規定，

增訂本條第二項。 

四、偵查或審判中由檢察官或法院所為之限制出境、

出海，如已無繼續限制之必要或須變更其限制

者，自亦得分別由檢察官或法院依職權撤銷或變

更之，爰增訂本條第三項前段及第四項。惟起訴

後案件繫屬法院時，偵查中限制出境、出海期間

如有剩餘，經法院審酌個案情節後，認無繼續維

持偵查中限制出境、出海處分之必要時，自得由

法院依職權或聲請予以撤銷或變更之，俾人權保

障更臻周妥，爰增訂第三項但書。 

第九十三條之六   

  依本章以外規定得命具保、責付或限

制住居者，亦得命限制出境、出海，

並準用第九十三條之二第二項及第九

十三條之三至第九十三條之五之規定
39。 

一、本條新增。 

二、限制出境、出海，為獨立之羈押替代處分方法，

然現行法僅列舉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規範尚

有未足，爰增訂本條，明定依本章以外之規定，

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者，亦得命限制出境、

出海，及其相關準用規定，以符合法律授權明確

                                                      
38 在修法前，林達檢察官曾提倡「暫時性解除限制出境」制度。認為應容許被告具保而得暫時解

除限制出境，例如被告已被限制出境，但容許他具保 50 萬元後得於某段期間內暫時解禁，但他

必須要提理由，如探望病危的父親等正當理由，才可解禁，等他回來之後再把錢還他，以符合被

告實際需求之人權保障與司法保全的雙贏。參林鈺雄、王士帆、洪兆承、溫祖德、陳松檀、黃則

儒、林重宏、林達、連孟琦，前揭註 2，頁 202，林達之發言。此處之「變更」，似乎是容許被告

暫時性解除限制出境之明文！參照司法院於限制出境研議會議開完後，曾經發布之新聞稿內容

觀察（http://jirs.judicial.gov.tw/GNNWS/NNWSS002.asp?id=329584，最後瀏覽日：06/12/2019）： 

「五、關於偵查及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之撤銷及變更：偵查或審判中如果已無限制出境、出海

之必要，或有短暫出境、出海之需求，為保障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居住及遷徙自由權，自應許得

隨時向法院或檢察官聲請撤銷或變更，法院或檢察官亦得依職權撤銷或變更之。」 

此處之「變更」，似乎就是此種制度之明文（總不會是在講「撤銷」吧）！但是法條文義與立法

理由均無法明確看出來，甚至也沒有明確的操作基準，所以這種看法可能也要等到之後實務運作，

再判斷是不是對的了！ 
39 由本規定及其立法理由之說明可知（還有第 93 條之 2），新法的限制出境是把它當作一個獨立

的強制處分！大家還記得前述林鈺雄老師的擔憂嗎？也就是這種立法模式，可能會和羈押替代

http://jirs.judicial.gov.tw/GNNWS/NNWSS002.asp?id=329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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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則。 

三、依本條規定，羈押替代處分類型之限制出境、出

海，係當庭諭知，自應當庭給予書面通知。此外，

偵查中檢察官聲請羈押，法院裁定限制出境、出

海者，既屬偵查中之限制出境、出海，期間仍不

得逾八個月，且期間屆滿前如有延長需要，仍應

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延長，而非法院依職權延

長，附此敘明。 

第四百零四條   

I. 對於判決前關於管轄或訴訟程序之

裁定，不得抗告。但下列裁定，不

在此限40： 

一、有得抗告之明文規定者。 

二、關於羈押、具保、責付、限制住

居、限制出境、限制出海、搜索、

扣押或扣押物發還、變價、擔保

金、身體檢查、通訊監察、因鑑

定將被告送入醫院或其他處所之

裁定及依第一百零五條第三項、

第四項所為之禁止或扣押之裁

定。 

三、對於限制辯護人與被告接見或互

通書信之裁定。 

II.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之裁定已執行

終結，受裁定人亦得提起抗告，法

院不得以已執行終結而無實益為由

駁回。 

一、配合增訂第八章之一限制出境、出海之相關規定，

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二款。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四百十六條   

I. 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

或檢察官所為下列處分有不服者，

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

更之。處分已執行終結，受處分人

亦得聲請，法院不得以已執行終結

而無實益為由駁回： 

一、配合增訂第八章之一限制出境、出海之相關規定，

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一款。 

二、第二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處分間有過於複雜的糾葛！總之目前新法是反於林老師的見解，但在把限制出境當作強制處分

的同時，也透過第 93 條之 6 的準用規定，讓刑訴法規定中可以命羈押替代處分的情況，同時也

可以命限制出境，也就是透過本規定，讓限制出境同時又可作為一種羈押替代處分！這種立法方

式是好是壞，筆者認為可能要經過實務一段時間的運作後，問題才會浮現！總之大家先搞懂目前

的限制出境定位即可。 
40 本規定及第 416 條規定，就是容許被告在被限制出境時，得分別因應發動限制之主體，而分

別為抗告、準抗告的救濟，以利被告的權利保障！此部分也算滿足了前述黃老師的立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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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關於羈押、具保、責付、限制住

居、限制出境、限制出海、搜索、

扣押或扣押物發還、變價、擔保

金、因鑑定將被告送入醫院或其

他處所之處分、身體檢查、通訊

監察及第一百零五條第三項、第

四項所為之禁止或扣押之處分。 

  二、對於證人、鑑定人或通譯科罰鍰

之處分。 

  三、對於限制辯護人與被告接見或互

通書信之處分。 

  四、對於第三十四條第三項指定之處

分。 

II. 前項之搜索、扣押經撤銷者，審判

時法院得宣告所扣得之物，不得作

為證據。 

III.第一項聲請期間為五日，自為處分

之日起算，其為送達者，自送達後

起算。 

IV. 第四百零九條至第四百十四條規

定，於本條準用之。 

V.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聲請撤

銷或變更受託法官之裁定者準用

之。 

 

 

 

刑事妥訴審判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立法理由 

第五條   

I. 法院就被告在押之案

件，應優先且密集集

中審理。 

II. 審判中之延長羈押，

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

刑、無期徒刑或逾有

期徒刑十年者，第一

審、第二審以六次為

限，第三審以一次為

限。 

III.審判中之羈押期間，

累計不得逾五年。 

第五條   

I. 法院就被告在押之案

件，應優先且密集集中

審理。 

II. 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

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

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

十年者，第一審、第二審

以六次為限，第三審以

一次為限。 

III.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

計不得逾八年。 

IV. 前項羈押期間已滿，仍

一、羈押強制處分限制犯罪嫌疑

人或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將

使其與家庭、社會及職業生活

隔離，不僅對其生理、心理上

造成嚴重打擊，於其名譽、信

用等人格權之影響亦甚重大，

係干預人身自由最大之強制

處分，自僅能以之為保全程序

之最後手段，允宜慎重從事，

其非確已具備法定要件且認

有必要者，當不可率然為之(

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二號、第六

五三號、第七三七號解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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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前項羈押期間已滿，

仍未判決確定者，視

為撤銷羈押，法院應

將被告釋放。 

未判決確定者，視為撤

銷羈押，法院應將被告

釋放。 

V. 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

十年以下之罪者，審判

中之限制出境期間，累

計不得逾八年。但因被

告逃匿而通緝之期間，

不予計入。 

參照)，其羈押期間，自亦應確

保不超過具體案件之需要，以

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從統計

資料顯示，於一百零一年，審

判中羈押期間逾五年以上之

被告人數為八人(其中逾八年

者為四人)，翌年降為三人(均

未逾七年)，於一百零三年至

一百零六年間則均無此情，截

至一百零七年九月底為止，則

為二人，案例可謂甚罕；又近

年來，上訴第三審之案件，經

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更審之比

率亦逐年下降，自一百零三年

以降，均已降至百分之十以下

，案件整體審判期間亦相應

縮短，足見審判中羈押總期間

以五年為限，應足以因應實務

審判上之需要，爰修正第三項

規定，將審判中之羈押期間，

由現行規定累計不得逾八年，

降低為累計不得逾五年，以強

化人權之保障。 

二、刑事訴訟法業已明文規範限

制出境、出海之類型、限制要

件、應備之程式、限制期間、

通知被告之程序、延長限制期

間之次數、撤銷或變更限制出

境(海)之程序、救濟等事項，

本法已無重複規定之必要，爰

刪除本條第五項。 

三、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未修

正。 

第十四條   

I. 第五條第二項至第四

項，自公布後二年施

行；第九條自公布後

一年施行；其他條文

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

之。 

II. 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通過之第五條

第三項，自修正公布

第十四條   

  第五條第二項至第四項，

自公布後二年施行；第九

條自公布後一年施行；其

他條文施行日期由司法院

定之。 

一、第五條第三項審判中羈押總

期間之限制，由累計不得逾八

年，修正為不得逾五年，對於

目前累計已逾五年或接近五

年之案件，仍有訂定緩衝期間

俾其因應之需要，爰增訂第二

項前段規定，明定第五條第三

項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二、本法因應刑事訴訟法增訂限制

出境、出海新制，而刪除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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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年施行；第五條

第五項之刪除，自修

正公布後六個月施

行，並適用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通

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

法第七條之十一第二

項、第三項規定。 

條第五項之規定後，仍應配合

新制施行日期，俾免法律適用

出現空窗期，致實務運作發生

無法可據之情，爰增訂第二項

後段規定，以資因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