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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三讀通過，組織犯罪防
制嶄新開展
為有效打擊組織犯罪，更進一步的保障全體國民生命財產安全，
具體實現司法正義，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在今日經立
法院三讀通過，為我國組織犯罪防制展開歷史新頁。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自民國85年12月11日公布施行後，迄今已
超過20年，其間僅配合刑法沒收新制於105年7月20日就第7條修正公
布，惟社會情勢及整體相關法制與實務已有大幅變動，近年來具有隱
蔽性、間接性及多層分工性質之新興組織犯罪崛起，往往造成執法機
關偵查上困難，如眾人所指之詐欺犯罪集團，即為組織犯罪最具體之
結構型態，必須有效追訴嚴懲，方能具體回應社會大眾之期待。為求
有效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法務部研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多次與司法院及內政部警政署共同密切磋商後，送請行
政院審議，經行政院第3514次會議審查完竣，並於105年9月9日函請
立法院審議，於今年3月6日日經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通過，
旋並於今（31）日三讀通過。相關修正草案內容要點如下：

修正重點
一、修正犯罪組織之定義(修正條文第 2 條)：
（一）、不限於集團性、常習性之組織：
查我國現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內部管理結構」，
其意義與範圍未臻明確，致實務認定及適用迭生爭議，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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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下稱公約）第 2 條有
關「有組織結構之集團」規定不符，就犯罪組織之性質，
現行規定以具常習性為要件，易使人誤解犯罪組織須有犯
罪之習慣始能成立。然實地觀察黑道、幫會，鮮有打著「作
奸犯科」
、「燒殺擄掠」為名者？反倒是「替天行道」、「有
福同享」者，比比皆是，又再以如 3 人以上、有內部管理
結構、以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具有集團、
常習、脅迫或暴力性之構成要件而言，除了若干較著名的
幫會外，在各地卻有更多大大小小為數眾多的「角頭」
，這
些角頭等實難以構成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犯罪組織」之定
義，也正因為「組織犯罪」之概念未臻明確，且與該條例
之立法目的有相當大的落差，故並未達到立法時所預期達
成之法效果，因此在犯罪組織之定義上，此次參酌社會實
情及公約之規定修正之，不限於集團性、常習性之組織，
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為已足。
（二）、不限於暴力犯罪：
犯罪組織所從事犯罪活動，已不限於脅迫性或暴力性
之犯罪活動，手法趨於多元，此次爰參酌公約有關有組織
犯罪集團之定義，增訂最重本刑逾 5 年有期徒刑（即不含
最重本刑為 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之犯罪類型，亦即組
織犯罪防制條例修正草案中組織之定義中並不限於「強
暴、脅迫、詐術、恐嚇」的手段，尚且創設一類型，亦即
包括所有「最重本刑逾 5 年有期徒刑之罪」
。如 3 人以上犯
最重本刑逾 5 年有期徒刑之罪，即可能觸犯本條例。
（三）、打擊跨境電信詐欺犯罪：
邇來電信詐欺犯罪情形嚴重，必須有效予以遏止，未
來如有實施刑法第 339 條之 4 構成要件之詐欺犯罪集團，
除原有之刑法 339 條之 4 詐欺罪責外，另亦將依據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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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嚴懲其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
二、為防範不肖份子利用犯罪組織之威勢，佯稱其與犯罪組織或其成
員有所關連，要求民眾因而（1）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股份
或放棄經營權、
（2）配合辦理都更處理程序、
（3）購買商品或支
付勞務報酬、
（4）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等事項，爰增
訂對該佯稱行為處罰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5 項)，惟如若其
並非佯稱而係確實為該犯罪組織成員，則可逕依處罰更重之犯罪
組織成員條文加以處罰（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1 項）
。
三、現行對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或參與者之再犯加重處
罰，並未排除刑法累犯加重規定之適用，有過度及重複評價之疑
慮，爰予刪除。
（修正條文第 3 條）
四、刑後強制工作不利於更生，故修正為刑前強制工作。
（修正條文第
3 條）
五、為防止犯罪組織因招募成員坐大，增列對於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
織行為之處罰，且不以犯罪組織之成員為必要，均科以刑責。
（修
正條文第 4 條）
六、配合公約第 10 條，增訂法人及僱用人等因其從業人員執行業務，
而犯本條例相關犯罪之處罰。（修正條文第 7 條之 1）

保障全體國民生命財產安全，具體實現司法正義，係政府不變之決心
與信念。今日修法可使未來檢警調機關在偵辦包括詐欺集團等重大組
織結構性犯罪時，有著更為強而有力的法律依據，信定能對違法亂紀
者產生相當嚇阻效果，具體回應社會大眾對於重大犯罪嚴懲追訴之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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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修正條文對照表（僅供即時新聞參用，仍請參閱立法院日後正式公告之文字）
修

正

條

文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
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
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
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
構性組織。
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
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
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
分工明確為必要。

現

行

條

文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係指三
人以上，有內部管理結構，以犯罪為
宗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具有
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之
組織。

第三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
第三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
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犯前項之罪，受刑之執行完畢或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
赦免後，再犯該項之罪，其發起、主
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
持、操縱或指揮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分之一。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億元以下罰
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
金；參與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
為三年。
罰金。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九十
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
條第二項但書、第三項及第九十八條第
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
二項、第三項規定。
工作，其期間為三年；犯前項之罪者，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
其期間為五年。
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
前項強制工作，於刑之執行完畢
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
或赦免後，檢察官認為無執行之必要
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者，得檢具事證聲請法院免其執行。
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項強制工作執行已滿一年六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
個月，而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續執行之
或放棄經營權。
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請法院免予繼續執行。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第四條第一款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情形之一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以前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
一、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
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同。
員之身分者。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四條 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者，處六
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成年人招募未滿十八歲之人加入犯
罪組織者，依前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第四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
員之身分者。
二、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使他人加入犯罪組織或妨害其成員
脫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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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人加入犯罪組織或妨害其成員脫離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五條 （刪除）

三、教唆、幫助、吸收未滿十八歲之
人加入犯罪組織者。

第五條 犯罪組織成員犯本條例以外之
罪，而依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與本
條例所規定之罪從一重處斷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七條之一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
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第三條至第六條之罪
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並對該法人或
自然人科以各該條之罰金。但法人或自
然人為被害人或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
監督責任或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
第八條 犯第三條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
第八條 犯第三條之罪自首，並自動解
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
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
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
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
組織者，亦同；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
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偵查中自白者，
減輕其刑。
減輕其刑。
犯第四條、第六條之罪自首，並因
犯第六條之罪自首，並因其提供
其提供資料，而查獲各該條之犯罪組織
資料，而查獲其所資助之犯罪組織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偵查及審判中均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偵查中自白者，
自白者，減輕其刑。
減輕其刑。
第十七條 （刪除）

第十七條 本條例之規定與檢肅流氓條
例之規定適用上發生競合者，優先適
用本條例。

第十八條 （刪除）

第十八條 本條例施行前已成立之犯罪
組織，其成員於本條例施行後二個月
內，未發覺犯罪前，脫離該組織，並
向警察機關登記者，免除其刑。其發
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者於本條例施
行後二個月內，未發覺犯罪前，解散
該組織，並向警察機關登記者，亦同。
前項登記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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