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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9

要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應聲而倒，全球金融市場如骨牌效應，接連崩垮，台灣也
無法置身事外，在台灣，約有兩萬多名投資人受害，損失金額據金管會估計約達新台幣
一兆兩千億元，至此，損失重大的投資人開始思考如何求償，赫然發現，依法求償之途徑
困難重重。
我國於行銷、締約階段，金融機構銷售連動債商品所應履行之法律義務，多規範於法
規命令與自律規範層次，在法律規範層次的監理並不完整，請求權基礎也曖昧不明。
連動債券乃由債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混合而成之新金融商品。在我國現行既有之有價
證券/期貨二分法制下，同時具有有價證券與衍生性金融商品性質之結構型債券，究竟應
如何適用法律？應適用證券法規或期貨法規之規範？我國現有金融法體系是否已足以應付
此種具有混合性質之新金融商品？即有值得探討之處。
本報告之研究方法除了參考日英美法有關連動債規範之內容，也試圖從我國現行法的
規範架構下，包括證券交易法、信託業法、消費者保護法及民法等，在金融機構於行銷階
段廣告內容不實、締約階段因故意或過失，未善盡說明義務，而導致投資人受有損害時，
為投資人尋找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基礎，並分析現行法院實務處理之方式及缺憾。
本報告發現有關連動債之法律爭議，受限法規範不足及法院之自我侷限，囿於舉證之
困難，而對投資人十分不利。且法院對於連動債契約條款是否有顯失公平之情形，金融機
構銷售連動債是否恪盡適合性原則及風險揭露義務，未依照定型化契約是否有效之重要原
則嚴格檢視，對於金融機構銷售連動債屬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消費」而得適用消費者保
護法，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3項之消費者有利條款，法院亦視而不見。另檢察機關對於
連動債銷售機構是否有信託業法第23條或刑法詐欺罪所規範之犯罪事實亦未嚴予積極追
訴。
本報告建議：
一、儘速立法監管連動債。
二、建立金融商品銷售推定無過失責任。
三、連動債明確定位為有價證券。
四、建立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制，成立專責機構保護非機構投資人權益。
五、金融服務業法草案，納入「海豚條款」。
關鍵字：連動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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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2008全球金融海嘯撼動全球，而連動債不但是引發國際金融海嘯的幫兇，而且在國內
造成投資人鉅額損失，各界對於如何處理出現重大爭議。雖然投資人怨聲載道，但是迄今
主管機關、銀行與法院對於如何解決爭議，眾說紛紜。平心而論，此項爭議複雜的金融商
品，也具有本土性的獨特交易背景，處理起來自然極為棘手。
簡言之，各界對此糾紛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視為契約糾紛，第二種則視為不當商業
手段或政府管制失靈。從前者(契約)角度來看，投資連動債不外是一種金融契約，因此發
生爭議時應看契約條款如何規定，以及銀行是否切實履行契約。此說將銀行角色比擬為
「銷售代理人」，糾紛發生後當事人應逐案檢視，看看銀行在締約過程中是否有不當行
為，包括不當銷售(如風險揭露不清)，或是服務不佳(如未通知發行公司已聲請破產)等事
項，然後再援用契約(甚至消保法)法理，判斷契約條款是否有應調整之處。依此看法，主
管機關的角色在於自客觀立場定紛止爭。
另一迥異觀點則將矛頭直指銀行。眾所周知，連動債交易應用的是「特定金錢信託資
金」這個平台，既然是信託關係，銀行成為德高望重的「信託理財人」。如此一來，銀行
恐無法通過信託(業)法對受託人施加的嚴格考驗。比如說，銀行在銷售過程中先主動選擇
商品，並與發行機構協議分享利潤，但投資人始終渾然不覺。再者，有時不但投資人未被
充分告知商品風險，連受託人自己也說不清楚究竟賣的是什麼商品。此外，銀行以機構名
義切貨，再搖身轉賣給不適格的散戶，亦有可議。依此見解，大部分銀行恐怕難以置身事
外。註1
當然，專業的銀行會提出有力反駁：強調連動債信託絕非一般信託，而是「特定金錢
信託」。此種信託係由投資人指示受託人如何運用資金，不信各位可以詳讀契約書，看一
看其中有那一件事不是你們拜託銀行做的。銀行自始自終扮演的只是「聽命行事」的角
色，何來責任可言？看起來銀行們依照規定辦理，好像也頗無奈。
正反見解，究竟孰是孰非？這就得追溯到80年代末期，當時外匯管制嚴密而游資氾
濫，中央銀行適度開放對外投資並且納入外匯管制，乃頒布「指定用途信託資金」辦法，
希望在鬆綁與管制間求取平衡。國內銀行善加利用此一管道，並將其發揚光大，運用到基
金買賣等，其後此辦法隨著信託業法通過而易名為「特定金錢」。儘管這套辦法充斥未盡
合宜之處，金管會仍然照單全收，但卻毫無有效法律規範。
最近有論者認為主管機關怠於建構適切管制機制，主張構成國家賠償事由，此種論據
雖然過於激烈，但並非全無理由。註2
面對數十萬連動債投資人血本無歸，法院將如何判斷責任歸屬？依目前寥寥可數的下
級法院判決看來，答案是「剪不斷、理還亂」，仍無法真正釐清是非曲直。然而，鑑於管
制面與業務面出現的缺失，銀行與政府似不宜全身而退。另一方面，即使銀行(甚至政府)
不無疏失，絕非表示所有投資人都有權得到全額理賠；蓋「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除少
數極端個案外，投資人實無法諉稱自己果真完全不知連動債涉及的高度風險。是故政府處
理此案時，自不宜首開「賺錢自己留，賠錢他人貼」的惡例。
1.王文宇 連動債糾紛責任歸屬與解決，2008/12/04經濟日報。
2.李山明 連動債風暴下的國家賠償責任2008/10/26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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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已矣，此一紛爭究竟應如何解決？本研究報告嘗試分析連動債之本質、法律定
性、法律爭點，並藉由參考英、美、日等國相關法制，提出粗淺建議，希望有助於司法裁
判及未來立法或修法之參考。

第二章、連動債券定義及其可能之風險
一、連動債概述
(一)連動債券(Structured Notes或稱結構式債券)，是一種結合債券與衍生性商品的金融
產品，係在低利時代所應運產生之新金融商品，而其可連結未來所預測之波動風
險，進而墊高利息報酬之特性，更成為近年來頗受歡迎之金融商品之一。
國內投資外幣計價之連動債券及投資型保單，據悉已達七、八千億元甚或
一兆元之譜，而特定金錢信託則為主要管道之一。此債券一來具有債券的固定收
益及保本特性，二來可將債券的配息投資於風險與報酬較高之選擇權或各種交換
商品(Swap)。後者就其資金之連用可以連動到利率、匯率、股價指數或一籃子股
票等，讓投資人有機會享受高槓桿財務操作之效果，以小搏大獲得高於定存甚至
更高的報酬率。
連動債券與一般債券不同之處，在於其所須支付予投資人之收益(含本金及利
息)決定於特定連結標的(例如，利率指數、股價指數及商品指數等)之價格走勢，
故其又稱之為混合負債工具(Hybrid Debt Instrument)。此外，其與一般純粹之衍生
性金融商品(derivatives)亦非完全相同，蓋一般純粹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其全部價值
均取決於標的資產，而連動債券係一種混合物(hybrids)，其組成包括了純粹負債
工具及衍生性金融商品，而其付息之方式亦不同於一般債券，乃完全繫於標的資
產之價格走勢。註3
(二)基本上，連動債券可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是純粹債券(Straight Debt)或固定收益
商品，主要是到期保持本金的零息債券；第二部分則是衍生性金融商品，主要是
可以創造高報酬之選擇權、期貨或是股票或是其他衍生性之交換合約等。其中零
息債券部分，由於發行人只有在零息債券到期時償還本金，利息部分預先扣除，
因此投資人在購買零息債券之際，其價格必然低於零息債券之票面金額，該差額
即可事先規章，投資於高風險高報酬之商品。至於衍生性金融商品部分，由個別
的股票、單一選擇權、期貨或交換商品等，逐漸轉變成自複雜財務工程設計出連
結多個選擇權的金融操作，而可能獲得的報酬率也相對提高。註4
二、連動債券種類
(一)依連結之標的物不同，分為「利率連動債券」及「股價指數連動債券」兩大類，
另亦有與匯率、商品及股權連結之連動債券，分述如下：
1.利率連動債券
3.謝劍平 金融創新-財務工程的實務奧秘，智勝文化，2006年6月，第286頁。
4.郭土木 金融管理法規(下)，三民書局，2006年7月，第616頁至第618頁。另參閱劉宗聖、歐宏杰合著，結構型商品實務
與應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2004年10月，商品篇；註129書，第10章及第11 章。
此外，欲對結構型商品有進一步認識，可參閱Satyajit Das， Structured Products＆Hybrid Securities，John Wiley＆
Sons(Asia) Pte Ltd，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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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連動債券連結利率指數，獲利隨利率高低而定，最常見的為連結倫敦
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LIBOR)，當LIBOR利率變動落在主設定範圍內時，即依
約定條件每日計息：若變動超過設定之範間，即不計息。因此，投資人之獲利
將隨著利率高低而定。
(1)正浮動利率債券(Floating Rate Notes，FRN)
基本上係連結參考指標利率，例如3個月或6個月LIBOR利率，並以浮動
利率指標之利差加碼、減碼或其他調整為評價基礎。
(2)反浮動利率債券(Inverse FRN，Inverse Floater)
與正浮動利率債券之情形相反，當市場利率下跌時，投資人收益率提
高，又稱多頭浮動利率債券(Bull Floaters)，蓋利率降轉時一般皆為債券市場
多頭。
(3)槓桿型浮動利率債券及槓桿型反浮動利率債券(Levered Floaters and Levered
Inverse Floaters)
其與一般浮動及反浮動利率債券相較，最大特色在於債息係以倍數變
動， 以較大之槓桿求取更高獲利空間。
(4)滾雪球(Snow Ball)連動債券
其設計特點在於每期配息係參考前一期之配息並予以利率加碼後，再扣
除指率，同時利率加碼部分可逐期調高。此類債券只要首期配息購高，且指
標利率於區間內維持穩定波動，應可有較高收益。
(5)雙指數浮動利率債券(Dual-indexed FRN)
其每期債券利息之計算係根據兩種指標利率共同決定，在美國常採用之
參考利率為LIBOR及CMT(Constant Maturity Treasury，固定期間公債利率)。
(6)區間債券(Range Note，Accrual Note)
其特色為當指標利率落入設定區間內，發行機構將支付較高之票面利
率，否則利率為零。通常每為每一交易日計算乙次，逐日計算出某一段期間
內落入計息區間之累積天數，再依據累積天數計算收益。此類債券多設計成
保本型態，投資人須承擔之最大風險為到期時因指標利率於期間內皆落入計
息區間之外，而無法享有任何配息。此外，為鎖定獲利，亦有搭配目標贖回
(Target Redemption)機制之設計者。
(7)本金浮動型債券(Principal-Indexed Debt Securities)
不同於改變計息方式，本金浮動型債券係以改變本金計算方式為基礎。
一般而言，該定期償還本金之數額將隨參考利率變動而調整。
2.股價指數連動債券：
「股票型指數連動債券」是連結股票指數，利息收益高低視股票指數表現
而定，投資報酬率則依「參與比例」大小而定，例如：連結美國股市指數，當
美國股市指數上漲至約定條件時，將享有較高利息收益。
3.與匯率、商品及股權連結之連動債券
(1)雙元匯率債券(Dual Currency Bond)
通常係指以本地貨幣作為計息之幣別，而以另一種外國貨幣作為本金償
還之幣別。假設計息幣別為日圓，本金償還幣別為美元，其可是視為一個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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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圓交換美元之遠期債券，即當累積配息達一定比率時，該區間債券即自
動提前與日到期，強迫投資人提前獲利出場，避免該報酬只是波動中之紙上
富貴。
(2)商品連結型債券(Commodity-linked Notes)
係一種與商品價格連動之債券，其將特定商品(例如，黃金、白銀、
原油)價格或商品指數[例如，CPCI (Chase Physical Commodity Index)，DJAIGCI (Dow Jones-AIG Commodity Index)]與債券票面利息或贖回本金連結，
可使一般投資人亦得參與各種原物料價格上漲之獲利機會。
除此之外，尚有通貨膨脹指數型(Inflation-indexed)、保險連結型
(Insurance-linked)、信用連結型(credit-linked)等。
(二)依保本設計，可分為「完全保本」「完全不保本」、「不完全保本」三大類，分
述如下：
1.完全保本：
投資在債券部分通常都是保本設計，又稱作「參與債券」(Participation
Notes)，到期時，投資人可以拿到的通常是原始投入金額的100%。甚至也有
105%的設計。
2.完全不保本：
一般都是連結股票、指數，如星巴克美國上市股票，或日經指數等。連動
債券的淨值會跟著其中表現最差的單隻股票或指數走。舉例而言，一旦有一檔
股票或一個指數跌20%，該連動債券之淨值可能就跌20%。
3.不完全保本：
連結股票、指數、或是基金的連動債券都有，但會註明最低保本率。舉
例而言，若約定之最低保本率為60%，即使表現最差的連結標的跌至期初之
20%，到期時仍可拿回60%之本金。
以上之連動債種類僅是市場上諸多類型中舉其常見，連動債本身既為衍生
性金融商品，當然有其創新及多元之性格，且隨著市場需求及金融投資工具之
進步，未來之發展必當目不暇給。
三、投資連動債之可能風險
投資人常認為投資了「保本型」連動債券，即可高枕無憂，實則不然。任何類型之連
動債券皆有風險，僅風險的大小依連動債券之類型而有所不同。為維護投資人權益，中華
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稱信託公會)要求受託人(即銷售連動債券之銀行)於辦理特
定金錢信託業務投資連動債券時，應對委託人(即投資人)揭露基本風險及個別商品風險。
以下分述各種可能之風險。註5
(一)基本風險
1.最低收益風險( Minimum Return Risk)
最低收益風險係根據不同類型之連動標的，定義出產品之最低收益風險。
例如當投資期間所連動的標的操作績效不佳，可能拿不到配息，以致投資人於
到期日時僅得到發行機構所保證配息及若干百分比之本金。
5.參照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辦理特定金錢信託業務之信託報酬及風險揭露一致性規範(金管會93年12月31日
金管銀(四)字第0938012151號函洽悉)第八條至第十條。另可參閱劉宗聖、歐宏杰合著上揭書，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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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資人提前贖回的風險(Early Redemption Risk)
投資人提前贖回的風險係指債券未發生違約之狀況下，投資人於到期目
前，提前贖回時必須以贖回當時之實際成交價格贖回，可能會導致信託本金之
損失。因此，當市場價格下跌，而投資人又選擇提前贖回時，投資人會產生損
失。
3.利率風險(Interest Rate Risk)
連動債券自正式交割發行後，其存續期間之市場價格(market value)將受發
行幣別利率變動所影響；當該幣別利率調升時，債券之市場價格有可能下降，
並有可能低於票面價格而損及原始投資金額；當該幣別利率調降，債券之市場
價格有可能高於票面價格而獲得額外收益。
4.流動性風險(Liquidi Risk)
連動債券不具備充分之市場流動性，對於金額過小之提前贖回指示單無法
保護成交，在流動性缺乏或交易量不足的情況下，債券之實際交易價格可能會
與債券本身之單位資產價值產生顯著的價差(Spread)，將造成投資人若於債券到
期前提前贖回，會發生可能損及信託原始投資金額的狀況，甚至在一旦市場完
全喪失流動性後，投資人必須持有債券直到滿期。
5.信用風險(Credit Risk)
投資人須承擔連動債券發行或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而信用風險之評估，
端視投資人對於債券發行或保證機構之信用評等價值之評估；亦即保本保息、
係由發行或保證機構所承諾，而非銷售連動債券銀行之承諾或保證。
6.匯兌風險(Exchange Rate Risk)
若連動債券屬外幣計價之投資產品，投資人必須考量到申購時是以新台幣
兌換外幣，到期贖回時則是由外幣兌換新台幣之匯兌風險。
7.事件風險(Event Risk)
遇發行機構發生重大事件，有可能導致債券評等下降(bond downgrades)。
8.國家風險(Country Risk)
連動債券之發行或保證機構之註冊國，如發生戰亂等不可抗力之事件，將
導致委託人損失。
9.交割風險(Settlement Risk)
連動債券之發行或保證機構之註冊國，或所連結標的之交易所，或款券交
割清算機構所在地，如遇緊急特殊情形、市場變動因素或逢例假日而改變交割
規定，將導致暫時無法交割或交割延誤。
(二)個別商品風險
1.發行機構行使提前買回債券權利風險(Call Risk)
發行機構若行使提前買回債券權利，將縮短預期的投資期限。
2.再投資風險(ReinvestmentRisk)：
發行機構若行使提前買回債券權利，委託人將產生再投資風險。
3.受連結標的影響之風險。
所連結之標的如遇特殊因素而須更換，計算價格的代理人將有權依誠信原
則，挑選適當的標的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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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貨膨脹風險(Inﬂation Risk)
通貨膨脹將導致債券的實質收益下降。
5.本金轉換風險
連動債券依商品設計或條件不同，可能發生投資本金依約定轉換成連結標
的有價證券之情事者，則委託人處分有價證券之損益，應自行承擔。
此外尚有破產(Bankruptcy)風險及重整(Restructuring)風險等。

第三章、連動債券之法律定性
一、法律上定性之重要性
連動債券或稱結構型債券係由債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所組成之金融商品。單就其「債
券」之成份而言，是否毫無疑問地屬於證券交易法所稱之「有價證券」？而就其所崁入之
「衍生性金融商品」部分，是否有被定性為「期貨」從而應適用期貨交易法及其相關法規
之可能？換言之，連動型債券此種具有「混合特性」之金融商品於我國法下，究竟應被定
性有價證券或期貨，本身除有理論探討價值外，亦直接影響實務 法律適用之結果。
以我國法為例，證交法第2條規定證交法所規範者乃「有價證券」之管理監督，從而
某商品若被定性為證交國法所稱之有價證券，則將適用證交法之規定；相對地，期交法第
2條規定期交法所規範者乃「期貨」交易之管理，故某商品之交易若被定位為期交法所稱
之期貨交易，方應適用期交法之規定。
二、美國法之現況
自1974年商品交易法修訂以來，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及證券管理委員會
〔SEC〕即不斷就結構型債券之管轄權之問題產生爭執，甚至引起司法爭訟。而就「混
合性金融工具」之管轄權而言，CFTC常採取發布、修訂行政命令或解釋之方式，試圖制
定標準，以供辨別何種商品應適用可品交易法之規定，何種商品可豁免適用。由歷次行
政命令及解釋之發布修定觀之，CFTC起初認為所有混合型金融工具均應由CFTC管轄並
適用商品交易法之規定，惟後因各界之反對，CFTC即逐漸放寬豁免適用商品交易法之範
園。經過多年之討論，美國於2000年12月21日制訂商品期貨現代化法〔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 CFMA〕。商品期貨現代化法之制定限縮商品交易法之射程範圍，從
而更加擴大商品交易法豁免之規定。在符合一定之條件下，商品期貨現代化法將混合性金
融工具定性為「有價證券」豁免於商品交易法之適用。依該法規定，若一混合性金融工具
主要(predominantly)乃一有價證券(security)，則豁免於商品交易法之通用。註6
三、我國法分析
按我國證券交易法第6條規定：「本法所稱有價證券，指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
債券及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及前項各種有
價證券之價款繳納憑證或表明其權利之證書，視為有價證券。前二項規定之有價證券，未
印製表示其權利之實體有價證券者，亦視為有價證券。」。此列舉式概括規定，雖已於法
規條文中明白指出數種，然其餘多數有價證券之認定仍舊是仰賴主管機關之核定為準。
目前，經我國主管機關核定之有價證券包括：「外國公司股票、公司債券、政府債
6.熊全迪 結構型債券法律規範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35至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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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受益憑證及其他具有投資性質之有價證券，凡在我國境內募集、發行、買賣或從事上
開有價證券之投資服務，均應受我國證券管理法令之規範。」
惟金管會98年7月23日金管證券字第0980029237號函卻認為銀行辦理特定金錢信託受
託投資境外基金以外之國外有價證券，依規不得於國內有公開募集之行為，其僅得對現有
之特定金錢信託客戶主動推介或提供說明書，故銀行依規定受託投資之國外連動債尚非屬
證券交易法規定之有價證券。
然而，若從法理分析連動結構型債券，卻應有不同看法，分述如下：
1.結構型債券交易是否屬於期貨交易及若其屬期貨交易，有無豁免期交法之適
用。
(1)結構型債券是否屬於「期貨交易」
期交法係規範期貨交易，然依該法所稱之期貨觀之，範圍幾已涵蓋大都
分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故該法雖稱為期貨交易法，事實上似為「衍生性金融
商交易法」，就我國現行之結構型債券而言，其衍生性商品之成分主要為選
擇權，故其交易本質上應屬於期交法第3條所稱之期貨交易，且縱結構型債
券中衍生性商品之成分屬於選擇權以外之衍生性商品，亦將被認定為期交法
第3條所稱期貨交易。
(2)結構型債券是否得以豁免期貨交易法之適用？
由於結構型債券中衍生性商品成分而為期交法所稱之期貨交易，故就現
行法律分析而言，其是否符期交法第3條第2項豁免期交法適用者，則有討論
實益。綜觀主管機關依該條項所建立之豁免適用判斷依據，大抵以銀行、金
融機構及證券等特定行業「營業處所」做為標準觀之，結構型債券中衍生性
商品之成分大多均應豁免於期交法之適用的。
2.結構型債券是否為證券交易法第6條之有價證券
我國證交法第6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有價證券，指政府債券、公司股
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結構型債券顯非該條所稱
之「政府債券」或「公司股票」其亦未經主管機關核定為「其他有價證券」，
從而其整體是否屬於證交法所稱之有價證券，端視其可否解釋為該條所稱之
「公司債券」而定。
首先，結構型債券雖包含衍生性商品部份而非傳統有價證券，然其仍有相
當成分屬公司債券，故欲側重其債券之成份，將其解釋為公司債券，本無不
可。次自體系之角度觀之，許多金融法規體系上雖將其納入衍生性金融商品之
規範下，惟亦有若干法令將其納入有價證券之規範者，故體系上非無將其解釋
為有價證券之空間。
再者，論者亦有基於「可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證公司債」同樣具有
價證券及衍生性商品之成分，而認為其本質上屬於結構型債券之一種者，而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則在前第三章「發行公司債」中規範
其募集發行，而不將其視為衍生性金融商品加以對待。因此，欲將同樣由債券
及衍生性當金融商品組合而成之結構型債券解釋為有價證券，非無理由。
最後就立法目的而言，證交法規範者係資本市場，故與資本募集有關之金
融商品(即有價證券)募集發行與買賣，即應受證交法之規範。結構型債券雖具

第一篇.indd 16

2010/12/10 下午 03:46:38

連動債相關法律問題研究

17

有衍生性商品之成份，然其有相當之債券成份，而有資本募集之功能，故自立
法目的之角度而言，亦有將其解釋為公司債券而定性為有價證券之必要及理
由。註7
在現行法律架構下，若將結構型債券定性為有價證券，則實務上都分金融
機構以廣告方式或傳單放置營業櫃台之方式，向不特定之大眾銷售具有結構型
債券性質之「外國連動債券」，除違反「銀行辦理指定用途信託資金業務應客
戶要求推介外國有價證券作業要點」第3條所稱銀行辦理金錢信託投資外國有價
證券業務，僅得被動應客戶要求方得推介有價證券，及不得向不特定多數人推
介銷售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等規定外， 亦可能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2條及外國發行
人募集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之規定，而有構成刑事責任之可能。蓋依證券交
易法第22條及外國發行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2條之規定，若外國人欲
在我國公開募集發行價證券，需依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之
規定，向主管機關辦理申報生效，方屬適法，若違反者，依證券交易法第175條
及第179條之規定論處，而從事向不特定大眾為銷售行為之金融機構，則有構成
該條幫助犯之風險。註8
另外，部分國內金融機構兼營信託業務時，罔顧國外連動債通常係販售予
100萬美元以上機構法人或投資大戶之規定，以自有資金先行買入不得在國內發
行、買賣之大額國外連動債，再假借特定金錢信託方式將該連動債切割成小面
額債券出售予不知情國內投資人時，將可能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2條及外國發行
人募集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之規定，從而構成犯罪。

第四章、連動債等金融商品外國法律規範簡介
在金融服務整合的潮流之下，金融機構已不如以往僅單純從事單一業務，反而轉向業
務多元化及跨業經營，同時金融機構亦走向大型化、集團化，使得金融服務業市場進入金
融百貨化之新局面，而提供一站購足消費者所有金融服務需求之新穎的服務型態。金融服
務百貨化雖便利於消費者從事金融活動，然而金融商品有別於一般商品，其具有相當程度
之複雜性及專業性，如新興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並非一般消費者所能夠理解。隨著消費者
與金融服務業者問之差距(包括資訊、交涉、風險認知等)擴大，世界各國於因應金融服務
業整合而從事金融法規之革新時，無不將提升或強化金融服務消費者保護列為法規改革之
重點之一，如英國於2000年制定的金融服務暨市場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及
日本於2006年制定的金融商品交易法，皆將消費者(投資人)保護列為主要立法目的之一。
我國於2001年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使得我國金融服務業亦走向以金融控股公司為主
的大型化、集團化之經營型。加上受到產業西進大陸的影響，導致國內企業投資活動的略
減，因此，金融服務業的經營重心轉移至個人金融業務(消金業務)，故國內各家金融控股
公司莫不透過底下之各子公司間透過交叉行銷或共同行銷的方式，以搶占市場的佔有率，
7.熊全迪 結構型債券法律規範之探討─以定性及投資人保護為中心─法令月刊第五十九卷第九期2008年11月，42頁至52
頁。
8.郭土木 結構式商品之法律問題探討，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62期，2004年9月，136-1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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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卻時常忽視對於消費者權益之維護，如未盡到商品資訊揭露、風險告知等，故如連動債
等金融服務糾紛乃不斷的發生。
因此，藉由認識外國相關法制，對於解決我國目前連動債之法律紛爭，應有相當助
益。
一、英國金融服務暨市場法(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 2000)
(一)概說
英國於2000年6月14日通過金融服務暨市場法，該法除正式授權FSA成為英國
監理的唯一主管機關外，並整合了1979年信用合作社法(Credit Unions Act 1979)、
1982年保險公司法(Insurance Companies Act 1982)、1986金融服務法(Financial
Services Act 1986)等金融法規，使得英國金融法規正式邁進一元化之新局面外，其
並有別於先前的金融法規，明文規定其立法目的為市場信心(market conﬁdence)、
大眾認知(public awareness)、消費者保護(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減少金融犯
罪(the reduction of ﬁnancial crime)等同時也是FSA設立自標，從而使得FSA之功能
及作用更易清楚界定。故對於消費者保護不但是金融服務暨市場法之宗旨之一，
亦係FSA之監理目標。
(二)法律架構
英國金融服務暨市場法可分為三大架構：FSA之組織法、對金融活動之規範
以及金融服務消費爭端解決機制。其中，關於「消費者保護」之立法及監理目標
上，具體規定應對於消費者提供適當的保護，並且教育民眾認識金融體系及金融
商品之利潤與風險特質，使其自行承擔其投資決策成敗責任。至於保護的程度為
何須考量：
1.不同投資商品或交易之風險程度。
2.不同消費者關於各種商業活動所具有的經驗或專門知識其程度有所差異。
3.消費者對提供諮詢與正確資訊之需要。
4.消費者應自負投資決策責任之基本原則。
而具體實踐上，設置金融服務消費爭端解決機制：申訴管道─金融申訴
審查員中心(The Ombudsman Scheme)，以及賠償機制─金融服務賠償機制(The
Financial Service Compensation Scheme)之事後保障措施。
(三)金融商品銷售之規範
FSA所彙編的「命令及指導手冊」中，其所規定之「最高標準準則」中關於
業務原則J (Principles of Business)揭示所有金融機構應遵守業務行為的基本義務，
包括正直(integrity)、經營及管理(management)、顧客利益(customer's interests)、顧
客交流(communication)、顧客間之信賴關係(customers：relationship of trust)等原
則。而其中所謂「顧客利益」係指金融服務業者必須重視顧客的權益並公正對待
之；「顧客交流」指金融服務業者應重視顧客所需的資訊，且以清楚、公正和不
使人誤解方式傳遞之；「顧客間之信賴關係」指金融服務業者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確認所提供商品或替顧客所作之決定係適合於顧客的。(即所謂合適
性原 則)(suitability )。個別業務準則關於金融商品銷售規定，亦在落實上述所揭
示的原則，其具體規定主要係金融推介之合適性原則、說明義務， 以及資訊揭露
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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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推介( ﬁnancial advice)之合適性原則
當消費者有意購買金融商品時，除了直接從銀行、建築會社(building
societies)等金融服務業者、或網路上索取金融商品資訊外，消費者亦可透過金
融商品推介者(adviser)之推介而獲得金融商品的資訊。惟當消費者從金融服務
業者或網路上所獲得陳列於架上的資訊，其乃具有共同性，並不會根據消費者
個人條件、需求而有特別設計適合個別消費者的資訊。相對而言，金融推介係
當推介者了解消費者個人條件，如財務狀況、目的、風險承擔能力之後，而評
估及推薦適合消費者條件之金融商品。FSA所規範金融推介範圍包括投資、保
險、抵押等金融商品， 金融服務者為推介上述三類型之金融商品時，應須採取
合理之注意(reasonable care)以確認其所為之投資推介(advice on investment)或個
人推薦(personal recommendation)之合適性，並採取合理的步驟確保其推介之金
融商品乃適合消費者的需求。而消費者得從經FSA授權金融服務業者中取得金
融推介的服務，若消費者接受推介者所推薦之金融商品而事後發覺並不適合，
消費者得向金融服務審查員中心(FOS)提出申訴或金融服務賠償機制(FSCS)申
請賠償。金融服務業者為遵守金融推介之合適性原則，於提供金融商品推介之
前，應先行蒐集或調查消費者個人資料如需求、財務狀況等，藉由這些資料以
評估消費者條件及尋找適合消費者的金融商品。此外，關於投資商品推介上
FSA特別規定金融服務業者應先行了解客戶(know your customer)，要求金融服
務業者於投資商品推介上應採取合理步驟以確定其持有足夠關於消費者個人及
財務資料.且對於消費者個人及財務資料的收集提供指導方針。該指導方針規定
從消費者收集而來的資料，至少應包括個人及財務狀況之分析且附上消費者關
於風險的態度，以及評估消費者對於投資之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藉以得
清楚確認消費者需求及優先投資項目，而提供適合消費者之投資推薦。
2.資訊揭露及說明義務
(1)資訊揭露
FSA所規範之資訊揭露，係要求金融服務業者應採取合理的措施以確保
消費者持有充足的資訊，而資訊的範圍包括金融服務業者之名稱、金融服務
業者之法律資格(是否經FSA授權得從事金融服務業務)、與消費者接觸職員
的名稱及職等、金融商品之主要特色等。其中關於金融商品的揭露，除要
求金融服務業者應向消費者揭露商品之主要特色外，FSA並提供「比較表」
(Comparative Tables)措施，讓消費者得從比較表中查詢並比較各家金融服務
業者提供的金融商品。此外，對於提供消費者特定投資標的之金融服務業
者，則要求此等金融服務業者應於交易前以書面方式提供消費者其費用收取
之項目與總額。
(2)說明義務
關於說明義務規範上，FSA主要規定於金融服務業提供特定投資業務，
包括提供投資交易的推薦、投資管理、安排或執行委託書(warrant)或衍生性
金融商品之交易、證券借貸業務，金融服務業者應採取合理措施確保消費者
了解此等業務所涉及的風險。此外，關於委託書或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
更要求金融服務業者應給予消費者風險警告之通知書，且要求消費者應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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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方式回函告知已收到此通知書及了解通知書的內容。
綜上所述，可知英國雖於通過金融服務暨市場法後，金融法規走向一元
化的整合，惟考量整部法規之精簡性與彈性空間下，僅規定基本重要規範'而
細節部份則採取授權FSA制定法規命令之方式予以補充立法不足之處。
除金融推介之合適性原則的明文規定外，FSA所制定的業務準則亦規定
金融服務業者的資訊說明義務，且對於委託書和衍生性金融交易更要求金融
服務業者應向消費者說明其風險。因此，縱使FSA制定之業務準則似乎相當
地繁雜，然對於消費者保護卻也十分的完善，不失作為我國關於金融商品銷
售立法及裁判上上的參考素材。註9
二、日本金融商品販賣法及金融商品交易法
(一)金融商品販賣法之規範架構及主要內容
金融商品販賣法的制定，使各種各樣金融商品販賣業者之金融商品販賣行
為，有了橫向性統合的規範，對於日後之新金融商品，其販賣行為均須適用該法
及相關行政命令。換言之，無論有無相關法令規範，針對金融商品之販賣行為均
有金融商品販賣法之適用。該法規定販賣業者違反說明義務時對顧客的損害賠償
責任，同時配合已制定之消費者契約法，以充實金融商品消費者在民事救濟上的
權益。
除此之外，關於適合性原則及勸誘行為之規範，金融商品販賣法除規定業者
之勸誘方針訂定、公布之義務外，亦要求業者為確保勸誘行為的適合性，應自主
地訂定相關因應措施。註10
1.規範架構
金融商品販賣法全部共九個條文。第1條首揭該法立法目的，係為規定金融
商品販賣業者於販賣金融商品時，對顧客應說明事項及因金融商品販賣業者對
顧客未說明該當事項，以致該當顧客受損害時之損害賠償責任，及確保金融業
者等進行適當之金融商品勸誘販賣措施，以保護顧客，以謀求國民經濟之健全
發展。
第2條就該法所稱金融商品販賣之行為下定義。該法不似英國金融服務及市
場法以投資作為規範基準，亦非就金融商品下定義，而係將金融商品販賣「行
為」納入管理。第2條所規定之金融商品販賣之行為，大致上可分為以下數類：
(1)與存款有關(第1款、第2款)；(2)與信託有關(第3款)；(3)與保險有關(第4款)；
(4)與有價證券有關(第5款、第6款)；(5)與集團投資計畫有關(第7款至第9款)；
(6)與衍生性商品有關者(第10至12款)。
第3條課予業者在販賣金融商品時重要事項之說明義務；第4至第6條規定業
者未履行重要事項說明義務時對顧客之損害賠償責任與損害額之推定以保護顧
客權益。第7條至第9條則規定業者應確保勸誘行為之適當性並應制定、公布勸
誘方針，違反者設有行政罰鍰規定。
2.適用範圍
依該法第2條，其所規定之販賣金融商品之行為如下：
9.張怡欣 從美、英、日經驗探討我國金融監理現代化之立法方向，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0.張晏慈 從金融商品販賣法到金融商品交易法─日本近期金融法制發展介紹證券暨期貨月刊，第24卷第19期，2006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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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普通存款、儲蓄存款、定期公積金或銀行法第2條第4項所規定以接受分期
繳納為內容之契約(有關郵政儲金除外)之存款人、定期公積金之提存人或依
同項規定，分期付款之繳納者為契約締結之行為。
(2)以接受依合會法第1條規定之有關合會契約分期付款為內容之契約，與分期
付款之付款人為契約締結之行為。
(3)與未特定信託財產運用方法，該當於其他政令所定要件有關金錢信託之信託
契約(該當信託契約之受益權為特定權利)證券交易法第2條第1項規定之有價
證券上所表示之權利或依同條第2項規定被視為有價證券之權利。
(4)與從事保險業法第2條第1項規定為保險人締結保險契約，或其他政令所定與
保險類似之共同救濟契約等之保險契約人之締約行為。
(5)為顧客取得有價證券(證券交易法第2條第1項所規定之有價證券或同條第2項
規定視為有價證券者)之行為(代理、媒介及符合證券交易法第2條第20項規定
之有價證券期貨交易及同條第24項有價證券遠期交易除外)。
(6)取得下列所揭示權益之行為(代理或媒介者除外)。信託之受益權(有特定權利
者及符合於下列3及4所揭示者除外)抵押證券法第1條第1項所規定之抵押證
券。
有關規制商品投資事業法律第2條第3項所規定之商品投資受益權(有特定
權利者除外)。
以可轉讓性存款證書所表示之金錢債權(有特定權利者除外)。
(7)依商品投資事業規制法第2條第2項規定，締結商品投資契約之行為。
(8)不動產特定共同事業法第2條第3項規定，締結不動產特定共同事業契約(僅限
於以金錢出資為目的，且於契約終止時以金錢為剩餘財產之分割或出資之返
還為內容者，或類似於此事項以政令規定者為內容者)之行為。
(9)有價證券期貨交易、證券交易法第2條第21項規定之有價證券指數等期貨交
易、同條第22項規定之有價證券選擇權交易、同條第23項規定之外國市場證
券期貨交易或金融期貨交易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金融期貨交易等或此等交易
之行紀行為。
(10)有價證券遠期期貨交易、證券交易法第2條第25項規定之有價證券店頭指數
等遠期期貨交易、同條第26項規定之有價證券店頭選擇權交易、同條第27
項規定之有價證券店頭指數等SWAP交易或金融期貨交易法第2條第4項規定
之店頭金融期貨交易或此等交易之行紀行為。
(11)當事人間預先約定利息、貨幣價格或其他指標的數值，於將來一定時點之現
值與該指標之數值間之差異為基礎，收受計算出之金錢且為政令所規定之
交易(符合前二款者除外)或該交易之行紀行為。
(12)與前揭各款類似，且以政令規定之行為。
3.說明義務之規範
說明義務的目的在於讓消費者理解金融商品有其風險所在，因金融商品與
一般實體商品最大區別，在於其內容抽象、將來獲利與否不確定性，故消費者
購買金融商品之時，往往無法判斷將來是否獲利或虧損。因此，藉由課以金融
服務業者說明義務， 使消費者能基於自己健全意思表示而為正確判斷，將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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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投資賺錢或虧損均基於自我責任負責。
日本金融商品服務法即於第3條明文規定金融服務業者之說明義務。註11
依金融商品販賣法第3條規定，從事金融商品販賣行為之業者，對於顧客，
就下列重要事項應為說明：
(1)該金融商品之販賣關於其利息、通貨之價格或因其他有價證券市場上行情之
變動會導致產生本金虧損之可能時，其內容及指標。
(2)該金融商品之販賣，關於其從事販賣者或其他之人之業務或財務狀況之變化
為原因，所導致可能發生本金虧損時，其內容及當事人。
(3)除前二項之外，該金融商品之販賣影響顧客判斷之重要事項，以政令所規定
之事由為直接原因，所導致可能發生本金虧損時，其內容及該事由。
(4)得行使該金融商品販賣所定之權利期間之限制或得解除關於該金融商品契約
之期間 限制時，其限制內容。
如有下列情形，則金融商品販賣業者例外毋庸負說明義務：
(1)具有關於金融商品販賣之專門知識與經驗的特定顧客。
(2)顧客向業者表明對於重要事項毋庸說明。
金融商品販賣業者，對於顧客就重要事項未能說明，因而導致該顧客受
到損害時， 依該法第4條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此規定為侵權行為的特
別規定，且為無過失責任，換言之，只要顧客能證明業者違反說明義務與其
損害具有因果關係即為已足。所謂就重要事項未能說明，除了完全不為說明
之外，尚包括只作部分說明的情形。註12
4.勸誘行為之合適性
(1)勸誘行為之合適性規定
金融商品販賣法第7條規定，金融服務業者對於其進行金融商品銷售時
的勸誘行為，應盡力確保其勸誘行為之合適性(appropriateness)。此外，金融
服務業者於進行金融商品銷售之勸誘時，應先就其勸誘行為訂立勸誘方針
(solicitation policy)，除了經中央政府或地方治自團體等認為金融服務業者之商
品行銷的勸誘行為，無欠缺勸誘之合適性之虞者，或僅限於對特定消費者銷
售者，無庸訂立勸誘方針外，金融服務業者應訂立記載以下專項之勸誘方針
Ⅰ勸誘行為應顧及消費者的知識、經驗，及其財務狀況。
Ⅱ勸誘行為應顧及勸誘方式及時間。
Ⅲ其他除前述外，為了確保勸誘型為之合適性之相關事項。
當金融服務業者依規定訂出勸誘方針後，應依政令規定之方式儘速公告
之，有變更者亦同。
(2)違反合適性原則之法律效果
第7條至第9條則規定業者應確保勸誘行為之適當性並應制定、公布勸誘
方針，違反者定有行政罰鍰(日幣五十萬元以下)之處罰規定。
承上說明，可知金融商品販賣法為建置使消費者易於取得必要之知識或
資訊的交易環境，藉由規範業者(即具資訊優勢方)說明義務的履行，使顧客
11.曾怡靜 金融業者於金融商品販賣時之說明義務─以日本金融商品販賣法為例，月旦法學雜誌126期，2005年11月，
第8至9頁。
12.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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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處資訊弱勢方的投資人)得因其說明自我提昇資訊判斷的能力，並基於其
自我負責之原則，負起自我責任。註13
(二)金融商品交易法
1.法律案提出目的及主要內容
本法律案提出之目的，係延續投資服務法之立法旨趣，因應金融及資本市
場環境的國際化，基於強化投資人的保護規範，並確保從儲蓄活動朝向投資活
動之市場機能的發揮，作橫向性的法規整合。
該法律案修正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點：(1)針對投資性強的金融商品(或金融
服務)，作橫向性的法規修正；(2)修正資訊揭露之規定特別是公開收購制度相關
規定之修正；(3)加重書類的虛偽記載及不公平交易的罰則，有期徒刑最重刑度
由五年提高為十年；(4)為確保交易所自律規制業務的遂行，修正組織形態的相
關規定，賦與其自律組織之獨立性；(5)為求金融商品規範的橫向性整合，修正
銀行法、保險業法、商品交易所法等相關法律，就有關販賣、勸誘的規範，增
設同類的規定。
2.規範之客體範圍－有價證券定義之修正
按原證券交易法對法規適用對象，係採限定列舉的方式，包括國債、地方
債、公司債、公司股票、投資信託、有價證券衍生性金融商品，而金融期貨、
信託受益權、商品基金等，則於金融期貨交易法或其他相關法律另作規範，由
於個別、縱向性的規範模式，不免造成規範漏洞，新型態的基金、組合式商品
常因無法歸類致生法令適用上的灰色地帶，造成投資人受詐欺被害的事件頻頻
發生。
金融商品交易法從投資人保護的觀點出發，儘可能擴大有價證券之定義範
圍，將集團投資計畫、及類似的個別投資計畫、信託受益權、抵押證券等均納
入有價證券的範圍(第2條第1項、第2項)。
3.法規體系架構的整合
(1)金融商品交易法之立法架構
金融商品交易法共計十八章，分別為總則、企業內容之揭露、關於公開
收購之揭露、關於股票大量持有狀況之揭露、依揭露用電子資訊處理組織程
序之特例、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等、金融商品仲介業者、金融商品交易業協
會、投資人保護基金、金融商品交易所、外國金融商品交易所、金融商品交
易清算結算機關等、證券金融公司、關於有價券交易之規則、課徵金、雜
則、罰則、犯罪事件之調查等。
(2)金融商品交易業適用範圍之界定
按投資服務法報告內對於投資服務業業者規則的初步規劃，其規範的業
務範圍，包括與投資商品有關的買賣、勸誘、資產運用、推介及資產管理
等，並對應於業務範圍的內容，階段性地區分為三個業務種(報告中分別暫
稱為第一種業者、第二種業者及仲介業)。金融商品交易法則依業務範圍將
規範對象作分類，將證券業與證券仲介業分別變更名稱為金融商品交易業與
13.杜怡靜 論對金融業者行銷行為之法律規範─以日本金融商品販賣法中關於「說明義務」及「適合性原則」為參考素
材，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五十七期，第293、2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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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商品仲介業(第2條第8項與第11項)。所謂衍生性商品交易，則界定為基
於金融商品(如有價證券、本於存款契約等所生之權利、貨幣)或金融指標(如
金融商品的價格或利率、氣象觀測所產生的數值等)所從事的期貨交易、指
標期貨交易、選擇權交易、指標選擇權交易、SWAP交易、及信用衍生性商
品交易等(第2條第20項至第25項)。
此外，依得從事業務的範圍與性質，區分為第一種金融商品交易業(第
2條第8項、第28條第1項)、第二種金融商品交易業(第2條第8項、第28條第2
項)、投資推介代理業、(第2條第8項、第28條第3項)、投資運用業(第2條第8
項、第28條第4項)、以及有價證券等管理業務(第2條第8項、第28條第5項)。
(3)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的行為規範
金融商品交易法就業務行為規範，基於跨業整合規範之目的，具體強化
下列之措施
Ⅰ強化合適性原則之規定，即金融商品交易法就合適性原則，相較於現行法
規訂要求對消費者的知識、經驗、資產作考量外，該法增列消費者締約目
的之考量。
Ⅱ採用並強化金融商品販賣法關於說明義務之規定，而說明義務項目包括締
約前應交付於消費者之文件。
Ⅲ採用關於未經請求之勸誘行為、再勸誘之禁止等不當勸誘行為之禁止。
Ⅳ採用客戶付費之金融服務公司資訊揭露義務，而資訊揭露之項目包括締約
前應交付於客戶之相關文件。此外，金融服務交易法特別將投資者區分為
一般投資人及專業投資人(包括機構投資人、政府機關、上市公司等)， 而
上述的業務行為規範則按照投資人之種類而有不同業務行為規範標準，即
某些業務行為規範並不適用專業投資人。
(4)法律責任
金融商品交易法除提高不法操作市場如散播謠言、假造財務報表等行為
的最高刑期和罰金，提高至10年和1000萬日圓外；該法藉由課徵罰金、民事
責任等，強化市場監督功能，並且金融商品交易法相關規範也將配合修訂，
包括擴大說明義務之規範，以加強金融商品販賣業者未履行重要事項時對於
消費者之損害賠償責任。
三、美國法制有關投資人保護之相關規定
(一)證券及期貨推介銷售階段之投資人保護
美國聯邦證券法下，〔適合性原則〕本身並非證券法規之成文規範，其僅
出現於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及美國全國證券商協
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 NASD)等自律機構(Self-Regulatory
organization； SRO)之自律規範中，從而「適合性原則」可謂從自律規範所逐漸
衍出之法律原則，也因此有稱此一適合性之法律原則為「道德之產物」。註14
而於此等自律規範中，亦可見關於「風險揭露義務」之規定。至就期貨而
言，相關成文規範雖要求期貨相關業者應盡「風險揭露義務」，惟相關成文規範
卻未見「適合性原則」之明文規定。
NASD自律規範中，Rule 2210「對大眾之說明」第d項規範證券商從事推介
14.參閱同註6論文第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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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行為所應向大眾說明之內容，其中重要者包括：(1)證券商針對特定證券而
向大眾所為之說明，必須基於公平交易(fair dealing)及善意(good faith)之原則，
其 表達必須公平(fair)且平衡(balanced)。任何證券商不得隱匿(omit)任何足以誤導
(misleading)大眾之重大事實；券商向大眾所為之說明不得有任何虛偽、誇大未獲
證實或足以誤導大眾之陳述。證券商若明知或得合理知悉其向大眾所為之公開說
明中對於重大事實有不實陳述或虛偽誤導之情事，則不得為之；向大眾所為之說
明中，不得預測或估計商品之績效、隱含該商品將具有過去之績效、或為任何誇
大或未獲證實之聲稱意見或預測等。
Rule 2310對於顧客之推介(適合性) (Recommendations to Customers)規定證券
商向顧客推介買入、賣出或交換有價證券時，應履行基於顧客所揭露之相關事
實合理相信此推介適合於顧客，以判斷該商品是適合投資人之「適合性判斷義
務」。註15
(二)NYSE自律規範
如NASD般NYSE亦有規範會員行為之自律規範.-NYSE Rules。Rule 476(a)(6)
規定會員不得從事與交易正義及衡平原則不一致(inconsistent with just and equitable
principles of trade)之行為。此等NYSE自律規範雖未明確提及「適合性」此一字
眼，然一般認為此等「了解您的顧客」(know your customer)之規範係屬NYSE會
員所應遵守之適合性原則規定。
(三)期貨CFTC規則
CFTC之規則雖有「了解您的顧客」此一規定，要求期貨業者於顧客第一次
開戶前， 取得有關顧客之足夠資訊，並為書面揭露，故負有一定之「風險揭露義
務」。然而，除「股價期貨」外，原則上NFA規定亦未規定期貨業者須為期貨交
易人判斷是否適合從事該交易，從而期貨交易人須「自行判斷其是否適合」從事
期貨交易。
(四)證券及期貨推介銷售階段之投資人保護－法院實務
推介或銷售有價證券時若有違反自律規範之不當行為，因而造成投資人之損
害，則投資人是否得向業者主張民事損害賠償?以「適合性原則」為例，其主要
源自於自律組織之自律規範，而非聯邦法規，故向來見解認為受害之投資人不得
以自律規範之規定做為訴因，向被告請求賠償；相對地，若法院對此案件允許
原告之請求，其原告皆以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10條(b)反詐欺(anti-fraud)條款規則
lOb-5(以下稱RulelOb- 5)做為請求基礎，主張不實陳述(misrepresentation)、隱匿
(omission)或詐欺行為(fraud-by-conduct)，或基於普通法(common law)下之原則，
主張業者之行為屬詐欺(fraud)或違反受託義務(ﬁduciary duty)等。註16
以適合性原則之違反為例，投資人如欲主張業者應負「不實陳述」之責任，
須主張業者於「惡意」之情況下對商品之適合性為重大不實陳述，即證明業者之
行為屬惡意、詐欺(with inintent to defraud)或重大過失而忽略投資人之利益。此
外，受害投資人須證明就投資人之投資目的觀之，此等商品並「不適合」而業者
於了解該商品不適合之情形下，仍推介該商品，且投資人因之有損害。
15.同上註論文第74頁。
16.同上註論文第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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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者，就違反適合性原則之聯邦證券反詐欺訴訟而言，向有法院認
為﹒若投資人屬機構投資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其則不得主張適合性原則而要
業者賠償其損害， 其理由不外乎：機構投資人之內部主管，對於投資之金融商品
具有一定之之專業人員及知識，若機構投資本身僱用不具有足夠知識之主管，則
此應認為係機構本身之過失，而不能歸咎於為推介或銷售行為之金融業者。
但亦有法院認為具有專業知識之投資人固然較難證明「合理信賴」之要件，
惟其並非本質上當然排除於證券法關於反詐欺條款之保護。註17

第五章、投資人與銷售金融機構間之基本法律關係
我國現行法對於結構型債券之定性尚屬混沌未明。各行業相關法規及自律規範中多將
其定性為「衍生性金融商品」，此結構型債券之定性未明，將導致法律適用之不確定性。
一、連動債契約關係是否有信託法之適用？
(一)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
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法第1條定有明
文。所稱信託本旨，係指委託人意欲信託之目的及信託制度本來之意旨。所稱特
定目的，係指委託人自己或第三人以外而可得確定，且為可能、適法之目的，如
以醫學研究、傳染病之消滅、自然景觀之存續或養護為目的是。所稱信託財產，
係指委託人移轉或設定財產權與受託人，而與受託人自有財產分離，由受託人依
信託本旨而為管理或處分之財產。信託關係係以信託財產為中心之法律關係，有
該條立法理由可參。
(二)目前我國銀行係以「投資人保留運用決定權」的特定金錢信託方式，辦理連動債
券業務。銀行係受託人，投資人則為委託人。受託人(銀行)對信託財產(即投資人
交付之金錢)無運用決定權，亦即委託人(投資人)保留對信託財產之運用決定權，
並約定自委託人本人或其委任之第三人，對信託財產之營運範圍、就投資標的、
運用方式、金額、條件、期間等專項為具體特定之運用指示，並由受託人依該運
用指示為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可認就其投資理財之特定目的存有信託關係，
而有信託法規定之適用。〈同旨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98年度金簡上字第
2號判決〉
二、連動債投資行為是否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規定？
否定見解認為
(一)按本法所用名詞定義如下：一、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
接受服務者。二、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
服務為營業者。七、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定多數消費者訂立
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
定型化契約條款不限於書面，其以放映字幕、張貼、牌示、網際網路、或其
他方法表示者，亦屬之。消費者保護法第二條第二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七款有
明文規定。
17.同上註論文第79、80頁。

第一篇.indd 26

2010/12/10 下午 03:46:40

連動債相關法律問題研究

27

(二)上開法文所謂之消費，以今日交易類型趨於多樣化、交易之標的不侷限於有形物
體而論，消費固應泛指為達成生活目的之行為。然查，依據原告所簽署之上開
約定書所示「本人(以下簡稱委託人)為辦理特定金錢投資信託資金投資國內外有
價證券為本信託目的，特與萬泰商業銀行(以下簡稱受託人)簽訂本信託契約，由
受託人收受委託人之信託資金，並依委託人之運用指示投資於國內外之有價證
券」，足徵上開連動債雖經包裹為商品模式經由被告之銷售管道予以販售，然其
依兩造所簽訂之上開契約，其性質仍應屬投資信託契約，契約之目的為被告受原
告之委託，收受原告所交付之資金後，依據原告之指示投資於國外之有價證券，
原告經由契約所欲達成之目的，並非獲取生活上所需之服務或商品，而係投資之
金錢上獲利，而於本件原告不僅未能獲取利益反受虧損，益徵不具消費性質。
(三)因此，本件應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九十八年度訴字第
八四號民事判決〉
惟按投資型金融商品是否適用消費者保護法，應依該商品或服務之主要用途而定，不
應就『投資型』之金融商品即逕認為投資行為，而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故連動債券是
否適用消保法，仍需進一步討論連動債券之主要用途，是否符合消保法所稱之「消費」。
按「消費者：指以消費交易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消費關
係：指當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關係。」分別為消費者保護法(以下
稱消保法)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款所明定；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消費並非純粹經濟學理
論上的一種概念，而是事實生活上之一種消費行為，其意義包括：消費係為達成生活上目
的之行為，凡基於求生存、便利或舒適之生活目的，在食衣住行育樂方面所為滿是人類
慾望之行為，故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消費，係指不再用於生產情形下之『最終消費』而
言]。有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84年4月6日台三九十四消保法字第285號函、85年2月14
日台八十五消保法字第206號函解釋在案。
投資人將金錢信託予銀行投資連動債券之目的，係為追求保本或更高之報酬，故約定
期滿或提前贖回從銀行取得之本金及額外報酬，即滿足投資人進行此行為之目的，而不再
用於其他生產，應當屬最終消費。依上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函釋意旨，銀行銷售連
動債券似應屬消保法所稱之「消費」而得適用消保法之規定。
企業經營者依消保法規定，原則上應確保其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
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否則應就消費者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惟各種企業經營者應
負責任之程度不同，爰分別說明如下：
(一)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應負無過失損害賠償責
任。即使企業經營者證明其無過失，仍應負責，惟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
保法第七條第三項〉
(二)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消保法第八條〉
1.原則上不負無過失損害賠償責任：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如能
舉證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
損害時，即可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2.例外應負無過失損害賠償責任：改裝、分裝商品或變更服務內容之企業經營
者，其性質已非單純經銷，而與重新製造無異，應負無過失損害賠償責任。
(三)從事輸入商品或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應負無過失責任。輸入商品或服務之企業經

第一篇.indd 27

2010/12/10 下午 03:46:40

28

98年度法務研究選輯

營者，因為法律已明文規定，視為該商品之設計、生產、製造者或服務之提供
者，故應負無過失損害賠償責任。〈消保法第九條〉
消費者因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得對企業經營者請求下列損害賠償
(一)請求之對象及方式：消費者得對企業經營者中之一個、數個或全體，同時或先後
請求全部或一部之賠償：
(二)懲罰性賠償金：消費者受到損害時，得向法院起訴請求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
第五十一條〉
1.故意：消費者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
性賠償金。
2.過失：消費者因企業經營者之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
性賠償金。
連動債銷售行為既適用消保法，則探討銷售者法律責任時，對上述企業經
營者之責任分野不可不慎。
三、連動債券契約是否屬定型化契約？
定型化契約乃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定多數消費者訂約之用，預先擬定之契約，凡以定
型化條款所訂立的契約，均稱為定型化契約〈法國稱為附合契約，英國稱為標準契約〉，
目前各行各業使用情形日益普遍，儼然已成為現代交易的基本型。惟消費者保護法所稱的
定型化契約，依該法第二條第九款規定：『指以企業經營者提出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作為契
約內容之全部或一部而訂定之契約。』又依同條第七款規定，所謂定型化契約條款，乃指
『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定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
其擬定契約的當事人限為企業經營者，而締約的相對人又限為消費者的情形，較一般認為
只要是由契約一方當事人預先擬定的交易條款即為定型化契約，其適用範圍為狹。消費者
保護法所規定的定型化契約，其特徵如下：
(一)契約條款方面：契約條款由一方當事人之企業經營者單方面所擬定。定型化契約
的根本問題，在於企業經營者經常利用其優越的經濟地位，訂定有利於己而不利
於消費者的契約條款，造成締約雙方當事人地位不平等所致。
(二)締約目的方面：其目的在於以此條款與多數相對人〈消費者〉締結契約。定型化
契約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加速交易過程的功能，有其存在的必
要。
定型化契約之問題：
(一)消費者不知或不注意契約存在。
(二)沒有時間瞭解或審閱契約內容。
(三)無法瞭解契約內容。
(四)業者不願接受磋商或修正。
檢視定型化契約是否有效的重要原則：
(一)明示契約內容
(二)合理審閱期間
(三)須非異常條款
(四)應符合誠實信用及平等互惠原則
(五)不得牴觸磋商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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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
我國目前連動債券之銷售方式，係銀行一方事先行擬定與不特定投資人訂立連動債券
契約之用的契約約款，交由投資人審閱後再行締約。依前開定型化契約約款之定義，此
種連動債券契約約款，即為定型化契約約款，除上開檢視標準外，亦應有民法第247-1條
「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節
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
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
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規定之適用。註18

第六章、連動債銷售行為與投資人保護法律爭議
一、連動債信託契約有無民法第247條之1所定顯失公平之情事？
台灣高等法院96年上字343號民事判決採否定見解，判決要旨：1.運動債券一切條件
並非皆由銀行操控。2.銀行僅向投資人收取一定比例之手續費。3.投資人既然委託銀行向
國外發行債券機構購買債券，且銀行於產品說明書上「本產品風險告知資金流動性風險：
由於本商品不之充分流通市場之特性，因此若因個人資金需求反而欲提前解約時，可能會
產生本金損失之結果，甚至因市場流動性、利率波動等因素限制，必須繼擅持有至到期日
為止。」則投資人自應遵守此期限之約定，故投資人在期限內請求銀行贖回而受有部分本
金之損失，係投資人未遵守期限之約定所致， 自難謂係限制投資人行使權利，而有顯失
公平。由以上高等法院認定前揭連動債券無顯失公平之理由，可知目前實務上在契約載明
連動債券風險之前提下，相當尊重當事人間之契約自由。惟因目前實務上尚未累積足夠的
判決見解，最高法院亦未有判決出現，故仍需吾人未來繼續觀察。
另一方面，由於目前信託業自律規範要求信託業者應在連動債券產品說明書上揭露風
險，故實務上除出現契約內容揭露風險不足之問題外，真正常見的問題是投資人並不了解
風險(即使說明書上載明風險)，此問題未來裁判上應特別留意。
二、投資人申購連動債時，是否係銀行(受託人)職員詐欺而為意思表示?
除前述一般銀行理財專員自投資人推銷金融商品之手法外，於連動債券之情形，理財
專員往往會向投資人大力強調連動債之「保本特性」，另一方面卻對於所謂保本乃「條件
式」保本一事，隻字不提。故投資人往往會有一錯誤理解，即連動債券係「穩賺不賠」之
金融商品，導致投資人禁不起理財專員一再遊說而將大筆資金(可能是年長者之棺材本，
或主婦之家庭生活費)投入連動債券市場，終致血本無歸。
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因被詐欺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
其意思表示。」依同法第93條規定，前條之撤銷，表意人應於發現詐欺或脅迫中止後，一
年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經過十年，不得撤銷。於上述情形，投資人即可向銀行(受
託人)主張，因受到銀行理財專員之詐欺"才簽下購買連動債券之合約，而得依民法第92條
第1項本文之規定，撤銷購買連動債券之意思表示後，要求銀行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退
還投資人受理財專員詐欺時所給付之本金。惟須注意遵守民法第93條之時效期間，若時效
18.謝富凱、廖倪凰、黃帥升合撰，從保障投資人權益觀點論連動債券之法律關係，萬國法律雜誌，2008年4月，第20至
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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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銀行將取得抗辯權。實務上，法院常認為投資人未能舉證證明，銀行之理財專員詐欺
引誘投資人申購連動債而判決投資人敗訴，但並未否定投資人被銀行理財專員詐欺之可能
性。
三、銀行(受託人)是否違反信託業法第22條第1項、第23條及第35條所規定之義務?
按信託業處理信託事務，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並負忠實義務。信託業經營信
託業務，不得對委託人或受益人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信託業違反法
令或信託契約，或因其他可歸責於信託業之事由，致委託人或受益人受有損害者，其應負
責之董事及主管人員應與信託業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
惟台灣高等法院96年上字343號民事判決認為，依系爭連動債券產品說明債書暨約定
書(專項)所約定之文字，銀行已明確告知投資人所購買之系爭連動式債券之目的，且銀行
亦明確告知上訴人有關其投資可能產生之風險，及於到期日前如提前贖回將會產生本金無
法全數收回之風險，投資人並在產品說明書之「委託人及受益人簽章」蓋章，足證銀行已
盡信託業法第22條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履行忠實告知之規定。另外，投資人既未能
舉證證明銀行有信託業法第23條所定之任何詐欺或其他不當行為，亦未能舉證證明銀行違
反信託法令或信託契約，或因其他可歸責於銀行事由，致投資人受有損害，故不採投資人
之主張。
另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7年度重訴字第641號判決亦認為被告銀行招攬時，雖強調系爭
連動債為波動性低之金融商品，惟係根據發行銀行提供之連結標的特性及歷年績效表現，
所為之評價，此經被告陳明在卷，且為原告所不爭。原告並未證明被告為上述評價所根據
之連結標的績效表現訊息，有何不實，亦未證明依該績效表現，不應將系爭連動債評價為
具有低波動性之特徵。則被告縱有強調系爭連動債為低波動性商品，亦難指為誇大不實。
且原告信託被告申購系爭連動債，既在進行投資，對於縱使連結標的波動性再低亦需擔負
虧損風險之道理，自有所知，顯不致因被告強調其波動性指標之特色，即誤認其為絕無風
險之金融商品。而原告既知系爭連動債存有風險，仍決意信託被告進行投資，即應自負風
險責任，對風險實現所生之投資虧損，應自行承擔，不得諉稱其虧損係因被告強調商品特
色所引起之損害。承前所述，原告主張其受系爭連動債淨值減少之虧損，係因被告之理財
專員刻意強調系爭連動債波動性極低，誘導其誤信為趨近保本商品而予購買所引；及其
未能及時阻止虧損之擴大，亦係因被告未盡報告系爭連動債淨值變動之義務所致，均非
有據。則原告據以依民法第224條及信託業法第35條規定，請求原告賠償其虧損，即無理
由。由此觀之，實務上目前對於銀行理員才專員為售連動債券時，可能違反信託業法之行
為，係採有利於銀行之認定。
四、投資人是否可能主張銀行銷售連動債券于投資人係侵權行為?
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
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上述信託業法第22條第1項、第23條及第35條應可認
定屬於保護他人之法律。惟依台灣高等法院96年上字343號民事判決之見解，可推知本案
銀行理財專員於銷售連動債券時，並未違反上述信託業法之規定，則上述行為即難以構成
侵權行為。但另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6年度重訴字第1598號判決嘗試解開侵權行為現存對
被害人舉證及因果關係之魔咒，判決引用國外著名之「蛋頭殼理論」(參見黃異，民法債
篇總論，頁269、270，2002年9月二版)，即因被害人頭如蛋殼一樣之脆弱，異於常人，行
為人如以一樣之力量擊一般人之頭尚不致有何損害，但擊該人卻造成死亡時，仍認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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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構成侵權行為；亦有學者引用德國法「法規目的」說(參見王澤鑑，侵權行為法(一)，
頁237，2000年3月)，來說明行為人就其侵害行為所生的損害應否負責，應以法規目的來
審酌，試圖限縮條件論之因果關係，或彌補相當因果關係說的不確定性。先回到因果關係
論：如從因果關係之條件理論敘之。引用德國BAYERN拜恩邦最高法院之判決對於條件
理論之描述稱「就具體結果的發生，具擇一性關係的多數條件，若能擇其一地想像其不存
在，但不能想像其全部不存在；則各條件和結果間均仍具有因果關係」。在任何情況下，
我們想維繫構成要件的科學性，就必需強烈且明確地宣示物理學上的因果關係理論，是唯
一「合法的」因果關係理論。而「條件論」是唯一可以用科學及邏輯解釋的因果關係論，
條件論是不滲入任何主觀的、不帶任何感情的，是純粹的事實關係，是自然科學的、物理
學的。而相當因果關係理論，是從物理學因果關係理論上而展開的「進一步」理論，它們
還是建立在物理學、自然科學之上，但去確認所有可能發生結果的條件，哪些條件具有
「相當性」，他是一個社會學的問題，是一個不確定的法律觀念，是處理某些導致損害的
結果，以「社會相當性」去認定他不具有應對該結果負責之條件。從而，相當因果關係之
認定，無寧是對於條件論的因果關係，利用社會相當性的篩選功能，排除一些認為不應對
結果負責的條件。如果依照社會相當性，認為該條件引發結果的發生，由引起該條件的人
負責，就認為該條件具有相當的因果關係。最高法院23年上字第107號判例謂「甲之行為
與乙之死亡間，縱有如無甲之行為，乙即不致死亡之關係，而此種行為，按諸一般情形，
不適於發生該項結果者，即無相當因果關係，自不得謂乙係被甲侵害致死」，該判例所謂
「縱有如無甲之行為，乙即不致死亡之關係」，屬條件論之因果關係；至於「此種行為，
按諸一般情形，不適於發生該項結果者」即為相當性之判斷。
判決指出不論採取「蛋頭殼理論」、「法規目的說」或「相當因果關係說」，均未說
明其具體之標準，事實上均不免於法律政策之影響，蓋法律上因果關係既為被告責任限制
之問題，應屬法律規範的判斷，考量之因素非事實上的因果律，而係被告責任的範圍。為
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在個案判斷被告責任範圍時，當應參酌法律、社會或經濟政策，並
就同一、相似類型之案型予以價值判斷。故本案衡量原告丁○○之學歷、經歷、年齡、身
體狀況，及參酌卷內間接事實，認為原告未及於注意之該等事項，係受被告己○○理財專業
之信任，而受誆騙信而不疑所致。依社會相當性，原告丁○○就如同一般詐騙集團被害人
一般，雖然未查覺部分事實，但其基於對專業之信賴及銀行之信譽，致對部分事務有些許
疏忽，尚難認其未盡必要之防範，或得以減輕行為人之責任，故認其疏忽尚非民法上之過
失，且該等疏忽，與結果之發生，並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故被告前開抗辯，均非可採。
而判決被告國泰世華銀行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負責。
五、對於目前司法判決有關連動債法律爭議之檢討
(一)由上述對於連動債券之理論及實務介紹可知，有關連動債券之法律爭議，投資人
較有可能主張者，為銀行理財專員於銷售連動債券過程中對投資人為詐欺行為，
或投資人購買連動債券之意思表示內容有錯誤，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或第88
條第1項本文之規定，撤銷購買連動債券之意思表示。該意思表示撤銷後，投資
人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要求銀行返還投資人所給付之本金。惟上述主張除時
效問題外，亦囿於舉證之困難，而對投資人十分不利。
(二)又連動債契約既屬定型化契約，則法院對於契約條款是否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應
依照定型化契約是否有效的下列重要原則嚴格檢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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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示契約內容
2.合理審閱期間
3.須非異常條款
4.應符合誠實信用及平等互惠原則
5.不得牴觸磋商條款
6.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
然上述司法判決顯然不能令人滿意。
(三)銀行銷售連動債券屬消保法所稱之「消費」而得適用消保法。而消保法第7條第
3項針對企業經營者就其商品或服務所應負之責任係規範方式：「企業經營者違
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
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為民法之特別規定，則針對
『金融商品銷售』，法院應思考適用消保法之精神，對金融服務業之說明義務及
推介適當性，課以無過失賠償責任，使受有損害之客戶能有合理救濟。
(四)或許在2008年9月前，幾乎無人(包括銀行在內)料想全球知名投資銀行會破產。但
誠如輿論所稱，確實有部分銀行銷售人員以業績為重，於銷售連動債時不但沒妥
善「告知風險」，還把商品賣給完全「不適合」投資該商品的大眾，則銀行確有
可議之處，更遑論連銷售人員都不清楚連動債之性質。2007年國內前三大連動債
銷售機構，共賣出超過一千八百億元連動債，中信銀近千億元、北富銀五百億
元、台新銀三百億元，2005年前因應雙卡風暴呆帳提列，而連續兩年虧損的台新
銀行，在2007年憑著財富管理獲利成長二○○%的表現，一舉轉虧為盈。相對穩健
的北富銀，去年財富管理獲利成長一二○%，貢獻年度獲利達三成。而國內財富
管理龍頭中信銀，表現更為驚人。中信銀原本2006年虧損超過一百億元，但2007
年光是財富管理的獲利就逼近百億水準，占全年獲利近五成。這樣的獲利暴衝表
現，讓這三大財富管理龍頭在2008年初，紛紛喊出加碼理專銷售部隊。中信銀要
在七百七十個理專上，預計再增八百人，台新銀將上看一千五百人，而北富銀則
要從原有的七百名理專，再一口氣增加一千人，挑戰業界最大理專銷售部隊，與
中信銀一別苗頭。如此罔顧投資人利益追求暴利之黑暗現象，法院在個案裁判上
並無法掌握。
(五)平心而論，連動債之法律爭議之公平解決，司法裁判應注意銷售機構及人員有無
遵守並先證明其銷售行為合乎「金融推介之合適性原則」，亦即金融服務業者於
提供金融商品推介之前，應先行蒐集或調查消費者個人資料如需求、財務狀況
等，藉由這些資料以評估消費者條件及尋找適合消費者的金融商品。並藉由了
解客戶(know your customer)，於投資商品推介上應採取合理步驟，以確定其持有
足夠關於消費者個人及財務資料，且對於消費者個人及財務資料的收集提供指
導方針。該指導方針規定從消費者收集而來的資料，至少應包括個人及財務狀
況之分析且附上消費者關於風險的態度，以及評估消費者對於投資之可負擔性
〔affordability〕，藉以得清楚確認消費者需求及優先投資項目，而提供適合消費
者之投資推薦。
此外，銷售機構及人員亦需先證明其具備銷售資格及銷售行為合乎「資訊揭
露及說明義務」。亦即有無取得銷售資格認證並向委託人充分揭露並明確告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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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報酬、各項費用與其收取方式，及可能涉及之風險等相關資訊。有無提供商品
說明書及風險預告書，說明商品特性、所涉及之風險、手續費或其他費用之說並
製作客戶權益手冊提供客戶，內容應包括銀行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內容、可能
涉及之風險及其他特約定事項，並依照客戶之知識能力、年齡、交易經驗等個別
化事項，確實確認客戶瞭解此揭露及說明內容。前述相關判決對於「金融推介之
合適性原則」及「資訊揭露及說明義務」之適用，似乎未盡周詳。
(六)信託業法第23條規定：信託業經營信託業務，不得對委託人或受益人有虛偽、詐
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同法第49條明訂：違反第二十三條或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者，其行為負責人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下罰金。如前述連動債受害投資人依循民事途徑求償，既已備嚐艱
辛，則檢察機關對於連動債銷售機構應嚴查是否有上開法條所規範之犯罪事實，
尤其諸如下列常見違法型態應積極依信託業法第23條及刑法詐欺罪追訴：
1.特定國外連動債之經理(或發行)機構說明該連動債有銷售對象之限制，如該連
動債僅能於我國境外銷售或僅能銷售予美金100萬元以上之機構投資人，但信託
業故意隱匿此事實接受一般客戶委託投資，甚或自行買入大額連動債後違法切
割成小額出售予一般投資人者。
2.對於連動債之名稱故意不適當表達其特性及風險，而使用可能誤導客戶之名
稱，誘使投資人誤信而購買，尤其矇混高齡、智識能力不足或殘障者。
3.刻意不提供客戶英文版完整產品說明書，而將重要交易條件隱匿，僅交付內容
不完整或不實之中文版產品說明書者。
4.以高額業績獎金慫恿不具資格或不備銷售知識之理專銷售連動債者。
雖然，金管會強令銷售業者用協議和解方式解決問題，總比不處理問題好，
只是在全球金融危機方興未艾，美國七千億美元救市方案之際，美國司法部及所
屬聯邦調查局已進行半年的嚴打房貸及金融詐欺專案，迄至目前，不但主要的金
融機構全都列入調查，甚至已有四百人以上被逮捕或遭起訴。
看著美國司法部及聯邦調查局在哪裡嚴打房貸及金融詐欺，但我們檢察機關
卻對連動債問題完全無所用心也完全沒有作為，實在慚愧。畢竟，私了的方式可
以解決問題，但並不足以建立起專業規範及職業倫理；要防止金融詐欺，司法終
究必須扮演最後的嚇阻及救濟角色，美國的為難道不讓我們羞愧嗎？註19

19.南方朔 南方朔觀點─政府的失職要用司法來救濟，2008/10/07，中國時報。

第一篇.indd 33

2010/12/10 下午 03:46:41

34

98年度法務研究選輯

第七章、結論與建議
一、儘速立法監管連動債
國內銀行銷售雷曼兄弟等連動債而衍生相關糾紛，監察院調查後決以「未能積極訂定
相關法令、未善盡監督管理之責」等理由，對金管會提糾正。台灣受金融海嘯波及，金管
會主管金融監理，面對排山倒海之待解問題，想必已焦頭爛額，監察院此時提出糾正，當
會使金管會上下公務員士氣更加低落。
或許在2008年9月前，幾乎無人(包括銀行在內)料想全球知名投資銀行會破產。但若真
如輿論所稱，部分銀行銷售人員以業績為重，於銷售連動債時不但沒妥善「告知風險」，
還把商品賣給完全「不適合」投資該商品的大眾，則銀行確有可議之處。更遑論連銷售人
員都不清楚連動債性質了。日前金管會陳沖主委曾表示連動債糾紛若真的進入法院程序，
銀行也「不一定贏」。然事實上，法院對於連動債之相關法律性質及銷售機構與投資人間
爭議之處理，仍曖昧不清，亦乏具拘束力之終審判決可資依循。而金管會面對此事的基本
態度雖傾向以企業須擔負「社會責任、道義責任」為由，希冀銀行能與投資人和解、適度
補償損失，但現行法令下，投資人欲透過訴訟獲得賠償固有難度，然冀求以「社會責任、
道義責任解決連動債糾紛顯屬本末倒置」。
其實，所謂「告知風險」、「適不適合」等概念，銀行、信託等公會內部的自律規範
都有明文。惟依法論，投資人是否能以銀行違反自律規範為由向其求償，容有爭議，蓋自
律規範畢竟不是民事的請求權基礎，投資人要求償，須回歸證交法或民法等規定。但現行
民法等法律對投資人之保護顯然不足，先進國家如美國也有類似疑慮。故應尋求全面妥適
公平之連動債專法，方可肆應此新型態之交易所衍生之法律困境。
更根本的解決方式是：參考日本及英國法，盡速制定各方討論多時的「金融服務
法」，於該法中明定業者負有「風險揭露義務」和「適合性判斷義務」，並賦予投資人民
事請求的基礎。
易言之，我們可將「告知風險」和「判斷商品適合與否」的規定從銀行、信託公會的
「自律規範」提升到「法律」的位階，要求銀行銷售時充分說明商品風險，並充分了解投
資人本身的資力、投資專業等狀況，進而判斷商品適不適合該投資人，若沒有充分揭露風
險，則受害者可據此向銀行提出民事求償，但專業投資機構或個人投資者可排除適用。屆
時銀行擔負的就是「法律責任」，而不僅是「社會責任、道義責任」了。
二、建立金融商品銷售推定無過失責任
參考日本、英國相關金融商品銷售法規及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3項針對企業經營
者就其商品或服務所應負之責任之規範方式：「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
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
賠償責任。」之精神，針對『金融商品銷售』，統一規定金融服務業之說明義務及推介適
當性，課以無過失賠償責任，為民法之特別規定，使受有損害之客戶能有合理救濟。」對
違反說明義務之金融服務業，明定應對客戶負無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並設有損害額之推
定，以減輕客戶之舉證負擔。
三、連動債明確定位為有價證券
連動債是由「有價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所組成之混合型商品，在我國法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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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未臻明確。因此，若投資人稱銀行違反證交法的反詐欺條款以進行求償，銀行可主張
「連動債並非有價證券」、「銀行與投資人間是信託關係，不屬於反詐欺條款的保護範
圍」等理由以資抗辯；就一般民事法理而論，投資人或許可主張業者「未妥善告知風險」
或「推銷不適合商品」的行為違反信託業者的「受託義務」(fiduci ary duty)、「忠實義
務」(duty of loyalty)以請求賠償，但這種案件在我國畢竟無前例可循，對投資人而言，舉
證說理上亦有一定之困難度。
因此為貫徹對投資人之保護，可將連動債明確定位為有價證券，同時推動於連動債專
法或金融服務法納入或擴張證交法反詐欺條款保護範圍，將業者銷售金融商品行為納入反
詐欺條款射程範圍內，未來若有類似爭端時，投資人即可依連動債專法或金融服務法或證
交法反詐欺條款向業者求償。
上述立法看似課予銀行更重義務，但某程度上也把投資損失責任從銀行移轉至投資人
本身，對銀行非無好處。在銷售人員遵守此等規範前提下，投資人若仍決定投資該商品而
受到損失，則當無權向銀行求償。畢竟投資人亦需認清：投資定有風險存在，不可能穩賺
不賠。
四、建立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制，成立專責機構保護非機構投資人權益
目前投資人保護法的適用對象，僅限於股票、期貨，至於連動債、信託、衍生性金融
商品等商品，尚未包括在內。 如依司法途徑解決爭議，必定耗費司法資源且程序繁瑣冗
長。宜仿照英國，參考英國金融公評人服務機構(FOS)金融服務賠償機構(FSCS)作法，建
立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制，成立專責機構保護非機構投資人權益，針對金融事業仍具清償
能力的爭議案件進行調處、評議。並對金融事業已處財務困難、無法履行債務的案件進行
賠償協議。爭議案件後送公評人(Ombudsman)審理，公評人作出的最後決定，業者必須履
行賠償。如果消費者不接受時，還可以尋司法途徑解決爭議。此專責保護機構不對申訴的
消費者收費，其支出費用主要來自，對金融事業收取年費及案件處理費。
五、金融服務業法草案，納入「海豚條款」
金融海嘯凸顯不少理財專員為了績效獎金，不顧投資人權益，胡亂推銷商品。所謂為
「海豚理論」，意即金融業不能像訓練海豚表演一樣，「一跳上來，就給他魚吃」，理專
一賣商品，就發給獎金，完全不顧未來的可能風險。未來應明訂金融商品銷售人員獎金之
發給辦法須考量未來風險，以免投資人成為銷售者之魚肉。
六、最高法院檢察署應研究是否成立專案小組追訴不當連動債業者刑事責任及扶助被害人
民事求償
按信託業法第23條規定：信託業經營信託業務，不得對委託人或受益人有虛偽、詐欺
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同法第49條明訂：違反第二十三條或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者，其行為負責人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雖
然金管會強令銷售業者用協議和解方式解決問題，法務部王前部長任內亦因連動債銷售金
額達數千億元，茲事體大，希望檢察官勿輕舉妄動，但檢察機關基於法定職責及人民之託
付，最高法院檢察署應研究是否成立專案小組對於連動債銷售機構應嚴查是否有上開法條
所規範之犯罪事實，尤其諸如下列常見違法型態應積極追訴：
(一)特定國外連動債之經理(或發行)機構說明該連動債有銷售對象之限制，如該連動
債僅能於我國境外銷售或僅能銷售予美金100萬元以上之機構投資人，但信託業
故意隱匿此事實接受一般客戶委託投資，甚或自行買入大額連動債後違法切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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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出售予一般投資人者。
(二)對於連動債之名稱故意不適當表達其特性及風險，而使用可能誤導客戶之名稱，
誘使投資人誤信而購買，尤其矇混高齡、智識能力不足或殘障者。
(三)刻意不提供客戶英文版完整產品說明書，而將重要交易條件隱匿，僅交付內容不
完整或不實之中文版產品說明書者。
(四)以高額業績獎金慫恿不具資格或不備銷售知識之理專銷售連動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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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43

要

民國86年以前，檢警關係如同偵查案件蒐證之接力賽，由司法警察先就刑事案件為初
步蒐證後，再移送地檢署分案由承辦檢察官繼續偵查補足蒐證，司法警察機關與地檢署間
之關係密切度，隨同該司法警察機關刑事案件蒐證嚴謹程度，成正比關係；隨著司法院以
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修改刑事訴訟法，要求檢察官實際蒞庭公訴，各地檢察署檢察官
人力需求殷切，又搜索權、通訊監察權等陸續回歸法院，檢警共用24小時，司法警察所製
作之筆錄，有無證據能力等問題，浮出檯面，檢警關係一度低盪，則檢警如何共同追訴犯
罪，且不僅於司法警察初步調查起，甚至必須延伸戰場至法庭活動，已成為檢警間無從迴
避之重要課題。本篇報告即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如何實施立案審查制度，與實踐
後產生之效益，以歷史沿革敘述方式，綜合評價研究。
自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實施立案審查制度的實證經驗，可發現制度可否行之久
遠，繫於檢警關係互動良否，建立起各類刑事案件移送門檻之標準化作業流程，又係雙方
業務關係發展之基礎，而制度之發展性，又是確認地檢署立案審查制度之重要性之根本，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首先將立案審查專組與檢察事務官部門結合，發揮資源結合力
量，若依上開實證結果，立案審查制度不僅可結合政府資源並可建立檢察系統與政府其他
各部門間之刑案標準化作業流程，於院檢資源失衡之現狀，應可為檢察系統尋找出活路與
方向。
報告先就立案審查制度淵源（第肆篇），說明制度之時代背景，當時檢察系統所面臨
困境及筆者對於立案審查制度定位，詳予敘述。
次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實施立案審查制度演變、法令依據與實踐後初步檢討評
估，詳細論述（參第伍篇）。
另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運用檢察事務官方面，予以說明（參第陸篇）；再就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立案審查制度實施過程，將檢察事務官人力資源納入所產生對內與
對外之功能，並產生加乘效果，詳細論說（參第柒篇及第捌篇）。
報告第玖篇，就立案審查制度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實踐後，依據筆者實證經驗，對
於司法警察機關、檢察機關、法院與院檢資源失衡等方面，提出建議並闡述感言。
關鍵字：立案制度、立案審查、立案審查制度、司法警察、核退、檢警關係、檢察事務
官、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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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我國刑事訴訟法自民國（以下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布，歷經多次修正，尤其是
八十二年起至今，條文內容修正幅度，逐年擴大，筆者迄今從事檢察實務十八年餘，躬逢
1
其盛，特別是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總統公布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八條全文 及
2
九十二年二月六日增訂同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條文 ，為法界與學界所稱「立案審查制
3
4
度」，條文規模，大致已完備，而修正前，檢察官以司法警察調度條例 第一條 及第七條
5
之規定，對司法警察機關調查後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之刑事案件，經分案後，逕由檢察
官承辦偵查，進入偵查程序，形成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間，接力賽式的刑事案件偵辦過
6
7
程，檢察官礙於每一偵查案件之辦案期限之壓力 ，較少動用調度司法警察條例 之指揮
權，命司法警察機關繼續調查補正，然立法修正與增訂後，地方法院檢察署對於司法警察
機關移送之刑事案件，認為調查未完備者或命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行使核
8
退或發查之指揮權 。筆者任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期間，幸獲施檢察長茂林
（曾為法務部長）指派為立案審查業務之承辦檢察官之一，調陞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
主任檢察官及調任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期間，亦擔任立案審查業務，從中
更汲取與累積不少立案審查方面之實證經驗，再平調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擔任主任
檢察官，於九十四年四月間，奉江檢察長惠民（曾為法務部檢察司長，現為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指示，規劃籌組「立案審查專組」，持續推動立案審查業務，同時謝
主任檢察官錫和（現任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檢察官）復承江檢察長命，參與研擬
對檢察事務官如何統一管理與集中運用之計畫，筆者有幸獲致謝錫和學長之指導與協助，
將檢察事務官資源投入立案審查業務之範疇，使立案審查制度與檢察事務官部門，發揮連
結性功能，故立案審查制度之淵源、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實務運作實況與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實際運用等，特別是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與立案
審查業務連結及連結後之功能展現，殊為筆者所亟欲瞭解及探討研究之對象。
1.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第一項）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
查。（第二項）前項偵查，檢察官得限期命檢察事務官、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官或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法警察調
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並提出報告。必要時，得將相關卷證一併發交。（第三項）實施偵查非有必要，不得先行傳
訊被告。（第四項）被告經傳喚、自首或自行到場者，檢察官於訊問後認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各款或第一百零一條
之一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聲請羈押之必要者，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但認有羈押之必要者，得予逮
捕，並將逮捕所依據之事實告知被告後，聲請法院羈押之。第九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五項之規定於本項之情形
準用之。
2.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規定：（第一項）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移送或報告之案件，認為調查未
完備者，得將卷證發回，命其補足，或發交其他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於補足或調查
後，再行移送或報告。（第二項）對於前項之補足或調查，檢察官得限定時間。
3. 調度司法警察條例於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六十九年七月四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4. 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第一條規定：檢察官因辦理偵查執行事件，有指揮司法警察官、命令司法警察之權，推事於辦理刑
事案件時，亦同。
5. 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第七條規定：檢察官、推事請求協助或為指揮命令時，得以書面或提示指揮證以言詞行之；必要時
得以電話行之。
6. 依法務部頒布「檢察機關辦案期限及防止稽延實施要點」（原為「檢察署辦案期限規則」）規定，有關於檢察官辦理
刑事案件之偵查、執行、參與民事、非訟事件之期限及其督導考核等事項。
7. 「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為有關於檢察官因辦理偵查執行事件，有指揮司法警察官、命令司法警察之權力。
8. 我國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立案審查制度，依法務部頒布「檢察案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規定，關於檢察署辦
理立案審查分案時，可分「核退」及「發查」案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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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各國刑事訴訟採何種制度，因各國國情、文化、政策及人民法律素養而異，唯有取他
人之長，避免他人之短，採行適合該國之法律制度，始能讓法律深植人心，彰顯法治，俾
利於國家長治久安。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始則繼受大陸法系，特別是日本國明治維新時期
之刑事訴訟制度，近則師法趨向英美法系之法庭制度，使原本刑事案件負擔量沉重之檢察
9
官，於長期人力不足處境下 ，除了偵查及執行業務外，尚需抽調人力在蒞庭實行公訴業
務上，特別在刑事訴訟法上檢察官角色定位，審檢之間，迭有檢察官屬行政官或司法官之
10
屬性爭論，加之近來司法警察界對於「雙偵查主體」要求及呼籲 ，檢察體系本身，似乎
已面臨內憂外患之龐大壓力，而檢察官是否仍應擁有指揮司法警察偵辦刑案權力？或應蛻
變成單純控訴官之公訴人角色？此關乎檢察制度之變革問題。
筆者才疏學淺，固無法予以定論，但從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八條及第二百三十一條
之一之「核退」及「發查」制度立法意旨，檢察體系於短時間內，尚無被剝奪指揮司法警
察偵查案件權力之顧慮，而司法警察體系，能否自「核退」及「發查」制度實施過程，獲
取檢察官偵查案件之要領，縮短檢察官與司法警察間對於證據解讀與認知之差距，並獲致
人民對司法警察體系之信賴，建立司法警察體系之公信力，足堪為適格之「偵查主體」能
力，均有待檢、警體系雙方面，於「核退」及「發查」制度實施過程中，相互學習與良性
互動。故筆者乃從：探討我國立案審查制度（即「核退」及「發查」之司法警察指揮權）
之立法沿革及立法目的為何？我國立案審查制度中，「核退」及「發查」之區別為何？自
「核退」及「發查」制度立法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實施過程及實證結果為何？對
於台中縣市警察局及所屬各分局之影響為何？「核退」及「發查」制度可否於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人力不足及民調方面之司法公信力不彰等情況下，可發揮何作用及影
響？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事務官於「核退」及「發查」制度實務運作所扮演之角
色？等問題，筆者願試著提供研究意見。
任何制度之演進或衍生，除全盤繼受引進國外制度外，必然有其歷史背景因素存在，
縱使全盤引進外國制度，尚需予以調整適用本國國情，我國法律制度亦同，筆者試從問題
之提出，資料蒐集彙整及研究，根據相關案件數據，觀察此立案審查制度，自八十六年
十二月立法三讀通過及總統公布為基點，之前、之後時期，比較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與臺中縣市地區司法警察機關之間，移送案件數據資料，藉以獲取立案審查制度之制定實
施，所產生之影響，予以探討，並評估是否有達到立案審查制度於立法當時所設定目的，
乃至是否另產生制度設計目的以外之效益（如本文以檢察事務官參與後，所產生之影響如
何？），為筆者所研究目的之所在。

參、研究架構與方法
11

單從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內之統計數據 ，自八十七年起，實施立案審查制度，
9. 參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編印《臺灣法務統計專輯》。
10.參聯合報2003.08.12標題「刑訴新制給分局長『微罪處理權』-不要讓警察在『司改』工程中缺席」報載內容。
11.同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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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九十二年止，年度「核退」案件件數，表列如下：
年度
件數

87
43

88
273

89
223

90
670

91
470

92
198
12

參照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平均每一檢察官每月辦結案件折計件數 統計，自
八十六年度起，列表如下：
年度
86
87
88
89
90
91
92
檢察官月結折計件數
150.59 145.65 180.31 201.92 177.42 143.01 138.62
初步檢視，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實施立案審查制度後，「核退」案件之高峰期，
為九十年度之六百七十件，再參照八十九年度，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平均每一位檢察
官每月辦結案件折計件數為二百零一點九二件，然次年度之民國九十年度，平均每月辦結
案件折計件數，則降低為一百七十七點四二件，兩年度平均前後落差為二十四點五件，之
後之民國九十一年度及九十二年度，與前年度之辦結折計件數，落差又為三十四點四一件
及四點三九件，則此等數據之落差，是否與立案審查制度之實施有關係？如同「警方辦案
品質是司法大河水源區的污染指數」文章所指「在警界的一般觀念中，線索從無到有，嫌
犯輪廓漸現，最後鎖定目標下手逮捕，案件即大功告成。但國家賦與警察犯罪調查權之最
終目的應不止於此，將逮捕到案的人犯送進法庭，歷經司法程序終至有罪判決確定，才是
國家宣布正義獲得伸張的時刻。然長久以來，我國警界已發展出自成一格的辦案評分標
準，即『績效評比』制度，其案件計分是以警方『移送書』所載罪名與嫌犯人數為準，原
則上一移送就給分。至於檢察官來日起訴或不起訴，法官判有罪或無罪，都不影響已取得
之分數（當然也不影響警察長官之陞官圖）。真正引導我國警察作為的，不是六法全書內
的刑事訴訟法，而是『績效評比』這部地下刑事訴訟法。其結果當然造成警界長期漠視法
庭內所發展出的法治精神與証據法則，連帶人權保障也遭波及。此種『只問破案行賞，不
13
問偵審結果』的『反法治』文化，甚至將影響致此次司改的成效」 ，若司法警察機關所
移送刑事案件，如同行政學理論上「全面品質管理」（ＴＱＭ），將品質自始即深植入案
件偵辦之初，直至刑事案件移送後，則「績效評比」似乎非檢、警關係緊張之根本所在。
故筆者認為立案審查制度，非僅是單純將尚未蒐證齊備之刑事案件，暫時擋在地方法
院檢察署分案門檻之外，尚有對司法警察機關予以刑事偵辦及蒐證之在職教育功能，此部
分之研究探討，依現有學者論述或文獻甚少，僅能依實務上現有統計之案件數據、檢察官
14
每月辦案負擔量等資料，從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有限之資訊，予以分析 探討。
我國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立案審查制度，是否為首創？亦或繼受他國制度，學者或實
12.所謂「平均每一檢察官每月辦結案件折計件數」，乃指檢察官所承辦年度所有案件後，於每種類案件之辦案期限，年
度內辦理終結之總件數，分子為每一地方法院檢察署所有檢察官於該年度辦理終結案件之件數總和，分母為每一地方
法院檢察署實際辦理偵查業務之檢察官人數，分子除以分母，再除以十二，所得出之商數。
13.參檢察官改革協會網站「司改專論」「上游倒污泥，下游徒蓋淨水廠--- 警方辦案品質是司法大河水源區的污染指
數」文章。
14.同註6，依我國刑事訴訟法所訂立案審查制度，除有「核退」案號外，尚有「發查」案號，兩種案號區分標準，大致
以是否為司法警察機關移送？為區別，若是司法警察警察機關移送者，經審查認為證據蒐證尚有未足者，則分「核
退」案件處理，若非司法警察機關移送者，如為提出檢舉、告訴、告發等案件，則以「發查」案件，發交司法警察機
關調查蒐證後，再行函送檢察官處理。根據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資料顯示，關於「核退」案件，始於民國
八十七年，該年度計有43件、八十八年度計有273件、八十九年度計有223件、九十年度計有670件、九十一年度計有
470件、九十二年度計有198件，九十三年度迄四月三十日止，計有44件；而關於「發查」案件，始於民國九十年起，
該年度有發查案件計104件、九十一年度計218件、九十二年度計504件，九十三年度迄四月三十日止，計19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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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務界尚少研究；依現有文獻研究，或有從中共之立案審查制度與我國做比較 ，惟對於我
國立案審查制度，或礙於實施期間，分案統計系統建置完成過於短暫，暫時無從依實證數
據，予以探討評估，或限於論文之研究題目範圍，無從深入探討，誠屬遺憾；然筆者認為
兩岸法制不同，斷絕交流，相隔時空，約三十餘年，筆者又曾實際從事立案審查業務，乃
16
從實務觀點，研討我國立案審查制度實際實踐之驗證結果，由歷史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
17
18
、及參與觀察法 ，為研究方法，探討我國立案審查制度之立法沿革、立法宗旨及實踐
結果。
再由臺中縣市地區司法警察機關，除臺中縣市警察局及所屬各分局之外，尚有臺中縣
市調查站、調查局中部機動工作小組、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臺中機動查緝隊、臺中憲兵隊、
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三警察隊、第七警察隊、保安警察隊三總隊等，鑑於上述各司法警察機
關與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刑事案件業務接觸，仍以臺中縣、市警察局為大宗，又限於
立案審查制度相關刑事訴訟法條文，於八十六年底，始完成立法三讀通過，經總統公布實
施，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正式實施立案審查制度，歷經多次變革，迄今僅有十年餘而
已，立法所欲達到之制度目的，固難於短期間內，評估制度之優劣或成敗，但願以實證方
法，在有限資料下，評析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與臺中縣市警察局等機關間，就立案審
查制度實施前後之制度面影響，作實務面之研究，另檢察事務官加入立案審查業務，雖非
19
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所獨有 ，然成為立案審查專組成員之ㄧ，則為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檢察署所獨創，惟因實施期間尚屬短暫，故不足以論斷其功過，此亦為研究限制。

肆、立案審查制度淵源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相對地，人為之制度，也因人的思維改變，發生變革。我
國原本刑事訴訟法，採職權主義，因世界潮流「保障人權」思想，風起雲湧，轉向採取所
謂「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尤以美國制度，為師法對象；在「職權主義」下，檢察官
指揮司法警察，原本係天經地義，毋庸法條多加著墨，但在「當事人進行主義」下，基於
「三權分立」精神，若檢察官偵查權之行使，屬司法權之ㄧ環，則檢察官指揮屬行政體系
下之司法警察(官)之權限，似乎又不得不求諸法律根據，又司法警察主管機關，對於所謂
「偵查主體」爭取分享，復不遺餘力，而制度乃大環境之產物，立案審查制度，亦不例外
，茲就立案審查制度之時代背景、檢察系統之困境與對於「立案審查制度」定位之我見，
臚列如下：
15.林錦村，〈大陸地區刑事立案制度之研究-兼論與臺灣地區制度之比較〉，《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研
究發展報告》，民86.6。
16.歷史研究法：收集中共、我國立案審查沿革之相關資料，立案制度法律規定訂定過程之相關歷史材料，並參考立法過
程之時代背景、文件資料、參與立法學者之有關著作，以探尋立法者所欲規範意向及想法。
17.比較研究法：一國之法律，或由自己獨自創造，或由他國繼受法制，制度儘管起源各有不同，但運用自如，因地制
宜者，比比皆是，故由比較中共與我國立案審查制度，並參酌歐美等國之相關刑事訴訟制度，獲取他國制度之長處精
華，引進並順應國情，供我國立案審查制度之立法增修之參考。
18.參與觀察法：筆者任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福建金門地方法院主任檢察官及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官期
間，實際辦理立案審查業務，承辦業務期間，藉由實證觀察印證並實際已於民國九十五年度檢警聯席會議中報告資
料，補充臺中地區立案審查制度實施後，對於司法警察辦案品質提昇及助益，對於彰化縣地區司法警察機關，因立案
審查制度實施之影響，予以充實。
19.如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之立案審查機制，運用檢察事務官先予審查過濾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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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時代背景說明：
自八十九年以前，司法改革呼聲，風起雲湧，非僅蔚為國民普遍共識，亦為司法實務
界、律師界或法律學者，極力追求目標，但改革方向為何？雖各有主張意見，但需要改革
，卻是一致共識。而之前刑事訴訟制度，固然規定檢察官有指揮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之
權力，惟實際運作上，司法警察機關所認定需要移送之刑事案件，佔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新
收案件之大宗；姑不論司法警察人力，遠比檢察官人數為多，但移送案件之品質，卻參差
不齊，導致時見司法警察機關蒐證不全，即行移送地檢署後，再由檢察官於偵查程序中予
以補強蒐證，直至檢察官認為有犯罪嫌疑，形成心證，始提起公訴，移送地方法院審理，
法官於審理過程，基於職權調查結果，猶如再次補強證據後，予以論罪科刑，無形中，偵
審程序變成對於被告有罪證據蒐證之接力賽，尤其在檢察官於九十年刑事訴訟法修正前，
尚擁有羈押被告、搜索、監聽、拘提、扣押等強制處分權存在，相對於被告未必知道委任
律師或熟稔法律程序，造成檢察官與被告間之攻擊防禦地位不平等，又依我國民情有階段
性同情弱者之傾向，加之留學英美之教授學者將英美法系之訴訟制度廣為鼓吹，媒體有「
洛城法網」播放，雖本國刑事訴訟制度淵源於日本明治維新時代之刑事訴訟制度(日本國
刑事訴訟法之立法當時，乃學自德國、法國之刑事訴訟制度)，參諸當時臺灣國際現狀，
與美國關係密切，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修法走向，遂向於英美法系傾斜。
然刑事訴訟制度之變革，並非一蹴可幾，而由原本為大陸法系之制度，欲扭轉為英美
法系架構，實質言，是革命而非改革，再觀之立法院之立法品質，立法委員對於政府機關
所提出議案或法律案，動輒隨意變更文字或增刪，未適度尊重草案條文之完整性、整體性
及嚴謹性，復有因個案而隨意修法，致刑事訴訟法之扭轉修法方向及品質，卓實令人堪慮
；單就司法審判系統或檢察系統，初任資淺之法官或檢察官，均派任地方法院或檢察署辦
案，礙於社會歷練或辦案經驗或有所不足，司法警察機關先天上之蒐證不足，初任檢察官
或法官歷練上之不足，甚至案件承辦檢察官或法官之年紀較當事人為年輕，當事人又基於
中國人先天上不服輸，上訴案件日件累積，惟證據蒐證時機，稍縱即逝，日後偵查或審理
時，距離犯罪時間已久，往往起訴事實，與被害人或被告所認知之犯罪事實，差距拉大，
而國人亦不喜歡幫人做證，縱使出庭做證，依證人角度觀點陳述有關案情，與真正事實，
未必相符，甚或有所偏頗或匿飾，導致當事人一旦進入訴訟程序，非但無法定分止爭，當
事人對於輸贏均有話說，自然對司法偵查或審判之公信力，危害甚深，故司法改革呼聲，
遂成為修憲前之民意走向。
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修訂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
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自九十二
年起實施，不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不適用憲法第
八十一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分屆次，個別計
算，並不得連任。但並為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總統提名之大法官，其中八位大法官，含院長、副院長，任期四年，其餘大法官任期為
八年，不適用前項任期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
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
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憲。」「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行政院不得刪減，但
得加註意見，編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送立法院審議。」司法審理系統與偵查系統，至此
成為分水嶺，彼此間尊重與默契，雖尚非蕩然不存，也已分道揚鑣。
英美訴訟制度，表面上固然有利於法官「公正審判」，可以為司法案件審理之積案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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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找到藉口，然將案件稽延之責任，全部歸咎於檢察官先天上蒐證不足，平心而論亦有
失厚道；檢察官先前所擁有強大處分權力，雖不免有遭濫權之議論，但偵查檢察官卻不知
如何「有效率」或「迅速地」妥善運用權力與可動用之資源，卻「自以為是」地，默默於
偵查開庭內蒐集證據，雖當時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於學習司法官訓練階段，必須至各地檢
署或法院作實務訓練，然著重仍是書類之撰寫，導致初任檢察官普遍有不知如何妥適運用
指揮司法警察權力，更遑論有無指揮領導統馭能力，甚至檢察官有指揮不動之挫折，眼見
工作環境較法院為差，強制處分權力逐步改隸法官行使，檢察官在刑事訴訟制度中，如何
定位？方向如何走？遂有檢察官改革協會之醞釀及組織，然檢察系統，先天上未爭取學術
界以理論辯證上之強力支持，外加法務部每任部長都有自己施政方針，各有自己認為有政
策上應盡力偵辦之犯罪範圍，雖然造就法務部長高度之民意滿意度，然無形中已耗損所有
檢察人力資源，常為民意代表所抱怨，所有刑事訴訟法的修法過程，更令檢察系統處於被
動挨打地位，現今之羈押權、搜索權及監聽(通訊監察)權改隸法官，即為實證。甚至得以
確認自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制定後，院檢之間，資源嚴重失衡，院方以當事人進行主義為
詞，以逸待勞，原本應屬院方職權調查事項，悉數推向檢方，而司法警政機關，於憲法或
刑事訴訟法增修過程，非僅未支持法務部或檢察官改革協會之修法立場，甚對於檢方辦案
20
方式頗有微詞 ，無形中檢警應併同一致立場與力量，紛崩瓦解，故法務部及檢察官改革
協會之先進，見大勢所趨，已無挽回之餘地，方集思廣益，如何因應未來修法趨勢，而逐
漸竭盡所能，促使「立案審查權」及「增加檢察事務官」增訂於刑事訴訟法及法院組織法
內，想藉著制度確立及檢察官身分保障之加強，緩和對偵查系統所造成之衝擊。
惟司法院所以先變更訴訟制度之作用，固有確立法官優越、彰顯司法獨立之作用，相
對亦是藉修法，壓迫偵查系統及司法警察系統積極採取相對應之措施，筆者觀察所見，中
華民國各政府機關，本位主義濃厚，司法機關更為保守，若欲雙方達成共識修法，談何容
易，姑且不論，此項修法方向是否正確，然檢察系統，儼然已無挽回、扭轉或怠惰改變之
空間，如何積極因應？似乎又眾說紛紜，未曾止息。
(貳)、檢察系統面臨之困境
基層檢察官人力，原本不足，礙於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之蒐證程度不足之外，尚有
本國刑事訴訟制度沿襲以前擊鼓鳴冤或檢舉之遺制，如按鈴申告、具狀告訴、告發或檢舉
，又國民觀念上，對於民事、刑事區分不清，或律師為案件業績考量，造成「以刑逼民」
之假性刑事案件，無形中耗損有限的檢察官人力資源，檢察官非僅窮於應付司法警察機關
蒐證不足之案件之偵辦，復必須投入不少時間、精力於假性刑事案件，以至於真正蒞庭公
訴，成了虛應了事一般，形成法官於審理庭時獨自唱獨角戲，造成當事人或律師誤認法官
早有定見，縱使有精采辯護，猶如打太極拳，甚至形成是律師跟法官辯論之態勢。
現今刑事訴訟制度，乃是司法院所極力要求檢察官實質蒞庭公訴，此亦為當事人進行
主義之體現，然據美國實施百餘年之制度下，經法院判刑而服刑之受刑人，據非正式調查
，卻發現受刑人認為會被判罪之理由，不是因為證據充分，而是因為沒有錢請到好律師辯
21
護，此種現象，反而值得國人省思，美國現今訴訟制度，確實是造成有錢人之訴訟 ，再
20.如檢警共用24小時，依法務部與警政署共識，警方使用16小時，應留給檢察官8小時，供訊問嫌疑人及後續強制處分
之預留時間，所衍生爭議，係隨案移送人犯，24小時隨時移送地檢署，致人數居於弱勢之檢察官，疲於奔命。
21.司法院於實施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刑事訴訟法後，另廣設法律扶助基金會，為經濟能力無法聘請律師辯護之被
告，以公權力介入補助方式，為被告聘請公費律師，維護被告權益，修補英美刑事制度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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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早已先行實施檢察官全程蒞庭之臺灣士林、苗栗地方法院地區，刑事案件委任律師費
用已提高，以我國國民經濟所得水準、檢察官與法官人力比率未達一定標準，復以由原本
為大陸法系之刑事訴訟制度，突然轉換成英美法系制度，沒有未雨綢繆訂定旋轉門之制度
設計，缺乏緩衝空間，直接所導致乃偵查系統之反彈，間接所影響乃司法警察機關之辦案
22
心態，縱使欲將檢察官強制處分權 ，悉數改隸法官所專有，而成為英美法系制度下之單
純控訴官地位，然司法警察機關所屬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於偵辦案件時，所能擁有之
強制處分權，復未考慮擴大，將使所有刑事案件，逐漸累積於司法警察機關與檢察署之偵
辦區塊，是福是禍？固應由歷史評論，然權力之所在，責任之所在，法官未來首先將面臨
社會輿論之壓力及治安惡化時之連帶指摘對象。
另增設「檢察事務官」，乃是基於檢察官人力無法即時增補下之轉圜設計，而「立案
23
審查制度」之設計，則為我國以前所無之創設 ，初步觀察此制度，或有暫時疏減訟源之
效果，但深入探討，該制度實質上，應為檢察官指揮司法警察權之加強與延伸，而制度成
敗，不在於設計者，而是在於執行者之認知與司法警察機關間之共識，如何消除司法警察
機關對於此制度之疑慮與不滿，進而使檢警雙方間之刑事案件偵辦關係更為緊密，才是我
國「立案審查制度」成敗之關鍵。「立案審查制度」乃是檢察署透過此制度，將蒐證未齊
全之尚未成熟刑事案件，暫時擋在偵查系統之外，藉著核退指揮書，具體指出司法警察機
關未調查補足之處，切實指導司法警察機關辦理繼續該個案之蒐證，使司法警察機關之承
辦人員，從個案內熟悉類似案件之蒐證程度，無形中拉近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官對於證據解
讀或判斷之差距或認知。
無可諱言，依照司法院修法構想，必須挪用大部分檢察官人力，投入蒞庭公訴，而檢
察官人力增加，又非一蹴可幾，原本檢察官於偵查階段所投入時間與精力而蒐集到的證據
，復為日後起訴所憑之重要證據，延伸至蒞庭執行公訴之有罪證據辯論，理論上一貫性，
固可理解，然實際上檢察系統如何於蒞庭執行公訴與偵查辦案兩者間，求其調適，實為兩
難。
24
筆者認為，既然制度走向是朝當事人進行主義 ，則無法避免乃是蒞庭公訴之挑戰，
如何將用於偵查辦案時間精力，用於蒞庭公訴，同時扮演好公訴人之角色，才是思考方向
，故「立案審查制度」設計，也提供此一解決途徑，若無法從當事人進行主義下之刑事訴
訟制度，先求其生存的空間，則檢察官縱使自許為正義化身，亦僅是口號，無助於現狀之
改變；筆者推論，日後刑事訴訟制度進展成效，並非僅繫於檢察系統而已，司法警察機關
對於刑事訴訟法制度之認知深淺與調適程度而定，同樣居於重要關鍵地位，絕非單純僅有
立法者憑空想像，僅憑刑事訴訟法逐次逐條修正，亦無從達到理想中，英美制度之現況，
檢察系統對此制度變革成有中華民國特色之刑事訴訟制度，既毋庸反彈抗拒，亦不必一廂
22.英美法系下，當事人進行主義內涵，包括當事人武器平等，檢察官為當事人之一，自然必須與對造（即被告）所享有
蒐集證據之權利，相對等，若檢察官擁有強制處分處，被告沒有，顯然違反當事人平等原則。
23.有學者謂檢察官對司法警察有刑事案件指揮權，若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證據上有不足，檢察官自可行使指揮權，
命司法警察機關補足調查，亦為立案審查權之屬，筆者認為指揮權固為調度司法警察條例所規定，係針對已移送檢察
署分案，為檢察官承辦之具體個案，檢察官認為必要所行使之權力，然與現今所謂立案審查制度，形成各類刑事案件
移送標準並對已移送案件據以審查，未通過門檻者，予以核退命限期不足調查，通過者，分案由檢察官偵查，依影響
性，其廣度、深度，立案審查制度，遠較檢察官個案指揮權為大，或可謂指揮權僅是立案審查制度下之一環節而已；
實務上，檢察官動用指揮權，通常在重大刑案等社會矚目案件，惟在立案審查制度下，實際操作實務上，前開案件通
常非立案審查範圍，因案件尚未正式移送前，已為個別檢察官所介入指揮偵查，正式移送時，蒐證已完備，且移送書
內已載明某檢察官指揮偵辦，故兩者在實務操作過程，並無衝突之處。
24.司法院稱之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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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願地期望。
(參)、對於「立案審查制度」定位之我見
先就核退案件發回補足調查部分觀察，立案審查制度，除暫時將蒐證尚未完備之司法
警察機關所移送之刑事案件，予以退回再補充調查外，核退案件，不是憑空消失，俟司法
警察機關將補足調查再度移送時，證據或筆錄資料已大致補足，檢察官可節省開庭偵查或
發函索取資料之時間，直接在已補足案件之基礎上，發揮檢察官個人偵查創意，繼續深入
與精緻化偵查作為或偵查終結，而基層司法警察對於證據蒐集或嫌疑人鎖定或其他可參酌
之情況背景資料，遠較檢察官熟稔，但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所蒐集移送之證據，於法律上
呈現證明力，遠超乎司法警察，如檢察署所執行立案審查制度，未事先與司法警察機關，
取得默契與共識，基層司法警察往往有檢察官推卸調查證據責任之疵議；然基層司法警察
，往往於偵辦刑事案件過程，以其先天主觀認定後，法律專業性不足下，容易忽略證據蒐
集之完整性及合法性，復自認只要儘速將該件刑事案件移送檢察署後，即可了卻責任之辦
案心態，導致蒐證時機已過，縱有包青天式的檢察官，或重起爐灶，不免有事倍而功半或
功虧一簣之憾。故立案審查制度機制之建立，能否於基層司法警察建立正確之觀念與共識
，成為制度成敗之重要因素之一。司法警察機關長官，礙於績效制度或專案評比，對於檢
察署所推展之立案審查制度，先天上亦有畏懼感，如何消除及如何於實施立案審查制度過
程中，融入警政系統之績效制度而藉力使力，亦為難題之一，故觀念紮根及機關間協調，
成為本制度勝敗之關鍵問題所在。
次就發查案件而論，核退案件係以司法警察機關所移送之刑事案件為範圍，而發查制
度，乃以具狀告訴、按鈴申告、告發或檢舉為範圍，因立案審查制度，在我國司法史上係
屬於創新，故各檢察署於推行時，因各地區犯罪特性，必有所差異，而各有特色，需經過
立案審查之案件類型，亦有所區別，然思考方向，筆者認為，既然時代民意所趨，檢察官
蒞庭公訴，乃為不可擋之趨勢，無形中將檢察官引導往偵查第二線，而非直接推向偵查第
一線，而按鈴申告、具狀告訴、告發或檢舉等案件，證據成熟程度，遠較司法警察機關已
初步蒐證鎖定之刑事移送案件為差，檢察官必須耗費時間與精力更多，部分國人有喜好匿
名檢舉、打抱不平，無形中拖累排擠檢察官原本可以蒞庭公訴與偵辦社會矚目案件之空間
，故此類案件，唯有靠發查制度，回歸司法警察機關調查處理，方為正辦；所應顧慮乃是
司法警察機關對於此類案件之蒐證程度，能否勝任而已；故發查指揮書內容，檢察官務必
詳細指導指示，避免徒留「推案卸責」之口實。筆者建議檢察官對於發查指揮書內容之撰
寫要領，應以司法警察能明確瞭解之方式，儘量以「具體」、「明確」地說明記載，使司
法警察能根據指揮書內容，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而能確切執行為準。
綜合上述，立案審查制度，雖係較偏向技術性之制度設計，然制度規劃設計是否妥當
，直接衝擊到檢警關係，間接搖撼到檢察官「偵查主體」之地位，故立案審查制度，表徵
上雖為案件進入地檢署之品質與總量總管制入口，實質上應係鞏固與維持檢察官「偵查主
體」之主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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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立案審查實務運作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雖非首先實施「立案審查制度」之地檢署，然基於轄區內刑
事案件特性、司法警察人員素質、移送案件品質等因素，事實上有實施「立案審查制度」
之迫切性與必要性，實際運作後，發現可爭取檢察官辦案空間與時間，暫時減緩檢察官增
員之壓力，同時司法警察機關對於移送案件之品質，無形中提昇不少，茲就臺中地檢署實
施過程與檢討評估，分列說明如下：
(壹)、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實施立案審查制度之緣由演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自八十七年施檢察長茂林到任後，見臺中地檢署每日新收
案件之件數驚人，導致各檢察官每月平均辦案負擔沉重，而司法警察機關移送之刑事案件
品質堪慮，縱使再倍增檢察官人數，亦是窮於應付，故於八十八年間，即命謝主任檢察官
岳錦(現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檢察官)積極籌畫執行立案審查制度，而之前各地
檢察署除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已著手實施外，尚未有既定
規制，臺中地檢署乃蒐集士林、桃園地檢署有關於核退案件之審查資料後，評估研究後，
以桃園地檢署之核退標準為草案基礎，逐次於審核過濾案件中，增加核退標準，並請所有
檢察官於偵辦案件過程，如認為有必要列為核退案之具體資料，提供予立案審查專責檢察
官參酌，故臺中地檢署立案審查制度係在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之架構下，逐次實證檢
驗下，紮實確立。當時並由施檢察長指定謝主任檢察官岳錦為核退專組負責人，由邱檢察
官雲昌(現為行政執行署桃園行政執行處長)及筆者兩人，每人負責一日之臺中地檢署所有
新收內勤隨案移送及所有司法機關函送案件、其他行政機關移送案件、按鈴申告、具狀告
訴、告發、檢舉等案件之立案審查之審核，同時擁有決定應分偵案或他案之權限，但內勤
聲請羈押獲准案件、聲請觀察勒戒獲准案件、聲請強制戒治獲准案件及有檢察官指揮偵辦
而移送案件，則例外不在審核之列。經過檢察官初步審核後，即逕送謝主任檢察官處做複
審，之後即送分案，應予核退案件，則交由審查核退之檢察官負責撰寫發回指揮書內容，
再簽請呈閱後，即核發指揮書，俟司法警察機關補足後，再送原核退之檢察官再度審查是
否已補足，如已補足完成，則簽請呈閱改分偵案，實施三個月後，初步核退一千兩百餘件
，平均核退比率為百分之四十六上下，然無形中，已造成所有司法警察機關壓力，而司法
警察機關曾透過報紙媒體，對於地檢署核退制度，表達不滿，惟遭臺中地檢署全體檢察官
予以嚴厲反擊，而施檢察長更立即召集所有分局長、刑事組長級以上之司法警察官，在地
檢署舉行座談會，宣示執行立案審查制度之決心，並同時告知此制度實施，關係日後檢警
調憲於刑事訴訟制度下之生存危機，新制度之推行，難免有適應調適上之問題，故初期六
個月內，副本不抄送警政署，務必於此階段，建立制度形成慣例，同時會議中，由核退專
組之主任檢察官、檢察官分別說明核退審核標準，提供書面資料給與會各司法警察官，轄
內各司法警察見施檢察長貫徹實施立案審查制度之決心，會議後，各司法警察機關即積極
配合調適，當年九月二十一日適逢九二一大地震，百廢待舉，若無施檢察長之堅持，依照
未實施立案審查制度前，臺中地檢署每位檢察官平均收案負擔，絕難再挪出時間及人力，
辦理相驗案件及大樓倒塌刑責案件，此由九二一地震後，大樓倒塌、及震災死亡人數，遠
超過南投、彰化及雲林地區，復原階段，臺中地檢署從未向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或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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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檢察官人力支援足以證明。
由上開事實可印證，在臺中地檢署所推行立案審查制度，實施以後，最少已減緩尚未
蒐證齊備之刑事案件進入地檢署偵查分案系統速度，使檢察官能將原本疲於奔命在案件偵
辦之時間，改投入攸關百姓生計及社會輿論所重視、關注之刑事案件偵辦。同樣道理，如
再推展立案審查制度內之發查案件，俟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成熟後，再移送地檢署，則檢察
官即可正面因應司法院所要求之蒞庭公訴，檢察系統並不畏懼挑戰，但面臨院檢資源嚴重
失衡之態勢下，立案審查制度之推展，似乎成為檢察系統爭取回旋轉環空間之唯一選擇，
且為另一個不可避免之挑戰，檢察系統理應正面予以迎擊，而非以拖待變、觀望守候。
隨檢察長更迭，臺中地檢署之立案審查制度，雖有不同變動，惟領導者對於此制度之
認知，往往關係此制度之成效，有將擔任立案審查專責檢察官視為執行檢察官(即未結案
件多者，優先擔任並清理舊案)，有將立案審查制度定位成聊備一格(即由一位檢察官或主
任檢察官負責審核)，造成立案審查制度效果不彰，直至九十四年，江檢察長惠民任臺中
25
地檢署檢察長期間，為永久建立署內「立案審查」機制，遂命筆者負責籌劃 ，並指示立
案審查專組，除應齊一步驟外，應以署內協調、署外溝通為要，而再度展現臺中地檢署「
立案審查制度」實際效能並澈底落實，同時確立擔任立案審查專責檢察官須具有「速度」
26
27
28
、「明確具體」 、「溝通協調」 特質。依臺中地檢署立案審查專組架構，由筆者任
專組主任檢察官，專組內有三位專責「核退」審核之檢察官，兩位辦理「核交」案件之檢
察事務官及三位書記官，主任檢察官負責專組內協調整合及具狀告訴、檢舉告發案件、行
政機關函送案件之初步審核分案及與司法警察機關聯繫，檢察官除立案審查業務外，尚有
定期至各司法警察機關，當面溝通協調，解決移送上之疑點，檢察事務官負責「核交」案
件之處理，書記官負責指揮書製發、核退案卷之保管及稽催等，於正式實施前，由筆者率
領專組檢察官、檢察事務官等，親至臺中縣、市警察局向刑事警察大隊長暨各分局偵查隊
長等說明，並宣示檢察長實施決心，實施後，雖有基層司法警察抱怨為報章刊載，然隨即
以嚴正立場與實例予以應對，司法警察機關始再度重視並展現配合意願。
(貳)、法令依據
一、有關於現有刑事訴訟法規定：
(一)刑事訴訟法第228條：(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二日總統(90)華總一義字第
9000007510號令修正公布)
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第1項)
前項偵查，檢察官得限期命檢察事務官、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官或第二百三十一
條之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並提出報告。必要時，得將相關卷證一併發交。
25.請參酌附件壹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立案審查流程說明」。
26.所謂「速度」係指立案審查專責檢察官，每日必需審核之案件幾近百件，審核速度及果斷不足，極可能造成塞車延
滯，後續資料科分案亦隨之延宕，故除具備辦案本質學能外，所要求者，必須講求速度。
27.所謂「明確具體」乃指核退或核交之命補足調查事項及理由，必須明確具體，當然必須具可行性，否則司法警察機關
接獲核退案件指揮書時，無從據以執行或獲取案件經驗，故立案審查專責檢察官除必須熟悉偵查各類型案件之證據蒐
證外，尚須瞭解司法警察辦案流程與規定，方能藉順水推舟之勢，推展立案審查業務。
28.所謂「溝通協調」意義，指各類型案件，缺乏何種事證事項，須予以核退，檢察官間各有看法，故努力協調，獲取最
大公因數之共識，乃屬必要；又核退後，司法警察機關於繼續蒐證執行核退事項，有無困擾或困難，則須立案審查專
責檢察官親至當面瞭解或解決，故溝通人格特質，實屬必要，而女性檢察官就此，先天上較男性檢察官為優，而司法
警察機關大部分以男性為主要，在溝通部分，男性檢察官無形中，較女性檢察官處於優勢，故在擇選考量立案審查專
組檢察官成員上，女性與男性檢察官必須同時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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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二)刑事訴訟法第231條之1(案件之補足或調查)：
「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移送或報告之案件，認為調查未完備者
，得將卷證發回，命其補足，或發交其他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應於補足或調查後，再行移送或報告。」(第1項)
「對於前項之補足或調查，檢察官得限定時間。」(第2項)
根據上開條文之立法理由記載「86年12月19日增訂理由(一)、本條新增。(二)
賦予檢察官得限期命警察再行調查或移回自行偵察之立案審查權。」
二、法務部有關於立案審查制度之現有法規命令：
檢察官辦理偵查案件發交或發回司法警察或檢察事務官補足證據應行注意要點(94年8
月15日修正，95年1月1日實施)
第一點、為妥適運用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有關檢察官
發交或發回卷證命司法警察(官)或檢察事務官調查、蒐集證據或補足調查之規定
，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點、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就新收案件，得於收案後暫冠「立」字號，由檢察長或檢察長
指定之主任檢察官或檢察官，就案件之調查或蒐證已否完備，先行審查。
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未依前項指定專人審查新收案件者，應即分「偵」或「他」案由各
股檢察官逕為審查。
第三點、前點之審查應於分案之翌日起，十五日內完成。審查結果，如認有發交或發回卷
證調查、蒐集證據或補足證據之必要者，除人犯在押之案件外，應即以書面(格
式參考附件一)敘明應補足及調查之部分，並指定期間，檢附卷證全部或一部之
影本發交或發回司法警察(官)或檢察事務官依限辦理，除有事實上之困難，原卷
應留署備用。
「立」字案審查完畢時，應改分偵案或他案，並分別依下列情形處理之：
(一)有發交或發回必要者，依第五點第一項或第二項辦理後，將案件交各股檢察官辦
理。
(二)認無發交或發回必要者，逕分各股檢察官辦理。
「立」字案逾十五日未完成審查者，應自動改分「偵」或「他」案送各股檢察官辦理。
第四點、發交或發回調查、蒐集證據或補足調查之期間，最長不得逾三個月。
第五點、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或報告之案件，依第三點第一項發回原司法警察機關者，應另
分「核退」字案，發交他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事務官者，應另分「核交」字案，
登簿列管，並應即通知告訴人、被告及其他關係人(格式如附件二)，原「偵」或
「他」案之辦案期限得暫時停止進行。
告訴、告發、自首或非司法警察機關移送之案件依第三點第一項規定發交司法警察機
關者，應另分「發查」字案，發交檢察事務官調查者，應另分「交查」字案，登簿列管，
並應即通知告訴人、被告及其他關係人(格式如附件二)，原「偵」或「他」案之辦案期限
得暫時停止進行。
司法警察(官)或檢察事務官依第三點第一項規定於三個月內調查、蒐集證據或補足調
查後重行移送或報告者，「核退」、「核交」、「發查」或「交查」案始得報結，原「偵
」或「他」案辦案期限即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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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察(官)或檢察事務官逾三個月未完成重行移送或報告者，原「偵」或「他」案
之辦案期限於停止進行滿三個月後，應繼續進行，
但「核退」、「核交」、「發查」或「交查」案仍須待司法警察(官)或檢察事務官重
行移送或報告時方得報結。
第六點、案件有再次發交或發回司法警察(官)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之必要時，依前點規定辦
理。
同一案以發交或發回司法警察(官)或檢察事務官為由停止辦案期限進行者，合計不得
逾二次。
第七點、人犯在押之案件，應即時分案，如有命司法警察(官)或檢察事務官調查、蒐集證據
或補足調查之必要時，可以口頭或書面交查方式為之，不宜將卷證發交或發回。
第八點、發交或發回司法警察(官)或檢察事務官調查、蒐集證據或補足調查者，應指明調
查及應蒐集之證據或調查不足之部分，一次命調查或補足，並注意稽催，以免案
件延宕。
第九點、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應將發交或發回案件之審查標準，提供轄區內司法警察機關參
考。並定期將司法警察(官)辦理檢察官發交、發回調查、蒐集證據或補足調查案
件之情形，提出於各地區檢警聯席會議，以作為檢討改進檢警偵查業務及司法警
察機關績效考核之參考。
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對於轄區內司法警察機關辦理檢察官發交、發回調查、蒐集證據或
補足調查之案件成效不彰者，必要時宜指派專責檢察官予以指導，並建議其上級機關督導
改善。
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內部規範：
29
(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辦理核退案件審查標準(民國93年3月9日訂定)
一、訊問被告之前，應告知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被告所犯罪名及被告所得行使之權利事
項，如被告同意夜間訊問應記明其同意之意旨。訊問時應錄音或錄影，如有急迫情形
，無法錄音或錄影，應將其事由記明於筆錄，錄音帶或錄影帶並應隨案函送。
二、所有被害人及被告均應訊問，如雙方於筆錄內所提出之證人，除該證人顯然未親身經
歷該事實者外，均應訊問。
三、筆錄之訊問內容應詳實，凡有關犯罪之人、事、時、地、物及其他與犯罪構成要件有
關之部分均應訊問。
四、被告所提抗辯事由，均應將其事由再訊問被害人並詳加查證，如被告有文件或其他物
證以證明前開事由存在時，應向其調取後再移送，如被告拒不提出，應將其事由記明
於筆錄內或制作職務報告書附卷。
五、被告所陳述警方查獲之經過與警方移送之事實不符時，應請查獲員警制作職務報告書
陳明查獲經過附卷。
29.臺中地檢署制訂核退案件審查標準，司法警察機關與學者曾提出此審核標準，究竟係為移送或起訴門檻？自此標準
內容觀察，依檢察官觀點，大部分認為係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時，應齊備之最基本要項，何況移送書所列關係人，
通常必須在檢察官傳喚賦予證人地位訊問後，證詞內容，才具有證據能力，故此標準應視為移送門檻較切合制訂本
旨，且臺中地檢署立案審查專責檢察官除依上開標準審核外，因案件類型不一定有規範在標準內，縱有規定，然因個
案情節不同，極可能發生其他明顯須蒐證或補足事項，惟司法警察機關承辦人員疏於注意蒐證，此時，專責檢察官就
個案，雖符合標準，仍可基於具體個案狀況，予以核退，此為臺中地檢署內部共識，故臺中地檢署立案審查專責檢察
官審核標準，不僅以上開標準為限，尚有核退標準彈性存在，此彈性空間，可能隨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之多寡，予
以相對調整，如司法警察機關專案期間，隨案移送件數大增，專責檢察官通常須行使此權力，核退案件數量相對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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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凡有被害人之案件，不論是否為告訴乃論之罪，均應訊問被害人是否提出告訴。於偵
辦時發現被告另犯他罪，亦應訊問被害人就被告所涉其他罪名是否提出告訴，例如
偵辦竊盜案件時，發現被告係白天侵入住宅或破壞車窗及車門鎖為之，此時應訊問
被害人就侵入住宅或毀損部分是否提出告訴。
七、被害人提出告訴，應具體陳明其所告訴之事實及對象。
八、告訴乃論之案件，如雙方己和解，仍應訊問告訴人是否撤回告訴。
九、告訴人或被告如有提出錄音帶為憑，均應檢附譯文。
十、犯罪過程如有監視錄影帶可證明者，應立即調取，並將該錄影帶檢送，以免因逾保存
期限而無從調取。
十一、重要證物，如當事人拒不提出時，應聲請搜索票搜索查扣之。
十二、本案共犯及贓物均應確實追查後再行移送。
十三、以陷害教唆取得之證據無證據能力，故應再詳查有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始
能移送。
十四、案件如有同時處罰法人之規定，應檢附公司執照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將法人一
併列為被告移送。
十五、火災案件，應檢附消防機關之鑑定報告書。
十六、酒醉駕車案件，如有致被害人受傷情事，應訊問被害人是否提出告訴，並應檢附觀
察測試紀錄表、測試值紀錄紙，如檢察官同意不予解送人犯者，其回傳資料亦應
檢附。前開觀察測試紀錄表應翔實記載，若被告呼氣所含酒精濃度未達每公升○點
五五毫克以上而有肇事者，應訊問被告肇事原因是否因酒後不能安全駕駛而肇事。
十七、偽造貨幣案件，應檢附是否為偽鈔之鑑定報告。
十八、偽造信用卡案件，應請發卡銀行鑑定卡片之真偽。
十九、偽造身分證、駕照、畢業證書、鑑定書及其他有關繳納規費、稅捐之證明文書，應
請發證機關鑑定其真偽。
二十、性侵害案件，應採集檢體送驗，並進行DNA比對，如未能及時採集，應檢附診斷
證明書。
二一、散布、販賣猥褻物品案件，如係色情影帶、光碟，應逐一勘驗，紀錄其有無猥褻畫
面。如被告抗辯該影帶、光碟係經新聞局核准發行者，應會同新聞局人員勘驗。
二二、交通事故案件，應檢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及現場照片，不得僅檢附簡圖，現
場圖繪製需與現場實際情形相符，不得遺漏任何跡證。如已無現場亦應依當事人
口述，以虛線標示當事人行進方向及碰撞位置。
二三、車禍肇事案件，告訴人主張被告有犯罪故意時，應訊問告訴人認定被告有故意之依
據何在，並調查現場所留跡證以查明被告有無故意。
二四、竊佔案件，除應檢附所有權狀影本，查明竊佔時間外，應制作現場圖標示竊佔位置
、面積及鄰地權利人與使用情形。
二五、查獲持有贓物，應確實查明該贓物是如何取得，被告所涉究係犯有贓物罪或侵占遺
失物罪，不得未經查證，即率以竊盜罪移送。
二六、財產犯罪，如被告以雙方有債權債務關係為答辯者，應予查明其債權債務之關係。
二七、詐欺案件，除應令告訴人提出債權證明外，告訴人與被告之前往來紀錄如何，被告
之前信用如何、是否已清償部分債務、如何施用詐術及告訴人有無收取利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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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陷於錯誤等事項均應查明。
二八、盜領存款案件，應檢附被害人與該銀行往來紀錄，查證被盜領之次數及金額，如被
告係向櫃台填寫提款單提領者，並應向該銀行調取提款單。
二九、盜刷信用卡案件，應向銀行調取被害人被盜刷紀錄，並向商家調取簽帳單及制作店
員筆錄。
三十、刮刮樂等各類型詐欺案件，如查獲客戶名單，應追查來源，以查明有無涉及違反電
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情事。
三一、擄鴿勒贖及刮刮樂等各類型透過銀行帳戶之犯罪案件，應立即調取提款機監視錄影
帶查明提款者身分。另通知銀行，如有人持該帳戶提款卡提款時，應立即通知警方
。如帳戶所有人否認係其開戶，並應立即調取開戶資料查明，不得未經查證即將帳
戶所有人移送。
三二、重利案件，對於被害人有無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之情形，應一併查證，不得僅以利
息過高之事實即予移送。
三三、販賣毒品案件不得僅憑吸食者之指述即予移送，尚需調查其他有關販毒佐證明確後
再行移送。
三四、施用毒品案件，應將尿液送驗，俟送驗完成後再行移送。
三五、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應將扣案槍砲彈藥刀械送驗後確為管制之槍砲彈
藥刀械再行移送。
三六、有關毒品、槍砲或其他管制物品及贓物等，若被告否認為其持有，應採指紋送驗，
查獲員警應注意不可直接以手觸摸，且在扣案前，應予拍照存證。
三七、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案件應檢附民事保護令，並查明被告何時收受知悉該民事保護
令之內容。
三八、走私案件，其管制進口之走私物品如係公告丙項之物品，完稅價格應予查明。
三九、違反石油管理法案件，應將扣案油品送驗後確為管制之油品，並敘明如何致生公共
危險及檢附事證後再行移送。
四十、涉及菸酒管理法案件，移送機關應先送請專門事業機構鑑定「菸、酒」之真假。如
又同時移送違反商標法，需檢附商標登記證影本並查明商標使用權人是否提出告訴。
四一、違反電信法案件，應調取被害人之通聯紀錄，確實查明被告所盜打電話之時間、通
數及因此所獲得之不法利益。
四二、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應送主管機關鑑定是否屬於保育類野生動物。
四三、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或就業服務法案件，被告即雇主是否知悉受
僱人為大陸人民或外籍人士尚有疑義者，應確實依各種跡證查明，如被告仍堅決否
認知悉，應於大陸人民或外勞訊問時錄影存證，以利承辨檢察官依其錄影之口音、
外貌，查明雇主有無犯罪故意，而免因受僱人遣返後無從查證。
(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發查案件之審查標準(96 年3月21日修正)
一、本審查標準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項及二百三十一條之一及檢察官辦理偵
查案件發交或發回司法警察或檢察事務官補足證據應行注意要點第九點規定訂定之。
二、「發查」案件，係指經告訴、告發、自首或機關函送，經分偵(他)案，如檢察官認為
有發交司法警察調查之必要者，另簽分「發查」字案號之案件辦理。
三、前條案件，經檢察長指定之主任檢察官(或資深檢察官)專責辦理分案時，如依案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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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如認宜發交調查者，分偵(他)案後，由承辦檢察官另簽分「發查」案並以發交調
查指揮書載明事證命司法警察機關(或調查機關)調查，自分「發查」案起，三個月內
停止原偵(他)案件之辦案期限進行。若認不宜發交者(如已有前案或相關案件已在本署
偵辦中或無管轄權或重大案件或涉及公務員犯罪或如案件有專組性質者或屬於例行事
務辦理之案件等)，則擬批分偵(他)案由例行事務專組之檢察事務官自行偵辦或逕送該
專組主任檢察官批示分案。
四、發查時於指揮書指明：
(一)應就指訴涉嫌犯罪事實之時間、地點、犯罪經過詳加調查，並蒐集相關証物。
(二)犯罪嫌疑人如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必要時依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一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拘提犯罪嫌疑人查明本件犯罪情形。
(三)請參考本署印發(已發給)之「司法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偵查要領彙編」犯罪偵查要
領調查。
(四)就具體個案，註明應行特別查証事項。
五、案件經發查時，應通知告訴人、告發人配合提供資料供司法警察機關(或調查機關)查
証。
六、發查案件經司法警察(含調查機關)機關回覆時，應註明「發查案件」，本署收受後，
逕送原偵(他)案之承辦檢察官審核，如認：
(一)訊問筆錄或採証程序不合法，影響事實之判斷者。
(二)犯罪嫌疑人經合法通知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未向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者。
(三)嫌疑人供述之有利事實(含人証、書証等)未予調查，且未附理由或雖附理由而顯
不足採信者。
(四)重要証據未予蒐集，或未送檢驗、鑑定及適當處理者。
(五)其他未盡事項。
則應將原「發查」案掛結，再簽分「發查」案，發函請原司法警察(含調查機關)機關
繼續查証，如無須再行查証或可自行偵查者，則由原偵(他)案之承辦檢察官偵辦。
七、檢察官對於曾已函請司法警察機關(含調查機關)調查之案件，如認有仍須調查者，仍
可發交司法警察機關(含調查機關)調查。
八、國稅單位函送或調查機關移送之稅捐稽徵案件，分他案，由專組主任檢察官交辦予具
財經專業之檢察事務官辦理，俟辦理完畢時，簽報將他案報結改分偵案並移由專組檢
察官偵辦。
(參)、階段性之檢討評估
時值八十八年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面臨檢察官每月平均案件之負荷量，頗為
30
驚人之際，施檢察長茂林甫就任時，鑑於檢察官時間都被綁於案件堆內 ，根本毫無時間
或精神主動發掘對於社會有意義與價值之特殊案件或全心投入社會矚目之案件偵辦，若單
靠每期新分發或調動之檢察官補充，勢有緩不濟急之憾，故乃規劃立案審查制度之建立，
先節制減緩新收案件進入偵查程序之流程，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之逾期未結案件，
又屬不少，運用立案審查制度，挪出原本新案偵查時間，亦可作為積極清理舊案之時間，
30.依筆者記憶中，臺中地檢署檢察官每月偵案約於90件上下，尚不包含其他案件，經實施立案審查機制後，每月檢察官
平均偵案，降至40件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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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立案審查制度之重要目標設定，即為嚴格把關，退回偵查
尚未完備或成熟之移送案件，惟大量退案結果，極有可能造成司法警察機關不滿，施檢察
長茂林乃主動請司法警察機關辦理座談會或講習會，指派負責立案審查檢察官前往說明，
併藉以了解司法警察於退案處理之困擾，予以積極解決回應，降低司法警察機關之反彈性
，而為降低退案時之殺傷力，復又主動公佈「為讓司法警察機關於立案審查制度推展建立
階段，能充分調適因應，於調適階段，指揮書副本不抄送或會知警政署」，故推行時期，
不僅司法警察機關能以時間換取空間做自我調整，地檢署檢察官於推展階段，平均每月新
收偵案部分，減少三分之一，乃有更大空間及時間，應付「九二一」震災之相驗案件及後
續震災之建築物倒塌弊案之偵辦，評估此制度在台中地區之實施，若無檢察長深謀遠慮、
逐一按部就班實施及用人適才適所等天時、地利、人和因素，集中匯聚，造就台中地區之
立案審查制度特色，與士林地區，個別苗頭，主政者眼光及領導風格，實為制度成敗之關
鍵。
一、立案審查制度實踐後之內部成果：台中地檢署實施「立案審查制度」後，評估歸納，
發生核退之具體理由或事項，機率最高部分，臚列如下：
(一)嫌疑人經通知未到案說明，以往僅以文字敘述，但卷內無任何通知資料、或有之
卻無任何通知送達回證、或有送達回證卻無任何送達何人簽收或拒收字跡、或有
資料卻無嫌疑人的戶籍資料、或有口卡片影本卻不清晰，此情形，均為退案範圍
之列，若具備上述資料，為維護通知書的公信力，儘量檢具資料聲請拘票執行
之。
(二)為確立退案審查制度請各單位就核退案內的指揮書所示內容，分門別類整合，做
為以後移送案件時之移案標準，因各地方犯罪類型不一，故核退時，同類案件，
各單位應補足事證或資料不一，各單位宜因地制宜，自行管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之一規定，制作筆錄時應連續錄音，尤其在嫌疑人對於警
訊內容實在性或任意性或自稱遭刑求抗辯時，均有保護自己的無形效力，但間有
發現警訊時未錄音，導致警訊或前置的查獲程序連帶受質疑，故偵辦案件不應僅
以自白即未錄音，特別於竊盜、贓物、毒品等有連續、慣習案件中，應錄音以保
護自己。
(四)查獲竊盜或贓物或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或過失傷害案件，時見未拍攝贓物或槍
彈刀械或車禍現場、車損等照片，導致偵查時根本無從判別贓物價值、槍彈刀械
形態或車禍現場及造成車損等照片以形成警方心證能連貫於檢察官偵查，既無從
一以貫之，何不讓此辛苦破獲的艱辛歷程、及所耗費的警政司法成本，顯現於卷
面，而提供呈現給法官判決量刑時之重要參酌，故建議各單位提升、加強書面資
料作業能力，以提高辦案實質品質。
(五)科學化辦案能力的提升，乃為求勿枉勿縱的偵辦犯罪實質目的，如妨害家庭的通
姦案件，通相姦雙方能自白不諱乃為少數，為求證雙方是否有通相姦情事，除須
注意抓姦時雙方衣著如何？內衣褲擺設位置？現場有無用過保險套遺留？擦拭精
液衛生紙在垃圾桶？或現場床鋪是否有被躺過凌亂？或棉被或床鋪有無餘溫？等
細微事證外，就是須拍照存證附卷，更進一步，如有必要宜設法採取可疑通相姦
雙方血液、女方下體分泌物，檢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檢驗，此已見大甲分
局、霧峰分局偵辦此類案件，但一般單位卻仍以筆錄而移送，甚連現場細微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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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照片都付之闕如，此類均為退案補查的範圍，尤其事證稍縱即逝，嗣後已難以
補正，各單位務必再提升科學辦案的觀念，特別是竊盜或毒品案件，贓物或毒品
的扣取，切忌諱以手逕取，而破壞指紋跡證，如嫌疑人多人同處一室而查獲毒
品，如何認定毒品何人所有，曾時見此類犯罪，均全部移送，不論各被移送人是
否承認持有否，此做法實有侵害人權之虞，蒐證時不得不慎重將事。
(六)函送案件，卷證資料尚未齊全，必然核退，如告訴人撤回告訴時，有的僅有和解
書或調解書，然未檢附撤回告訴狀或撤回告訴狀格式不合，又如僅以告訴人單方
指訴、或提出驗傷診斷書，卻未曾再深入調查目擊者、或其他關鍵事證，即行函
送了事，均屬未盡調查之能事，應予核退補足調查，再如僅以外勞指訴，卻未曾
深入訊問或觀察，偕外勞追查曾非法雇用的嫌疑人時，該外勞是否對能以國語、
台語流利溝通？一眼能觀察出為外國人？外勞對於受雇公司內部熟悉否？有無外
勞熟識者？外勞到該處時，有嫌疑人內部人員跟外勞打招呼，或該處偏僻，若非
外勞帶路，外人無從獲知該處？外勞指出工作住宿地點，經到該處實地觀察無訛
等細微部分，則雇主否認，必核退請承辦人再深入訊問外勞相關事證，以能形成
外勞確實有受雇嫌疑人、外勞確實曾受雇該處、嫌疑人明知該勞工為外國人而雇
用等相關事證而請承辦人以職務報告說明查獲經過的細微情節，始足將嫌疑人繩
之於法，必須耗費功夫成本，若為節省短暫訊問或書面資料做業，必然導致事後
須耗損加倍的人力時間，方能補足，實得不償失，且不符成本效益，此關鍵均為
初步蒐證資料的完整為前提。
(七)公共危險部分：依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規定，除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
或其他相類之物外，尚因之而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為構成要件，然一般
處理除酒精濃度檢測表做為移案根據，併未於卷內顯示嫌疑人有何具體跡象顯示
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狀況，為補足此項資料，除以核退指揮書請查獲員警
以職務報告表示查獲前後情形外，建議各單位以制式化，請查獲員警應於查獲移
案時，以職務報告說明除酒精濃度測試不合格外，於查獲前或後，尚有何跡象顯
示犯罪嫌疑人有蛇行、車輛行徑偏離常軌、測試或訊問過程有語無倫次、含糊不
清、走路東倒西歪或意識模糊、注意力無法集中等現象而足以認定犯罪嫌疑人確
實有無法為安全駕駛交通動力工具的具體情況，以資移送後，本署檢察官能依職
務報告、及移送時卷內的車禍現場照片、車禍當事人車損照片或修理估價單、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酒精濃度檢測表具體研判是否已構成刑責罪嫌，此方式
乃避免偵查時，再度傳訊查獲員警，造成員警輪值勤務順序的更動，及額外出庭
時間。
(八)重利罪依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重利罪之成立要件，以乘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
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及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最高法院二十七年上字第
五二○判例參照），故被害人有無急迫、輕率或無經驗的情事？嫌疑人有無取得
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乃為兩大構成要素，依慣例均為被害人被逼債，始報案
查獲，然被害人看何報章廣告？該廣告何人刊登？該廣告電話裝機地？申租者資
料？查獲後，尚有多名被害人未傳訊到案說明，以增強補足嫌疑人重利罪嫌的跡
證？往往各有所偏，故對於犯罪構成要件的真確理解，方為正辦，於實施逮捕等
強制作為前，必須具備該有基本資料具備，否則移送，必然核退補足，甚必須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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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嫌疑人訊問筆錄內容的困擾。
(九)智慧財產權案件事先蒐證不足，對於告訴人之權利來源證書資料內容理解不足，
故制作筆錄時，未掌握核心問題，如取締他人電腦伴唱機內有告訴人享有著作財
產權的歌曲，究竟告訴人所享有的是公開上映、播送、演出或重製權利，根本未
曾詳細訊問，且命告訴人所應提出的權源證書資料亦未勾稽核對，取締時，亦未
訊明嫌疑人如何取得電腦伴唱機？有無書面或保證書？有無申請公播證？有無請
他人代申請？拍攝現場照片，併繪製現場圖說等，若應具備資料或訊問內容未齊
備，必然核退補足。
(十)人犯隨案移送案件，核退補足調查後，宜以原文號再度制作移送書移送，整卷方
式，請將指揮書影印附卷尾，補足調查筆錄、資料等依序附在該核退指揮書影印
後，補足調查後的再度移送書或函文附卷首，併加註核退文號及補敘述事項。
二、立案審查制度實踐後之外部影響評估：關於台中地檢署所在轄區之大環境因素，整體
評估分析，產生影響與效果分述如下：
(一)臺中地檢署自88年8月1日起，設置核退專股檢察官辦理立案審查案件，所有隨
案移送或函送或具狀告訴案件等，均須經過核退案審核分案，除設置專股前，
由主任檢察官所核退三百七十五件案件外，迄88年12月31日止，本署共核退約
一千九百餘件之案件，如依據案件移送方式，警調憲單位隨案移送方式所被核退
補足調查比率較高，特別於警方專案期間之隨案移送案件，被審核退回補足調查
之比率，往往高達百分之五十以上，通常刑案函送案件之被退回補足調查案件數
量及比率均較少或低，評究其原因分析，專案期間，為達績效要求或為爭取案件
積分，呈現犯罪偵辦的急就章，對犯罪尚未成熟或蒐證尚未齊全或應有書面證據
資料尚未具備，即礙於人犯留置期間即將逾期而隨案移送，而刑案函送案件，能
經承辦者再三思量反覆斟酌應有證據資料是否齊備？或移送前已請示檢察官要件
是否具備，補足後始正式函送，故被核退補足比例，顯然較隨案移送案件為低，
然立案審查制度乃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此為本國
首見於刑事訴訟下訂立之法制，其成效如何有待歷史評估，惟就制度面觀之，警
調憲單位可能認為此制度之推展確立，就被核退案件數量言，所造成案件累積之
負荷，應屬淺見謬論，因就層面言，所核退命補足之案件，其所欠缺者，依本署
核退案件指揮書內，均以詳細記載理由說明未具備或待補足具體事項，甚就各嫌
疑人或被害人或證人於訊問筆錄過程所漏未訊明之重要關鍵事項，縱警調憲單位
接獲核退案件，均可就具體指示事項，按圖索驥予以補足調查，而立案審查制
度，消極方面言，僅將應屬警調憲單位調查範圍事項，回歸該事項於於警調憲單
位繼續處理而已，就積極方面言，立案審查制度，於雙方調適互動過程，無形中
已為警調憲單位做部分在職專業訓練，縱此職前訓練非屬本署或檢察官所應擔負
之權責，然任何新制度之確立，對於現有制度所產生的衝擊或檢警調憲間各方所
應調整互動關係，均有待雙方間努力調適形成良性互動。
(二)本署為使警調憲對於核退案制度應有認識及建立檢警調憲間於立案審查制度下雙
方間之良性互動關係之形成，自89年01月26日起，從臺中縣警察局東勢分局及和
平分局開始舉辦座談會，會議座談會中，依序就認識立案審查制度、立案審查制
度下之檢警調憲互動關係、就臺中縣市地區曾核退案件之類型予以分別說明未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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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調查事項、相驗案件之處理、關於妨害風化、賭博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之
偵辦等課題，臺中地檢署陸續在臺中縣市各分局及專業司法警察單位積極實施，
務必使所有司法警察單位能於座談會中，就核退案件問題，做綜合研討及研商如
何調適解決，迄今反應良好，且於座談會中，亦宣示本署檢察長執行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立案審查制度之決心。
(三)雖觀察警調憲單位，對於台中地檢署所推動之立案審查制度，尚未發現有觀望或
迴避情事，且因各分局轄區所受理刑事案件，因時因地而異，無法齊一標準，故
臺中地檢署檢察長特別指示核退專案檢察官，準備以臺中地檢署曾核退之所有核
退案件指揮書內容為範圍，儘速彙總整理後，再交付司法警察單位編印成「偵辦
刑案要領」，甚至臺中地檢署就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所制定「酒醉駕車觀察
31
職務報告書」 ，本於核退案件審查時，就此類公共危險案件之核退比例為各類
型案件中之較高比率部分，專案審查檢察官於檢討該類型案件因核退案比例較高
之原因時，發現各基層警察對於酒醉駕車者之酒後狀態之描述能力，參差不齊，
甚表達能力各有優劣，而使各基層員警有跡可循，乃根據法務部所提供酒醉駕車
肇事比例研究資料內所顯示酒醉後可能發生之舉止、及核退案中，曾出現酒醉駕
車查獲後行徑之型態，予以表格化處理，提供承辦員警依表檢視觀察，以補職務
報告之不足，而自從實施該表格後，發現該類型案件被核退比率驟然降低，甚成
為結案速度最快速，起訴或聲請簡易處刑之判罪之正確率較高之類型，就此可發
現，檢警調憲就案件核退互動關係上，如何充分發揮核退案件待補足事項內容之
高度共識，實為確立退案審查制度之重要關鍵點。
32
(四)請警政署就各警察單位於評比專案或平時績效 時，應就地檢署核退案件副本抄
送警政署部分，應確實實施考評檢討，而對於辦理地檢署指揮發交案件調查之刑
事案件，承辦人員偵辦成績卓著者，經地檢署發函予以獎勵者，建議務必確實予
以從優獎勵及評分，以形成檢警間良好互動關聯，為使刑事案件偵查之精緻化，
細微縝密化，進而發覺犯罪事實及保障人權之目的，如何掌握犯罪證據搜集之確
實時間點、如何掌握犯罪之成熟點予以適切破案繩之以法，併能於移送案件時，
所有應具備起訴資料充足，已達可為起訴程度，方為核退制度所欲達到的初步目
標，故核退案件退回補足，絕非司法警察之負擔，是調查證據工作之回歸而已，
而檢警間就立案審查制度之共識，亦為雙方間能否良性互動交流之關鍵，而偵查
時調查重心或許會落在警調憲等司法警察單位上，但警調憲等司法警察單位是否
真有能力或有此設備訓練，足以承擔此一調查之重責大任，方是警政主管機關所
應切實考量深思課題，暫時觀念上之分歧，無非是對於立案審查制度之共識不
足，真正問題癥結點，乃在於警調憲等司法警察單位對於各類犯罪之證據搜集，
31.現警方所使用「刑法第185調之3觀察測試表」，原始創作者為筆者，創作之來源，乃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徐
檢察官松奎任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時，與筆者聯繫，認為警方於取締酒醉駕車時，因警察每位文筆表
達素質差異甚鉅，是否能將酒醉可能態樣，表格條列化，便於警察取締時，予以勾選即可，或可以補充部分文字，既
可作為職務報告，避免出庭作證之繁複，故筆者首先創作後，交付徐檢察官松奎運用，效果不錯，始藉執行立案審查
業務過程，予以推廣。
32.警政署績效評比制度，已行之有年，警務人員陞遷，慣例上，大部分以績效成績考量，然因績效之計算，普遍以移送
地檢署案由罪名及嫌疑人人數為計算標準，無形中造成蒐證未齊全急就章案件，進入地檢署偵查程序，曾有實務界對
於警察績效有所批判，但績效制度，似乎已根深蒂固，在無相對較佳評比制度取代前，地檢署「立案審查制度」，似
乎有其實際必要性存在，惟推動立案審查制度，主要目的，絕非針對警察績效制度而設，檢察官應轉換角度觀點，與
其針鋒相對，何不順水推舟而順勢而為，故立案審查檢察官於執行立案審查業務過程，如何藉警察績效制度所存在之
誘因，轉化成推動立案審查之助力，才是思維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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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檢察官對於犯罪構成要件該當、違法、有責之事證證據是否充足之認知差距，
如何運用立案審查制度，縮短雙方間對於證據搜集程度及所搜集證據之評價之歧
見差異，實為現階段雙方就核退案件認知共識？如何及早預知各單位蒐證上之缺
失所在？地檢署檢察官如何幫助各司法警察單位提升齊一犯罪偵辦能力，以形成
良性互動？屬現今重要觀念上溝通問題，見仁見智，且因地制宜，各地各有差
異，本署建議，此一立案審查制度自制定到實施，各地區實施方式或狀況各有不
同，各有優劣、各有長短，台北地區檢警間所發生之問題，於台中地區未必發
生，宜就各地區實施狀況加以客觀評估考量，再逐漸檢討建立警察辦理核退案件
之偵辦流程，再評估檢討缺失之改進，真正形成一完整司法警察偵查刑事案件之
偵辦體系，始為立案審查制度之立法宗旨所在。
以上為臺中地檢署實施初期之狀況評估；而自九十四年五月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檢察署，於江檢察長惠民領導下，開啟立案審查制度新頁，立案審查專組無形中演變成臺
中地檢署偵查檢察官部門之後勤支援中心，不論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或具狀告訴、告發
、行政機關函送案件，首先進入地檢署唯一窗口，就是「立案審查專組」，經過專組主任
33
檢察官與檢察官審核分案與過濾 ，始進入資料科分案，加以內部協調聯繫機制，偵查檢
察官所收偵查案件，已初步成形，故檢察官能於短期間瞭解案情，迅速展開偵查動作，復
有檢察事務官參與辦案，至九十五年十一月間，舉辦檢警聯席會議中，就臺中地檢署立案
審查業務，已實施年餘期間，予以總考評，茲逕引書面報告說明如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立案審查專組書面報告資料
一、依據：(一)、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2項及第231條之1。(二)、法務部頒「檢察官辦理
偵查案件發交或發回司法警察或檢察事務官補足調查證據應行注意要點第9點」。
(三)、本署發佈頒「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辦理核退案件審查標準」辦理。
二、本署自94年5月1日起，以專組專責方式建構立案審查機制，經過年餘警調憲海巡等司
法警察機關同仁間共同持續努力下，關於移送案件中，蒐證調查缺失，已有大幅度
改善，可由本署統計核退比率逐漸降低部分，展現各司法警察機關辛苦成果：

33.立案審查專責檢察官對於分案部分，不僅必須熟悉分案規定、署內專組分工案件類型、例行事務案件類型外，亦必須
注意核對嫌疑人前科資料，如有前案，則須於批註，以免同一案件或同一被告案件，分成兩股辦理，造成事後必須簽
請後案併前案或簽請改分案之煩累。

第二篇-1.indd 64

2010/12/10 下午 03:54:36

立案審查制度之實踐─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為例

65

備註：臺中縣市各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中，如已經內勤檢察官速偵處理案件、經聲請法
院准予羈押或觀察勒戒案件、報請檢察官指揮案件及案情須儘速偵查不宜核退案件
等，均不進入立案審查程序，故上開數據與各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數據不同。又
本署採統一與個別核退機制，除分立案進入專案組立案審查外，個別股檢察官亦可
就已承辦具體個案為核退，但上開圖表僅就本署立案審查專組業務處理範圍之統計
資料。
三、自95年1月起，依本署統計室提供數據如下（關於各司法警察機關移送與核退件
數）：參本書面資料後之附表（附表說明：為本署95年度每月受理各司法警察機關移
送案件，進入立案審查案件件數與核退件數，其中核退案件數，除本署立案審查專組
審核後核退件數外，尚包括各偵查股自行辦理核退件數。）
34
四、依核退案由排比表列：參書面資料後之附表 ，顯示自95年1月份起，本署核退案
件，居第一位為詐欺案件，第二位是竊盜案件，第三位，大部分為傷害案件，關係到
34.詳參附錄1—第1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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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犯罪案件，與大眾切身有最密切關係。
五、主要被核退補足調查事由列舉：
(一)未經合法通知送達嫌疑人或卷內未附通知送達資料（若已合法通知送達而無正當
理由未到案，亦未聲請拘票執行），移送時以嫌疑人經通知未到案，即認定嫌疑
人涉嫌。
(二)人頭帳戶案件，未向人頭帳戶所屬銀行調取開戶與往來明細資料。
(三)恐嚇取財、詐欺、竊盜等案件，嫌疑人否認涉嫌，但未調取案發前後之通訊聯絡
紀錄（或含基地臺位置）佐證。
(四)對案件嫌疑人所提出有利證據與證人，未予調查傳證即行移送。
(五)竊盜案件（如住宅遭竊或車輛遭竊），欠缺現場照片、採證及竊嫌破壞現場照
片、與研判竊嫌可能侵入路線圖等。
(六)過失傷害（車禍肇事）案件，關於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之繪製，未詳實描繪完整
刮地痕、掉落物等重要研判責任歸屬跡證位置、及與週遭道路路線之相關距離，
亦常欠缺車輛碰撞位置比對照片、及車禍發生現場清晰遠近照片，致案件移送而
現場已變動，偵查時證據資料侷限，影響雙方當事人權益甚鉅。
(七)查獲毒品案件，若在場人均否認毒品為其所有時，移送卷內，未見有採集指紋之
蒐證動作。
(八)傷害案件，常僅有告訴人唯一指訴及驗傷診斷證明書，而未再深入訊問是否有其
他在場目擊者或查證現場有無監視錄影設備而可以儘速調閱查明案發經過，並查
證告訴人指訴情節是否與事實相符。
(九)通知嫌疑人到案說明之通知書，如以寄存送達方式，依刑事訴訟法第62條規定準
用民事訴訟法第138條，且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寄存送達，自寄存之
日起，經過十日發生效力」，如寄存送達未符合上開規定，則屬非合法送達，自
無從依刑事訴訟法第71條之1第1項聲請檢察官核發拘票，常見寄存送達未符合規
定，甚至連送達證書上填載亦未詳盡，致無從判別。（依法通知嫌疑人到場，該
通知如係屬「寄存送達」之情形時，通常該通知均未合法，雖有調戶籍謄本查明
送達地點是否正確，但通知到場製作筆錄日期之通知書，多未在「10天前」送
達，除因通知書未附不知應到場之時間外，送達證書亦未記載應到場之期日，另
外送達證書常有多項應載明之事項如：已將文書寄存於何處未記載或未記載詳細
單位名稱、或未記載送達之時日、或未記載送達之處所、或不知何人製作等，因
此該通知均不合法）換言之，此類核退事由常見缺失為：
(1)警卷未同時檢附通知書（或應到場時日之資料）及送達證書，致無法判斷是否
合法送達。
(2)通知書係寄存送達者，自寄存之日起至應到場時日間常未逾10日，致寄存送達
生效時，已逾應到場時日，送達不合法。
(3)僅就嫌疑人之戶籍地址送達，未就卷內所顯現之嫌疑人其餘居所送達，致送達
常徒勞無功。
(4)送達證書上常未逐項確實填載，甚有製作送達證書之員警未簽章者。
(十)有關於詐欺案件部分：網路犯罪之相關網路資料未查，例如請被害人提供當初上
網拍賣或遭詐騙之相關網頁資料，以供查證，或是否可明確知悉何時上網，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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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人或當時上網之人為何人？就被害人所提供之網路資料，查詢該拍賣資訊刊
登人IP位置等相關資料。
(十一)人頭帳戶案件部分：嫌疑人常辯稱帳戶遺失，惟筆錄未加以訊明：從事何業？
其所有帳戶申請作何用途？遺失時是否仍有存款？數額多少？遺失時將存摺及
提款卡一起攜出做什麼？遺失時將存摺及提款卡放置何處遺失？住處或機車是
否有遭竊之證明（如遭撬開之痕跡之照片等或報案證明未附）？有無其他人知
悉該帳戶密碼？何時申請語音查詢？是否有申辦其他金融機構之帳戶使用？申
請何用？何以將多本帳戶一起放置該處遭竊等。如能更詳細訊明，嫌疑人常因
無以回答即承認販賣。換言之，此類核退事由常見缺失如下：
(1)如嫌疑人否認提供帳戶予不法集團使用，且辯稱帳戶之存摺及金融卡係遺失
或被竊時，未再追問嫌疑人自己對系爭帳戶之使用情形、遺失或被竊之細
節、用以提款之密碼另有何人知悉等足以反駁嫌疑人辯詞之問題。另嫌疑
人如供稱其曾向警察機關報案遺失或失竊，亦常未向該警察機關調取報案
紀錄，以作為對嫌疑人有利之參考。
(2)嫌疑人供稱其除將本案帳戶之存摺及金融卡提供予不法集團外，另有提供其
餘帳戶之存摺及金融卡，惟常未見就該部分調查。
(3)被害人陳稱其除匯款或轉帳存入本案嫌疑人之帳戶外，另有匯款或轉帳存入
其餘金融機構帳戶，然未見就此部分調查，縱有繼續追查，卻未於移送書
內敘述載明。
(十二)人頭電話之案件，除續查遭使用為詐騙或恐嚇之行動電話之申辦人資料附卷
外，並應續查是否涉有罪嫌，應通知電話申辦人或使用人製作筆錄，如供稱其
電話遭盜接則請續調該電話一年內全年度之電話費繳費數額各多少？繳款情
形？及是否曾因電話或電話費異常而向電信公司查詢或申請修理之查詢或申請
修理之申請資料附卷。如供稱電話非其所申辦，則請續調取各該電話號碼之申
辦人申辦時所有申辦之文件資料附卷。
(十三)關於竊盜案件部分：竊盜案件常有失竊之物，應可依失竊物品續查何人所竊，
例如：失竊為行動電話，應調取所有失竊之行動電話申辦人資料及自失竊時起
至○月○日之報失竊停話時止或至查獲時止之雙向通聯紀錄，並查明該失竊之多
支行動電話手機現是否曾插卡或現插卡使用中，如有查明各該手機自何處取得
續查是否嫌疑人所持用或所持以販售（如有切結書、讓渡書等請附卷，並可續
查是否另在切結書等上偽造署押之偽造文書情形，如有亦請鑑定指紋，查明何
人持以販售）。並與告訴人核對通聯，查明是否有遭盜打之情形。換言之，此
類核退事由常見缺失如下：
(1)未調取該手機原配用之行動電話門號自被竊或遺失之日起之雙向通聯紀錄，
供被害人指認該電話號碼是否遭盜用，以調查是否另有違反電信法之嫌疑。
(2)未依被害人失竊或遺失之手機序號查明自被竊或遺失之日起，是否有行動電
話號碼使用該手機，而該電話號碼與嫌疑人是否有關。
(十四)被害人所失竊之物品為支票時，請查明多少張支票？票號各為多少，以續查是
否有何人持以提示？依此查明該支票係何人所交付是否為嫌疑人所交付等情。
並應訊問被害人本案之支票一紙上之印章是否你所有？是否你所先蓋好？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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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是否你所填寫好的？共失竊哪些東西？幾張支票？票號幾號至幾號？失竊
物品是否曾尋獲？尋獲哪些東西？哪個機關通知認領？（如有請向該機關調取
查獲之所有相關資料文件附卷）是否有查獲嫌犯等情，以資周全。
(十五)關於偽造文書之案件，究係偽造何文書，應查明，並調取各該偽造文書附卷，
並查明文書何人所填載、印章何人所有或何人所蓋？或簽名係何人所簽，如可
能可採指紋查係何人所為。
(十六)遭盜領之案件，應先與被害人確認帳戶內哪幾筆款項遭盜領後，向該銀行函調
所有帳戶如告訴人所指遭盜領款項之每一張提款單附卷，並與告訴人核對。
二、並請就上開所調之提款單（每一張），訊問：該提款單是否你所填寫？提
款單上提款人欄內「張家鴻」之簽名是否你簽的？印章是否你所有？是否你所
蓋的？是否曾同意或授權他人提領上開款項？平時存摺、印章由何人保管（可
為竊盜或侵占）？保管於何處？是否曾遺失？有何人可以使用拿取該印章？
等。
(十七)信用卡遭盜刷案件，除與被害人核對確認盜刷之時間及盜刷之筆數後，應函調
遭盜刷之各筆交易之簽帳單並確認該簽帳單上之簽名是否被害人或嫌疑人所簽
名附卷，否認並可請嫌疑人書寫簽帳單上之簽名十次，且提供其平時書寫簽名
之文件資料附卷，以供送鑑定。
(十八)關於假結婚案件，請務必向下列各機關單位調取相關之文書附卷：
編號

參

應函索資料機關或單位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臺北市民生東路3段156號17樓】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臺北市民生東路3段156號17樓】
臺灣地區配偶所屬之戶政機關

肆

臺灣地區配偶所屬之戶政機關

配偶之戶籍謄本

伍

臺灣地區配偶所屬之轄區派出所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保證書(影本)

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
【臺北市廣州街15號】
(未來業務由移民署承接)
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
【臺北市廣州街15號】
(未來業務由移民署承接)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旅行申請書及檢附之
戶籍謄本、婚姻狀況證明書、切結書、保證書(影
本)

壹
貳

陸

柒

應函索文書
大陸地區公證處之結婚證書(影本)
大陸地區結婚證書於海基會文書驗證(影本)
結婚登記申請書(或離婚登記申請書影本)

臺灣地區旅行證(影本)

(十九)告訴人或嫌疑人已於警詢中指稱有證人，並提出聯絡方式或可資追查之年籍資
料，且筆錄亦已載明，惟未見通知證人到場說明所見聞之事實。
(二十)案發地點如為營業場所或係路口，未查明是否設有監視錄影機，及調取錄影監
視畫面，翻拍照片。
六、關於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之優良案例：
移案機關

移送文號

臺中市 95年3月7日
警察局 中分六警偵字第
第六分局 095000029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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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罪名
賭博

案情與優點
員警先行佯裝賭客蒐證後，聲請搜索票於95年3月7
日下午4時執行搜索，查獲被告14人而移送偵辦，
程序流程資料詳實，有條不紊，足堪辦理類似案件
之典型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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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警先行佯裝賭客蒐證後，聲請搜索票於95年3月4
臺中市 95年3月4日
電子遊戲場業管 日上午8時執行搜索，查獲被告4人而移送偵辦，程
警察局 中分六警偵字第
理條例、賭博 序流程資料詳實，有條不紊，足堪辦理類似案件之
第六分局 0950000289號
典型辦案。
販賣帳戶予詐欺集團，供詐欺被害人匯入被騙款項
之用，非僅事先調取相關銀行帳戶資料及製作被害
臺中市 95年2月27日
詐欺
人筆錄詢問詳盡，因此使被告到案時無從狡辯而坦
警察局 中分四警偵字第
(承辦人○○○) 承不諱，足堪辦理類似案件之標準程序範例。
第四分局 0950030167號
臺中市 95年2月23日
警察局 中分五警偵字第
第五分局 0950002050號

經該分局交通分隊查獲嫌疑人酒醉駕車與人發生車
禍，經送醫急救，事後通知到案補訊函送，移案資
公共危險(酒駕)
料，就查獲經過、送醫檢驗血液酒精濃度、呈報不
(承辦人○○○)
宜解送報告書、診斷證明書等資料，完整詳盡，堪
為偵辦類似案件之典型範例。

備註：通過立案審查案件，原則上均屬蒐證完整，以上僅就特殊優良案例提出，並已個別
分函請該機關敘獎。
七、關於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之可改善案例：
檢方案號
相關
移送機關
未遵守法定程序事由
、案由
附件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臺中縣警 被告○○○於93年11月2日上午11時許，酒後駕 相關卷
法 院 檢 察 署 9 4 察局清水 駛重型機車，途經臺中縣沙鹿鎮三民路與光華 證已影
年 度 偵 字 第 分局 路口，與○○○所駕駛車輛發生車禍，經送醫急 印存本
16908號被告
救，檢測出被告酒精濃度為0.94MG/L，雖於當 署。
○○○公共危險
日報請本署內勤檢察官准予不予解送，但遲至
案件。
94年10月5日以清警偵字第0930066401號移送本
署偵辦。
編號 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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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機關

1

公共 臺中市警察
危險 局第一分局

2

賭博 臺中縣警察
等 局豐原分局

核退事由

備註
司法警察機
關案件原承
辦人已調臺
中縣警察局
豐原分局警
備隊。
移送書及
核退文號

嫌疑人○○○於94年5月3日凌晨3時32分，酒後駕車在臺
中市美村路與忠誠街口發生車禍，經檢測呼氣酒精濃度
（94年5月
0.16MG/L。案經報告偵辦。依警卷內職務報告稱同車兩
3日中分
人指○○○為駕駛者（無酒精反應），雖被害人指○○○為駕
一刑字第
駛者，但依被害人警訊筆錄僅表示因車禍後僅跟○○○講
0940002032
話，所以確定是○○○是駕駛者，則職務報告之判定，顯然
號）（94核
違反經驗法則，而嫌疑人○○○經移送本署內勤檢察官偵查
退153）
時，亦明確表示非駕駛者，僅下車看被害人狀況而已，
足見此案認定蒐證及移送有所疏失。
嫌疑人○○○在○縣○鄉○路○號開設○○○超商，僱用○○○看 （94年5
店，於94年5月3日下午1時許，為警持搜索票查獲擺設賭 月3日豐
博性電動機具，適有嫌疑人○○○玩賭，因嫌疑人○○○非現 警刑字第
行犯在外候傳，移送嫌疑人○○○賭博到署。移送書僅列嫌 0940003022
疑人○○○一人，法條卻引用刑法第266、268條及違反電子 號）（94核
遊藝場業管理條例，明顯將賭客誤為負責人移送。另負 退158）
責人○○○及店員○○○有無另案移送，移送書內未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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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妨害
臺中市警察
性自
局第五分局
主

4

竊盜
臺中市警察
、
局
贓物

5

強制 臺中市警察
猥褻 局第三分局

6

公共 臺中縣警察
危險 局大甲分局

7

公共 臺中市警察
危險 局第一分局

嫌疑人○○○與被害人係朋友關係，竟趁被害人心智尚未 （94年4月
成熟之際，以贈與手機為由，邀約被害人在車內對被害 29日中分
人強制性交得逞，移送偵辦。卷內對被害人受理疑似 五刑字第
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部分，竟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 0940001864
法第46條及性侵害防治條例第12條規定辦理，未予密封 號）（94核
保密，竟於警卷內將上開診斷書之被害人資料揭露。 退239）
嫌疑人○○○、○○○基於共同犯意聯絡，竊取被害人○○○車 （94年5月
輛後，向被害人電話索款，俟被害人匯款入嫌疑人○○○帳 4日中市
戶，分贓後再將贓車賣予不知情嫌疑人○○○，事後○○○得 警刑字第
悉為贓物，竟又賣予不知情○○○而移送偵辦。警卷內無 0940002610
嫌疑人○○○、○○○及○○○及關係人○○○筆錄，僅有被害人 號）（94核
○○○筆錄及贓物領具。次者，缺車輛失竊之電腦資料，亦 退301）
無起獲贓物之照片。再者，上開應有調閱匯款明細及銀
行帳戶申設及往來資料等作為及附卷資料欠缺，顯屬明
顯疏失。
嫌疑人○○○與被害人係鄰居關係，竟趁被害人無防備之
心，涉嫌於94年1月27日清晨6時30分，在○市○區○路○號
○樓之○，佯稱借用被害人盥洗室為由，侵入，裸露生殖
器躺臥被害人身旁言稱「我想要」，被害人拒從反抗，
嫌疑人遂於被害人面前作自慰之行為，使被害人懼怕心 （94年5月
悸，案經被害人訴請偵辦。根據移送資料，僅有被害人 12日中分
警訊筆錄、送達證書及現場圖，但依被害人筆錄內容記 三刑字第
載，曾有第一份之警訊筆錄，但卷內卻無第一份筆錄， 0940010679
且僅存卷之第二次筆錄，僅有十八行，對於嫌疑人長相 號）（94核
與身體特徵等之描述或與嫌疑人關係等重要關鍵應訊問 退583）
事項均未訊問。另卷內對於嫌疑人指認部分闕如，亦無
任何現場照片可供與現場圖對照，且現場有無任何精液
跡證，亦無任何採證書面資料，此部分蒐證，尚有疏
漏。
嫌疑人○○○飲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於94年
4月15日20時5分，駕駛重型機車，在臺中縣大甲鎮經國
路與賢仁路口，與騎乘自行車之○○○發生交通事故，經據
（94年5月
報查獲，移送偵辦。依警卷內無嫌疑人與被害人車禍發
12日中縣甲
生現場之照片及機車與自行車毀損部位照片，僅有現場
警刑字第
圖，而現場圖亦無任何標示撞擊後兩車掉落物之相關位
0940006857
置描述，其車禍現場處理，尚有疏漏。另移送書所引法
號）（94核
條竟將過失傷害與傷害條文並列，且被害人筆錄已載明
退775）
對嫌疑人提出傷害與毀損罪名之告訴，毀損部分亦未交
代，本件乃屬函送案件，關於過失傷害部分之事證資料
欠缺，顯於移送前之審查及證卷未落實。
嫌疑人○○○於94年5月31日凌晨0時許，酒後駕駛自用小客
車，在臺中市西區忠明南路與忠誠路口與另嫌疑人○○○所
駕駛自用小客車發生碰撞肇事，經警施以酒測，嫌疑人 （94年5月
○○○、○○○分為1.04、0.06毫克，經隨案移送本署偵辦。 31日中分
本件嫌疑人○○○部分，以該員涉嫌酒駕之公共危險罪嫌移 一刑字第
送，然酒測值僅0.06毫克，遠低於0.55毫克標準，且卷內 0940002348
未附嫌疑人○○○之觀察測試報告書，顯然無從由卷證獲得 號）（94核
嫌疑人○○○有無法為安全駕駛之具體情事，則該員於警局 退1028）
查獲時之跡證，即難認定涉嫌，竟予以隨案解送，尚有
改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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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於94年5月26日16時35分，在○市○區○ （94年5月
路○號「○○○商行」，未依法申請營利事業登記證，非法 27日中分
擺設「七龍珠」及「全家樂777」電子遊戲機臺各乙臺營 六刑字第
電子
利，經當場查獲而隨案移送。依警卷所附經濟部商業司 0940000732
遊戲
臺中市警察 網頁公告及函文資料顯示「七龍珠」及「全家樂777」電 號）（94核
場業
局第六分局 子遊戲機臺均非屬電子遊戲機之範疇，惟仍以嫌疑人均 退968）
管理
已於警訊時表示上開機臺非屬電子遊戲機臺甚明，惟仍
條例
予以隨案移送，此偵辦過程，對於嫌疑人所提出有利事
證，未予以查證，實有所疏失。

9

洗錢
臺中縣警察
防制
局豐原分局
法等

10

賭博
、
電子
臺中縣警察
遊戲
局豐原分局
場業
管理
條例

11

公共 臺中縣警察
危險 局清水分局

12

電子
遊戲
場業
臺中縣警察
管理
局豐原分局
條例
、賭
博

嫌疑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於94年3月3
日10時50分在○縣○市○路○號，打電話給被害人○○○佯稱
其母親有筆退稅金額新台幣9800元為由，被害人依其指
（94年5
示至金融機關匯款入嫌疑人○○○所申設第一商業銀行豐
月30日豐
原分行帳戶內，案經被害人訴請偵辦。根據移送資料顯
警刑字第
示，僅單憑嫌疑人所申設之帳戶為警示戶，並訊問嫌疑
0940019453
人與被害人後，即以嫌疑人涉嫌洗錢防制法與詐欺函送
號）（94核
本署，然卷內並無任何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匯款憑單
退1174）
等資料，且嫌疑人表示93年7月發現遺失身分證、存摺及
提款卡等物，曾以電話向第一商業銀行電話掛失，此部
分蒐證實嫌草率，對於嫌疑人提出有利辯解未予查證。
嫌疑人○○○於94年4月30日起至同年5月7日20時40分止，
在○縣○鄉○路○段○號「○○○便利商店」無照經營電子遊
（94年5
戲場業，擺設賭博性電子機臺「大舞臺小瑪莉」兩臺，
月25日豐
供不特定人玩賭，經臨檢查獲，函送偵辦。依警卷資料
警刑字第
顯示，或員警職務報告僅以嫌疑人涉嫌違反電子遊戲場
0940025173
業管理條例，且嫌疑人警訊時已供述無賭博情事，而店
號）（94核
員供述亦稱無賭博情事，則移送罪名卻突然出現賭博罪
退1170）
名，則移送時顯無任何賭博事證存在，賭博部份認定移
送顯有缺失存在。
嫌疑人○○○於94年4月28日下午五時八分許，駕駛營業大
貨車，在臺中縣沙鹿鎮三民路與七賢南路口，與○○○所駕
駛自小客車發生交通事故肇事，致自客車內之乘客○○○、 （94年5
○○○受傷，嫌疑人雖下車察看，因本身無駕駛執照竟未留 月31日清
在現場救護隨即駕車逃逸，案經通知到案函送偵辦。本 警刑字第
件警卷內，既無嫌疑人警訊筆錄、亦缺被害人、嫌疑人 0940028565
與證人之警訊錄音帶，且現場圖之製作，僅概略繪出被 號）（94核
害人車輛位置，並未標繪出撞擊後掉落物位置，以至於 退1217）
無法觀察出兩車可能撞擊點之相關位置，本件移送明顯
有未確實再檢視卷證疏失存在。
嫌疑人○○○於94年5月5日20時30分，在○縣○鄉○路○號旁 （94年6
鐵皮屋「○○○○便利超商」並另闢密室，由櫃檯控管，密 月1日豐
室內擺設公告查禁之賭博性電玩供不特定人玩賭，聘請 警刑字第
嫌疑人○○○為店員及櫃檯密室控管員，案經馬岡派出所當 0940025174
場查獲賭客○○○、○○○與○○○及機臺四臺而移送偵辦。依 號）（94核
警卷所附筆錄資料顯示，嫌疑人○○○與店員○○○未供述有 退1202）
賭博情事，而賭客均未供述有賭博情事，何以認定涉嫌
賭博罪嫌？此偵辦過程，就賭博罪嫌，蒐證部分有明顯
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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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警察
局第二分局

13

傷害

14

洗錢
防制 臺中縣警察
法、 局豐原分局
詐欺

15

公共 臺中縣警察
危險 局東勢分局

16

妨害
臺中市警察
性自
局第五分局
主

17

詐欺

臺中市警察
局第六分局

嫌疑人○○○酒後駕駛自小客車撞傷被害人○○○。案經被害 （94年6月
人之配偶代對嫌疑人提出告訴。酒後車禍肇事案件，應 9日中分
檢附肇事現場圖、現場照片，然本件移送警卷內，卻闕 二刑字第
如，僅有嫌疑人與告訴人筆錄及診斷書，顯然未卷證闕 0940024453
漏，移案過程，有所疏失。
號）（94核
退1350）
嫌疑人○○○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竟提供本人豐原郵局
三民第四支局帳戶供詐騙集團作「人頭帳戶」，致被害
人○○○於94年4月5日10時，遭人以向銀行貸款須先匯款 （94年6
之詐騙手法，匯入上開帳戶新臺幣25500元，案經循線於 月10日豐
94年4月25日13時10分通知嫌疑人到場說明而移送偵辦。 警刑字第
本移送卷內僅有嫌疑人、被害人筆錄、匯款資料即行移 0940023936
送，嫌疑人警訊時即否認有前述犯行，筆錄內亦未再深 號）（94核
入訊明遭竊時帳戶內款項數額、再調取該帳號之存提明 退1408）
細以資核對嫌疑人說法是否可採，顯然對於嫌疑人有利
之事證未予查證，即行移送，偵辦過程顯有疏失。
嫌疑人○○○於94年5月24日14時26分許，酒後駕駛自用小
客車，途經○縣○鎮○街○號前，不勝酒力駛入對向車道與
○○○所駕駛營業弋引車發生碰撞，經報警處理並送醫急
（94年6
救，測得嫌疑人吐氣酒精值0.21，經請示免予解送後函送
月8日東
偵辦。依警卷資料顯示，僅以嫌疑人有酒精反應，並未
警刑字第
善用測試觀察紀錄內所載勾選事項予以觀察紀錄，而嫌
0940022290
疑人警訊時已答稱無法記憶，故對於另證人部分，理應
號）（94核
再通知瞭解肇事前對方車輛行徑有無異常，或肇事後處
退2363）
理過程，對方有無酒醉跡象，始足以認定嫌疑人確有不
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具體情事，此部份認定移送
尚顯簡略。
嫌疑人○○○與被害人係網路相識，而同居四月，於94年6
（94年7月
月9日下午十時許，在○市○區○路○段○號○樓，因細故與
1日中分
被害人發生爭執，並徒手毆傷被害人且在違反背害人意
五刑字第
願下強暴性侵被害人得逞，案經被害人訴請偵辦。依警
0940024238
卷內容，未依規定將被害人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
號）（94核
之姓名年籍欄予以掩蓋影印並將診斷書原本密封附卷，
退2112）
此屬卷證證據重大移案瑕疵，務必注意改進。
嫌疑人○○○在臺中市西屯區中華商業銀行東興分行開設帳
戶，並對被害人○○○佯稱其所失竊自小客車在其手上，致
被害人依指示將贖款匯至嫌疑人所申設帳戶內，經被害 （94年6月
人報案並將該帳戶列為警示戶，嫌疑人前往銀行申請補 27日中分
發時，為警查獲而移送偵辦。依警卷顯示，僅有嫌疑人 六刑字第
與被害人筆錄及匯款單資料即予移送，既缺嫌疑人申設 0940015805
帳戶開戶資料，亦無該帳戶往來明細，且對於被害人究 號）（94核
竟接獲歹徒電話時，該歹徒是男或女性，而嫌疑人所指 退1990）
帳戶已遺失，亦未深入再訊問遺失時帳戶內存款金額與
該帳戶用途等，移案過程，明顯有疏失及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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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於94年5月10日22時39分許，酒後駕駛機車途
（94年6
經臺中縣太平市中興東路與東平路口與○○○所駕駛機車發
月30日霧
生碰撞肇事，經送醫急救，測得血液酒精值為118mg/dl而
公共 臺中縣警察
警刑字第
移送偵辦。依函文顯示檢陳筆錄與現場照片，但依警卷
危險 局霧峰分局
09400524981
資料顯示，既無酒精測試報告、亦無測試觀察紀錄、肇
號函）（94
事現場圖，此部份移送卷證資料明顯欠缺簡略。
核退2010）

臺中縣警察
局豐原分局

19

詐欺

20

公共
危險
臺中市警察
、
局第一分局
肇事
逃逸

21

毀損

22

電子
遊戲
臺中縣警察
場業
局豐原分局
管理
條例

臺中市警察
局第二分局

嫌疑人○○○於94年5月12日向台中縣豐原市向陽路139號
臺北富邦銀行豐原分行申請開戶後，以每月新臺幣1500
元代價租讓予江姓男子使用，於同年月25日16時30分欲 （ 9 4 年 7
領取提款卡時，為銀行查詢得知該帳戶已列為通報警示 月 4 日 豐
戶，為警查獲而移送偵辦。依警卷顯示，僅有嫌疑人與 警 刑 字 第
被害人筆錄及匯款單資料即予移送，既缺嫌疑人申設帳 0940026600
戶開戶資料，亦缺帳戶往來明細，且於製作嫌疑人筆錄 號 函 ） 9 4 核
時，未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告知權利程序，亦無筆 退2041
錄製作過程之錄音帶或錄影帶，本件移案尚未具備必要
程序。
嫌疑人○○○於93年11月16日上午10時許，駕駛自用小客
車，沿臺中市市府路行駛，途經臺中市市府路與程公路 （94年7月
口，撞擊同向（市府路）行駛，由○○○駕駛重型機車左後 21日中分
側，致○○○人車倒地受傷，嫌疑人竟未停車查看或通知救 一刑字第
護，反驅車加速逃逸。案經○○○告訴函送偵辦。本件警卷 0940002870
內，既缺合法通知嫌疑人到案之送達回證，率予認定已 號）（94核
經合法通知，亦缺現場圖、車禍照片，且何以查知認定 退2269）
肇事者為嫌疑人林蘇炯，本案偵辦過程疏嫌粗略。
嫌疑人○○○駕駛自用小客車搭載綽號「阿凱」男子，於
94年4月12日凌晨3時許，在臺中市北區漢口路與綏遠路
（94年7月
口，綽號「阿凱」男子以腳踹告訴人○○○所有自用小客
2 3 日 中 分
車，致左後方向燈毀損。案經被害人訴請偵辦。依警卷
二 刑 字 第
內容，告訴人指訴綽號「阿凱」男子所為毀損，依現有
0940024045
資料，無跡證足認嫌疑人與其所搭載綽號「阿凱」男子
號）（94核
有共犯之犯意聯絡，即率予認定嫌疑人有毀損罪嫌，顯
退2279）
將追查綽號「阿凱」男子責任移轉地檢署，此屬辦案移
案過程重大瑕疵。
嫌疑人○○○涉嫌於94年8月1日為嫌疑人○○○以月薪19000
元僱用擔任超商收銀員及兌換電玩代幣工作，於94年8
（94年8
月4日凌晨1時25分，在○縣○鄉○路○號當場為警查獲電玩
月4日豐
「超級大舞台」、「魔法球」各乙臺。案經將嫌疑人○○○
警刑字第
隨案移送而嫌疑人○○○函送偵辦。依警卷內容，並無賭客
0940005314
玩賭情事或有賭博事證，即以嫌疑人涉嫌刑法第267條、
號）（94核
第268條移送，且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原則上係以負
退2524）
責人為處罰對象，本件移送卻以店員隨案移送，但店主
卻函送，情節輕重程度，顯有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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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警察
局第一分局

嫌疑人○○○於94年2月24日中午12時20分許，駕駛車號
○○-○○○○號自小客車，途經臺中市西區三民路與林森路
（94年9月
口，自後撞擊被害人○○○所駕駛車號○○○-○○○號輕型機
5 日 中 分
車，致該機車受損及被害人○○○受傷，雖經被害人聲請調
一 刑 字 第
解，但嫌疑人均未到場而向分局提出告訴。案經函送偵
0940036536
辦。本件警卷內，既無交通事故調查表及現場圖、亦無
號）（94核
現場照片，甚至連機車毀損照片，均付之闕如，僅以告
退3055）
訴人筆錄、調解不成立證明即行函送，顯然未盡蒐證之
能事。
嫌疑人○○○明知飲酒後不能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仍貿然駕
駛車號○○-○○○○號自小客車，於94年9月8日凌晨1時20分
許，在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與永春東一路口，與被害
人○○○所駕駛車號○○○○-○○號自用小客車發生車禍肇事， （ 9 4 年 9 月
經警據報處理，嫌疑人送醫急救，測得嫌疑人酒精值為 8 日 中 分
0.05MG/L，案經被害人提出過失傷害及毀損告訴而移送 四 偵 字 第
偵辦。本件警卷內所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非屬 0940000835
本件嫌疑人與被害人之事件，且吐氣酒精值僅0.05MG/ 號 ） （ 9 4 核
L，無其他具體酒醉行徑之記載，即遽以移送公共危險， 退3066）
顯然於移送前對於整卷與認定罪名部分，有所疏失，且
肇事車禍之過失毀損，不成立刑責，卻仍以毀損罪名移
送，移案尚有改進之必要。

23

傷害

24

公共
危險
臺中市警察
│
局第四分局
酒醉
駕車

25

（94年9月
○○○於94年7月22日凌晨0時15分與通緝犯○○○同處一室，
毒品
5日中縣甲
為本分局查獲，經○○○同意採尿送檢驗結果，均呈陰性反
危害 臺中縣警察
警 刑 字 第
應，報請參辦。依函文及資料既顯示採集紀朝順尿液檢
防制 局大甲分局
0940012476
驗結果均呈陰性反應，亦無其他不法罪嫌，即可存參，
條例
號函）（94
卻仍報署參辦，自無法令上之根據。
核退3128）

26

傷害
、 臺中縣警察
妨害 局豐原分局
自由

27

毒品
危害 臺中市警察
防制 局第六分局
條例

嫌疑人○○○與被害人○○○係夫妻關係，平時雙方即不睦，
嫌疑人竟自94年7月26日下午5時至同年月28日上午8時
（ 9 4 年 9
止，在○縣○鄉○村○路○段○巷○弄○號，毆打傷害被害人
月 2 日 豐
並辱罵被害人，且揚言威脅對被害人不利，致被害人精
警 刑 字 第
神受創訴警究辦。依警卷內容，僅對於被害人製作筆錄
0940033713
後，即行移送偵辦，既未合法通知嫌疑人戶籍地址，亦
號）（94核
未查索嫌疑人基本戶籍資料，即以陳報單記載嫌疑人已
退3154）
搬離現住地，無電話可聯絡，無法通知到案製作筆錄等
語，顯然不熟悉刑事訴訟法規定通知嫌疑人程序辦理。
嫌疑人○○○於95年5月30日凌晨2時30分，在○市○區○路 （ 9 5 年 5 月
○號「○○○汽車旅館801室」為警查獲意圖販賣而持有 3 0 日 中 分 六
MDMA（4顆）、K他命（30.35公克），並持有施用 警 偵 字 第
MDMA而移送偵辦，但(1)移送書未將施用毒品與持有販 0950000588
賣部分，分別移送，卻一併以同一移送書併送，違反施 號 ） （ 9 5 年
用毒品單獨移送原則。(2)施用或單純持有K他命（第3級 度 核 退 字 第
毒品）並無刑責，而嫌疑人○○○究竟涉嫌施用何種毒品， 1301號）
移送書未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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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提供新竹國際商業銀行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
致被害人○○○接獲「盈通金融國際公司」名義告知抽中
獎金港幣30萬元須扣繳新臺幣3700元稅額電話，信以為
真，依電話指示於95年4月25日下午4時3分至新竹國際商
業銀行大樹林分行以臨櫃匯款方式匯新臺幣175000元入
鄭國億帳戶，被害人知受騙後，向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桃
（95年7月
園分局大樹派出所報案並列為警示戶，於95年4月24日上
6 日 中 分
臺中市警察 午10時40分，嫌疑人至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4號「交
詐欺
一 偵 字 第
局第一分局 通銀行臺中分行」辦理開戶時，為警查獲，惟移送卷
0950033622
證，對於被害人於警訊筆錄供述被害人匯款地點係桃園
號）
市大樹林郵局，顯與移送書所載不符，且被害人被害時
間與查獲時間亦不合，又筆錄載除了上開帳戶外，尚有
人頭戶○○○（臺北富邦銀行新莊分行）、○○○（大眾銀行
敦化分行）、○○○（板信銀行）等多個帳戶，均未查證，
且移送書亦未載明是否繼續蒐證偵辦，本件移送顯屬草
率。

備註：1∼26案件屬94年度，現已鮮少再出現類似缺失，而27∼28屬95年度發生案例，建
請各司法警察機關移送前，務必予以確實審核，避免再發生類似缺失。
八、因應刑事訴訟法要求與未來對檢警調憲等衝擊，逐漸浮現問題與改善建議對策：
(一)加強製作筆錄過程錄影錄音設備與操作檢修能力：製作嫌疑人筆錄時，司法警察
所錄製之錄音帶或光碟片，經公訴蒞庭檢視時發現無內容或無法播放等情形，造
成嫌疑人警訊筆錄之合法性遭嚴重挑戰。
(二)遵守警政署刑事警察局90年8月20日公佈之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
規定：關於司法警察機關偵辦案件過程，對於指認嫌疑人程序上瑕疵，如單一指
認，造成公訴蒞庭時，遭被告選任辯護人對於指認程序合法性質疑。
(三)95年7月1日起，實施新修正之刑法，已無連續犯與牽連犯之規定，對於案發時蒐
證程度與筆錄訊問深度，檢警調憲海巡等，勢將面臨新挑戰，如何使蒐證與筆錄
訊問精緻化，硬體設備再充實與軟體訓練再提昇品質，將為迫切課題。
(四)評估各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中，被移送犯罪嫌疑人有施用毒品前科紀錄者，比
例不低，嫌疑人為施用毒品所需而另犯竊盜、詐欺、搶奪或強盜等犯罪，當不在
少數，如何再加強查緝毒品，亦為現今維護治安不可忽視的課題。
(五)通知書送達等程序正義須再落實，與相關辦案資訊函調獲取須再強化，方能符合
刑事專業要求。
(六)建議各司法警察機關對於辦案資源之橫向聯繫，於平時在職訓練時應予重視，如
臺中地區刑事案件，核退比率以詐欺案件為最，其中又以人頭帳戶幫助詐欺佔最
大比率，姑不論其社會經濟與績效評比等因素，以偵辦詐欺案件時，司法警察同
仁均已形成制式化模式，如何從現有模式再精緻化，有效降低核退比率，請務必
參考上開五（主要被核退補足調查事由列舉）辦理，提昇辦案品質。
九、其他會同辦理事項：
(一)依法務部檢察司統計「全國各檢察機關通訊監察案件績效分析季報表」（95年
第2季-4月至6月）結果，本署核准通訊監察案件為179件、破案件數為28件、破
案比率為15.64%（被監察對象人數1330人、查獲被告人數172人），屬核發件
數多，破案率尚待加強，而經本署指派主任檢察官按期至各執行通訊監察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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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發現，有聲請通訊監察之司法警察單位，並未隨時注意取回監聽錄製完成
之錄音帶，則違背辛苦聲請通訊監察本意，本署已於95年5月20日中檢惠文字第
0951000272號通函提醒各司法警察單位。
(二)依法務部頒佈檢察機關與司法警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防範冒名頂替應行注意事
項第2點規定：「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對於到案之被
告、犯罪嫌疑人或受刑人所提出之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有無偽造或變
造認為可疑時，應依法扣案，並送有關機關鑑定或核對。」、第3點規定：「司
法警察機關對於到案之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受刑人未帶證件，無法查明身分時，
應即為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受刑人拍照、採取指紋及調取口卡，查核確為其本人
後始行移送，並將照片、指紋卡及口卡片 (影本) 隨案移送，否則應於案件移送後
一週內補送，並應於移送書內載明補送之旨。」請與會各司法警察單位於移送刑
事案件前，務必切實辦理。
(三)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95年10月26日釋字第617號解釋，對於刑法第235條所定「猥
褻」不確定法律概念，解釋文表示「係指對含有暴力、性虐待或人獸性交等而無
藝術性、醫學性或教育性價值之猥褻資訊或物品為傳布，或對其他客觀上足以刺
激或滿足性慾，而令一般人感覺不堪呈現於眾或不能忍受而排拒之猥褻資訊或物
品，未採取適當之安全隔絕措施而傳布，使一般人得以見聞之行為」等，請各司
法警察機關於取締執行時，應慎重因應。
(四)依93年度檢警聯席會議中初步共識，司法警察機關依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但書
規定，傳真對於現行犯，是否准予不予解送案件，於傳真後1小時，檢察官未批
示回傳者，則視為本署值班檢察官已同意該案，不予解送。
十、本署自94年度5月份起實施立案審查機制後，訴訟轄區各司法警察機關單位核退比率
統計：（參第175頁統計表，附表一顯示95年1月份起，各司法警察機關移送刑案進入
立案審查件數與核退件數及單月核退案由排名，176頁統計表顯示各司法警察機關累
計進入立案審查與核退件數、各司法警察機關單月與累計核退比率）初步評估，臺中
縣市警察局所屬分局部分，案件移送品質穩定度，表現較好，臺中市部分，以臺中市
警察局第1分局及第2分局表現較突出，臺中縣部分，以臺中縣警察局霧峰分局、豐原
分局、烏日分局、大甲分局、清水分局及東勢分局表現較突出，整體評估，臺中縣警
察局所屬分局較臺中市警察局所屬分局為平穩，而臺中市警察局第6分局移送案件品
質較不穩定，尚有改善空間。
由上開資料，可發現台中地檢署成立立案審查專組後，立案審查已呈現科學化、精緻
化與深度化，而除上開評估外，就大臺中地區整體因素考量分析，依內政部戶政司統計結
果94年12月31日止全國（台閩地區）人口總數2277萬0383人，台中市人口數103萬2778人
，台中縣人口數153萬3442人，台中縣市人口佔全國人口比率為11.27﹪（90年底台閩地區
總人口數2240萬5568人，台中市人口98萬3694人、台中縣150萬2274人，台中縣市佔全國
人口比率為11.10﹪），再參考法務部統計數據顯示，臺中地檢署93年、94年、95年三年新
收案件數統計表，新收案件包括偵查、公訴、執行及其他案件，新收案件數部分，顯示每
年新收案件呈現增加趨勢，佔全國地檢署新收比率（93年度10.83﹪、94年度10.61﹪、95
年1月至10月10.27﹪），如從台中縣市佔全國人口數比率，與臺中地檢署新收案件佔全國
各地檢署新收案件之百分比，兩者比較，臺中地檢署訴訟轄區，並無明顯突出偏高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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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臺中地檢署95年1月至10月止，偵查新收案件，以案由類型分類，佔總新收偵查案
件件數比率最高前10名案件排比，其中詐欺、毒品分佔第一位與第二位，此部分，亦符合
大台中地區民眾對於吸毒與人頭帳戶氾濫之治安觀感；而依此時期，臺中地檢署立案審查
機制流程，不是所有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都進入立案審查機制，如已聲請羈押、觀察勒
戒、內勤檢察官以快速偵查終結案件或檢察官指揮偵辦等案件，因案件性質與時效要求等
因素，即不列入立案審查範圍，故進入台中地檢署立案審查範圍之刑事移送案件件數，不
等於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數，而據前述圖表數據顯示，94年5月開始實施過程，當月核
退比率為51.05﹪，以後逐月降低，至現今每月核退比率約介於20-30﹪之間，已趨於穩定
，同時間，且臺中地檢署立案審查專責檢察官每月均輪流至各分局座談取得反應意見，有
些刑案類型，如僅缺尿液鑑定、槍砲鑑定或性質上不適宜核退的案件，已調整分核交案由
臺中地檢署檢察事務官以核交案件處理補足，無形中降低司法警察機關核退案件的壓力負
擔，依現今核退案由排比統計顯示，自95年1月起所呈現，都是以詐欺案件的核退比率最
高，而詐欺罪部分，也是以前司法警察機關所忽略而現今核退比率最高的案件類型；然臺
中地檢署檢察官仍感受到新收案件負荷壓力，仍持續增加，台中地檢署內部主任檢察官會
議中，檢察長曾指示就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案件，經偵查後，檢察官為
不起訴處分比率高出其他類型案件，由立案審查專組作深入評析後發函司法警察機關注意
改善，並由立案審查專組作案件數據與大環境因素評估，因立案審查專組每日審核案件、
案由、案情與件數，遠較資料科或統計室電腦輸入項目，更為精細，移案之司法機關，時
常發生蒐證不足情事與事項，專責檢察官自瞭然於心，由立案審查專組作深入探討分析，
自有事半功倍之效，茲逕引據函文與分析報告書面如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函（稿）
機密等級：密
正本：臺中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臺中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以上均含附表
及附件）
副本：臺中市警察局所屬分局、臺中縣警察局所屬分局、本署立案審查專組（慈股、善股
、純股、稱股）檢察官、本署研考科（以上均不含附件）
主旨：為精進有關於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移送案件質量，請切實依說明
辦理，請查照。
說 明：
一、依本署統計，自民國96年1月1日起至96年4月30日，以本署檢察官偵結日期為準，臺
中縣市警察機關共移送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案件部分，偵結共115
件，偵結成罪起訴（含聲請簡易處刑、緩起訴處分及職權處分者）有63件，不成罪為
處分者有52件（臺中縣、市司法警察機關各為25件與27件），換算比率為45.22﹪，
顯示上開所移送案件，於查緝過程，對犯罪構成要件之掌握，有明顯落差。
二、另統計同時期同條件，本署受理上開類型案件，成罪（即起訴、聲請簡易處刑、緩起
訴處分及職權處分者）件數有109件，臺中縣、市司法警察機關有63件，其他地區司
法警察機關有46件；不成罪者為不起訴處分者有61件，臺中縣市司法警察機關有52
件，其他地區司法警察機關有9件，顯示本署訴訟轄區之司法警察機關，對上開案件
偵辦及認知，與其他地區司法警察機關有明顯差異。
三、經本署立案審查專組深入研析上開不起訴處分理由有：(一)、標題字面意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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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認定嫌疑者。(二)、網路通訊以密語功能對談者。(三)、辦案員警有陷害教唆者。
(四)、移送應召女子而非實際刊登廣告行為人者（移送案情及不處分理由彙整，詳參
附表）。
四、上開案件之移送，徒然耗費有限之檢警人力資源，對治安顯無實質助益，爾後應儘量
於移送前予以篩除避免，並請督促所屬切實辦理。
附表：（法條規定：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
、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
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
項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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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標題字
面意
義，
不足以
認定嫌
疑者

本 署 偵 結 案 號
臺中市部分：
96年度偵字第8585號 （以下年度字第號略）（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與真實姓
名年籍不詳、綽號「阿嬌」之成年女子基於共同犯意聯絡，自民國96年3月16日
起，由「阿嬌」以每小時新台幣120元之代價雇用被告，在臺中市五權路等街道
沿路停放之車輛上，張貼「西施辣妹，○○○○○○○○○○」之廣告小紙。嗣
為警於同年3月21日22時50分許，在台中市西區五權路當場查獲，並扣得上開色
情小廣告15張，因認被告涉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扣案之
廣告小紙條內容為「西施辣妹，○○○○○○○○○○○」，並無其他強調性服
務、技術、技巧等字樣或有其他圖片之刊載，尚難足以令人產生對於性交易之暗
示或聯想。析言之，依該廣告物所載之內容，在客觀上並非使一般人一望即知係
屬促使人為性交易之廣告物。至上開廣告之內容雖或能引起觀看廣告之人好奇或
能引起偵查犯罪之檢警人員注意，然各該撥打電話之不特定人以電話與提供性交
易業者聯絡後，尚須透過該業者之告知有提供性交易消費之情事，始足以達引
誘、媒介、暗示性交易之目的，自難據業者事後所為另一介入之行為，回溯解為
上開廣告物內容本身即存有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訊息之性
質。是核被告所為，尚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構成要件有別。）
96偵6487 （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2月25日20時許，在○市○區○
路○段○號「○○○○網路咖啡」內，利用電腦網路連結方式，在「http：
//○○○○.○○.com.tw/（網際網路○○○聊天室）」網站聊天室內，以化名
「175/70急缺錢（有訊）」之暱稱訊息，引誘、暗示促使網路上不特定之多數人
與之從事性交易，經警以「斯文」代號進入該聊天室與辛俊傑聊天，談及性交易
時間、代價及聯絡電話○○○○○○○○○○號，並依前開電話與被告相約從事
性交易，嗣於同日20時40分許，在上址為警查獲。因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例第29條以電腦網路刊登足以暗示促使他人為性交易之訊息罪嫌。經
查，被告在上開聊天室除以標題：「175/70急缺錢（有訊）」公然刊登於聊天室
以外，其他有關「我缺錢喔」、「2000 」、「因為我剛失業～一直找不到工作～
房租又到期～被趕出來～然後機車又壞惹～身上的錢也快用光惹～逼不得已～只
好來這求救」、「我需要兩千～你可以幫我嗎」、「老實跟你說～我不是同志～
只是被錢逼急～不得已～才出賣自己」等言論，均僅對化名「斯文」之人所為，
此由其對話內容開端均為「給斯文的密語」，可知其然，該談話內容既係特定當
事人間私下之對談，其內容僅有當事人間知悉，自非屬散布、播送或刊登之行
為。另單自被告於上開聊天室所刊登之標題「175/70急缺錢（有訊）」等文字觀
之，並無性交易或「援助交際」等字意，亦未提及性交易之方式、時地、對價
等，尚非「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有卷附之男
同志聊天室列印內容資料1份可參。又被告在聊天室內與化名「斯文」之員警聊天
時，「斯文」係以問被告缺多少錢、如何聯絡等言詞誘導被告，化名「175/70急
缺錢（有訊）」之被告始留下○○○○○○○○○○號電話號碼，有該聊天室所
有聊天內容1份在卷可憑。足證本件乃係警員喬裝為欲進行性交易之對象，進而取
得被告聯絡方式及地點，全程被告均處被動地位，此有當日網路對話歷程在卷可
憑。綜上所述，被告所為核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構成要件尚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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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間。）
96偵2030 （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5年12月7日上午8時40分許，在其位
於○市○區○路○號○樓之○之住處內，連線上電腦網路「○○○聊天室」網
站（網址為http://○○○○○.○○.com.tw/vip/read.phtm1）後，以「找想
賺摳你ㄉ」之暱稱登入該聊天室，使該暱稱得以公然顯示在該聊天室網頁，以
令登入該開放性網站之不特定人，於見到該暱稱後，得以進入該聊天室內與其
對談。嗣網路巡邏員警以「小庭」之暱稱進入該聊天室，被告遂以前開暱稱與
「小庭」為「你想賺錢嗎」、「要陪我去汽車旅館」、「去汽車旅館就那ㄍㄌ
阿還然後勒==」、「給你1500你可以ㄇ」等性交易訊息之對談，且留下門號
○○○○○○○○○○號之行動電話作為聯繫之用。嗣經警追查後，乃循線查獲
被告。因認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被告確實係
以密談之方式與「小庭」進 行1對1之對話，他人並無法得悉被告與「小庭」對
談時，其所表達之內容，此觀以卷附之聊天室對談列印畫面上均載有「找想賺摳
你ㄉ（23）只對→小庭」等字句可資證明。是被告傳布性交易之訊息僅針對「小
庭」1人，尚未達不特定人或特定之多數人可得而知之狀態。另被告雖以「找想
賺摳你ㄉ」為暱稱供不特定人點選聊天，然該暱稱依一般社會通念，語意仍有不
明，從文字上並無法直接與性交易做連結，客觀上尚難逕認該暱稱屬性交易暗示
或訊息。且該中部人聊天室復非專供色情交易之聊天室，此由該聊天室之其他對
話內容即可得知。故被告所使用之上開暱稱，雖係不特定人所得共見共聞，惟在
文義上亦非顯可易見有何以性交易換取對價之涵義，核與刊登促使為性交易訊息
之構成要件亦不相符。）
96偵9725（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等共同基於散布足以引誘暗示性交易之
訊息之犯意，自民國96年1月11日起至同年2月22日止，在中國時報及聯
合報，公然刊登可供不特定人瀏覽之廣告「男伴遊、日領４０００、０
○－○○○○○○○○○」、「男伴遊、陪看、日領３０００、○○－
○○○○○○○○○」等足以引誘暗示性交易之訊息，因認被告涉有違反兒少性
交易防制條例第２９條罪嫌。觀諸卷附中國時報９６年２月６日Ｆ４版（中彰
投）「男伴遊、日領４０００、○○－○○○○○○○○○」、「男伴遊、陪
看、日領３０００、０○－○○○○○○○○○」之廣告內容，熟悉此一門道者
固一見即可知悉該廣告徵求有意從事性交易之人去電聯絡，惟就社會之一般大多
數人而言，實無從依其字義窺其堂奧；且依該等廣告內容，實際上僅會召來有意
從事「性工作」之應徵者，而非因該內容而引發性交易慾望之「性交易」者，是
單由該廣告之內容觀之，實難認為足以使原本無性交易需求之人，因該廣告刊登
文字之引誘而產生性交易之慾望，該廣告即難認為具有引誘、媒介、暗示促使人
為性交易之訊息，揆諸前揭說明，核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構成
要件有間。）
96偵8732 （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基於以電腦網路刊登足以引誘、暗示為性交
易訊息之犯意，在○縣○鄉○路某網咖店，先以電腦設備撥接上網，連線至
「○○○網際空間」網站後，即於民國96年3月22日20時24分，以「買元為內褲
賣ㄉ密我」之足以引誘、暗示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為署名，刊登在上開網站之
「○○○聊天室」網頁。嗣於同日，警察發覺上揭訊息，遂化名「馨馨」，在該
聊天室與被告交談，並取得被告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號，
警察即與被告相約見面。嗣於96年3月24日11時20分許，被告依約前往○市○區○
路○段○號而為警逮捕，並自其身上扣得上開行動電話門號SIM卡，因認被告涉有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經查被告確有於上揭時、地，以「買
元為內褲賣ㄉ密我」為署名，刊登在上開網站之「○○○聊天室」網頁，並與署
名「馨馨」之喬裝警察，在上開網路聊天室中聊天等情，此據被告自承在卷，復
有自上開網路聊天室列印網頁附卷及行動電話門號SIM卡扣案可資佐證。然查：
被告在該聊天室內所使用之署名「買元為內褲賣ㄉ密我」，其中「元為」兩字應
係「原味」之諧音，乃目前俗稱「網路火星文」之用法，並非指「援交」、「援
助」之意，故「買元為內褲賣ㄉ密我」此訊息無法看出有任何性交易之煽動、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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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暗示或描述，充其量僅能表示被告期望購買他人穿著過內褲之意，並非「足
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另被告與「馨馨」之聊天
內容，均利用網站提供之「密談」功能發言，係屬不特定第三人均無法看到之不
公開之隱密談話內容，此見上揭列印網頁內容自明，足見被告既係與「馨馨」在
網路上之不特定人無法見聞之情況下，雙方單獨聊天，則被告縱使有提及引誘、
暗示性交易之內容，亦僅係意圖賣淫而為之私下招攬之談話行為，尚難認係屬對
不特定人「散佈、播送、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
息」，且足使不特定人共見共聞之行為，而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
之「散佈、播送、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之
構成要件不符。）
96偵5735（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2月7日上午8時42分許，在○市○區
○路之○○○網咖，透過電腦網路連接至「○○○○○聊天室-○○○聊天室」網
站（網址：http://○○○○○○.○○.com.tw），以「roger」為暱稱刊登足以
引誘、暗示促使人為性交易之「你好, 可元嗎」、「價格妳開」、「2h兩次」等
訊息，並以其所持用之行動電話號碼「○○○○○○○○○○」供聯絡之用。嗣
經網路巡邏員警發現後，始循線查獲。因認被告涉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第29條罪嫌。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揭時地在網路上刊登上開訊息，惟堅決
否認涉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犯行，辯稱：伊都是以密語的方式交談，
且伊的暱稱「roger」並沒有援交的訊息等語。經查：觀以卷附之本件聊天室對談
列印畫面，在被告與「17歲女學生」之對談紀錄中，均載有「roger（20）只對
→17歲女學生」字句，顯見被告確實係以密談之方式，與「17歲女學生」進行1對
1之對話，他人並無法得悉被告與「17歲女學生」對談時所表達之內容。是被告傳
布性交易之訊息僅針對有密語之「17歲女學生」1人，尚未達不特定人或特定之多
數人可得而知之狀態。又該中部人聊天室復非專供色情交易之聊天室，此由該聊
天室之其他對話內容即可知。而被告雖在該聊天室以「roger」為暱稱供不特定人
點選聊天，然該暱稱從文字上並無法直接與性交易做連結，客觀上難認該暱稱屬
性交易暗示或訊息。故被告所使用之上開暱稱，雖係不特定人所得共見共聞，惟
在文義上亦非顯可易見有何以性交易換取對價之涵義，核與刊登促使為性交易訊
息之構成要件亦不相符。）
96偵4885（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2月2日下午2時許，在其位於○縣○
鄉○路○巷○弄○號居處，透過電腦網路連接至「○○○○○聊天室-○○○聊天
室」網站（網址：http://○○○○○.○○.com.tw），以「俊」為暱稱刊登足以
引誘、暗示促使人為性交易之「安安元ㄇ」、「妳有要元ㄇ」訊息。嗣經網路巡
邏員警發現後，始循線查獲。因認被告涉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罪
嫌 。經查：觀以卷附之本件聊天室對談列印畫面，在被告與「17歲的女孩」之對
談紀錄中，均載有「俊（20）只對→17歲的女孩」字句，顯見被告確實係以密談
之方式，與「17歲的女孩」進行1對1之對話，他人並無法得悉被告與「17歲的女
孩」對談時所表達之內容。是被告傳布性交易之訊息僅針對有密語之「17歲的女
孩」1人，尚未達不特定人或特定之多數人可得而知之狀態。又該中部人聊天室復
非專供色情交易之聊天室，此由該聊天室之其他對話內容即可知。而被告雖在該
聊天室以「俊」為暱稱供不特定人點選聊天，然該暱稱從文字上並無直接與性交
易做連結之意思，客觀上難認該暱稱屬性交易暗示或訊息。故被告所使用之上開
暱稱，雖係不特定人所得共見共聞，惟在文義上亦非顯可易見有何以性交易換取
對價之涵義，核與刊登促使為性交易訊息之構成要件亦不相符。）
96偵274（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自民國95年12月5日下午13時10分許起至14時32
分許止，利用網際網路設備，上網至網址為http/○○○○○.○○.com.tw/之
「○○○○聊天室」網站，化名「挖哈哈」，公開在該網站聊天室內，對警方化
名之「小愛」散布內容為：「你有需要我幫你四千到五千ㄉ摳摳ㄇ」、「二到三
小時可以ㄇㄇ」等足以引誘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嗣於同日下午15時10分
許，經警循線在臺中市文心路3段85號一樓處查獲，因認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
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經查，本件被告均係以密談之方式與「小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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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對一之對話，他人並無法得悉被告與「小愛」對談時其所表達之內容，此有
對談畫面列印資料1份在卷可稽。是被告傳布性交易之訊息均僅針對「小愛」之
人，尚未達不特定人或特定之多數人可得而知之狀態。又該中部人聊天室復非專
供色情交易之聊天室，此由該聊天室之其他對話內容即可知，且被告以「挖哈
哈」為化名，語意仍有不明，客觀上尚難逕以其屬性交易暗示之訊息視之。故而
被告所為，要難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罪責相繩。）
96偵8837（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3月18日晚上7時32分許，在其位於
○縣○鄉○路○段○號○樓之住處內，連線上電腦網路「○○○聊天室-聊天一
房」網站（網址為http://○○○○○○.○○.com.tw/vip/r.phtml）後，以「找
有緣人」之暱稱登入該聊天室，使該暱稱得以公然顯示在該聊天室網頁，以令登
入該開放性網站之不特定人，於見到該暱稱後，得以進入該聊天室內與其對談。
嗣網路巡邏員警以「小可」及「小愛」之名進入該聊天室，被告遂以前開暱稱與
「小愛」為「元ㄇ？」等性交易訊息之對談，且留下門號○○○○○○○○○○
號之行動電話作為聯繫之用。嗣於同日晚上9時45分許，在臺中市北區大雅路與
北平路口，適被告與「小可」相約在該處欲進一步為性交易時，為警查獲。因認
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經查：（一）被告係以
密談之方式與「小可」、「小愛」行1對1之對話，他人並無法得悉被告與「小
可」、「小愛」對談時所表達之內容，此觀以卷附聊天室對談列印畫面上均載有
「找有緣人 (26)只對→小可」及「找有緣人 (26)只對→小愛」等字句可資證
明。而前開被告對「小愛」所為之「元ㄇ？」之對話內容，亦載明有「找有緣人
(26)只對→小愛」，是被告傳布性交易之訊息僅針對「小愛」1人，尚未達不特定
人或特定之多數人可得而知之狀態。（二）另被告雖以「找有緣人」為暱稱供不
特定人點選聊天，雖「緣」字與「援交」之「援」字同音，然該暱稱依一般社會
通念，語意上可明確解讀為尋找有緣份之對象，從文字上並無法直接與性交易做
連結，客觀上尚難逕認該暱稱屬性交易暗示或訊息。故被告所使用之上開暱稱，
雖係不特定人所得共見共聞，惟在文義上亦非顯可易見有何以性交易換取對價之
涵義，核與刊登促使為性交易訊息之構成要件亦不相符。）
96偵3821（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基於以電腦網路刊登足以引誘、暗示為
性交易訊息之犯意，先以電腦設備撥接上網，連線至「○○○網際空間」網站
後，即於民國96年1月23日20時47分許，以「逢甲＄＄」為署名，刊登在上開網
站之「○○○聊天室」網頁。嗣於同日，警察發覺上揭訊息，遂化名「溫妮」，
進入該聊天室與被告交談，被告並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作為
與「溫妮」聯絡之用，警察即邀約被告於同日21時55分許，在臺中市西屯區逢甲
路與福星路口見面而予以逮捕，因認被告涉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
之罪嫌。經查被告確有於上揭時、地，以「逢甲＄＄」為署名，刊登在上開網站
之「○○○聊天室」網頁，並與署名「溫妮」之喬裝警察，在上開網路聊天室中
聊天，且聊天內容提及性交易方式及價格等情，此據被告自承在卷，復有自上開
網路聊天室列印網頁6張附卷可稽。然查：被告在該聊天室內所使用之署名「逢
甲＄＄」，客觀上無法看出有任何性交易之煽動、挑動之暗示或描述，蓋符號
「＄＄」縱然有代表金錢之意，惟以社會大眾一般閱覽者觀點而言，並非皆會將
「＄＄」直接聯想至性交易，況與「＄＄」連結之「逢甲」亦僅只是地域名稱，
故「逢甲＄＄」尚非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法文之「足以引誘、媒
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文義涵攝範圍所及。另被告與「溫妮」
論及性交易之聊天內容，均利用網站提供之「密談」功能發言，係屬不特定第三
人均無法看到之不公開之隱密談話內容，此見上揭列印網頁內容自明，足見被告
既係與「溫妮」在網路上之不特定人無法見聞之情況下，雙方單獨聊天，則被告
雖有表明性交易方式、代價等訊息，亦僅係意圖賣淫而為之私下招攬之談話行
為，尚難認係屬對不特定人「散佈、播送、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
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且足使不特定人共見共聞之行為，而與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散佈、播送、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
性交易之訊息」之構成要件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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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偵6908（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3月4日19時20分許，在其位於○縣
○鎮○段○9號之住處內，連線上電腦網路「○○網際空間」網站後，以「徵想兼
差的女生」之足以引誘、暗示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為暱稱，刊登在上開網站之
「○○○聊天室」網頁，嗣因員警於同日以化名「小萍」進入該聊天室，佯裝與
之為性交易之對談，因而相約於同年月9日22時10分許，在臺中市西區裝港路3段
196號前碰面，為警查獲。因認被告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
條之罪嫌。經查：本件被告係以密談之方式與「小萍」進行1對1之對話，他人並
無法得悉被告與「小萍」對談時，其所表達之內容，業經證人即承辦員警劉廷華
結證屬實，且觀以卷附之聊天室對談列印畫面上之「只對→小萍＞有興趣嗎」、
「只對→小萍＞你幾歲」、「只對→小萍＞你有元過嗎」、「只對→小萍＞3000
可以嗎」等字句均可資證明。是被告傳布性交易之訊息僅針對「小萍」1人，尚未
達不特定人或特定之多數人可得而知之狀態。另被告雖以「徵想兼差的女生」為
暱稱供不特定人點選聊天，然該暱稱依一般社會通念，語意仍有不明，從文字上
並無法直接與性交易做連結，客觀上尚難逕認該暱稱屬性交易暗示或訊息。且該
中部人聊天室復非專供色情交易之聊天室，此由該聊天室之其他對話內容即可得
知。故被告所使用之上開暱稱，雖係不特定人所得共見共聞，惟在文義上亦非顯
可易見有何以性交換取對價之涵義，核與刊登促使為性交易訊息之構成要件亦不
相符。）
96偵1561（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5年12月23日下午5 時許，在位於○市
○區○路○巷之○○網咖店內，連線上電腦網路「○○○聊天室- ○○網際空
間」網站（網址為http://○○○○○.○○.com.tw）後，以「有美眉缺的嗎」之
暱稱登入該聊天室，使該暱稱得以公然顯示在該聊天室網頁，以令登入該開放性
網站之不特定人，於見到該暱稱後，得以進入該聊天室內與其對談。嗣網路巡邏
員警以「小小的心願」之名進入該聊天室，被告遂以前開暱稱與「台中→梅子
綠」為「援交1000元」等性交易訊息之對談，且留下門號○○○○○○○○○○
號之行動電話作為聯繫之用。嗣於同日晚上7 時許，在位於臺中市福星路與逢
甲路口之「麥當勞」前，適被告依約至該處欲為性交易時，為警查獲。因認被告
涉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查以卷附之聊天室對談列印畫
面，在被告與「梅子綠」之對談紀錄中，均載有「台中→有美眉缺的嗎（* ）
只對→梅子綠」等字句，顯見被告確實係以密談之方式，與「梅子綠」進行1對
1之對話，他人並無法得悉被告與「梅子綠」對談時所表達之內容。是被告傳布
性交易之訊息僅針對有密語之「梅子綠」1 人，尚未達不特定人或特定之多數人
可得而知之狀態。又該中部人聊天室復非專供色情交易之聊天室，此由該聊天室
之其他對話內容即可知。而被告雖在該聊天室以「台中→有美眉缺的嗎」為暱稱
供不特定人點選聊天，然該暱稱依一般社會通念，語意仍有不明，從文字上並無
法直接與性交易做連結，客觀上尚難逕認該暱稱屬性交易暗示或訊息。故被告所
使用之上開暱稱，雖係不特定人所得共見共聞，惟在文義上亦非顯可易見有何以
性交易換取對價之涵義，核與刊登促使為性交易訊息之構成要件亦不相符。）
96偵10002 （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4月6日10時許，在○縣○市○
路○巷○號其住處，利用網際網路設備，連接至「○○○網際空間」網站之
「○○○聊天室」（網址：http//○○○○○.○○.com.tw），署名「大學生
找大學生聊」，公開在該網站聊天室內，對警方化名之「惡魔天使」散佈內容
為：「要出來嗎4仟夠嗎不夠再討論喔」、「做愛作的事」等足以引誘或促使
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嗣於同日13時50分許，經警循線在臺中市中華路與中山
路口查獲，因認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查本件依
報告機關提出卷附電腦網路畫面列印資料所示，被告與暱稱「惡魔天使」之員
警對話時，係以「只對」方式為之，亦即係以私密虛擬聊天之悄悄話功能對
話，僅對話之雙方得以窺知對話內容，而非處於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
下，自無產生使不特定人得以閱覽該訊息而興起性交易念頭之危險，核即與
刊登促使為性交易訊息之構成要件有間，另被告所使用之「大學生找大學生
聊」暱稱，雖係不特定人所得共見共聞，惟在文義上亦非顯可易見有何以性
交易換取對價之涵義，核與刊登促使為性交易訊息之構成要件亦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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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偵10014（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4月9日17時30分許，在○縣○鄉○
巷之某網路咖啡店，以該處之電腦連結網址http://○○○○○.○○.com.tw/之
UThome聊天室—○○○聊天室，以「台中（*）」為署名，向化名為「貝貝寶」
之網路巡警提供性交易之訊息，並於網路訊息中留有○○○○○○○○○○○
號行動電話作為性交易聯絡。嗣經警以電話與之聯絡，並相約於96年4月9日19
時45分許，在臺中市北區太原路與大雅路口碰面，而予查獲。並扣得電話號碼
○○○○○○○○○○號SIM卡1張。因認被告涉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9條罪嫌。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第29條之規定，係以行為人利用廣告物、
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
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始足當之。考其立法目的，以
此等行為足以使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得以閱知該訊息而為性交易之行為，破壞
社會善良風俗，其可罰性甚為顯著。至於網際網路聊天室之「密談」僅供1對1之
特定人相互對談，他人無法知悉其聊天內容，是其所傳布性交易之訊息既未達不
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可得而知之狀態，自與該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觀以卷附之本
件聊天室對談列印畫面，在被告與「貝貝寶」之對談紀錄中，均載有「台中（
*）→只對貝貝寶」字句，顯見被告確實係以密談之方式，與「貝貝寶」進行1對1
之對話，他人並無法得悉被告與「貝貝寶」對談時所表達之內容。是被告傳布性
交易之訊息僅針對有密語之「貝貝寶」1人，尚未達不特定人或特定之多數人可得
而知之狀態。又該中部人聊天室復非專供色情交易之聊天室，此由該聊天室之其
他對話內容即可知。而被告雖在該聊天室以「台中（ *）」為暱稱供不特定人點
選聊天，然該暱稱從文字上並無法直接與性交易做連結，客觀上難認該暱稱屬性
交易暗示或訊息。故被告所使用之上開暱稱，雖係不特定人所得共見共聞，惟在
文義上亦非顯可易見有何以性交易換取對價之涵義，核與刊登促使為性交易訊息
之構成要件亦不相符。）
臺中縣部分：
96偵8520（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2月21日凌晨4時40分許，在其位於
○市○區○路○號○樓○室居處內，透過電腦網際網路連線至「○○○聊天室網
站」，以「誰要養我」之名義張貼訊息，並以YAHOO奇摩即時通留下「不用到一
萬ㄚ」等足以引誘、暗示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再以門號○○○○○○○○○號
之行動電話作為聯絡工具，引誘他人與其聯繫以從事性交易，嗣於96年3月2日下
午3 時許，為警循線查獲。因認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
之罪嫌。本件報告意旨認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
以電腦網路刊登足以引誘、暗示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罪嫌，主要係以被告於前
揭時、地，利用電腦網路連線至「○○○聊天室網站」，以刊登「誰要養我」之
匿稱，復向匿稱「談情說愛」者進行密語對談時，匿稱「談情說愛」者主動提出
「包你要多少阿」、「妳是缺錢ㄚ」、「妳住哪ㄋ?????ㄐ歲阿多高多重啊」等
訊息，有自上開網站所列印下載被告刊登訊息之內容文件為論據。經查，被告於
上開「中部人聊天室網站」公開刊登之訊息，僅有「誰要養我」之匿稱，並無其
他足以引誘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而上開「誰要養我」之文字，由字面上觀之，
尚無從據此即知被告刊登此匿稱即係欲與他人進行性交易，從而，客觀上尚無引
誘、暗示或促使閱讀該訊息之不特定人，確知係與有對價之性交等性交易行為有
關之事。是以，被告並無利用電腦網路在聊天室內與匿稱「談情說愛」者談及性
交易之訊息，且係以「密談」或YAHOO奇摩即時通刊登訊息，其內容並無供不特定
人觀覽得知，而促使有性交易需求之人依循其所留聯絡方式，與其聯絡並相約從
事性交易之虞。綜上，被告前開所為，並非利用電腦網路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
引誘、暗示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而供不特定人觀覽得知，核與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構成要件，仍有未合。）
96偵8035（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2 月15日14時35分許，在○縣○市
○路上之網路咖啡店內，利用電腦網際網路之方式，在○○○聊天室聊天一房網
站內，署名「過客」，以密語傳送「包養一個月6萬、一個月陪我十次接受嗎、包
養要做愛ㄝ你能接受在談」等暗示與他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而與員警喬裝之「佩

第二篇-1.indd 83

2010/12/10 下午 03:54:39

84

98年度法務研究選輯

玲」聊天。嗣於同17時23分許，為警通知到案說明，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有違
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惟查：本件被告署名「過客」與
「佩玲」之聊天，係以「密談」之方式進行對談，且從署名並無從看出有何性交
易之訊息，此有電腦網路列印資料1份在卷可查，被告雖與員警喬裝之「佩玲」在
聊天室以談話之方式，談及有關性交易之援交事項，然此僅係被告與特定人間就
性交易之要約，並非刊登於公開網站向不特定之人為散布、播送或刊登性交易訊
息，其意圖援助交際之行為雖有不當之處，然究非前開法條所規範之範疇。）
96偵381（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5年11月28日8時許，在○市○區○街○
巷○號公司內，透過網路登入「○○○○網際空間」之「○○○聊天室」，以
「阿威」名義，與化名為「安琪」之員警以密語方式聊天，聊天內容為「可以跟
你做愛嗎」、「你有元過嗎」、「如果缺錢我可以長期幫你」等足以引誘或暗示
他人與人為性交易之訊息，並留下○○○○○○○○○號電話為聯絡工具，嗣於
95年11月28日17時21分許為警循線查獲，因認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經查：被告係以密談之方式與「安琪」進行1對1之對話，
他人並無法得悉被告與「安琪」對談時其所表達之內容，此觀以卷附聊天室對談
列印畫面上均載有「阿威（*）只對→安琪」等字句可資證明。是被告傳布性交易
之訊息僅針對「安琪」1人，尚未達不特定人或特定之多數人可得而知之狀態。又
被告雖以「阿威」為暱稱供不特定人點選聊天，然該暱稱依一般社會通念，語意
仍有不明，從文字上並無法直接與性交易做連結，客觀上尚難逕認該暱稱屬性交
易暗示或訊息。故被告所使用之上開暱稱，雖係不特定人所得共見共聞，惟在文
義上亦非顯可易見有何以性交易換取對價之涵義，核與刊登促使為性交易訊息之
構成要件亦不相符。）
96偵1795（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5年12月間，在自由時報分類廣告上刊
登「激情女娃18私兼○○○○○○○○○○」之廣告，嗣於同年月27日，為警
執行取締色情勤務時發覺，即依電話與對方聯絡後，由員警至○市○區○路○之
○號「○○○汽車旅館137號房」相約見面，為警當場查獲。因認被告涉犯兒童
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以廣告物散布足以媒介、暗示或促使他人為性交易
訊息之罪嫌。(一)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第29條之規定，係以行為人利用
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
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始足當之。揆其
文義，必該廣告內容於客觀上足以引誘、媒介或暗示使人為性交易，若單從其
內容尚無從窺見有引誘、媒介或暗示性交易之訊息，而係利用媒體再行引誘或
媒介性交易者，則該性行為係因另一行為之介入所導致，與該條文之規範尚屬有
間。又目前社會上之色情行業，雖常利用報章媒體刊登「美容」、「護膚」等文
字，引誘嫖客上門，實務上警方亦針對此類廣告進行誘捕，縱事後調查結果，消
費者果因透過此等廣告內容進而達成性交易之目的，要無倒果為因，遽指原本
中性字眼之廣告內容，具有引誘或暗示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系爭「激情女
娃18私兼○○○○○○○○○」之廣告內容，依其文義，並無引誘或媒介性交
易之顯著文字，依一般社會通念，是否可將此解為係引誘、媒介或暗示性交易
之訊息，即堪存疑。(二)又該廣告上所載之行動電話門號申請人係案外人林金
生，非被告所申請使用，此有通聯調閱查詢表在卷可稽。且依卷附員警第一次
撥打○○○○○○○○○○號電話所製作之電話錄音譯文內容：「（警方：你
現在有嗎？）有啊，你那哪裡」、「（警方：台中）。可以啊，台中哪裡！」
「（警方：台中北屯。）我在文心路這邊。」「（警方：不是寫草、彰嗎？）有
店在文心路那邊，我是在草屯。」「（問：我等等再電話聯絡，約晚上7至8點
左右？價錢多少？）2500元。」「（問：你們都2500元的嗎？小姐年紀、條件
呢？）都2500元的，小姐年紀都19歲。」等語以觀，足見該處係擁有眾多應召女
子之應召站，刊登廣告者應僅係居中媒介之角色，衡情色情業者以報紙廣告招攬
顧客，仲介應召女子從事性交易，而從中分帳抽取利益之方式，屬現今社會色
情交易之常態，居中媒介者如何招攬生意，從事應召之女子通常無從置喙，是
被告辯稱其僅係受通知前往應召等情，尚非全然無據，實難僅因被告有應召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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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性交易之事實，即遽認刊登該性交易訊息之行為係被告所為，或與真正刊登
廣告者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三)綜上所述，本件既難以認定前述報紙廣
告係被告所刊登，又無從證明被告與刊登者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揆諸前
揭法律規定及判例意旨，尚難逕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罪責相繩。）
96偵6938 （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3月9日凌晨4時許，在臺中市
第一廣場之某網咖店內，透過電腦網路連線，在「○○○聊天室」（網址：
http://○○○○○ .○○.com.tw）中，以「台中-圓圓（25）」代號，刊登
足以暗示他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與不特定人均可閱讀之網頁上，並留有行動電話
○○○○○○○○○○號供他人聯繫，嗣於同日凌晨4時30分許，經警循線在臺
中市第一廣場前查獲，因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交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
嫌。查，徵諸被告上網代號「台中-圓圓（25）」，並非何性暗示之文字，雖嗣於
網頁交談中與員警論及做愛1時2500元、口交等性交易之訊息，惟當時係「密談」
之情，亦有卷附網頁下載資料在卷可稽，則既已加密，不特定之人即無閱覽之可
能，所為亦與兒童及少年性交防制條例第29條之所謂「散布、播送、刊登」有
別，而不得以該罪相繩。）
96偵3001（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基於刊登足以引誘、暗示他人為性交易訊息之
犯意，於民國96年1月14日3時18分許，在其住處，利用其家中電腦連線進入不
特定人士均可瀏覽之中部人聊天室網站內，刊登化名「台中－夜間飛行（＊）」
此一足以引誘、暗示使人從事性交易之暱稱。經員警以「我（30）」為化名與
○○○交談，○○○留下行動電話門號○○○○○○○○○號作為聯絡工具，表
示欲以每次新台幣1,500至3,000元之代價從事性交易。嗣為警於96年1月14日6時
20分許，在台中縣大里市東榮路與大德街口查獲。因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經查，該中部人聊天室並非供色情交易之聊天室，此
由該聊天室之其他對話內容可知，且觀諸上開被告於中部人聊天室網站內所使用
之暱稱，其文字內容在文義上並無涉及性交或猥褻之文字，在客觀上亦難認係引
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產生「性交易」之訊息，是實難遽認上開暱稱即係
足以引誘他人為性交易之訊息，且難據以推認被告有從事性交易之意思。又自警
方移送之網頁對話資料影本內容觀之，被告最初是問警方：「你有困難ㄇ~~~」，
又網頁內容中警方表示：「我靠的是我自己力量」等語，顯見警方確有以引誘、
暗示之方式，使被告進一步與之談論性交易之細節，是被告原先上網聊天，應不
具散布性交易訊息之犯意，純因司法警察之設計教唆，始萌生犯意而在網路上散
布引誘、暗示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本件員警既係以引誘或教唆犯罪之不正
手段，使原無犯罪故意之被告，因之萌生犯意而為犯罪行為，再進而蒐集犯罪證
據，手段顯有違反憲法對於人權之保障，且已經逾越偵查犯罪之必要程度，對於
公共利益之維護並無意義，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該違背正當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
據，自無證據能力。）
96偵3186（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基於散布足以引誘、暗示他人為性交易訊息之
犯意，於民國９６年１月２０日下午１５時許，透過網路連線至「○○○網際空
間」之「中部人聊天室」（網址：HTTP://○○○○○.○○.COM..TW），以「台
中－晃～Ｔ」之暱稱進入該聊天室，並散布「可以陪你２小時」、「但只做１刺
喔」、「作１刺好像２５００ㄟ」等等足以引誘、暗示他人與之為性交易之訊
息，引誘他人與被告聯繫以從事性交易。嗣為警於電腦網路上發覺上開訊息，而
於同日晚上７時２０分許，在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２段與向上路口查獲。因認被
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２９條之罪嫌。經查：報告機關認被告
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２９條之罪嫌，無非以被告以上開對談內容
與員警所偽裝之「台中敲敲鈴聲 (２８）」暱稱對談為據。經檢視員警所列印之
網路對談內容，被告均是以「密談」之方式交談，被告之交談內容雖有「引誘、
暗示他人為性交易」之意思，惟僅與特定人相互對談，他人無法知悉其交談內
容，是其所傳布性交易之訊息即未達「使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可得而知」之狀
態。綜上所述，本件核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２９條刊登、散布性交易
訊息或廣告罪之構成要件尚有未合，難以該罪相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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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偵3181 （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1月20日0時許，在其○縣○鄉○
路○段○巷○號「○○○○」網咖內，利用網際網路設備，連接至「○○網際
空間」網站之「○○○聊天室」（網址：http//○○○○○.○○.com.tw/vip/
item.phtml），署名「缺錢的金髮妹妹」，公開在該網站聊天室內，對警方化名
之「JOKER」散佈內容為：「2000元陪3小時」、「可做不限次數愛愛」及「不走
後門」等足以引誘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嗣於同日0時30分許，經警循線在臺
中縣潭子鄉中山路2段241巷1號前查獲，因認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第29條之罪嫌。查，本件依報告機關提出卷附電腦網路畫面列印資料所示，被告
與暱稱「JOKER」之員警對話時，係以「只對」方式為之，亦即係以私密虛擬聊
天之悄悄話功能對話，僅對話之雙方得以窺知對話內容，而非處於不特定人得以
共見共聞之狀態下，自無產生使不特定人得以閱覽該訊息而興起性交易念頭之危
險，核即與刊登促使為性交易訊息之構成要件有間，另被告所使用之「缺錢的金
髮妹妹」暱稱，雖係不特定人所得共見共聞，惟在文義上亦非顯可易見有何以性
交易換取對價之涵義，核與刊登促使為性交易訊息之構成要件亦不相符，本件自
無從以被告上開與事實不相符之自白，而以上開罪責相繩。）
96偵4893（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2月3日晚間7時許，在其位於○縣○
鄉○村○路○巷○號住處內，透過電腦網際網路連線至「○○○聊天室網站」，
以「台中'想要‧‧‧‧」之名義在該網站張貼內容為「員嗎、你要多少啊、做
愛」等足以引誘、暗示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並以門號○○○○○○○○○號行
動電話作為聯絡工具，引誘女子與其聯繫以從事性交易，嗣於96年2月3日晚間9時
45分許，為警循線查獲，並扣得行動電話晶片卡1片。因認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經查，被告於上開「中部人聊天室網站」公開
刊登之訊息，僅有「台中'想要‧‧‧‧」之匿稱，其他內容雖有引誘使人性交易
之訊息，惟皆係「台中'想要‧‧‧‧只對－>對的人」之密談方式；而上開「台
中'想要‧‧‧‧」文字，由字面上觀之，尚無從據此即知被告刊登此匿稱即係
欲與他人進行性交易，從而，客觀上尚無引誘、暗示或促使閱讀該訊息之不特定
人，確知係與有對價之性交等性交易行為有關之事。又被告於上揭時、地，透過
電腦網路以匿稱「台中'想要‧‧‧‧」在「中部人聊天室網站」內與匿稱「對的
人」者相約從事性交易，係以「密談」方式為之，除被告及「對的人」2者外，他
人並無從窺知渠等聊天對話內容為何，有上開網站所列印下載被告刊登性交易訊
息之內容文件1份在卷可憑。而被告所使用之「台中'想要‧‧‧‧」匿稱，尚非
客觀上足以認為具有引誘、媒介或其他暗示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已如前述。是
以，被告縱有利用電腦網路在聊天室內以「密談」之方式與匿稱「對的人」者談
及性交易之條件，並在「密談」對話中刊登行動電話以相約聯繫之行為，亦僅係
對於特定人為性交易之要約，或對於特定人性交易之要約而為承諾，其內容並無
供不特定人觀覽得知，而促使有性交易需求之人依循其所留聯絡方式，與其聯絡
並相約從事性交易之虞。綜上，被告前開所為，並非利用電腦網路散布、播送或
刊登足以引誘、暗示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而供不特定人觀覽得知，核與兒童
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構成要件，仍有未合。）
96偵4888 （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2月3日下午4時20分許，在其位
於○縣○鄉○村○路○巷○之○號住處內，透過電腦網際網路連線至「○○○
聊天室網站」，以「找美腿伴遊$$」之名義在該網站張貼內容為「一小時800、
陪做愛ㄋ、陪我做愛」等足以引誘、暗示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並以門號
○○○○○○○○○○號行動電話作為聯絡工具，引誘女子與其聯繫以從事性交
易，嗣於96年2月3日下午6時許，為警循線查獲，並扣得行動電話晶片卡1片。因
認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經查，被告於上開
「中部人聊天室網站」公開刊登之訊息，僅有「找美腿伴遊$$」之匿稱，其他內
容雖有引誘使人性交易之訊息，惟皆係「找美腿伴遊$$只對－>曉彤」之密談方
式；而上開「找美腿伴遊$$」文字，由字面上觀之，尚無從據此即知被告刊登此
匿稱即係欲與他人進行性交易，從而，客觀上尚無引誘、暗示或促使閱讀該訊息
之不特定人，確知係與有對價之性交等性交易行為有關之事。又被告於上揭時、
地，透過電腦網路以匿稱「找美腿伴遊$$」在「中部人聊天室網站」內與匿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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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彤」者相約從事性交易，係以「密談」方式為之，除被告及「曉彤」2者外，他
人並無從窺知渠等聊天對話內容為何，有上開網站所列印下載被告刊登性交易訊
息之內容文件1份在卷可憑。而被告所使用之「找美腿伴遊$$」匿稱，尚非客觀上
足以認為具有引誘、媒介或其他暗示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已如前述。是以，被
告縱有利用電腦網路在聊天室內以「密談」之方式與匿稱「找美腿伴遊$$」者談
及性交易之條件，並在「密談」對話中刊登行動電話以相約聯繫之行為，亦僅係
對於特定人為性交易之要約，或對於特定人性交易之要約而為承諾，其內容並無
供不特定人觀覽得知，而促使有性交易需求之人依循其所留聯絡方式，與其聯絡
並相約從事性交易之虞。綜上，被告前開所為，並非利用電腦網路散布、播送或
刊登足以引誘、暗示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而供不特定人觀覽得知，核與兒童
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構成要件，仍有未合。）
96偵5606 （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2月11日13時許，在臺中市自
由路某處網咖店內，利用電腦網路連線至「○○○聊天室」（網址：http：
//○○○○○.○○ .com.tw/vip/item.phtm），以刊登「台中缺錢密我」之匿
稱，刊登足以引誘、暗示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旋於同日13時17分許，向匿稱
「小櫻」者進行密語對談，雙方約定以被告之○○○○○○○○○○○號行動電
話門號聯絡，並約定以新臺幣2000元之代價進行性交易，為警循線查獲，因認
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本件報告意旨認被告
○○○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以電腦網路刊登足以引誘、暗
示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罪嫌，無非以被告於前揭時、地，利用電腦網路連線至
「中部人聊天室」，以刊登「台中缺錢密我」之匿稱，復向匿稱「小櫻」者進行
密語對談，雙方約定行動電話聯絡方式，並約定以2000元之代價進行性交易之事
實，有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之陳述、職務報告書、網路聊天內容列印資料各1份及
扣案之行動電話○○○○○○○○○○號SIM卡1張為其主要論據。然查，被告於
上開「○○○聊天室」公開刊登之訊息，僅有「台中缺錢密我」之匿稱，而上開
「台中缺錢密我」文字，尚無從據此認定係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從而，客觀
上尚無引誘、暗示或促使閱讀該訊息之不特定人，確知係與有對價之性交等性交
易行為有關之事。又被告於上揭時、地，透過電腦網路以匿稱「台中缺錢密我」
在「○○○聊天室」內與匿稱「小櫻」者相約從事性交易，係以「密語」方式為
之，除被告及「小櫻」2者外，他人並無從窺知渠等聊天對話內容為何，有聊天內
容電腦列印表1份在卷可憑。而被告所使用之「台中缺錢密我」匿稱，尚非客觀上
足以認為具有引誘、媒介或其他暗示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已如前述。是以，被
告縱有利用電腦網路在聊天室內以「密語」之方式與匿稱「小櫻」者談及性交易
之條件，並在「密語」對話中刊登行動電話以相約聯繫之行為，亦僅係對於特定
人為性交易之要約，或對於特定人性交易之要約而為承諾，其內容並無供不特定
人觀覽得知，而促使有性交易需求之人依循其所留聯絡方式，與其聯絡並相約從
事性交易之虞。綜上，被告前開所為，並非利用電腦網路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
引誘、暗示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而供不特定人觀覽得知，核與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構成要件，仍有未合。）
96偵8951（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基於以電腦網路刊登足以引誘、暗示為性交易
訊息之犯意，在○市○區○路「○○○」網咖店，先以電腦設備撥接上網，連
線至「○○○網際空間」網站後，即於民國96年2月12日17時40分，以「找有緣
妹妹」之足以引誘、暗示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為署名，刊登在上開網站之「中
部人聊天室」網頁。嗣於同日，警察發覺上揭訊息，遂化名「小蘋果」，進入該
聊天室與被告交談，被告並以其父林文亮申租後交由被告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
○○○○○○○○○撥打喬裝警察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聯絡「小蘋果」，警察即
調取通聯紀錄而循線查獲，因認被告涉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
嫌。然查：被告所登入之網路聊天室名稱「○○○聊天室」、在聊天室內所使用
之署名「找有緣妹妹」，從文字上均無法看出有任何性交易之煽動、挑動之暗示
或描述，充其量僅能表示被告期望與有緣份之女性認識交往之意，並非「足以引
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另被告與「小蘋果」論及性交
易之聊天內容，均利用網站提供之「密談」功能發言，係屬不特定第三人均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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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之不公開之隱密談話內容，此見上揭列印網頁內容自明，足見被告既係與
「小蘋果」在網路上之不特定人無法見聞之情況下，雙方單獨聊天，則被告雖有
表明性交易方式、代價等訊息，亦僅係意圖賣淫而為之私下招攬之談話行為，尚
難認係屬對不特定人「散佈、播送、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
性交易之訊息」，且足使不特定人共見共聞之行為，而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第29條之「散佈、播送、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
之訊息」之構成要件不符，自難以該罪相繩。）
96偵6813（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1 月31日17時50分許，在○縣○鄉
○路○中學前之網路咖啡店內，透過電腦網路連線至「○○網際空間－○○○
聊天室」網頁，刊登暱稱為「約現在出來＊歲」之足以引誘、暗示他人為性交易
之訊息。嗣經警上網巡察發現，以「小珍」之暱稱上網與之交談，被告則於聊天
時主動提及性交易之細節，並以○○○○○○○○○○號行動電話邀約「小珍」
外出見面，迄同日18時20分許，在○縣○鄉○路○中學前，為警當場查獲。因認
被告涉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經查，被告於該聊天室上所
使用之暱稱「約現在出來＊歲」，就其字義觀之，係指邀約他人外出見面之意，
並非當然含有色情或性交易之暗示，尚不足以使一般人均產生有關性交易之聯
想。再者，被告與化名「小珍」之員警於聊天時，雖主動提及「就親吻撫摸擁抱
阿」、「就我親吻撫摸你就好啦，讓我服務你」、「300 ？因為我也不知道要給
你多少？」等性交易之細節，然該交談過程均係以「密談」之方式為之，此由卷
附對話內容均加註「只對」之字樣即明，是被告前開所辯，尚非虛妄，應堪採
信。綜上所述，本件被告既係以密談之方式與特定人對談，除化名「小珍」之員
警外，其他不特定之網路使用者均無從知悉其聊天之內容，且被告所使用之暱稱
亦非使一般社會大眾一望即知係在引誘、暗示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行為，揆諸前揭
說明，自難逕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責相繩。）
96偵6614（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5年12月12日16時34分許，在臺中市東
區東門路居所，使用電腦網際網路連結不特定人均可自由登入之「○○○○聊天
室」（網址http://○○○○○.○○.com.tw）網站，化名「只剩2500能作啥」，
在該公開網站聊天室內，對警方化名之「妮妮」散布內容為：「你援過嗎」、
「我身上只剩2500說」、「該怎麼聯絡嗎」等足以引誘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
息，嗣為警於上揭網站搜尋發現。因認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
條之罪嫌。（一）所謂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係以行為人
利用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
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始足當之。法條
文義既曰「散布」、「播送」、「刊登」，則必以行為人客觀上將促使性交易之
訊息，以不特定人或特定之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方式對外為表示，亦即，該等
訊息必須可以為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得以聽、閱之程度，始能當之。而網路聊
天室，係由某一網路使用者以1個自定之標題開立後，其他網路使用者即可點選該
標題進入聊天室內，彼此以電腦打字方式透過網路傳送聊天，因此，可能同時有
多人在同一聊天室一起聊天，且其他網路使用者隨時亦可點選該標題進入聊天室
內加入參與，而處於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是網路使用者於此等聊天室
中彼此談及性交易之訊息，仍有使不特定人得以閱覽該訊息而興起性交易之念，
自屬該條規範目的所要避免之危險。（二）惟網路使用者彼此間，有時候聊天不
願他人看到或參與，聊天室提供者，亦通常均有密語之功能，亦即使用密語功能
聊天，則網路使用者彼此間可以創造私密之虛擬聊天空間，此時，只有對話之彼
此間可以窺知對話內容。若使用此等功能聊天，而談及性交易訊息，此時應認該
等對話並非處於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而不該當前開條例第29條「刊
登」、「散布」促使為性交易訊息之要件，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三）本件被
告與化名「妮妮」之警員在聊天室內係以密語方式一對一聊天，此觀之卷附該網
站聊天室網頁畫面，員警化名之「妮妮」與被告化名之「只剩2500能做啥」均使
用一對一之密語交談，是該對話僅被告與化名「妮妮」之警員得看見聊天內容，
其他人無從得知，因此，該對談內容尚與不特定多數人所得共見之公開聊天不
同；既然第三人無從共見化名「妮妮」之警員與被告在聊天室之對談內容，且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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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室網頁畫面之聊天內容係當日被告與警員間之臨時對話，並非被告事先即於
該網站上刊登以供不特定人瀏覽，被告自無於電腦網路上散布、播送或刊登足
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可言，而被告縱有於該網站聊
天室內以密語對談時提及性交易之內容，亦不足證明被告有在該聊天室以公開方
式對不特定人散布、刊登足以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另查被告所使用之名稱為
「只剩2500能做啥」，該暱稱之數字無單位且語意不明，縱使係指金錢，亦非一
般人觀之即能聯想係指性交易價格之意義，依社會通念，尚難逕以認定係散布或
暗示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四）綜上所述，依前開網站聊天室網頁畫面內容
所示，被告係在電腦網路與特定人為秘密對談，而非以公開方式對在聊天室內對
不特定人刊登或散布足以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核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
例第29條之構成要件尚有有未合。）
96偵9521（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3月22日20時許，在不詳地點以電腦
連結網址http://○○○○.○○. com.tw/之○○○○○聊天室—○○○聊天室，
以「原來如此」為署名，向化名為「小嘉」之網路巡警提供性交易之訊息，並於
網路訊息中留有○○○○○○○○○○號行動電話作為性交易聯絡。嗣經警以電
話與之聯絡，並相約於96年3月27日16 時30分許，在臺中市雙十路與自由路口前
碰面，而予查獲。因認被告涉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罪嫌。經查：
被告與警方化名「小嘉」所聯絡之電話話碼○○○○○○○○○○號，為警方於
96年3月27日查獲被告時當場扣得，且被告亦自承該電話係其於95年10月、11月間
拾獲，自96年3月初開始使用上開電話號碼，此有扣押物照片及本署偵訊筆錄附卷
可參，是被告所辯，顯係卸責之詞，固不足採信。惟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
第29條之規定，係以行為人利用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
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
易之訊息者始足當之。考其立法目的，以此等行為足以使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
得以閱知該訊息而為性交易之行為，破壞社會善良風俗，其可罰性甚為顯著。至
於網際網路聊天室之「密談」僅供1對1之特定人相互對談，他人無法知悉其聊天
內容，是其所傳布性交易之訊息既未達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可得而知之狀態，
自與該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觀以卷附之本件聊天室對談列印畫面，在被告與「小
嘉」之對談紀錄中，均載有「原來如此（*）→只對小嘉」字句，顯見被告確實係
以密談之方式，與「小嘉」進行1對1之對話，他人並無法得悉被告與「小嘉」對
談時所表達之內容。是被告傳布性交易之訊息僅針對有密語之「小嘉」1人，尚未
達不特定人或特定之多數人可得而知之狀態。又該中部人聊天室復非專供色情交
易之聊天室，此由該聊天室之其他對話內容即可知。而被告雖在該聊天室以「原
來如此」為暱稱供不特定人點選聊天，然該暱稱從文字上並無法直接與性交易做
連結，客觀上難認該暱稱屬性交易暗示或訊息。故被告所使用之上開暱稱，雖係
不特定人所得共見共聞，惟在文義上亦非顯可易見有何以性交易換取對價之涵
義，核與刊登促使為性交易訊息之構成要件亦不相符。）
96偵6895 （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2月18日下午1時許，在其位於○
市○區○街○號居處，透過電腦網路連接至「○○○○聊天室-○○○聊天室」
網站（網址：http://○○○○.○○.com.tw），以「尋找有緣人」為暱稱刊登
足以引誘、暗示促使人為性交易之「元ㄇ」、「多少錢ㄋ」、「見面直接給錢好
ㄇ」、「2000好ㄇ」、「二小時好ㄇ」等訊息，並以其所持用之行動電話號碼
「○○○○○○○○○○」供聯絡之用。嗣經網路巡邏員警發現後，始循線查
獲。因認被告涉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罪嫌。經查：觀以卷附之本
件聊天室對談列印畫面，在被告與「小可」之對談紀錄中，均載有「台中→尋找
有緣人→只對小可」字句，顯見被告確實係以密談之方式，與「小可」進行1對1
之對話，他人並無法得悉被告與「小可」對談時所表達之內容。是被告傳布性交
易之訊息僅針對有密語之「小可」1人，尚未達不特定人或特定之多數人可得而知
之狀態。又該中部人聊天室復非專供色情交易之聊天室，此由該聊天室之其他對
話內容即可知。而被告雖在該聊天室以「尋找有緣人」為暱稱供不特定人點選聊
天，然該暱稱從文字上並無法直接與性交易做連結，客觀上難認該暱稱屬性交易
暗示或訊息。故被告所使用之上開暱稱，雖係不特定人所得共見共聞，惟在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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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亦非顯可易見有何以性交易換取對價之涵義，核與刊登促使為性交易訊息之構
成要件亦不相符。）
96偵7369（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3月2日16時23分許，在○市○路之
不詳網路咖啡店，利用電腦連結至http://○○○○.○○.com.tw之○○○網際空
間「○○○聊天室」網站，以化名「金援外交」之暗示與他人為性交易訊息之主
題，顯示於該留言版面，欲與不特定人從事性交易。嗣經警以化名「萱萱」與李
宏仁對談後，李宏仁留以門號○○○○○○○○○○號之行動電話並相約見面。
嗣於96年3月3日13時50分許，在臺中縣清水鎮清水火車站前為警查獲，因認被告
涉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經查，被告與警方在網站上對
話：「沒有啦你別亂想阿」、「雙關語」、「可以用政治的角度也可以用情色的
角度」」、「看來你還是小妹妹不懂」、「不然你就會解讀我是要找原妹的」、
「我的暱稱其實有很多說法」、「我沒有啦只是講解給你聽阿我的暱稱沒什麼意
思看個人解讀」、「其實我大概可以感覺到你是單純的小女孩」、「我有過我承
認我找過」、「談的來時間可以就要阿幹麻不要阿」、「不過我看感覺的啊」、
「可以嘗試不同類型的女孩是件美好的事情」、「把很多不敢想不做的都在這裡
實現阿」、「173 68還好阿」、「怕一定會不過只要約見面在人多的地方啊」、
「如果你敢嘗試我可以跟你見面啊純見面聊聊天」、「都成年人了」、「寮的來
再見啊」、「我的電話○○○○○○○○○○阿賢」之內容，有前開網頁列印資
料影本1份在卷足憑，在客觀上顯難認有引誘、媒介、暗示或以他法使人為性交易
之內容，亦難據以推認被告以化名「金援外交」本身即為引誘、媒介、暗示或其
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是被告所為，核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
之構成要件有間，尚難以該罪責相繩。）
臺中市部分：96偵8160、96偵274、96偵5087、96偵4885、96偵6138、96偵5735、
96偵5174、96偵9815、96偵9806、96偵8837、96偵8836、96偵10014、96偵
10002、96偵9999、96偵9983、96偵9832、96偵2030、96偵8732、96偵6487、96偵
51、96偵591、96偵3821、96偵6908、96偵1561。
臺中縣部分：96偵8520、96偵8035、96偵381、96偵6938、96偵3186、96偵3181、
96偵4893、96偵4888、96偵5606、96偵8951、96偵6805、96偵6813、96偵6614、
96偵9521、96偵6895。
（以上處分要旨：(1)、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規定，係以行為
人利用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
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始足當之。法
條文義既曰「散布」、「播送」、「刊登」，則必以行為人客觀上將促使性交易
之訊息，以不特定人或特定之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方式對外為表示，亦即，該
等訊息必須可以為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得以聽、閱之程度，始能當之。而網路
聊天室，係由某一網路使用者以一個自定之標題開立後，其他網路使用者即可點
選該標題進入聊天室內，彼此以電腦打字方式透過網路傳送聊天，因此，可能同
時有多人在同一聊天室一起聊天，且其他網路使用者隨時亦可點選該標題進入聊
天室內加入參與，而處於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是網路使用者於此等聊
天室中彼此談及性交易之訊息，仍有使不特定人得以閱覽該訊息而興起性交易之
念，自屬該條規範目的所要避免之危險，而該當前開條例第29條之犯罪。(2)、
惟網路使用者彼此間，有時候聊天不願他人看到或參與，聊天室提供者乃創造私
密之聊天空間，此時，只有對話之彼此間可以窺知對話內容。若使用此等功能聊
天，而談及性交易訊息，此時應認該等對話並非處於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
態，而不該當前開條例第29條「刊登」、「散布」促使為性交易訊息之要件，而
為法所不罰之行為。(3)、被告與化名之警員在聊天室內係以私密聊天室方式一
對一聊天，是該對話僅屬警員與被告之間，只有被告與化名之警員得看見聊天內
容，其他人無從得知，尚與不特定多數人所得共見之公開聊天不同；既然第三人
無從共見警員與被告在聊天室之對談內容，且該聊天室網頁畫面之聊天內容係當
日被告與警員間之臨時對話，並非被告事先即於該網站上刊登以供不特定人瀏
覽，被告自無於電腦網路上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
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可言，而被告縱有於該網站聊天室內對談時提及性交易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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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足證明被告有在該聊天室以公開方式對不特定人散布、刊登足以促使人為
性交易之訊息。）
辦案員 臺中市部分：
警有陷 96偵9191 （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基於刊登引誘、暗示使人為性交易訊息之犯
害教唆 意，於民國96年4月6日中午12時20分許，在其位於○縣○市○路○段○巷○弄○
者 號○樓之○室住處內，透過電腦網際網路連線至「○○○聊天室網站」，以「小
男人」之名義在該聊天室張貼內容為「原ㄇ」、「多少押」等足以引誘、暗示使
人為性交易之訊息，並以門號○○○○○○○○○○號之行動電話作為聯絡工
具，引誘女子與其聯繫以從事性交易。嗣於96年4月6日下午1時50分許，為警循線
查獲。因認為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按犯罪事
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載有明
文。訊據被告○○○固坦承上揭事實不諱，且有網路對談記錄在卷足憑，惟按兒
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規定，須以該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或其
他媒體或播送廣告，引誘、媒介、暗示或以他法使人為性交易者，始足當之。本
件依網路對談記錄足認係員警對被告為計誘之對話行為，且警方佯裝嫖客亦無與
其交易之本意，又查本件被告並無其他公然在網路上散佈援助交際以引誘、暗示
及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核被告所為顯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構成要
件不符。）
96偵6487 （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2月25日20時許，在○市○區○路
○段○○○號「○○○○網路咖啡」內，利用電腦網路連結方式，在「http：
//○○○○○.○○.com.tw/（網際網路○○○聊天室）」網站聊天室內，以化名
「175/70急缺錢（有訊）」之暱稱訊息，引誘、暗示促使網路上不特定之多數人
與之從事性交易，經警以「斯文」代號進入該聊天室與辛俊傑聊天，談及性交易
時間、代價及聯絡電話○○○○○○○○○○號，並依前開電話與被告相約從事
性交易，嗣於同日20時40分許，在上址為警查獲。因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例第29條以電腦網路刊登足以暗示促使他人為性交易之訊息罪嫌。訊據
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刊登上揭文字，惟堅決否認有何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之犯行，辯稱：伊是要找人借錢，伊要借新台幣2000元等語。經查，被
告在上開聊天室除以標題：「175/70急缺錢（有訊）」公然刊登於聊天室以外，
其他有關「我缺錢喔」、「2000 」、「因為我剛失業～一直找不到工作～房租
又到期～被趕出來～然後機車又壞惹～身上的錢也快用光惹～逼不得已～只好來
這求救」、「我需要兩千～你可以幫我嗎」、「老實跟你說～我不是同志～只是
被錢逼急～不得已～才出賣自己」等言論，均僅對化名「斯文」之人所為，此由
其對話內容開端均為「給斯文的密語」，可知其然，該談話內容既係特定當事人
間私下之對談，其內容僅有當事人間知悉，自非屬散布、播送或刊登之行為。另
單自被告於上開聊天室所刊登之標題「175/70急缺錢（有訊）」等文字觀之，並
無性交易或「援助交際」等字意，亦未提及性交易之方式、時地、對價等，尚非
「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有卷附之男同志聊天
室列印內容資料1份可參。又被告在聊天室內與化名「斯文」之員警聊天時，「斯
文」係以問被告缺多少錢、如何聯絡等言詞誘導被告，化名「175/70急缺錢（有
訊）」之被告始留下○○○○○○○○○○○號電話號碼，有該聊天室所有聊天
內容1份在卷可憑。足證本件乃係警員喬裝為欲進行性交易之對象，進而取得被告
聯絡方式及地點，全程被告均處被動地位，此有當日網路對話歷程在卷可憑。綜
上所述，被告辛俊傑所為核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構成要件尚屬
有間，自難繩被告以該條罪責。）
96偵8836（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3月18日18時13分許，在○縣○市○
路○號居所，利用網際網路設備，上網連結至「○○○○○○聊天室」（網址為
http://○○○○○.○○○○.com）網站，化名「smmy」，在該公開網站聊天室
內，對警方化名之「可愛的婷婷」散布內容為：「安ㄚ想元嗎」、「價錢呢？多
少」等足以引誘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嗣於同日20時30分許，經警循線在臺
中市北區自由路與公園路口查獲，因認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
條之罪嫌。本件被告與化名「可愛的婷婷」之警員在聊天室內係以密語方式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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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聊天，此觀之卷附該網站聊天室網頁畫面，員警化名之「可愛的婷婷」與被告
化名之「smmy」均使用一對一之密語交談，是該對話僅被告與化名「可愛的婷
婷」之警員得看見聊天內容，其他人無從得知，因此，該對談內容尚與不特定多
數人所得共見之公開聊天不同；既然第三人無從共見化名「可愛的婷婷」之警員
與被告在聊天室之對談內容，且該聊天室網頁畫面之聊天內容係當日被告與警員
間之臨時對話，並非被告事先即於該網站上刊登以供不特定人瀏覽，被告自無於
電腦網路上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
息可言，而被告縱有於該網站聊天室內以密語對談時提及性交易之內容，亦不足
證明被告有在該聊天室以公開方式對不特定人散布、刊登足以促使人為性交易之
訊息。另查被告所使用之名稱為「smmy」，並非引人聯想性交易之「性關係」、
「援交」、「價錢」等相關用語，依社會通念，尚難逕以認定係散布或暗示促使
人為性交易之訊息。綜上所述，依前開網站聊天室網頁畫面內容所示，被告係在
電腦網路與特定人為秘密對談，而非以公開方式對在聊天室內對不特定人刊登或
散布足以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核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構成
要件尚有有未合。）
臺中縣部分：
96偵1390（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意圖營利，於民國95年12月30日在自由時報F9
版刊登「佳萱獨自一人只作外出○○○○○○○○○○」之廣告，引誘他人與之
為性交易，每次代價為新台幣2 千5百元，經警員以電話與之聯絡，並約定性交易
時間、地點後，被告於同日10時5分許，依約前往○市○區○路○號「○○○汽
車旅館215號房」，欲為性交易時，為警當場查獲，並扣得未使用保險套乙枚，因
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罪嫌。訊據被告固坦承前往應召時
為警查獲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前揭犯行，辯稱：伊未於自由時報刊登前揭廣
告，且伊從事應召已經2個月，有時同行小姐會將伊的電話給人，都是給其他小
姐，通常 (也)是由這些小姐聯絡伊去汽車旅館或飯店與人性交易，伊朋友的花
名叫小真，查獲當日9時50分許，有一名女子打電話給伊，要伊去汽車旅館 (與
人性交易)，伊所使用○○○○○○○○○○號，曾接獲一通未顯示電話號碼之
來電，該電話係佳萱女子撥打予伊，要伊過去 (與人性交易)，伊無前揭犯行等
語。經查， (一)、被告陳涓被指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
罪嫌，無非以警方喬裝嫖客，以自由時報F9版刊登「○○○○○○○○○○○」
之電話與佳萱女子連絡性交易後，由被告前往應召，並自被告身上查獲未使用保
險套乙枚，為唯一依據，然被告於警訊及偵查中均堅詞否認有何前揭刊登廣告之
行為，且衡諸常情，刊登廣告者，未必即是實際與客人從事性交易之人，況員
警以自由時報上所刊登之○○○○○○○○○○電話號碼聯絡，與之接洽者係
自稱「佳萱」之女子」，並非被告，且警方於職務報告敘明，於查獲被告所使
用○○○○○○○○○○○○電話中，確實發現95年12月30日9時45分許有接獲
○○○○○○○○○○電話，有臺中縣警察局○○分局大雅分駐所偵辦違反兒童
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電話錄音譯文、查獲員警○○○之職務報告附卷可稽，核
與被告供述情節大致相符，因此，依罪疑惟輕法理，被告是否涉有前揭犯行，尚
非無疑。 (二)、再酌以現今由他人經營應召站並刊登廣告，於客人依電話號碼與
應召站聯絡後，該應召站之人員再聯絡應召女前往應召，亦屬社會常見之應召站
經營模式，且被告所使用電話中確實有接獲○○○○○○○○○○○號電話之來
電，而被告係依該電話發話者之通知而前往查獲地點欲應召時，始為警方查獲，
益徵符合上述應召站經營模式，於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認被告有與佳萱共同涉有前
揭犯行，是否僅以被告前往應召為警查獲，即遽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依罪疑惟
輕法理，仍非無疑。）
96偵852（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5年12月12日，在中國時報第F3版分類廣
告版上，刊登「3000、優質學生、窈窕美妹、○○○○○○○○○○○」之足以
引誘、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嗣經員警執行取締色情勤務，在報紙上見有上開
性交易之訊息，假扮顧客撥打上開電話聯繫後循線查獲。因認被告涉有違反兒童
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訊據被告固坦承從事性交易而為警查獲之
事實不諱，惟堅決否認有在報紙上刊登上開性交易之訊息，辯稱伊沒有刊登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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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廣告，只是單純應召等語。經查本件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廣告上所
留之電話，使用名義人為邱小華，而函詢中國時報廣告部後，經該報廣告代理商
陳國揚回覆稱本件委刊人自稱王小姐，電話為○○○○○○○○○○○，有中國
時報廣告部覆函附卷足憑。皆不足以證實系爭廣告為被告所刊登。綜上所述，被
告既非實際使用前開訊息所留行動電話之人，復無明確證明證明系爭廣告乃被告
所刊登，實難僅因被告依約前往性交易時遭警查獲，遽認散發性交易訊息之行為
係被告所為。是被告縱可能有性交易之事實，然仍無法以上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第29條之規定相繩。）
96偵602（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5年12月16日，在自由時報F13 版分類廣
告上，刊登內容為「4000七年五班絕對不曾見過面○○○○○○○○○○○○」
之足以引誘、暗示他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嗣於同年月17日，經警假扮顧客撥打上
開電話與之聯繫，並約定性交易之地點，於同日14時許，被告依約前往臺中市崇
德路3 段111 號「采岩汽車旅館」205 室，欲與喬裝男客之員警進行性交易時，
為警當場查獲，並扣得保險套2 個及潤滑劑1 支。因認被告涉有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地應召前往從事性交易
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刊登性交易廣告之犯行，辯稱：伊不知道該廣告係何人
所刊登，伊係於95年9 月份向自稱「小美」之女子應徵從事性交易，對方於有
工作時才會以未顯示來電之電話與伊聯繫，由伊自行搭乘計程車前往指定地點
進行性交易，於完成交易後公司會另以電話與伊約定拆帳之地點等語。經查：
(一)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第29條之規定，係以行為人利用廣告物、出版
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
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始足當之。揆其文義，必該廣告
內容於客觀上足以引誘、媒介或暗示使人為性交易，若單從其內容尚無從窺見有
引誘、媒介或暗示性交易之訊息，而係利用媒體再行引誘或媒介性交易者，則該
性行為係因另一行為之介入所導致，與該條文之規範尚屬有間。又目前社會上之
色情行業，雖常利用報章媒體刊登「美容」、「護膚」等文字，引誘嫖客上門，
實務上警方亦針對此類廣告進行誘捕，縱事後調查結果，消費者果因透過此等廣
告內容進而達成性交易之目的，要無倒果為因，遽指原本中性字眼之廣告內容，
具有引誘或暗示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系爭「4000七年五班絕對不曾見過面
○○○○○○○○○○」之廣告內容，依其文義，並無引誘或媒介性交易之顯著
文字，依一般社會通念，是否可將此解為係引誘、媒介或暗示性交易之訊息，即
堪存疑。(二)時下年輕人常將自己係何年出生稱為某年某班之學生，若依此解
釋，本件廣告內容中「七年五班」之字眼，可能係強調自身係75年出生，惟查被
告之生日係72年年12月28日，核與廣告內容顯有出入，無從逕認該廣告之標的即
為被告。又該廣告上所載之行動電話門號申請人係戴信介，亦非被告所申請使
用，此有臺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持機人基本資料查詢表在卷可稽。且依卷附員
警撥打○○○○○○○○○○○號電話所製作之電話錄音譯文內容：「（警方：
小姐條件呢？）我可以先叫給你看」、「（警方：妳不要叫條件差的，不然會打
槍喔！）我當然儘量叫條件好的給你」、「我馬上叫人過去」等語以觀，足見該
處係擁有眾多應召女子之應召站，刊登廣告者應僅係居中媒介之角色，衡情色情
業者以報紙廣告招攬顧客，仲介應召女子從事性交易，而從中分帳抽取利益之方
式，屬現今社會色情交易之常態，居中媒介者如何招攬生意，從事應召之女子通
常無從置喙，是被告辯稱其僅係受通知前往應召等情，尚非全然無據，實難僅因
被告有應召從事性交易之事實，即遽認刊登該性交易訊息之行為係被告所為，或
與真正刊登廣告者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三)綜上所述，本件既難以認定前
述報紙廣告係被告所刊登，又無從證明被告與刊登者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
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及判例意旨，尚難逕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罪責相
繩。）
96偵3875（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意圖與不特定男子為性交易行為，而在自由時
報之廣告版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使不特定人與之聯絡而為性交易行為之小
廣告「2000專櫃小美女外○○○○○○○○○○」，經警於民國96年1月15日在上

第二篇-1.indd 93

2010/12/10 下午 03:54:39

94

98年度法務研究選輯

開報紙上發現該則留言內容，即以該報紙上所留之手機號碼
○○○○○○○○○○與被告聯絡，並約定交易時地。嗣於同年月16日0時30分
許，被告赴約前往○市○區○路○號○○○汽車旅館610號房間內交易之際，為
警當場查獲，因認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訊據
被告於警、偵訊時就曾為性交易行為一事固自白不諱，惟堅詞否認有何違反兒童
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罪嫌，辯稱：伊並未刊登任何之小廣告，伊是看報紙
打電話應徵為應召女的工作，且均是一位女子與之聯絡，再由該女子打伊手機
號碼○○○○○○○○○○號告知去為性交易之處所完成性交易之行為，門號
○○○○○○○○○○○號行動電話並非其所申請使用等語。經查，本件警方移
送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罪嫌，無非以證人張禹錫即台
中縣警察局○○分局○○派出所警員於96年1月15日，在自由時報廣告欄發現本
件援交訊息及依訊息內容指示聯絡佯稱性交易，而於上揭約定時間、地點，被告
前往赴約實施交易，為警臨檢查獲，並有該廣告1紙為其論據。然觀之本件廣告
內容所載「2000專櫃小美女外○○○○○○○○○○」之內容，均與被告姓名、
年籍、特徵、學歷均不甚相符，此有被告之年籍、學歷資料於警卷中可稽，無從
斷認該廣告之標的物係指被告。再者，門號○○○○○○○○○○○號行動電話
申請及使用人為潘明忠、刊登上開廣告者為邱曉琳，均非由被告所申請使用及刊
登，亦有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行動話持機人基本資料查詢表、自由時報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函文及職務報告各1紙附卷可稽。再色情行業以報紙廣告「主動」招攬
客戶，仲介應召女子從事性交易，從中分帳抽取利益之方式，亦屬現今社會色情
交易之常態，被告應該只是應召站之應召女子而已。是被告前述所辯，尚非全顯
虛假，從而本件既難以認定前述報紙廣告訊息係被告所刊登、散佈、播送，或被
告與刊登廣告之女子間有犯意聯絡，揆諸首揭法條及判例要旨，尚難以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罪責相繩。）
96偵3171 （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在中國時報分類廣告版上刊登「4000起，優
兼，漂亮寶貝，專櫃OL，○○○○○○○○○○號」之廣告，並以每節40分
鐘、價格新台幣4000元之價格從事性交易，因認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例罪嫌。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涉有上揭犯行，辯稱：伊雖有從事性交易
之行為，但未刊登上述廣告，當初是在95年7月初，透過報紙向1名林大哥之
男子應徵，伊有留電話給對方，若有客人時，對方就會打電話給伊，但對方電
話都是保密號碼，所以不知道對方之真實身分，伊所使用之手機電話號碼為
○○○○○○○○○○及○○○○○○○○○○號，分別以姊姊及母親之名義
申請，並未使用○○○○○○○○○○號之電話，亦未刊登上述廣告，並無違
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情事等語。經查：被告是向真實姓名不詳綽號林
大哥之男子應徵後，從事性交易行為，但係依照電話通知後才依約前往，並未
刊登廣告，所使用並經警查獲之行動電話號碼各為○○○○○○○○○○及
○○○○○○○○○○號，並未使用○○○○○○○○○○號之電話，亦未刊登
上述廣告，並無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事實，業據被告供述甚詳。核
與證人即警員李○○及鄭○○2人證述：查獲被告時，雖在被告身上扣得2支行動
電話，但並非○○○○○○○○○○號電話，所以已將電話發還，並無具體證據
足認廣告是被告黃嘉慧所刊登等語相符，此外復有手機電話客戶名稱查詢表、行
動電話雙向通聯紀錄、照片、報紙廣告影本、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等在卷可
稽，足認被告所辯與事實相符。而本案依照手機電話客戶名稱查詢表、照片及全
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所示，被告當初所遭查獲時所扣得之2支行動電話，確實為
母親及姊姊分別申請之○○○○○○○○○○及○○○○○○○○○○號電話，
與廣告刊登之○○○○○○○○○○號電話不符，無法逕認該廣告係被告所刊
登。又○○○○○○○○○○號電話非被告所申設且並未扣案，亦未能認定該電
話係被告所持用。況參照通聯紀錄、被告供述和警員李○○及鄭○○2人之證述
以觀：警員係循報紙廣告撥打○○○○○○○○○○號電話，與不詳人士聯絡性
交易事項，而被告則是接獲通知依約前往，○○○○○○○○○○○號電話並與
○○○○○○○○○○及○○○○○○○○○○號電話無直接通聯紀錄等情判
斷，足認實際刊登廣告之人，顯係接獲性交易訊息後，透過其他不詳電話通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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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前往從事性交易，然此均無法認定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
情事。）
96偵3001（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基於刊登足以引誘、暗示他人為性交易訊息之
犯意，於民國96年1月14日3時18分許，在其住處，利用其家中電腦連線進入不特
定人士均可瀏覽之中部人聊天室網站內，刊登化名「台中－夜間飛行（＊）」此
一足以引誘、暗示使人從事性交易之暱稱。經員警以「我（30）」為化名與黃國
勛交談，黃國勛留下行動電話門號○○○○○○○○○○號作為聯絡工具，表示
欲以每次新台幣1,500至3,000元之代價從事性交易。嗣為警於96年1月14日6時20
分許，在台中縣大里市東榮路與大德街口查獲。因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按所謂「性交易」係指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同條
例第2條亦定有明文，是必行為人所散佈、刊登之內容，客觀上有引誘、媒介、暗
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訊息者，始足當之。末按刑事偵查技
術上所謂之「釣魚」者，係指對於原已犯罪或具有犯罪故意之人，以設計引誘之
方式，使其暴露犯罪事證，而加以逮捕或偵辦者而言。而所謂「陷害教唆」，係
指行為人原不具犯罪之故意，純因司法警察之設計教唆，始萌生犯意，進而實施
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而言。申言之，因「陷害教唆」係司法警察以引誘或教唆
犯罪之不正當手段，使原無犯罪故意之人因而萌生犯意而實施犯罪，再進而蒐集
其犯罪之證據或予以逮捕偵辦；縱其目的係在於查緝犯罪，但其手段顯然違反憲
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且已逾越偵查犯罪之必要程度，對於公共利益之維護並
無意義，其因此等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應不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
院92年度台上字第4558號判決參照）。訊據被告雖坦承有於上開時地以「台中－
夜間飛行（＊）」之暱稱進入中部人聊天室網站與化名為「我（30）」之員警聊
天之事實，惟否認有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辯稱：
「因為『我（30）』上網時有張貼訊息說家裡有人要保釋，需要用錢，我說我可
以借錢給他，他說他不要用借的，他想要用交換的方式，所以我才問他要不要
援，警方的資料有很多已經被剪掉了，警方是用誘導的方式，我原本根本沒有想
要援交。警方問我性交易的金額是多少錢，我說行情大約是1500到3500元，我並
沒有想要做的意思。我們是約定見面要談而已，我是想如他欠不多，我可以當面
給他，不需要做這種事情」等語。經查，該中部人聊天室並非供色情交易之聊天
室，此由該聊天室之其他對話內容可知，且觀諸上開被告於中部人聊天室網站內
所使用之暱稱，其文字內容在文義上並無涉及性交或猥褻之文字，在客觀上亦難
認係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產生「性交易」之訊息，是實難遽認上開暱
稱即係足以引誘他人為性交易之訊息，且難據以推認被告有從事性交易之意思。
又自警方移送之網頁對話資料影本內容觀之，被告最初是問警方：「你有困難
ㄇ~~~」，又網頁內容中警方表示：「我靠的是我自己力量」等語，顯見警方確有
以引誘、暗示之方式，使被告進一步與之談論性交易之細節，是被告原先上網聊
天，應不具散布性交易訊息之犯意，純因司法警察之設計教唆，始萌生犯意而在
網路上散布引誘、暗示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本件員警既係以引誘或教唆犯
罪之不正手段，使原無犯罪故意之被告，因之萌生犯意而為犯罪行為，再進而蒐
集犯罪證據，手段顯有違反憲法對於人權之保障，且已經逾越偵查犯罪之必要程
度，對於公共利益之維護並無意義，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該違背正當法定程序所
取得之證據，自無證據能力。）
96偵6805（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1 月31日16時52分許，在○縣○鄉
○村○鄰○街○號○樓住處，透過電腦網路連線至「○○○網際空間－○○○聊
天室」網頁，刊登暱稱為「徵淫女當炮友＊歲」之足以引誘、暗示他人為性交易
之訊息。嗣經警上網巡察發現，以「幸子」之暱稱上網與之交談，被告則於聊天
時主動提及性交易之細節，並以○○○○○○○○○○號行動電話邀約「幸子」
外出見面，迄同日17時40分許，在臺中縣烏日鄉興祥街「明道花園城」內之屈臣
氏商店前，為警當場查獲。因認被告涉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
嫌。本件被告○○○於警詢中固坦承其於上開聊天室刊登「徵淫女當炮友＊歲」
等文字之目的係要找人援交做愛，惟於偵查中翻異前詞，改稱：一開始只是想找
人做愛，後來與對方交談時才以「密談」之方式提及要給對方500 元作為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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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代價，伊並無要散布性交易之訊息等語。經查，被告於該網路聊天室內所刊登
之「誠徵淫女當炮友」等文字，雖有尋找性伴侶之意涵，惟並非當然含有性交易
之暗示，無從逕認上開文字為足以引誘、媒介或暗示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又被
告與化名「幸子」之員警於聊天時，雖曾提及「我想愛愛你可嗎」、「就只勝500
啦」等內容，然該交談過程均係以「密談」之方式為之，此由卷附對話內容均加
註「只對」之字樣即明。從而，自被告所刊登之「誠徵淫女當炮友」等文字內容
觀之，既僅得認定被告有透過網際網路尋找性伴侶之意思，無從推知被告有以金
錢作為與其性交之對價，其嗣後雖曾利用聊天室之密談功能引誘、暗示他人從事
有對價關係之性交易行為，惟該性交易之合意係因另一引誘行為所導致，與原刊
登之訊息無涉，要無倒果為因，率論被告有刊登性交易訊息供不特定人觀覽之犯
行。是被告前開所辯，尚非全然無據，自難遽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
條之罪責相繩。）
96偵7369（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6年3月2日16時23分許，在台中市美村
路之不詳網路咖啡店，利用電腦連結至http://○○○○.○○.com.tw之○○○
網際空間「○○○聊天室」網站，以化名「金援外交」之暗示與他人為性交易訊
息之主題，顯示於該留言版面，欲與不特定人從事性交易。嗣經警以化名「萱
萱」與李宏仁對談後，被告留以門號○○○○○○○○○○號之行動電話並相約
見面。嗣於96年3月3日13時50分許，在臺中縣清水鎮清水火車站前為警查獲，
因認被告涉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係以行為人利用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
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
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始足當之。另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所稱
「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
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或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係指行為人
在媒體上所散布、播送或刊登訊息之內容，在客觀上具有引誘、媒介、暗示或促
使一般人為性交易之效果而言；而是否具有上開效果，應依社會一般人之標準，
作為判斷之依據。倘其訊息僅足以使部分較具社會經驗之人（如治安人員）產生
性交易之聯想或揣測，而尚不足以使一般人均能從外觀之訊息內容窺其堂奧者，
即不能遽依上開罪名論處（最高法院91年度臺上字第5579號及92年度臺上字第
3279、5663號判決意旨參照）。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以化名「金援外交」刊登在
網頁上與不特定人對話，惟矢口否認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犯行，
辯稱：「金援外交」不是性交易而是出於好玩，是含有政治的意思，伊沒有引
誘他人為性交易的意思。經查，被告與警方在網站上對話：「沒有啦你別亂想
阿」、「雙關語」、「可以用政治的角度也可以用情色的角度」、「看來你還是
小妹妹不懂」、「不然你就會解讀我是要找原妹的」、「我的暱稱其實有很多說
法」、「我沒有啦只是講解給你聽阿我的暱稱沒什麼意思看個人解讀」、「其實
我大概可以感覺到你是單純的小女孩」、「我有過我承認我找過」、「談的來時
間可以就要阿幹麻不要阿」、「不過我看感覺的啊」、「可以嘗試不同類型的女
孩是件美好的事情」、「把很多不敢想不做的都在這裡實現阿」、「173 68還好
阿」、「怕一定會不過只要約見面在人多的地方啊」、「如果你敢嘗試我可以跟
你見面啊純見面聊聊天」、「都成年人了」、「寮的來再見啊」、「我的電話
○○○○○○○○○○阿賢」之內容，有前開網頁列印資料影本1份在卷足憑，在
客觀上顯難認有引誘、媒介、暗示或以他法使人為性交易之內容，亦難據以推認
被告以化名「金援外交」本身即為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
息。是被告所為，核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構成要件有間，尚難
以該罪責相繩。）
臺中市部分：
96偵8585（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與1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嬌」之成年女
子基於共同犯意聯絡，自民國96年3月16日起，由「阿嬌」以每小時新台幣120元
之代價雇用被告，在臺中市五權路等街道沿路停放之車輛上，張貼「西施辣妹，
○○○○○○○○○○」之廣告小紙條。嗣為警於同年3月21日22時50分許，在台
中市西區五權路當場查獲，並扣得上開色情小廣告15張，因認被告涉有兒童及少

2010/12/10 下午 03:54:40

立案審查制度之實踐─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為例

97

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散布前揭廣告小紙條之事
實，惟揆諸扣案之廣告小紙條內容為「西施辣妹，○○○○○○○○○○」，
並無其他強調性服務、技術、技巧等字樣或有其他圖片之刊載，尚難足以令人產
生對於性交易之暗示或聯想。析言之，依該廣告物所載之內容，在客觀上並非使
一般人一望即知係屬促使人為性交易之廣告物。至上開廣告之內容雖或能引起觀
看廣告之人好奇或能引起偵查犯罪之檢警人員注意，然各該撥打電話之不特定人
以電話與提供性交易業者聯絡後，尚須透過該業者之告知有提供性交易消費之情
事，始足以達引誘、媒介、暗示性交易之目的，自難據業者事後所為另一介入之
行為，回溯解為上開廣告物內容本身即存有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
交易訊息之性質。是核被告所為，尚與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構成
要件有別，尚難逕論被告以上開罪責。）
臺中縣部分：
96偵1795（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5年12月間，在自由時報分類廣告上刊
登「激情女娃18私兼○○○○○○○○○○」之廣告，嗣於同年月27日，為警執
行取色情勤務時發覺，即依電話與對方聯絡後，由員警至○市○區○路○之○號
「○○○汽車旅館137號房」相約見面，為警當場查獲。因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以廣告物散布足以媒介、暗示或促使他人為性交易訊息
之罪嫌。訊據被告潘明慈固坦承有於上揭時、地應召前往從事性交易之事實，惟
堅決否認有何刊登性交易廣告之犯行，辯稱：伊不知道該廣告係何人所刊登，當
天是「小雅」打電話叫伊到富可汗汽車旅館的等語。經查：按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第29條之規定，係以行為人利用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
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
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始足當之。揆其文義，必該廣告內容於客觀上足以引誘、媒
介或暗示使人為性交易，若單從其內容尚無從窺見有引誘、媒介或暗示性交易之
訊息，而係利用媒體再行引誘或媒介性交易者，則該性行為係因另一行為之介入
所導致，與該條文之規範尚屬有間。又目前社會上之色情行業，雖常利用報章媒
體刊登「美容」、「護膚」等文字，引誘嫖客上門，實務上警方亦針對此類廣告
進行誘捕，縱事後調查結果，消費者果因透過此等廣告內容進而達成性交易之目
的，要無倒果為因，遽指原本中性字眼之廣告內容，具有引誘或暗示促使人為性
交易之訊息。系爭「激情女娃18私兼0913640614」之廣告內容，依其文義，並無
引誘或媒介性交易之顯著文字，依一般社會通念，是否可將此解為係引誘、媒介
或暗示性交易之訊息，即堪存疑。又該廣告上所載之行動電話門號申請人係案
外人林金生，非被告所申請使用，此有通聯調閱查詢表在卷可稽。且依卷附員警
第一次撥打0913640614號電話所製作之電話錄音譯文內容：「（警方：你現在有
嗎？）有啊，你那哪裡」、「（警方：台中）。可以啊，台中哪裡！」「（警
方：台中北屯。）我在文心路這邊。」「（警方：不是寫草、彰嗎？）有店在文
心路那邊，我是在草屯。」「（問：我等等再電話聯絡，約晚上7至8點左右？價
錢多少？）2500元。」「（問：你們都2500元的嗎？小姐年紀、條件呢？）都
2500元的，小姐年紀都19歲。」等語以觀，足見該處係擁有眾多應召女子之應召
站，刊登廣告者應僅係居中媒介之角色，衡情色情業者以報紙廣告招攬顧客，仲
介應召女子從事性交易，而從中分帳抽取利益之方式，屬現今社會色情交易之常
態，居中媒介者如何招攬生意，從事應召之女子通常無從置喙，是被告辯稱其僅
係受通知前往應召等情，尚非全然無據，實難僅因被告有應召從事性交易之事
實，即遽認刊登該性交易訊息之行為係被告所為，或與真正刊登廣告者有何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綜上所述，本件既難以認定前述報紙廣告係被告所刊登，又無
從證明被告與刊登者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及判例意旨，尚
難逕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罪責相繩。）
96偵1390（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意圖營利，於民國95 年12月30日在自由時報F9
版刊登「○○獨自一人只作外出○○○○○○○○○○」之廣告，引誘他人與之
為性交易，每次代價為新台幣2 千5百元，經警員以電話與之聯絡，並約定性交易
時間、地點後，被告於同日10時5分許，依約前往○市○區○路○號「○○○汽車
旅館215號房」，欲為性交易時，為警當場查獲，並扣得未使用保險套乙枚，因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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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罪嫌。訊據被告固坦承前往應召時為
警查獲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前揭犯行，辯稱：伊未於自由時報刊登前揭廣
告，且伊從事應召已經2個月，有時同行小姐會將伊的電話給人，都是給其他小
姐，通常 (也)是由這些小姐聯絡伊去汽車旅館或飯店與人性交易，伊朋友的花名
叫小真，查獲當日9時50分許，有一名女子打電話給伊，要伊去汽車旅館 (與人
性交易)，伊所使用○○○○○○○○○○○號，曾接獲一通未顯示電話號碼之
來電，該電話係○○女子撥打予伊，要伊過去 (與人性交易)，伊無前揭犯行等
語。經查， (一)、被告○○○被指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
之罪嫌，無非以警方喬裝嫖客，以自由時報F9版刊登「○○○○○○○○○○」
之電話與○○女子連絡性交易後，由被告前往應召，並自被告身上查獲未使用
保險套乙枚，為唯一依據，然被告於警訊及偵查中均堅詞否認有何前揭刊登廣
告之行為，且衡諸常情，刊登廣告者，未必即是實際與客人從事性交易之人，
況員警以自由時報上所刊登之○○○○○○○○○○電話號碼聯絡，與之接洽
者係自稱「○○」之女子），並非被告，且警方於職務報告敘明，於查獲被告
所使用○○○○○○○○○○電話中，確實發現95年12月30日9時45分許有接獲
○○○○○○○○○○電話，有臺中縣警察局○○分局大雅分駐所偵辦違反兒童
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電話錄音譯文、查獲員警○○○之職務報告附卷可稽，核
與被告供述情節大致相符，因此，依罪疑惟輕法理，被告是否涉有前揭犯行，尚
非無疑。 (二)、再酌以現今由他人經營應召站並刊登廣告，於客人依電話號碼與
應召站聯絡後，該應召站之人員再聯絡應召女前往應召，亦屬社會常見之應召站
經營模式，且被告所使用電話中確實有接獲0926949964號電話之來電，而被告係
依該電話發話者之通知而前往查獲地點欲應召時，始為警方查獲，益徵符合上述
應召站經營模式，於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認被告有與○○共同涉有前揭犯行，是否
僅以被告前往應召為警查獲，即遽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依罪疑惟輕法理，仍非
無疑。）
96偵852（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5年12月12日，在中國時報第F3版分類廣
告版上，刊登「3000、優質學生、窈窕美妹、○○○○○○○○○○」之足以引
誘、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嗣經員警執行取締色情勤務，在報紙上見有上開性
交易之訊息，假扮顧客撥打上開電話聯繫後循線查獲。因認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訊據被告固坦承從事性交易而為警查獲之事
實不諱，惟堅決否認有在報紙上刊登上開性交易之訊息，辯稱伊沒有刊登本案之
廣告，只是單純應召等語。經查本件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廣告上所留
之電話，使用名義人為邱小華，而函詢中國時報廣告部後，經該報廣告代理商陳
國揚回覆稱本件委刊人自稱王小姐，電話為○○○○○○○○○○，有中國時報
廣告部覆函附卷足憑。皆不足以證實系爭廣告為被告所刊登。綜上所述，被告既
非實際使用前開訊息所留行動電話之人，復無明確證明證明系爭廣告乃被告所刊
登，實難僅因被告依約前往性交易時遭警查獲，遽認散發性交易訊息之行為係被
告所為。是被告縱可能有性交易之事實，然仍無法以上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第29條之規定相繩。）
96偵602（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於民國95年12月16日，在自由時報F13 版分類
廣告上，刊登內容為「4000七年五班絕對不曾見過面0920376992」之足以引誘、
暗示他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嗣於同年月17日，經警假扮顧客撥打上開電話與之聯
繫，並約定性交易之地點，於同日14時許，被告依約前往臺中市崇德路3 段111
號「采岩汽車旅館」205 室，欲與喬裝男客之員警進行性交易時，為警當場查
獲，並扣得保險套2 個及潤滑劑1 支。因認被告涉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第29條之罪嫌。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地應召前往從事性交易之事實，惟
堅決否認有何刊登性交易廣告之犯行，辯稱：伊不知道該廣告係何人所刊登，伊
係於95年9 月份向自稱「小美」之女子應徵從事性交易，對方於有工作時才會以
未顯示來電之電話與伊聯繫，由伊自行搭乘計程車前往指定地點進行性交易，於
完成交易後公司會另以電話與伊約定拆帳之地點等語。經查：按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第29條之規定，係以行為人利用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
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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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性交易之訊息，始足當之。揆其文義，必該廣告內容於客觀上足以引誘、媒
介或暗示使人為性交易，若單從其內容尚無從窺見有引誘、媒介或暗示性交易之
訊息，而係利用媒體再行引誘或媒介性交易者，則該性行為係因另一行為之介入
所導致，與該條文之規範尚屬有間。又目前社會上之色情行業，雖常利用報章媒
體刊登「美容」、「護膚」等文字，引誘嫖客上門，實務上警方亦針對此類廣告
進行誘捕，縱事後調查結果，消費者果因透過此等廣告內容進而達成性交易之目
的，要無倒果為因，遽指原本中性字眼之廣告內容，具有引誘或暗示促使人為性
交易之訊息。系爭「4000七年五班絕對不曾見過面○○○○○○○○○○」之廣
告內容，依其文義，並無引誘或媒介性交易之顯著文字，依一般社會通念，是否
可將此解為係引誘、媒介或暗示性交易之訊息，即堪存疑。時下年輕人常將自
己係何年出生稱為某年某班之學生，若依此解釋，本件廣告內容中「七年五班」
之字眼，可能係強調自身係75年出生，惟查被告之生日係72年年12月28日，核與
廣告內容顯有出入，無從逕認該廣告之標的即為被告。又該廣告上所載之行動電
話門號申請人係戴信介，亦非被告所申請使用，此有臺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持
機人基本資料查詢表在卷可稽。且依卷附員警撥打○○○○○○○○○○號電話
所製作之電話錄音譯文內容：「（警方：小姐條件呢？）我可以先叫給你看」、
「（警方：妳不要叫條件差的，不然會打槍喔！）我當然儘量叫條件好的給
你」、「我馬上叫人過去」等語以觀，足見該處係擁有眾多應召女子之應召站，
刊登廣告者應僅係居中媒介之角色，衡情色情業者以報紙廣告招攬顧客，仲介應
召女子從事性交易，而從中分帳抽取利益之方式，屬現今社會色情交易之常態，
居中媒介者如何招攬生意，從事應召之女子通常無從置喙，是被告辯稱其僅係受
通知前往應召等情，尚非全然無據，實難僅因被告有應召從事性交易之事實，即
遽認刊登該性交易訊息之行為係被告所為，或與真正刊登廣告者有何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綜上所述，本件既難以認定前述報紙廣告係被告所刊登，又無從證明
被告與刊登者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及判例意旨，尚難逕以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罪責相繩。）
96偵3875 （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意圖與不特定男子為性交易行為，而在自
由時報之廣告版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使不特定人與之聯絡而為性交易
行為之小廣告「2000專櫃小美女外○○○○○○○○○○」，經警於民國96
年1月15日在上開報紙上發現該則留言內容，即以該報紙上所留之手機號碼
○○○○○○○○○○與被告聯絡，並約定交易時地。嗣於同年月16日0時30分
許，被告赴約前往○市○區○路○號○○○汽車旅館610號房間內交易之際，為
警當場查獲，因認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罪嫌。訊據
被告於警、偵訊時就曾為性交易行為一事固自白不諱，惟堅詞否認有何違反兒童
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罪嫌，辯稱：伊並未刊登任何之小廣告，伊是看報紙
打電話應徵為應召女的工作，且均是一位女子與之聯絡，再由該女子打伊手機
號碼○○○○○○○○○○號告知去為性交易之處所完成性交易之行為，門號
○○○○○○○○○○號行動電話並非其所申請使用等語。經查，本件警方移送
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罪嫌，無非以證人○○○即台中
縣警察局○○分局○○派出所警員於96年1月15日，在自由時報廣告欄發現本件援
交訊息及依訊息內容指示聯絡佯稱性交易，而於上揭約定時間、地點，被告前往
赴約實施交易，為警臨檢查獲，並有該廣告1紙為其論據。然觀之本件廣告內容所
載「2000專櫃小美女外○○○○○○○○○○」之內容，均與被告姓名、年籍、
特徵、學歷均不甚相符，此有被告之年籍、學歷資料於警卷中可稽，無從斷認該
廣告之標的物係指被告。再者，門號○○○○○○○○○○號行動電話申請及使
用人為○○○、刊登上開廣告者為○○○，均非由被告所申請使用及刊登，亦有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行動話持機人基本資料查詢表、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函文及職務報告各1紙附卷可稽。再色情行業以報紙廣告「主動」招攬客戶，仲
介應召女子從事性交易，從中分帳抽取利益之方式，亦屬現今社會色情交易之常
態，被告應該只是應召站之應召女子而已。是被告前述所辯，尚非全顯虛假，從
而本件既難以認定前述報紙廣告訊息係被告所刊登、散佈、播送，或被告與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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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之女子間有犯意聯絡，揆諸首揭法條及判例要旨，尚難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第29條罪責相繩。）
96偵3171 （移送與處分要旨：被告在中國時報分類廣告版上刊登「4000起，優
兼，漂亮寶貝，專櫃OL，○○○○○○○○○○號」之廣告，並以每節40分
鐘、價格新台幣4000元之價格從事性交易，因認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例罪嫌。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涉有上揭犯行，辯稱：伊雖有從事性交易
之行為，但未刊登上述廣告，當初是在95年7月初，透過報紙向1名林大哥之
男子應徵，伊有留電話給對方，若有客人時，對方就會打電話給伊，但對方電
話都是保密號碼，所以不知道對方之真實身分，伊所使用之手機電話號碼為
○○○○○○○○○○及○○○○○○○○○○號，分別以姊姊及母親之名義
申請，並未使用○○○○○○○○○○號之電話，亦未刊登上述廣告，並無違
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情事等語。經查：被告是向真實姓名不詳綽號林
大哥之男子應徵後，從事性交易行為，但係依照電話通知後才依約前往，並未
刊登廣告，所使用並經警查獲之行動電話號碼各為○○○○○○○○○○及
○○○○○○○○○○○號，並未使用○○○○○○○○○○號之電話，亦
未刊登上述廣告，並無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事實，業據被告供
述甚詳。核與證人即警員李○○及鄭○○2人證述：查獲被告時，雖在被告身
上扣得2支行動電話，但並非○○○○○○○○○○○號電話，所以已將電話
發還，並無具體證據足認廣告是被告○○○所刊登等語相符，此外復有手機
電話客戶名稱查詢表、行動電話雙向通聯紀錄、照片、報紙廣告影本、全戶戶
籍資料查詢結果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所辯與事實相符。而本案依照手機電
話客戶名稱查詢表、照片及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所示，被告當初所遭查獲
時所扣得之2支行動電話，確實為母親及姊姊分別申請之○○○○○○○○○
及○○○○○○○○○○○號電話，與廣告刊登之○○○○○○○○○○號
電話不符，無法逕認該廣告係被告所刊登。又○○○○○○○○○○號電話
非被告所申設且並未扣案，亦未能認定該電話係被告所持用。況參照通聯紀
錄、被告供述和警員李○○及鄭○○2 人之證述以觀：警員係循報紙廣告撥打
○○○○○○○○○○○號電話，與不詳人士聯絡性交易事項，而被告則是接
獲通知依約前往，○○○○○○○○○○號電話並與○○○○○○○○○○
及○○○○○○○○○○號電話無直接通聯紀錄等情判斷，足認實際刊登
廣告之人，顯係接獲性交易訊息後，透過其他不詳電話通知被告前往從事性
交易，然此均無法認定被告涉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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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地區新收案件增加原因分析報告
壹、依據
依本署檢察長於民國96年4月17日主任檢察官會議指示辦理。

貳、分析架構
一、區分署外環境因素及署內環境因素分析。
二、評估分析資料來源：
(一)內政部、警政署及臺中市警察局統計數據。
(二)本署統計室數據。
參、前提引論
臺中地區為中部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經濟生活圈重心，日夜均有外來人口活動，
夙有風化城之稱，歷任市長施政重點均以治安為目標，而警察局向來以績效回應市長要
求，故本署案件來源，實不虞匱乏，導致檢察官案件負荷沉重，而人力補充又緩不濟急，
本署檢察官如何善用現有資源，以空間換取辦案時間，應屬減緩辦案壓力重點課題。

肆、署外因素（外在環境因素）分析
一、臺中縣市人口呈現成長趨勢（參圖說一），參照犯罪發生率（參圖說二），自然刑案
件數呈增加態勢。
二、臺中市地區日夜均有外來人口出入工作或消費等，且隨中科園區等興建，隱然形成治
35
安不確定因素 。
三、依臺中地區中低收入戶比率（參圖說三），失業率（參圖說四）呈現增加趨勢，為經
濟誘因而財產犯罪者，自然引發犯罪發生率。
四、因應臺中市民對治安要求，臺中市長向內政部警政署提出刑事人力之增加（參圖說
五），礙於績效評比考核，及持續治安專案執行之下，司法警察對於案件偵破必然全
力以赴，本署新收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必然增加。
伍、署內因素分析：
36
依本署統計室統計顯示，本署96年1月至3月，單獨就偵查 案件新收13726件、偵查
37
其他 新收21030件，較95年度1月至3月偵查案件10913件、偵查其他新收19352件，各增
35.依據臺中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提供數據，95年1至3月，在台中市地區發生偵破刑事案件，臺中市人犯案有2379人、
臺中縣人有978人、彰化縣人有239人、南投縣人有180人、其他縣市人有634人（總犯罪人數4410人，外來犯罪人數
2031人，外來人口犯罪占犯罪人數46.05﹪），96年度同時期，臺中市人有2798人、臺中縣人有1112人、彰化縣人有
310人、南投縣人有215人、其他縣市人偶898人（總犯罪人數5333人，外來犯罪人數2535人，外來人口犯罪占犯罪人
數47.53﹪），同時期比較下，外來犯罪人數增加504人，總比率增加1.48﹪，可推論臺中市地區，外來人口犯罪，已
形成治安不確定因素，如何強化司法警察機關偵蒐能力及治安聯防措施設備，實為臺中市政府必須面對重視的課題。
36.偵查案件係指：偵案、速偵案、偵續案、偵緝案、撤緩偵案、毒偵案、毒偵緝案、戒毒偵案、調偵案、少偵案、發
查、核退、交查、核交案等。
37. 偵查其他係指：撤緩案、他案、選他案、相驗案、上訴案、民參案、調他案、國賠案、冤賠案、非常上訴案、抗告
案、聲請再審案、聲他案、聲沒案、蒞庭案、調查案、陳情案、律他案、聲搜案、聲觀案、觀執案、聲戒案、戒執
案、聲押案、保全案、被害人保護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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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813件及1678件，就案件分案歸類、案由、整體評估如下：
38
一、分案歸類層面 ：
累計1至3月 96年 95年 增減數
偵
速偵

增減原因分析

8411 6835 +1576 原分他案減少分偵案關係。
1708 1393 +315 警取締酒駕勤務持續。

偵續

188

偵緝

1053 606

+447 非屬新增案範圍，視司法警察查緝能力。

187

+70 非屬新增案範圍，視有無撤銷緩起訴原因存在。

撤緩偵
毒偵

59

與各偵查股偵結處分，告訴人是否折服而聲請再議否及
+129 臺中高分檢承辦檢察官審核有關，可思考途徑為處分書
是否應朝簡易書寫、再議意見書詳載？

117

1829 1664 +165

警對於查緝毒品案，持續有專案且為重點，增加屬必
然。

毒偵緝

92

61

+31 非屬新增案範圍，視司法警察查緝能力。

戒毒偵

88

48

+40

非屬新增案範圍，但可推論初犯毒品且有癮者人口有增
加趨勢。

非屬新增案範圍，為檢察官勸諭送調解情況有增加趨
勢。
少年犯經少年法庭裁定移送偵查人數有增加趨勢，此與
少偵
42
32
+10
少年犯罪增加自然趨勢有關。
本署立案審查已自94年5月1日起已實施兩年有餘，司法
警察對於案件被核退情況已逐漸熟悉，再加上立案審查
專責檢察官每月均輪流至各分局座談，核退率已趨於穩
發查+核退+
1361 1536 -175
交查+核交
定 ，可再精進者為承辦檢察官是否發動第二次核退、是
否發查予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是否對於本署核退事由再
檢討增補等。
合計 +2813
小結：本署偵查案件來源可區分為：(一)司法警察機關移送、(二)非司法警察機關移送兩
40
41
類 ，以今年1月至3月增加2813件為例，扣除司法警察機關移送增加部分733件
，可推算非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有2080件，再就延續性而非移送案件的增加件數
129件（偵續案）、447件（偵緝案）、70件（撤緩偵案）、31件（毒偵緝案）、40
42
件（戒毒偵案）、70件（調偵案），推算扣除後為1293件 ，相對參考本署95年、
調偵

165

95

+70

38.以下統計數據資料，來自本署統計室提供。
39.95年1月至3月核退核交比率各為29.4﹪、31.3﹪、33.3﹪，96年各為26.0﹪、22.4﹪、25.6﹪。
40.非司法警察機關移送類型，包含具狀告訴、按鈴申告、檢舉告發、政府機關告發函送、他案改分偵案、相驗後改分偵
案、退併辦分偵案、自動檢舉分偵案等，其中又以具狀告訴為大宗。
41.按95年1月立字案1294件、2月1477件、3月1734件，96年1月1757件、2月1621件、3月1860件，可推算計算司法警察機
關移送案件至少增加（1757+1621+1860）-（1294+1477+1734）=5238-4505=733件
42.計算式：2080-129-447-70-31-40-70=129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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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96年同時期（1月至3月），偵查其他案件，他字案減少1207件 ，而他字案大部分
與偵案互有流動性關聯，故可推論本署於95年與96年1月至3月期間比較，他字案減
44
少大部分流入偵字案，換言之，偵案增加件數，應來自於原本他字案 。
二、案由層面：
新收案件比較
95年、96年同時期1月至3月
案由別
96年
95年
增 減 數
總計
13726
10913
+2813
詐欺
2506
1500
+1006
公共危險
2306
1799
+507
背信及重利
295
66
+229
毒品
2161
1951
+210
性交易防制
273
91
+182
侵占
377
261
+116
偽造文書印文
488
378
+110
竊盜
1416
1310
+106
著作權
205
108
+97
恐嚇擄人勒贖
177
110
+67
偽證誣告
157
97
+60
商標法
132
73
+59
稅捐稽徵
94
47
+47
毀損
134
88
+46
賭博
204
168
+36
殺人
198
164
+34
妨害自由
160
129
+31
妨害名譽信用
87
59
+28
傷害
761
736
+25
建築法
25
5
+20
妨害公務
31
14
+17
偽造有價證券
41
28
+13
政府採購法
16
3
+13
遺棄
35
26
+9
貪污
13
4
+9
野生動物保育
8
0
+8
贓物
36
30
+6
小結：上開屬大宗案件（詐欺、公共危險、重利、毒品、兒少性交易、竊盜、著作權法、
恐嚇擄人勒贖、商標法、賭博、傷害、妨害公務、贓物）類型增加趨勢，與司法警
察機關持續執行緝毒、肅竊、緝槍、取締違反智慧財產權、防飆、取締酒駕、上網
43.據本署統計室提供95年1月至3月他字案有2151件，96年1月至3月他字案有954件，同時期大幅減少1207件，另選他案
亦減少32件。
44.原本具狀告訴、告發、檢舉、按鈴申告或非司法警察機關函送等案件，依94年5月1日起所實施之立案審查流程，大部
分均以他字案分案，直至95年10月2日，檢察長於主任檢察官會議中表示，法務部對於他字案簽結改分偵案部分的案
件計數，仍以一件計算，為節省前科資料重複列印及卷面耗費，並督促檢察官對於承辦案件能儘速偵結，乃裁示縮減
他案範圍，擴大偵案分案，而上開案件之分案，係由慈股主任檢察官初步分案審核，本股遂依檢察長裁示辦理，原則
上如能查索到被告確切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設籍地者，即以分偵案辦理，如據此推論，95年與
96年1月至10月同時期比較，96年度必然呈現他案陸續減少，而偵案將持續增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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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交、人頭帳戶詐欺等專案勤務有關，另建築法（勤股聯繫縣市政府取締民生犯罪
業務）、稅捐稽徵法（謹股與國稅單位業務聯繫辦理）、貪污與政府採購法（敬股
專組業務與政風督導各機關聯繫辦理）等政策性偵辦有關，另如適逢選舉查察時期
，無形中亦排擠通常偵查案件之進行時間，也增加選舉案件（如選他案及選偵案等
）件數，故綜合分析研判，案件增加之犯罪類型，與司法警察機關專案偵辦作為有
密切關係，亦與本署政策性偵辦作為有關聯性。
三、可考量作為層面（除人力經費補充面向以外）：
(一)本署檢察事務官處理例行事務案件，有施用毒品、酒駕、賭博（含電子遊戲場業
管理條例）、動產擔保交易法、妨害風化之販賣陳列猥褻物品（兒少性交易防制
條例之網路援交）、妨害兵役（含替代役實施條例）、單純竊盜、單純傷害、假
性財產犯罪及其他事宜由例行事務組處理之案件等十大類型，若選擇案件類型適
度移由檢察事務官辦理，偵查股每月案件負擔量，可隨之減輕，但必須考慮檢察
事務官案件處理量及事先必須規劃訓練與案件類型之開庭過程避免須作證人具結
程序或強制處分機率。
(二)95年10月前，就具狀告訴告發等案件，以他字案為中轉偵案程序，爭取辦案時間
空間方式，是否可考量適度恢復，減緩偵案增加程度，取得檢察官辦理逾期案件
之時空，但相對偵查其他案件件數必然相對增加。
(三)從進入本署案件源流，司法警察機關移送部分，經立案審查程序過濾，雖減緩檢
察官偵查時間及節約本署相關人力物力，但就本署偵查案件數據，並無助益，然
適度再提昇本署立案審查門檻，可爭取檢察官辦案空間，而具狀告訴等案件，鼓
45
勵檢察官發揮發查指揮權，或對於承辦偵案實施核退 指揮權，亦有上開功能，
46
若再加上檢察官發揮交查 指揮權部分，也有上開部分功能，惟必須考量檢察事
務官案件負擔量，此部分與上開(一)部分，有互為消長聯動關係。
(四)推展案件勸諭送調解委員會調解制度，既可將偵案報結，俟函覆再分調偵案，惟
應注意勸諭調解前，應完足蒐證偵查程序。

45.本署立案審查設計，採統一與個別併行制，即經立案審查專組核退過之偵案，偵案承辦股仍可做第2次有停止辦案期
限之核退，對於通過立案審查門檻之偵案，偵案承辦股亦可辦理個案核退。
46.就核交案件，依本署立案審查規劃，專屬立案審查專組實施，不及於其他偵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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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圖說一之1 ：顯示台中市及台中縣地區設籍人口數94年呈現成長趨勢。

圖說一之248：顯示台中市及台中縣地區設籍人口數95年呈現成長趨勢。

47.資料畫面來自內政部全球網站統計畫面。
48.資料畫面來自內政部全球網站統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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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一之3 49：顯示台中市及台中縣地區設籍人口數96年呈現成長趨勢。

圖說二 50：顯示台灣地區刑案發生率呈增加趨勢。

49.資料畫面來自內政部全球網站統計畫面。
50.資料畫面來自內政部全球網站統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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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三之1：顯示台中縣市95年低收入戶數呈現增加趨勢。

圖說三51之2：顯示台中縣市95年以前，低收入戶數均呈現增加趨勢。

51.資料畫面來自內政部全球網站統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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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四：顯示歷年失業率與學歷別失業率，自90年起均高於3%。

圖說五：台中市長為治安面請命之媒體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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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報告，為筆者承張檢察長斗輝指示所做的研析，茲再就臺中地檢署於94年
5月再度出發之立案審查制度後，迄筆者離職後之96年12月為止，關於臺中地檢署立案審
查專組就核退案件之件數與核退比率，提出表列如下：
年月

9405
件數
核
退 902
立
案 1767
比 率 % 51.05

9406

9407

9408

9409

9410

9411

9412

小計

882
1741
50.66

434
1684
25.77

520
1303
39.91

396
1296
30.56

329
1381
23.82

387
1625
23.82

364
1154
31.54

4214
11951
35.26

備註：臺中地檢署甫實施初期，司法警察機關尚未習慣，仍依照以前蒐證程度習慣或慣
例移送，致核退比率達50%，然經專責檢察官陸續、持續親至各司法警察單位座談
，當面溝通講解，第三個月（即94年7月起），已逐漸適應，核退比率下降，且之
後每月核退率已穩定介於20%至30%之區間內。
年月

9501 9502 9503
件數
核
退 221 226 357
立
案 1294 1477 1734
比 率 % 17.08 15.30 20.59

9504 9505 9506 9507 9508 9509 9510 9511 9512 合計
212 170 245 194 250 334 378 264 202 3053
1293 1314 1560 1526 1896 1836 1487 1652 1621 18690
16.40 12.94 15.71 12.71 13.19 18.19 25.42 15.98 12.46 16.33

自95年起，台中地檢署立案審查機制再檢討時，改將核退案件大宗之毒品與相對少
量之槍砲與過失傷害案件，分核交案件，由專組檢察事務官辦理，故核退比率降低且逐
漸呈現穩定現象。但如加上核交案件，則分核退予核交案件比率，介於20%至30%之間。
52
也可從上開分「立案」 件數數據，可以理解立案審查專責檢察官所審核案件之負擔，十
分沉重，亦可以說明擔任立案審查專責檢察官首要條件之ㄧ「速度」要求之必要性。
52.所謂「立案」指必須經過立案審查專責檢察官審核之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而言。專組主任檢察官所負責審核之告
訴、告發、檢舉、行政機關函送案件，基於案件分流設計，部分立案，主任檢察官審核後，逕送資料科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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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

9601 9602
件數
核
退 270 225
立
案 1757 1621
比 率 % 15.37 13.88

9603 9604 9505 9606 9607 9608 9609 9610 9611 9612 合 計
286 197 243 195 198 118 290 396 231 109 2758
1860 1634 1888 1638 1750 1976 1817 2131 1844 1502 21418
15.38 12.06 12.87 11.90 11.31 5.97 15.96 18.58 12.53 7.26 12.88

陸、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事務官實際運用狀況53
(壹)、前言
自中華民國88年2月3日總統以(88)華總(一)義字第880002062號令修正公布法院組織
法，增訂第66條之1至第66條之4，設置『檢察事務官』一職以來，歷經法務部「因地制
宜」之指示及臺中地檢署「配股」與「集中運用」之不同方式運作後，自民國94年9月1
日起，臺中地檢署改採不同於臺北地檢署及高雄地檢署之「集中運用」、「專組辦案」
運作模式，將檢察事務官分為「專案組」、「例行性事務組」、「補審求償組」、「公
訴組」、「核退組」、「財稅組」等7 組，並將臺中地檢署全年度受理案件量較大宗之竊
盜、公共危險、施用毒品、妨害兵役、賭博、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等案類，在各股主任檢察官具名督導下，交由「例行性事務組」檢察事務官輪分
辦理。實施以來，深受全體檢察官及檢察事務官之支持、肯定，以95年度受理之44696件
偵查案件為例，近20股之檢察事務官承辦了18172 件（偵查組檢察官為26524件），佔所
有偵查案件之40.66%《詳附表一》，明顯減輕偵查組檢察官之工作負擔。而檢察事務官在
案件之處理上，可充分展現個人之辦案風格，並得到工作上之成就感，因此，在新竹地檢
署林檢察官李嘉於《檢察事務官制度及運用之研究》論文之結論中，認為臺中地檢署對於
檢察事務官之運作方式優點最多、妨礙辦案之因素最少，臺中地檢署之檢察事務官是所有
參與研究之地檢署中「雖任務種類多且繁忙，卻是最快樂之一群檢察事務官」。
(貳)、目前運用現況
一、組織概況及業務職掌：
54
臺中地檢署目前有檢察事務官49名（前有3名檢察事務官辭職，職缺未補） ，其中
1名留職停薪前往加拿大求學，2名支援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其餘46名（含6名組
長）依業務需要及個人專長編為「專案組」、「例行性事務組」、「補審求償組」、「公
訴組」、「核退組」、「財稅組」等6組，茲將各專組業務簡述如下：
(一)專案組：目前有12名檢察事務官，分為2個小組，由2位檢察事務官兼組長擔任小
組長，負責協調聯繫工作，該組由襄閱主任檢察官直接負責督導，主要偵辦重
53.以下資料，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張檢察事務官堯星組長提供，在此謹致謝忱。
54.以上以臺中地檢署96年度在職檢察事務官之組織狀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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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金案件，各股檢察官（不限黑金組檢察官）接獲檢舉後認案情有符合前揭
性質經簽請檢察長同意後，即依案情交該組派員專責偵辦，而經過一定期間偵查
後如認案情單純或檢舉內容不實而不屬前揭性質者，即透過退場機制簽由檢察官
續行偵查或簽結。
(二)例行性事務組：目前有23名檢察事務官，分由7位主任檢察官具名指導，專責處理
臺中地檢署新收案件量較大宗之「竊盜」、「公共危險」、「施用毒品」、「妨
害兵役」、「賭博」、「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
例」等案類及其他經「立案審查組」檢察官認為宜由檢察事務官辦理之案件，案
件先掛名於各股主任檢察官後再交由該組檢察事務官輪分後全案處理，偵結後，
書類先經4名檢察事務官兼組長初審後，再由7位主任檢察官審核具名，目前平均
每股檢察事務官每月約收案90餘件。
(三)補審求償組：目前由2名具律師資格及有豐富民事、行政訴訟實務經驗之檢察事
務官專責處理全署之補審、求償及民參、選舉訴訟案件，並由1位主任檢察官指
導，每月另兼辦四分之一之例行性案件。
(四)公訴組：目前有3名檢察事務官，職期為6個月，負責協助公訴組檢察官證據清
單、補充理由書與論告書之製作，並由1 位主任檢察官指導。
(五)核退組：目前有2名檢察事務官，職期為6個月，負責立案審查組檢察官認有需
補充證據、確定告訴內容與範圍之核交案件之調查工作，並由1 位主任檢察官指
導。
(六)財稅組：目前由4名具有財經專長之檢察事務官，專責偵辦臺灣省中區國稅局告
55
發、法務部調查局等單位移送之違反稅捐稽徵法等案件 ，及其他由檢察官交查
（辦）之經濟、金融犯罪案件，並由1 位主任檢察官指導，每月並兼辦四分之一
之例行性案件。
二、支援檢察官情形：
(一)專案：各股檢察官偵辦案件認有需檢察事務官協助執行搜索、扣押、勘驗、訊問
時，應填寫「專案性案件調度檢察事務官需求表」，經檢察長核可後，由檢察事
務官室之主任檢察官依需求派遣。
(二)卷證分析：臺中地檢署將具有偵查犯罪、財經、營繕、電腦等專長之檢察事務官
15名編為「情資暨卷證分析小組」，如各股檢察官偵辦較特殊案件有需專長之檢
察事務官協助分析時，經簽請檢察長核可後，由檢察事務官室之主任檢察官依需
求調度。
(三)交查案件：各組檢察事務官雖各有業務職掌，然為更能發揮檢察事務官輔助檢察
官之功能，且避免檢察官因過度依賴檢察事務官而產生辦案智能弱化之現象，規
定偵查組檢察官每月得就承辦之案件中挑選4件，具體指明待查事項後交由例行
性事務組檢察事務官輪分辦理（此部分規定檢察官之交查內容不得全案處理及繕
製書類）。
(四)內勤案件：有鑑於臺中地檢署每日第一內勤需處理之案件量大，且被告人數眾
多，內勤檢察官處理人犯往往忙到凌晨時段始能結束，精疲力竭後又需在隔日上
55.初步經立案審查專組主任檢察官篩選後，認為應由財稅專組檢察事務官辦理者，始批示分案由財稅組檢察事務官處
理，並會簽檢察事務官組之督導主任檢察官評估可折抵件數，供計算每位專組檢察事務官承辦件數，均在可控管之
內，避免負荷不均，導致案件品質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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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後即忙於「速偵」案件之處理，體力、精神耗費頗鉅。另第二內勤檢察官既需
審核司法警察機關每日龐大之請求公文，又要受理民眾之申告案件，因此，臺中
地檢署將「速偵」案件之書類繕寫及申告案件之受理等工作，交由全體檢察事務
官輪值處理，為全體檢察官分擔此一極重之工作。
三、綜上所述，臺中地檢署不同於臺北地檢署及高雄地檢署之「集中運用」、「專組辦
案」運作模式其精神與優點如下：
(一)檢察事務官與檢察官各有所司，檢察事務官處理之案件並受各股主任檢察官具名
指導，檢察官無法將其案件移由檢察事務官代勞，因此不致造成「檢察官過度依
賴檢察事務官而產生辦案智能弱化」之現象。而各專組檢察事務官平日透過交查
（辦）、專案及內勤輪值等案件與各股檢察官作進一步互動，共同辦案，如此分
工又合作之運作模式，深得全體檢察官及檢察事務官之肯定。
(二)檢察官與檢察事務官之案件範圍區隔後，檢察事務官處理之案件雖較單純，然件
數多，佔臺中地檢署年度新收偵查案件四成以上，例行性事務組檢察事務官每股
每月約收案90餘件，再加上交查、交辦及內勤案件，已明顯減輕檢察官每月之工
作負荷，檢察官將有較多之時間專心偵辦複雜案件。
(三)檢察事務官在各股主任檢察官指導及充分信任下全案處理輪分之案件，主動調查
證據、依法認定事實、適用法律，而非被動受檢察官指示處理案件之部分工作
（甚至在檢察官告知心證下僅單純製作書類），可發揮個人辦案風格並得到工作
上之成就感。
(四)檢察事務官依專業性質，有「專案組」、「補審求償組」、「財稅組」等不同專
業之分工，且在「專業組」及情資暨卷證分析小組」之運作下，得以發揮其專業
能力，而實現其成為一位專業檢察事務官之理想。
(五)各專組之案件採輪分制，專案與內勤案件亦各有支援輪序，因此，對各專組檢察
事務官之間可建立勞逸平均之公平。另「公訴組」與「核退組」均已建立6 個月
之職期輪調制度，同仁均有機會選擇到不同專組去磨練，長期觀之，可消除各專
組間之差異性。而「財稅組」、「補審求償組」雖有專業性考量未能納入職期輪
調制，為降低其特殊性，每股每月再兼辦四分之一之例行性案件，是各組同仁間
能相互了解、體諒，融為一體。
(參)、創新作為
臺中地檢署為使檢察事務官未來能夠持續強化專業之偵查能力，提昇協助檢察官辦案
之效能，建構成為高效率之精銳工作團隊，因而在各項教育訓練、任務分工、編組等方
面，持續不斷研議精進之改良方法，實施以來，已有深受各界肯定之卓越表現與工作成
果，茲將各項改良創新作法報告如下：
一、為達到「功能多樣化，專業再提昇」目的之行政作為
(一)編纂學習檢察事務官在臺中地檢署實習之課程大綱及設計雙指導方式：
臺中地檢署於95年7月28日奉法務部來函：「安排學習檢察事務官前往轄區調查
站或警察機關實務學習」之指示後，為使辦理實務學習之司法警察機關有明確之指導
準則，使學習檢察事務官得以具體有效獲得辦案所需之知識、經驗與技巧，且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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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匆促參與訓練工作，各項工作準備不及以致降低學習效果，乃針對學習檢察事務官
於刑事訴訟程序進行中所應瞭解之法定職掌事務，及所需吸取實務單位原具備之動態
蒐證、通訊監察、拘提、逮捕、重大刑案執行等豐富經驗，編寫『學習檢察事務官赴
司法警察機關實務學習計劃』乙份《詳附表二》，使理論與實務能相互結合，指導機
關於指導過程之傳授內容不會掛一漏萬，積極提昇學習之成果，而此一創新作法，不
僅更有助於臺中地檢署與實務單位之良性互動、激化指導者與被指導者間相互學習，
且於學習檢察事務官結訓座談會中，得到全體學習檢察事務官一致之肯定。爾後，臺
中地檢署鑑於以往指導學習檢察事務官之各指導檢察官，往往憑個人之主觀認知來傳
授其工作經驗，難免發生倚重倚輕之情形，有檢察官偏重在書類繕寫要領之指導、有
檢察官則著重在刑案偵查經驗之傳授，以致每位學習檢察事務官所學內容與效果差異
甚大，容有使學習檢察事務官在結訓後尚未能具備發揮協助檢察官偵辦案件之專業能
力。因此，臺中地檢署乃更進一步規劃『學習檢察事務官實習課程大綱』乙份《詳附
表三》，試圖使臺中地檢署擔任指導工作之檢察官有共同之指導綱要，暸解在指導過
程中最基本必需講授、指導之項目，其他項目則可自行選擇發揮、講授，而學習檢察
事務官亦能掌握到其在實務過程中最基本應學習到之重點為何，期使每位學習檢察事
務官結訓後具備足以從事實務工作之偵查能力。
另外，有感於學習檢察事務官初至臺中地檢署學習時，既要適應新的環境且要面
對陌生、複雜之案件及檢察官之指導、學習評量等等，內心承受極大之壓力，以致影
響學習效果，因此，臺中地檢署乃設計「雙指導」方式，即在臺中地檢署學習期間，
使每位學習檢察事務官除有一位指導檢察官外，另安排一位資深檢察事務官為輔導
員，舉凡有關機關文化、行政規定、運作方式、與檢察官互動要領、偵查技巧等，乃
至相關書類資料之提供、法律見解之探討、生活問題等，均給予協助解決，使每位學
習檢察事務官能得到最多的關懷及充分之照顧，進而提升學習之效果。
(二)彙編臺中地檢署新進檢察事務官之工作手冊：
有鑑於新到任及結訓新分發之檢察事務官到職後，因對臺中地檢署各項工作狀
況、運作方式及相關規定均不熟悉，往往需耗費至少半年以上之時間來探詢、摸索、
嘗試，造成承辦之案件多有延誤，無法妥速有效來進行處理，相對地降低全署整體工
作效率。因此臺中地檢署特別將目前之人事狀況、廳舍環境、運作方式、工作要求、
各項行政規定及單位願景等資料，彙編成『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新進檢察事務官
工作手冊』乙份《詳表四》，於新進人員報到時，即由專人逐條、逐項詳細說明，使
其瞭解，並提供人手一冊，得以隨時查閱、援引，俾利迅速進入狀況，積極提昇工作
效率。
(三)成立「財稅組」：
臺中地檢署著眼於目前國內逃漏稅等金融、經濟犯罪嚴重，不僅金額龐大，動輒
上億元，且手法專業化、組織集團化，而多數檢察官對具有專業性之金融、經濟犯罪
手法及偵查技巧難以普遍熟悉，以致常有不知如何著手偵辦之困擾。因此，臺中地檢
署乃自95年9月起訂定『對臺灣省中區國稅局等移送稅捐案件處理流程』乙份，將此
類案件交由具有財經專長背景之檢察事務官先行偵查，如審查卷證後認罪證充足，即
簽由重大刑案組檢察官輪分辦理，並自95年11月13日起，將具有財經專才之檢察事務
官四人集合成立「財稅組」，專責偵辦中區國稅局、法務部調查局等單位移送之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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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稽徵法等案件，及其他由檢察官交查（辦）之經濟、金融犯罪案件，承辦之檢察
事務官認有需要可聯絡中區國稅局等專業單位派遣人員配合偵辦，除有效提升該類型
案件之辦案品質外，並使財經檢察事務官得以發揮所長，獲得工作上之成就感。
二、為提昇戰鬥能力之任務編組更新
(一)草創時期：
以往檢察官偵查犯罪，常因調查站或警察機關分屬不同單位，各有專責之業務及
勤務需推展，以致常無法即時配合檢察官之偵查行動，造成案件偵辦的腳步受到影
響，檢察官陷入無兵可用之窘境，若能計畫性的培養檢察事務官獨立偵查犯罪之知
能，成立檢察署自主之犯罪打擊部隊，當可有效解決上揭之困境，同時對其他偵查機
關亦可產生良性互動壓力，以精進其犯罪偵查之意願與技能。
(二)重大案件卷證分析小組時期：
臺中地檢署為強化黑金組檢察官辦案功能，提升檢察事務官動態偵查犯罪能力，
自95年1月1日起由集中運用之檢察事務官中，抽調偵查實務組、電子資訊組、營繕工
程組、財經實務組等4類組專長檢察事務官各1人，共計4人，集中辦公並停分一般案
件，由黑金組主任檢察官統籌指揮調度，專責協助黑金組檢察官偵辦案情複雜或社會
矚目之重大案件，並與河川局、健保局、國稅局、行政執行署等單位進行雙向交流溝
通，建立對應窗口，主動發掘新案源，將檢察事務官的角色由靜態的協助檢察官處理
署內簡易案件，轉換為動態的參與檢察官繁複案件之偵辦，藉以訓練檢察事務官參與
第一線偵查犯罪之能力，形同署內自主之「調查員」或「偵查員」，集各類專長檢察
事務官於一體，群策群力，以充分發揮協助檢察官偵辦重大案件之功能。
(三)專案組時期：
嗣因署內其他偵查組檢察官亦有迫切需求，再於95年4月7日將上開專責檢察事
務官擴編為7人（新增偵查實務組1人、財經實務組2人），同時添購攝影機、數位相
機、望遠鏡、具無線電功能之行動電話、無線耳機、錄音機、掃描器、彩色雷射印表
機、攜帶式DVD燒錄機、DVD錄影機等高科技偵蒐器材，以強化硬體設備，並改隸
襄閱主任檢察官統籌管理運用，負責支援全署檢察官之重大案件偵查，案件需先經簽
准後，始由專責檢察事務官依各類專長協助偵查，並採限量分案制度，每一名檢察事
務官同時接辦之案件，以不超過3案為原則，以避免因案件量負荷過重，降低偵查品
質，俟一件舊案結案後，再遞補另一件新案；依案件性質，由專責檢察事務官對案件
自行進行通訊監察、行動蒐證（跟監）、搜索扣押、詢問被告、卷證整理等工作或協
同其他警、調、海巡、憲兵機關人員共同合作；並不定期檢討案件進行情形，建立案
件退場機制，對於無發展價值之案件予以退場，再遞補新案；同時協調海巡署派遣長
駐人力一名，協助專責檢察事務官通訊監察書之投單、通訊監察光碟或錄音帶之收取
及通訊監察譯文之製作等一般性工作，以減輕檢察事務官之工作負擔。由於實施成效
良好，再於95年8月23日擴編為二組共10人（每組各5人），並正式命名為「專案組」
檢察事務官，由二位警察大學刑事系畢業具偵查實務背景之檢察事務官分別擔任小組
長，均配置財經實務組檢察事務官各2人及各類專長檢察事務官數人，另協調台中憲
兵隊派遣長駐人力3人，協助通訊監察工作及譯文之製作；95年11月13日「專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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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事務官再擴編為12人（每組各6人）迄今。
(四)重要績效：
「專案組」自成立以來，已先後協助檢察官偵辦多起社會矚目之重大案件，如金
管會委員林○正貪瀆案、前台中地院法官轉任之律師朱○宏司法詐欺案、台中監獄管理
員涂○隆與替代役男貪瀆案、成功嶺洗衣部招標弊案、台糖公司工業區開發弊案、同
步大規模掃蕩轄內地下錢莊案及多家股票上市（櫃）公司內線交易案、台中縣農業局
技士張○峰圖利案、偽日籍醫學博士朱○俊等人詐騙癌末病患案、賴○淨等人虛開發票
總額6 億餘元逃漏稅案等，成效斐然，其中有數案更是完全由「專案組」檢察事務官
獨立完成蒐證工作。在案件的偵辦過程中，不僅培養各類組檢察事務官分工合作之精
神與團隊互助之默契，更由實戰經驗中進行技巧的磨練與經驗的傳承，對於臺中地檢
署自主「戰鬥力」之提升有極為重大之助益。
(肆)、未來強化檢察事務官功能及提升戰力之具體建議：
一、迫切需要比照第一期檢察事務官之遴選方式，進用具有刑事辦案經驗之調查、警察人
員及律師，以建構精實之辦案團隊，說明如下：
(一)臺灣透明組織於95年底所公布之2006年全球貪腐印象指數，臺灣在全球163個納入
評比之國家中，排名第34，與2005年相比，名次下降2名，雖從世界各國比較之
觀點而言，臺灣尚屬中度廉潔的國家，然與新加坡、香港、日本等亞洲國家成績
相比，我國尚有努力之空間，且國人亦殷切期盼司法單位能全力偵辦重大黑金案
件，以打擊貪腐、澄清吏治、扭轉國際形象，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
(二)自89年6月1日遴選第一期檢察事務官至95年11月13日第七期檢察事務官分發迄
今，約有四佰多名檢察事務官在各地檢察署服務，至今已成為各檢察機關重要之
偵查輔助人力，然因個人價值、社會歷練、養成教育不同等因素，雖經法務部及
各地檢察署多年之訓練（包括在調查局舉辦之動態蒐證訓練），成效仍然有限，
除部份來自調查及警察機關之檢察事務官外，多數檢察事務官尚難具備重大案件
之規劃及執行能力。
(三)經遴選之第一期檢察事務官大多來自其他行政機關，尤其有多位是調查及警察單
位之中階幹部與律師出身，具有豐富之辦案及行政經驗，目前在多數檢察機關
中，均扮演偵查上之重要角色，如台北地檢署、台南地檢署及臺中地檢署等均
是，因此，在目前有辦案能力者幾乎均為遴選之第一期檢察事務官，而訓練考試
及格之檢察事務官成為辦案高手又非一蹴可幾之情形下，適時的比照第一期檢察
事務官之遴選方式，再進用具有實務經驗之調查、警察人員與律師，使各地檢署
更能儘速建立一支有效率、形象佳且具備作戰能力之精實團隊來回應人民之殷切
期待，即成為目前之迫切需要。
二、為提升士氣及符合職務與職等相符之原則，實任檢察事務官中應有三分之一比例者經
審查通過後編列簡任職等，說明如下：
(一)檢察事務官係定位為偵查輔助人力，雖與書記官均屬協助檢察官之角色，但就工
作性質、繁簡難易程度、責任輕重上，均較書記官職務重要且業務層級亦較高，
因此位階相對亦應提高。檢察事務官職務之職等，依法院組織法規定為薦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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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職等至第九職等，而書記官職務之職等，經法院組織法94年6月15日修正公布
後，一等書記官職等已大幅提升至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二等書記官亦有薦
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相較於檢察事務官之業務、職責重要性，顯有層級錯
置、輕重失衡之情形，且無法提升檢察事務官之工作士氣，亦是造成科室互動不
佳之原因。
(二)檢察事務官能承檢察官之指示單獨處理複雜之偵查案件且具有法律、財經稅務、
營繕工程、電腦資訊等多方面專才，與書記官僅負責紀錄、整卷等較單純之一般
行政工作內容不同，其職責輕重、業務繁雜及機關內部層次上，均較書記官為繁
雜、重要，且檢察事務官在偵查工作上與檢察官具有相近之業務屬性，其層級應
相對書記官提高。此外，檢察事務官亦能襄助長官處理職責稍艱鉅之機關業務、
辦理技術或各專業方面綜合性最繁重事項之計劃、研究或審查業務、辦理其他職
責程度相當之業務，其對本機關施政計劃，業務方針之發展、革新，就職務上所
作決定或建議，有約束力或影響力。因此，建議除將來派任之「主任檢察事務
官」一職為簡任外，實任之檢察事務官應有三分之一之比例經法務部審查通過後
編列「簡任」職等，使其職務與職等相符，達到激勵工作士氣及鼓勵更多優秀人
才投入司法工作行列之目的。
三、建請提高書記官之員額配置標準，補充紀錄人力。建議說明如下：
(一)臺中地檢署轄區為中部都會區，治安狀況不佳，案件量大且複雜，新興犯罪層出
不窮。以案件之成長數觀之，92年度總受理案件有156134件，93年度總受理案件
有157420件，94年度總受理收案件有171800件， 95年度總受理收案件有187098
件，近幾年之總受理案件平均以9%之比例成長，書記官之工作量相對增加許
多，而此尚不包括複雜性較高且約佔當年度終結案件11%之緩起訴案件。而臺中
地檢署95年度之平均每一檢察官每月辦結案件折計件數為134.64件，稍低於板橋
地檢署及高雄地檢署，居各地檢署之第三名，顯見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工作負荷之
重，書記官之工作亦相對吃重，然95年度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與書記官之員額配置
為1：1.16，於全國各地檢署中位居第14，書記官之配置顯有偏低情形。
(二)95年度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與書記官之員額配置已如前述為1：1.16，即1位檢察官
即配置1.16名之書記官，而臺中地檢署目前有110位檢察官，117名書記官，書記
官人數距預算員額之126名尚缺9名，又臺中地檢署書記官之退離職率僅次於板橋
地檢署，佔全國地檢署第二名，書記官人數嚴重不足，以致於目前臺中地檢署執
行科書記官亦肩負偵查案件之開庭記錄工作，對執行科書記官相對不公平。
(三)書記官之配置係參酌地區治安特性、檢察官人數等因素訂定，然自「檢察事務
官」一職設置以來，檢察事務官亦職司調查犯罪之任務（臺中地檢署例行性組
檢察事務官即負責全年偵查案件40.66% ），與檢察官同需開庭調查，而依刑事
訴訟法第43條及第43條之1 規定：「…犯罪嫌疑人詢問筆錄之製作，應由行詢問
以外之人為之…」，是檢察事務官開庭調查時不得同時擔任記錄工作，如調度其
他檢察事務官協助記錄，則不僅影響該支援之檢察事務官本身工作之進行，同時
亦感大材小用、成本過高。加以書記官配置檢察官辦案，專責處理偵訊、勘驗等
記錄工作，具有專屬性，不適合將一名書記官同時配屬多位檢察官，更不宜同時
配置檢察官與檢察事務官。是以，建請提高書記官之員額配置標準，增加記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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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除檢察官每人配置一名之書記官外，檢察事務官室亦應配置一定比例之記錄
人力，以利案件順遂之進行並避免書記官同時處理檢察官與檢察事務官二方工作
而產生之排擠現象。
四、臺中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專用之詢問室嚴重不足，亟待增設解決。建議說明如下：
(一)臺中地檢署目前設有詢問室4 間，專供檢察事務官開庭調查時使用，此4間詢問室
每日上、下午共有8間次，一週僅有40間次，而臺中地檢署目前檢察事務官計有
47人（未含調二審辦事5 人），除專案組外，尚有35人仍持續辦理例行性案件，
每週每人至少需開庭2 個半日（即詢問室2 間次），如此即需詢問室70間次，因
此，臺中地檢署目前之詢問室已嚴重不足，此尚不包括專案組發動搜索行動後之
偵訊需求。
(二)在目前詢問室嚴重不足之情形下，臺中地檢署雖調度檢察官之偵查庭來處理，然
此一情形，除與法務部之規定不符並造成民眾對於檢察事務官身分之混淆外，亦
同時排擠到檢察官開庭之安排，而最後勢必衝擊到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案件之進
行效率，民眾權益亦間接受到影響。
(伍)、小結
在法務部於94年8 月25日以法令字第0940803399號函通令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將檢察事
務官運作改採「集中運用」之原則後，臺中地檢署即針對如何實現檢察事務官輔助檢察官
辦案之設置目的、發揮檢察事務官之專業能力並使每位檢察事務官得到工作成就感而規
劃，執行以來，不僅每位檢察官能摒除其「配股」之成見，進而認同「集中運用」之運
作，每位檢察事務官亦能找到自己之工作定位，肯定自我，而成為繁忙卻快樂之一群工作
夥伴。然臺中地檢署轄區狀況複雜，重大案件不斷發生，亟需每位檢察官及檢察事務官通
力合作，共同打擊不法，未來臺中地檢署將更朝使每位同仁發揮工作效能、共組精實之辦
案團隊來努力。

柒、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立案
審查業務與檢察事務官連結
若欲明瞭台中地檢署立案審查機制，如何與檢察事務官功能相連結，首先必須瞭解立
案審查制度，在台中地檢署所呈現功能所在，而欲說明其功能者，可區分為對外與署內兩
面向說明，茲分列敘述如下：
(壹)、對外方面
一、窗口功能：以往檢察官於收案後之偵查動作，如有個案指揮移案之司法警察單位繼續
蒐證追查或補足事證時，檢察官對於個案需求程度與方向，因人而異，致司法警察承
辦人員對於同類型案件，應蒐證事證程度，乃以最低標準為認知，認為俟檢察官指示
再辦理，檢察官因每月案件負荷壓力，急於結案，甚少核發指揮書指揮移案單位，導
致司法警察機關對於移送案件門檻，每因專案或績效要求下，每況愈下，檢察官對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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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警察機關刑案偵辦信心，隨之動搖，惡性循環結果，檢警間關係，愈趨鬆散，惟地
檢署確立「立案審查制度」，對於同類型刑事案件，收案或核退之門檻，已具體明
確，無形中提昇司法警察機關對於移送案件時之蒐證要求，如有核退案件或即將移送
案件之際，立案審查專責檢察官成為司法警察單位之諮詢主要對象，甚至案件是否通
過審查或由哪位檢察官偵查等，幾乎以立案審查專責檢察官為對口，以往司法警察單
位不敢或不知如何與地檢署聯繫狀況，隨之改觀，而立案審查專責檢察官於推動立案
審查業務之同時，亦有自嘲成為地檢署與司法警察機關的單一窗口。
二、聯繫協調功能：以往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單位聯繫，均視個案與檢察官偵辦作為而定，
然立案審查制度實施後，立案審查專責檢察官就審查個案，不僅主動與司法警察各單
位聯繫，以便立即補足或補正移送個案資料，甚定期親至各司法警察單位座談，當面
解決法律或蒐證上疑義，並積極說明各類型案件之立案審查門檻標準，且立案審查過
程，如發現某單位移送案件，被核退件數明顯較其他單位為高，即評估核退原因與事
由，主動出擊，先至該單位座談說明，提出改善建議，此已形成台中地檢署立案審查
機制之特色，雖然此作為會造成立案審查專責檢察官負擔，但均甘之如飴，因立案審
查機制不能僅對移送案件為審查核退而已，更應積極使司法警察單位於移送案件前，
可自覺應符合通過立案審查門檻標準，為自我要求。
三、在職訓練功能：以往司法警察機關承辦刑事案件新進人員，係以師徒經驗傳承方式，
為傳授刑事偵辦流程與蒐證，但如果流程已有誤解或誤用，或蒐證標準已提昇者，新
進承辦人員，唯有藉嘗試錯誤，陸續修正，不僅造成承辦人員挫折感，對於案件蒐
證，極可能造成錯失良機之憾，而司法警察機關內部所舉辦在職訓練，復流於形式，
使地檢署立案審查制度實施後，無形中隱然成為司法警察單位人員，辦理刑事案件之
個案指導與訓練，而司法警察單位之上級長官或有心者，如彙整各單位核退事由，加
以分析，即可獲知各單位辦案上蒐證之缺失，甚對各單位轄區之刑事治安狀況，亦可
大致明瞭，也可藉此，作為舉辦在職訓練之重要課題範圍，惟立案審查制度，無論就
通案或刑案個案，充分發揮對司法警察在職教育功能，已無可置疑。
(貳)、署內方面
一、篩選過濾功能：立案審查機制，基本設計乃在將尚未蒐證齊全之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
件，暫時擋在地檢署分案之外，而移送案件是否蒐證完備，自不能任立案審查專責檢
察官恣意主觀認定，是台中地檢署遂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辦理核退案
件審查標準」訂定，以供專責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遵循，惟社會變遷快速，案件類
型日趨變化，故賦予立案審查專責檢察官核退事項彈性空間，此空間範圍，又為專責
主任檢察官必須協調溝通取得最大公約數，供專責檢察官執行；就核退案件言，僅係
將原本應由司法警察機關辦理完成事項，依核退指揮書指示命令原移案單位予以補足
齊全，回歸偵查權責歸屬而已，絕非地檢署故意刁難或拒收案件，此審核退案權力，
已彰顯立案審查制度之篩選功能，間接有導正司法警察機關於偵辦刑案過程，確實遵
照刑事訴訟法規定，保障人權與訴追犯罪之宗旨。
二、案件分流功能：以往地檢署新收案件，首先進入資料科（或分案室）分案流程，惟分
案人員屬書記官層級，然案件性質究竟應分何種案號，如無偵查辦案經驗，時常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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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置，致檢察官收案後，必須簽請檢察長核可改分案號，往返之間，耗時費力，故臺
中地檢署於江檢察長惠民領導期間，乃將立案審查機制流程，設計於分案之前，即將
立案審查專組審核新收移送案件之時點，前置在分案之前，而非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
件（如具狀告訴、告發、檢舉、行政機關函送案件），亦比照並由主任檢察官辦理，
無形中資料科分案人員精神壓力降低，案件分案之妥適性，大幅提高，分案後發生糾
紛情況，較之以往為少，致資料科行政人員可減縮或抽調支援其他科室，詳究分析，
主任檢察官或檢察官對於案件應屬於例行事務案件、專組偵辦案件、案件內容情節
等，應分何專組或何種案號，較為妥適，自較書記官熟捻，案件自立案審查專組審核
批示，爭議減少，減少無謂內耗，案件各歸其所，檢察官自可全力以赴。
三、緩衝功能：司法警察機關每月移送地檢署刑事案件不一，如有專案掃蕩或春安等重要
節日重點查緝期間，因有單位績效評比，移送案件必定暴漲，地檢署立案審查機制之
審查壓力，相對增加，惟地檢署案件來源，司法警察機關移送部分，雖為大宗，然非
唯一，如檢察官自動檢舉或指揮偵辦等是，如司法警察機關移送地檢署後，經分案逕
入檢察官偵查流程時，無形中有排擠檢察官偵查上開自動檢舉或指揮偵辦等時程，而
立案審查機制，發揮篩選過濾功能同時，即有緩衝檢察官壓力之作用，甚至立案審查
標準，適度提高審核標準門檻，對於爭取檢察官辦案時間與空間，及對於新進候補檢
察官辦案精進，亦有相當助益。
四、溝通平台功能：案件類型或犯罪手法，日益變化，原有審查基準，勢必有掛萬漏一或
掛一漏萬之憾，如何充分掌握各案件類型之應蒐證事項，使偵查作為精緻化，專責檢
察官間，除必須充分溝通協調，形成共識外，亦必須與其他偵查檢察官間，保持密切
聯繫，獲取新審核基準，以避免立案審查專責檢察官思維陷於象牙塔內之迷思，故立
案審查專組，遂成為地檢署辦案意見之交流與彙整平台，而地檢署內各專組主任檢察
官與檢察官，乃經由立案審查專組溝通平台，同仁間，榮辱與共，業務關係，日益密
切頻繁。
(參)、與檢察事務官功能連結
檢察事務官依法院組織法第66條之3規定「檢察事務官受檢察官之指揮，處理下列事
務：一、實施搜索、扣押、勘驗或執行拘提。二、詢問告訴人、告發人、被告、證人或
56
鑑定人。三、襄助檢察官執行其他第六十條 所定之職權。檢察事務官處理前項前二款事
57
務，視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第一項 之司法警察官。」再者，依法務部對於各檢察
署所制訂運用檢察事務官以「集中管理」與「統一運用」為原則，從而，台中地檢署定期
58
輪替加入立案審查專組內，參與「核交案」處理，而核交案件範圍 ，大部分係以原本應
核退予移案之司法警察機關，但礙於大部分僅等待鑑定結果函覆或僅缺少部分資料而可迅
速補正者，故如由檢察事務官處理，既可降低司法警察承辦人員之負擔，亦可達到縮短核
56.法院組織法第60條規定（檢察官之職權）「檢察官之職權如左：一、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實行公訴、協助自訴、擔
當自訴及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二、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
57.刑事訴訟法第230條第1項規定「下列各員為司法警察官，應受檢察官之指揮，偵查犯罪：一、警察官長。二、憲兵
隊官長、士官。三、依法令關於特定事項，得行司法警察官之職權者。前項司法警察官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
查，並將調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前條之司法警察官。實施前項調查有必要時，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勘
察。」
58.依台中地檢署核交案件之範圍，有檢察官辦案進行單可資參考。「參附錄1第170頁起至174頁止」。

第二篇-1.indd 119

2010/12/10 下午 03:54:46

120

98年度法務研究選輯

退案件回覆補足期間，明顯案件如施用毒品案件、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或過失傷害
案件，上開案件僅待尿液檢驗結果或毒品鑑定結果、槍砲彈藥或刀械鑑定結果或缺車禍之
肇事現場圖、照片等單純補正資料，而檢察事務官處理類此案件，即可預計鑑定結果可能
時間或直接與資料可能所在單位，定期與移案單位承辦人或直接與資料所在單位聯繫，取
得補足或補足資料，此時立案審查專組對外之「窗口功能」、「聯繫協調功能」無形中因
檢察事務官加入而強化。
另者，江檢察長惠民鑑於國稅機關所移送之稅捐稽徵法等案件，所檢附財稅資料，往
往檢察官難以彙整解讀，導致案件偵查終結，曠日費時，遂指示由立案審查專組分流功
能，集中是類由檢察官財稅專組負責偵辦，並藉由有「財稅」專長之檢察事務官相對成立
「財稅組」，已如前述，先期由立案審查機制分案後，交檢察事務官「財稅組」以卷證分
59
析角度處理，如有必須與國稅移案單位索取資料或詢問事項者，則以檢察官進行單方式
，直接授權檢察事務官辦理，直至案件事證蒐證成熟，始改分為偵案，由「財稅專組」檢
察官繼續辦理偵查程序及結案動作，此類案件，台中地檢署立案審查制度之對外「窗口功
能」、「聯繫協調功能」與署內「篩選過濾功能」、「案件分流功能」、「緩衝功能」，
因檢察事務官投入而增色不少。
再者，臺中地檢署檢察事務官「例行事務組」，係以處理簡單刑事案件為主，已如上
述，依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五年度研究發展報告以「檢察事務官制度及運用之研
60
究-妨礙檢察事務官辦案因素之探討」 為題，所做研究顯示，台中地檢署內之檢察事務
官「雖然任務種類多且繁忙，但困擾較少，應屬較快樂之檢察事務官」，尤其是「書類之
用語須應付不同檢察官」、「檢察官給與辦案時間太短」、「常有案件不知如何進行之困
擾」部分，台中地檢署之檢察事務官滿意度高之表現，就「檢察事務官執行搜索」及「檢
61
察事務官執行通訊監察」部分，亦有不凡表現 ，評析其原因，除於設計規劃過程，詳細
慎密外，檢察事務官努力以赴，整體職前訓練過程之計畫，署內主任檢察官、檢察官與署
62
外司法警察實務界專家共同參與講座 ，亦功不可沒，而筆者有幸參與講授例行事務案件
63
之處理，為此特別撰寫「例行事務案件之掌握」 講義，並隨時依江檢察長惠民召集每星
期一之主任檢察官會議內決議或裁示，予以增修，提供檢察事務官同仁辦案時之參考，無
形中經立案審查專組為案件「分流」後之例行事務案件，輪由檢察事務官例行事務組處
理，益形加強「緩衝功能」，分擔檢察官部分案件，蓄積檢察官辦理社會重大案件之爆發
能量，而檢察事務官也因辦理例行事務案件，累積辦案經驗，始能陸續在配合檢察官指揮
偵辦案件中，展現辦案專業，而日益受檢察官倚重，台中地檢署以「建造羅馬城」方式，
規劃培養訓練檢察事務官所致，而台中地檢署之檢察事務官亦不負眾望，已成為台中地檢
署辦案團隊不可或缺之成員。
59.檢察官辦案進行單部分，如附件，為筆者設計規劃。必須說明的是，每件國稅機關函送案件，鎖定嫌疑人的人數、必
須再調閱稅籍資料或會計分析計算程度，均不相同，故案件經立案審查專組主任檢察官分流確認為國稅案件，即送檢
察事務官組主任檢察官核算可以折抵件數，再送資料科分案後，有財稅專長之專組承辦檢察事務官收案進行，使財稅
專組檢察事務官同仁案件負擔平均，且無形中使臺中地檢署透過檢察事務官與國稅機關業務關係，益形密切，即機關
間平行連繫部分，已較往常不同，拓展檢察官日後辦案可運用資源，奠定基礎。
60.請參閱林檢察官李嘉所撰寫上開研究報告第六章問卷調查第16頁起至第46頁內容。
61.上開研究報告第47頁。
62.參附錄1—第166頁起至168頁止。
63.參附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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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功能展現
立案審查專組所配署兩位檢察事務官，承辦專責檢察官審查分流所分「核交案件」，
期間承辦處理案件數如下表：
6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事務官核交案統計表
年月
9405
9406
9407
9408
9409
9410
9411
9412
小計
件數
核
交
15
64
23
51
118
146
179
87
683
立
案 1767
1741
1684
1303
1296
1381
1625
1154
11951
比率 %
0.85
3.68
1.37
3.91
9.10
10.57
11.02
7.54
5.72
備註：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江檢察長惠民領導期間，再度整合歸化立案審查專組係自
94年5月1日正式啟動運作，故統計資料亦自斯時統計。由統計表數據與百分比，雖
然案件數較之下開檢察事務官所承擔全署偵他案，但承辦核交案件之專組檢察事務
官，重點擺在如何與移案司法警察單位承辦人或與資料所在機關間聯繫方面，故上
開數據，尚不足以彰顯立案審查專組之核交組檢察事務官所扮演角色功能。
年月

9501 9502 9503 9504 9505 9506 9507 9508 9509 9510 9511 9512 合 計
件數
核
交 160 236 221 64
88 128 131 168 119 148 138 181 1782
立
案 1294 1477 1734 1293 1314 1560 1526 1896 1836 1487 1652 1621 18690
比 率 % 12.36 15.98 12.75 4.95 6.70 8.21 8.58 8.86 6.48 9.95 8.35 11.17 9.53
備註：原本核交案件本質，屬核退案性質，借重檢察事務官具有司法警察官屬性，而設計
規劃發揮檢察事務官聯繫功能角色。
年月
9601
件數
核
交 186
立
案 1757
比率% 10.59

9602 9603 9604 9605 9606 9607 9608 9609 9610 9611 9612 合 計
138 190 173 209 137 165 93 198 234 253 100 2076
1621 1860 1634 1888 1638 1750 1976 1817 2131 1844 1502 21418
8.51 10.22 10.59 11.07 8.36 9.43 4.71 10.9 10.98 13.72 6.66 9.69

上開所統計核交件數，而核交案件，依案件屬性，原本應歸類於核退案件，應案件性
質關係，較為單純，設計規劃時，立案審查專組將之改列為檢察事務官辦理之核交案，以
收聯繫、緩衝等功能之效。且上開件數之數據顯示，不足以顯示核交案件承辦檢察事務官
之辛勞，因此部分檢察事務官所耗費在聯繫方面之時間頗多，故其「窗口功能」亦彰顯在
此。
臺中地檢署例行事務組之檢察事務官，所負擔全署偵、他案件數與所佔比率，列表如
下：

64.以上統計數據，初期除由專責檢察官每月提供外，至分案系統法務部建置完成起，直接由台中地檢署統計室姚書記官
雅清協助統計提供，在此併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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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辦理偵他案統計表

年月
9409
9410
9411
9412
小計
件數
檢事官
957
768
1053
1257
4035
全署
4339
3637
3566
3675
15217
百分比%
22.06
21.12
29.53
34.20
26.52
備註：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規劃檢察事務官辦理「例行事務」案件，係自94年9月1日
起實施，故統計數據亦自94年9月為始點。
年月

9501 9502 9503 9504 9505
件數
檢 事 官 1534 1488 2121 1520 1442
全
署 4350 3757 4999 4322 4820
百分比% 35.26 39.61 42.43 35.17 29.92
年月

9601 9602 9603
件數
檢事官 2224 1229 2290
全署
6138 3173 5369
百分比% 36.23 38.73 42.65

9506 9507 9508 9509 9510 9511 9512 總計
1322 1587 1946 1229 1534 1430 1371 18524
4611 4348 4999 4464 4425 4473 3427 52995
28.67 36.50 38.93 27.53 34.67 31.97 40.01 34.95

9604 9605 9606 9607 9608 9609 9610 9611 9612 總計
1641 2065 1650 1996 1827 1752 1642 1595 1080 20991
4125 5024 4077 4660 3947 5038 4998 4753 3268 54570
39.78 41.10 40.47 42.83 46.29 34.78 32.85 33.56 33.05 38.47

依上開數據顯示，台中地檢署檢察事務官最少已承擔將近百分之四十之偵他案件，雖
屬簡易、較單純案件，惟檢察官因檢察事務官加入，所能節約辦案時間及案件數，全力偵
辦社會矚目等案件，卓實有不可忽略之貢獻，再追本溯源，若無立案審查專組篩選過濾與
分流功能，則何謂「例行事務案件」？若委諸地檢署資料科之分案人員決定，可能因檢察
官個別見解而異，其內耗糾紛，必然難免。再者，臺中地檢署之檢察事務官所呈現戰力與
戰果，已如前述，然後勤支援中心之立案審查專組，其組織功能之彰顯，間接影響到臺中
地檢署之檢察事務官士氣、戰力培養、戰鬥力之展現，筆者認為檢察官追訴犯罪，絕非檢
察官個人秀，而是團體作戰，作戰不是僅有作戰部隊就可完成，尚須領導、計畫、指揮、
執行、後勤、考核等等縱向與橫向密切聯繫整備完成，方能竟其功，筆者雖於96年8月29
日離職，但深切盼望，台中地檢署所有同仁，能在現有基礎上，繼續創新，展現台中地檢
署特色。

玖、結論
刑事訴訟法第231條之1於86年12月19日增訂，觀其立法理由謂「賦予檢察官得限期命
警察再行調查或移回自行偵察之立案審查權」，確立立案審查制度建立之依據，88年7月
65.統計數據資料，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室，姚書記官雅清協助提供，在此謹致謝忱。而此數據，由於94及95
年一審刑案系統在檢事務官股別轉檔時,常有錯誤產生,因此有部分檢事務官股別是漏掉的,致檢事務官承辦件數較實際
少，換言之，台中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實際辦案件數，比現有統計數據為高，故統計表所列數據，實為台中地檢署檢察
事務官最少分案件數之估計。且以上偵案，包含毒偵、速偵等部分。就實際面而言，檢察事務官負擔之案件，必然較
上開統計數據為多，例如核交、國賠、被害人補償、後續求償事件、檢察官交辦案件等，均由檢察事務官負責，但未
列入上開統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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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於「重新定位檢、警關係，調整檢察官公訴任務與偵查任
務的分工，確立以檢察官為偵查主導者的檢警合作模式」議題部份，取得具體共識部份內
容，認為「檢察官仍為偵查主導者，但為了追訴的必要，得將任何案件先發交司法警察作
初步之調查、蒐證，司法警察有服從之義務。在此情形下，司法警察機關傳統之績效評分
辦法必須重新檢討予以改變，以促使司法警察願意認真辦理檢察官交查之案件，促成檢、
警在法庭內的團隊關係」，從而可推斷，立案審查制度之建立，一則係為檢警關係之再建
構，再者係將檢警追訴犯罪任務，共同延伸至法庭內。
筆者88年任職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適施檢察長茂林決定實施立案審查制度而首
先參與，再於94年擔任主任檢察官時，江檢察長惠民指派籌組立案查專組，建構長久立案
審查機制，從實際執行立案審查角色，至扮演制度規劃推動者，深刻體認：創業惟艱，守
成不易；又立案審查制度之設計，涉及檢警關係互動、檢察署內部對制度之肯定與支持、
院檢法庭角色連動關係，而關於立案審查制度之理論探討，文獻侷限，故研究報告撰寫，
除敘述筆者經驗與事實認知外，嘗試以組織化、體系化方式，整理本文內容並簡要說明，
以提供參考，如蒙啟發或創見，則或甚幸。
(壹)、研究發現
一、制度理論缺乏：
有關於立案審查制度之理論探討，未見學者論述，筆者認為立案審查制度，乃
檢察官對於具體個案之行使司法警察指揮權之具體化與制度化，著重關鍵，應在於
立案審查之標準，如何建立？該標準能促使司法警察於執行上，能明確、具體與可
66
行，職是，究竟該標準（即核退或退案標準）是「移送門檻」 ，抑或「起訴門檻」
67
68
，曾為文獻 所探討外，筆者認為若以「移送門檻」為標準，則立案審查制度，
幾乎無存在之必要，換若以「起訴門檻」為標準，司法警察能否有此程度或能耐？
立案審查檢察官無形中已肩負偵查檢察官對個案偵查義務，能否負荷承受？實務運
作上，似有其困難性，則立案審查標準，明顯介於「移送門檻」與「起訴門檻」之
間，應毋庸置疑。故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乃於93年3月9日頒定「台灣台中地方
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辦理核退案件審查標準」，供司法警察機關一體適用，並於審查
過程，依據具體個案情形，讓立案審查檢察官，依辦案經驗，發揮偵查創意，可於
69
核退案件審查標準內之事由，再加上標準外之核退理由 ，據以將案件發回司法警察
機關繼續辦理，此為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立案審查制度之特色。
66.所謂「移送門檻」係指檢察官偵查任務，負有完成公訴之目的，所重視者再於偵查之結果，是否足供法院行程有罪心
證，對被告論罪科刑，司法警察機關雖在認定犯罪嫌疑程度上，具有裁量權，一旦依據具體事實認定為有可能涉及某
犯罪嫌疑，據以將案件移送檢察官時，業已恪盡偵查輔助者之義務，至於證據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犯罪構成要
件是否該當、嫌疑人主觀要件是否具備等，既非司法警察專業，亦非犯罪查緝任務所關心，應由檢察官擔負偵查成敗
之責任，是以立案審查制度所設置之標準，應以司法警察偵辦案件時，認為已構成犯罪嫌疑，即可移送檢察官偵查，
為核退或退案之門檻。
67.所謂「起訴門檻」係指立案審查制度之精神，在於由檢察官控管司法警察機關偵查行為之合法性，且為貫徹檢察官
為偵查主導者，司法警察有服從義務，為共同達成追訴犯罪之目的並保障人權，核退或退案標準，應以刑事訴訟法第
251條，檢察官提起公訴之證據標準。
68.參柳昭文撰「檢察官退案審查制度實務之分析研究」、94年6月、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第18頁起至
第20頁止。
69.參本文第23頁、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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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理論導入：
誠如前言，立案審查制度之推動，尚有檢警關係互動層面，地檢署內部檢察官共
識與支持，此已非法律規定或制度設計所能顧及，筆者認為若將案件蒐證過程，以製
造商品看待，於製造過程每一環節，加以品質管理，商品不良率即可減到最低，則依
70
行政學上「全面品質管理」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簡稱TQM）理論，實務運作
上之實證經驗即與台中地檢署立案審查制度策略，不謀而合：
(一)提升服務品質：
立案審查制度實施優劣，應由法院或非當事人之第三者所界定。
(二)首長支持領導：
台中地檢署立案審查制度建立，確實是歷任檢察長的支持與領導，得以逐次
演進完善，形成具有特色之制度。
(三)妥善策略規劃：
筆者規劃立案審查制度準備及實施，共分三階段，第一階段乃藉檢察官會
71
議提報 關於立案審查制度流程與配套及實施後之願景，獲取檢察官對於制度意
見、共同核退事由之集思廣益，並表達於實施後需檢察官支持與提供改善建議之
懇求，進而形成檢察官凝聚共識，初步建立署內檢察官信心；第二階段由筆者率
領立案審查專組檢察官、檢察事務官與書記官至台中縣市警察局刑警大隊與大隊
長、各分局偵查隊長與小隊長，面對面座談，表達地檢署對立案審查制度實施決
心，就實施立案審查制度目的、預期目標與相關細節流程及核退事由標準，充分
說明，並由與會人員提問，當場溝通清楚，解答疑義，消弭疑慮；第三階段正式
實施上路，每星期定期召開立案審查專組檢察官會議，由筆者聽取專組檢察官意
見，並當場解答處理疑義，或由專組成員決議處理方案，一體適用，筆者負責協
調、紀錄（即核退事由之增修及審查過程相關注意事項，由筆者彙整，印送專組
檢察官參考）、收案件數統計分析及聯繫窗口工作，而專組檢察官輪流定期至
地檢署轄區各分局偵查隊，與司法警察同仁面對面溝通，就該分局遭核退案件事
由，說明偵辦應注意事項，同時解答疑惑，無形中消除司法警察機關同仁對立案
審查制度之排斥心理，引導其發現專組檢察官蒞臨指導，如同在職訓練效果；如
此週而復始循環進行三階段工作，形成標準化作業流程，檢警關係良性互動，司
法警察機關逐漸重視，彙整各類案件核退事由，成為偵辦刑案注意事項，辦案能
力大為提升。
(四)重視團隊合作：
台中地檢署立案審查專組成員，各有職司，缺一不可，藉全體檢察官信任與
提供意見，形成核退事由標準，據以執行立案審查，標準齊一，檢察事務官辦理
72
例行事務案件及不適宜核退之核交 案件，而例行事務案件與核交案件之篩選審
70.全面品質管理為晚近重要管理觀念與技術之一，首先由戴明（Deming）提出，認為將品質植入組織產品中，而非賣
力根除其日後之缺失，此為美國民間企業所採用，藉以提高傷敏市場佔有率、企業獲利能力、工廠生產能力及員工向
心力，更為美國聯邦政府廣泛運用在政府機關的運作及管理方面，並且設立「聯邦品質協會」（The Federal Quality
Institute）負責推動聯邦政府的全面品質管理運動，從西元1988年起，即大力推展，成為政府再造的利器之一。全面
品質管理之意義，是經由組織內全體成員參與，以科學方法，不斷地改進組織產品、服務與作業流程，以迎合顧客現
在及未來需求的理念與做法。
71.附錄1資料為筆者於檢察官會議提報資料內容。
72.核退案件係經立案審查後，認為警方就移送案件有事證不足，應予補足時，以核退案件發回司法警察機關繼續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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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亦屬專組檢察官審查範圍，如有疑問，由筆者立即判斷處理或藉專組檢察官
會議形成共識，書記官除製作書函及指揮書並保管案件卷宗外，尚包含補足期限
屆至案件之催辦，功能角色，亦不容忽視，立案審查專組之業務雖繁雜，然卻是
台中地檢署最重視團隊合作、最沒有聲音之專組，所有審查個案，雖補足完成後
之偵查案件，係由署內其他偵查檢察官偵查，但專組檢察官於立案審查過程，都
必須將案件當作自己承辦案件之態度進行審查，其壓力可想而知，但團隊榮譽深
植專組檢察官內心。
(五)強調事先預防：
誠如前述 策略規劃三階段依序循環進行，形成標準化作業流程，將未來可
能構成共同核退事由或司法警察承辦人員專業上未慮及而貿然移送，事後被退案
補行調查之狀況，藉由檢察官會議提供專組辦理或專案檢察官定期蒞臨各分局時
當面解答說明，使司法警察機關調查之刑事案件，被核退機率降低，檢警關係，
形成良好互動，消弭司法警察機關對於立案審查制度反彈與排斥，而且司法警察
機關內對移送地檢署之刑案品質，嚴格把關，其等蒐證之合法性與能力，大為提
升。
(六)機關整體承諾：
立案審查專組之成立，經檢察長下達之決心，全體檢察官凝聚共識，支持與
配合，共同體認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之品質，如無法提升，縱使法務部再增加
檢察官，檢察官也是疲於奔命，而起訴蒞庭案件，如未經精緻化偵查，與承辦司
法警察人員參與，再多檢察官也不能使起訴之被告判罪，故全體檢察官對立案審
查專組寄予厚望，專組檢察官深感責任重大，全力以赴。
(七)加強持續努力：
台中地檢署立案審查專組自94年5月1日起組成迄今，仍依前述 標準化作業流
程，持續運作，雖專組成員更迭，全體檢察官對立案審查制度之維持與必要性，
均無人懷疑或否定。
三、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94年5月1日實施前、後之情況：
(一)實施前：
司法警察機關偵辦重大案件，除須借重檢察官偵查權力（如搜索、通訊監察
或拘提等）外，較少報請檢察署指派檢察官指揮，縱使報請檢察官指揮，檢察官
實際也鮮少有時間主動參與主導，檢警間互動甚少；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機關移
送刑案蒐證品質、對於案件負荷量等屢有抱怨，導致對司法警察人員觀感不佳，
地檢署每年檢察官申請調動頻繁，檢察官申請轉任法官人數逐年增加，要求增加
檢察官名額之人力需求呼聲高漲，檢察官辦案工作環境改善程度，不敷檢察官期
待。
而核交案件，係指移送案件經立案審查後，認為發交予檢察事務官辦理較妥適，乃以核交案件發交檢察事務官辦理稱
之，台中地檢署運用方式，大部分是適用在施用毒品案件、槍砲案件，台中地檢署立案審查實施後，上開案件，如除
等待尿液或槍砲鑑定結果之外，尚有其他待補足事項，則以核退方式處理，若無則竟分毒偵案或偵案，由承辦檢察官
偵查，經檢察官反應，能否俟鑑定結果補送完畢，再行分案，另司法警察機關也反應，待補足事項已完成，但鑑定結
果尚未函覆，能否先行移送部分補足之案件，俟鑑定結果下來，再行補送，此種情形，問題癥結在於等待鑑定結果須
有時日，檢察官或司法警察機關均不願因此被以案件管制，乃設計規劃分為核交案件，由立案審查專組織檢察事務官
辦理，益足見檢察事務官加入立案審查專組，無形中有調和緩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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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後：
司法警察人員經常利用檢察官在場時，請教偵辦案件之程序與蒐證項目及法
律上疑義，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察官指揮之案件逐次遞增，檢警間良性互動密
切，檢察官對司法警察人員態度與觀感改觀；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
或經立案審查專組核退補足調查而再行移送案件之蒐證程度，鮮少微詞，每月案
件負荷量減輕，產生檢察官對台中地檢署之辦案環境，滿意度提升，每年申請調
動至其他地檢署或轉任法官大幅降低，相對增加檢察官員額之人力需求及辦案環
境不滿，已呈明顯改善。而從台中地檢署檢察官歷年（94年起至98年止）每月平
73
均新收偵案件數與終結案件平均每件所需日數之比較（請參閱下表 ），即可分
析推知：
1、年度收案遞減：
台中地檢署檢察官年度每月平均新收案件（指偵案，含毒偵案、少偵案、少連偵
案、速偵案等），呈現減少趨勢，換言之，檢察官案件負荷量已逐漸減輕，檢察
官辦案工作環境條件改善，對於檢察官人力需求之迫切性，呈現舒緩情勢，對偵
查案件品質之精緻化，檢察官指揮偵辦案件之主動參與，已有空間與時間存在，
同時檢察官申請調動之壓力減緩，檢察官變動性已相對較穩定，台中地檢署對於
轄區治安狀況掌握，可更為精準。
2、偵查期間縮短：
司法警察機關移送地檢署之刑事案件，經過立案審查過程篩選過後，再分偵查案
件，事證已達相當明確程度，偵查檢察官案件進行至偵查終結所需要之期間，每
年逐漸呈現縮短趨勢，益足彰顯立案審查制度實施之正面成效，相對顯現司法警
察人員對於刑案蒐證能力已有相當程度提升。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年度刑事案件統計
年度
94年
95年
96年

統計項目
年度新收件數
年度檢察官每月平均新收件數
終結案件平均所需日數

36480件
82.89件
50.32日

44696件
100.56件
53.40日

48812件
97.71件
49.44日

97年

98年

46224件
85.67件
47.20日

44335件
71.47件
47.39日

前表項目數據說明：
一、「年度新收件數」係指台中地檢署該年度分偵案之總件數，按表列年度數據顯示，94
年至96年，雖逐年增加，但增加件數，呈現減緩趨勢，96年至98年，呈現穩定遞減現
象，研判可知，因94年台中第檢署立案審查制度實施，司法警察機關對於偵辦與移送
刑案之嚴謹度提高，有益於對人權保障，且治安層面之觀察，已逐年趨於穩定，筆者
認為台中地區司法警察機關每年刑事績效評比優異，但民眾對治安滿意度卻低落，呈
現績效評比與滿意度不成正比，由此年度數據觀察，此種不合理現象，應逐年呈現改
善趨勢。
二、「年度檢察官每月平均新收件數」係指台中地檢署辦理偵查檢察官，每位年度中，平
均每月新收偵案件數，94年5月實施立案審查制度，95年案件負荷量達到高峰後（此
73.表列數據資料，均係由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室提供，在此表示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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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為檢警就立案審查制度之磨合期間），96年至98年，每年呈現往下降低趨勢，甚
至98年度檢察官月平均新收案件已低於94年度，而再就98年月平均分案件數71.47件
評估，如扣除速偵件數（即內勤檢察官處理內勤案件，認為移送案件之證據充足，而
適宜當庭終結案件）與例行事務案件（指檢察事務官所負責處理之簡易案件，如公共
危險之酒醉駕車、竊盜、傷害、妨害兵役、替代役條例、施用毒品等案件）件數，台
中地檢署偵查檢察官平均每月偵案新收件數應在40件上下之譜。
三、「終結案件平均所需日數」指年度內終結偵案部分，自收案至偵查終結止，平均所需
日數，前表數據顯示，94年至95年，雖平均終結日數，所有增加，應屬於檢警間對於
立案審查制度實施後之磨合期之必然現象，然95年至98年，平均偵案終結日數，即呈
現逐年縮短趨勢，甚至98年平均偵案終結日數較94年所需日數為低，此列數據，更明
顯表示，司法警察機關移送刑案品質，已大為提升，使偵查檢察官偵查過程能迅速終
結，而經立案審查制度退回補足調查案件，證據大部分已齊備，偵查檢察官自能縮短
偵查期間之日數。
(貳)、研究建議
從立案審查制度實務運作過程，對司法警察機關、檢察機關、法院、院檢失衡
等四方面提出建議。
一、司法警察機關方面：
(一)警察職權輔助偵查：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條第2項規定，賦予警察為達成其法定任務，於執行職務
時，依法可採取查驗身分、鑑識身分、蒐集資料、通知、管束、驅離、直接強
制、物之扣留、保管、變賣、拍賣、銷毀、使用、處置、限制使用、進入住宅、
建築物、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場所或其他必要之公權力之具體措施。則警察職
權行使之公權力與運用之範圍，至為強大，今後應思考如何輔助偵查，使刑案偵
辦更專業化與精緻化，方是正辦。
(二)刑案筆錄類型化：
立案審查關於制定核退案件之標準，各地檢署已陸續發佈頒訂，司法警察機
關應有風險管理之概念，除相對應建置各類刑案有關於嫌疑人、被害人及證人
相關詢問筆錄範例外，應再根據具體個案中，地檢署核退指揮書所指示補足詢問
筆錄內容，予以彙整增建入範例資料庫內，俾利司法警察於偵辦案件時可適時運
用，提升司法警察工作效率。
(三)參與法院交互詰問：
追訴犯罪是檢警共同任務與責任，在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法庭審理過
程，檢察官、被告或被告選任辯護人均可聲請傳喚承辦該刑案司法警察人員到庭
作證，審理法官有權力依職權傳喚到庭，故承辦刑案之司法警察人員之責任，已
非將刑案移送地檢署即可了結，需至案件審理終結判決確定，作證責任方告一段
落，換言之，司法警察人員面臨法院對質要求與檢、辯雙方交互詰問之機率大
增，且無可避免之下，如司法警察人員應對無方，甚或無詞以對，導致偵辦過程
所蒐集證據之證據能力被質疑，前功盡棄，為社會輿論所指責，對司法警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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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公信力之傷害，非當小可。故司法警察人員如何面對反對詰問炮火洗禮之能
力與技巧，自需要檢察官指導與共同努力。
二、檢察機關方面：
(一)推廣立案審查制度：
74
75
各地檢署之立案審查方式，有由專股檢察官負責 、有由主任檢察官負責
、有由各股檢察官辦理，而台中地檢署係以專組專股負責審核，呈現多元狀態，
當然各地檢署新收案件件數與檢察官人力不同，因地制宜，各有優劣評估，惟立
案審查既有刑事訴訟法之法源根據，從台中地檢署對於立案審查制度實施之實證
經驗，可以發現制度之確立與持續運作不墜，不僅對於檢警關係有良性互動之作
用，影響所及，對於地區治安狀況掌握與司法警察機關移送刑案之品質提升及地
檢署新收案件件數之增減趨勢，有穩定與可預測性之作用，宜為全面性推廣。
(二)因地制宜審查標準：
地檢署對各類型刑案之核退事由，統一訂頒標準，不僅可促使司法警察機關
移送刑案前，司法警察承辦人員於偵辦過程有所依循，亦可使司法警察機關於案
件移送程序，落實書面審核之內控機制，避免落於檢察官推案之口實，相對可督
促與提升司法警察偵辦蒐證之能力。另訂頒審查標準時，應注意因地制宜凝聚署
內檢察官之共識，與檢警間之溝通協調，減少不必要之阻力與反感。
三、法院方面：
加強職務文書証據力：
「職務報告書」係指司法警察人員受檢察官命令或依職權就職務上之偵查事項，
如查獲犯罪嫌疑人犯罪之經過或就其所見所聞情形之結果，作成之書面文書。「查訪
報告」係由警察人員將其查詢證人或目擊證人之結果或所得心證，所製作之書面文
書。如職務報告書或查訪報告，係立案審查檢察官以核退指揮書，命司法警察人員辦
理，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規定：「除前三條之情形外，下列文書亦得為證
據：一、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檢
察官就具體個案既可依刑事訴訟法第231條之1行使核退指揮權，而司法警察人員按刑
事訴訟法第229條起至第231條，有服從檢察官指揮之義務，則檢察官就具體個案指揮
司法警察製作職務報告書或查訪報告，則屬於司法警察之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
且該等文書係公務員依其職權所為，與其責任、信譽攸關，若有錯誤、虛偽，公務員
可能因此負擔刑事責任及行政責任，從而其正確性高，且該等文書經常處於受公開檢
查之狀態，設有錯誤，甚易發現而予以及時糾正，故司法警察之職務上製作之職務報
告書或查訪報告，應認定為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或證明文書，而有證據能
力，方符合法律規定之本旨。若法院肯認職務報告書或查訪報告，具有證據能力，則
司法警察機關必然重視此項文書證據，大有助於法院釐清犯罪事實與了解檢視辦案過
程之合法性。
四、院檢失衡之策略：
74.如台北地檢署、士林地檢署、屏東地檢署等。
75.如彰化地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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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院檢同步配置資源：
自羈押權回歸法院及刑事訴訟法修正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院檢權力
無形中拉大差距，加之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對司法院提出年度司法概算之保障，院
檢間就經費與人力而言，明顯失衡。因此，呼籲政府厲行法治決心，合理配置檢
察預算，自能有效提昇檢察效能及品質。
(二)檢警機關人力交流：
司法警察機關內屬於司法警察官層級人力，若於晉陞歷練程序，能支援至地
檢署擔任檢察事務官職務，兼擔任司法警察機關與地檢署檢察官間之案件聯繫工
作，一者可緊密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間之案件與業務上之互動關係，二者可提
供該名司法警察官有關於檢警實務運作方面之在職訓練環境，三者可舒緩地檢署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與書記官人力需求之急迫性，四者可運用該名司法警察官之
偵查實務經驗與觀念，導入啟發地檢署檢察官見識與創見；當然建立檢警機關人
力交流之橋樑，妥善運用司法警察機關之人力資源，結合檢察官辦案需要，擴大
影響力，則經過此一歷練之司法警察官返回工作崗位，無形中均為種子教官，對
於檢警關係良性互動與愈形密切，自可預見，檢警共同追訴犯罪立場與力量，更
趨一致，則檢察機關人力資源之需求性，當可逐漸緩和，獲取面對未來挑戰之充
裕空間與時間。
(三)檢察官派駐行政機關：
比照立案審查制度，建立偵辦刑案標準化作業流程之經驗，資深檢察官閱歷
經驗俱佳者，協調聯繫能力，當不在話下，如有主管業務所掌法令，有涉及刑事
刑罰規定者，賦予派駐之資深檢察官蒐集、研究及建構該項刑罰法律，有關於構
成要件之事證資料與函送地檢署偵辦之標準化作業流程，對該部會與機關而言，
既有掌管刑罰法律條文之執行，卻苦無偵辦該類案件之專業，若有派駐資深檢察
官，自可借重處理，建立起各部會所掌主管法律之公信力，就地檢署而言，政府
機關函送案件，既經過標準化作業流程，對於事證蒐證已有一定程度，又有派駐
資深檢察官可諮詢聯繫，則偵查過程，必然得心應手，而所謂機關函送地檢署案
件，檢察官不支持或檢察官見解與主管機關不同等聲音，自然消弭於無形，一者
擴展檢察機關對於政府機關單位之影響性，再者逐漸建立檢察官對於所有刑罰法
令之辦案資料庫，三者檢察機關可充分結合政府機關資源，追訴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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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核退流程
一、要領：以自己如承辦偵查此案件的觀點，檢視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如訊問筆錄之
闕漏、證據資料是否完整、是否需要職務報告書補足蒐證程序合法、是否有其他具體
方式可提供司法警察補足蒐證等。
二、如須分核退案1，應先在卷面顯著位置加註「核退」字樣，並得直接製作補足調查附
件，俟正式接獲核退案，即行由書記官製作指揮書（隨指揮書影印移送書或隨指揮書
附移送卷方式，但留存移送書正本在核退案）並附件方式函出（如例稿1）。
三、司法警察補足再移送時，再次審查是否已補足或雖未補足但已具備偵查案件雛形（即
可減輕偵查股偵查負擔），即以簽呈（如例稿2）呈閱後，送分偵查股偵辦。
四、司法警察機關逾期未函覆，應電話稽催或函催（請記明進行單、電話紀錄或函催函搞
附核退卷），如期間內再未函覆，即簽請分「偵」（如例稿2）2 ，分「偵」案即由偵
查股偵辦。
五、對於非司法警察機關之移送，如後備司令部、臺中縣市政府、稅捐單位之案件，如有
核退必要，建議核退給檢察事務官辦理，但應聯繫各該移案單位業務承辦人，與檢察
事務官密切聯繫，並依核退事項逐一配合檢察事務官補足，建立移案規模格式，爾後
比照辦理，俟檢察事務官完成時，以簽呈（例稿3）經核退檢察官簽章後呈閱報結改
分偵案，由偵查股偵辦。
六、對於核退案之管制，請注意與書記官相互配合，如係告訴乃論案件，應由書記官通知
告訴人配合受核退機關之調查（如例稿4）。

貳、發查流程3
一、要領：以自己如承辦此案件的觀點，檢視告訴或告發狀，如依訴狀訊問告訴人時，需
要訊問之具體問題（掌握構成要件）、告訴或告發人有何具體資料（如告訴人或告發
人手中掌握的證據資料或應提供嫌疑人戶籍謄本）或證人可提供調查、需要調取那些
證據資料（如司法警察無法調取或調取不便，應註明可由承辦人員以公文向發查股聲
請調取）、如訊問嫌疑人應訊問何問題（如對於訴狀內容有何意見、有何辯解、有何
證據資料或證人提供）、如訊問證人應訊問之問題，並以上述內容為發查指揮書附件
隨訴狀影本及指揮書函出（例稿5），而發查機關對象之妥適性，應注意考量（如犯
罪地或嫌疑人住所地），也可考量發查內容，逕發查給本署檢察事務官處理，如屬假
性財產之發查案件，發查予檢察事務官，調查完畢並製作書類，再由發查檢察官簽分
偵案後，審核修改書類蓋章送閱結案（例稿6）。
二、如認發查案之訴狀內容，不適宜發查（如告檢察官或法官貪瀆或濫訴不知所云或本署
1. 核退審查範圍，包括內勤案件及司法警察函送案件，但人犯已裁准羈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或本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案件等，則不予立案審查，直接送分案或轉承辦指揮檢察官審核。
2. 因立案審查時，未分偵案，僅分核退案，依部頒檢察官辦理偵查案件發回（交）司法警察補足證據應行注意要點第5
點，若分核退偵，則不列入新案統計，且依部頒要點重在核退案是否為司法警察機關稽延未調查移送，故此部分，既
已持續稽催控管，則分偵案，亦無違反部頒要點之立法意旨。
3. 依本署現有流程，訴狀於本署收文後，逕分發查案，發查案之困難點，在於僅憑一紙訴狀，訴狀人所指訴是否與訴狀
所載一致，均未可知，如何於指揮書作具體發查事項，實為設計難點，故有地檢署規劃設計，核退案部分專責審查處
理，但發查案部分，則由檢察官充分發揮司法警察指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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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無管轄權者或已逾越追訴權時效等等），應以簽呈報結分他案（例稿7），由偵
查股偵辦。
三、司法警察於發查調查後移送或函覆時，再次審查是否已初具偵查案件雛形（即可減輕
偵查股偵查負擔），即以簽呈（如例稿8）呈閱後，送分他案或偵案由偵查股偵辦。
四、如司法警察機關逾期未移送或函覆，應電話稽催或函催（請記明進行單、電話紀錄或
定期函催函搞附發查卷），如期間內再未函覆，即簽請分「他」4 （如例稿9），由偵
查股偵辦。
五、發查指揮書函出時，應請書記官通知告訴或告發人配合受發查機關承辦人之調查（如
例稿10）。

參、初步應決定事項
一、專責人選：核退部分（○股）○○○檢察官及（○股）○○○檢察官；發查部分（
○股）○○○檢察官及（○股）○○○檢察官。
二、專責檢察官原有偵查案件之處理：於本次會議決定後，由檢察長發佈署令並停分專
責檢察官之偵查案件儘速清理舊案，主任檢察官並徵詢組內檢察官意見，預計於94
年4月份檢察官會議提出報告立案審查方式及做法，94年5月1日正式實施（實施起專
責檢察官不分偵查案，舊有偵查案件打散，內外勤務免除，專責檢察官回任偵查股
時，即以打出偵查案件數，補回之）5 。
三、專責檢察官任期：以每期檢察官調動為期間（約一年）。
四、採事後審查之制度，檢視核退及發查之品質：由於核退及發查貴在迅速，如核發指
揮書必須簽呈核示，則公文流程將導致案件核退及發查之速度6 ，且所擇選之專責檢
察官部分，係廣泛徵詢後，為大部分同仁所認同，故為使立案審查制度落實，將由
慈股主任檢察官規劃，運用定期之檢察官會議，形成立案標準之提昇或擴展共識，
使檢察官有參與認同感。
五、採雙軌制：如已經立案審查核退與發查調查案件，分偵或他案，由偵查股偵查時，
不再作核退或發查，其餘偵或他案，個別偵查股檢察官，亦可作核退或發查7。
六、本署核退發查流程報告，另於檢察官會議提出報告討論。

4. 理由同註2
5. 依收文初步統計，今年平均每日收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28件（不包括內勤隨案移送案件，每日內勤收案件數均不
一，惟核退案審查範圍，羈押、觀察勒戒及速偵等，不列入審查），則平均上班期間每日39件（不含內勤案件），今
年每日平均發查案件23件，上班期間每日平均30件。
6. 專責檢察官接獲核退或發查案時，應即時記載具體核退或發查調查事項，迅速核發指揮書予司法警察機關，且核退或
發查調查事項，必須具體可行（此點應從司法警察觀點著眼），且司法警察調查能力，與檢察官專業，尚有一段落
差，而具體可行之核退或發查，亦為檢察官偵查主體下，指揮司法警察之具體展現，故從檢察官立場，核退或發查案
件，應可即時調查，但司法警察在績效業務等壓力下，實無從對單一核退或發查指揮書為即時調查，造成雙方認知差
距，且依觀察，檢察官向司法警察查詢索取資料，亦未必能及時獲取，則基層偵查員權限有限，所耗費時間更長，故
核退或發查速度之要求，自為要件之一。
7. 此部分，牽涉核退或發查案件，司法警察能力與民眾對檢察機關之觀感，故核退或發查，限定一次，若有必要，檢察
官即可發指揮書指揮司法警察，但雲林地檢署核退發查次數，並未限制，可供參考。核退或發查次數之限制，可能本
署對於司法警察機關核退或發查指揮時，能否切實依照指揮書內容調查，此部分可能涉及司法警察機關刑事人員之辦
案能力、雙方機關間指揮聯繫及檢察官認知問題，實有賴本署全體檢察官形成共識，對於司法警察警察機關核退或發
查案件之偵辦品質，予以充分發揮檢察官指揮權，監控督促，使檢察官於發查案件，免於淪為偵查員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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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核退理由之示範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年度核退字第○號乙案，發回補足調查案件指揮書附件：
□、副本通知警政署。【除刑案移送證據之缺失明顯重大外，本發回補足調查事項執行適
應階段，暫由移案單位內部調整，副本暫不副知警政署】
□、請依法通知嫌疑人○到場，如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說明（是否合法，請先調
戶籍謄本查明送達地點是否正確），必要時（此所謂「必要」是指斟酌：所犯案件重
大否？如犯罪嫌疑人不到案恐無法深入追查所犯罪之詳情？或無從明瞭其他同案被移
送之犯罪嫌疑人之犯罪事實等？）請依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報請
「管轄地區」檢察官核發拘票，拘提犯罪嫌疑人查明本件犯罪情形。另如斟酌案件具
體情形，認無拘提必要者，請將戶籍謄本、通知（到案）書、送達回證及認為無拘提
必要之職務報告等資料一併檢附。【適用於通案】
□ 、請儘速依法通知犯罪嫌疑人 ○ 到案，製作筆錄訊明：採尿前，於何時？何地？施用
第一、二級毒品？（如否認採尿前九十六小時內，曾施用毒品者，應再訊問「為何採
尿後檢驗結果呈現毒品陽性反應？於採尿前，曾服用何種藥物？有無經醫師處方配藥
服用？如有醫師處方，是經由何醫師？何時？何地診所或醫院診斷？有無證據可以證
明？）毒品來源為何？如犯罪嫌疑人經合法通知，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說明（是否合
法，請先調戶籍謄本查明送達地點是否正確），必要時（此所謂「必要」是指斟酌：
是否需要犯罪嫌疑人到案訊明或查證，始可追查犯罪情節及毒品來源？所犯案件重大
否？如犯罪嫌疑人不到案恐無法深入追查所犯罪之詳情？或無從明瞭其他同案被移送
之犯罪嫌疑人之犯罪事實等？）請依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報請
「管轄地區」檢察官核發拘票，拘提犯罪嫌疑人查明本件犯罪情形，或檢具資料，向
「管轄地區」檢察官聲請搜索票，以利追查緝毒。另如斟酌案件具體情形，認無拘提
或搜索之必要者，請將戶籍謄本、通知（到案）書、送達回證及認為無拘提或搜索必
要之職務報告等 資料一併檢附。【適用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 、請補送車禍現場照片、車禍當事人車損照片或修理估價單、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
表、酒精濃度檢測表。
□、請補送被害人○之驗傷診斷書。
□、請補送○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司執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適用有關就業服務法案
件】
□、本案扣案之○物品，請先送鑑定，俟鑑定有結果，確認無其他應行追查之事項後再行
移送。如扣案物已送本署贓物庫，請儘速與本署聯繫取回送鑑定，待鑑定結果附卷移
送後，再送返本署贓物庫。【槍砲彈藥管制條例案件】
□、請補送犯罪嫌疑人○之尿液鑑定結果，確認無其他應行追查之事項後再行移送。因嫌
疑人於偵查時否認警訊筆錄之真實性，請補送嫌疑人○警訊筆錄錄音帶（嫌疑人於偵
查時矢口否認持有扣案毒品，即否認警訊筆錄真實性，請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之一
規定辦理）。請採取扣案第一、二級毒品（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點公克一包，
包裝上之指紋送比對，是否符合嫌疑人指紋。如指紋已破壞，請制作勘驗結果報告說
明。請將扣案毒品送鑑定確認為第二級毒品（應檢驗出毒品淨重多少）否？如為第二
級毒品，應秤出淨重多少？（建議送憲兵司令部刑事支援中心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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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局檢驗）。俟以上資料齊備附卷後再行移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本件被害人○並非配偶或法定代理人，故其所提出之傷害告訴難謂合法，請補訊○或
其配偶是否對於○○○提出告訴，如現無配偶且傷重致無意識制作筆錄，請醫院提出
證明文件（診斷書等）。
□ 、請向管轄地區檢察官聲請搜索票前往 ○ 之居住處所搜索有無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
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器具或○等物品。
□、○於警訊時已對於○提出○告訴，此部分並未調查、移送，請予以補正。
□、○已於警訊時提出告訴，但係對何人提出或提出何罪之告訴並不明確，請再補訊。
□、請查明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間是否有刑法第○條第○項所規定之親屬間關係。如確認
有該條項所定之關係，併請訊明是否要對○提出○罪之告訴。
□、施用毒品案件，應一犯罪嫌疑人一案，本件移送涉嫌施用毒品之犯罪嫌疑人有○人或
犯罪嫌疑人除涉有施用毒品罪嫌外，另有涉有○罪嫌，應有○份移送書，本件卻僅以
一移送書移送，請速補正。
□、請再訊問○查明其與男客從事猥褻或姦淫行為，○是否知情或同意。
□、請再訊問○查明其將座落在門牌號碼○建物房屋出租給○使用，是否事先知悉係做開
設電動玩具店以賭博財物所用。
□、請再訊問犯罪嫌疑人○查明是否知悉其所僱用之○為外籍勞工或大陸地區人士。
□、請再訊問被查獲之外籍勞工或大陸地區人士，查明其雇主○否知悉其為外籍勞工或大
陸地區人士？係如何得知（或為何不知）？（應補拍攝外籍勞工或大陸地區人士照片
檢附併查明外籍勞工或大陸地區人士現下落，以便於法院傳訊）
□、請查獲員警以職務報告書說明：嫌疑人○除酒精濃度測試不合格外，於查獲前或後，
尚有何跡象顯示犯罪嫌疑人有蛇行、車輛行徑偏離常軌、測試或訊問過程有語無倫
次、含糊不清、走路東倒西歪或意識模糊、注意力無法集中等現象而足以認定犯罪嫌
疑人確實有無法為安全駕駛交通動力工具的具體情況。此類案件，宜於制作嫌疑犯筆
錄訊明：為何會發生車禍？知否過失何在？是因喝酒後駕車所致否？平時酒量多少？
既然都在你酒量範圍，為何還會發生車禍？以顯示嫌疑人是因酒後而無法為安全動力
交通工具駕駛。併繪製嫌疑人○駕車行駛路線、方向及被攔檢查獲處等相關位置平面
圖附卷。
□、本案犯罪嫌疑人○傷害告訴人○，雙方經彰化縣○鎮調解委員會調解成立，然依鄉鎮
市調解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刑事案件於偵查或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前，調解
成立，經法院核定，併經當事人同意撤回者，視為於調解成立時撤回告訴或自訴」，
則依卷內調解書雖雙方拋棄民刑事請求或追訴權，然告訴人並無明確「同意撤回」之
撤回告訴之表示。故請依指揮書內所附撤回告訴狀之格式，請告訴人○繕寫填字空格
或由貴單位先行填妥讓告訴人確認無誤後簽名蓋章，再行函送本署。
□ 、本案告訴人 ○○ 股份有限公司就查獲「」歌曲，究竟有何著作財產權利？制作告訴
代理人警訊筆錄時，僅籠統自稱公司享有著作權，然筆錄未繼續深究告訴人就「」歌
曲享有何著作財產權 （意指是公開上映、公開播送或公開演出權利）？亦未命告訴代
理人提補「」歌曲之授權資料，即行移送，顯有疏漏，應儘速命告訴人補正上開歌曲
授權契約資料，併詳加核對後，制作筆錄訊明上述問題後附卷，併補訊告訴人查明：
「」歌曲著作完成發表日期（應提出書面資料附案）？何時、如何獲知嫌疑人有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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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歌曲著作財產權情事？侵害情形如何？搜索查獲時究竟有無客人正在公開演出
或上映上開歌曲？又扣案機具內所錄製上開歌曲的畫面及音樂，與告訴人所錄製的是
否相同，還是只是歌詞曲相同而已？有何證據證明嫌疑人曾利用不知情客人點唱公開
演出上開歌曲（如有提出應深入再查證）？【關於著作權法案件】
□、補訊嫌疑人查明：何時頂讓○卡拉OK？何時起開始營業？營業性質？扣案電腦伴唱
機是供客人點唱公開演出之用否？電腦伴唱機何來？有無電腦伴唱機保證書或供播
證？前手何人？有無問前手電腦伴唱機何來？有無問前手電腦伴唱機可否營業用？有
無付費申請供播證（如有應提出書面資料）？如何收費？「」於嫌疑人經營階段被點
唱過幾次？有無跟上開歌曲著作權人簽約或取得授權公開營業使用？（如嫌疑人告知
前手，應通知訊問該電腦伴唱機來源？有無付費申請供播證？頂讓時，有無告知嫌疑
人如要公開營業使用，必須付費申請供播證？而前手因事證已薄弱，不得以之為嫌疑
人，但應命提出頂讓契約書影本）
□、本案屬告訴乃論案件，若雙方已和解，應請告訴人書寫撤回告訴狀附案卷內。
□ 、按最高法院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 ○○ 號判例釋示：指訴是以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
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不得僅憑告訴人指訴遽
令被告入罪；本案除告訴人○指訴嫌疑人涉嫌罪名外，所提出事證，礙於兩造間先前
已有嫌隙，告訴人所提事證，充其量僅能證明有○之事實，然此事實，是否為嫌疑人
行為所造成，尚須再調查目擊證人、事證，以證實結果與行為間之關聯性，就此應再
補足調查。【此類發回，常見於僅以告訴人或被害人單一指訴，即予以移送本署，其
他目擊證人或事證，均未深入查明蒐證，導致蒐證時機延誤，甚或滅失，此類辦案之
缺失，請確實改進】
□、請補查本件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案件內，電話號碼租用人申請資料及刊登卷內
所指報章小廣告之人資料附卷。
□ 、依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重利罪之成立要件，以乘人急迫、 輕率或無輕率，貸以金錢
或其他物品，及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最高法院二十七年上字第五二○判例參
照），故就被害人部分，應通知到案說明，併訊明：何以要借貸（即有何急需、無處
告貸否、有無財產可供質押借錢否、以前有無向地下錢莊借錢過、為何明知為重利還
要借貸）？如何知道嫌疑人有從事放貸金錢業務（即從何類報章或小廣告或夾報獲得
可聯絡告貸訊息、併應提出報章或廣告等書面資料）？你何時以何號碼電話與放貸者
聯繫？對方自稱為何？電話約定何時？何地？見面商討借貸事宜？約定時地，嫌疑人
何人到場（應提供嫌疑人照片供被害人指認）？利息如何約定（幾天一期、借多少錢
利息多少）？你要提供何擔保（如身分證件或土地、建物權狀）？你有無簽立借據、
本票或提供支票質押（如有，應訊明簽立金額多少）？你打算借多少錢？實際自嫌疑
人取得多少錢？預扣的金額多少（應訊明預扣金額的項目為何、如利息多少、手續費
多少）？你前後已支付多少利息（應訊明： 何時、何地、交付多少利息金額、給何
人）？嫌疑人如何向你催討利息？過程有無施用強暴或脅迫手段（如有，應詳細說明
嫌疑人恐嚇手段、恐嚇何話等細節）？
□ 、請補（ ○○○○ ） ○○○○○○ 門號及（ ○○○○ ） ○○○○○○ 門號（嫌疑人
購買扣案錄影帶、VCD來源的 ○ 先生聯絡電話）申請承租人資料附卷。查明中國時
報○年○月○日○版「VCD影帶天..A陽..V使..V剛8、20支1000、24H快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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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是何人刊登資料。請就扣案錄影帶、VCD勘驗併逐片影印外包
裝、及依序就錄影帶、VCD內，移送書所指猥褻色情畫面（據警訊載有男女性交畫
面）翻拍照片，依序附卷。請依前第一項（○○○○）○○○○○○門號資料，追查
上手，如有必要，請檢具資料再聲請搜索票追查斷絕供應來源。
□、請儘速調閱關於證人○所稱嫌疑人○所持有（○○○○）○○○○○○行動
電話門號、及（○○○○）○○○○○○行動電話門號的申請租用資料、併調
索（○○○○）○○○○○○、（○○○○）○○○○○○與指證人（○○）
○○○○○○○間的通訊聯絡紀錄（併以註記標示）附卷。請儘速採取扣案第一級、
第二級毒品、含殘餘毒品粉末的空塑膠袋之表面上的指紋送比對，是否符合嫌疑人○
指紋。如指紋已破壞，請制作勘驗結果報告說明（本案嫌疑人○自始否認持有毒品之
犯行，自應採取必要之作為，以確認其持有的跡證）。補請補送犯罪嫌疑人○之尿液
鑑定結果。補訊指證嫌 疑人 ○ 販賣及提供毒品之 ○ 筆錄，訊明：何時、如何認識嫌
疑人 ○ ？之後如何與嫌疑人 ○ 聯絡（即是用電話否？嫌疑人 ○ 電話幾號？你電話幾
號？）？前後向嫌疑人○購買毒品幾次？購買第一級或第二級毒品？你前後向嫌疑人
○購買毒品的時間、約定交付毒品的地點、購買毒品的數量、價錢多少、嫌疑人○以
何方式交付毒品給你、你如何交付買毒的錢給嫌疑人？嫌疑人○提供毒品免費給你施
用否？是免費給你施用第一級或第二級毒品？嫌疑人○免費提供毒品給你施用，前後
共幾次？嫌疑人○免費提供毒品給你的時間、地點、數量多少？你如何知道嫌疑人○
有在販賣毒品？你跟嫌疑人○間，有無仇怨或金錢糾紛存在？補指證人○之警訊筆錄
錄音帶附卷。以職務報告詳細說明：如何查獲？線報如何來的？線報內容為何？查獲
情形如何？所查獲毒品的位置（併繪製平面圖標明毒品查獲位置、嫌疑人、指證人查
獲時的相關位置。）移送書所未載明嫌疑人蘇皇圖究竟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何法
條？若認為嫌 疑人○涉嫌施用毒品、販賣毒品罪名，應分卷標明法條制作移送書分別
移送。
□ 、一、補拍攝查獲的車號 ○ 號輕型機車照片附卷。補車號 ○ 號輕型機車之車籍作業系
統-查詢認可資料、及車輛竊盜、車牌失竊資料各別查詢報表-查詢車牌認可資料附
卷。補訊被害人筆錄，訊明：你所有車號 ○○ 號重（輕）型機車究竟何時、何地失
竊？失竊前，有無上鎖？車號○○號輕重型機車遭竊前，市價多少？有無向警報案失
竊否？（為何不向警局報案失竊？）領回車號○○號輕型機車時，有無發現機車有無
被更換或改變？你機車遭竊前，機車鑰匙是否插在電門上，未注意拔下？領回時嫌疑
人啟動機車的鑰匙，是否是你的原有機車鑰匙？車號○○號輕型機車，失竊前，都是
何人在使用？你要對嫌疑人○提出告訴否？
□ 、請繪製平面圖（標明查獲現場巷道、擺設色情錄影帶、黃色書刊的流動攤位於查獲
時位置、及嫌疑人兜售位置、店內佈置陳設、色情書刊陳列位置等相關位置）附卷。
請就扣案錄影帶、黃色書刊勘驗併逐片、逐冊影印外包裝、及依序就錄影帶內、黃色
書，就移送書所指色情部分畫面翻拍照片或影印色情書刊色情部分附卷。（如扣案證
物已送本署贓物庫，請儘速聯絡本股辦理取回勘驗，待再移送時，再送返入庫）以職
務報告詳細說明：查獲時狀況？扣案色情書刊是否如嫌疑人 ○ 所辯，都是密封未拆
封？外表封面，可否一眼看出是色情書刊？封面有無猥褻畫面圖樣？PALY BOY封面
或內頁有無新聞局審定核准發行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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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廢棄物清理法於88.07.14始經修正公布，同法第二十二條始有刑責處罰，再依
刑法第一條規定，行為時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故本案嫌疑人
是否構成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各款刑罰，自應特別注意時間，先此敘明。
又張振坤最後堆置行為後，其堆置已行為完成，堆置現狀乃為堆置行為之結果狀態，
而非堆置行為之持續。故本案嫌疑人成立犯罪與否，蓋於行為完成點，法律有無處
罰規定？地主嫌疑人是否知悉 ○○○ 租用之用途？簽約時，法律有無處罰規定？而
○○○究竟僅單純出名或亦為實際堆置行為人之一？均有待進一步釐清案情。二、本
案依初步調查認為嫌疑人○○○以其父○○○名義，以每○點一公頃每月八千元代價
與○○○、○○○、○○○訂約承租土地，作為堆置事業廢棄物（廢紙渣）且經清水
鎮公所多次告發無效，亦不見改善，案經台中縣政府召集相關單位會勘後函送分局偵
辦。則應先請環境保護局派員說明併制作筆錄，就本案事業 廢棄物是否屬有害事業廢
棄物？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標準為何？有無法令規定或函釋？就本案具體情形，究竟是
屬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內所謂「儲存」、「清除」或「處理」範圍？有無
函釋或法令解釋？（併請檢附相關資料）三、請補本案堆置事業廢棄物之地籍圖（或
平面圖），併標明堆置範圍及堆置現狀照片（應請○○○、○○○、○○○在所屬土
地上，手指拍照）。四、補訊○○○訊明：何時與○○○、○○○、○○○簽約？簽
約時○○○在場否？何時起開始堆置廢棄物？最後堆置是何時？廢棄物來源？都是自
己開車載運來否？如何給付租金給 ○○○ 、 ○○○ 、 ○○○ （指是用現金當面交付
或以會款方式給付）？堆置時 ○○○ 、 ○○○ 、 ○○○ 在場否？五、補訊 ○○○ 、
○○○、○○○筆錄，訊明：何時與○○○簽約出租？簽約時○○○在場否？○○○
都是用何方式給付租金（如是按月當面交付租金，有無給予收據？如是用匯款方式，
應提出存摺影印併加註標明）？ ○○○ 承租期間 ，有無到你土地察看過？何時去？
六、補訊 ○○○ ，訊明： ○○○ 用你名義簽約，有無徵得你同意？何時告知你？
○○○有無說承租土地做何用？租金都是你支付否？簽約時有無在場？見過○○○、
○○○、○○○？何時因何事與○○○、○○○、○○○？
□、補查獲現場照片附卷（拍攝賭博性機具擺設位置、店內貨品照片，尤其是高價位商品
部分照片、及有無對於賭客表示的玩賭方式、兌換獎品的牌示廣告）。二、補繪製平
面圖（標明賭博性電動機具擺設位置、櫃台、貨品陳列架、及隔間）附卷。三、以職
務報告說明：扣案電動機具有退幣孔？有無試玩，押注中者，機具是否可直接將彩金
現金退幣？扣案電動機具是否屬教育部公告查禁的機具？店內可兌換獎品的價值之高
低有多少錢？
□ 、請告訴代理人儘速補足本案被侵害的著作財產權歌曲之權源資料（即著作財產權公
司取得著作人權利契約書面影本或以音樂公司發行正版錄音帶、及CD片的外包裝紙
為據）、併協助扣案盜版錄音帶、及CD片 清查各被侵害歌曲數量、各盜版錄音帶、
及CD片侵害何音樂公司的歌曲著作財產權（因卷內明細表就盜版錄音帶、及CD片名
稱、數量部分併未勘驗記載，應予補足）二、補查獲時現場照片附卷。三、補訊嫌疑
人筆錄，訊明：何時購入扣案的盜版錄音帶、及CD片？自何人購入？迄被查獲止，已
販出多少盜版錄音帶、及CD片？
□ 、補查獲現場照片（含查獲時嫌疑人 ○ 等穿著、及通相姦之屋內之可疑跡證部分）附
卷。本案有無採取嫌疑人下體分泌物檢體、血液、及嫌疑人血液，送檢驗，如有請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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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結果附卷再移送，若未採取，則以職務報告說明，既然嫌疑人等均否認犯行，何
以認定嫌疑人等有通相姦涉嫌？現場有何可疑為嫌疑人等通姦後所遺留保險套、或沾
精液的衛生紙等跡證存在？據嫌疑人○說法各睡何處、床鋪有無睡過跡象或痕跡或餘
溫？浴室有無潮濕共同使用的跡象、衣物放置或亮曬狀況如何？是否有時常共居的跡
象？併請繪製平面圖（應標明屋內佈置隔間、查獲時嫌疑人所在位置、及可疑跡證發
現位置等）附卷。補訊告訴人筆錄，訊明：何時開始懷疑嫌疑人有婚外情？有何跡象
讓你有此懷疑？何時知道嫌疑人住居在查獲地？何時知道嫌疑人○跟嫌疑人○有婚外
情？有何事證可提出證明？查獲前何時發現嫌疑人○等同處一屋？何時報案抓姦？何
時、如何偕警進入查獲地？你夫妻感情如何？
□、請儘速通知被害人○○○到案，訊明：對於嫌疑人○是否提出告訴？如檢察官依法處
理後，為緩起訴或職權處分，你是否有意見？如你不同意檢察官依法為緩起訴或職權
處分，你有何意見 認為不應為緩起訴或職權處分？
□、副本通知警政署（註明：本件退案，為就具體個案，所為之個別偵辦作為之指導，為
屬不可歸責於原移送機關，請勿列入「警察機關辦理檢察官發回或發交案件績效考核
獎勵要點」第五、六、七點所定之發回或發交案件）。

伍、發查案例之示範
（詐欺-互助會糾紛）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發交調查案件指揮書（調查事項）之附件：
一、通知告訴人、犯罪嫌疑人及相關證人到場，就指訴涉嫌犯罪事實之時間、地點、犯罪
經過等人、事、時、地、物等事項，詳加調查，併蒐集相關證物。
二、犯罪嫌疑人如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必要時依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一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拘提犯罪嫌疑人查明本件犯罪情形。
三、訊問告訴人（○○○）：
（一）被告所涉嫌之犯罪事實如何？（人、事、時、地、物須詳細陳述）
（二）互助會何時成立？包括會首共有幾會？每會金額多少？
（三）被告參加幾會？有幾會是活會、幾會是死會？有何資料或證人可以提出證明？
（四）採內標或外標？何時、何處投標？投標方式為何？
（五）被告共標走多少錢？何時？有何資料或證人可以提出證明？
（六）投標之標單均由何人書寫？每月之會錢如何繳付？
（七）被告有無冒他人名義投標領走會款？有何資料或證人可以提出證明？
（八）雙方有無方法可達成和解？
（九）本件互助會之前，被告有無參加過你所起的互助會？（如果回答無，續問：
那你是如何認識被告？為何會同意被告參加你的互助會？被告財務經濟狀況你
清楚否？如回答有，續問：被告曾經參加過幾次你的互助會？繳納會款情形如
何？那你是否事後有去探聽瞭解被告此次為何如此？）
（十）以上警訊所說實在否？
（十一）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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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知被告（○○○）訊問：
（一）有無犯罪前科？
（二）互助會何時成立？包括會首共有幾會？每會金額多少？
（三）你參加幾會？有幾會是活會、幾會是死會？投標地點何處？由何人主持？投標
方式？
（四）內標或外標？何時投標？交付會款方式？
（五）你共標走多少錢？何時？有無冒他人名義投標領走會款？
（六）現在雙方有無方法可達成和解？你有無能力再付款？
（七）（提示告訴人訴狀影本）你對於告訴人對你提出詐欺告訴的內容有何意見？
（八）你有無對你有利事證或證人可以提出供調查？
五、請上開警察機關於本指揮書文到後九十日內將上開指示應調查之事項整卷後回覆本
署。
（過失傷害-車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發交調查案件指揮書（調查事項）附件：
一、通知告訴人、犯罪嫌疑人及相關證人到場，就指訴涉嫌犯罪事實之時間、地點、犯罪
經過等人、事、時、地、物等事項，詳加調查，併蒐集相關證物。
二、犯罪嫌疑人如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必要時依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一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拘提犯罪嫌疑人查明本件犯罪情形。
三、對告訴人應訊問之事項：
（一）告何人？告何罪名？告該人之犯罪情形（人、事、時、地、物、如何）如何？
請詳細敘述事故發生經過？（包括當時雙方車輛之行進方向、車輛碰撞情形及
撞擊位置等）
（二）車禍事故發生後有無報警處理？警方抵達後有無描繪現場圖、拍攝現場相片？
係何分局員警前往處理？
（三）你有無受傷？是否能提供就醫醫院之診斷證明書？
（四）截至提出過失傷害告訴為止，被告有無前往慰問、提及民刑事和解條件？有無
達和解可能？
（五）告訴人有無酒後駕車情事？有無作酒測？自認為對此車禍事故有無過失？若有
過失於何處？而認被告之過失為何？
（七）若告訴人因傷重而無法前往製作筆錄，有無委任他人提出告訴？委任狀？
（八）車禍發生過程，有無目擊證人？該人姓名年籍地址為何？
（九）有何證據提供調查或調查證據之方法提供？（其他有關於所告罪名之重要查證
事項之問題）
（十）車號○○─○○○○號車主為何？你認為對方有無過失？若有，係何種過失？
四、對被告訊問之事項：
（一）（諭知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之權利）前科？
（二）對於告訴人之前開指訴有何意見？請描述當時車禍事故發生經過（包括人、
事、時、地、物、當時雙方車輛之行進方向、車輛碰撞情形及撞擊位置等）？
（三）車禍事故發生後有無報警處理並協助將傷者送醫？係何分局員警？警方抵達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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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向其坦認為肇事者？
（四）你有無受傷？是否能提供就醫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就受傷部份是否亦提出告
訴？
（五）截至目前為止，你有無前往告訴住處或醫院慰問？有無提及民、刑事和解條
件？有無達和解可能？汽車有無保強制險？
（六）有無酒後駕車情事？有無作酒測？你自認為對此車禍事故有無過失？若有過失
於何處？而認告訴人有無過失？若有，告訴人之過失為何？
（七）向當時處理車禍事故之分局調閱調查報告及相關相片、筆錄及現場圖、現場相
片等資料附卷，並均提示於被告及告訴人詢問有無意見？
（八）車禍發生過程，有無目擊證人？該人姓名年籍地址為何？
（九）有無其他事證請求調查或補充說明？
五、查詢車號○○─○○○○號車主為何人後，亦發通知書請其至分局製作筆錄，並訊問
左列事項：
（一）（諭知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之權利）前科？
（二）對於告訴人之前開指訴有何意見？是否知曉此件車禍事故經過？
（三）○○─○○○○號車主為何人？九十年四月十九日車禍事故當天係由何人所駕
駛？而將該車停放於肇事地點又係何人所為？當天係何時將該車停放於該處？
有無設置閃光號誌等標識？
（四）車禍事故發生後有無報警處理並協助將傷者送醫？係何分局員警？警方抵達後
有無向其坦認為肇事者？
（五）截至目前為止，你有無前往告訴住處或醫院慰問？有無提及民、刑事和解條
件？有無達和解可能？汽車有無保強制險？
（六）有無酒後駕車情事？有無作酒測？自認為對此車禍事故有無過失？若有過失於
何處？而認告訴人有無過失？若有，告訴人之過失為何？
（七）向當時處理車禍事故之分局調閱調查報告及相關相片、筆錄及現場圖、現場相
片等資料附卷，並提示詢問有無意見？
（八）有無其他事證請求調查或補充說明？
六、如告訴人或被告有提供目擊證人資料，亦請一併通知到案製作筆錄，訊明目擊情形？
七、請上開警察機關於本指揮書文到後九十日內將上開指示應調查之事項整卷後回覆本
署。
（詐欺-本票借款）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發交調查案件指揮書（調查事項）附件：
一、通知告訴人、犯罪嫌疑人及相關證人到場，就指訴涉嫌犯罪事實之時間、地點、犯罪
經過等人、事、時、地、物等事項，詳加調查，併蒐集相關證物。
二、犯罪嫌疑人如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必要時依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一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拘提犯罪嫌疑人查明本件犯罪情形。
三、對告訴人（○○○）訊問事項：
（一）你與被告何關係？認識多久？八十一年十二月底至八十二年一月初向你借款幾
次？陸續借多少錢？何時、地借他？之前有無和向你借款？知他作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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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知被告目前從事何行業？他向你借款時之經濟能力如何？依你觀察，當
時被告有把握能如期清償借款？如被告有辦法清償的話，你當時觀察的根據為
何？
（三）告訴狀中稱他借款時已負債累累，何以明知還願借他？他有無償還過？
（四）被告現住何處？何以八十二年一月借錢給被告，現已近十年才提告訴？有無另
外再提民事告訴？
（五）尚有何證據提供調查或意見補充？
四、對被告（○○○）訊問事項：
（一）有無犯罪前科？
（二）（提示告訴狀內容）對於告訴人之指訴有何答辯？何時、地向告訴人借款？次
數？每次金額？總金額多少錢？
（三）本票是否你開立？（提示）
（四）現已償還了多少？何以不清償？當初借款係作何用？當時借款時之經濟能力有
無把握如期清償貨款？
（五）現從事何業？與告訴人如何認識？他知道你經濟狀況嗎？
（六）你們有無方法可達成和解？你有無能力再付款？
（七）（提示告訴人訴狀影本）你對於告訴人對你提出詐欺告訴的內容有何意見？
（八）你有無對你有利事證或證人可以提出供調查？
五、請上開警察機關於本指揮書文到後九十日內將上開指示應調查之事項整卷後回覆本
署。
（動產擔保交易法）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發交調查案件指揮書（調查事項）附件：
一、通知告訴人、犯罪嫌疑人及相關證人到場，就指訴涉嫌犯罪事實之時間、地點、犯罪
經過等人、事、時、地、物等事項，詳加調查，併蒐集相關證物。
二、犯罪嫌疑人如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必要時依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一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拘提犯罪嫌疑人查明本件犯罪情形。
三、對告訴人（○○○）訊問事項：
（一）犯罪嫌疑人所買標的物為何？
（三）本件被告依契約應繳納之總價款為多少？已繳納多少？何時開始未繳納？
（四）何時將標的物交付被告？雙方曾約定抵押標的物之存放地點？
（五）自被告未依限繳納時起，雙方曾否聯絡過？是否知現今標的物所在？
（六）曾透過被告之親友、契約之連帶保證人或以其他方法找尋被告及標的物？
（七）有何證據提供調查？
四、對被告（○○○）訊問事項：
（一）有無犯罪前科？
（二）是否於告訴人所指時、地向告訴人公司買所指訴之汽車？告訴人已將標的物交
付？
（三）（提示告訴狀所附之契約書）與告訴人所訂買賣契約之內容是否即如告訴狀所
示？其上之簽名、蓋章是否你所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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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契約應繳納之總價款為多少？已繳納多少？何時起即未再繳納？為何不再繳
納？
（五）現今該汽車在何處？為何未依契約書所示地點存放？何時遷移？又有無另為處
置？（如出賣？出質？移轉？抵押或其他？）何時、何地所為？
（六）自未依限繳納時起或其前後，曾否主動與告訴人聯絡過？
（七）（提示告訴人訴狀影本）你對於告訴人對你提出違反動產擔保交易法告訴的內
容有何意見？
五、請上開警察機關於本指揮書文到後九十日內將上開指示應調查之事項整卷後回覆本
署。
（傷害）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發交調查案件指揮書（調查事項）附件：
一、通知告訴人、犯罪嫌疑人及相關證人到場，就指訴涉嫌犯罪事實之時間、地點、犯罪
經過等人、事、時、地、物等事項，詳加調查，併蒐集相關證物。
二、犯罪嫌疑人如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必要時依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一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拘提犯罪嫌疑人查明本件犯罪情形。
三、對告訴人（○○○）應訊問之事項：
（一）告何人？告何罪名？告該人之犯罪情形（人、事、時、地、物、如何）如何？
請詳細敘述事故發生經過？
（二）本件傷害案後有無證人在場目睹？若有，其證人之姓名、年籍及住居所為何？
亦請一併通知至警局製作筆錄。
（三）有無受傷及前往醫院驗傷？是否能提供就醫醫院之診斷證明書？
（四）何以□年□月□日案發迄今方提出告訴？
（五）雙方有無和解之可能？
（六）案發當時，被告為何會傷害你？
（七）有何證據提供調查或意見補充？
四、對被告訊問之事項：
（一）（諭知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之權利），有無犯罪前科紀錄？
（二）對於告訴人之前開指訴有何意見？（提示告訴人之筆錄並告以要旨）
（三）對告訴人所提之診斷書，有何意見？（提示診斷書）
（四）（提示告訴人訴狀影本）你對於告訴人對你提出傷害告訴的內容有何意見？
（五）有無其他事證或證人請求調查或補充說明？
五、請上開警察機關於本指揮書文到後九十日內將上開指示應調查之事項整卷後回覆本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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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稿1】（核退專用指揮書）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灣臺中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發回調查指揮書
地址：403臺中市西區自由路1段91號
承辦人：○○○，傳真04-○○○○○○○○
電話：04-22232311轉○○○
地址：

受文者：臺中縣市警察局○分局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中檢 ○○核退○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如文

主旨：○涉嫌○罪乙案，尚有如說明三事項應予補足及調查，請於文到
九十日內，儘速辦理 併重新移送。請 查照。
說明：
一、前開案件，係 貴局（分局）於○年○月○日以○警刑字第○號
移送本署偵辦。
二、重新移送時，請將原移送書及補足調查卷證資料附卷，並請明顯
處註明本件指揮書文號，避免重複稽催。
三、應補足及調查之事項詳如附件。
四、函復時請載明本指揮書文號或案號，並於函首或移送書首註記
「核退」案件。
正本：臺中縣市警察局○分局
副本：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檢察官○○○（蓋方章）
（附件用語）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年度核退字第○號乙案，發回補足調查案件指揮書附件，併請
於文到後九十日內補足，再行移送：
一、 副本知會警政署。
二、 （以下參前述第二項之核退案件之通用具體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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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稿2】（核退專用報結簽）
檔
號：
保存年限：

簽

於檢察官辦公室

主旨：職股承辦○年度核退字第○號案件，
□擬予報結後，併入該司法警察機關補足調查後，再度移送本署之刑
事偵案卷內， 並送分偵案。
□擬予報結，並簽分偵案辦理。
□擬予報結存查。
當否？敬請 核示。
說明：
□、原司法警察機關函送之案件，經職股發回補足調查後，現已補足調查
完畢函移本署， 本件核退案件，應予報結併入該偵案。
□、原司法警察機關函送之案件，經職股發回補足調查後，已移送有管轄
權之檢察署偵查（參卷附函文及移送書影本），本件核退案件，應予
報結存查。
□、原司法警察機關函送之案件，經職股發回補足調查後，已逾補足調查
期限，應分偵案辦理。
謹 陳
主任檢察官

檢察長
○股檢察官○○○中華民國□年□月□日
承辦人
（蓋職章）

決行
主任檢察官
檢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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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稿3】之一（核退發交檢察事務官專用進行單）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核退案件進行單
審
查
結
果

應

本件本署 ○ 年度核退字第 ○ 號案件，發交本署檢察事務官補足調查，期限90
日，並請承辦檢察事務官與原移送機關承辦人聯繫。
一、

與原移送機關聯繫，先查明本件業務承辦人員。

二、

通知承辦人員儘速補送○資料，以憑核辦。

三、

補
足
調
查
事
項

書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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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稿3】之二
檔
號：
保存年限：

簽

於檢察事務官辦公室

主旨：職股承辦○年度核退字第○號案件，已依期限辦理完竣，檢陳所有卷
證資料，呈請核 示。
說明：
一、本件原為臺中縣市政府、臺中縣市後備司令部函送，因事證資料未足
，而核退職股補足調查。
二、現職股已依限補足調查完畢，檢陳所有卷證資料，報請核示。
謹 陳

○股檢察官
主任檢察官
檢察長
○股檢察事務官○○○中華民國□年□月□日
承辦人
（蓋職章）

決行
檢察官
本件核退案擬予報結並分偵
案辦理，呈核示。

主任檢察官
擬如擬，呈核示。
檢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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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稿4】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通知
地址：臺中市西區自由路1段91號
承辦人：書記官○○○，傳真04-○○○○○○○○
電話：04-22232311轉○○○○
地址：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發文字號：中檢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您告（發）訴被告○○○涉嫌94年度核退字第○號○乙案，
為補足調查證據，本署已發回臺中縣市警察局○分局調查，
請配合該單位之調查，俟調查告一段落，案件會移回本署檢
察官繼續偵辦，特此通知。
正本：如受文者
副本：

承辦人
（蓋職章）

決行

檢察官
（蓋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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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稿5】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案件發交調查指揮書
地 址：臺中市西區自由路1段91號
承辦人：書記官○○○傳真：04-○○○○○○○○
聯絡方式：(04)22232311轉○○○○
地址：

受文者：臺中縣（市）警察局□分局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中檢惠 □ 94 發查□字第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號

主旨：檢送本署○年度發查字第○號被告○□案件相關卷證資料一
宗，請依法調查犯罪事證，於文到三個月內函復，請 查照。
說明：
一、本件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2項、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
規定辦理，請就下列打勾項目事證調查：
（一）通知告訴（發）人、犯罪嫌疑人及相關證人到場，就
指訴涉嫌犯罪事實之時間、地點、犯罪經過詳加調
查，並蒐集相關證物。
（二）犯罪嫌疑人如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必要時
請依刑事訴訟法第71條之1第1項規定，報請檢察官核
發拘票，拘提犯罪嫌疑人查明本件犯罪情形。
（三）本案請參考本署印發之司法警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偵
查要領彙編之偵查要領調查。
（四）特別查證事項：如附件。
二、隨指揮書檢附告訴狀影本一紙等卷證資料乙宗。
三、函復時請載明本指揮書文號或案號，並於函首或移送書首註
記「發查」案件。
正本：臺中縣（市）警察局□分局
副本：

檢察官 ○○○（蓋方章）
（附件用語）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年度發查字第○號乙案，發交調查案件指揮書附件，併請於文到後九十日內調查
完竣並函覆或移送，應調查事項如下：（列舉具體應調查事項）
一、通知告訴（告發）人、犯罪嫌疑人及相關證人到場，就指訴涉嫌犯罪事實之時間、地點、犯罪經過等
人、事、時、地、物等事項，詳加調查，併蒐集相關證物。
二、犯罪嫌疑人如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必要時依刑事訴訟法第71條之1第1項規定，報請檢察官
核發拘票，拘提犯罪嫌疑人查明本件犯罪情形。
三、告訴（告發）人應訊問之事項：告何人？告何罪名？告該人之犯罪情形如何？有何證據提供調查或調查
證據之方法提供？（其他有關於所告罪名之重要查證事項之問題）
四、嫌疑人部分之訊問事項：（諭知刑事訴訟法第95條之權利）前科？
（其餘請參閱司法警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偵查訊問要領彙編第○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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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稿6】之一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發查案件進行單
審
查
結
果

應
補
足
調
查
事
項

本件本署○年度發查字第○號案件，發交本署檢察事務官補足調查，期限90日，並
請承辦檢察事務官依限調查完竣，將結果呈報。
一、本件初步認定為假性財產之詐欺案件，承辦檢察事務官應於調查完竣後，並製
作書類，連同相關卷證檢陳核示。
二、通知告訴（告發）人、犯罪嫌疑人及相關證人到場，就指訴涉嫌犯罪事實之時
間、地點、犯罪經過等人、事、時、地、物等事項，詳加調查，併蒐集相關證
物。
三、犯罪嫌疑人如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必要時依刑事訴訟法第71條之
1第1項規定，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拘提犯罪嫌疑人查明本件犯罪情形。
四、告訴（告發）人應訊問之事項：告何人？告何罪名？告該人之犯罪情形如何？
有何證據提供調查或調查證據之方法提供？（其他有關於所告罪名之重要查證
事項之問題）
五、嫌疑人部分之訊問事項：（諭知刑事訴訟法第95條之權利）前科？
六、（其餘請參閱司法警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偵查訊問要領彙編第○頁以下，或以
指揮書附件方式發查檢察事務官，用語批示「詳參本件附件」）

書記官

第二篇-2.indd 150

檢察官

2010/12/10 下午 04:01:36

附錄1-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立案審查流程說明

151

【例稿6】之二
檔
號：
保存年限：

簽

於檢察事務官辦公室

主旨：職股承辦○年度發查字第○號案件，已依期限辦理完竣，檢
陳所有卷證資料，呈請核示。
說明：
一、本件為告訴（發）人以訴狀（按鈴申告）舉發○○○涉犯○
罪乙案，經發查職股辦理。
二、現職股已依限調查完畢，檢陳所有卷證資料（含書類乙
份），報請核示。
謹

陳

○股檢察官
主任檢察官
檢察長
○股檢察事務官○○○中華民國□年□月□日
承辦人
（蓋職章）

決行
檢察官
本件發查案擬予報結並分
他、偵案辦理，呈核示。
主任檢察官
擬如擬，呈核示。
檢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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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稿7】
檔
號：
保存年限：

簽

於檢察官辦公室

主旨：職股承辦○年度發查字第○號乙案，經審核發現不適宜發交
調查，擬予以報結，並另分 □ 他 □ 偵案 偵辦。當否？敬請
核示。
說明：
一、本件經審核後，發現有原因，認為不宜發交調查，擬將本件發
查案報結，另分○案辦理。
二、檢陳卷證資料乙宗。

謹
陳
主任檢察官
檢 察 長
○股檢察官○○○中華民國□年□月□日

承辦人
（蓋職章）

決行
主任檢察官
檢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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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稿8】
檔
號：
保存年限：

簽

於檢察事務官辦公室

主旨：職股承辦○年度發查字第○號乙案，現司法警察機關已調查
完畢函覆，擬予以報結，並另分□他□偵案偵辦。當否？敬
請 核示。
說明：
一、本件經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一條及調度
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辦理指揮，現司法警察機關已調查完畢
函覆，
□、惟因尚有其他事證需繼續調查，擬分「他」案辦理。
□、依函覆檢送之卷證資料顯示，嫌疑人
等 人（參折頁部
分），涉嫌罪嫌，擬分「偵」案辦理。

二、檢呈卷證資料乙宗。
謹
陳
○股檢察官
主任檢察官
檢察長
○股檢察事務官○○○中華民國□年□月□日
承辦人
（蓋職章）

決行
檢察官
主任檢察官
檢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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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稿9】
檔
號：
保存年限：

簽

中華民國○年○月○日於檢察官辦公室

主旨：職股承辦○年度發查字第○號乙案，受發查之司法警察機關
已逾調查期限，尚未函覆，本件擬予以報結，並另分他案偵
辦。當否？敬請 核示。
說明：
一、本件經依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2項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
定辦理指揮，現受發查之司法警察機關已逾期限尚未依指揮
書指示內容辦理完竣，擬如主旨所陳辦理。
二、檢陳卷證資料乙宗。
謹
陳
○股檢察官
主任檢察官
檢察長
○股檢察事務官○○○中華民國□年□月□日

承辦人
（蓋職章）

決行
檢察官
主任檢察官
檢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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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稿10】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通知
地址：臺中市西區自由路1段91號
承辦人：書記官○○○，傳真04-○○○○○○○○
電話：04-22232311轉○○○○
地址：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發文字號：中檢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您告（發）訴被告○○○涉嫌94年度發查字第○號○乙案，
為蒐集調查相關證據，本署已發交臺中縣市警察局○分局先
行調查，請務必配合該單位之調查，俟調查告一段落，案件
會移回本署檢察官繼續偵辦，特此通知。
正本：如受文者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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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93年度偵查案件與專責實施立案審查之分析：
一、本署93年度偵查終結案件共36314件8 ，以45股偵查檢察官計算，平均每股年度終結
806.97件，平均每月終結67.25件。
二、本署93年度偵查案件共35481件（其中，發查案件4495件，核退案件356件，毒偵案件
5502件，速偵案件3785件9 ，調偵案件412件），以45股偵查檢察官計算，平均每年接
案788.46件（含毒偵案122.27件），平均每月接案件65.71件（含毒偵案件10.19件）。
三、本署93年度單純以詐欺案由為不起訴處分有1554件，臺中高分檢發回續查有83件。以
45股偵查檢察官計算，平均每股年度接案34.53件，平均每月接案2.88件。
四、依本署統計室統計數據顯示，93年度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有24732件10 ，必須進入
核退審查門檻，有4495件，必須經過發查處理，故由以上數據，檢察官相較相鄰地檢
署之負擔為重，若確立本署核退發查制度落實，再加強速偵案件、調偵案件等配套措
施，應大有改善空間存在11 。
五、本署核退制度，重點設計在使司法警察移送之案件，筆錄完整及證據資料齊備，使偵
查股接到案件時，可縮短開庭及資料索取時間，終極目標係往到達可偵結程度方向推
移，但建議偵查股除撤回告訴或應不起訴處分毋庸再傳訊當事人外，儘可能必須再開
庭，完成被告筆錄及證人具結程序，以利公訴檢察官蒞庭，而且本署就轉介調解委員
會調解案件之數量，尚有提高空間，檢察官可以運用轉介調解程序12 ，爭取更多偵查
空間。
六、本署發查制度，設計重點，著重在使受發查司法警察機關釐清告訴或告發或按鈴申告
之範圍及證明方法，因發查案件性質與核退案件不同，核退案件係經司法警察機關初
步釐清蒐證，但發查案件為一紙訴狀，內容撰寫是否與告訴（發）人原意相符，尚未
可知，如要求司法警察機關能達到檢察官偵查能力程度，實有爭議，故釐清訴狀或申
告範圍，縮短偵查開庭時間，為發查預設目標。
七、不論核退或發查案件，最終必須回流地檢署，立案審查制度目標，係在使犯罪偵辦蒐
證工作回歸司法警察，藉以達到發揮偵查主體司法警察指揮權，絕不是推案或免除偵
查主體責任義務，司法警察縱有微言，應本嚴正立場回應，而專責立案審查檢察官的
負擔壓力，亦須同仁鼓勵及指教。

8. 包括起訴（6925件）、聲請簡易處刑（8624件）、緩起訴（2835件）、不起訴處分（10314件）、職權處分（838件）
及其他（指改作自訴、送戒治、通緝、併案、被告死亡、他結等，共6778件）。
9. 本署93年6月7日始公佈實施，故速偵案件尚有成長空間。
10.包括內勤隨案移送及函送案件等。
11.推估如偵查股每月66件計算，扣除毒偵10件（程序單純及例稿式）、速偵14件（計算方式：3785÷45÷6=14.029），則
偵查股每月平均42件，如再加強送調解以爭取辦案時間，確立本署立案審查制度，則每股平均每月偵案件數可再向下
調整。粗估如核退案件以20﹪計算，24732÷45÷12=9.16件，則每股每月33件，再扣除假性財產犯罪，直接由專責檢察
官偵結，應可再向下調降件數。
12.根據本署出席臺中市調解業務考核會議，臺中市政府非常重視調解業務之推展，根據資料顯示各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成
立之比率，最低為90﹪（北屯區）最高為98﹪（東區及南區），而轉介調解不限於告訴乃論案件，也可為解決民事事
項而為調解，但依各區調解委員會資料顯示，由檢察官主動轉介調解案件數不高，但此類案件，調解成立機率，比一
般聲請調解案件要高，且檢察官經當事人同意轉介調解時，偵案復可暫報結，無形中，可以紓解檢察官辦案時間等之
負擔，善用轉介調解，亦可為本署檢察官運用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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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退部分之流程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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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查部分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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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辦例行事務案件構成要件之掌握
【編輯者：謝道明】

壹、例行事務案件之範圍
包含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施用毒品案件、公共危險之酒醉駕車案件、賭博1 案
件、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2 案件、違反動產擔保交易法3 案件、違反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4 案件、妨害兵役5 案件、違反替代役實施條例6 案件、簡易竊盜7 、傷害8 案
件、假性財產犯罪9 等10 。

貳、偵辦過程之程序事項
一、確認被告身分：
（一）檢視前科紀錄表（有無前案，如有應調取書類，參考有無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一
罪之關係存在，避免重複起訴或處分，但應注意犯罪時點於95年7月1日起，已
無連續犯之適用）。
（二）查索被告之戶籍基本資料（確認傳拘地址是否正確，以利後續處理，如通緝或
傳喚等是）。
（三）查索在監在押資料（避免耗費無謂傳拘與後續處理，如通緝時始發現人犯在監
等情形）。
（四）調取被告影像口卡資料（確認被告未被冒名頂替等情形）。
二、掌握案情：釐清偵辦案件之犯罪事實範圍（即應調查偵辦之界限範圍，包含犯罪之
人、事、時、地、物等）11 。
三、案件進行：
（一）傳訊告訴人、被害人、被告或證人，如傳訊被告時，應注意卷證內地址與戶籍
地址，且訂庭期時，計算送達時間與收受時間應有10日以上之期間，方為合法
送達而可進入拘提程序。

1. 賭博案件包括公共場所賭博、擺設賭博性電動機具供不特定人賭博、意圖營利開設賭場。
2.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案件類型為無照擺設電子遊戲機具。
3.依動產擔保交易法所規範之附條件買賣及設定動產抵押分期付款案件。
4. 限於網路援交與販賣租猥褻物品類型。
5. 即徵兵、教育召集、點閱召集等未到之妨害兵役類型。
6. 即無故離役之類型。
7. 單純竊盜類型，不含牽連或連續犯關係之案件。
8. 單純傷害類型，即被告自白不諱或案情單純等類型，可由例行事務組辦理者。
9. 屬於民事事件，藉刑事催討債務，非刑法上之詐欺、背信或侵占犯罪。
10.尚有告訴乃論之罪，經核退或核交處理後，告訴人已撤回告訴之案件或前已經本署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無新事實或新
證據而再度提出告訴而應予簽結之案件等毋庸再傳訊等程序上處理案件。
11.此部份尚牽涉他或偵案之區別，他案之犯罪事實或被告尚未明確，經釐清後，他案簽結改分偵案時，則被告與犯罪事
實必須明確，告發或告訴人大部分不熟悉法律規定，故偵辦過程必須適時予以集中鎖定犯罪事實範圍及被告，方能釐
清告發或告訴意旨，特別於假性財產犯罪之偵辦，更屬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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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庭時，妥適運用隔離訊問技巧，避免當事人在庭內爭執或衍生不必要案情12 。
（三）傳訊證人時，如須具結程序時，應先訊問證人與當事人關係，再進行案情訊
問，完畢後，再請檢察官進行事後證人具結程序動作13 。
（四）所有查索資料與進行傳訊動作，應以辦案進行單紀錄，以資稽考，如有備忘或
案情提示，亦可登載。
（五）就個案情節，應隨時與檢察官聯繫請示。
（六）被告經合法傳訊未到14 ，如須進行拘提時，除戶籍地址外，尚須拘提15 卷內所
載地址，但卷內地址與戶籍地址相同，且戶籍地址即戶政事務所時，縱使拘提
亦無效果16 ，則進入是否應予通緝之考量，如須通緝時，應檢附送達回證並查
索最新戶籍地址與在監在押資料確認後，再以簽呈送閱17 。
（七）如有例行事務之通緝案件緝獲解送本署訊問時，先行就人別與案情為訊問後，
再報請承辦主任檢察官或內勤檢察官為再進行訊問與命強制處分之諭知，故此
部份建議於簽請發佈通緝時，同時備妥如被告到案時，應進行訊問之筆錄電子
檔磁片，以信封夾附在簽呈，以利日後緝獲訊問。

12.如提供場所賭博案件，傳訊被告與賭客證人時，賭客於被告在場時，通常會有所忌憚，則可先命被告退庭，先訊問
賭客完畢，再點呼被告入庭訊問。又如告訴案件偵辦過程，如告訴人與證人未隔離訊問，極可能造成告訴人追加證人
為被告或當庭加告證人偽證，衍生不必要偵查遲滯，通常可依循模式，為掌握以何人聲請的證人、問聲請人欲證明何
事、判別為聲請人之友性證人或敵性證人為判別基礎，若屬聲請人之友性證人，為釐清案情與待證事項，可例外讓聲
請人與證人同庭，但非者，原則上需隔離訊問。
13.請檢察官到庭為事後具結問題為：
問：你與○人之間有無親戚或僱用關係存在？
問：因本件為○人聲請傳訊你出庭作證，你的證詞有可能會成為一方不利的證據或亦有可能成為你自己不利證據，
你是否願意做證？
（如回答：願意。則進行簽名具結作證手續）
問：（提示本署檢察事務官於○年○月○ 日○時○分所製作○人筆錄內容）你在這份筆錄中所記載的內容，是否跟
你陳述的內容相符而且跟你所親自目擊聽聞事實相符？
問：有何其他補充陳述？
14.如送達方式係以寄存送達時，依刑事訴訟法第62條準用民事訴訟第138條規定，與參照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488號
裁定見解，黏貼送達通知書與將寄存文書在自治或警察機關，兩者必須同時具備，始為適法之寄存送達，故檢視是否
已合法寄存送達，應查黏貼通知書或寄存文書之最後日期起算10日始生寄存送達之效力。（本署95年11月27日主任檢
察官會議決議，並參民訴第138條之立法理由：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至效力發生前領取寄存文
書者，應以實際領取之時為送達之時，乃屬必然）
15.依檢察長於94年12月12日主任檢察官會議裁示「進行他案中，如有拘提身分應為被告者，請改分偵案後，再行拘提」
即他案中，尚無被告身分，僅能以證人身分傳喚並取回證檢視是否已合法送達，故先將他案簽結改分偵案辦理後，即
可逕行拘提。
16.依法務部93年6月29日法檢字第0930802252號函就「被告戶籍經強制遷移至戶政事務所，且查無其他住居所或聯絡地
址，可否認為被告居無定所，所在不明業已逃匿，而逕行通緝？」乙問題表示同意同意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研究意見
「於此種情形下，檢察官實無從再予查知被告現在何處，或有何其他聯絡方法，亦無從執行傳喚、拘提等動作，應認
為顯已逃亡或藏匿，已無他法通知被告到庭應訊，故得逕行通緝。」（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三年五月份檢察
官業務座談會議法律問題提案，經送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核備）
17.例行事務案件，於簽准通緝，製作通緝書時，原則上通緝時效之計算，依刑法第80條第1項各款再加上4分之1計算，
但毒偵案（施用毒品），應依「刑法第99條」與「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各別核算後，選擇對有利於被告之時效作
為時效完成日，期間緝獲時，應注意通緝逾3年始緝獲時，自應聲請法院許可，否則不得執行（本署96年1月22日主任
檢察官會議決議及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後所衍生之爭議法律問題第8號提案之研究意見」參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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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議熟悉對於分案之流程
一、依案號進行。
二、他案或偵案之區別，前者無被告僅有證人或告訴告發人，後者有證人、被告或告訴告
發人18，但他案可進行偵案程序。如承辦他案而傳訊被告，建議以證人傳訊之，可在
證人傳票上加註「台端為被告身分」，如被告屆期出庭時，應諭知刑事訴訟法第95條
之權利。亦可於合法通知他案中證人（傳票中備註載台端為被告身分）後，若需要進
行拘提動作時，則先將他案簽結改分偵案後，再進行拘提程序 19，若拘提無著後，即
可簽通緝辦理（通緝簽呈內應附被告最新戶籍基本資料與在監在押資料，且應注意如
本署有被告偵查案件通緝中，則簽呈應記載表示為「併案通緝」）。
三、他案辦畢，除他案簽結毋庸再分案外，其餘應以簽呈將他案報結改分偵案續辦。
四、他案係以簽呈報結，偵案係以起訴、處分、緩起訴、簡易處刑聲請結案，例外以簽呈
或併案意旨書報結（如呈請移轉管轄等）。
五、案件報結係由本署統計室登載掛結並在卷面加蓋日期戳章，而案件辦畢係以書類日期
為準，簽呈係以製作日期為準，但簽請發佈通緝，係以通緝書發佈日期為準，故如結
案時於書類或卷面缺統計室蓋日期戳章時，應注意該案件是否已於電腦系統登載結
案。

肆、書類撰寫之要領
上網搜尋相關書類（運用關鍵字），建立自己書類例稿體系（每類案件，以簽呈、簡
易處刑聲請書、起訴書、不起訴處分書、緩起訴起訴處分書為分類）。

伍、各類例行性事務案件類型之注意重點提示
【施用毒品】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施用毒品案件：第10條「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20先檢視前科紀錄
（含在監在押資料21）、再檢視尿液檢驗成績書、決定應聲請觀察勒戒22或是簡易處
18.在屬於告訴（如假性財產犯罪之詐欺、動產擔保交易法等）案件中，建議善用通知書或傳票，如被告年籍地址不明
中，可運用通知告訴人到庭時偕同證人或提出被告戶籍謄本，以供案件核對進行偵辦。
19.此為檢察長於主任檢察官會議中裁示，如屬於被告身分，未到案而欲進行拘提程序，應先將他案改簽分偵案後，再以
偵案核發拘票執行之，而依此模式下，他案所進行者，應係除拘提以外之非強制處分作為之偵辦程序，故他案程序應
進行所有可能之搜證及詢問告訴人、被害人、證人及函詢或調取資料之程序，俟完備後，再簽分偵案進行拘提程序。
20.對於施用毒品案件，首先必須檢視前科，並查索在監在押資料比對之，確認被告於本案前未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
過，或前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後5年後再犯者，則先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聲請觀察勒戒，裁定准後，再行
傳拘送觀察勒戒，如觀察勒戒執行評估無施用傾向，則應即釋放後再製作不起訴處分，但應注意扣案物，如有毒品
者，則另聲請裁定沒收並銷燬之；如觀察勒戒後評估結果認有繼續施用傾向，則應立即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戒治，
俟裁准後送強制戒治時，再以簽呈將本案之毒偵案暫予報結，等待戒治處所函報無繼續戒治之必要時，應立即請承辦
主任檢察官予以釋放並送分戒毒偵案作不起訴處分。但被告如於5年內曾被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執行時，則如尿液
檢驗成績書顯示有毒品陽性反應時，則可為起訴或簡易處刑聲請。
21.本項主要檢視被告於犯本件之前之最後一次勒戒或強制戒治之時間，以決定本件是否應朝聲請觀察勒戒或應起訴（聲
請簡易處刑）方向處理，依現今法院見解，如被告本件供述施用毒品之時間點，距離最近一次勒戒或強制戒治之執行
完畢日，如逾5年以上，則本件應聲請觀察勒戒，若未逾5年者，則為起訴問題，即採所謂法條文意解釋。
22.如聲請觀察勒戒獲准，送勒戒所執行結果，經評估有繼續施用傾向，則應於接獲評估報告後，儘速製作強制戒治聲請
書，呈閱後，應以最速件方式發文送審，避免延誤（95年7月26日本署主任檢察官會議決議，另參考觀查勒戒處分執
行條例第8條規定）。

第二篇-3.indd 175

2010/12/10 下午 04:00:56

176

98年度法務研究選輯

刑聲請或起訴，注意筆錄中記載被告陳述最後施用的時間點23，如承認施用第1級毒
品，但尿液檢出第1級毒品與第2級毒品之陽性反應，則可另簽分毒偵案併同處理，
或不再簽分案逕行處理，如均呈陰性反應24，則應檢視有無扣案毒品，如無扣案毒品
時，將毒偵案為不起訴處分，如有扣案毒品，毒品經檢驗結果確認為毒品者25，則將
毒偵案簽結改分偵案偵辦被告非法持有毒品之罪嫌26。另外，現尚有新舊法銜接爭議
問題部分，法院已表示見解如下：
（一）93年1月9日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實施而釋放之戒治或勒戒處分人，依法院
實務見解（參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4年度訴字第3037號判決），採文義解釋，非
屬強制戒治或觀察勒戒處分之執行完畢。此部份判決見解，採文義解釋立場，
亦為本署現行所採用之見解。
（二）5年內再犯者，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須對毒偵案（施用毒品）予以起訴或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但如 5年內再犯已有起訴，緊接著三犯時，已逾越5年，則依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71號及95年度台上字第517號刑事判決見解，非屬
同條例第20條第3項所示「5年後再犯」，依立法解釋，三犯之毒偵案件，應
予以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27現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亦有採取此見解，本
署處理方式有二，1、如聲請觀察勒戒，遭駁回者，因無一事不再理之原則適
用，可再度聲請觀察勒戒，或對駁回裁定提起抗告，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表示意見，俟結果再行處理。2、惟最高法院見解現已形成決議28，對於下級法
23.如被告自承於96小時之前最後施用，但尿液檢驗結果卻呈陽性反應者，顯然被告於採尿前96小時內，曾施用毒品無
訛，則簡易處刑聲請書或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欄記載則應為「○基於施用第○級毒品之概括犯意，自○年○月○日起，
至查獲時採尿之○年○月○日○時○分前之96小時內某時止，連續在臺中縣○鄉○村○路○號等處，施用第○級毒品
多次」。
24.被告尿液檢驗結果如呈陰性反應時，建議先檢視被告於警訊或偵查時所陳述最後施用毒品之時間點，如與採尿時間點
相距96小時以上，則再檢視本案由無扣案毒品？是否已送檢驗？有必要時，則可無預警傳訊被告再度採尿，俟尿液檢
驗結果再行斟酌處理，亦可向承辦主任檢察官請示處理方案。施用毒品之毒偵案件，因有無毒品前科紀錄、尿液檢驗
結果有無陽性反應、有無扣案毒品、被告陳述最後施用毒品之時間點等變數，衍生眾多處理方式，但通常基於施用毒
品之成癮性，再犯比率偏高，為此類案件之特徵。
25.扣案毒品之送檢驗單位，依內政部警政署95年6月22日警署刑鑑字第0950003136號函辦理（簡述該函要旨，本署轄區
內之扣案毒品，如屬第1級毒品且淨重1公克以上者，可送法務部調查局為定性、定量鑑定，如屬第2級毒品且淨重1公
克以上，可送法務部調查局為「罌粟、罌粟草、古柯、古柯葉、大麻、大麻脂、大麻浸膏、大麻酊等8項」定性、定
量鑑定或送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作定性鑑定，若第2級毒品淨重10公克以上，亦可送刑事警察局為定性、定
量鑑定，如屬第3、4級毒品且淨重20公克以上者，可送刑事警察局為定性、定量鑑定，若淨重1公克以上20公克以下
者，可送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作定性鑑定）。另中部地區1公克以下毒品檢驗，自96年1月間起，由草屯（草
寮）療養院受理檢驗（參後附「毒品鑑驗分工表」）。
26.MDMA屬於第二級毒品（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附表二），K他命（愷他命）屬於第三級毒品（參同條例第2條附
表三）。
27.依本署之前所採見解，文義解釋，即被查獲施用毒品時間，距離最近一次勒戒或戒治完畢出所時，若已逾5年者，則
本次應聲請觀察勒戒，最高法院判決見解，原屬少數法庭所採，尚未成通說，且立法解釋之運用，學理上必須於文義
解釋仍無法運用時，即介於法律漏洞之模糊地帶，方有適用餘地，但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已規定甚為明
確，最高法院上開裁定，似為是否應立法修正之問題，而非法官造法之空間，惟為因應院方處理，本署現已更採立法
目的說，並認為施用毒品屬集合犯之範疇，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上訴字第4529號判決亦認為屬集合犯性質。
28.95年5月9日最高法院第七次刑事庭會議決定，認為「倘被告於5年內再犯，經依法追訴處罰，縱其第三次（或第三次
以上）再度施用毒品之時間，在初犯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完畢釋放五年以後，已不合於『五年後再犯』之規定，
且因已於『五年後再犯』，顯見其再犯率甚高，原實施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已無法收其實效，即應依該條例第十
條處罰」等文，但對於第三次或第三次以上施用毒品之時間，是否宜有期間限制？多久為宜？則屬刑事政策、專門醫
學之範圍，非審判機關所能決定，有待循立法途徑解決。另本署於95年5月23日主任檢察官會議決議，就現今已進行
中之毒偵案，處理方式如下：（1）尚未聲請觀察勒戒或尚未起訴案件，依最高法院刑事庭決議要旨辦理。（2）現已
聲請觀察勒戒並已裁准尚未執行案件，依最高法院刑事庭決議要旨辦理。（3）已裁准觀察勒戒並已送所執行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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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裁判產生拘束力，故遇此類案情，應檢視本件施用毒品時間，距離被告最後
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日，期間是否超過5年，且該5年期間內是否未曾
因施用毒品被起訴或簡易聲請處刑，如符合上述條件，則本件施用毒品案件處
理，應以聲請觀察勒戒方式，若不符合上述條件，則應起訴或聲請簡易處刑。
另應注意者，95年7月1日起，實施修正刑法，已廢除連續犯與牽連犯規定適
用，如被告前已毒偵案起訴審理中，上開時間後再犯施用毒品案件者，可供處
理方式如下：1、傳訊被告反覆問明本案是否另起犯意才再施用毒品？如是，
則尿液鑑定呈陽性反應時，建議提起公訴或聲請簡易處刑，若被告自承已有毒
癮而不得不再施用者，則可移送法院併案審理，俟判決結果再行處理。2、如
被告在押者，如移送法院併案審理，卻人案被退併，則被告先還押，次者，送
分毒偵案續辦，再者聯繫地檢署承辦股對前案提起上訴，再行移送併案審理，
若羈押期間將屆滿，可先依刑事訴訟法第107條第4項規定辦理（即先釋放再聲
請法院撤銷羈押，如須運用釋放時，建議宜再訊明被告現在是否還有施用毒
品的慾望？釋放後會不會再施用毒品？等，作預後切割犯意準備）。3、可考
慮運用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規定撰寫追加起訴書，但應注意同條第2項規
定，宜先與公訴檢察官聯繫，由蒞庭檢察官提出追加起訴書面（應已送閱完
成），再行送卷證審理。另針對已裁准聲觀案件送觀察勒戒，經評定有繼續施
用傾向而聲請強制戒治 29（聲戒），若法官裁定聲請駁回者，應於期限內提起
抗告，在勒戒處所之被告，依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8條第2項規定30，繼續
收容，俟抗告裁定結果，再行處置（惟抗告過程應於卷面與抗告書內載，被告
現仍於臺灣臺中勒戒處所收容中，以提醒法官儘速處理，此為本署95年9月18
日主任檢察官會議決議）31。
【公共危險－酒醉駕車】
二、公共危險之酒醉駕車案件：刑法第185條之3之「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
如評估結果無施用傾向者，釋放並為不起訴處分。（4）已裁准觀察勒戒並已送所執行案件，如評估結果有施用傾向
者，依最高法院刑事庭決議要旨辦理（即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5）已裁准觀察勒戒並已送所執行案件，如
評估結果有施用傾向者，並已聲請強制戒治裁准，尚未送執行者，依最高法院刑事庭決議要旨辦理。（6）已聲請強
制戒治裁准，並已送執行者，繼續執行至無繼續戒治之必要後，為戒毒偵不起訴處分。如依照最高法院刑事庭決議要
旨辦理，為法院決公訴不受理者，依法上訴，或再起訴（按形式判決，無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另本署95年6月
26日主任檢察官會議決議施用毒品案件，如第1次犯已經觀察勒戒完畢，5年內再犯施用毒品案件，經提起公訴並執行
完畢，5年後再犯施用毒品者，須再聲請觀察勒戒。另本署96年3月12日主任檢察官會議決議「3犯施用毒品，如距前
次勒戒或戒治執畢，已逾5年者，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聲請觀察勒戒」。
29.如勒戒所評估分數為59分，因為加註理由而經法院駁回確定者，應請勒戒所再提具附理由之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證
明書後，重行聲請強制戒治（96年3月5日本署主任檢察官會議決議）。
30.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民國 87 年 5 月 20 日 公(發)布】
第8條（勒戒處所之權責）
（第1項）勒戒處所應注意觀察受觀察、勒戒人在所情形，經醫師研判其有或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後，至遲應於觀
察、勒戒期滿七日前，陳報該管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庭）。
（第2項）受觀察、勒戒人經觀察、勒戒結果，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庭）應即命令或裁定
將其釋放，其觀察、勒戒期間屆滿，未獲檢察官命令或少年法院（庭）裁定者，勒戒處所應逕將受觀察、勒戒人
釋放，同時通知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庭）；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於勒戒處所依法院或由少年法院（庭）裁定
移送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前，應繼續收容。其收容期間，計入戒治期間。如已裁准送戒治，雖受處分人提起抗
告，為被告利益計，宜送戒治所執行，並俟抗告結果後續處理（96年3月26日主任檢察官會議決議）。
31.應注意者，人犯在勒戒所中，聲請戒治遭駁回，提起抗告時，人犯是否宜釋放，取決在評估抗告成功機率，此部分，
承辦檢察事務官應請示主任檢察官。

第二篇-3.indd 177

2010/12/10 下午 04:00:56

178

98年度法務研究選輯

類之物，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
以下罰金。」目前辦理此類案件之區別點，在於被告酒精濃度是否超過0.55MG/L為
準，如超過上開測試數值者，即可認定「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者」，如
低於0.25MG/L者，則應屬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介於中間者，如接近0.55MG/L
者，則應注意訊問被告何時起駕車至何時被查獲而吐氣測試值之時間，再以公式換算
推估 32，如必須為起訴、簡易判決處刑聲請或緩起訴處分時，對於認定之理由，應具
體說明表示，當然基本上均應注意檢視觀察測試報告表記載勾選內容33。另應注意者
為被告如具有現役軍人身分，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有特別規定，故此時應為無審判
權之處分，併理由敘明移送軍事檢察署偵辦34。
【賭博案件】
三、賭博案件：刑法第266條(普通賭博罪與沒收物)35「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
博財物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當場
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第268條
36 (圖利供給賭場或聚眾賭博罪)「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處理此類案件，如內勤檢察官於訊問後，對
於不承認賭博者，唯有靠查獲員警與承認賭博者之指訴具證方式處理，且應特別注
意先隔離訊問程序，從警訊及偵查中承認自白者優先訊問。另常業賭博罪已自95年7
月1日起不再適用，如查獲賭博性電動玩具時，依95年7月26日本署主任檢察官會議
決議，依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普通賭博罪與第268條之意圖營利提供賭博場所罪及意
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論處，三罪以刑法第55條論以想像競合犯37，若查獲機台數量匪少
時，應提起公訴並具體求刑，若機台數量極少者，可以緩起訴處分或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案件】
四、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案件：即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15條「未依本條例規定
32.酒精濃度測定值 ＋酒精代謝率（0.0628） ×自酒駕起至查獲測試止時間＝ 酒駕時酒精濃度值】換言之，即推估喝酒駕
車時之酒精濃度之公式為：（mg/L）＋ （mg/L）× （hr）= （mg/L）
33.案例曾發現，司法警察除測試被告酒精濃度外，於觀察測試報告表僅記載「因車禍肇事顯有不能安全駕駛跡象」，
但車禍肇事，被告有無可歸責因素與不能安全駕駛，係兩回事，沒有絕對因果關係，如縱有喝酒，但駕車後依交通號
誌燈號停等紅燈轉換，卻遭他人自後追撞，則被告顯無肇事歸責因素存在，或肇事原因係他人闖紅燈而被告依路權行
駛在車道內等是，故若遇觀察測試報告表記載簡略，有必要時，應傳訊承辦員警到庭說明處理過程，瞭解被告於查獲
時，除酒精測試外，被告有無其他顯示有酒醉跡象而無法為安全駕駛等情狀。
34.陸海空軍刑法【民國90年9月28日 修正】第54條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而駕駛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另應注意同法第76條第1項第8款規定，具有軍人身分，在營區、艦
艇或其他軍事處所、建築物所犯之竊盜罪，亦普通法院無審判權）
35.刑法第266條重點在於犯罪地點是否屬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之方式，是否有射倖性，即有輸贏
財物之情形，如老人於春節期間在老人會館或公園樹下以棋子或骰子玩賭，或商店擺設電子遊戲機具與賭客對賭，以
投硬幣或代幣，賭客玩賭畢洗分兌換金錢。
36.刑法第268條案件，處理應注意處罰對象限於意圖營利者，如莊家、會計、把風等人，對於賭客則應由警另以社會秩
序維護法處理，桌面上賭資，應查明區分為賭客尚未玩賭之賭資及已由莊家贏取之抽頭金及賭資，前者不得為起訴沒
收標的，後者才是沒收對象。
37.參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5年度上易字第309號刑事判決。

第二篇-3.indd 178

2010/12/10 下午 04:00:56

附錄2-檢察事務官在職專業訓練教材

179

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者，不得經營電子遊戲場業。」規定，而應依同條例第22條「違反
第十五條規定者，處行為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
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處罰之類型。此類型應注意者為是否該被告有依規定申請
電子遊戲場業之營利事業登記而獲准取證營業？（警卷內有無附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及被告於警訊時供述內容）擺放之機具是否屬於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所管理之電子
遊戲機？（上經濟部商業司網站查索扣案電子遊戲機是否屬於管理範圍之機具）對於
受僱之店員，原則上非本條文之處罰對象 38 ，除雙方有合夥等關係存在外，而有事證
可證明有共犯關係，否則宜為不起訴處分。另違反電子遊藝場業管理條例同時觸犯賭
博罪時，以刑法第55條論以想像競合犯 39。
【動產擔保交易法案件】
五、動產擔保交易法案件40 ：動產擔保交易法第38條處分標的物之處罰「動產擔保交易之
債務人，意圖不法之利益，將標的物遷移、出賣、出質、移轉、抵押或為其他處分，
致生損害於債權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六千元以下之罰金。」
通常此類案件，被告大部分已遷移不明，故第一次傳訊時間以較長為妥，以取得合法
傳喚的狀態，如拘提或通緝到案，除提示契約書影本確認被告確實有簽立此契約外，
38.相關書類參考案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94年度偵字第700號
被
告 ○○○ 男 41歲（民國○○年○月○日生）
籍設○○縣○○鄉○○村○○路○段○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應該不起訴處分，茲敘述理由如下：
一、臺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意旨略以：被告○○○自民國93年12月27日起，以月薪新臺幣（下同）2萬元之代價，
受僱於○○○（另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在○○市○○路○號○樓「○○便利商店」所經營未申請營利事業登記之電
子遊戲場內，擔任收銀及兌換代幣供顧客把玩電子遊戲機之工作。嗣於93年12月29日1時30分許為警查獲，並扣得
電子遊戲機「ＹＥＬＬＯＷ ＢＯＢＢＥ」、「Ｄｏｌｌｈｏ ｕｓｅ」、「Ｌｕｃｋｙ ＢｏＬｏｎｇ」、「Ｇ
ｕａｎ Ｓｈｉｎｇ」、「選物販賣機Ⅱ代」、「選物販賣機Ⅲ代」各1台及「神秘魔法石」2台、代幣207枚、現
金2910元，因認被告涉有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
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此有最高法院30年
上字第816號判例可資參照。再依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15條之規定，係應辦理營利事業登記之義務，其義務人
應以實際經營電子遊戲場業之負責人為限，而不及於其他受僱之人，且本條規定係作為義務，而以不作為之違反始
受處罰，受僱人既非義務人，且對於負責人之不作為亦無行為分擔之可能，自難有違反該條之規定可言。
三、訊據被告○○○對受僱於○○○所經營之上開商店並擔任收銀及兌換代幣工作等情坦承不諱，惟否認有何違反電子
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犯行，辯稱：機台是○○○擺的，不是伊擺的，客人要換代幣時是跟伊換的等語。經查：被告係
上開商店負責人○○○僱用之員工，主要負責便利超商的現場管理工作，換代幣沒有抽成分紅等情，業據○○○於
警局及本署詢問時供述綦詳，被告既僅係受僱於該店之員工，佐以前揭說明，並未負有依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
15條規定應辦理營利事業登記之義務，自難認有違反該條之規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前開犯
行，揆諸首揭說明，應認被告罪嫌尚有不足。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為不起訴之處分。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
月
27
日
39.本署95年7月26日主任檢察官會議決議，另侵入住宅竊盜案件，決議以刑法第55條之想像競合犯論斷，若其中一罪罪
嫌不足，可依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處理，仍可以運用「速偵」案件辦理。
40.動產擔保交易法已於96年立法院第六屆第5次會期通過廢除刑罰，即將經總統公布，於96年7月11日正式生效後，現有
偵查中案件，即應以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4款（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者）為不起訴處分，但日後可能以提告詐
欺、侵占或背信等假性財產犯罪方式，此時即應以徵信觀點、被告主觀故意或履約觀點進行偵查，故本署例行事務案
件，初估並未因動產擔保交易法刑罰廢除而有減少趨勢。
41曾有案例顯示被告以附條件買賣分期付款方式購買機車，嗣後未依期繳款，遭告訴人提出告訴，經到案說明該機車已
遭竊並已向警察機關報案失竊，經調查確實有報案紀錄，因機車非遭被告處分，故與該條文之構成要件不符，故為不
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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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重點在於追查標的物之下落，是否已遭被告為其他處分41。另不論附條件買賣契
約或附件動產抵押借款契約，相對人（即被告）部分，必須為自然人，方為處罰對
象，如相對人為公司行號，自無適用42 。
相關問題探討：有無成立侵占可能？（以下節錄自法務部檢察官論壇）
在被告自己與告訴人訂立動產擔保交易之契約，並將標的物予以處分之情形。經
搜尋90年至96年高等法院判決，幾乎全數僅論動產擔保交易法第38條之罪。但本署91
年度偵字第2324號，曾將被告將動產擔保標的物過戶之行為，認定為一行為觸犯動產
擔保交易法第38條及刑法第335 條之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侵占罪處斷，案經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2年度易緝字第234 號審理，認為僅構成侵占罪，惟被告上訴後，
經臺灣高等法院台中高分院以92年度上易字第1422號判決撤銷原審判決，僅論被告觸
犯動產擔保交易法第38條之罪，理由略以：「刑法上之侵占罪係以行為人原基於法定
或契約上之原因，持有他人之物，擅自處分持有他人之物，或變易持有之意為所有之
意，而逕為所有人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蓋自己持有他人之物，依法定或契約上之
原因，於原因關係終止時，應將所持有之物返還予本人，故而侵占罪以『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為犯罪之構成要件。此與動產擔保交易法第二十六條所定：
『稱附條件買賣者，謂買受人先占有動產之標的物，約定至支付一部或全部價金，或
42.參考案例如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94年度偵緝字第373號
告 訴 人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設○○市○○○路○段○號○樓
代 表 人 ○○○ 住同右
被
告 ○○○ 男 36歲（民國○○年○月○日生）
籍設○縣○鎮○路○號
現居○市○區○路○段○巷○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動產擔保交易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應該不起訴處分，茲敘述理由如下：
一、告訴意旨略以：被告○○○為○○冷凍設備有限公司（下稱○○公司）負責人，其於民國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一
日，以○○公司名義向○○冷凍空調機械有限公司（下稱○○公司）購買牌照號碼○○─○○○○號自小客車，
雙方約定分期總價款為新台幣（下同）二十六萬七千一百二十元，計分三十六期付清，以每月為一期，每期應付
七千四百二十元，而於簽訂契約同時將上開應收分期款及本於分期買賣關係所生之請求權讓與告訴人○○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後，另由被告以○○公司名義與告訴人簽訂「動產擔保交易動產抵押設定登記申請
書」，以動產擔保交易之動產抵押方式辦理動產抵押，雙方並約定以○○縣○○鎮○○路○○○號為存放車輛所在
地。詎被告支付八期款項後，自第九期（即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即拒不繳交餘款，被告並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於九十二年三月間，將該標的物典當予正和當舖，致告訴人追索無著受有損害。因認被告涉有動產擔保
交易法第三十八條之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
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
第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著有判例可資參照。
三、經查，被告係○○公司負責人，有台中縣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一紙附卷可稽，而本件動產擔保交易契約當事人為
○○公司，即本件動產擔保交易之債務人為法人。按動產擔保交易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動產擔保交易之債務人，意圖
不法之利益，將標的物遷移、出賣、出質、移轉、抵押或為其他處分，致生損害於債權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六千元以下罰金，此項規定，係因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犯罪主體，須為動產擔保交易之債
務人，亦即限於依法訂立動產抵押在契約上負有債務之人，為構成本罪之特別構成要件。至債務人之法定代理人，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除有刑法第三十一條教唆、幫助或與債務人共同實施之情形應以共犯論外，不能單獨成立本
罪，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非字第一四○號裁判可資參照。又法人犯罪同時得處罰其負責人以法律有明文規定為
限，如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七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然觀諸動產擔保交易法全文，並無此項
規定，依罪刑法定主義，自不得處罰有獨立人格非債務人之自然人。從而，動產擔保交易法既無處罰法人為債務人
之明文規定，本件被告僅為公司負責人，僅係債務人之法定代理人，而非犯罪之主體。此外，復查無被告有何違反
動產擔保交易法犯行，揆諸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應認其犯嫌有不足。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十款為不起訴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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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特定條件，始取得標的物所有權之交易』，買受人占有動產目的在取得所有權之
立法意旨不同，是以動產擔保交易法第三十八條之罪以『意圖不法之利益』為犯罪構
成要件。若動產擔保交易之債務人將標的物出賣，惟仍依約給付分期款，未生損害於
債權人，尚不能成立動產擔保交易法第三十八條之罪，若謂反成立刑法侵占罪責，實
與立法意旨有違，足見動產擔保交易法第三十八條與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之犯
罪構成要件本有不同。被告既為動產擔保交易之債務人，竟將標的物出賣，並拒繳餘
款，致生損害於債權人，顯見其有不法利益之意圖，所為僅成立動產擔保交易法第
三十八條之罪，揆之前開說明，並不另成立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之罪」。上開
見解，請卓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上易字第一四二二號
上 訴 人即 被 告 ○○○
右上訴人因侵占案件，不服臺灣台中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易緝字第二三四號中華民國
九十二年六月十二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一年度偵字第
二三二四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決撤銷。
○○○動產擔保交易之債務人，意圖不法之利益，將標的物出賣，致生損害於債權人，處
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
事實
一、 ○○○於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六日，以動產擔保交易附條件買賣之方式，分期付款
向經營 ○○車業行（址設○○ 市 ○○ 區○○ 路 ○號）之 ○○○ 購買 ○○○－○○○
號重型機車一輛，約定總價款為新台幣（下同）七萬四千元，除自備款一萬一千元
外，餘款六萬三千元自八十五年十月十五日起，分十二期付款，於每月十五日各給付
五千二百五十元，該機車應放置在○○縣○○市○○里○○莊○○○號○樓，在價金
未付清前，該機車仍屬○○○所有，○○○僅得依約占有使用，不得任意遷移、出賣
或為其他處分。○○○為動產擔保交易之債務人，詎其於取得該標的物後，竟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利益，於八十五年十月二日，委由○○市○○街○○機車行，將該機車售
予○○○，並辦理過戶登記完畢，嗣即拒繳分期款，致生損害於債權人○○○。
二、 案經○○○訴由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一、 上訴人即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據其前於本院調查時所供，其
固坦承於八十五年九月十六日，以動產擔保交易附條件買賣之方式，分期付款向經營
○○ 車業行之 ○○○ 購買 ○○○－○○○ 號重型機車一輛，約定總價款為七萬四千
元，除自備款一萬一千元外，餘款自八十五年十月十五日起，分十二期付款，於每月
十五日各給付五千二百五十元，該機車應放置○○市○○里○○莊○○○號○樓，在
價金未付清前，該機車仍屬○○○所有，○○○僅得依約占有使用，不得任意遷移、
出賣或為其他處分等情，惟否認有違反動產擔保交易法之犯行，辯稱：伊當初購買機
車時，○○車業行並未將機車交付給伊，伊並未親自將機車賣給○○○云云。然查右
揭犯罪事實，業據告訴人○○○指訴綦詳，復有分期付款約定書、切結書、本票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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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及交通部公路總局台中區監理所彰化監理站（九一）中監彰字第九一０四二二三
號函附機車車主歷史查詢表、交通部公路總局台中區監理所台中市監理站九一中監中
字第九一００九六四號函附機器腳踏車新領牌照登記書、汽（機）車過戶登記書、證
明書、切結書、身分證影本在卷可稽。且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亦供承：「（ ＫＹＦ－
八四０號機車，你購買後如何處理？）賣掉。我是委託機車行處理，機車行名稱我忘
了，我在台中市南屯路交給機車行處理」等語，並有卷附被告於八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所書立交貨驗收證明書影本載明被告已收到本案標的物，經驗收並無瑕疵等語甚詳，
被告辯稱其未取得該買賣標的物，且無出賣行為云云，核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證
人○○○於原審證稱伊並未向被告購買○○○－○○○號機車，也不認識被告等語，
係因被告委託他人出賣該部機車，證人 ○○○ 所證乃指其未直接向被告購買機車之
意，所證自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被告明知以附條件買賣之方式，分期付款向告
訴人購得之○○○－○○○號重型機車，在價金未付清前，僅得依約占有使用，所有
權仍屬於告訴人，竟於取得該機車後，即將該機車委託他人出售予陳淑美，且辦理過
戶登記完畢，並拒付分期款，其有為自己不法利益之意圖甚明，其否認有違反動產擔
保交易法之犯行，委無可採，犯行堪以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二、 被告為動產擔保交易之債務人，意圖不法之利益，將標的物出賣，致生損害於債權
人，核其所為，係犯動產擔保交易法第三十八條之罪。原審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
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之侵占罪，不另成立動產擔保交易法第三十八條之罪，所持見解
容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據以指摘原判決不當，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
上述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犯罪動機、
目的、手段、所欠之金額及犯後未能坦認犯行，且迄今尚未將所欠之分期款償還告訴
人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以示懲
儆。
三、 公訴意旨另以：○○○於八十五年九月十六日，以上開動產擔保交易附條件買賣之方
式，向告訴人購買○○○－○○○號重型機車一輛，被告取得該機車後，僅給付頭期
款一萬一千元，其餘尾款均拒不付款，且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將該車據為己有，
並於八十五年十月二日將該標的物移轉過戶予陳淑美，因認被告所為另涉犯刑法第
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侵占罪嫌等語。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係以行為人原基於法定或契約
上之原因，持有他人之物，擅自處分持有他人之物，或變易持有之意為所有之意，而
逕為所有人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蓋自己持有他人之物，依法定或契約上之原因，
於原因關係終止時，應將所持有之物返還予本人，故而侵占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
人不法之所有」為犯罪之構成要件。此與動產擔保交易法第二十六條所定：「稱附條
件買賣者，謂買受人先占有動產之標的物，約定至支付一部或全部價金，或完成特定
條件，始取得標的物所有權之交易」，買受人占有動產目的在取得所有權之立法意旨
不同，是以動產擔保交易法第三十八條之罪以「意圖不法之利益」為犯罪構成要件。
若動產擔保交易之債務人將標的物出賣，惟仍依約給付分期款，未生損害於債權人，
尚不能成立動產擔保交易法第三十八條之罪，若謂反成立刑法侵占罪責，實與立法意
旨有違，足見動產擔保交易法第三十八條與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之犯罪構成要
件本有不同。被告既為動產擔保交易之債務人，竟將標的物出賣，並拒繳餘款，致生
損害於債權人，顯見其有不法利益之意圖，所為僅成立動產擔保交易法第三十八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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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揆之前開說明，並不另成立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之罪。公訴人認被告另涉
侵占罪嫌，容有未洽，惟公訴人認被告此部分行為，與其前開有罪部分間，有想像競
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六十四條、第
三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動產擔保交易法第三十八條，刑法第十一條
前段、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第二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九 月 十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第四庭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網路援交及妨害風化-散佈猥褻文書圖畫案件】
六、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網路援交及妨害風化（如販賣色情書刊）等案件：兒童
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
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
息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處理此類案件，
應注意網路上所顯示之文字對話，如為司法警察機關予以犯罪教唆誘導，自難認被
告有自發性之犯罪故意，再檢視網路上被告之文字用語，是否足以引誘、媒介、暗
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如客觀上評價，認為不構成，則應為不起訴處
分。另關於妨害風化類型（即刑法第235條），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95年10月26日釋
字第617號解釋意旨認為：「刑法第235條規定：「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
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2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意圖散布、播送、販賣而
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畫、聲音、影像及其附著物或其他物品者，亦同。」（第2
項）「前二項之文字、圖畫、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
之。」（第3項）是性資訊或物品之閱聽，在客觀上足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
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對於平等和諧之社會性價值秩序顯有危
害。侵害此等社會共同價值秩序之行為，即違反憲法上所保障之社會秩序，立法者制
定法律加以管制，其管制目的核屬正當（United States Code, Title 18, Part Ⅰ, Chapter
71, Section 1460、日本刑法第175條可資參照）。又因其破壞社會性價值秩序，有其
倫理可非難性，故以刑罰宣示憲法維護平等和諧之性價值秩序，以實現憲法維持社會
秩序之目的，其手段亦屬合理。另基於對少數性文化族群依其性道德感情與對性風化
認知而形諸為性言論表現或性資訊流通者之保障，故以刑罰處罰之範圍，應以維護社
會多數共通之性價值秩序所必要者為限。是前開規定第1項所謂散布、播送、販賣、
公然陳列猥褻之資訊、物品，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行為，係指對含有暴力、性虐
待或人獸性交等而無藝術性、醫學性或教育性價值之猥褻資訊、物品為傳布，或對其
他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而令一般人感覺不堪呈現於眾或不能忍受而排拒之猥褻資
訊、物品，未採取適當之安全隔絕措施（例如附加封套、警告標示或限於依法令特定
之場所等）而為傳布，使一般人得以見聞之行為；同條第2項規定所謂意圖散布、播
送、販賣而製造、持有猥褻資訊、物品之行為，亦僅指意圖傳布含有暴力、性虐待或
人獸性交等而無藝術性、醫學性或教育性價值之猥褻資訊或物品而製造、持有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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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或對其他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而令一般人感覺不堪呈現於眾或不能忍受
而排拒之猥褻資訊、物品，意圖不採取適當安全隔絕措施之傳布，使一般人得以見
聞，而製造或持有該等猥褻資訊、物品之情形，至於對於製造與持有等原屬散布、播
送及販賣等之預備行為，擬制為與散布、播送及販賣等傳布性資訊或物品之構成要件
行為具有相同之不法程度，乃屬立法之形成自由；同條第3項規定針對猥褻之文字、
圖畫、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一概沒收，亦僅限於違反前
二項規定之猥褻資訊附著物及物品。依本解釋意旨，上開規定對性言論之表現與性資
訊之自由流通，並未為過度之封鎖與歧視，對人民言論及出版自由之限制尚屬合理，
與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要無不符，並未違背憲法第11條保障人民言論及出版自由之
本旨。至性言論之表現與性資訊之流通，是否有害社會多數人普遍認同之性觀念或性
道德感情，常隨社會發展、風俗變異而有所不同。法官於審判時，應依本解釋意旨，
衡酌具體案情，判斷個別案件是否已達猥褻而應予處罰之程度；又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第27條及第28條之規定，為刑法第235條之特別法，其適用不受本解釋之影
響，均併予指明」、「立法者為求規範之普遍適用而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者，觀諸立
法目的與法規範體系整體關聯，若其意義非難以理解，且所涵攝之個案事實為一般受
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與法律明確性原則不相違背，迭經
本院釋字第432號、第521號、第594號及第602號解釋闡釋在案。刑法第235條規定所
稱猥褻之資訊、物品，其中「猥褻」雖屬評價性之不確定法律概念，然所謂猥褻，指
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其內容可與性器官、性行為及性文化之描繪與論述聯
結，且須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為
限（本院釋字第407號解釋參照），其意義並非一般人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
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等，按本署95年10
月30日主任檢察官會議中決議「對於所謂『猥褻』物品之認定，例行事務組承辦檢察
事務官如有疑義，應報請主任檢察官依具體個案決定之」。
以下參考判決資料：
裁判字號：93年度台上字第330號
裁判日期：民國 93 年 1 月 16 日
資料來源：最高法院刑事裁判書彙編 第 48 期 567-574 頁
相關法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第 29 條
案由摘要：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要
旨：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之制定，係鑒於各種媒體上色情廣告泛
濫，助長淫風，且因廣告內容通常不記載被引誘對象之年齡，而特設之處罰規
定，並非僅以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少年為保護對象。又自條文之比較觀之，本
規定並無如同條例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七條明定以未滿十八歲或未滿十六歲，
或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性交易對象，足見本條所稱之「人」不以未滿
十八歲為限（本院八十七年度第二次刑事庭會議參照）。又從立法意旨而言，
本規定在處罰利用各種廣告物、媒體等以散布、刊登或播送足以引誘、媒介、
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藉以防制淫風之訊息，淨化社會風氣。
故本規定之「暗示」，依其文義自指非以明示方式而得此性交易之訊息，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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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般稍具社會經驗者依此廣告內容，足以引發性交易之聯想皆屬之。
裁判字號：86年度訴字第166號
裁判日期：民國 86 年 2 月 27 日
資料來源：臺灣台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判書彙編 86 年第 1 期 1 冊 171-173 頁
相關法條：中華民國刑法 第 231、55 條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第 29 條
案由摘要：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要
旨：被告○○○利用報紙媒體刊登「一九小美女學生兼差二一二○一一六」廣告，
一般稍具社會經驗者即可明白該項廣告字義有性交易之暗示，如依廣告中所
刊登之電話聯絡，或可獲得性交易服務，核其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治條例第二十九條之利用報紙出版品刊登廣告暗示使人為性交易罪及刑法第
二百三十一條第三項、第一項之意圖營利，容留良家婦女與他人姦淫為常業罪
。又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第二十九條之罪，旨在規範「引誘」、「媒介
」、「暗示」或以其他方法使人為性交易之非法廣告行為，至是否確有達成性
交易之事實，非該條規範之目的，只要有上開行為即符合該處罰要件，與刑法
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三項、第二項之罪行，應屬不同之二行為，是被告就其所犯
上開二罪有方法結果牽連關係，為牽連犯，應依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從一重
之利用報紙出版品刊登廣告暗示使人為性交易罪處斷。
裁判字號：85年度訴字第1606號
裁判日期：民國 85 年 10 月 8 日
資料來源：臺灣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判書彙編 85 年第 2 期 2 冊 648-651 頁
相關法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第 29 條
案由摘要：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要
旨：○○○係滿八十歲之人；且係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台○○人ＫＴＶ商業聯誼會
負責人，於八十四年九月廿五日在自立晚報刊登「銀○俱樂部不怕您來電、就
怕您不來電、保證一次就上癮、銀○熱線 ○○○○○○○」之廣告，引誘使
人為性交易。查○○○○○○○ 電話係由陳○亭承租，且經臺灣台北地方法
院檢察署檢察官於八十五年一月廿四日下午三時許試打該支電話，經對方答話
稱：現場是ＫＴＶ，有小姐坐檯，每小時一千三百二十元，小姐可以帶出場，
交易價碼另外和小姐商談，並有電話紀錄可按。故被告利用媒體刊登廣告引誘
他人為性交易之犯行甚明，堪以認定。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第二十九條之罪。
裁判字號：85年度訴字第928號
裁判日期：民國 85 年 6 月 21 日
資料來源：臺灣台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判書彙編 85 年第 1 期 2 冊 902-905 頁
相關法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第 29 條
案由摘要：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要
旨：查被告於警訊時供稱於八十年十月中旬於 ○○路○○國宅內開始經營（應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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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聯絡都是以電話作為聯絡並刊於聯合報上名為指油壓，客人每次叫小
姐從事色情性交易每次新台幣貳仟伍佰元，每次以壹小時，客人與小姐性交射
精為止，小姐每次得壹仟伍佰元，從中取介紹佣金壹仟元。足證被告刊登廣告
係引誘他人為性交易。被告所為應成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
之罪。
【妨害兵役案件】
七、妨害兵役：常見類型為違反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3條「役齡男子意圖避免徵兵處理，
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徵兵及齡男子隱匿不報，或為不實
之申報者。(二)對於兵籍調查無故不依規定辦理者。(三)徵兵檢查無故不到者。(四)
毀傷身體或以其他方法變更體位者。(五)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申報，致未能接受徵
兵處理者。(六)未經核准而出境，致未能接受徵兵處理者。(七)核准出境後，屆期未
歸，經催告仍未返國，致未能接受徵兵處理者」。另第10條「後備軍人意圖避免召集
處理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
(一)離營歸鄉無故不依規定報到，或重複申報戶籍者43。(二)拒絕依規定調查，或體
格檢查不到者。(三)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者。國民兵犯前項第三款之罪
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後備軍人犯第一項之罪
或國民兵犯前項之罪，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者，以意圖避免召集論 44；分別依第五條
或第六條科刑。」45通常此類案件，為點閱召集未依期日時間報到，惟應注意被告是
否當日遲到而遭召集單位拒絕接受報到，此部份應發函臺中縣、市後備司令部查詢
46。
參考判決資料：
裁判字號：93年度簡字第1421號
43.發文字號：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55年度法律座談會刑事類第64 號
發文日期：民國 55 年 1 月 1 日
資料來源：臺灣高等法院歷年法律座談會彙編 (下冊) 第 107-108 頁
相關法條：中華民國刑法 第 56 條
法律問題：某甲於五十三年間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團管區於五十三年及五十四年所發二次點閱
召集令均無法送達，分別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案經法院分別通緝，於五十四年獲案，法院對此二案，應如何審理？
討論意見：甲說：某甲雖有二次點閱召集令無法送達之情形，實則，僅有一次遷移居住處所而無故不申報之行為，
究非數行為之連續犯，應認為單純一罪。檢察官對此同一案件於五十四年重行起訴，法院除應併案處理外，自應就
此後案，另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乙說：某甲有二次點閱召集令無法送達，即屬二次妨害兵役之犯行，惟此二次犯行，係本於其遷移居住處所無故不
申報之概括犯意，應依連續犯以一罪論。法院對此後案，應為不受理判決之情形與甲說同。
研討結果：採甲說。
附註意見：司法院第二廳七十三年十二月廿六日（73）廳刑一字第一一二九號函復台灣高等法院（見司法院編印之
刑事法律問題研究第三輯第一八○則，第四八二至四八三頁）可供參考。
44.95年12月27日主任檢察官會議決議「關於被告係後備軍人，於召集令合法送達後，未依指定時間前往參加召集，應認
為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6條第2項前段，因該當行為，屬抽象危險犯，且被告應就未依時參加召集之行為，合理舉證說
明，自不能以空言否認無此意圖即認不成罪」（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2年度法律座談刑事類第21號提案、臺灣高
等法院86年度上易字第339號、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5127號判決參照）
45.因妨害兵役治罪條例修正後，已無通報義務人處罰之規定，故再函詢通報義務人資料已無意義。
46.近年來，年輕學子出國或至大陸地區就學者，日益增加，故屆服兵役期限仍未歸國者，如為縣市政府移送偵辦時，應
注意調取該員被告之出入境資料，與瞭解兵役法與施行細則相關規定，但因國家政策方向，將逐漸縮減徵兵範圍，故
可預見未來，此類案件有減少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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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日期：民國 93 年 7 月 20 日
資料來源：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 (93年版) 第 551-553 頁
相關法條：中華民國刑法 第 11、41、74 條
刑事訴訟法 第 449 條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 第 10、6 條
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 第 2 條
案由摘要：妨害兵役
要
旨：被告○○○係後備軍人，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間某日即遷出原設籍，明知居住
處所遷徙應向各地後備軍人管理單位申報，竟意圖避免召集處理，無故不依規
定申報，致使臺北縣後備司令部指定其應於九十一年七月十五日上午八時，前
往桃園縣龜山鄉公西村○○路○○○ 號慧敏營區報到，接受教育召集之召集
令無法送達。核被告所為，係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三項、第一項第三
款之罪，應依同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科刑。
裁判法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 第 449 條（93.06.23）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 第 6、10 條（91.06.26）
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 第 2 條（82.02.05）
中華民國刑法 第 11、41、74 條（92.06.25）
【替代役實施條例案件】
八、替代役實施條例案件：常見類型為觸犯替代役實施條例第52條「替代役役男無故不就
指定之替代役職役、擅離職役累計47逾七日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以下參考案例：
裁判字號：92年度竹簡字第259號
裁判日期：民國 92 年 4 月 16 日
資料來源：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第一、二審法院刑事裁判選輯 (92年度) 第 254-256
相關法條：替代役實施條例 第 52 條
案由摘要：違反替代役實施條例
要
旨：查替代役實施條例業於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於同年二月
一日生效，其中修正前之該條例第五十二條規定：「替代役役男無故不就指定
之替代役職役，或擅離職役逾七日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改為：「替代役役男無故不就指定之
替代役職役、擅離職役累計逾七日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科或併科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二者之刑度完全相同，僅新法之構
成要件增列「累計」二字，且被告之行為不論在修正前後均該當於該條犯罪，
是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應適用裁判時之新法。核被告○○○所為，係犯
修正後之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五十二條之替代役役男無故擅離職役罪。
裁判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參考法條：替代役實施條例 第 52 條（92.01.29)
47.修正前條文無累計之用語，導致文義解釋產生爭議，故修正後文字為「累計」，即縱非連續者亦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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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內容：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九十二年度竹簡字第二五九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
右列被告因違反替代役實施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九十二年度偵字第
一三一六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替代役役男無故擅離職役累計逾七日，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
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為第十一梯次之替代役男，自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七日入營（駐
地在臺中成功嶺），在陸軍步兵第一九二旅接受軍事基礎訓練，應依規定執行職役，
不得任意擅離職役，竟因另涉毒品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
強制戒治，且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發佈通緝，唯恐遭部隊送往執行強制戒治，
自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時許無故擅離職役，累計已逾七日。案經內政部役政
署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呈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令移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二、證據：
（一）被告○○○於偵訊中之自白。
（二）陸軍步兵第一九二旅司令部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九十一）司忠字第
一九一九號函文一件。
（三）陸軍步兵第一九二旅司令部替代役男離職役通報一件。
（四）役籍表（一）、（二）、（三）、（四）、（五）各一件。
（五）替代役徵集令一紙。
三、查替代役實施條例業於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於同年二月一日生
效，其中修正前之該條例第五十二條規定：「替代役役男無故不就指定之替代役職
役，或擅離職役逾七日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
下罰金。」，修正後則改為：「替代役役男無故不就指定之替代役職役、擅離職役累
計逾七日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經比
較新舊法，二者之刑度完全相同，僅新法之構成要件增列「累計」二字，且被告之行
為不論在修正前後均該當於該條犯罪，是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應適用裁判時之
新法。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後之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五十二條之替代役役男無
故擅離職役罪。爰審酌被告之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擅離職役妨害役政管理秩序，
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稱良好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四百五十四條第二項，修正後替代役實
施條例第五十二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第十一條前段、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罰
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二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四
月
十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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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新竹簡易庭
【竊盜案件】
九、（簡易）竊盜案件：刑法第320條(普通竊盜罪、竊佔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
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
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通常此類竊盜案件，若被害人對於遭竊之時地供
述，與被告自白竊取之時地不符，有可能書類用語為「○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在
○（地點）竊取車號○號重型機車（係被害人○所有，於○時間，在○地點，遭不詳
姓名竊嫌竊取後，放置該處）得手」，亦有可能從竊盜罪嫌轉換成贓物罪嫌，惟應注
意訊問被告對於贓物部分是否有不確定故意存在，通常訊問被告對於該贓物是否知悉
來源有問題或對於不詳姓名之人既未留下聯絡電話地址亦未約定取回該有經濟上利用
價值財物之時間，依被告社會閱歷與經驗，難道不知該人及該物有問題嗎？
【傷害案件】
十、（簡易）傷害案件：刑法第277條(普通傷害罪)「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此類傷害案件之處
理，如告訴人是否有於告訴期間內提出告訴？告訴人與被告之間有何仇怨或嫌隙？
（即查悉被告傷害告訴人之動機）有無驗傷診斷書？（宜注意就診日期及傷勢狀況，
前者可推論此診斷書傷勢與本案之關聯性，後者可依告訴人指訴情形與被告陳述進而
推斷指訴內容之可信性程度）當場有無目擊證人？（可請告訴人偕同到庭訊問案發過
程目擊情形）被告對於告訴人指訴內容，有何辯解？是否能送調解暫報結 48 ？等方式
著手。
【假性財產犯罪案件】
十、假性財產犯罪部分：
（一）參考部頒「法務部所屬各檢察機關處理假性財產犯罪案件改進方案」及相關假
性財產犯罪處分書例稿辦理。
（二）建議事項：
1.被告通知應達合法送達之程度。如被告經合法通知仍未到案說明，則應檢索
被告之戶籍資料附卷，則對被告蒐證程度即屬完足。
2.如假性財產犯罪偵辦過程，發現有牽扯銀行帳戶資料，應發函索取，索取原
則以申設時間、第一次退票時間、列為拒絕往來時間、所有退票之時間與金
額為範圍。
3.如被告提出證人應傳訊之，並先訊明被告提出該證人欲證明何事？再傳訊證
人或請被告偕同到庭。
48.依部頒「檢察官偵查中加強運用鄉鎮市區調解功能方案」規定，偵查中徵得兩造同意得轉介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進行
調解，此時案件得暫報結，俟調解結果函覆後，再分「調偵」案續辦，但應注意必須以偵案簽報結，如案件尚屬於他案
時，應簽分偵案後，再簽報暫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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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到案之證人，如須作證人具結程序，原則上以事後具結，即由檢察事務官先
訊問後，再報知檢察官為證人具結手續。
5.被告未到庭，原則上不以假性財產犯罪處理。
（三）詐欺犯罪構成要件之評析：詐欺罪的兩大支柱，一為主觀上有無不法意圖、二
為客觀上有無施用詐術，兩支缺一不可，若主觀上無不法所有意圖或客觀上顯
然無施用詐術之情形，自應為罪嫌不足。
如欠錢不還，或欠錢未還，若有法律上或事實上正當原因，或預期將來清
償期屆至，即有清償可能或能力，即無所謂不法意圖，此部份，亦可求諸於告
訴人（被害人）狀況，如告訴人與被告間有種情誼存在，告訴人明知被告財務
債信不佳而仍願意借款給被告，被告經濟狀況早已為告訴人所明知，則告訴人
自審被告應該可以如期償還，卻因計算估計誤失，導致無法獲償，自難認為被
告有詐欺犯行。
另方面言，被告持票或借據向告訴人借款，一般常情，告訴人與被告若無
特殊情誼，豈有未經求證而貿然貸與金錢，則告訴人毫無緣由即借貸金錢給被
告，自與常情不符，若有某種情誼存在，衡諸常情，告訴人對於被告經濟財務
狀況，顯有不知情之理，則告訴人依被告單純提出票據或書立收據而借貸，充
其量僅在取得被告借貸之憑信而已，自難認為被告持票或借據借貸，即為施用
詐術之實施。
綜合上述，假性財產犯罪處理重點在訊問告訴人借貸與被告之動機、原
因？告訴人與被告之關係？之前告訴人與被告有無借貸金錢往來？告訴人對於
被告財務經濟狀況之瞭解程度？被告向告訴人告貸時之說法？告訴人對於被告
之說法，如何去解讀與評估？告訴人何以認為被告有詐欺與認定之根據所在？
假性財產犯罪之處分書，宜以簡略理由記載之，如遇聲請再議時，再以詳
細具體理由反駁之，故訊問筆錄重點在告訴人方面，如何突顯告訴人明知被告
狀況而仍甘冒倒帳之風險借與金錢，而訊問被告方面，重點在於突顯被告並無
不法意圖，非故意借錢不還。
（四）詢問告訴人事項舉隅：
1.你要對何人提出告訴？
2.他如何詐欺你？
3.為何跟你所提出的告訴狀內容不一樣？（提示告訴狀）
4.你跟被告是何時認識？如何認識？
5.本件之前，跟被告有無金錢或業務上往來？
6.本件之前，你跟被告間之金錢借貸或業務上往來情形如何？（即之前，被告
曾否向你借貸？被告何時借貸？被告為何要向你借貸？被告借貸款項作何用
途？借貸時，約定何時返還清償？被告是否有按時清償？約定金錢借貸利息
如何計算？你為何不向被告約定利息，以玆保障？）（即之前，你跟被告何
時開始有業務上往來？何種業務往來？雙方往來貨款如何結算？之前被告是
否有依約定支付貨款？平均每月雙方交易額多少？何時起，被告有拖延或無
法繼續支付情形？本件債務是何時起積欠累積下來的？你知道否被告因何開
始拖欠或遲延支付貨款？你所提出的支票或本票是何時、在何地、因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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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知否被告何時被列為拒絕往來戶？）
7.被告積欠你款項後，有無找你商談和解清償債務事宜？
8.你曾借貸金錢給他人或曾跟他人為業務往來而遭他人倒帳拖欠債務否？金額
如何？
9.本件案發過程之前，你有無發覺被告財務經濟方面的異狀？你有無自他人或
同業聽聞到有關於被告財務經濟窘況之訊息？
10.你從事何種職業？何時開始從事？是否有使用支票出入？ 何時開始使用支
票作為收支出之進出用？
11.你借錢給被告或跟被告為生意上之往來期間，你為何敢借錢給被告？或為何
敢繼續跟被告為生意業務上交易？
12.你當時借錢給被告時，是否認為被告跟你有朋友上的情誼或之前曾向你告貸
過，而按時返還借款，被告應該不至於拖欠，才基於情誼或同情被告經濟上
窘境，毅然借貸給被告？
13.被告除了借貸款項為依約清償之外，尚有施用何詐術欺騙你或詐欺你其他財
物？
14.除了告訴狀及已提出資料外，你尚有何證人或證據提出可以證明被告確有詐
欺？
（五）訊問被告事項舉隅：
1.（提示並告以告訴人告訴內容及要旨）你對於告訴人對你提出之詐欺告訴內
容有何意見？
2.你是何時、何地及如何認識被告？
3.本件你是於何時、在何地、以何原因向告訴人借款？你向告訴人借款有無支
付利息或提供擔保？本件借款你已支付多少利息？有何證明？
4.你向告訴人借款後，約定是何時應該清償？
5.為何借款屆期你卻無法如期清償？有何人或何事證可以證明？
6.你無法如期清償時，有無向告訴人說明取得諒解並徵取告訴人同意緩期清
償？有何人或何事證可以證明？
7.本件之前，你有無向告訴人借款過？該次借款有無如期清償？有無支付利息
或提供擔保？
8.你是何時起，經濟陷入困境而無法履行借款清償義務？
9.告訴人提出告訴前，是否知道你的經濟困難的處境？有何人或何事證可以證
明？
10.既然你不是故意欠錢不還，為何告訴人還要對你提出告訴？
11.有何其他事證提出供調查？
12.有何其他陳述？
（六）小結：假性財產犯罪案件，特殊處理之處有二，一則以簡略性處分書例稿，再
者，如告訴人有不服聲請再議時，再將偵查所得證據與心證，詳實撰寫
在再議意見書內，舉例如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94年度偵字第144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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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訴

人

林○○ 籍設○○縣○○鎮○○路○號
黃○○ 籍設○○市○區○路○號○樓之○
告訴代理人 徐○○律師
被
告 彭○ 女○歲（民國○○年○月○日生）
籍設○○市○○區○○路○段○○之○號○樓之○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號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應該不起訴處分，茲敘述理由如下：
一、告訴要旨：
（一）罪名：詐欺取財罪。
（二）時間：93年7月起。
（三）地點：臺中市○○路○○之夜視聽歌唱城。
（四）行為：被告簽發支票及本票向告訴人借款，屆期提示均未兌 現，告訴人始知受
騙。
二、不起訴處分之理由：
（一）1.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
2.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施用詐術之行為。
3.查無充分證據證明告訴人因被告之行為陷於錯誤。
（二）結論：犯罪嫌疑不足。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為不起訴處分。
中
華
民
國
94
年
9
月
27
日
檢察官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審核聲請再議意見書
94年度聲議字第 號
一、再議是否合法︰
○○○
聲 請 人 姓 名
○○○
被
告
姓
名
聲請人收受不起訴處分書日期（寄存送達生效日）
94年10月13日
法 定 在 途 期 間
5日
法 定 再 議 期 限
94年10月25日
本署收受聲請再議書狀日期
94年10月17日
有 無 逾 期
無
聲請人有無聲請再議權
有
是
否
合
法
是
二、審核意見︰
（一）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93年7月起，陸續簽發支票及本票向告訴人借
款周轉，屆期提示票據均未獲兌現，告訴人始知受騙。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
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
第816號判例著有明文。又按告訴人指訴是以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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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不得僅憑告訴人指訴遽令被
告入罪，最高法院52年臺上字第1300著有判例可循。再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
欺取財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
人之物交付為要件，又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
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
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判例闡釋甚詳。
（三）訊據被告堅詞否認詐欺犯行，辯稱：我沒有詐欺的意思，我當初93年11月，每
天有還500元，還到94年1月10日才沒有還等語。經查：告訴人○○○指陳被告
有詐欺犯意，無非以被告偽稱其因購屋需款辦理過戶，簽發支票向告訴人借款
40萬元周轉，嗣取得貸款後再清償，又出示土地所有權狀影本以示被告資力，
取信告訴人，屆期又由被告改簽發本票要求告訴人抽回支票及展期清償，惟屆
期又未獲付款，嗣經告訴人聲請本票裁定准許強執執行，而因被告之不動產
無剩餘價值可供執行，致告訴人受有38萬8千元之損害為其論據。質之告訴人
○○○自承：是我乾媽○○○介紹；93年8月當時被告有拿權狀影本給我，證
明她有錢；因被告有開店，還有房子所以才同意借，想說要幫助被告度過難
關，才借款給被告周轉；利息1萬2千元先扣起來等語。再質之告訴人○○○自
承：92年8月起就開始借被告錢，有時約每週1次，每次4、5萬元，當時都有還
等語。是以告訴人 ○○○ 借款給被告之前，早已知悉被告之財務狀況，對被
告經營之○○之夜卡拉OK店之情形亦甚為明瞭，又其中部分借款20萬元借期
1個月即先行預扣1萬2千元之利息，相當於年息百分之72之高額利息，告訴人
對被告是否有能力清償顯有預見，以遠高於法定利息之借款貸予被告可能之風
險當知之甚詳，難謂被告有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之情形。又不動產產權資料
係公開資訊，告訴人可輕易查知被告出示之所有權狀資料是否為被告所有，甚
至抵押權及其他權利事項設定情形均可查知，被告並未傳遞不實之財力資訊而
向告訴人借款，實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術可言。再查：被告向告訴人○○○表
示購買房屋辦貸款後即清償借款，復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影本2份附卷可稽，
是以被告對借款之用途並無隱瞞。又被告使用之支票存款帳戶顯示，93年7、
8月間被告資金存提往來頻繁，每日金額支出高達數十萬元，且並無異常巨額
交易之情形，有合作金庫銀行○○分行支票存款帳號○○○○○號帳戶往來明
細資料、臺灣土地銀行○○分行支票存款帳號○○○○○○○號帳戶往來明細
資料、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分行支票存款帳號○○○○號帳戶往來明細資料
各一份附卷可證，足認被告借款之初尚有履行還款約定之能力，且前開帳戶存
款平均餘額高於告訴人所貸與被告之金額，縱令被告有未以房屋貸款清償告訴
人之情形，亦為被告資金調度之行為，況以一般人之金錢借貸習慣，僅由借款
人大略說明借款之用途即由貸與人決定是否借貸，少有要求借款人對所有可能
為清償使用之未來收入款項巨細靡遺交代清楚之情形，或以要求提供擔保之方
式降低借貸風險而為之，以被告借款當時之資力，對向告訴人林峻成借貸之款
項自有清償能力之確信，實難遽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之犯行。又查：告訴人
○○○及○○○曾經持被告簽發之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乙節，復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二紙在卷可按，被告之不動產係因無剩餘價值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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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等情，復為告訴人於告訴狀陳述綦詳，益證被告於借款之時並未施用詐術
至明。
（四）聲請再議意旨略以：(1)犯罪地點應為○○市○○路○號○樓被告住處，不起訴
處分書誤載為○○市○○路○視廳歌唱城。(2)被告施用詐術之行為係以偽稱其
因購置中科附近新屋欲給付尾款辦理過戶，要求告訴人先行借其新台幣40萬元
充用，嗣所購屋地辦妥過戶及銀行抵押貸款後，再以貸款所得返還告訴人，並
交付其所有座落○市○區○段第○及○地號土地所有權狀影本2張，以示其有
資力償還借款及取信告訴人。(3)被告改以其女兒名義購屋辦理貸款後仍未以貸
得款項清償借款，被告93年9月15日至94年5月5日共退票68張，金額達697萬餘
元，拒絕往來尚未解除等情，認被告有詐欺意圖。惟查：告訴人於借款之初有
尚有還款能力，支票存款帳戶往來金額遠高於向告訴人○○○之借款金額，且
被告並未提供錯誤資訊誤導告訴人○○○等情，已如前述，告訴人無法積極舉
證證明被告如何施用詐術，及其又如何陷於錯誤而同意被告之借款要求等，空
言被告涉嫌詐欺，難以被告事後退票而反推借款之初即有施用詐術之犯行。告
訴人以自己無法舉證之事項，責怪檢察官未盡調查之能事，再以推測或擬制之
方法，認被告涉嫌詐欺，揆諸首揭說明，告訴人之再議，顯不可採，故告訴人
聲請再議顯無理由。
（五）擬檢卷呈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檢察長鑒核，准將再議予以駁回。
敬 陳
主任檢察官
檢 察 長
職（○）股 ○○○
謹簽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24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處分書
94年度上聲議字第1330號
聲請人 ○○○ 住○縣○鎮○路○號
被 告 ○○○ 女 ○歲（民國○年○月○日生）
住○市○區○路○段○之○號○樓之○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號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中華民國94年9
月27日所為不起訴處分（94年度偵字第14491號）聲請再議，經予審核，認為應予駁回，
茲敘述理由如下：
一、聲請人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民國93年8月間，明知其已財務困窘，無力還
債，竟仍透過聲請人○○○之乾媽即○○○之介紹，偽稱其因購置中科附近新屋欲給
付尾款辦理過戶，故要求聲請人先行借其新台幣（下同）40萬元週轉，俟其所購房地
辦妥過戶及銀行扺押貸款後，再以貸款所得返還聲請人，並交付其所有坐落○市○區
○段○及○ 地號土地所有權狀影本二張，以示其有資力償還借款及取信聲請人，聲
請人不疑有他，乃分別於93年8月底及同年9月6日在被告○市○路○號 ○樓住處交付
被告18萬8千元及20萬元，被告則分別簽發面額20萬元及21萬5千元、發票日均為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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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之支票各一張交付聲請人，以為清償。詎該二張支票屆期提示，均因存款不
足，經被告要求抽回，並改由被告及案外人○○○共同簽發93年11月30日、93年12月
30日、94年1月30日，面額均為10萬5千元之本票三張，及94年2月28日、面額11萬5千
元之本票一張交付聲請人，以為清償。惟屆期提示，亦均未獲付款。而被告於借款時
所交付之上開土地及其上建物，業已設定高額抵押權，已無剩餘價值可供執行，且被
告所稱新購置之房地，亦查無音訊，聲請人始知受騙。因認被告涉有詐欺取財罪嫌。
（另告訴人○○○告訴被告詐欺部分，未聲請再議）
二、原檢察官偵查結果以：本件尚查無充分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施用詐
術使聲請人陷於錯誤之行為，應認被告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經核原檢察官之
認事用法尚無不合。
三、聲請再議意旨略以：被告固提出房地買賣契約書以證明其確有於93年8月7日簽約購
買房地之事實，並辯稱因其支票曾退票，無法貸款，故於94年5月30日改以其女兒
○○○名義購買並向銀行辦理貸款等語。惟被告所提上述買賣契約書之真實性如何？
被告於94年5月30日改以其女兒名義購買屋地並向銀行辦理貸款後，何以未依約以貸
得款項清償聲請人借款？被告以其女兒名義購買之房地是否仍存在？何以聲請人遍查
未著？又依被告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所載，被告自93年9月15日起至94年5月5日止，
共退票68 張，退票金額達697萬餘元，並於93年10月29日拒絕往來尚未解除，何以認
被告亳無詐欺意圖及行為？原檢察官對於上述疑點均未查明，顯未盡調查證據之能
事，為此聲請再議，請發回續查等語。
四、經查：被告於原署偵訊時供稱：我有向○○○借40萬元未還，但我沒有詐欺的意思，
我於93年11月，有每天還500元，還到94年1月10日才沒有還。因我被朋友○○○拖
累，才無法還錢，我幫她還債100多萬元，結果她跑掉了。我借錢是為了生意上週轉
用，希望能分期償還等語。聲請人於原署亦陳稱：○○○是我乾媽，她於93年8月介
紹我借款給被告，當時被告向我借20萬元，開20萬元的支票，我給她18萬8 千元，利
息1萬2千元先扣起來，當時被告有拿權狀影本給我，證明她有錢，93年9月6日再向我
借20萬元，這次沒有先扣利息，但開一張21萬5千元的支票給我。因被告有開店，還
有房子，所以才同意借錢給被告週轉等情。而被告向聲請人借款時確有在台中市○○
路經營「 ○○○ 視聽歌唱城」，此於聲請人之告訴狀內已敘明；上開坐落 ○市 ○區
○段○及○地號土地二筆，亦確係被告所有，有土地所有權狀影本2張附於原署卷內
可稽；被告亦確有於93年8月7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購買坐落○市○區○段○
地號土地及建物一事，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一份可憑。是被告以購買該房地需款週轉
為由，向聲請人借款，並提供其原有土地所有權狀影本予聲請人，難認有何施用詐術
之情事；且被告向聲請人借款時，其支票尚未開始退票，亦難認被告於借款時即有蓄
意詐財之不法意圖。而被告因經營「○○○○視聽歌唱城」，需款週轉，有另向聲請
人之乾媽即另名告訴人○○○借款1百多萬元之事，亦為聲請人所知悉，是聲請人於
借款予被告之前，已知悉被告之財務狀況不佳，仍願意借款予被告週轉；且其第一筆
借款20萬元，借期1個月即先行預扣1萬2千元之利息，相當於年息百分之72之高額利
息，顯見聲請人係為賺取高額利息而借款予被告，難謂被告有施用詐術使其陷於錯誤
之情形。至於被告借款後因週轉不來，支票退票，而無法依約清償借款，此應屬民事
債務不履行問題，且聲請人借款予被告時，既已知悉被告尚有積欠其他債務，亦難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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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告退票金額有數百萬元，即認被告有詐欺犯行。聲請人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
五、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前段為駁回之處分。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11
月
8
日
檢 察 長 ○○○ 公出
主任檢察官 ○○○ 代行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告訴人如不服本駁回處分，得於接受處分書後十日內，委任律
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交付審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11
月
9
日
書 記 官 ○○○
【部頒例稿】
（最簡式：業已和解或無聲請再議之虞案件適用）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年度偵字第○號
告訴人
被告

住：
男女○歲（民國○年○月○日生）
國民身分證字號：
住(居)：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侵占、背信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應該不起訴處分，茲敘述理由
如下：
一、 □告訴 □ 告發 □移送 □ 報告意旨如所附 □ 告訴狀 □ 告發狀 □ 移送書 □ 報告書所
載。
二、不起訴處分理由：
□(一)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不法所有□獲得不法利益 □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
□(二)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詐欺□侵占□背信之故意。
□(三)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施用詐術□侵占所持有財物 □違背受託任務之行為。
□(四)查無充分證據證明告訴人因被告之行為而□陷於錯誤 □遭受財產或利益之損害。49
□(五) 綜上所述，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詐欺行為□侵占行為□背信行為。
三、結論：被告犯罪嫌疑不足。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十款為不起訴處分。
○
○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 察 官 ○○○
得再議
（詐欺－借款）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年度偵字第○號
告訴人
被告

住：
男女○歲（民國○年○月○日生）
國民身分證字號：

49.被害人是否陷於錯誤或是否有財產上之損害，乃屬詐欺既遂或未遂之問題，故選用此用語，必須慎重，宜另有其他勾
選不起訴處分事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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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居)：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應該不起訴處分，茲敘述理由如下：
一、□告訴 □告發 □移送 □報告要旨：
（一）罪名：
（二）時間：
（三）地點：
（四）行為：
二、不起訴處分之理由：
（一）□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施用詐
術之行為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告訴人（被害人）因被告之行為陷於錯誤。
（二）具體理由：
□1.被告已清償大部分債務。
□2.被告清償部分債務後清償能力發生負面變化。
□3.被告未否認債務，但(1)目前尚無力清償；(2)借貸後清償能力發生突生負面
變化。
□4.被告與告訴人間前有借貸事實，業已償還；新債(1)目前尚無力清償；(2)借
貸後清償能力發生突生負面變化。
□5.告訴人有收取利息事實。
□6.告訴人與被告未約定清償時間。
□7.告訴人與被告間有親友關係或其他信賴關係。
□8.告訴人事前可預知風險。（被告借款時已明確告知『急需用錢還款』 『生
意週轉不靈、軋票』。）
□9.其他。
（三）結論：犯罪嫌疑不足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十款為不起訴處分。
○
○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 察 官 ○○○
（詐欺-合夥或合資關係）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年度偵字第○號
告訴人
被告

住：
男女○歲（民國○年○月○日生）
國民身分證字號：
住(居)：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應該不起訴處分，茲敘述理由如下：
一、□告訴 □告發 □移送 □報告要旨：
（一）罪名：
（二）時間：
（三）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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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為：
二、不起訴處分之理由：
（一）□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施用詐
術之行為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告訴人（被害人）因被告之行為陷於錯誤
（二）具體理由：
□1.被告就合資業務之會計帳冊無不實記載情事。
□2.合資事業經營虧損，有適當之證明，且已通知告訴人。
□3.被告於合資開始進行之後，因其他事由清償能力發生負面變化，一時無法
履行給付義務，已通知告訴人。
□4.告訴人未履行合資契約約定應履行之給付義務。
□5.合夥或投資關係尚未清算。
□6.其他：
（三）結論：犯罪嫌疑不足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十款為不起訴處分。
○
○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 察 官 ○○○
（詐欺－積欠貨款）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年度偵字第○號
告訴人
被告

住：
男女○歲（民國○年○月○日生）
國民身分證字號：
住(居)：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應該不起訴處分，茲敘述理由如下：
一、□告訴 □告發 □移送 □報告要旨：
（一）罪名：
（二）時間：
（三）地點：
（四）行為：
二、不起訴處分之理由：
（一）□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施用詐
術之行為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告訴人（被害人）因被告之行為陷於錯誤
（二）具體理由：
□1.被告與告訴人間原有正常業務往來，事後支付能力被告突生負面變 化、無
法付款。
□2.下游買受人未付貨款或解約，致影響其整體支付能力，無法付款。
□3.被告有拒絕付款之相當事由：□(1)被告主張貨物有瑕疵，□(2)被告有其他
正當抗辯理由：資力突生負面變化，無法付款。
□4.被告已清償大部分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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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告訴人與被告未約定清償時間。
□6.其他：
（三）結論：犯罪嫌疑不足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十款為不起訴處分。
○
中
華
民
國
年

○

月

199

○
日
檢 察 官 ○○○

（詐欺－積欠服勞務、承作工程款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年度偵字第○號
告訴人
被告

住：
男女○歲（民國○年○月○日生）
國民身分證字號：
住(居)：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應該不起訴處分，茲敘述理由如下：
一、□告訴 □告發 □移送 □報告要旨：
（一）罪名：
（二）時間：
（三）地點：
（四）行為：
二、不起訴處分之理由：
（一）□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施用詐
術之行為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告訴人（被害人）因被告之行為陷於錯誤。
（二）具體理由：
□1.被告與告訴人間曾有業務往來，支付情形正常，事後支付能力突生負面變
化，無法付款。
□2.上游債務人□ 、上游承包商未付款或解約，致影響其整體支付能力，無法
付款。
□3.被告已清償大部分債務。
□4.告訴人與被告未約定清償時間。
□5.被告有拒絕付款之相當事由：(1)被告主張告訴人之給付有瑕疵，(2)被告有
其他正當抗辯理由：
□6.其他：
（三）結論：犯罪嫌疑不足。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十款為不起訴之處分。
○
○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 察 官 ○○○
（詐欺-積欠租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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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偵字第○號
告訴人
住：
被告
男女○歲（民國○年○月○日生）
國民身分證字號：
住(居)：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應該不起訴處分，茲敘述理由如下：
一、□告訴 □告發 □移送 □報告要旨：
（一）罪名：
（二）時間：
（三）地點：
（四）行為：
二、不起訴處分之理由：
（一）□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施用詐
術之行為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告訴人（被害人）因被告之行為陷於錯誤
（二）具體理由：
□1.被告前有租用事實，支付情形正常，租用後支付能力發生負面變化，一時
無法付款。
□2.被告長期租用，且曾支付租金達相當期間。
□3.被告已返還租賃物。
□4.（租車案件）被告以繳用租金分期支付車款及行費之「靠行」方式營業用
小客車，(1)未續繳租金，(2)付完車款後未續繳靠行費用。
□5.被告有拒絕支付租金之相當事由：
□6.其他：
（三）結論：犯罪嫌疑不足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十款為不起訴處分。
○
○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 察 官 ○○○
（詐欺-積欠餐飲娛場所消費帳款）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年度偵字第○號
告訴人
被告

住：
男女○歲（民國○年○月○日生）
國民身分證字號：
住(居)：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應該不起訴處分，茲敘述理由如下：
一、□告訴 □告發 □移送 □報告要旨：
（一）罪名：
（二）時間：
（三）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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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為：
二、不起訴處分之理由：
（一）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施用詐術
之行為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告訴人（被害人）因被告之行為陷於錯誤
（二）具體理由：
□1.被告曾有消費紀錄，清償情形正常，消費後清償能力發生負面變化。
□2.被告為告訴人公司或商號之「會員」，告訴人已事先對被告進行徵信，同
意簽帳。
□3.被告有拒絕付款之相當事由：
□4.其他：
（三）結論：犯罪嫌疑不足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十款為不起訴處分。
○
○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 察 官 ○○○
（詐欺-積欠信用卡帳款）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年度偵字第○號
告訴人
被告

住：
男女○歲（民國○年○月○日生）
國民身分證字號：
住(居)：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應該不起訴處分，茲敘述理由如下：
一、□告訴 □告發 □移送 □報告要旨：
（一）罪名：
（二）時間：
（三）地點：
（四）行為：
二、不起訴處分之理由：
（一）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施用詐術
之行為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告訴人（被害人）因被告之行為陷於錯誤
（二）具體理由：
□1.被告以真實身分及財產資料申請信用卡，□ 、單純刷卡消費未繳款，□ 、
刷卡超過信用額度，非惡意密集刷卡所致。
□2.告訴人核發信用卡前未行確實徵信程序。
□3.告訴人已知被告有未付款事實，仍未停卡，因而續有損失。
□4.被告有拒絕付款之相當事由：
□5.其他：
（三）結論：犯罪嫌疑不足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十款為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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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檢 察 官 ○○○

（詐欺-積欠民間合會會款或標得款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年度偵字第○號
告訴人
住：
被告
男女○歲（民國○年○月○日生）
國民身分證字號：
住(居)：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應該不起訴處分，茲敘述理由如下：
一、□告訴 □告發 □移送 □報告要旨：
（一）罪名：
（二）時間：
（三）地點：
（四）行為：
二、不起訴處分之理由：
（一）□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施用詐
術之行為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告訴人（被害人）因被告之行為陷於錯誤
（二）具體理由：
□ 會首告會員
□1.被告得標金額無過高情形。
□2.被告得標後，仍繼續繳納死會會款，其後財務狀況發生負面變化，無力繳
納。
□3.被告有拒繳會款之正當事由：
□4.其他：
□會員告會首
□1.被告未冒名標會，得標後財務狀況突生負面變化，理由正當，暫時無法付
款。
□2.被告未走避，有清償意願並提出合理清償計畫。
□3.會首有未能付款之正當事由：
□4.其他：
（三）結論：犯罪嫌疑不足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十款為不起訴處分。
○
○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 察 官 ○○○
（詐欺-未履行和解約定）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年度偵字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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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
被告

住：
男女○歲（民國○年○月○日生）
國民身分證字號：
住(居)：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應該不起訴處分，茲敘述理由如下：
一、□告訴 □告發 □移送 □報告要旨：
（一）罪名：
（二）時間：
（三）地點：
（四）行為：
二、不起訴處分之理由：
（一）□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施用詐
術之行為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告訴人（被害人）因被告之行為陷於錯誤
（二）具體理由：
□1.被告未因和解約定獲取財物或積極利益
□2.和解成立後，初期付款正常，其後被告之支付能力發生負面變化，無法繼
續付款
□3.其他：
（三）結論：犯罪嫌疑不足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十款為不起訴處分。
○
○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 察 官 ○○○
（詐欺-瑕疵給付）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年度偵字第○號
告訴人
住：
被告
男女○歲（民國○年○月○日生）
國民身分證字號：
住(居)：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應該不起訴處分，茲敘述理由如下：
一、□告訴 □告發 □移送 □報告要旨：
（一）罪名：
（二）時間：
（三）地點：
（四）行為：
二、不起訴處分之理由：
（一）□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有施用詐
術之行為 □查無充分證據證明告訴人（被害人）因被告之行為陷於錯誤
（二）具體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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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瑕疵之存在非被告事前所知悉。
□2.被告於交易時未隱匿標的有瑕疵之事實。
□3.瑕疵之存在不足以妨害契約目的或重要事項之達成。
□4.被告願負瑕疵擔保責任，並積極彌補瑕疵。
□5.其他：
（三）結論：犯罪嫌疑不足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十款為不起訴處分。
○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
日
檢 察 官 ○○○

【其他宜由例行事務組處理之案件-簡易概括案件】
十一、其他可由例行事務專組處理之案件。（如本署對於該案件無管轄權之簽呈結案移
轉、所告發或檢舉內容非屬刑罰案件之簽呈、告訴乃論案件未經告訴之案件之簽結
等）

陸、結語
建議各位檢察事務官同仁應主動與主任檢察官或承辦案件之檢察官多接觸、瞭解，深
入熟悉主任檢察官或檢察官對於案件進行或結案之意見與書類特殊用語，避免徒勞無功，
講求效率與效果，提昇自我、要求品質，如首次撰寫之書類，經主任檢察官或檢察官增刪
修改文字用語後，即可於類似例稿援用，書類文字用語，往往表徵檢察官之特色，惟有本
於學習精進之精神，方能稱職地扮演好「檢察事務官」的角色，成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檢察署」不可或缺的組織成員，盼大家「設定目標、找出方法、戮力予赴、同享榮譽」自
勉。

柒、本署特殊用語與寫法之提示
一、緩起訴用語50 ：
「緩起訴期間○年，被告應於民國○年○月○日前，向被害人○支付新臺幣○元之損害賠
償。」（刑訴第253條之2第1項第3款）
「緩起訴期間○年，被告應於收受本署檢察官緩起訴處分命令通知書之日起○月內，向○
支付新臺幣○元。」（刑訴第253條之2第1項第4款）
「緩起訴期間○年，被告應於緩起訴處分期間起算日起，至緩起訴期間屆滿前二個月止，
向指定之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或社區提供○小時之義務勞務，並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
後，依本署觀護人之指定按時至本署報到，接受相關規定說明。」51 （刑訴第253條之2第
50.關於撤銷緩起訴處分其確定，是否須於緩起訴處分期間內，始生撤銷緩起訴之效力，抑或僅須於緩起訴處分期間屆滿
前撤銷緩起訴處分生效即可？（緣有部分被告具撤銷緩起訴處分事由，經執行科簽分撤緩案後，距原緩起訴處分期間
屆滿日甚近而未達七日以上留供被告再議；甚或有於翌日即行屆滿，此際是否得再為撤銷緩起訴），依法務部94年3
月2日法檢決字第0940800722號函示：「僅須於緩起訴處分期間屆滿前為撤銷緩起訴處分並經公告而生效力即可，無
須於期間屆滿前，該撤銷緩起訴處分達確定之程度」。
51.依部頒「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作業要點」第3點第10項規定：
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五款令被告履行義務勞務之參考時數與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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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第5款）
「緩起訴期間○年，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不得再有酒後駕車之行為。」（刑訴第253條
之2第1項第8款）
「緩起訴期間○年，被告應於緩起訴期間起算日起，至緩起訴期間屆滿二個月止，參加本
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場次。」52 （原則上以3場次，因本署觀護人室所規劃法治教育課
程係以3場次為一系列課程）（刑訴第253條之2第1項第8款）
「緩起訴期間○年，被告並應於緩起訴期間內，遵守及履行下列處遇措施與命令：
（一）本署指定之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養院，依該院之毒品病患減害替代療法計畫，
按時服用替代毒品美沙酮（METHADONE）至無繼續服用之必要為止，期間
最長為一年。
（二）應遵守衛生署草屯療養院指定之日期，前往接受心理輔導治療。
（三）依本署觀護人指定之日期採尿檢驗。」（刑訴第253條之2第1項第6款、第8
款）53
二、扣案毒品，聲請法院宣告沒收並銷燬之。
三、職權處分54 或緩起訴處分書之首段，為犯罪事實之記載，被告身分者不冠被告，結尾
為「案經○訴由○縣市警察○分局報告偵辦」或「案經○告訴偵辦」或「案經檢察官
自動檢舉偵辦」。
四、任何書類之當事人欄中被告部分年籍記載，身分證編號部分應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號」。
五、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概括之犯意。
（判決既判例力之說明：
1.得上訴於高等法院之第一審刑事判決，如未據上訴，其既判力之時點，應至
宣判之日55 為止。另量刑協商判決，其判決以當事人（指被告與檢察官）收
1、緩起訴期間一年者：宜定四十小時以上八十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
2、緩起訴期間二年者：宜定八十小時以上一六○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
3、緩起訴期間三年者：宜定一六○小時以上二四○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
4、指定被告履行義務勞務時，除考量其所犯罪名外，亦應參酌其性別、家庭、身分、職業、經歷、特殊專長、體能
狀況及素行紀錄與參加意願等個人因素，以便觀護人為適當之安排；履行期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並以非國定
假日之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為原則；惟如執行機關 (構) 認有必要並經被告之同意，得於夜間或例假日為之。
52.以上緩起訴用語為許主任檢察官睦評所撰擬，提報主任檢察官會議，經檢察長裁示辦理。
53.對於施用毒品案件之減害程序之緩起訴處分用語。
54.最後一段應記載「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為不起訴之處分」。
55.會議次別：最高法院82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 (一)會議日期：民國82年5月11日
提案：院長提議：得上訴於高等法院之第一審刑事判決，如未據上訴，其既判力之時點，究係至宣判之日抑判決確定
之時？有甲、乙二說：討論意見：
甲說：應至宣判之日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旦零二條第一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為免訴之判決，係以同
一案件，已經法院為實體上之確定判決，該被告應否受刑事制裁，既因前次判決而確定，不能更為其他有罪
或無罪之實體上裁判，此項原則，關於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其一部事實已經判決確定者，對於構成一
罪之其他部分，固亦均應適用，但此種事實係因審判不可分之關係在審理事實之法院，就全部犯罪事實，依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規定，本應予以審判，故其確定判決之既判力自應及於全部之犯罪事實，惟若在
最後審理事實法院宣示判決後始行發生之事實，既非該法院所得審判，即為該案判決之既判力所不能及（最
高法院卅二年上字第二五七八號判例參照），是既判力對於時間效力之範圍應以最後審理事實法院之宣示判
決日為判斷之標準，而上開判例 稱「最後審理事實法院」而非謂「最後事實審」，顯然不限於二審判決，因
而在未經上訴於二審法院之判決，亦屬相同，否則，如認判決在一審確定者，其既判力延伸至確定之時則於
第一審法院宣示判決後因被告逃匿無法送達延宕確定日期，在此期間，被告恣意以概括之犯意連續為同一罪
名之犯行，而受免訴判決，其有違公平正義原則，實非確當。
乙說：應至判決確定之日理由：第一審管轄權屬於地方法院之刑事案件，除簡易判決外，就地方法院所為第一審判
決，率得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上訴，而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係採「覆審制」，是就上開一審判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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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有無上訴，既有接受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審判之可能性，則甲說所引例中謂「最後審理事實法院」，自
係指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而言，苟該判例非採「審理可能說」，則其既判力之時點即應限至言詞辯論終結
之時，蓋言詞辯論終結後，如非再開辯論，已無從再調查事實證據。準此，上開一審判決宣示後，確定前發
生之事實，苟與該案有實質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當為該第一審確定判決效力所及，是其既判力之時點應至
判決確定之日。
以上二說，應以何說為當，請公決
研究報告：刑三庭 鍾日成 蔡詩文 楊文翰 黃武次 王德雲
一、犯罪事實具有連續性或繼續性者，在實體上為一罪，在訴訟法上為同一訴訟客體，具有不可分割性，故檢察官
雖就其他犯罪事實之一部起訴，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之規定，其效力及於全部，但其效力及全部之何一
時點，自應予以界定，此即刑事既判力時之範圍，亦稱既判力時之基準點，或既判力之延展。
二、既判力時之範圍有下列三說。
判決確定說：既判力及於最後事實審判決確定前之全部事實，此說重在實體關係，認為訴訟客體，應因裁判確
定始歸予消滅，實質上或裁判上之一罪其既判力及於判決確定時之全部事實。惟事實審法院自言詞辯論終結迄至
宣示判決及文書送達並扣除在途期間與假日，判決之確定耗時費日，予犯罪者在判決確定前恣意續行其犯罪，而
受一事不再理原則之庇護，有違社會正義。
最後事實審理可能說：此說重在程序關係，即應以其全部事實是否有審理之可能為準，既有審理之可能，雖未
予審理，亦其判決效力之所及，此說又分為A 既判力及於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所發生之事實，均在原事實
審法院調查審判之範圍。故在言語辯論終結後所發生之事實既非原事實審法院所能調查審判之範圍，自非原判決
既判力之所及，（褚劍鴻著刑事訴訟法論第三三二頁）。黃東熊教授亦贊同此說（見黃著刑事訴訟法論第四八九
頁）。B 既判力及於最後審理事實法院宣示判決前所發生之事實，此說為實務界所肯定（參本 院三十二年上字第
二五七八號刑事判例，及三十九年台上字第二一四號民事判例），惟言詞辯論終結後所發生之事實，如何能為法
院及時發覺而再開言詞辯論重為事證之調查，亦存疑問。
三、本院判例對下級審法院具有事實上之拘束力，不容任意變更，致紊亂法之秩序。本院上開三十二年上字第
二五七八號判例在未變更之前，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八十一年度上易字第四二四號判決及台灣嘉義地方法院
八十一年五月份法律問題提案所採甲說：（應至宣判之日），其法律見解自無不當。
四、撤回上訴，若他造當事人本無上訴權，或依法已不得上訴，則上訴撤回之日，即原判決確定之日（十三年統字
第一八九八號），惟判決之確定力與判決之拘束力係屬兩事，故連續犯其既判力之延展為求理論上之一貫性，縱
令於第二審撤回上訴，仍應以第一審宣示判決之時為準據。易言之，在判決宣示後所發生之犯罪事實，無一事不
再理原則之適用，應由檢察官另行起訴，法院亦應為實體上之判決。
決
議：採甲說。
發文字號：司法院 (82) 廳刑一字第 10856 號
發文日期：民國 82 年 6 月 28 日
座談機關：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資料來源：司法院公報 第 35 卷 8 期 118 頁
相關法條：刑事訴訟法 第 267、302 條
法律問題：一、二審之刑事判決，如未經上訴確定（得上訴二審或三審）其確定判決既判力之範圍，究係至宣判之
日，抑係判決確定之時？
研討意見：甲說：應至宣判之日。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為免訴之判
決，係以同一案件，已經法院為實體上之確定判決，該被告應否受刑事制裁，既因前次判決而確定，不
能更為其他有罪或無罪之實體上裁判，此項原則關於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即刑法第五十五條及第
五十六條之犯罪），其一部事實已經判決確定者，對於構成一罪之其他部分，固亦均應適用，但此種情
形，係因審判不可分之關係，在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全部犯罪事實，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
規定本應予審判。故其確定判決之既判力，自應及於全部之犯罪事實。惟若在最後審理事實法院宣示判
決後，始行發生之事實，既非法院所得審判，即為該案判決之既判力所不能及，檢察官或自訴人如就此
部分發生之事實依法起訴，既不在曾經確定判決之範圍以內，即係另一犯罪問題，受訴法院仍應分別為
有罪或無罪之實體上裁判，縱令檢察官或自訴人，係就前案事實與其後新發生之事實，誤認為實質上一
罪或裁判上一罪一併起訴，受訴法院除應將前案確定判決既判力所及部分諭知免訴外，關於其後而發生
之事實，並不在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款所載情形之列，非可一併免訴。是以既判力對於時間效
力之範圍，應以最後審理事實法院之宣示判決日為判斷之標準，因而未經上訴之刑事判決，無論第一審
或第二審均屬相同，否則，如認為既判力延伸至確定之時，則法院宣示判決後因被告逃匿或遷移新址無
法送達而延宕確定日期，在此期間被告恣意以概括犯意連續為同一罪名之犯行，而受免訴判決，其有違
公平正義之原則。（參見最高法院三十二年上字第二五七八號判例、同院八十一年度台非字第三一九號
判決、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八十一年上易字第四二四號判決、最高法院八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刑庭總會
決議 [見八十二、五、二十中國時報刊載] ）
乙說：應至判決確定之日。按我國法制，第一審地方法院與第二審高等法院，同為事實兼及法律審，就此而言，第二
審之高等法院自屬最後審理事實之法院，觀諸最高法院三十二年上字第二五七八號判例所稱之「最後審理事實
法院」，而非謂「審理事實之最後法院」，應係指管轄之第二審高等法院，則其既判力之時點之範圍如應限至
言詞辯論終結時，則辯論終結後所發生之事實，如非再開辯論，已無從再調查事實證據，準此，事實審判決
宣示後，確定前發生之事實，苟與該案有實質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當為確定判決效力所及，是其既判力之
時點應至判決確定之日，無論刑事訴訟法或民事訴訟法，第二審之高等法院，皆採續審制，而民事訴訟法第
三百九十八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判決於上訴期間屆滿時確定」，亦足供參考。（司法院八一、七、二十二
（八一）廳刑一字第九三五九號函復台高院、台灣高等法台南分院八十年上易字第一三九七號刑事判決、陳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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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送達判決後10日上訴期間屆滿之日為確定日。
2. 簡易程序之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224條第1項但書規定，不經言辭辯論，故
亦不宣示之，則既判例之時點，應以最初送達之日期為其既判力之時點56 。
生先生著刑訴法實務第二六二頁、楊大器先生講義）。
研討結果：多數贊成甲說。
臺灣高等法院審核意見：擬採甲說。
司法院刑事廳研究意見：
一、同意台灣高法院審核意見採甲說。
二、本院刑事廳八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八一)）廳刑一字第九三五九號函(八十一年九月份司法院公報誤登發文日期
為八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所持見解，不再授用。
發文字號：司法院 (82) 廳刑一字第 9709 號
發文日期：民國 82 年 6 月 16 日
座談機關：台灣板橋地方法院
資料來源：司法院公報 第 35 卷 9 期 86 頁
相關法條：刑事訴訟法 第 267、302 條
法律問題：得上訴於高等法院之一審刑事判決，如未據上訴，其既判力之時點，究係至宣判之日抑判決確定之時？
研討意見：甲說：應至宣示之日。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為免訴之判決，係以同一案件，已經法院為
實體上之確定判決，該被告應否受刑事制裁，既因前次判決而確定，不能更為其他有罪或無罪之實體上裁判，
此項原則，關於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其一部事實已經判決確定者，對於構成一罪之其他部分，固亦均應
適用，但此種事實係因審判不可分之關係，在審理事實之法院，就全部犯罪事實，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
條規定，本應予以審理，故其確定判決之既判力自應及於全部之犯罪事實，惟若在最後審理事實法院宣示判決
後始行發生之事實，既非該法院所得審判，即為該判決之既判力所不能及（最高法院三十二年上字第二五七八
號判例參照），是既判力對於時間效力之範圍應以最後審理事實法院之宣示判決日為判斷之標準，而上開判例
稱「最後審理事實法院」而非謂「最後事實審」，顯然不限於二審判決，因而在未經上訴 第二審法院之判決，
亦屬相同，否則，如認判決在一審確定者，其既判力延伸至確定之時，則於第一審法院宣示判決後因被告逃匿
無法送達延宕確定日期，在此期間，被告恣意以概括之犯意連續為同一罪名之犯行，而受免訴判決，其有違公
平正義原則，實非確當（參考上揭判例、最高法院八十一年度台非字第三二○號判決）
乙說：應至判決確定之日。
理由：第一審管轄權屬於地方法院刑事案件，除簡易判決外，就地方法院所為第一審判決，率得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
法院上訴，而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係採「覆審制」，是就上開一審判決，不論有無上訴，既有接受管轄第
二審之高等法院審判之可能性，則甲說所引判例中謂「最後審理事實法院」，自係指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
而言，苟該判例非採「審理可能說」，則其既判力之時點即應限至言詞辯論終結之時，蓋言詞辯論終結後，
如非再開辯論，已無從再調查事實證據。準此，上開一審判決宣示後，確定前發生之事實，苟與該案有實質
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當為該第一審確定判決效力所及，是其既判力之時點應至判決確定之日。（參考高等
法院八十一年度上易字第六○一四號、八十一年度上易字第六一四七號判決、司法院八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八十一）廳刑一字第九三五九號函復台高院)
研討結果：採乙說。
臺灣高等法院審核意見：同意結論。
司法院刑事廳研究意見：
一、按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在最後審理事實法院宣示判決後，始行發生之事實，既非該法院所得審判，即為該
案判決之既判力所不能及（最高法院三十二年上字第二五七八號判例參照）。上開判例所稱「最後審理事實法
院」，並非專指第二審法院而言，應包括得上訴而未上訴之第一審法院。故第一審法院刑事判決如未經上訴，其
既判力之時點，應至該第一審法院宣示判決之日，本題應以甲說為當（參照最高法院八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八十二
年度第四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二、本院刑事廳八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八一)廳刑一字第九三五九號函所持見解，不再援用。
56.發文字號：民國88年6月0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八十五年一月份法律座談會
發文日期：民國 88 年 6 月 00 日
座談機關：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八十五年一月份法律座談會
法律問題：簡易程序之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因其不經言詞辯論，故亦不宣示之，
則其既判力之時點，即無從依最高法院三十二年上字第二五七八號判例所揭意旨，以最後事實番法院宣
示判決之時為界點，是應以何時為該判決既判力之時點？
研討意見：甲說：按判決於法官完成時即已成立，簡易程序之判決既不經言詞辯論而不予宣示，則其既判力之時
點，自應以該判決所載之日期為其既判力之時點。
乙說：不經宣示之裁判必經合法送達始生效力，亦生不可變更之效果，故應以最初送達之日期為其既判力之時點。
結論：多數採甲說。
臺灣高等法院研究意見：以乙說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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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殊狀況：如妨害兵役案件，一次遷移未報，致多次點閱教召等召集令送達
不到，此時應注意首次之妨害兵役處理情形，分別視具體個案情形予以處斷
57 。
六、被告間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七、被告所為數行為時間緊接，犯罪構成要件相同，顯係基於概括犯意反覆為之，請依連
續犯論，並依法加重其刑。
八、按被告未依規定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場業，係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
條例第十五條之規定，核係犯同條例第二十二條之罪嫌。
九、此外，查無其他具體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涉有竊盜情事或與前開起訴之被告有犯意聯
絡及行為分擔等情，應認其罪嫌尚有未足。
十、被告所犯上開二罪罪名互異，犯罪各別，請予分論併罰。（過失傷害、酒後駕車）被
告所犯上開二罪罪名互異，行為亦殊，請予分論併罰。
十一、被告前曾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參，五年內再
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依刑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加重其刑。
十二、爰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時所受之刺激及其品性、生活狀況、智
識程度、犯罪所生之損害，及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
十三、唯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起訴部分有裁判〈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
分，併此敘明。（或）唯移送單位或告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起訴部分有裁判〈實
質〉上一罪關係，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十四、爰審酌被告並無前科，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一紙在卷可參，徒因一時失慮致
罹刑典，且犯後態度良好，犯罪情節並非重大，對社會秩序之危害尚屬輕微，於公
共利益之維護亦無大礙，並參考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各款事項，認以緩起訴處分為
適當。
十五、按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二項之寄藏贓物罪中，稱「寄藏」者，係指受寄他人之贓
物而為之隱藏而言，亦即行為人受他人之委託，而代為收藏贓物，使不易為人發現
57.發文字號：司法院 (71) 廳刑一字第 392 號
發文日期：民國 71 年 3 月 18 日
座談機關：臺北地方法院板橋分院
資料來源：刑事法律問題研究彙編 第 2 輯 39 頁
相關法條：中華民國刑法 第 55 條
法律問題：某甲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點閱召集令無法送達，不數日，復又致使教育召集令無法
送達，經檢察官偵查起訴，法院應如何處斷?
討論意見：甲說：某甲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為一行為，嗣致使點閱及教育召集令無法送達，乃觸犯
二罪名，應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罪處斷。
乙說：某甲一行為固觸犯二罪名，惟其所侵害者，係屬同一國家法益，核與想像競合犯之規定不合。本件應為單純
一罪，論以「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教育召集令無法送達」之重罪，至點閱召集令無法送
達部分，則為前述重罪所吸收，不另論處。
丙說：應併予處罰。蓋某甲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即已觸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
之罪，嗣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依同條第三項之規定，以意圖避免召集論，分別依第六條、第七條科刑，乃
結果加重犯。是每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即應分別處罰。前述以裁判上一罪或單純一罪論處，固非無見，惟
於裁判確定後，若再有召集令無法送達之情形，仍為既判力之所及，無從再予處罰，自非立法之本意。
結論：多數採乙說。
台灣高等法院審核意見：擬同意原結論以乙說為是。
司法院第二廳研究意見：某甲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乃係一個犯罪狀態之繼續，其間點閱召集令及教
育召集令先後無法送達，係一行為分別觸犯數罪名，應依刑法第五十五條前段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處斷，不生吸收犯
問題。以甲說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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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謂58 。
十六、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
條第二項定有明文。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
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
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
法院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號、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參照）。（一般罪
嫌不足書類第二段引用）
十七、按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取財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有為自己或第三
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客觀上係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又所謂
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之方法不能認為詐
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最高法院四十六年台上字第二六○號判
例參照）。（詐欺罪嫌不足書類第二段引用）

書類製作之再思－談檢察官書類製作應注意事項
【陳守煌檢察長】

壹、犯罪事實欄部分
一、有關犯罪時間在九十五年七月一日以前，被告累犯的敘述，有些書類在敘述被告前科
時，僅記載「法院」二字，並沒有將普通法院的名稱寫出來，例如：「臺灣苗栗地方
法院判處…」卻只寫「經法院判處」等字，在八十八年十一月二日以前如此寫並無問
題，但在八十八年十一月二日軍事審判法修正後，軍事審判機關也稱為「法院」，而
修正前刑法四十九條「累犯之規定，於前所犯罪依軍法或於外國法院受裁判者，不適
用之。」，如僅記載「法院」二字無法看出是否合乎累犯要件，所以一定要明確記載
法院的全銜。但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之刑法第四十九條已作修正，在軍事法院受裁
判者，則可構成累犯。
二、甲與乙係夫妻關係、係兄弟關係、係同學關係等，夫妻便是夫妻，無另加「關係」之
必要，所以「關係」二字是贅詞。
三、自首「而接受裁判」才可以減輕其刑，「而接受裁判」是條文規定的要件一定要記載
完全。
四、公司倒閉未進行清算，股東告董事長背信，此種情形，股東非直接被害人，故為告發
而非告訴。
五、檢察書類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定要以被告之姓名開始，有檢察官偶爾創新，以
「緣…‥」起頭，容易受到指正。
六、犯罪時間的敘述，特別是車禍發生的時間要寫清楚，有檢察官寫「被告於某年某月某
日某時，駕駛○○○號車輛，從甲地往乙地沿某道路行駛，途經某處發生車禍…。」
這是開車的時間，而非犯罪時間，開車時間如是上午便寫上午、清晨則寫清晨開車由
甲地往乙地行駛，應將時間移到發生車禍的前面，例如：如果是下午五點便寫「…，
甲地往乙地沿某道路行駛，於同日十七時，途經某處發生車禍…。」，幾時幾分是犯
58.以上用語節錄自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前陳檢察長守煌所主持檢察官會議記錄，但特別提醒各位，特殊用語非一字
不漏引用，尚須視案情予以文字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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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時間，要敘述精準，寫作書類應養成嚴謹的態度。
七、車禍案件「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所謂注意並非指注意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
處罰條例之規定，有檢察官寫「應注意市區行車時速不得超過五十公里之規定。」，
不是注意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是應注意規定之內容，檢察官如此寫，如果精明之辯
護律師，便會辯解，被告開車之前還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才讀過一遍，所以「規定」
他知道。他是沒有遵守道路交通規則，而非不注意此規定。
有檢察官寫「理應注意車輛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被告當然是駕駛
人，所以理應注意後面又加駕駛人應注意，便重複敘述，應寫「理應注意車輛行駛時
之車前狀況」，不需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條文全部照抄。
八、車禍案件對於被告過失之敘述，有部分書類援引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對於被告的過失
敘述了許多應注意之事項，但對於被告疏未注意之事項之敘述則有重複或前後不符之
情形，這樣會讓書類的嚴謹度有所缺失，其實書類既已敘述應注意並能注意之事項，
在敘述未注意之事項時用「乃竟疏未注意及此」即可涵括，而不用重複贅述致有前後
不符之情形。
九、車禍過失傷害或過失致死之案件，被告過失之情節，不可寫在發生車禍時、點之前，
蓋故意之有無從行為的著手判斷，過失的有無，從行為的結果判斷，若無結果即無過
失，換言之，開車時有過失肇事時無過失仍不負過失責任，反之開車時無過失肇事時
有過失，仍須負過失責任。
十、過失傷害或過失致死案件，被害人對車禍之發生原因也有過失，嘗見起訴書為如此之
記載：「……惟被害人對於車禍之發生與有過失，故請斟酌過失之情節，予被告從輕
量刑。按所謂「與有過失」依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重大之損害原因為
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
是與有過失與車禍有過失顯然不同。甲對車禍之發生雖無過失，但如其原受輕傷，但
因延遲就醫因怠於避免或減少其損害，以致於變成重傷，此時甲為「與有過失」，反
之甲對車禍之發生雖有過失，但其無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二項與有過失之情形，則
甲無「與有過失」。故被害人對車禍之發生有過失僅能記載為「對車禍之發生亦過
失」，不可寫為「對車禍之發生與有過失」。
十一、車禍傷勢之描述「致○○○人車倒地而當場受有下肢多處挫傷之傷害」可改為「使
○○○人車倒地致下肢多處挫擦傷」文字較為簡潔。
十二、因轉彎不慎導致之車禍，不宜寫「擬要左轉」而要寫「正在左轉時」或「左轉
時」，「擬要左轉」係指尚未左轉，兩者不可不辨。
十三、酒醉駕車之案件，犯罪事實之敘述：飲用○○酒後，明知飲用酒類後已達不能安全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程度，其中「明知飲用酒類後」為贅文，蓋法律並無規定此要
件。
十四、犯罪事實欄最後，許多檢察官喜歡加上「始悉上情」字眼。例如酒醉駕車「經測得
酒測值為…始悉上情」；又如違反商標、專利案件「經警在上址查獲，並扣得…始
悉上情」；以上「始悉上情」均屬贅語。蓋「始悉上情」含有警方人員一直到鑑定
酒測值後始知被告酒醉駕車及到查扣仿冒品後才知被告涉犯公共危險或違反商標
法、專利法；而事實上警局人員大多早在攔車時即知被告酒駕，或於扣案前即接獲
線報，搜索之前即已得知被告違反商標、專利法情事。「始悉上情」一語，似有看
輕警方能力之嫌，容易引起警方不快，故不宜多用。
十五、停車貿然開啟車門，使後方人車煞停不及而撞上受傷，部分檢察官寫為「竟疏於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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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貿然開啟車門，未注意後方來車，致…」宜改為「竟疏於注意後方來車，貿然開
啟車門，致…」。
十六、「辯解」與「否認」常發生混淆，例如：訊據被告堅決否認竊盜，辯稱「我沒有去
偷」，沒有去偷等於否認，不是等於辯解，所以「辯稱我沒有去偷」這一句是多餘
的。「辯解」寫為「抗辯」，也是不對的，檢察官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係當事人，
指的是起訴後在法院審判時才是當事人，在偵查中，檢察官絕對不是當事人，當事
人怎可訊問當事人或為強制處分？所以被告對檢察官並沒有抗辯的問題，抗辯是民
事訴訟法當事人對等的用語，一定要寫「辯解」，不可以寫「抗辯」。
十七、竊盜和搶奪案件，見有檢察官在不起訴書寫「竊盜要趁人不知，搶奪要趁人不備，
因為不是趁人不知或不備，所以不構成竊盜或搶奪。」這理由殊值商榷，不能因非
趁人不知或不備就不構成竊盜或搶奪。例如：甲與乙聊天時，甲將手錶置於桌上，
丙見手錶在桌上便將其竊走，甲當時也看到丙將手錶竊走，丙仍構成竊盜，所以竊
盜與趁人不知並無相關，同理搶奪與趁人不備亦同。
十八、有關竊盜犯與贓物犯聲請宣告強制工作，依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及刑法總則
之規定，須「染有犯罪習慣」，染有犯罪習慣是構成要件之一，所以在犯罪事實
欄，敘述被告前科後，一定要記載「仍不知悔悟而染有犯罪習慣」。
十九、贓物之所有人對於犯贓物罪之人所提之控告屬告訴性質（63.12.17最高法院決議）
而非告發，犯贓物罪，致被害人回復請求權發生困難，故亦屬對他人財產之侵害。
二十、不處罰未遂犯之贓物罪，書類有未明確顯示既未遂之情形者，例如牙保贓物罪以介
紹買賣之雙方契約成立為既遂，若契約不成立則屬未遂，不加以處罰，至於贓物或
價金已否交付不論。至故買贓物則須贓物交付方屬既遂。
廿一、有關侵占遺失物罪之「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有檢察官寫「○○○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途經某地方撿到某東西侵吞入己」，他是撿到東西後才有「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所以應寫「○○○途經某地方拾得某東西，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
所有，予以侵占入己」。
「侵占」是法定名詞，不要寫成「侵吞」。
廿二、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條侵占遺失物罪，追訴權之時效只有一年，偵辦過程中請注意拾
得遺失物之時間距收案有無超過一年。舉例：撿到提款卡隔了一年，移送時有侵占
遺失物，牽連犯的追訴權時效應分別進行，超過追訴權時效的，要在書類後面敘述
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之理由。
廿三、合夥經商被控以侵占之案件，要查明是合夥或隱名合夥，如果是隱名合夥就沒有侵
占的問題，因為侵占罪的構成要件之一是「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而民法第
七百零二條「隱名合夥人之出資其財產權移屬於出名營業人。」財產既移屬出名營
業人，出名營業人就沒有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的侵占問題。
廿四、犯意與故意之區別，例：毀損故意，有檢察官會寫「基於毀損的故意」或「基於殺
人之故意」等，應將「故意」改為「犯意」，「故意」是屬於刑法總則內的責任要
素；「犯意」是屬於特定的主觀要件，屬於違法要素，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之「意圖」是一樣的，殺人的犯意跟毀損的犯意在刑法的理論上述屬於「意
欲」，舉例：甲拿一支棍子往乙頭上敲下去，甲是「故意」敲的，是屬於責任要
素，敲下去的行為當中要讓乙死，就是殺人，這就是「犯意」。將東西戳下去，此
行為為「故意」，戳下去當中有無毀損之意就是「犯意」。刑法二百七十一條「殺
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立法用語並無「以殺人之意思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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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為「犯意」的意欲是化合於行為之內，跟行為相始終，跟「意圖」不一
樣，「意圖」是獨立於行為之外，所以要分別出來，但「意欲」不用，分則有很多
是屬於「犯意」之問題而非「故意」。
廿五、刑法第三百五十二條、三百五十四條之毀損罪，毀棄、損壞、致令不堪用係三種不
同程度之犯罪行為，就情節而言，「毀棄」較「損壞」為重，毀壞又較「致令不堪
用」為重，單一之毀損行為不得將毀棄、損壞、致令不堪用併寫於犯罪事實欄內。
致令不堪用之毀損，仍然要記載足以生損害於…。書類才屬完整。
廿六、統一發票係文書而非有價證券（69台上3689）。
廿七、偽造新台幣千元鈔，五百元鈔，係屬偽造「紙」幣，而非「貨」幣，貨幣指硬幣而
言。又偽造過程中部分印製完成，部分為半成品，半成品部分無偽造未遂之問題，
蓋一部份既遂即已全部既遂。又印製的過程雖長達數十天，然此係以接續之犯意完
成一犯罪目的。接續犯之「行為」，雖有先後次數之可分，然此先後數次之「行
為」，實非行為，而係動作。意即含數動作而成一行為，故此種偽造新台幣之行
為，亦不能論以連續犯。
廿八、偽鈔之「交付」與「行使」應區分清楚。行使係冒充真鈔，「以假當真含詐欺之性
質」，交付係言明假鈔「以假當假，含通謀之性質」。
廿九、幫助詐欺罪名之敘述，有寫為「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三十條、第三百三十九條第
一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幫助犯係屬共犯關係，而非罪名，正確之寫法應為，「按
被告以幫助詐欺取財之意思，參與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核係犯刑法
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取財罪嫌之幫助犯，請依同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按
正犯之刑減輕之」。
三十、提供或出售銀行存摺供人詐欺取財，一般均以幫助詐欺罪之不確定故意起訴。既為
刑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之不確定故意，故對於其提供或出售存摺之行為，祇是能預見
對方作為詐欺取財或其他犯罪之用，不可寫「明知」購買人可作為詐欺取財或其他
犯罪之用，蓋故意係認識一定事實之發生而有容認意思之一種心理狀態。心理狀態
在心裡學上有所謂知、情、意者；知即認識是觀念的；意即容認是意思的。所以故
意為知與意的結合，亦即觀念與意思的結合，認識與容認的結合。認識之程度有深
淺，深者謂之「明知」，淺者謂之「預見」。例如認識虎咬人為明知；認識狗咬人
則為預見，蓋虎咬人為必然；狗咬人則未必。
卅一、連續通姦之告訴乃論告訴期間，其期間係自最後一次通姦起算六個月。
卅二、按第三、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不得擅自持有；查獲第
三、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不得擅自持有者，均沒入銷燬
之。修正後九十三年一月九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一條之一第十八條第一
項中段分別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略謂「本條例雖為對第三、四級毒品之持有者抑
或施用者科以刑事罰，惟鑑於第三、四級毒品既均係管制藥品，自不允許無正當理
由擅予持有，爰增列本條，違反者，並於修正條文第十八條明定均沒入銷燬」顯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就持有第三、四級毒品，雖規定無正當理由不得擅自持有，然並
無刑事責任，且同條第十八條第一項中段已經明定所持有之第三、四級毒品應沒入
銷燬之，是以查獲之第三、四級毒品，自應由行政主管機關逕予沒入銷燬即可，毋
須向法院聲請沒入銷燬之。
卅三、財產犯罪之起訴書，有檢察官對於不法所有意圖之敘述，喜歡寫「基於意圖為自己
不法所有之犯意」其中「基於」及「之犯意」均屬贅語。蓋「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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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係刑法分則所規定之「特別主觀要件」，係屬於違法要素，此與故意、過失
屬刑法總則的責任要素不同，分則所規定之特別主觀要件，分三種「意圖」、「意
欲」∼殺人之犯意，傷害之犯意等，「確信之違反」∼例如：偽造文書之明知不實
而登載不實。所以意圖不全然等於犯意。另竊盜之連續犯，是要基於竊盜之概括犯
意，而非只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所以竊盜連續犯正確的寫法是意
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概括之犯意…。
卅四、勞動基準法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雇主違反該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未得工
會之同意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依同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僅
屬罰鍰範疇與舊法不同，新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祇在雇主強制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
六時工作才構成刑責。
卅五、連續犯、接續犯係故意犯才有，過失犯因無犯意，自無接續之犯意或概括之犯意，
故過失不同時間接連撞傷多人，不可論連續犯，亦不可論接續犯，而應數罪併罰。
卅六、「相牽連案件」與「牽連犯」不一樣，所謂「相牽連案件」係指刑事訴訟法第七條
所列情形之一者，屬訴訟法上合併管轄之問題，牽連犯則係指犯一罪而其方法或結
果之行為犯他罪名，兩罪間有牽連關係而言，屬刑法裁判上一罪之問題，書類上不
可能混淆。
卅七、刑法第五十五條想像競合犯、牽連犯的從一重處斷，是處罰的吸收，不是責任的吸
收，從一重處斷，另一罪不生不另論罪的問題，二個罪的追訴權時效，依然同時分
別進行，從一重處斷後，處罰了重罪，輕的罪仍存在，重罪如果經赦免，輕罪沒有
赦免，輕罪的處罰仍存在，所以不可以就輕罪寫不另論罪。
卅八、結果加重犯依刑法第十七條規定，如行為人不能預見其發生者不適用之。故結果加
重犯，對於該加重結果之發生，行為人須能預見。「能」預見與「有」預見不同，
能預見係有預見之可能，而未預見，有預見係已有預見之意，有預見已入故意之範
圍，其間之差別請注意。
卅九、有些書類描述被告曾經犯過很多罪，惡性重大，請「加重其刑」，應該寫「請從重
量刑」，「加重」有法律上的加重及裁判上的加重，法律上的加重又分為一般加重
及特別加重，一般加重指的是刑法總則規定或特別刑法屬於總則性質的加重，特別
加重指的是刑法分則及特別刑法的加重，裁判上加重指的是刑法第五十八條「科罰
金時，除依前條規定外，並應審酌犯人之資力及犯罪所得之利益。如所得之利益超
過罰金最多額時，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加重其刑一定要有法律上的
規定為依據，不是惡性重大或犯罪情節重大就可以加重其刑。
四十、中華民國人民在國外犯最輕本刑非屬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例如在國外犯詐
欺、偽造文書或重婚等罪，依刑法第七條規定不適用刑法處罰。故應以行為不罰不
起訴處分，而非無審判權不起訴處分。（最高法院81台上1413號判決參照）
四十一、許多檢察官書類犯罪事實欄最後喜歡寫「循線查獲，如悉上情」，此為贅文，案
件如何查獲無庸讓人知悉，故無須表明於書類上。
四十二、犯罪事實欄最後「案經 ○○○ 告訴偵辦、移送偵辦、報告偵辦」，有同仁會寫
「請」字，例：移請偵辦，「請」字是別人對我們所講，自己不能講「別人請我
偵辦」，警察機關之移送書可寫「移請偵辦」，但檢察官則不可如此寫，「移請
偵辦」應寫「移送偵辦」，「訴請偵辦」要寫「告訴偵辦」，不要有官僚體系的
「請」字。
四十三、告訴意旨或移送意旨最後載「云云」二字不寫，其實意思是一樣的。「云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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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說八道之意，檢察官的起訴書被法官判無罪，法官在公訴意旨後載「云云」，
檢察官看了心裡也會不愉快，心想這案子我查了那麼辛苦，罪證明確，你或許是
受人情包圍或是受壓力等因素才判無罪，還寫「云云」，所以「云云」二字可省
略。
四十四、有些用詞遣字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一）「聯」合國與「連」長是不同的，上下用「連」，平行用「聯」，犯意「聯」
絡行為分擔。
（二）警察制「伏」歹徒，不是制「服」。
（三）書類上「我」、「伊」常會弄不清楚，如果加引號「」就用第一人稱「我」，
沒有加引號就用第三人稱「伊」或「他」。如「」中有又有引號便應加『』符
號。例：辯稱時說他打我，如用他打伊，他便是伊所以不能用「伊」字，應用
加「」用第一人稱敘述「他打我」。
（四）附於卷內之小張照片，不可寫照片幾「幀」，「幀」字意指很大幅的圖畫量
詞，小張之照片不能稱為「幀」，只能寫幾紙、幾張。
（五）「坐」落不可寫為「座」落；強盜罪之「至」（達到之意）使不能抗拒，不可
寫成「致」使不能抗拒。
（六）「佣金」不可寫為「傭金」，「傭人」不可寫為「佣人」。兩案條例的「臺」
灣地區，不可寫「台」灣地區。
（七）「右陳」與「謹呈」之差異，「呈」依照公文條例是對總統用的，所以在寫簽
呈時要寫「謹陳」或「右陳」。
（八）「記錄」係動詞，如係名詞則用「紀錄」。同樣名詞用「畫」如計畫，動詞用
「劃」如規劃、策劃。名詞用「雇」如雇主，動詞用「僱」如僱用、聘僱，給
人實物用「給與」，給人抽象事物如頒發學位用「給予」、「授予」。
（九）扣押係刑事訴訟法規定強制處分權之行使，屬檢察官、法官的職權，司法警察
無此權限，因此司法警察所扣之證物，犯得所得物，祇能用「扣得」或「扣
取」，不可用「扣押」。
（十）數罪併罰在分論「併」罰，非「並」。分論「併」罰，關乎刑法第五十一、
五十二、五十三條併執行的問題，故不得寫成「並」。
（十一）此外，有些字是法律統一用字者，請參考法律統一用字表：
1.「制定」與「訂定」之區別，法律之創制用「制定」；行政命令之製作用
「訂定」，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訂』有明文」；「刑事訴訟法第
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
2.罰金只能用「科」罰金，「處」用於徒刑，不能用「科處」罰金，除非併
科罰金。

貳、證據並所犯法條欄部分
一、製作書類時引用判例與具體求刑，在候補試署書類審查時是可以加分的，但下列判例
之引用時要注意：
（一）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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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
之證據。」如果要引用此判例，要將「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這句刪掉，如
果引用「更不必有何有力之證據」這一句話，後面又論述很多有利的證據，前
後文相互矛盾。舉一例可引用全文之案件：「甲打乙，乙告甲傷害，甲否認，
乙又無法證明甲有打他，這時便可引用『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二）按犯罪行為，係依行為人之主觀意思狀態定其類型，與被害人之心理反應或結
果如何無關。蓋被害人之心理反應或結果，係屬犯罪行為惹起之客觀變化，不
在行為人所得控制之範圍內，不能作為罪的評價因素也。恐嚇取財行為以獲得
財富為其終局目的，而以使人心生畏懼為其中間目的；此兩種目的，能否達
到，係既遂未遂問題，而非犯罪成立不成立問題。
四十六年台上字第二六○號判例：「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
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
構成該罪」。「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一詞實為贅語，若行為本來就不能認為
施用詐術，當然不成立詐欺罪，沒有產生不致使人陷於錯誤的問題。案例：甲
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假的龍銀冒充真的龍銀賣給乙，甲施以詐術，乙
沒有陷於錯誤，是既、未遂的問題，而不是犯罪不成立的問題。甲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也施以詐術，已構成詐欺罪，乙是否陷於錯誤則屬既、未遂的問
題，跟甲有無構成詐欺罪是無關的，所以應刪除「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一
詞。
詐欺取財以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其人並不陷於錯誤時，仍為詐欺未遂。在實
務上已有肯定見解。如最高法院二十八年上字第三九一二號判例云：「上訴人
提出偽契，對於他人所有之山場杉木，訴請判令歸其所有；即係向法院施用詐
術，使將第三人之物交付於己。雖其結果敗訴（按即法院未因而陷於錯誤之
意），仍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外，成立詐欺未遂罪。」
簡式的書類，不起訴處分用勾選的，有關「查無證據證明，被害人陷於錯誤」
一詞可劃掉，因為被害人有無陷於錯誤與犯罪是否成立無關，與既、未遂有
關，請將電腦例稿此部分刪除。
（三）無告訴人之案件，不起訴處分書寫「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
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
五十二年台上字1300號判例）」並不適合，有可能是電腦例稿，應注意訂正。
（四）刑法總則上所稱之「明知」（第十三條第一項）與分則上所稱之「明知」（第
二百十三條、第二百十四條、第二百十五條…等）不同。前者係作為基本主觀
要件之一種基礎； 後者則係一種特定主觀要件。犯罪須具備此特定主觀要件
時，分則之明知為第一次明知，總則之明知為第二次明知。有第一次明知，未
必即有第二次明知，以刑法第二百十三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為例。如公務員甲
在職務上掌管之A、B兩本帳簿，明知應在A帳簿登載五萬元，在B帳簿上登載
五千元，此為第一次明知。若甲故意在A帳簿登載五千元，在B帳簿登載五萬
元，即屬登載不實，此故意即為第二次明知。倘甲非有此第二次之明知，而僅
係以拈鬮的心態隨意分別為五萬元、五千元之登載，以致於登載不實時，此時
甲對二種帳簿有登載不實可能之預見，且登載不實亦不違背其本意，甲非直接
故意，祇屬不確定故意，但亦可成立刑法第二百十三條之罪。故最高法院46年

第二篇-3.indd 215

2010/12/10 下午 04:01:01

216

98年度法務研究選輯

台上377號判例謂：「刑法第二百十三條登載不實罪，以公務員所登載不實之
事項出於明知為前提要件，所謂明知，係指直接故意而言，若為間接故意或
過失，均難繩以該條之罪」。此判例將刑法分則之明知與總則之明知，混而為
一，尚有未洽。
二、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準誣告罪，如果被告承認，應寫「自白不諱」，不宜寫
「坦承不諱」，因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裁判或懲戒處分前自白者，減輕或
免除其刑，犯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準誣告罪，如果被告自白，一定有刑法第
一百七十二條之適用，請書類製作時注意。
三、犯罪嫌疑不足與行為不罰之區別，車禍案件「車毀人傷」，告過失傷害、毀損，毀損
部分如認為被告非故意，而是過失，這是屬於「罪嫌不足」而非「行為不罰」，所謂
行為不罰，是法律明文規定不罰的，或是被害人指明是告「過失毀損」則可用行為不
罰，如告的是「毀損」就不能用行為不罰。
四、將過失傷害與酒醉駕車數罪併罰，過失傷害或酒醉駕車分屬過失犯與故意犯，在敘述
數罪併罰時不得寫「犯意各別」，因為過失犯本身沒有犯意，所以無犯意各別之情
況，過失與故意過失數罪併罰時，應為「罪名有異，行為亦殊」。
五、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所列之案件以職權不起訴處分，有同仁會寫刑事訴訟法第
三百七十六條所列之「輕微」案件，案件是否輕微與案情有關，和罪名無關，竊盜罪
是該條所列之案件，如一次偷了幾千萬元是否屬輕微案件？職權處分是因為情節輕
微，而不是因為屬於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所列之案件，正確寫法應該是「該罪
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所列之案件，唯犯罪情節輕微，……」。
六、有四名被告犯竊盜罪，其中二人起訴，二名不起訴處分，如不起訴處分書寫「此外查
無其他具體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涉有竊盜罪嫌，應認其罪嫌尚有不足」尚有缺失。本案
例四名被告為共犯，需在認定不起訴之被告與起訴之二名被告沒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書類才會完整，書類宜寫為「此外查無其他具體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涉有竊盜情事
或與前開起訴之被告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情，應認其罪嫌尚有未足」。
七、起訴書後面不另為不起訴處分，警察機關移送竊盜罪檢察官認為是贓物罪，或警察移
送贓物罪檢察官認為是竊盜罪，檢察官認為單純一個事實，不受警察機關或告訴人所
告之罪名約束，檢察官可自行認定為竊盜或贓物罪，沒有不另為不起訴處分的問題，
但後面要加「至移送意旨，認被告為犯竊盜罪，尚嫌誤會。」，實質上一罪是指結合
犯、常業犯、接續犯、繼續犯等；裁判上一罪是指連續犯、牽連犯、想像競合犯。
八、竊盜與竊盜後因當場施以強暴之準強盜不可論以連續犯（最高法院六十七年台上
二八四八號判例「連續犯須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罪名，始能成立，所謂犯同一罪名，
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五二號解釋，指構成犯罪要件相同之罪名而言，上訴人
所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之罪，係屬所犯同法第三百二十條之加重條件
者，認為同一罪名雖不合，但同法第三百二十九條則為準強盜罪，認為同一罪名，而
依連續犯規定論擬，則有未當。」），雖有檢察官引二十五年上字五四六八號判例：
「被告前後兩次行竊，係出於一貫之意思而連續為之，自係連續犯，惟兩次行竊，第
一次為竊盜既遂，第二次則於行竊未遂之際，意圖脫免逮捕，當場施以強暴、脅迫，
雖依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條規定，應以強盜論，而按照同法第五十六條，祇能論已連續
強盜未遂一罪。」認為成立連續犯，但此判例業經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第
十五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本則判例不再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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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以強盜論之強暴與當時之傷害，也不可論以吸收關係，四十三年台非四八號判例認為
不應併處罰。故應依二十七年上字三四六號判例論以牽連犯。
十、刑法三百二十八條強盜罪「…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
罪…」，「至」使不能抗拒，非「致」使，「至」為達到之意；「致」為「使」之
意，請同仁注意，被告客觀上須有達到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
才能算是強盜罪。舉例：甲拿棍子抵住乙，要求乙拿五千元給他，因未達「至使不能
抗拒」之情形，應為恐嚇取財，而非強盜未遂或搶奪罪。「恐嚇行為不以將來之惡
害通知為限，即以強暴脅迫為手段，而被害人未達於不能抗拒程度者，亦屬之。本
院四十五年台上字第一五八三號、四十八年台上字第九八六號、四十九年台上字第
二六六號等判例，與上述意旨不符部分，應不再援用。」（最高法院八０、八、六刑
事庭會議決議）
十一、恐嚇取財，被害人沒有心生畏懼是未遂，而不是不能成立犯罪，刑法第三百零五條
為什麼要被害人心生畏懼，被害人沒有心生畏懼為什麼會無罪，是因為刑法第三百
零五條沒有處罰未遂犯，依該條規定：「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
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是以被害人有沒有心生畏懼為判斷的標準，有
心生畏懼是既遂，沒有心生畏懼是未遂，因為該條沒有處罰未遂犯之規定，因此，
沒有心生畏懼就不成立犯罪。
十二、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之恐嚇取財罪，其中間目的是使人心生畏怖，終極目的是使人
交付財物，這二個目的，只要有一目的未達均是未遂，例如被害人未生畏懼，但為
求息事寧人而交付財物，仍係未遂（51年台上746號判例參照）。
十三、恐嚇要揍人，隨後打人成傷，刑法第三百零五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與第二百七十七
條第一項傷害罪間，係屬實害犯（傷害）吸收危險犯（恐嚇）之法條競合，為單純
一罪祇論傷害罪而無想像競合，或數罪處斷之問題。亦非所謂「實質一罪」。
十四、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之擄人勒贖罪，祇要擄人既遂，縱然未取得贖金仍為既遂，因
該條之規定係「意圖勒贖而擄人」。
十五、利用權勢性交，例如一位男教練，教一位未滿十六歲之女學生游泳，利用教學的機
會與該女學生性交，構成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一項、同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三項
妨害性自主的罪名，其法律關係是想像競合犯或法條競合？想像競合犯或法條競合
二者都是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基本的區別，法條競合是產生一個結果，如果產生數
個結果才有可能是想像競合，本件只發生一個女孩的貞操被侵害的結果，所以是屬
法條競合，而非想像競合，想像競合犯是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而有數結果，法條競
合是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而有一結果，牽連犯是二個以上的犯罪行為。
十六、男女雙方均為有配偶之人，而相互通（相）姦，所觸犯之通姦、相姦罪係屬全部法
優於一部法之法條競合，祇論通姦罪而非想像競合。
十七、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一項公共場所賭博罪，但書所指「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
者，不在此限。」所謂「供人暫時娛樂之物」，係指賭博之標的物，即輸贏之物僅
屬供人暫時娛樂之用，而非指賭博之目的意在娛樂，亦非指賭博之器具而言。
十八、屬法定明定必要沒收者如偽造之署押、印章、印文、有價證券、貨幣、紙幣等書類
一定要聲請法院沒收，書類才算完整。另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二項之沒收「當場
賭博的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亦應用
法條之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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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民間互助會，係由會首招募會員參加所組成，每於標會時，通常由欲標取會款之會
員，在空白紙條上，或僅書立其姓名、綽號及數字者，甚或只書寫數字而未書立其
姓名、綽號，另以上開言詞等方式表示係何會員所出具者，則依習慣或特約均足以
辨明係該會員以所書數字為標息金額參加競標之標單，自應以私文書論（八十九年
台上字第1319號判決參照）。
二十、偽造私人收據，向人詐收款項，涉犯刑法第216條之行使第210條偽造私文書及第
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兩罪有牽連關係從一重處斷。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
罪係重於第339條第一項之詐欺取財罪，比較刑之輕重要注意及之。
廿一、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重利罪未處罰未遂犯，故應以取得重利為既遂，縱已訂立重利
借貸契約，但尚未取得利息，仍屬未遂，因不處罰未遂故不能成罪。
廿二、對於未依規定經營電子遊戲場者之起訴書類，一般均寫為「核被告所為係違反電子
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十五條之規定，應依同條例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處斷。」如能改
為「按被告未依規定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場業，係違反電子遊戲場
業管理條例第十五條之規定，核係犯同條例第二十二條之罪嫌」較佳。
廿三、點閱召集不到，只要無正當理由都構成犯罪，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二項「無
故不參加點閱召集，或意圖避免點閱召集，而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行為
之一者，處……」，無故不參加點閱召集不需要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行
為之一，「無故不參加點閱召集」是一種犯罪型態，「意圖避免點閱召集，而有前
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行為之一」是另一種犯罪型態，有些被告住所沒有遷
移，點召就是不去，被告說是忘記了，有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這是不正確的。法
務部有一函示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六款的法律見解，認為只要無故不參加點召就構
成了，不必要有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行為之一。
廿四、護照條例第二十四條所規範的是偽造、變造中華民國護照，若持偽造、變造之外國
護照進入我國，只有偽造文書的問題，與「護照條例」無關。
廿五、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十四條「未經許可入出國或受禁止出國處分而出國者，
處…‥」本條並未處罰未遂犯，被禁止出國的人在海關就被查獲或入了海關但尚未
離境而被查獲，因祇是未遂，不能論以該罪。入出國之既、未遂係以是否入出領海
十二海浬為準，走私亦同。
廿六、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其刑度輕於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故如妨害公
務施強暴而傷人時，傷害罪不得被吸收於妨害公務罪中，因只有重罪才能吸收輕
罪，輕罪斷無吸收重罪之理。
廿七、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布，同年月三十日施行，爾後成年人與
少年共同實施、教唆、幫助犯罪，基於「後法優於前法」原則，應優先適法該法第
七十條第一項，不再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
廿八、兩個對立之行為相合，始成立犯罪者，如刑法第237條之重婚與相婚，第266條之第
1項之賭博罪，刑法第122條之行賄罪與受賄罪，學理上屬必要共犯中之對行犯，非
刑法上之共犯，故無刑法第28條之適用。
廿九、有關連續犯之敘述「其先後多次犯行，時間緊接，犯罪罪名相同，顯係基於概括犯
意為之，請依連續犯論處，並加重其刑」，其中「犯罪罪名相同」，宜改「犯罪構
成要件相同」此係因釋字第一五二號之解釋，另最後二句宜改為「為連續犯，並請
加重其刑」蓋連續犯非刑，故無「論處」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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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連續數行為成立連續犯而其中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成立想像競合犯時，此時應
「先連續後想像競合」例如：甲基於概括犯意先後殺乙、丙二人，殺丙同時又誤傷
丁，此時先成立殺人罪之連續犯再與過失傷害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
卅一、被告犯數罪，其中部分之罪有連續犯之關係，而其中數罪間則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
係，例如：竊盜後偽造有價證券及加重竊盜後偽造文書，此時應先論連續再論牽
連。
卅二、連續犯中輕罪有共同正犯，重罪無共同正犯者，依重罪以一罪論之結果，即成為整
體的無共同正犯。例如：被告與甲共同普通竊盜後，被告又單獨加重竊盜，此時成
立加重竊盜罪之連續犯，連續犯不可再論共同正犯。
卅三、連續犯經判決確定，其既判力之延展以最後事實審宣示判決時為準。
卅四、一審判決有罪確定之案件，其判決既判力之時點，為宣示判決之日，而非一審判決
確定之日，此與二審判決確定之情形相同。蓋最高法院三二年上字第二五七八號判
例係謂：若在最後審理事實法院宣示判決後始行發生之事實，既非該法院所得審
判，即為該案判決之既判力所不能及。「最後審理事實法院」，而非「最後事實
審」，顯然不限於二審判決。（最高法院82年度第四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卅五、接續犯是實質上一罪（又稱包括的一罪）而非單純一罪。犯罪型態分三種：
（一）單純一罪。
（二）實質上一罪，如常業犯、繼續犯、接續犯、結合犯。
（三）裁判上一罪，想像競合犯、連續犯、牽連犯。
卅六、有關共同正犯、連續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盡量不要寫「請以共同正犯論
處」，因為那是罪名的法律關係，並非刑度，所以無所謂「論處」的問題，是屬
於犯罪法律關係。「請以共同正犯論」也有一點語病，刑法三百四十九條第三項
「因贓物罪變得之財物，以贓物論」，那表示本來非贓物，所以才要以「什麼什麼
論」，他本來就是共同正犯，所以不要寫成「請以共同正犯論」，要寫「請論以共
同正犯」才正確。「為連續犯」，不可寫成「以連續犯論處」，可寫「為連續犯，
並請依法加重其刑」。
卅七、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一部分起訴，一部分不成立犯罪，在起訴書末尾加上一
段說明為什麼不成立犯罪，有檢察官寫「唯此部分與前起訴部分有裁判上一罪（或
實質上一罪）關係，故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這句話有語病，有罪與有罪才有裁判
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的問題，有罪和不成立犯罪沒有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的問
題，所以應該寫「唯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起訴部分有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
罪）關係，不另為不起訴處分」，或是「唯移送單位或告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起訴
部分有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關係，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卅八、有些書類將刑法第一條、第二條及行為後法律廢止其刑罰三個概念混淆，刑法第一
條指的是「行為時之法律不為罪，行為後之法律以為罪」，刑法第二條指「行為
時、行為後及裁判時的法律皆以為罪，而其刑度有不同者」，所以刑法第一條與第
二條是不可能同時存在。行為後法律廢止其刑罰與刑法第二條沒有關係，因為刑法
第二條第一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可見裁判時的
法律要有處罰的規定，而且還是現存有效的，才屬刑法第二條之範圍時，如果行為
後法律廢止其刑罰，那是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四款或第三百零二條第四款
不起訴處分或免訴判決的問題，行為後法律廢止其刑罰，書類寫作時，不能論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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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後法律有變更。
卅九、唯一死刑或最輕無期徒刑以上之罪，有累犯情形，應論以累犯，但不得請求加重其
刑（刑法第六十四條第一項、第六十五條第一項）。
四十、起訴書論述被告所犯法條，應依犯罪事實欄記載之事實順序論列。
四十一、「被告辯解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其犯行洵足認定」這種寫法不太好，在無
罪推定原則下，不可以以辯解不足採信就衍生犯行洵足認定的推論，辯解不足採
信之後，可以列出物證，例如有診斷書的案件，前面可以不寫診斷書，將診斷書
移到後面，寫法如「被告辯解不足採信，此外復有診斷書乙紙在卷可稽，罪證明
確，犯行洵足認定」。
四十二、有些過橋條文應該瞭解：
（一）刑法第三百二十三條動產論已修正，電磁紀錄已不以動產論。
（二）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條「竊盜或搶奪，因防護贓物或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而當
場施以強暴、脅迫者，以強盜論。」之準強盜論，是一個過橋條文，不是罪
名，不可以寫「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條之罪嫌」，因為該條文內
沒有刑、罪，例如被告攜帶兇器，又毀損安全設備，於夜間侵入住宅竊盜，要
寫「查被告攜帶兇器、毀損安全設備、於夜間侵入住宅竊盜，核係犯刑法第
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款、第一款（次序要依照所寫的事實排列）
之加重竊盜罪嫌，其因防護贓物（或脫免逮捕、湮滅罪證，如果只有一項事
實，就不能把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湮滅罪證三項都寫進去，如果有好幾項，
才能將該幾項寫進去）當場施以強暴（或劦迫）依同法第三百二十九條以規定
以強盜論，故應論以刑法第三百三十第一項加重強盜罪嫌」。

參、其他辦案或書類應注意事項
一、「認以緩起訴處分為適當」，而非「認應為緩起訴處分」。
二、緩起訴之效力就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規定，觀之其效力僅限於事實上同一案件，不
包括法律上同一之案件，故法律上同一之裁判上一罪，如部分經緩起訴確定後，其裁
判上一罪之其他部分另經提出告訴，檢察官應就該部分事實另為適法之處理，如起
訴、不起訴處分、緩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等，不可逕行簽結。如係事實同一之案件例
如一次謊報十張支票遺失，其中五張因持票人提示警方以準誣告罪移送，檢察官緩起
訴確定後，另五張支票使經提示並經警局移送偵辦，此時因事實同一，故應簽結方式
處理。
三、發現部分檢察官寫「得告訴人同意，認應為不起訴處分，僅記載要旨如左」這是不對
的，將得告訴人同意寫在認定為不起訴處分前面是不對的；應是檢察官偵查的結果
「認應為不起訴處分，得告訴人同意，僅記載要旨如左」，記載要旨部分得告訴人同
意，而非不起訴處分得告訴人同意，兩者意思並不相同。
四、有檢察官將處分之要旨記載為「罪嫌不足」，但罪嫌不足是結論而非要旨，要旨是指
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的理由要旨，檢察司的例稿雖是如此寫，但那份例稿值得商榷，意
旨是記載不起訴處分的理由，所以要旨部分不可記載罪嫌不足。
五、法人不可以職權不起訴處分，職權不起訴處分要斟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之情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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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會有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之情形，所以法人犯罪不宜以職權不起訴處分，緩起訴
處分亦同。
六、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六款「被告死亡者」，不包括法人解散，例如公司因違
反著作權法後解散，有檢察官以法人解散為不起訴處分，見解似有問題，民法第四十
條第二項「法人至清算終止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視為存續。」，法人不是一經解散
就不存在，在清算終結前仍存續，參照立法意旨，被告死亡指的是自然人死亡，並不
包含法人，法人只有解散，沒有死亡的問題，法人解散並已清算終結，可以簽結的方
式結案，偵案以簽結的方式結案是比較特殊的。
七、檢察官指定代行告訴人，不是指定後就具備訴追的要件，指定代行告訴人後，被指定
人只取得告訴的權利，不是指定後就算已經告訴，一定還要問被指定的人「你是否要
告訴？」，被指定人答稱「要」，才能與法律規定吻合，如果被指定人不要告訴，就
不要指定他；另外代行告訴人只取得告訴的權利，沒有取得撤回告訴的權利，不可以
撤回告訴。
八、告訴乃論之罪，撤回告訴後再提出告訴係屬依法不得告訴而告訴，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為不起訴處分，而非依二百五十二條第五款為不起訴處分（司法
院院字2292大法官釋字48號參照）
九、告訴乃論之刑事案件，經調解不成立者，鄉鎮市公所依被害人向調解委員會提出之聲
請將調解事件移請檢察官偵查，並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此為鄉鎮市調解條
例第二十八條所明定。故有聲請調解之告訴乃論案件，應注意此項規定，不可誤判為
告訴逾期或未經合法告訴。
十、犯罪行為應否劃歸屬告訴乃論之罪，因事涉國家刑罰權得否據以發動所依憑之內容及
其範圍界定而具實體性質，並非得以單純之程序問題視之，因而原屬告訴乃論之類型
化犯罪，經修正為屬非告訴乃論之罪，既事涉國家刑罰權其內容及範圍之劃定，應認
係法律有變更，而有比較新舊法之適用。
十一、告訴權屬刑事訴訟法所賦予之公權，除該法第二百三十三條另有規定外，專屬於被
害人之一身，原則不得移轉或繼承，例如甲毀損乙之物，乙固可提出告訴，若未為
告訴，而將該物讓與丙，丙不能因受讓該物之所有權而繼承其告訴權。
十二、告訴人聲請上訴，不宜僅寫「聲請上訴意旨略以…‥經核非顯無理由」，爰提起上
訴，應加寫「上開聲請上訴意旨並援引為上訴理由」。
十三、物之借用人或承租人雖對物無所有權，但仍享有使用權，若物被毀損而不能達使用
之目的時，借用人或承租人仍為犯罪被害人，自有告訴權。
十四、假車禍或殺害被保險人詐領保險費，有關詐欺的部分，需要他去申領保險費才會有
達到著手的程度。
十五、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十四條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二五毫克只是行政罰，
既有超過○•五五毫克才認定是酒醉駕車的規定，不要因為超過○•二五毫克撞倒
護欄或與人擦撞，就認為酒醉駕車，發生車禍和喝一點點酒並沒有絕對必然的關
係，希望能維持一個符合公平正義的標準。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六條第一
項酒醉駕車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所稱酒醉駕車指的也是超
過○•五五的情形。業務過失致死刑度是五年以下，如果又是酒醉駕車，因為是屬
於特別法的加重，和刑法分則的加重是相同的，刑法總則的加重和分則的加重是不
一樣的，刑法總則的加重都是屬於裁定刑的延長，刑法分則和特別刑罰中有關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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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的加重是屬於法定刑的延長，業務過失致死兼有酒醉駕車加重的情形如果判六
個月以下是不得易科罰金，法官如果判得易科罰金是不對的，審核判決時請注意。
十六、外國人或大陸人民涉案，不可諭知收容，收容不是法定羈押的原因，無法折抵刑
期，盡量不要用責付的方式責付給警察局，責付給警察局之後，有時因疏於聯絡，
時間一久就忘記這件事，或因警方怕被告跑掉，就留置在警察局的拘留室，外國人
或大陸人民被留置在拘留室或大陸人民處理中心，都不能折抵刑期造成當事人很大
的損失，也浪費國家的人力、物力，外國人或大陸人民涉案，在罪證明確的情形
下，除非要緩起訴或職權處分，若要起訴，又怕被告跑掉，就盡量聲請羈押，將
來還可以折抵刑期，對被告較為有利，可向被告說明或聲押時向法院說明59。【此
部份，依92年10月29日修正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8條第3項規定
「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涉及刑事案件，經法官或檢察官責付而收容於第
二項之收容處所，並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其收容之日數，以一日抵有期徒刑或
拘役一日或刑法第四十二條第四項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檢察官可於偵查時諭知
批示，以利大陸地區人民被判處刑責時，可予折抵】
十七、圖利罪的起訴，依照法務部頒佈九十年十二月一日實施的「檢察機關辦理貪瀆案件
應行注意事項」，規定檢察官起訴貪瀆案件一定要填載「偵辦圖利案件調查事項檢
查表」，檢查表有很多事項要填載，因為圖利罪的定罪率目前全國平均只有百分之
二十五，為避免因未填載，遭當事人於判決無罪後向監察院或法務部陳情草率起
訴，請檢察官在辦貪瀆案件時一定要填載「偵辦圖利案件調查事項檢查表」。
十八、檢察官在辦理家暴案件時應多善用「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十三條，命被告遵守
「禁止實施家庭暴力行為」等保護被害人之命令，附適當條件令被告遵守，並於被
告違反時，依第二十四條為適當處置，以落實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意旨，檢察官於命
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或釋放加害人時，為避免被害人再度遭受被告暴力侵害，應
主動與移送機關或轄區警察局連繫，加強防範及保護被害人人身安全。家暴案件處
理的好，是非常積德的事情。
十九、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雖有當事人
能力但此係民事訴訟之問題，其因屬非法人團體，故對於刑事訴訟無告訴權，如以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具名告訴，雖以告訴狀告訴，但應屬告發而非告訴。
二十、少年事件處理法施行細則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檢察官受理一般刑事案件，發現被
59.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民國92年10月29日修正】
第 18 條（強制出境之事由）
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治安機關得逕行強制出境。但其所涉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
應先經司法機關之同意：
一、未經許可入境者。
二、經許可入境，已逾停留、居留期限者。
三、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者。
四、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行為者。
五、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者。
前項大陸地區人民，於強制出境前，得暫予收容，並得令其從事勞務。
第一項大陸地區人民有第一項第三款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之情事，致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而未涉有其
他犯罪情事者，於調查後得免移送簡易庭裁定，由治安機關逕行強制出境。
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涉及刑事案件，經法官或檢察官責付而收容於第二項之收容處所，並經法院判決有
罪確定者，其收容之日數，以一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或刑法第四十二條第四項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
前四項規定，於本條例施行前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適用之。
第一項之強制出境處理辦法及第二項收容處所之設置及管理辦法，由內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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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於犯罪時未滿十八歲者，應移送該管少年法院。但被告已滿二十歲者，不在此
限」，換言之，被告犯罪時未滿十八歲，檢察官偵查時發現被告已滿十八歲但未滿
二十歲者，應一律移送少年法院。
廿一、軍事審判法在九十二年六月十一日修正，軍事審判法第二百三十七條「國家安全法
第八條第二項自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二日停止適用。」，軍事審判法第一條「現役
軍人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依本法之規定追訴審判之，其在戰時犯陸海
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者，亦同。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但戒嚴法有特別規
定者，從其規定。」
廿二、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八條規定「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
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
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
為送達。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十日始發生合法。寄存之文書自寄存之日
起，寄存機關應保存二個月。」，而民事訴訟法關於送達之規定，於刑事訴訟法準
用之（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規定）。有關通緝或保證金沒收等攸關人民權利，請
檢察官能依規定辦理。
廿三、依證人身份傳訊，改分被告後，應依法傳訊再給予答辯機會，不宜逕自起訴或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
廿四、第一次發給被告之傳票，書記官應於傳票上註明告訴或告發人，傳票上如未註明，
被告向本署為民服務中心洽詢時，檢察官應告知本署服務人員轉知被告。
廿五、提訊在監所人犯，除簽發提票並通知監所長官外，仍應視受訊問人為被告或證人身
份，分別依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一條或第一百七十五條規定簽發傳票，以符刑事訴訟
法之規定，確保正當法律程序。
法務部所屬各監所遠距詢問系統已全部建置完畢，訊問在監所人犯，宜多使用該遠
距詢問系統，以免人犯提解之安全顧慮或訊、詢問人往返監所之勞費。
廿六、人犯羈押之案件，檢察官如認犯罪嫌疑不足，要將被告釋放，應向法院聲請撤銷
羈押，但可於聲請撤銷羈押之同時先行釋放被告（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七條第四
項），不可先釋放，翌日之後再聲請撤銷羈押或釋放後未聲請撤銷羈押。
廿七、聲請延長羈押後，不可未再開庭，逕行起訴。
廿八、逾區搜索依規定應通知所在地之檢察署，重大案件有逾區搜索之需時，請事前通知
所在地之檢察署，例如我在臺中地檢署服務時，某次搜索高雄港務局局長辦公室，
本人事先親自打電話向當時高雄地檢署朱檢察長說明，大家彼此尊重，很多事情都
能處理得很好。
廿九、檢舉人之具名檢舉函，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乃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例如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
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第二百零六條等），不得作為證據，故檢察官於案件起訴時，
除非檢舉人已聲明無保密之必要，即不宜將無證據力之具名檢舉函未經密封即附於
起訴卷宗內併送法院，更不宜在起訴書中記載之，以維護檢舉人之安全。
證人保護法第十五條已有關於保護檢舉人之相關規定，請檢察官注意依該條規定辦
理。
三十、測謊常成為檢察官蒐證方法，但對被告測謊應得其同意，苟被告拒絕接受測謊，不
能強令為之，蓋被告依法有保持緘默之權利（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二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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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六條第四項）。
卅一、律師於偵字案件受任為辯護人於該案件再議後發會續行偵查之偵續案件，如再受任
為辯護人，仍須再提出委任書狀。（法務部80.09.11法80檢字13834號函）

肆、未來妨害兵役案件之爭議趨勢
關於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案件，已出現與以往實務認定之不同見解，參
酌未來我國服兵役朝向募兵制度推動修法之態勢，法院見解有可能加速此趨勢進
展 ， 惟 目 前 此 案 件 處 理 時 ， 應 如 何 因 應 ？ 尚 未 定 見60， 先 提 供 下 列 案 類 供 參 考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4年度易字第230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
上列被告因違反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94年度偵
字第13148號）後，本院沙鹿簡易庭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簽由本院依通常程序審理
（94年度沙簡字第649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無罪。
理 由
一、本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係臺中縣後備司令部列管之後備軍人，
原設籍居住於○ 縣 ○鎮 ○路 ○巷 ○ 弄 ○號（下稱上址戶籍住處），明知居住處所遷
移，應依戶籍法規定辦理申報，於民國九十二年九月間即遷出上址戶籍住處，並意圖
避免召集處理，無故未依戶籍法規定申報居住所遷移，致使臺中縣後備司令部所發指
定應於九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時前往 ○○ 縣 ○○ 鄉 ○○ 路 ○ 段 ○○○號後備
○○○旅第一營報到之教育召集令無法送達被告，因認被告涉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
十條第三項、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而應依同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科刑處罰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
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
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
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著有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號判例意旨
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
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
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七十六年臺上字第
60.依上述判決見解，焦點在於被告遷移住址之初，必須具有「意圖避免召集」之「主觀不法意圖」存在，方能符合條
文意旨，雖目前類似案例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法官礙於往例見解及刑度輕微等因素，大部分為有罪判決，然
如處理類似案件，如為緩起訴處分或職權處分，似乎可避免無罪判決所衍生之反效果，雖此為內政部兵役署於立法
時，法制作業上，對條文文字用語之誤失，此關乎修法事宜，但如於處理類似案件時，訊問被告時，加問「你何時退
伍？」「退伍後你是否有向鄉鎮市公所兵役課辦理手續填載資料？」「你退伍後，有無被召集過？」「你何時、因何
原因離開戶籍地？」「你離開戶籍地未辦理戶籍遷移時，難道你不怕接不到召集令送達而被移送？」等，以顯現被告
具有避免召集之不確定主觀犯意，或可避免遭無罪判決。

第二篇-3.indd 224

2010/12/10 下午 04:01:03

附錄2-檢察事務官在職專業訓練教材

225

四九八六號判例意旨參照）。且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條第一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
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
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
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九十二年臺上字第一二八號判例意旨參
照）。
三、再參諸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前後之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一項之構成要
件，舊法係規定「後備軍人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新法則規定「後備軍
人意圖避免召集處理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增「意圖避免召集處理」
之構成要件，而其立法說明即在使本條項之構成要件更加明確化，亦即其可罰之前
提乃在於行為人有避免召集處理之主觀上意圖，其中為了確保國家兵員召集制度之順
利運作，更於該條項第三款課予後備軍人居住處所遷徙時應向召集機關為申報之義
務，使兵員召集機關得以掌握後備軍人動態並據以擬定召集業務，又同條第三項雖規
定「後備軍人犯第一項之罪或國民兵犯前項之罪，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者，以意圖避
免召集論」，分別依第五條或第六條科刑，似係將行為人之主觀意圖予以擬制，惟揆
諸該法條規定之文字，不問行為人應首先該當「第一項之罪」即第十條第一項之罪，
或所據以科刑之第五條、第六條之規定，其所處罰該等妨害兵役召集行為的重要基礎
均在行為人有「意圖避免召集」之「主觀不法意圖」，亦即惟有具備此項主觀特別構
成要件時，行為人所為有危害於兵役召集之行為，方有可罰性。進一步言，縱使後備
軍人有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之事實，惟倘無積極
證據足證其有避免召集處理之意圖者，仍非該當於該罪之構成要件，此即為大法官會
議釋字第五一七號解釋文所揭櫫「至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三項雖規定致使召
集令無法送達者，以意圖避免召集論，但仍不排除責任 要件之適用，乃屬當然」意旨
之所在。則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三項之罪既係以犯第一項之罪為前提，自難排
除上開增列要件之適用，雖修正後之條文仍保留「以意圖避免召集論」之擬制用語，
似仍沿用修正前舊法之擬制規定，然依修正後之法條文，既明確以「意圖避免召集處
理」為要件，自應依新修正之法條規定，認須以有避免召集處理之意圖為要件（參見
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臺非字第四○四號判決，亦同此旨）。實則，觀諸前揭修正公布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之立法過程，提案者即行政院就第十條原來所提之修正草案，一方
面係於第十條第一項增列「意圖避免召集處理」之要件，另方面則同時刪除原有第十
條第一項第三款「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者」中之「無故」此一要件，其
理由係認為因「意圖」已含「無故」之意，故將前揭所定「無故」之要件予以刪除，
嗣於立法院委員會議審查時，一方面提案者強調修正之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所定之構成
要件，均須具有「故意」及「意圖避免 」之主觀要件以認定有無妨害兵役之行為；另
一方面在釐清「意圖避免召集處理」、「無故」乃內涵不同、各自獨立之二構成要
件後，始修正通過為現行之第十條第一項即：須並具「意圖避免召集處理」、「無
故」（即回復原擬刪除之「無故」要件）此二構成要件之規定【參見卷附立法院公報
第九十一卷第四十九期委員會紀錄第三五一至三五四、三六八、三六九頁；院總第
一五九號（政府提案第八五五六號之一）立法院第五屆第一會期第二十次會議議案關
係文書，九十一年六月一日印發，第二三六、二三七、二四二、二四三頁之前揭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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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治罪條例修正條文對照表內容】，由此益見該條例第十條第三項之罪，仍須具備
「意圖避免召集處理」此一主觀構成要件，始足當之。又刑法之故意，係指認識犯罪
之構成事實，且進而決定為其行為之意思，其中決定為其行為之意思，皆有一定之遠
因，即「動機」，通常動機與犯罪之成立無關，或以之為科刑時應予審酌之事項，然
於特殊之犯罪，若以之為主觀不法構成要件之構成要素者，如刑法分則中規定以「意
圖」為成立要件之罪，法律既明定為犯罪構成要件，則動機已成犯罪內容之一部分，
不得再視為一般之動機，故目的犯（意圖犯）在主觀上除須具備故意之構成要件外，
尚須具備法定之不法意圖，否則其犯罪即無以成立（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度臺上字第
四七九八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前揭後備軍人意圖避免召集，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
規定申報，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罪嫌，主要係以：卷附之教育召集令、教育召集令受
領回執、臺中縣後備司令部列管後備軍人空戶無人（遷出未報）移送法辦年籍表、教
育召集可下令人員清冊各一紙、送達相片二幀等證據，並援引後備軍人管理規則第
十五條之規定為其主要之論據。訊據被告李瑞裕對於其身為後備軍人身分，確實未居
住於上址戶籍住處，以致於未收到前揭教育召集令，而未前往指定地點報到接受點召
等情不予爭執，惟堅決否認有何前揭妨害兵役之不法犯行，辯稱：伊原來是和伊母親
李蔡秀嫄及二個姐姐住在上址戶籍住處，因為伊母親欠地下錢莊錢，於九十二年九月
間要躲債，伊全家就搬離上址戶籍住處，伊搬離上址戶籍住處後，伊母親即不知去
向，伊則住在伊工作的公司宿舍，伊二個姐姐亦分別住在其等工作的公司宿舍，期間
中伊曾有打電話至臺中縣後備司令部詢問伊是否有被召集之情事，且伊先前於九十一
年間亦曾主動接受點閱召集，伊並非故意逃避本案之教育召集等語。經查：
後備軍人如係同一戶籍管轄區域住址變更者，應逕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住址變
更登記；由戶籍管轄區域遷往其他戶籍管轄區域者，應逕向遷入地戶政事務所辦理
戶籍遷入登記，固為後備軍人管理規則第十五條所明定。惟因應現代社會之變遷，
一般人或因工作、就學等眾多因素，未居住於戶籍地並申報居住處所遷移者所在多
有，其原因何止一端，顯無從以後備軍人違反前揭規定，即據此憑認其乃基於避免
召集處理之不法意圖，而不依戶籍法規申報居住處所遷移，甚為明確。本件被告於
九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退伍而為後備軍人後，遷離上址戶籍住處時未依規定申報，致
使前揭教育召集令無法送達被告，而未前往指定地點報到接受本案之教育召集乙
節，固據被告陳明在卷，並有教育召集令、教育召集令受領回執、臺中縣後備司令
部列管後備軍人空戶無人（遷出未報）移送法辦年籍表、教育召集可下令人員清
冊、個人兵籍資料查詢結果各一紙、送達相片二幀附卷可按。惟依前開說明，此至
多僅能證明被告有未依戶籍規定申報居住處所遷移之事實，自難依此推認被告遷離
上址戶籍住處時未依規定申報居住處所遷移之原因、動機為何，甚且進一步遽認被
告主觀上即係基於意圖避免召集處理所為。
被告、其母親○○○○及其姐○○○均自八十六年五月十六日起即設籍於上址戶籍
住處，其姐○○○則八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起亦設籍於上址戶籍住處，嗣被告之母
親 ○○○○ 於九十三年二月間即因案遭通緝且不知去向迄今等情，有全戶戶籍資
料查詢結果、戶籍遷徒紀錄查詢結果、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通緝紀錄表、本案偵
查中拘提被告時之職務報告書（見九十四年度偵字第一三一四八號偵查卷十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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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資料在卷可按。又被告係於八十九年一月三日入伍服役，嗣於九十年十月二十七
日退伍而為後備軍人，亦有個人兵籍資料查詢結果附卷可憑。顯見被告、其母親
○○○及其姐○○○、○○○均於被告入伍服役前，均早已設籍於上址戶籍住處且
其等居住期間非短。又參以被告母親○○○於九十三年二月間即已不知去向迄今，
則被告陳稱其早於九十二年九月間，因其母親○○○○之債務糾紛全家始搬離上址
戶籍住處，顯非全無憑據。於此情形，自難認被告遷離上址戶籍住處時，未依規定
申報居住處所遷移之原因、動機，與被告主觀上是否具避免召集處理之不法意圖，
有何直接關聯。此外，再衡諸被告於本案之教育召集日期過後未幾之九十四年七月
五日，已將其戶籍地址遷移至○縣○鎮○路○號即其叔○○○住處，有全戶戶籍資
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見被告於知悉本案教育召集之事後，為避免日後再發生受
召集時召集令無法送達之情事，即將其戶籍遷移申報，亦甚明確。故縱被告於遷離
上址戶籍住處時疏未依規定申報居住處所遷移，而有疏忽或輕率之處，惟尚難執此
遽認被告主觀上有何避免召集處理之不法意圖存在。是被告前開所辯，自非無據。
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雖主張：被告既自陳其於九十一年間曾接受點閱召集一
次，且在本案之教育召集日期前，亦曾向臺中縣後備司令部詢問其是否有被召集，
故被告對於居住處所遷移應依規定申報顯已知悉，足見被告否認犯行，係卸責之詞
等語。然被告先前既有接受點閱召集之紀錄，倘無其他之積極證據，即謂本案被告
主觀上係基於意圖避免召集處理，已屬速斷。且衡情被告倘有避免本案教育召集之
不法意圖，豈會於遷離上址戶籍住處後，再向臺中縣後備司令部詢問其是否有被召
集之可能。於此情形，逕認被告係為避免本案教育召集之意圖，始不依規定申報居
住處所遷移，顯不符常情。實則，參諸公訴檢察官上開論述，無非以被告知其為後
備軍人，且知隨時有受教育召集之可能，並應知義務之認知作為論點，然該論點至
多僅能證明被告對於依兵役法規定其有受教育召集之義務而未申報，「無故」未依
規定申報之故意之問題，與被告是否有「意圖避免召集處理」之主觀不法意圖，非
屬同一層次之待證事項，自難憑此推認被告主觀確有避免召集處理之不法意圖。是
公訴檢察官上開論述為屬推測、擬制之詞，實仍存有相當程度之合理懷疑，自不足
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之前開證據方法，尚不足以證明被告主觀上確有避免本案教育
召集處理之不法意圖，自難遽論以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三項、第一項第三款之
罪。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涉有上開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
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二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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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2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台非字第四０四號
上訴人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
右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兵役案件，對於台灣花蓮地方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一日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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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確定簡易判決（九十二年度林簡字第一六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台灣花蓮地方法
院檢察署九十二年度偵字第五三九號），認為違法，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由台灣花蓮地方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
理
由
非常上訴理由稱：「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
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
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八條、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再客觀上為法
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基礎之證據雖已調查，而其內容未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
如遽行判決，仍屬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查本件原判決以被告○○○係後
備軍人，原住○縣○鄉○村○之○號，竟於遷出上開處所後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花蓮
縣後備司令部所發，指定應於九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往花蓮○○營區報到之教育召集令
無法送達，因認被告係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項、第六條之罪，
雖非無見。惟按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二十八日起施行之妨害兵役
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一項增訂『意圖避免召集處理』之構成要件，同法條第三項則規定：
『後備軍人犯第一項之罪，……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者，以意圖避免召集論；分別依第五
條或第六條科刑』，是其罪之構成，自亦以有避免召集之意圖為主觀要件甚明。顯然修正
後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三項、第一項第三款之罪係屬刑事法上之目的犯，倘行為人
並無避免召集處理之意圖，即不得遽以該罪相繩。查本件原判決認被告犯有前開妨害兵役
罪，並未見其敘明被告有何避免教育召集之意圖；且被告供稱：『我確實很少與家人聯
絡，因為家裡沒有電話，我的租處也沒有裝電話，且我是模板工，住居處所隨工作四處移
動，沒有一定的住處』『我並沒有逃避兵役的意思，是不知道有教召的事才沒有去』，堅
決否認有何避免教育召集之意圖。是被告主觀上有無避免召集處理之意圖，原審未為調
查，逕論其妨害兵役罪刑，顯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案經確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第四百四十三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
等語。
本院按非常上訴，乃對於審判違背法令之確定判決所設之救濟方法。依法應於審判期
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致適用法令違誤，而顯然於判決有影響者，該項確定判決，即
屬判決違背法令。次按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同年月二十八日生效之妨害
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一項係以「後備軍人意圖避免召集處理」為主觀要件，此主觀要件
應依證據認定之，始得為適用法律之依據。原判決認被告蘇建明所為係犯妨害兵役治罪條
例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項之罪，應依同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論科。惟被告否認有避免
召集處理之意圖，辯稱：「我確實很少與家人聯絡，因為家裡沒有電話，我的租處也沒有
裝電話，且我是模板工，住居處所隨工作四處移動，沒有一定的住處」、「我並沒有逃避
兵役的意思，是不知道有教育召集的事才沒有去」云云。乃原判決未經查明，遽予論處妨
害兵役罪刑，揆之上開說明，自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案經確
定，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洵有理由。
而此違誤，對於被告應否負刑責，至有關係，顯然於判決有影響，自應由事實審切實查
明，且為維持被告審級利益，應將原判決撤銷，由台灣花蓮地方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
審判，以資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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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七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十二 月 四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三年度林易字第三號
公訴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
右列被告因妨害兵役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九十二年度偵字第五三九
號），本院以九十二年林簡字第一六號判決確定後，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經最高法院
以九十二年台非字第四○四號將原判決撤銷發回，本院審理後認有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第
四項但書之情形，而改以通常程序審判，茲判決如左：
主
文
○○○無罪。
理
由
一、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係後備軍人，原住○○縣○○鄉○○村○
之○號，竟於遷出上開處所後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花蓮縣後備司令部所發指定應
於九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往花蓮○○營報到之教育召集令無法送達，因認被告涉犯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項之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
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
明文。次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同法第
一百六十一條第一項亦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
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此有最高法院四十
年臺上字第八六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開犯嫌，無非係以證人即被告之父○○○之證詞，卷附召
集令回執及後備軍人行方不明 (遷出未報)年籍表為其所憑之論據。訊據被告固不否認
平日未居住在戶籍地址，致未收到教育召集令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違反妨害兵役
治罪條例第十條之罪嫌，辯稱：伊當時因為工作，住在台北縣淡水鎮淡金路三段四六
巷三二號三樓，平常除了過年外，很少與家人聯絡，因為家裡沒有電話，伊的租處也
沒有裝電話，所以不知道有教育召集這件事；又因伊是模板工，居住處所隨工作地點
四處移動，所以沒有將戶籍遷移，並非故意要逃避召集等語。經查：
（一）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於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經總統明令修正公布，其中該條例
第十條第一項增列「意圖避免召集處理」為構成要件，而同條第三項之罪又以
犯第一項之罪為前提，自難排除上開增列要件之適用。雖修正後之條文仍保留
「以意圖避免召集論」之擬制用語，似仍沿用修正前舊法之擬制規定。然依修
正後之法條文意，既明確以「意圖避免召集處理」為要件，則該「以意圖避免
召集論」之文字應認係贅文，但在條文文字未修正前，仍應依新修正之法條規
定，認須以有避免召集處理之意圖為要件（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二年
四月份法律問題提案，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及法務部研究意見參照）。而所謂
「意圖」，係指行為人出於特定犯罪目的而謀求構成要件之實現或希求構成要
件所預定結果之發生，以達其犯罪目的之主觀心態，則在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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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條之罪，即需行為人除了主觀上對於本身所為之客觀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有認
識外，尚須具有意圖避免召集之特定目的，始足當之。
（二）查公訴人認被告涉有違反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犯嫌，所依憑之上開證據，
均僅能證明被告未居住在戶籍地，致教育召集令無法送達於被告之客觀事
實，尚不能證明被告主觀上是否具有避免召集處理之意圖；而證人即被告之父
○○○於警詢中證稱：「我不知道○○○之現住地及電話，所以無法跟我兒子
○○○聯絡。」等語，復與被告所辯之情節相符合，則被告所辯，其因工作性
質四處遷徒，復因聯絡不便，故無從知悉本件教育召集之事由等語，不無可信
之處，是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能積極證明被告所為有逃避召集處理之意
圖。
（三）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不能積極證明被告具有避免召集處理之意
圖，本院自不得僅憑被告未居住在戶籍地，致召集令無法送達之事實，而認被
告涉有前開犯嫌。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公訴人所
指之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首揭法條及判例意旨，爰為被告無罪之判
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二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五 月 二十七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九十三年度上訴字第六七一號
上訴人 臺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
右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兵役案件，不服臺灣台中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訴緝字第五一二號中華
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五年度
偵字第六三四三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役齡男子意圖避免徵兵處理，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申報，致未能接受徵兵處理，
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緩刑二年。
事 實
一、○○○係歸國僑民且為役齡男子，於七十四年間返國就讀私立○○醫學院（現改制為
私立○○醫學大學），並設籍於○市○區○路○段○之○號，嗣陸續休學、復學，於
八十四年十月二日退學離校，因其返國居住屆滿一年，依當時「歸國僑民服役辦法」
之規定，本應辦理徵兵處理程序，詎○○○竟意圖避免徵兵處理，於八十四年十二月
間遷出上開設籍處所，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台中市政府南屯區公所未能辦理徵兵
處理程序。
二、案經台中市政府函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右揭遷移居住處所，且未依規定申報之事實，然矢口否認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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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兵役之犯行，辯稱伊係歸國僑民，並不知道要服兵役云云。惟查：
按具有役齡男子身分之僑民，自返回國內徵兵地區之翌日起，屆滿一年時，其應列入徵集
年次範圍者，應依法辦理徵兵處理，徵集服役；但來台就學之僑生，得申請暫不徵集，然
於因故離校尚未返回原僑居地者，自其因故離校之翌日起三十日內，原就讀學校應造送僑
生離校名冊通知各該生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屆滿一年時其應列入徵集年次
範圍者，依法辦理徵兵處理徵集服役，八十二年六月十六日修正施行之歸國僑民服役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條第四款、第六條分別定有明文。
被告於七十四年間返國就學，八十四年十月二日退學離校等情，業有私立○○醫學院離校
僑生名冊一份附卷可稽（見偵查卷第十二頁），則被告返國居住已屆滿一年，依前揭規
定，私立○○醫學院自應造冊送請台中縣政府轉知南屯區公所依法辦理徵兵處理程序。又
被告因遷移住所，且未依規定申報，致台中市南屯區公所人員於八十五年一月九日會同鄰
長、房東至上開處所送達徵集服役通知書時無法送達，而將上開無法送達事由註記於通
知書等情，亦有台中市南屯區僑民僑生徵集服役通知書一份在卷足憑（見偵查卷第十四
頁），故被告遷移居住處所，未依規定申報，致未能接受台中市南屯區公所之徵兵處理亦
堪認定。
又行政院僑務委員會於每年辦理海外僑生回國升學時，均於每一學年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
海外僑生聯合招生簡章中，將兵役相關規定列為注意事項，供欲以僑生身分申請返台升學
之僑民參閱，且該會於新僑生返國升學時，亦將兵役、居留等與僑生權益相關規定彙編成
僑生輔導手冊，寄送各校轉交新僑生參考等情，業經僑務委員會於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函覆本院公文一份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十三至六○頁）；另私立中山醫學大學輔導僑生
之「衛生保健與僑生輔導組」，鈞依教育部來文及「僑生輔導實施綱要辦理各項輔導工
作等情，亦有該校於九十三年六月八日函覆本院之公文一份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六二
頁），則被告身為返國就學僑生，且返國時已屬役齡男子，應曾接受上開僑生輔導，並受
有關服兵役規定之告知，本院審之役齡僑生返國就學，除了日常起居安排外，最重要之事
項當屬有關兵役之規定，被告辯稱不知服兵役之相關義務云云，顯不足採信。本院再審
酌，被告自八十四年十月二日退學離校後，即已遷移住所，迄九十二年九月十七日為警緝
獲為止，長達近八年，期間被告業已娶妻生子，其中老大現已就讀小學一年級（見被告於
原審陳述狀），則被告既辦理其子女戶籍登記，何以從未思及辦理自身之遷移登記？顯見
被告確實有避免徵兵處理之意圖甚明，被告前揭辯詞顯不足採信。從而事證明確，被告上
開犯行應堪認定。
二、按被告行為後，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於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並自公布日施
行，原條例第三條第五款規定「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申報，致未能辦理身家調查、
徵兵檢查、抽籤或徵集者。」，修正為「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申報，致未能接受徵
兵處理者」，僅屬文字上之修正，修正前後構成要件、法定刑度均相同，比較新舊
法，修正前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裁判
時即修正後之上開規定。又按被告行為後，刑法第四十一條於九十年一月十日修正公
布，同年月十二日生效，修正後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犯最重本刑為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因身體、教
育、職業或家庭之關係或其他正當事由，執行顯有困難者，得以一元以上三元以下折
算一日，易科罰金。」，與修正前刑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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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因身體、教育、職業或家
庭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得以一元以上三元以下折算一日，易科罰金。」不同。
比較新舊法結果，以新法較有利於行為人，故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本件自
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即修正後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被告即得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均先此敘明。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後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三條第
五款之罪。原審法院未察，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有未合，上訴人即檢察官執此據
以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素行並
無不良，犯後雖未完全坦承犯行，然態度尚佳及被告現已結婚並育有子女等一切情
狀，從輕量處被告有期徒刑二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前未曾受有期
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一份在卷足稽，被告因一
時失慮，偶罹刑典，事後雖未坦承犯行，但已積極辦理有關兵役事宜，深具悔意，經
此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暫不執行其刑為當，予以宣告緩刑
二年，用啟自新。
三、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六十四條、第
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之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三條第
五款、刑法第十一條前段、第二條第一項前段、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第七十四條
第一款、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二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七 月 二十二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上易字第一七五五號
上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
右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兵役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易字第一九四號中華民
國九十二年七月三十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一年度偵字
第二三二二二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後備軍人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點閱召集令無法送達，處拘役貳
拾日，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係後備軍人，原住○市○區○里○街○巷○號○樓之○，其於民國九十年年底
遷出上開處所，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臺中市後備司令部所發，指定 ○○○ 應於
九十一年十月七日上午八時，前往○○縣○○鄉○○路○○○號○○○營區報到之點
閱召集令無法送達。
二、案經臺中市後備司令部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被告○○○經合法傳喚，未於辯論期日到庭，惟查被告已於原審法院訊問時坦承九十
年間即搬離○市○區○街○巷○號○樓之○住所情事，此外被告犯行並經證人即被告
住處鄰、里長紀育成、馮其中於偵訊到庭結證明確，復有臺中市後備司令部之點閱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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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令、點閱召集令受領回執、列管後備軍人行方不明移送法辦年籍表、臺中市警察局
第六分局協和派出所戶口查察通報單各一份附卷可稽，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至堪
認定。
二、按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點閱召集令無法送達，依現行妨害兵役治
罪條例第十條第三項規定即以意圖避免點閱召集論，而被告固係於九十年年底即遷出
住所而未申報，然其所犯罪責以遷出住所致使點閱召集令無法送達為犯罪構成要件，
是被告犯罪行為完成時應係九十一年十月七日點閱召集令無法送達日，核被告所為，
係犯現行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三項、第一項第三款之後備軍人居住處所遷移，
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點閱召集令無法送達罪，應依同條例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論
處，本件被告係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三項之罪，其避免點閱召集之意圖係出
於法律上擬制，並無待於另為立證，又其絕對性有異於法律上「推定」之相對性，是
亦非可由反證否定之，原審對上述法律上擬制加以否定，而為無罪之諭知，自有未
洽，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非無理由，自應予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
犯罪之動機、手段、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示懲，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一條、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六十四
條、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三項、第一項第三款、第六
條第二項，刑法第十一條前段、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二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十 月 二十二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上易字第一六四八號
上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
右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兵役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易字第三八六號中華民
國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一年度偵
字第二三二二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後備軍人意圖避免召集處理，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點閱召集令
無法送達，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為後備軍人，原住○市○區○里○路○段○巷○號○樓之○，於八十九年間遷
出上開處所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臺中市後備司令部於九十一年七月初所發指定應
於九十一年七月十日上午八時，前往○○縣○○鄉○○路○○○號○○○○營區報到
之精誠五二五之一號點閱召集另無法送達。
二、案經台中市後備司令部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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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訊據被告 ○○○ 對於前揭未依規定申報遷移處所致未收到點閱召集令令等情坦承不
諱，雖辯稱：因房屋遭銀行查封拍賣，才造成實際居住處所與戶籍地址不符，並非意
圖逃避點閱召集云云。
二、本院查：
按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為憲法第二十條所明定。惟兵役制度及其相關之兵員召
集、徵集如何實施，憲法並無明文規定，有關人民服兵役、應召集之事項及其違背義務之
制裁手段，應由立法機關衡酌國家安全、社會發展之需要，以法律定之。九十一年六月
二十六日修正公布前之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後備軍人居住處所遷
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者，即處以刑事罰，係為確保國防兵員召集之有效實現，維護後備
軍人召集制度所必要。其僅課予後備軍人申報義務，並未限制其居住遷徙之自由，與憲法
第十條之規定尚無違背。同條例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後備軍人犯第一項之罪，致使召集令
無法送達者，按召集種類於國防安全之重要程度分別依同條例第六條、第七條規定之刑度
處罰，乃係因後備軍人違反申報義務已產生妨害召集之結果，嚴重影響國家安全，其以意
圖避免召集論罪，仍屬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權限，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亦無牴觸。至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三項雖規定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者，以意圖避免召集論，但
仍不排除責任要件之適用，乃屬當然（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一七號解釋參照）。換
言之，修正前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三項﹙修正後第十條第三項）關於後備軍人居
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者，以「意圖避免召集論」之規
定，並無違憲之虞，合先敘明。
後備軍人有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九
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前）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有明文規定；若
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者，以意圖避免召集論，分別依﹙修正前）同條例第六條、第七條
科刑，為同條第三項所明定。該條例之所以規定後備軍人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
報，應成立犯罪，其目的在經由戶籍之管理，掌握後備軍人之動向，以達役政動員之目
的（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四七二九號判決參酌）。是以，﹙修正前）妨害兵役
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並非專指遷出戶
籍而不為遷入之登記而言。凡屬後備軍人，祇須不按址居住，復不依規定申報其所在，
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而無正當理由者，其罪即已成立，縱令其遷移居住處所並無逃避
兵役之本意，但其此項行為，如致召集令無法送達時，即以意圖避免召集論（最高法
院八十五年台上字第五一二七號判決參照）。再者，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
之妨害兵役治罪條例雖將原第十一條條文移列為第十條，並於第十條第一項條文增加
「意圖避免召集處理」之文字，而將第十條第一項之犯罪類型限定為「意圖犯」。然修
正前之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與修正後第十條第三項之規定，有關
「後備軍人犯第一項之罪或國民兵犯﹙第二項）前項之罪，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者，以
意圖避免召集論」之文字敘述則完全相同。此乃為確保國防兵員召集之有效實現，維
護後備軍人召集制度之有效運作，將後備軍人有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致使召集令無
法送達者，均以意圖避免召集論，並依召集種類對於國防安全之重要程度，分別依同
條例第六條、第七條規定科刑，修正後同條例第十條第三項既為相同之立法模式，自
難認為修法後始另行增加「意圖犯」之要件。是以，後備軍人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
依規定申報，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縱無避免召集之意圖，亦應以意圖避免召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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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遷出戶籍管轄區三個月以上，應為遷出登記；由他戶籍管轄區域遷入三個月以上，應
為遷入登記；在同一戶籍管轄區域內變更住址，應為住址變更登記，戶籍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及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分別定有明文。上開遷徙登記，應向戶政事務所
辦理，戶籍法第二十八條亦規定甚明。是以，以一般國民之生活經驗而言，遷移戶籍應
辦理住址變更登記，實為國人所應知之常識。被告已三十歲之而立之年，以一般人之經
驗法則而論，自應知悉戶籍登記之基本常識。被告若非故意不為遷移登記，何以遷移他
處多時，竟任意置該戶籍於原址，致後備司令部或法院傳喚時均無法收受通知或傳票。
被告之居住處所遷移，未依規定申報，致使點閱召集令無法送達等事實，有臺中市後
備司令部妨害兵役案件移送報告書、點閱召集令、臺中市後備司令部列管後備軍人
行方不明移送法辦年籍表、法務部戶役政連結作業系統個人基本資料表各一件等附
卷可憑。綜上而論，本件被告明知其已於八十九年十月間遷出原戶籍地址，竟未依
戶籍法規定辦理申報，使臺中市後備司令部所發之點閱召集令，因寄送其原居住處
所，而無法實際送達予本人。況被告雖辯稱其係因房屋遭查封而無法居住原址，然該
房屋係至九十一年四月二日始經法院查封，而被告於查封前數月即八十九年十月即已
遷移，足見其遷移與該房屋遭查封，並無因果關係，且房屋遭查封並不會導致其無
法辦理戶籍變更登記，故被告所辯，係卸責之詞。再基於國家兵役政策之考量及參照
上開大法官會議解釋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所示，仍應認為被告主觀上具有避免召集
之意圖，依修正後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三項規定，以意圖避免召集論，被告
辯稱其並無避免召集之意圖云云，自難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三、按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於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同年月二十八日起生效，修
正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項已移列為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項；修正前
第七條第二項則移列為第六條第二項。本案臺中市後備司令部所發之點閱召集令，係
於九十一年七月四日因被告未申報遷出處所致無法送達，是被告犯罪時間係在妨害兵
役治罪條例修正公布生效之後，自應適用修正後之新法，核被告所為，係犯妨害兵役
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三項、第一項第三款之後備軍人意圖避免召集處理，居住處所遷
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點閱召集令無法送達罪，應依同條例第六條第二項科
刑。
四、原審未查，誤認被告主觀上並無意圖避免召集之意圖，而認被告不構成上揭犯罪，遽
予無罪之諭知，自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非無理由，自應予
撤銷改判。爰審酌之素行、犯罪之動機、手段、所生危害及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六十四條、第
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三項、第一項第三款、第六條
第二項，刑法第十一條前段、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二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十 月 十五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上易字第一五四八號
上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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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
右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兵役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易字第一０六三號，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三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二年度
偵字第一七四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無故不參加點閱召集，累犯，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曾於民國（下同）八十七年間，因過失傷害罪，經臺灣高等法院判決有期徒刑
四月確定，並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易科罰金完畢，猶不知悔改，其係臺中市後
備司令部列管之後備軍人，原設籍於 ○ 市 ○ 區 ○路 ○ 段 ○ 號 ○ 樓之 ○ ，嗣於八十九
年、九十年間退伍後，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後備軍人管理規則第十五條、戶籍法
第二十二條等規定申報異動登記，致使臺中市後備司令部九十一年九月所發，指定應
於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時，前往○○縣○○鄉○○路○○○號○○○營區報
到之召集符號精誠五二四之三號、召集令編號 ００ 三五之點閱召集令無法送達，惟
○○○ 於同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自行前往臺中市警察局第五分局收受上開召集令
後，竟無故不參加該召集而未依時前往該營區接受點閱召集。
二、案經臺中市後備司令部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訊據被告○○○，對於伊為臺中市後備司令部列管之後備軍人，點閱召集令因伊未遷
籍而無法送達，嗣伊收受該召集令後亦未前往接受召集之事實，先後於原審及本院審
理時坦承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任何妨害兵役之犯行，並先後辯稱：伊沒有逃避召集之
意思，且伊當日生病嚴重，無法前往，有診斷書可憑云云。惟查：
（一）被告為臺中市後備司令部列管之後備軍人，上開點閱召集令無法依址送達之事
實，除據被告是認外，並經證人即警員○○○於偵查中證述屬實，並有點閱召
集令乙紙在卷可稽，堪認為真實。又被告於八十六年六月間設籍於○市○路○
段○號○樓之○，嗣入伍退伍後均未遷籍等情，亦據被告於本院調查時供承在
卷，並有被告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可見被告入伍前，雖住於○市○路○段○
號，然伊知悉設籍係在○市○路○段上址，至為明顯。又依兵役法規定，徵兵
及齡男子應受：身家調查、徵兵檢查、抽籤、徵集等徵兵處理程序，該徵集且
係依規定人營日期就「本籍」行之，是被告入伍前雖未住於戶籍地，然既有依
規定入伍，自應知悉上開依戶籍地所辦理徵兵處理，顯見該戶籍地之規定，有
其一定之法律效果存在。
（二）次按，後備軍人有離營歸鄉報到、戶籍遷出遷入或住址變更申報、入出國申報
等義務，為後備軍人管理規則第七條所明定，依同規則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等
規定，離鄉歸營之後備軍人，應於離營之日起十五日內，攜帶離營證件、離營
報到憑證卡、本人印章及國民身分證等，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辦理歸鄉報
到，同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更明定：後備軍人如有異動事項，應依相關戶
籍法規向主管單位申報異動登記，同一戶籍管轄區域住址變更者，應逕向戶籍
地戶政事務所辦理住址變更登記，由戶籍管轄區域遷往其他戶籍管轄區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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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逕向遷入地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遷入登記，而戶籍法第二十二條等，亦明
定：遷出戶籍管轄區域三個月以上，應為遷出之登記，在同一戶籍管轄區域內
變更住址，應為住址變更之登記，本件被告係合法離營歸鄉報到之後備軍人，
對上開規定之內容，自難諉為不知。再者，被告知悉係以 ○ 市 ○ 路 ○ 段設籍
地，作為接受國家各種後備召集之收受地址，如該地址無人能為伊收受國家隨
時可能發布之各種召集令，將因此無法依期前往接受召集，妨害國家兵役之召
集事宜，竟於伊本人居住處所遷移後，未依上開規定申報異動事項登記，已堪
認被告主觀上具有避免召集意圖。
（三）又依修正後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三項規定，如有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
依規定申報，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者，以意圖避免召集論，顯見受召集人有無
避免召集之意圖，應綜合各項事證判斷之。被告另辯稱伊收受該召集令後，於
應召日當天確實生病，無法前往乙節，固據伊提出診斷書為憑，但依被告於本
院調查時所供稱：當日係下午才去看診云云，佐以被告所提出診斷書之病歷內
容所載，堪認被告應係當日下午始前去看診，則被告所辯當日上午因生病無法
前去接受點召云云，自屬無從證明，此外，被告就伊當日上午無法前往點召之
辯詞，別無其他證據可憑，自難遽認伊上開辯詞可採，是被告確有上開妨害兵
役犯行，已極明確，從而，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茲查，妨害兵役治罪條例，已於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二十八
日起施行，修正前該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無故不參加點閱召集，或意圖避免點
閱召集，而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三百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妨害兵役治罪條例，將原第七條之規定移置第六條，修
正後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無故不參加點閱召集，或意圖避免點閱召集，而有前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九萬元以
下罰金」，本件被告之上開犯行，係在修正後，自應適用新法，是核被告所為，係犯
修正後妨害兵役治罪條例六條第二項之罪。又被告前於八十七年間，因過失傷害罪，
經臺灣高等法院判決有期徒刑四月確定，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易科罰金完畢，
有被告之前科表在卷可稽，五年內再犯本罪，核係累犯，應依法加重其刑。原審疏未
詳查上開後備軍人管理規則、戶籍法、兵役法等規定，遽為被告無罪判決，依上所
述，顯有違誤。檢察官提起上訴，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自為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
改判。爰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所生危害及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二百九十九
條第一項前段，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二項，刑法第十一條前段、第四十七條、第
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二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九 月 二十三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民國九十二年度上易字第一二八四號
公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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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兵役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第
一審判決（民國九十二年度易字第七三九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民國
九十二年度偵字第二一五九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後備軍人意圖避免召集處理，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教育召集令
無法送達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係臺中市後備司令部列管之後備軍人，原住○市○區○路○號○樓之○，於民
國（下同）九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前某日起遷出上開處所，意圖避免召集，無故不依後
備軍人管理規則第十五條、戶籍法第二十二條等規定申報異動登記，致使台中市後備
司令部所發，指定應於同年月二十日上午八時，前往 ○○ 縣 ○○ 鄉○○ 路 ○○○ 號
○○○營區報到之召集符號精誠四五之四號、召集令編號○二一六號之教育召集令無
法送達。
二、案經臺中市後備司令部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訊據被告○○○，對於伊為臺中市後備司令部列管之後備軍人，以及右揭之教育召集
令無法送達之事實，先後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任何妨害兵役
之犯行，辯稱：伊於九十一年七月間即搬到高雄市，在「高手推拿養生館」工作，因
在試用期間，無法將戶籍遷到該養生館，後來才在九十二年一月將戶籍遷到屏東之親
戚家，其並非故意要逃避教育召集各等語。經查：
（一）被告為後備軍人，原住○市○區○路○號○樓之○，台中市後備司令部所發教
育召集令，係指定被告應於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八時前往台中縣烏日鄉
成功嶺營區報到，惟因被告已遷出前開居住處所且未依規定申報，致該教育召
集令無法送達被告等情，有教育召集令一份、移送法辦年籍表一份附於偵查卷
可稽。
（二）按後備軍人有離營歸鄉報到、戶籍遷出遷入或住址變更申報、入出國申報等義
務，為後備軍人管理規則第七條所明定，依同規則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等規
定，離鄉歸歸之後備軍人，應於離營之日起十五日內，攜帶離營證件、離營報
到憑證卡、本人印章及國民身分證等，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辦理歸鄉報到，
同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更明定：後備軍人如有異動事項，應依相關戶籍法
規向主管單位申報異動登記，同一戶籍管轄區域住址變更者，應逕向戶籍地戶
政事務所辦理住址變更登記，由戶籍管轄區域遷往其他戶籍管轄區域者，應逕
向遷入地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遷入登記，而戶籍法第二十二條等，亦明定：遷
出戶籍管轄區域三個月以上，應為遷出之登記，在同一戶籍管轄區域內變更住
址，應為住址變更之登記。本件被告係合法離營歸鄉報到之後備軍人，對上開
規定之內容，自難諉為不知。再者，被告知悉係以設籍之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
七二○號八樓之一之住所地，作為接受國家各種後備召集之收受地址，如該地
址無人能為其收受國家隨時可能發布之各種召集令，將因此無法依期前往接受
召集，妨害國家兵役之召集事宜，竟於其本人居住處所遷移後，未依上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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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異動事項登記，致使教育召集令無法送達，依修正後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
十條第三項規定，如有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召集令無法送
達者，以意圖避免召集論，顯見被告上開之辯稱，自難採取。從而，本件事證
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茲查，妨害兵役治罪條例，已於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二十八
日起施行，修正前該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原規定：「後備軍人有左列行為之一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三、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
定申報者」，第三項：「後備軍人犯第一項之罪或國民兵犯第二項之罪，致使召集令
無法送達者，以意圖避免召集論；分別依第六條、第七條科刑」，同條例第七條第一
項第四款規定：「意圖避免教育召集或勤務召集，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應受召集，無故逾應召集期限二日者」，而修正後妨害兵役治罪條例，將
原第十一條之規定移置第十條，將原第七條之規定移置第六條，修正後第十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後備軍人意圖避免召集處理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九萬元以下罰金：三、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者」，
第三項：「後備軍人犯第一項之罪或國民兵犯前項之罪，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者，以
意圖避免召集論；分別依第五條或第六條科刑」，修正後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意圖避免教育召集，或勤務召集，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應
受召集，無故逾應召集期限二日者」。本件被告之上開犯行，係在修正後，自應適用
新法，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後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三項、第一項第三款，應
依同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論處。原審疏未詳查上開後備軍人管理規則、戶籍法、
兵役法之相關規定，遽為被告無罪之判決，依上所述，容有違誤，檢察官上訴，執此
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爰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
目的、所生危害及犯罪後已據實遷移戶籍，知所教訓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
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六十四條、第
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修正後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項、
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刑法第十一條前段、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罰金罰鍰提高標
準條例第二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八 月 二十七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上易字第一二四六號
上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
右上訴人因妨害兵役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度易字第三○三八號中華民國
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九十一年度偵字第二○二七三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文
主
原判決撤銷。
○○○後備軍人意圖避免召集處理，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點閱召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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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送達，累犯，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曾有賭博、傷害、妨害自由等前科，其中於民國九十年間，因傷害、妨害自由
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五月、二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六月，嗣
經本院駁回上訴確定，於九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執行完畢，竟不知警愓。其係臺中市
後備司令部列管之後備軍人，原設籍居住於○市○路○巷○之○號，明知居住處所遷
移，應依戶籍法規定辦理申報，竟意圖避免召集處理，於八十八年間即遷出上開處
所，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其戶籍遭遷入○市○區○里○鄰○街○號「臺中市北區戶
政事務所」內，而使臺中市後備司令部所發，指定○○○應於九十一年七月五日上午
八時，前往○○縣○○鄉○○村○○路○○○號○○○營區報到之參加召集符號精誠
第二二五之一號、編號○○一四號之點閱召集令無法送達。
二、案經臺中市後備司令部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經認不宜改
依通常程序審理。
理
由
一、訊據被告○○○，對於其自八十八年間，即因家中被討債而不敢住在家裡，且沒有自
原設籍之○市○路○巷○之○號辦理遷出申報流動戶口，因此其戶籍被遷入臺中市北
區戶政事務所，沒有收到點閱召集令等情供承在卷，核與證人○○○即被告之母於原
審時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被告雖否認有何避免召集處理之意圖，辯稱係因家裡經濟狀
況出問題而戶籍被遷到戶政事務所，並無犯罪之故意云云。然查：
按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為憲法第二十條所明定。茲兵役制度及其相關之兵員召
集、徵集如何實施，憲法並無明文規定，有關人民服兵役、應召集之事項及其違背義務之
制裁手段，應由立法機關衡酌國家安全、社會發展之需要，以法律定之。九十一年六月
二十六日修正公布前之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後備軍人居住處所遷
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者，即處以刑事罰，係為確保國防兵員召集之有效實現，維護後備
軍人召集制度所必要。其僅課予後備軍人申報義務，並未限制其居住遷徙之自由，與憲法
第十條之規定尚無違背。同條例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後備軍人犯第一項之罪，致使召集令
無法送達者，按召集種類於國防安全之重要程度分別依同條例第六條、第七條規定之刑度
處罰，乃係因後備軍人違反申報義務已產生妨害召集之結果，嚴重影響國家安全，其以意
圖避免召集論罪，仍屬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權限，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亦無牴觸。至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三項雖規定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者，以意圖避免召集論，但
仍不排除責任要件之適用，乃屬當然（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一七號解釋參照）。
次查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妨害兵役治罪條例雖將原第十一條條文移列為第十
條，並於第十條第一項條文增加「意圖避免召集處理」之文字，而將第十條第一項之犯罪
類型限定為「意圖犯」。然修正前之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三項本即將犯罪類型限
定為「意圖犯」，僅因為確保國防兵員召集之有效實現，維護後備軍人召集制度之有效運
作，乃將後備軍人有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者，均以意圖避免召集
論，並依召集種類於國防安全之重要程度而分別依同條例第六條、第七條規定科刑，此於
修正後同條例第十條第三項亦為相同之立法模式，非謂修法後始另行增加「意圖犯」之要
件，合先說明。又依上開條例修正後之第十條第一項內容雖增加「意圖避免召集處理」之
構成要件，但其增訂之立法理由，僅係欲明「意圖避免召集處理」之主觀構成要件，然同
條例第十條第三項亦規定「後備軍人犯第一項之罪或國民兵犯前項之罪，致使召集令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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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者，以意圖避免召集論；分別依第五條或第六條科刑。」依上揭法條規定可知，乃以
後備軍人有第十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之情形，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者，即有「意圖避免召集
論」而予以法律上所設之擬制規定，否則苟須再符合意圖避免召集處理之主觀構成要件，
又何須另行規定以「意圖避免召集論」，此顯有矛盾。
再按「遷出戶籍管轄區三個月以上，應為遷出登記。」；「由他戶籍管轄區域遷入三個月
以上，應為遷入登記。」；「在同一戶籍管轄區域內變更住址，應為住址變更登記。」；
「戶籍登記之申請，向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為之。」戶籍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八條分別定有明文。苟業已遷移原居住處所而未
為戶籍之登記申報，則有關政府機關送達之文書（包含法院送達之文書、後備司令部送達
之各種召集令）將因寄送原居住處所而無法實際送達本人，乃國人所熟知之常識。是後備
軍人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召集令無法送達，縱無避免召集之意圖，亦
以意圖避免召集論。
經查被告自承其居住處所已於八十八年間，即自原設籍之○市○路○巷○之○號遷移，且
因其未依規定申報，致其戶籍遭遷入臺中市北區戶政事務所內，則被告明知苟未依戶籍法
相關規定辦理登記申報，將使臺中市後備司令部送達之點閱召集令，因寄送其原居住處所
而無法實際送達本人，其竟仍未依戶籍法相關規定辦理登記申報，致點閱召集令無法實際
送達其本人，其具有主觀故意至為明顯，殊無論其實際有無避免召集之意圖，依妨害兵役
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三項規定，均以意圖避免召集論，被告所辯並無犯罪故意云云委無足
採。
此外，並有臺中市後備司令部妨害兵役案件移送報告書、點閱召集令暨受領回執、列管後
備軍人行方不明移送法辦年籍表各一份附卷可稽，足認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
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按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於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同年月二十八日起生效，修
正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項已移列為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項；修正前
第七條第二項則移列為第六條第二項。本案臺中市後備司令部所發之點閱召集令，係
指定被告應於九十一年七月五日上午八時前往 ○○ 縣○○ 鄉 ○○村 ○○ 路 ○○○號
○○○營區報到，是被告犯罪時間係在妨害兵役治罪條例修正公布生效之後，自應適
用修正後之新法。核被告所為，係犯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三項、第一項第三款
之後備軍人意圖避免召集處理，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點閱召集令
無法送達罪，應依同條例第六條第二項科刑。公訴人猶適用舊法認被告上揭所犯係違
反修正前之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項之規定，應依同法第七
條第二項之規定處罰，尚有未洽，附此敘明。原審認被告主觀上並無意圖避免召集之
意圖，而認被告不構成上揭犯罪，遽予無罪之諭知，自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指
摘原審判決不當，非無理由，自應予撤銷改判。查被告前曾有賭博、傷害、妨害自由
等前科，其中於九十年間，因傷害、妨害自由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分別判處有期
徒刑五月、二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六月，嗣經本院駁回上訴確定，於九十一年五月
二十八日執行完畢，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臺灣高等法院
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各一紙附卷可憑，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五年以內再犯本件
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是為累犯，應依刑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加重其刑。爰審酌被告之
素行，又其居住處所遷移，無故不依規定申報，致使點閱召集令無法送達，嚴重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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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兵員召集之有效實現及後備軍人召集制度之有效運作，足生影響於國家安全，惟
其手段平和，犯後態度良好，堪認已有悔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
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二百九十九
條第一項前段，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三項、第一項第三款、第六條第二項，刑法第
十一條前段、第四十七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二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八 月 五 日

伍、95年7月1日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之處理
依本署95年7月17日主任檢察官會議決議，就屬於例行事務組專辦之毒偵案件，於95
年7月1日起，因已無連續犯規定可資適用，原毒偵案已有起訴或簡易聲請處刑係屬法院之
前案，且尚在審理中，如再有毒偵案件時，且施用毒品之犯罪時間點於95年7月1日以後
者，如何適用處理？決議內容如下：
提案一：甲自95年1月1日起，至同年6月20日止，連續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檢察官於
同年6月30日提起公訴（以下稱前案），現由法院審理中，嗣甲又於同年7月1日
起，至同年7月5日止，每日一次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下稱後案），後案應如
何處理？
決議：認為有法律變更適用，多次施用毒品屬集合犯之包括一罪，後案應移送併案審理。
提案二：甲自95年1月1日起，至同年5月20日，連續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法院於同年6
月30日以甲連續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判處有期徒刑9月，嗣甲又自同年6月28
日起，至同年7月5日止，每日一次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下稱後案），經警查
獲移送本署偵辦，則 、應否對該判決提起上訴？ 、併案範圍如何？ 、理由應如
何撰寫？
決議：（一）應提起上訴。
（二）就後案全部移送併上訴審審理。
（三）理由：「自95年6月28日起，至同年7月5日止之施用毒品犯罪行為，原審未
及審酌，並請撤銷原審判決改諭知有期徒刑○月（註：必須超過原審量刑）。
提案三：甲自95年1月1日起，至同年5月20日止，每日一次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法院
於95年6月30日判決甲連續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有期徒刑9月，應否上訴？
決議：不上訴。

陸、無連續犯與牽連犯規定後，關於被告犯意訊問-以施
用毒品為例
對於施用毒品被告筆錄訊問，基於施用毒品者有習慣性、反覆性情事，一般對於筆
錄訊問，鮮少訊問嫌疑人為何要施用毒品（即犯罪動機）？與被告是否有毒癮？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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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依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因應刑法修正相關法律問題座談會」第26號提案，審查意見表
示「修正刑法刪除第56條關於連續犯之規定，其修法理由謂：「連續犯之規定廢除後，對
於部分習慣犯，例如竊盜、吸毒等犯罪，是否會因適用數罪併罰而使刑罰過重，產生不合
理之現象一節，在實務運用上應可參考德、日等國之經驗，委由學界及實務以補充解釋之
方式，發展接續犯之概念，對於合乎接續犯或包括的一罪之情形，認為構成單一之犯罪，
以限縮數罪併罰之範圍，用以解決上述問題」，在修正刑法尚未施行之前（即95年7月1日
之前），無司法實務案例可資參考。學者楊雲驊先生認為施用毒品本身具有反覆實施之性
質，連續數次施用毒品僅能被論以單一之施用毒品罪，且為集合犯（見法務部94年7月新
修正刑法教育訓練講義第354頁、365頁），學者陳志輝先生認為毒品有成癮性，施用毒品
本身即具有反覆實施之性質，連續數次施用毒品僅能被論以單一之施用毒品罪，屬集合犯
（見法務部94年5月13日「刑法修正後之罪數與同一案件問題研討會」講義第6頁）；最高
法院呂潮澤庭長認為屬於集合犯中之常習犯（見法務部94年5月13日「刑法修正後之罪數
與同一案件問題研討會」講義第22頁），無論集合犯或接續犯，均屬單純一罪，適用結
果並無不同。」「至於所謂行為單數的接續犯應具備下列條件：（1）、數個接續行為在
法律上係該當於同一構成要件犯罪事實，僅實現同一之構成要件；（2）、數行為係在密
接時間及密接空間為之；（3）、同種類行為之反覆實施；（4）、利用同一機會為之；
（5）、基於單一之犯意。」「因個案情形未必相同，究應認係一罪或數罪，或一罪之情
形應論以集合犯或接續犯，似可參酌上述學說依具體情節認定之。」而法務部研究意見認
為「（一）、如係施用毒品成癮或有施用毒品之習慣者，其施用行為即具有反覆實施之性
質，應為集合犯，故接連數次施用毒品之行為僅能論以單一之施用毒品罪。
如施用毒品未成癮或無施用毒品之習慣者，即非當然有反覆實施之性質，其多次施用
毒品之行為，究應論以集合犯之一罪或數罪，因個案情形不同，仍應視具體情節認定之。
、本題因題旨所設情形尚非明確，無法逕認甲前後數次施用毒品行為應成立一罪或數罪，
仍應參酌上開認定標準，依具體情節判斷之。」，就上開見解，廢除連續犯規定後，如改
論以集合犯或接續犯，法院判決科刑上僅論一罪，反而較連續犯論罪科刑為輕，是否符合
廢除連續犯之宗旨？實不無疑問，若均以數罪併罰方式處理，有可能造成判決定其應執行
刑結果，較重罪刑度為重，故爾後對於吸毒、慣竊等有習慣性或反覆性的犯罪情形，除應
詳細訊問嫌疑人犯罪之人（如被害人）、時（犯罪時間）、地（犯罪地點）、物（如贓證
物、所竊盜的財物）、事（即犯罪行為過程）之事項外，筆錄自應訊問嫌疑人之犯罪動
機、犯罪目的、犯罪手段（方法），方可釐清嫌疑人究係基於接續犯意、集合犯之包括一
罪犯意或是個別犯意而為犯罪行為。另外，犯罪行為之認定，除客觀表徵之行為與結果
外，尚有主觀層面之認定，無論接續犯或集合犯，自不能單從客觀上之行為與結果予以片
面論斷，故爾後訊問筆錄精緻與深入化，勢必為檢警間不可迴避之課題。

柒、筆錄訊問之實務操作建議
一、常見訊問方式：
（一）常見訊問方式：
（二）歷史順序訊問：通常針對證人或關係人，依據時間及地點與可能目擊狀況而提
問。如問：你認識○人否？依你記憶，○年○月○日上午○時，你是否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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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當時是否有發生何事情？依你當時所見，何人動手？何人受傷？受傷狀況
如何？
（三）導引回答訊問：通常針對告訴人或被害人，避免被訊問人人天花亂墜，漫無邊
際的說法，而予以限縮訊問範圍，或被害人不願再度勾起不愉快經驗，不得已
予以提點提問。如問（傷害案件）：你與嫌疑人是何時、如何認識？你跟嫌疑
人之間，有無仇怨過節？嫌疑人於何時、在何地傷害你？當時嫌疑人如何傷害
於你？你因此受何身體傷害？當時除了嫌疑人和你之外，還有何人在場目擊？
（如有續問：該在場人的姓名、年籍及聯絡地址為何？）案發後你有無去驗
傷？你是否要對嫌疑人提出傷害的告訴？
（四）強勢提證訊問；通常針對嫌疑人或被告或必須對質時，特別是被訊問人可能迴
避或避重就輕，必須運用現有已蒐證到事證，予以提問。如問（傷害案件）：
你認識被害人否？依你記憶，○年○月○日上午○時，你是否在○地點？當時
是否有被害人與○人在場？當時你為何毆打傷害被害人？（提示驗傷診斷書）
為何被害人受傷？你跟被害人有無仇怨過節？你和○人有無仇怨過節？為何被
害人指控你於○年○月○日上午○時，在○地點動手傷害他？等是，被訊問人
對於提問保持緘默的極端情況下，筆錄記載答的部分，宜記載（沉默不語）代
替之，且必須正常予以錄影或錄音。
二、訊問程序安排建議：
（一）有告訴或告發人時，被告可同時傳訊，但原則上應讓告訴或告發人窮盡其陳述
與證據調查方法提供，如告訴或告發人陳述部分有利於被告，則對此部份，應
訊問被告是否如此或有何意見，至於為了避免兩造在偵查庭內發生爭執，原則
上告訴或告發人在庭場合，設定訊問被告部分，應儘量簡短或曉諭被告另以答
辯狀書面方式庭呈或另命庭期偕同有利證人到庭。
（二）被告有請求與證人對質權利，故通常發生在告訴或告發人所提出或偕同到庭的
證人，且證人於庭訊中之證述內容，不利於被告之情形，但如屬被告請求傳證
或偕同到庭的證人，鮮少有被告請求與證人對質之狀況，如庭訊有傳訊證人
時，是否有傳告訴或告發人之到庭聆聽之必要？通常必須視案情需要而定，如
屬告訴或告發人聲請傳證的證人，然事先對告訴或告發人未訊問證人可證明何
事實者（待證事項），勢必同時傳訊告訴或告發人，假使已訊明告訴或告發人
所舉證人的待證事項，因告訴或告發人於刑事訴訟法上無請求與證人對質之權
利，故可免傳訊到場，以免衍生本案未釐清，證人又遭告訴或告發人提出偽證
之告發。
（三）小結：傳訊告訴或告發人，重點在釐清告訴或告發事實範圍與窮盡告訴或告發
人提出調查證據與證人方法，初次傳訊被告目的，在於讓被告了解被告何事與
可以提出反證之證據方法，同時傳訊被告與證人，證人部分，目標在於廓清兩
造何者所述較接近事實，惟須有認知者，是兩造對於己有利事實，都有渲染誇
張之危險性存在，對己不利部分，均有隱瞞或避重就輕之危險性存在，尤其在
詐欺、偽造文書、背信、侵占等具有特定情誼關係間之犯罪，因雙方已交惡，
故任何一造提出的證人，偵訊過程處理不妥，將隱含衍生偽證案件，通常因應
原則，運用隔離訊問或傳訊一造與友性證人方式，另訊問一造時，如基於同理
心（如以同情該造心理之訊問語氣與態度等）訊問，通常可獲致較貼近事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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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往往可獲意想不到之結果。

捌、指認嫌疑人之程序遵守
一、偵辦刑事案件，無法避免指認嫌疑人或被告之程序，依現有檢察署設備與人力，勢必
無法如外國刑事指認程序中，找尋特徵、性別、體型、面貌與穿著相類似的一群人，
讓被告或嫌疑人穿插其間，再提供單面反射鏡隔離，供指認者行指認程序，通常使用
方式，如於警初步調查過程，已依指認程序合法指認過，偵查時，運用單一當庭指認
與隔離訊問措施，以確保警訊筆錄與指認之證據能力或可容許，但警方未依合法指認
時，若偵查階段再按圖索驥辦理單一指認方式，則法院是否認同，自不無疑義，故何
謂合法指認程序，理應予以瞭解。
二、依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頒布「警察機關實施指認嫌疑人程序要領」：
偵查人員，應審慎勘察刑案現場，詳細採取指紋、體液、痕跡等證物，以指認犯
罪嫌疑人，如須實施被害人、檢舉人或目擊證人指認犯罪嫌疑人，應依下列要領為
之：
（一）應為非一對一指示成列指認（選擇式指認）。
（二）指認前應由指認人先陳述犯罪嫌疑人特徵。
（三）被指認之人在外形上不得有重大差異。
（四）指認前不得有任何可能暗示、誘導之安排出現。
（五）指認前必須告訴指認人，犯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
（六）實施指認，應於偵訊室或適當處所為之。
（七）實施指認應拍攝被指認人照片，並製作紀錄存證（紀錄表格式如附件）。
（八）實施照片指認，不得以單一相片提供指認，並避免提供老舊過時照片指認。
【緬森測試準則】（Manson Test）
壹、犯罪發生時，證人有無觀看行為人之機會？
貳、證人當時注意到行為人之程度為何？
參、證人先前對行為人特徵之描述之準確度如何？
肆、指認時，證人之確定程度如何？
伍、犯罪發生時與指認時相距之時間如何？
相關實務案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95年度台上字第1172號
上 訴 人 ○○○
選任辯護人 ○○○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強盜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二審判
決（九十四年度上訴字第三四七０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三年度偵
字第一三０九五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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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
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
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
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上訴意旨略稱：(一)、證人○○○
在警詢、偵查及審理中所述不盡相同，已難取信，且依現場監視錄影帶勘驗顯示，○○○
係蹲在冷藏櫃旁整理商品之際，突遭歹徒自後持刀行搶（強），既無法看清歹徒長相，何
能事隔數日之後，明確指認上訴人即為該歹徒？況影像中之歹徒體型、外貌，均與上訴人
特徵不符，作案手法亦與上訴人所涉之他案不同，尤以 ○○○ 在警詢時指陳歹徒係持菜
刀，於審理中則謂為水果刀，益見疑點甚多，在未起出作案刀械情形下，遽憑 ○○○ 片
面指述，認定上訴人犯罪，恐將罰及無辜。(二)、另證人○○○固證稱：歹徒係持刀衝進
店內，抵住伊而搶走新台幣（下同）三千多元，但既又稱歹徒頭戴全罩式安全帽，則其
能否看清歹徒面貌，自非無疑，且其無法提供監視錄影帶以憑查證，亦難信實，衡諸此
搶（強盜）案係發生於晚間二十三時五十分許，地點在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距離翌日
上訴人在同市農安街作案時間僅相差二十分鐘，上訴人並未騎乘機車，如何能在短短時
間連作二案？尤以上訴人遭警逮捕時，身上僅有一千六百餘元，要與 ○○○ 所述金額不
合，原審竟推測擬制上訴人犯此部分罪行，顯非適法。(三)、上訴人係因服用戒除毒癮之
藥物，同時又施打海洛因，導致精神狀況不佳，警詢筆錄即係在意識不清之情況下，非出
於任意而供承犯罪，原審未予詳查，即有悖證據法則。(四)、承辦員警未以多人列隊供被
害人指認歹徒之方式辦案，竟逕以上訴人之口卡、或令被害人在偵訊室外、或使上訴人赴
案發地點進行指認程序，實有誘導指認之瑕疵，原判決未排除此種違法取得之證據，仍予
採用，自有嚴重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云云。惟查：(一)、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
及事實之認定，係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自由判斷職權之行使，倘未違
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而資為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又
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究竟何者可採，法院本得依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若其基本
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有不符，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
納。本件原判決主要係依憑○○○、○○○在第一審審理中，分別明確指證上訴人即係進
入其二人工作之商店，持刀強盜店內財物之歹徒，並勘驗現場監視錄影帶無誤，且有上訴
人持以作案之摺疊刀一把扣案，參以警員翁泗和證稱：伊下班後，在夜市小吃，適聞有人
喊「搶劫」，即電請支援，並迅將上訴人壓制，嗣警備隊人員到達，因見上訴人之穿著、
特徵恰與半小時前通報之另件搶匪相符，乃帶往該現場，經被害人指認無訛等語，足見上
訴人在警詢時坦承持刀強盜上揭二店家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乃認上訴人有原判決事實
欄一－(一)、(二)所載之強盜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就此部分仍論處上
訴人連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攜帶兇器，以強暴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累
犯）罪刑。對於上訴人矢口否認犯此部分之罪，所為伊因同時服用解毒藥物及毒品，導
致意識不清，為求儘早結束偵訊，以便至看守所休息，故在警詢時承認犯罪，實則伊不
可能在時隔二十五分之間，先後遠距犯下二案，亦不可能中途即花掉一千餘元云云之辯
解，則以依上訴人之病歷顯示，係於民國九十三年一月十日，經醫師開立七天份之藥物，
自無可能於事隔二月之久，仍有服藥併用毒品而致意識不清之情形，證人范鈞亦供證上訴
人遭警逮捕前，神智清楚，尚能與伊對話等語，又據錄影帶顯示，上訴人右手置於（藏刀
之）口袋內，僅以左手碰觸收銀機，益見其無精神恍惚之神態，上訴人自受逮捕之後，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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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警詢筆錄時止，計有八小時之久，足供其充分休息，翁泗和更證稱上訴人之警詢筆
錄，係在其精神狀態良好之下所製作等語，參以上訴人在偵查中直陳係騎乘機車前往作案
地點；○○○指稱上訴人作案之際甚為匆促各等語，是於二十五分鐘之內，騎機車在二處
作案，逃逸慌亂中遺落現金，均非不可能，足見所辯無非推諉卸責之詞，不足採信，亦已
詳加指駁。並敘明○○○雖在第一次偵查中先證稱：伊遭「搶」時，歹徒在伊背後，伊看
不見；嗣在第二次偵查及第一審審理中改稱：搶匪之安全帽有掀開，伊有看見全臉各等
語，似有不符之處，然其第一次偵查中所供，係經詢以：「當時是否有感覺被告有吸食毒
品或吃藥？」而針對精神狀態所作回答，至其嗣後所供，要與現場監視錄影帶顯示歹徒係
戴掀起面罩之安全帽，迎面走向○○○之情形相符，可見○○○在迎面之時確足以看清來
人面目，故其前後陳述尚無矛盾。所為之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俱有卷內各項證據資料
在案可稽，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違法情形存在。(二)、刑事實務上之對人指認
陳述，乃經由被害人或目擊證人指證確認實行犯罪行為人之證據方法。現行刑事訴訟法雖
未明定關於指認之程序，然因指認人可能受其本身觀察能力、記憶能力及真誠性之不確定
因素影響，考諸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規定被告以外之人
所為審判外之陳述，須有可信之情況，始得作為證據之趣旨，是如何由指認人為適當正確
之指認，自應依個案具體情形而決定。案發後之初次指認，無論係司法警察（官）調查或
檢察官偵查中所為，常重大影響案件之偵查方向甚或審判心證，自當力求慎重無訛，故除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係社會（地區）知名人士、熟識親友、特徵顯著、曾長期近距接觸、現
行犯或準現行犯，或其他無誤認之虞者，方得採行當面、單獨之指認外，皆應依訴訟制度
健全國家之例，以「真人列隊指認」方式為之，不宜以單獨一人供指認，或僅提供單一照
片，甚或陳舊相片，以作指認，更不得有任何暗示、誘導之不正方法，否則其踐行之程序
即非適法，自難認已具備傳聞法則例外之可信性要件。原判決已於理由二－(三)內，說明
上訴人係因作第三案經警當場逮捕，嗣發現其特徵與附近○○○稍早報案描述之歹徒特徵
相符，始帶往供○○○指認，衡諸其既報案在先，和上訴人無何怨隙，復與○○○一致指
認上訴人確為強盜歹徒無誤，相關之三件超商受害情節亦極相似，皆遭頭戴安全帽之持刀
者所加害，監視錄影帶中歹徒身材、體型更與上訴人相合，核屬上揭例外可以當面、單獨
指認之情形，自不能以其指認程序非依循「選擇式指認」或「成列指認」方式為之，而否
定其效力。上訴意旨關於強盜部分，無非就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
斷之事項，任憑己意，猶執陳詞，仍為單純事實上之爭執，復漫言原判決違反證據法則，
以擬制方法推論犯罪，恐罰及無辜，核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至原判決另論處上訴
人恐嚇取財未遂罪刑部分，核係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六款所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
之案件，上訴人竟猶一併提起上訴，顯非法之所許。依上說明，應認其上訴均為違背法律
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五 年
三
月
八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八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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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紀錄表格式）

臺中縣市警察局○○分局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時
執行單位：
○年○月○日○時○分
執行地點：
間
一、現因 ○○ 案件，須請你指認犯罪
嫌疑人。（□現場指認 □相片指
認，以上請以勾選方式填寫）
二、請你敘述有關於犯罪嫌疑人之特
徵：

執行人員：

三、被指認人共有 ○ 名，犯罪嫌疑人
訊
並不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 被
問
四、經你指認結果，確定被指認人中 指
事
從左至右算起排列第○名（確 人
項
定照片中編號第○號）【姓 照
名為○○○、出生○年○月 片
○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為
○○○○○○○○○○ 號】為犯
罪嫌疑人無誤後，始簽名捺印。
指認人：（簽名捺印）

中華民國○○年○○月○○日

玖、犯罪行為評價之思路流程
刑 法 上
的行為
客觀構成要件
構成要件

主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
行為客體
行為方式
行為時之特別情狀
行為結果
因果關係與客觀可歸責性
一般要素：構成要件故意、構成要件過失
特別要素：構成不法類型的意圖

依法令之行為
法定阻卻違法事由
違法性

刑 法 上
有責性
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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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級公務員命令之職務行為
業務上之正當行為
正當防衛
緊急避難
被害人之承諾

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

推測之承諾
義務衝突

責任能力
罪責型態
不法意識
期待可能性

年齡、精神狀態、生理狀態
罪責故意、罪責過失

禁止錯誤
罪責阻卻、罪責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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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追加起訴探討
因應95年7月1日實施新修正刑法，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方式，可能之改變，如何運用追
加起訴方式，以資因應，殊有探討必要。
一、以往關於連續犯案件，且已有前案起訴或聲請簡易處刑時，慣息做法係以移送併案審
理意旨書，移法院併案審理。但毒品案件，先前多次施用毒品，以連續犯處理，無連
續犯適用 時，卻有學者與實務界認為應改以集合犯概念適用 61 ，雖法院尚無明確判
決見解，
二、今年7月1日起，連續犯與牽連犯規定刪除，勢必導致移送併案審理意旨書部分之使用
範圍限縮，且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案件之被告數、犯罪數及移送書寫方式改變，不僅衝
擊本署立案審查部分，同時亦影響偵查股案件數與書類撰寫方式。
三、依院方分案方式，移送併案意旨書，並未分案，直接由承審法官併案審理，如為追加
起訴書，可避免被輕易退併案且可由同一承審法官併審與公訴檢察官蒞庭。
四、綜上所述，建議本署各偵查股就原本屬連續犯或牽連犯，往例以移送併案審理意旨書
結案部分，是否可先調整運用追加起訴書方式，先行適應，惟運用上應注意者：
（一）相牽連案件之規定（刑訴7）62 。
（二）追加起訴之時間及方式之規定（刑訴265）63 。
（三）運用追加起訴時，追加部分與已起訴部分，非屬連續犯與牽連犯之外之同一案
件，且追加時可由公訴檢察官先以言詞提出於已起訴審理案件之言詞辯論終結
前，或追加到院之時間在前已起訴案件之言詞辯論終結前為之。
五、以下提供本署及他署相關追加起訴書類資料供參酌64 ：
61.筆者認為連續犯本質，仍屬數犯罪構成要件之完成，僅科刑上論以一罪併加重其刑，但集合犯本質，僅屬一犯罪行
為，連續犯廢除之立法理由，即說明『一、本條刪除。二、按連續犯在本質上究為一罪或數罪，學說上迭有爭議，一
般均認為連續犯在本質上應屬數罪，僅係基於訴訟經濟或責任吸收原則之考量，而論以一罪，故本法承認連續犯之概
念，並規定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然本法規定連續犯以來，實務上之見解對於本條「同一罪名」之認定過寬，所謂
「概括犯意」，經常可連綿數年之久，且在採證上多趨於寬鬆，每每在起訴之後，最後事實審判決之前，對繼續犯同
一罪名之罪者，均適用連續犯之規定論處，不無鼓勵犯罪之嫌，亦使國家刑罰權之行使發生不合理之現象。因此，基
於連續犯原為數罪之本質及刑罰公平原則之考量，其修正既難以週延，爰刪除本條有關連續犯之規定。三、從立法例
而言，連續犯係大陸法系之產物，英美刑法並不承認連續犯之概念，德國刑法自一八七一年以後、日本自昭和二十二
年（民國三十六年）以後，均將連續犯之規定予以刪除，其餘大陸法系國家如瑞士、奧地利、法國等均無連續犯之明
文，惟在實務上則視具體情形，或認係一罪，或認係數罪併罰。故有必要參考上開外國立法例，刪除有關連續犯之規
定。四、至連續犯之規定廢除後，對於部分習慣犯，例如竊盜、吸毒等犯罪，是否會因適用數罪併罰而使刑罰過重產
生不合理之現象一節，在實務運用上應可參考德、日等國之經驗，委由學界及實務以補充解釋之方式，發展接續犯之
概念，對於合乎「接續犯」或「包括的一罪」之情形，認為構成單一之犯罪，以限縮數罪併罰之範圍，用以解決上述
問題。』如認為吸毒者屬集合犯，則再犯案件，如前已有起訴案件，應屬併案審理問題，若認為吸毒者施用毒品乙
次，即構成施用毒品犯罪，則屬另案起訴或追加起訴問題，此關鍵仍在於法院法官於判決時予以界定闡明，但無論法
院最後結論如何，犯罪行為本質之主觀犯意與客觀行為，仍為偵查追訴犯罪之重要基礎。
62.刑事訴訟法第7條 (相牽連案件)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相牽連之案件：
一、一人犯數罪者。
二、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者。
三、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者。
四、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人犯、湮滅證據、偽證、贓物各罪者。
63.刑事訴訟法第265條 (追加起訴之期間、限制及方式)
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
追加起訴，得於審判期日以言詞為之。
64.有刑事訴訟法第7條相牽連之數案件，後案請儘量以追加起訴方式為之（參本署96年3月5日主任檢察官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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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簡式-部頒例稿）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95年度偵字第 號
被

告

上被告因案件，前經以○年度偵字第○號起訴書提起公訴，茲再將其相牽連之犯罪（或誣
告）追加起訴如下：
一、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

年

○
檢察官

月
○○○

○

日

（實例毒品追加起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九十三年度毒偵字第二О八九號
被
告 ○○○ 男 ○歲（民國○年○月○日生）
籍設○縣○市○里○路○段○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號
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與同一被告前因施用第一級毒品
案件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三年度毒偵字第一八一八號），現由本署整理卷證待送
審中，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
左：
犯罪事實
一、○○○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由本署檢察
官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日以九十三年毒偵字第一三四八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詎仍
不思悛悔，復基於施用毒品之犯意，於九十三年五月十三日當日或回溯九十六小時內
之某時，在不詳地點，施用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一次，為警於九十三年五月十三日下
午六時十分許，在臺中市北屯區軍和巷一○七號查獲。
二、案經臺中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被告○○○於警詢中雖否認有施用毒品之犯行，惟按甲基安非他命經口服以後約百分
之九十於九十六小時內自尿液中排出，因憑尿液中呈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推算吸
食時間距採集時間最長不逾九十六小時，業經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八十一年
二月八日（八一）藥檢壹字第一一五六號函敘明可參；本件被告○○○獲案後即時採
其尿液經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類之陽性反應，此有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濫用藥
物尿液檢驗報告一紙附卷可稽，足認被告○○○於九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回溯九十六小
時內之某時有施用安非他命之事實，是被告所辯，顯係飾卸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
證已臻明確，被告犯嫌堪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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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第二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五條第一項追加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六
月
二十三
檢 察 官 ○○○

25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三年訴字第一四六三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
右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三年度毒偵字第
一八一八號）及追加起訴（九十三年度毒偵字第二 ○ 八九號）暨移毒偵字第二 ○ 八九、
二六七三號），本院合議庭裁定改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左：
主
文
○○○連續施用第一級毒品，處有期徒刑拾壹月，扣案海洛因柒包及含有海洛因殘渣之分
裝袋貳只（合計淨重：貳點玖玖公克）、海洛因壹包（毛重：壹點貳捌公克）沒收銷燬
之，注射針筒肆支沒收；又連續施用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肆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
貳月，扣案海洛因柒包及含有海洛因殘渣之分裝袋貳只（合計淨重：貳點玖玖公克）、海
洛因壹包（毛重：壹點貳捌公克）沒收銷燬之，注射針筒肆支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 ○○○ 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概括犯意，自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三日起至
九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止，在臺中市東山路加油站廁所及臺中市軍功路友人住所等
處，以針筒注射身體之方式，連續施用海洛因多次，施用頻率約每日三次。另基於施
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概括犯意，於上開時地，以置於吸食器點燃吸食之方
式，連續施用甲基安非他命多次，施用頻率不定。
二、右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且被告先後於九十三年五月
十三日、六月二日、七月二十二日為警查獲後，經採尿送驗結果，均呈海洛因代謝物
嗎啡及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
告三紙附卷可稽。而被告於九十三年六月二日為警查扣疑似海洛因之白粉七包及疑似
含有海洛因殘渣之分裝袋二只（合計淨重：二點九九公克），經送鑑定結果，確實
均含有海洛因成分，亦有法務部調查局九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調科壹字第一二 ○○
一四二○六號鑑定通知書在卷可憑。此外，復有海洛因一包（毛重：一點二八公克）
及被告所有供施用海洛因所用之注射針筒四支扣案可資佐證，足見被告自白與事實相
符。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三、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觀察勒戒結果，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九十三年五
月十日執行完畢釋放，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其於前案
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五年內再行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依法應予論科。
四、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第一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及同條
例第十條第二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其因施用而持有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
之低度行為，應分別為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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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先後多次施用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時間緊接，犯罪構成要件相
同，顯係基於概括犯意為之，應依連續犯之規定分別論以一施用第一、二級毒
品罪，並各加重其刑。檢察官雖僅就被告自九十三年五月十六日起至九十三年
六月二日止施用海洛因之事實提起公訴，及就被告於九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回溯
九十六小時內某時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事實追加起訴，惟被告其餘施用海洛因
及甲基安非他命犯行，與起訴成罪之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事實，分別有連續犯
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部分並經檢察官移送併案，本院自得予
以審理。
（三）被告所犯右揭二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罪名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審酌被告施用毒品除戕害自身健康外，併對社會秩序產生不良影響，經檢察
官起訴後猶施用毒品不輟，致再為警查獲移送併案，顯見毒癮非淺，施用毒品
之期間、次數，及於本院審理時未能依傳喚主動到庭，而係經發布通緝始到
案，對於己身違法行為欠缺面對司法裁判之悔過具體表現，惟於本院審理時尚
能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五）扣案海洛因七包及含有海洛因殘渣無法析離之分裝袋二只（合計淨重：二點
九九公克）、海洛因一包（毛重：一點二八公克），屬本案查獲之第一級毒
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宣告沒收銷燬之。另扣案注射針筒四支，屬被告所有供施用海洛因所用之物，
業據其供明在卷，爰依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前段，刑法第十一條、第五十六
條、第五十一條第五款、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九
月
二十九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
法 官 ○○○

（實例－施用毒品追加起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九十三年度毒偵字第四二五號
被
告 ○○○ 男○歲（民國○年○月○日生）
住○縣○鎮○街○之○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號
右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前經提起公訴（本署九十三年度毒偵字第一三八號），
現由台灣宜蘭地方法院九十三年度訴字第一○七號審理中（廉股），茲再將其相牽連之犯
罪（一人犯數罪），追加起訴如左：
犯罪事實
一、 ○○○ 基於概括犯意，自九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起至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一時
三十分為警採尿送驗前三日內，在宜蘭縣羅東鎮光武街及其他不詳處所非法施用第二
級毒品安非他命，嗣為警採尿送驗而查獲。
二、案經宜蘭縣警察局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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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告○○○坦承九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在宜蘭縣羅東鎮光武街非法施用第二級毒品安非
他命一次，而，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一時三十分採集被告尿水送慈濟大學濫用
藥物檢驗中心檢驗總表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及「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有
該中心檢驗表一紙附卷為憑，被告罪嫌，實可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第二項非法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嫌。被告所
為數行為，時間緊接，所犯罪名相同，顯係出於概括之犯意為之，為連續犯，請依刑
法第五十六條之規定以一罪論，並加重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五條第一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五
月
二十五
日
○○○
檢察官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三年度易字第三一八號
公訴人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
右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九十三年度毒偵字第四二五
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追加起訴意旨略以：被告前因施用第一級毒品犯行，經本署檢察官以九十三年度毒偵
字第一三八號偵查起訴，現由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九十三年度訴字第一○七號審理中，
惟被告復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之概括犯意，自民國九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起至
九十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一時三十分為警採尿送驗前三日內，在宜蘭縣羅東鎮
光武街及其他不詳處所，非法施用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嗣為警採尿送驗而查獲，因
認被告另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第二項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嫌，爰就其相牽連之
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追加起訴等語。
二、按已經提起公訴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
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第三百零七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訴訟上
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關於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亦均有其適用，最高法院六十年
度台非字第七七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查被告被訴自九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起至九十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一時三十分為
警採尿送驗前三日內，在宜蘭縣羅東鎮光武街及其他不詳處所，非法施用第二級毒品
安非他命之事實，固有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九十三年五月三日慈藥字第九三○
五○三○三號函附被告尿液有安非他命陽性反應之檢驗總表一紙在卷可稽。惟被告於
九十三年三月四日晚間八時十分許至八時四十五分間往前回溯三日內某時，在不詳處
所施用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一次之犯行，業據台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另案以
九十三年度毒偵字第三九二號提起公訴，經本院分九十三年度易字第二○四號審理中
有該案起訴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在卷足佐，而按施用毒品犯行，乃
具有病患性人格之特質，施用者易成癮而伴隨反覆施用情事，該施用行為本具有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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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反覆實施性，應認被告乃係基於概括之犯意而為之，而具有連續犯之法律關係。從
而公訴人就同一案件於九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向本院追加起訴，揆諸上開說明，本件爰
不經言詞辯論，逕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第三百零七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七
月
二十六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
法 官 ○○○
法 官 ○○○
（實例－誣告追加起訴書）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九十三年度偵字第一六三四一號
被
告 ○○○ 女 ○歲（民國○年○月○日生）
籍設○縣○鄉○村○路○段○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號
右被告因誣告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與被告○○○前因傷害等案件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
訴（九十三年度偵字第七九四一、一Ｏ六四六號），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審理中之案件
（九十三年度易字第一八九九號），為犯與本罪有關係之一人犯數罪相牽連案件，宜追加
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左：
犯罪事實
一、緣○○○與○○○為夫妻，○○○與○○○為其等之兒子及媳婦，上開四人與○○○
為鄰居， ○○○ 因曾遭 ○○○ 所飼養之狗咬傷，雙方因而心生嫌隙並屢生口角，
○○○明知○○○、○○○二人並未於民國（下同）九十三年三月七日上午十時二十
分許，在○縣○鄉○路○段○路○點○公里處，共同毆打○○○，亦未於同年月八日
十八時三十分許，在同路段七八點五公里處，共同毆打○○○之事實，竟仍基於意圖
使○○○、○○○受刑事處分之誣告犯意，先於同年月七日，向臺中縣警察局和平分
局梨山分駐所員警虛偽申告○○○與○○○二人，夥同○○○在臺中縣和平鄉和平路
一段中橫公路七八點三公里處，○○○並手持Ｔ型工具，共同圍毆○○○，繼而於同
年五月二十日，向本署檢察官虛偽申告○○○與○○○二人，夥同○○○、○○○共
同毆打○○○，嗣○○○及○○○經本署檢察官以九十三年度偵字第七九四一號不起
訴處分確定。
二、案經○○○、○○○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右揭時地對告訴人○○○、○○○提出傷害告訴之事實，惟
矢口否認涉有何誣告犯行，辯稱：「沒有誣告。」云云。然查被告於右揭時地虛偽申
告○○○、○○○等事實，業據告訴人○○○、○○○指訴甚詳，核與證人○○○、
○○○證述情節相符，並有本署九十三年度偵字第七九四一號偵查影卷一宗在卷可
稽，且參以被告於九十三年三月七日前往臺中縣衛生局梨山衛生所就診時，經檢驗
僅受有右手掌挫裂傷（傷口二×二公分）之傷害，於同年月八日再度前往就診時，經
檢驗僅受有左手背擦傷二處（第四指擦傷一×一公分、第五指Ｏ•二×Ｏ•五公分）、
左手挫傷（第二、三、四、五指瘀傷）之傷害，有被告病歷資料影本一紙在卷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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茍告訴人○○○、○○○確有手持金屬兇器與蘇義共同圍毆被告，被告又豈有於頭及
其他身體部位，未受有傷害之理？再者，另訊之被告自承：「（三月八日晚上六點半
與何人在屋外吵架？）沒有。我六點多回來要爬上自家的梯子，○○○用他的胸部把
我撞倒，之後他抓我頭髮將我往他家裡拖。」「（為何○○○後來會倒在地上？）他
自己倒下去演戲，之後我發現左手已經腫傷了，我發現流血轉身要回屋內擦藥，他們
全家人就說顧著我，不讓我回去。之後救護車及警察就來了，警察將我及○○○送至
醫。」「（你身上的傷是與○○○拉扯時受傷？）是的。」等語，益證告訴人○○○
及○○○並無於九十三年三月八日十八時三十分許，在上開地點輪番上陣動手毆打被
告之事實，是被告前開所辯，不足採信，其罪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第一項之誣告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五條第一項追加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十二
月
十三
日
檢 察 官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四年度訴字第三一六號
公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
右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九十三年度偵字第一六三四一號），本院判決
如左：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緣○○○與○○○為夫妻，○○○與○○○為其等之兒子及媳婦，上
開四人與被告○○○為鄰居，○○○因曾遭被告○○○所飼養之狗咬傷，雙方因而心
生嫌隙並屢生口角，被告○○○明知○○○、○○○二人並未於民國（下同）九十三
年三月七日上午十時二十分許，在臺中縣和平鄉和平路一段中橫公路七八點三公里
處，共同毆打○○○ ，亦未於同年月八日十八時三十分許，在同路段七八點五公里
處，共同毆打被告○○○之事實，竟仍基於意圖使○○○、○○○受刑事處分之誣告
犯意，先於同年月七日，向臺中縣警察局和平分局梨山分駐所員警虛偽申告○○○
與○○○二人，夥同 ○○○ 在臺中縣和平鄉和平路一段中橫公路七八點三公里處，
○○○ 並手持 Ｔ型工具，共同圍毆被告 ○○○ ，繼而於同年五月二十日，向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虛偽申告○○○與○○○二人，夥同○○○、○○○共同毆
打○○○，嗣○○○及○○○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九十三年度偵字第
七九四一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因認被告○○○涉犯誣告罪嫌，並因被告○○○前因傷
害等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三年度偵字第七九四一、第
一0六四六號），並由本院九十三年度易字第一八九九號審理在案，故以一人犯數罪
之相牽連案件，對本院提起追加起訴等語。
二、按起訴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
第三百零三條第一款、第三百零七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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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相牽連之犯罪，追加起訴，同法第二百六十五條第一項亦有明文。
三、查本件被告○○○被訴誣告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九十三年十二
月十三日以九十三年度偵字第一六三四一號認與本院九十三年度易字第一八九九號被
告 ○○○ 被訴傷害等案件有牽連關係向本院追加起訴，惟查本院九十三年度易字第
一八九九號案件（九十三年度偵字第七九四一號、第一○六四六號）已於九十三年十
月二十九日經本院判決在案，有該案判決書一份可稽，本件遲至該案判決後之九十三
年十二月十三日始追加起訴，其起訴程序顯違反規定，揆諸首開法條規定，自應為不
受理判決，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一款、第三百零七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四
年
一
月
十九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
法 官 ○○○
法 官 ○○○
（實例－追加被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九十二年度偵字第一四三四一號
被 告 ○○○ 男○歲（民國○年○月○日生）
住○縣○市○路○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號
右被告因違反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追加起訴
（九十二年訴字第一九五五號），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敘述如左：
犯 罪 事 實
一、○○○、○○○（已起訴）及大陸女子○○○（另為職權不起訴處分）共同基於使公
務員登載不實之概括犯意聯絡，且均明知大陸地區人民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進入
臺灣地區，竟謀議以假結婚真引進之方法進入臺灣地區賣淫， ○○○ 出資擔任經紀
工作， ○○○ 出任人頭丈夫， ○○○ 來臺後，由 ○○○按月將賣淫所得計約新臺幣
（下同）十萬元匯入○○○母親○○○設於中國建設銀行之帳戶，復按月付三萬元予
○○○，謀定後，於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五日間，由○○○在大陸地區江蘇省江都市
與大陸女子○○○辦公證結婚手續，○○○取得上開不實之結婚公證書返臺後，先於
九十一年八月間持該不實之結婚公證書至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辦理認證，九十一
年八月十九日持該不實之結婚公證書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之證明書等證件至臺
中縣太平市戶政事務所，填具結婚證記申請書申請辦理結婚之戶籍證記及其國民身分
證配偶欄變更登記，使承辦之公務員將此不實之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戶籍證記
簿、戶籍謄本及○○○之國民身分證上（即記載其配偶為大陸地區女子○○○）後，
再持前開不實戶籍登記資料前往臺中縣警察局霧峰分局填載不實之「大陸地區地區人
民進入臺灣地區保證書」一紙予負責承辦之該管公務員，將「○○○與○○○係夫妻
關係」之不實事項登載於公文書即該保證書之簽註意見欄上。再填具「大陸地區人民
進入臺灣地區旅行證申請書」，及檢具上開「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保證書」、
戶籍謄本等資料，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以配偶來臺探親為由，申請大陸地區
女子○○○入境而行使之，致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該管公務員不知有偽，而於

第二篇-3.indd 256

2010/12/10 下午 04:01:07

附錄2-檢察事務官在職專業訓練教材

257

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即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旅行證（九十一入出字第三三六一五二四一
號）上登載「探親」事由之不實事項，並將該旅行證寄予○○○，嗣於九十二年一月
十七日以配偶探親名義，由○○○陪同○○○自大陸地區浙江省溫州市至香港，再轉
搭飛機飛抵臺灣，在入境後，由○○○持前開登載不實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旅行證等
資料向不知情之桃園國際機場驗關人員行使，而利用不知情之公務員所核發之形式合
法之不實文書，掩飾不法之方式，非法進入臺灣地區，足生損害於戶政機關對戶政管
理及警政機關對於保證責任、入出境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本檢察官自動檢舉簽分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 ○○○ 固坦承與大陸女子 ○○○ 結婚及辦理探親使之來臺等情事，惟矢口
否認犯行，辯稱：「我年歲差不多了，在臺灣又沒有什麼機會認識女生，所以就
由○○○介紹，我不知道他怎麼會有管道，可能是因為他在大陸工作。我確實是與
○○○結婚，不是為了使她來臺灣工作而假結婚。」等語。經查，右揭犯罪事實，業
據同案被告○○○自白不諱，此有其所書自白書附卷可按。再者，質之被告○○○亦
不否認大陸女子○○○來臺後即赴○○○所承租○市○路○巷○號○樓處之情，益見
其等並無存有共同生活而結合之真意。況且，被告○○○對右開承辦證件流程十分陌
生，亦有承辦證人即○○旅行社業務○○○於偵查中供述甚詳，足資可證被告○○○
確係為使○○○入境來臺而充作人頭之情，此外復有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保證
書、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旅行證申請書、被告與 ○○○ 之大陸結婚證明書、
○○○之入境資料、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九十一入出字第三三六一五二四一號旅行證及
戶籍謄本可資佐證，是以被告空言否認犯罪，核係卸責之詞，其右揭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九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
一款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罪、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四條行使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被告、○○○與大陸地區女子○○○就行使使公務員登載
不實之文書犯行間，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係共同正犯。被告右揭先後使公
務員登載不實之文書犯行，時間緊接，方法相同，觸犯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顯係基
於概括之犯意反覆為之，為連續犯，請依刑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從情節較重之使公務
員登載不實之戶籍謄本犯行而以一罪論，並加重其刑。又其所犯上開行使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公文書、非法使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二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
為牽連犯，請依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從一重之非法使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罪處
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九
月
九
日
檢 察 官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訴字第二三二三號
公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 男○歲（民國○年○月○日生）
右列被告因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二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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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字第一四三四一號），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
左：
主
文
○○○共同違反不得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之規定，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
罰金，以 佰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
實
一、 ○○○ 與大陸地區女子 ○○○ （另經公訴人為職權不起訴處分）基於共同犯意之聯
絡，明知二人並無結婚真意，竟為使○○○順利來臺賣淫非法打工，而經由與渠等有
共同犯意聯絡之○○○（由本院另案審理中）介紹，由○○○於民國（下同）九十一
年七月十五日前往大陸地區江蘇省江都市民政局與 ○○○ 辦理公證結婚手續，再由
○○○持江蘇省江都市公證處製發之（2002）江都證民臺字第○○號「結婚公證書」
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於九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出具之證明書，於九十一年八月
十九日至臺中縣太平市戶政事務所填具結婚登記申請書，申請辦理○○○與○○○結
婚之戶籍登記，致使該戶政事務所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將此不實之事項，登載於其
職務上制作之戶籍謄本上，並據此核發配偶欄為○○○之不實登記之○○○國民身分
證及戶籍謄本。○○○取得國民身分證等資料後，旋於同日持前開不實之戶籍登記資
料前往臺中縣警察局霧峰分局太平分駐所填具內容不實之「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
區保證書」一紙予負責承辦之該管公務員，將「○○○與○○○係夫妻關係」之不實
之事項登載於公文書即該保證書之簽註意見欄上。嗣○○○委由不詳姓名年籍之成年
人於九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持上開不實之結婚公證書、證明書、大陸地區人民進入
臺灣地區保證書、戶籍謄本及相關資料，委託不知情之○○旅行社職員○○○（起訴
書誤為○○○親自辦理）填具「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旅行證申請書」，向內政
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以配偶來臺探親為由，申請大陸地區女子○○○入境，而行使
上開登載不實之公文書，並致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該管公務員不知有偽，而於
上開旅行證申請書之公文書上記載「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五日結婚 」及在發給大陸地
區女子○○○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旅行證」上登載「事由：探親」等不實事項。旋
由○○○將上開不實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旅行證（九十一入出字第○○○○○○○○
號）一紙寄予○○○，並親赴大陸地區，陪同○○○於九十二年一月十七日自大陸地
區浙江省溫州市搭乘飛機過境香港，再轉搭飛機抵達臺灣，○○○即持上開登載不實
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旅行證等資料，以探親為由，向不知情之桃園中正國際機場驗關
人員行使，而利用不知情之公務員所核發形式合法，惟內容不實之文書以掩飾實質非
法之方式，非法進入臺灣地區，足以生損害於臺中縣太平市戶政事務所、臺中縣警察
局霧峰分局太平分駐所及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對於戶政資料管理及入出境管理之正確
性。嗣○○○進入臺灣地區後，即由○○○安排○○○居住於○市○路○巷○號○樓
租屋處，並安排○○○賣淫從事性交易，○○○按月將賣淫所得計約新台幣（下同）
十萬元匯入○○○母親○○○設於大陸地區中國建 設銀行之帳戶，另按月給付三萬元
予○○○作為擔任人頭丈夫之酬勞。
二、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 由
一、右揭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且經共犯○○○於偵查中供述明
確，並有○○○之自白書一紙在卷足稽，復有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九十二年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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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二日境信宋字第○○○○○○○○號函附之○○○出入境紀錄、大陸地區人民
進入臺灣地區旅行證申請書影本、被告○○○自撰之結婚經過書影本、財團法人海峽
交流基金會證明書影本、江蘇省江都市公證處結婚公證書影本、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
灣地區保證書影本、戶籍謄本影本、○○旅行社委託書影本各乙份、臺中縣太平市戶
政事務所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中縣太戶字第○○○○○○○○號函附之結婚登記申
請書影本、江蘇省江都市公證處結婚公證書影本、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證明書影
本各乙份及○○○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旅行證影本乙紙附卷可考，本件事證明確，被告
犯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四條之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文書罪及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九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款
之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罪。其除親自向臺中縣太平市戶政事務所，及臺
中縣警察局霧峰分局太平分駐所辦理結婚登記，及大陸配偶進入臺灣地區保證書之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之行為外，尚委託○○旅行社不知情之○○○，為其持相關文件向內
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為湯紅梅辦理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旅行證之行為，乃行使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間接正犯。其公務員於公文書上登載不實之事項後復持以行
使，該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低度行為，即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
與○○○及○○○間，就前揭犯行，有共同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應依共同正犯
論處。其多次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時間緊接，犯罪構成要件相同，顯
係基於概括犯意反覆為之，應依連續犯之規定論處，並加重其刑。又被告所犯上開二
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應從一重之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七十九條第一項之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罪處斷。爰審酌被告○○○犯罪
之動機、目的、手段，及使大陸女子以假結婚方式來臺，破壞婚姻制度，並危害戶政
機關對戶籍管理及入出境管理機 關入出境管理之正確性，其因犯罪所生之損害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標準，以資懲儆。末查被告前未曾受
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被告坦承犯行，深具悔意，其經此教訓，當知警
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綜核各情，所宣告之刑，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予宣告緩刑
二年，以啟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九條第一項，刑法第十一條前段、第二十八條、第
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四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第七十四條第一款，罰金罰鍰提高
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第二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十一
月
二十六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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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鑑驗分工表
單位
毒品級別
（公克）
第一級

＜1
≧1
＜1

區域別
不分區
不分區
不分區
北部

第二級

1∼10

中部
南部
東部

第三級

第四級

≧10
＜1
1∼20
≧20
＜1
1∼20
≧20

不分區
不分區
不分區
不分區
不分區
不分區
不分區

台北榮總
高雄市市
法務部調 內政部警 憲兵司令 衛生署管
草屯療養
立凱旋醫
查局
政署
部
管局
院航醫中
院
心
㊣
㊣
㊣
㊣
㊣
㊣
㊣
㊣
【台北 【台北市
市】
除外】
㊣
㊣
㊣
㊣
㊣
【花蓮、 【宜蘭】
台東】
㊣
㊣
㊣
㊣
㊣
㊣
㊣
㊣
㊣
㊣
㊣
㊣
㊣

備註：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所屬單位查獲毒品之定性鑑定（1公克以上、10公克以下第2級毒
品），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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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向毒品宣戰（War on drugs）是世界各國共通的信念與政策，毒品問題不但是同時攸
關公共健康（public health）與公共秩序（public order）的跨領域議題，刑事法體系也一直
將之視為重要的課題。這個議題具有廣泛性、複雜性、特殊性與專業性，並有深入研究的
必要與價值。
而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97年4月30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700048431號令
修正公布第24條條文，並由行政院於民國97年10月30日公布「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
成治療認定標準」後，已使我國對於施用毒品行為的處遇，進入兼採戒癮治療思維的嶄新
紀元，我們自有對「戒癮治療」更多了解的必要。
但此等法制甫完成、實施，成效其實有待評與研究，本報告認為應審慎加以探究。
特別是施用毒品之人次其實並未因此減少，反而繼續呈現增加之趨勢、再犯率也仍居高不
下、毒品來源仍難有效查緝與根絕，無法確實做到「減少供應（Supply Reduction）」的目
標，面對這些情況或挑戰，實有透過研究、檢討，才能對症下藥。
本文透過介紹各國的毒品政策進行比較法研究，並就我國「戒癮治療」之司法與醫
學實務情況，也使用法務部統計資料、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資料、數個醫療機構
函文暨統計資料來進行量化研究。此外，並針對我國施用毒品行為相關法制、實務見解與
法律問題進行整理，以求對施用毒品行為做完整、全面的介紹。最後，也是最重要之處，
我國有關「戒癮治療」之法制實施時間亦尚短，成效有待評估，透過了上述的研究，我們
應該重視在醫學上與法律上存在的不同意見，更要對於目前已經被點出來的疑慮或弊端，
虛心與審慎地檢視。而施用毒品行為更僅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之一個環節而已，尚
有製造、運輸、販賣、轉讓、持有、施用等不同犯罪型態，此等犯罪型態當然彼此極其相
關而環環相扣，雖然不論何種犯罪型態最終目的與結果原則上其實就是施用毒品行為。所
以要能夠完整去檢視毒品犯罪，當然不可能只探究施用毒品行為之部分，未來並搭配所有
類型的毒品犯罪之刑事政策與偵查機關之具體作為，一併全面檢視，才能讓「戒癮治療」
之法制之良善原意與目的可以達致。
關鍵字：施用毒品、減害計畫、替代療法、戒癮治療、海洛因（Heroin）、鴉片類物質、
美沙冬（Methadone）、丁基原啡因（Buprenorphine）、舒倍生（Suboxone）、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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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向毒品宣戰（War on drugs）可以說是世界各國共通的信念與政策，更因為毒品問題
是個同時攸關公共健康（public health）與公共秩序（public order）的跨領域議題1，因而
向來除了在公共健康部門，甚至社會福利領域，長久以來即有諸多研究且備受重視外2，
刑事法體系也一直將之視為重要的課題。但這也說明了毒品問題的廣泛性、複雜性與特殊
性3，是個需要跨領域專業結合的議題，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與價值。
與其他犯罪類型相較，我國針對毒品犯罪，早即訂有特別法加以規範4，從民國44年
6月3日公布之「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演進到現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5」。近來，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亦持續有諸多修訂，特別是有關施用毒品行為的相關修訂，更是上
述毒品問題廣泛、複雜且特殊的一個例證，為有效使毒品成癮者順利完成戒癮治療、降低
毒品人口再犯率、落實毒品減害政策6，「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97年4月30日總統華
總一義字第09700048431號令修正公布第24條條文，並由行政院於民國97年10月30日公布
「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後，更使我國對於施用毒品行為的處遇，
進入兼採戒癮治療思維的嶄新紀元（以施用第一級毒品為例，參見下頁，即由圖表一進展
到圖表二）。
刑事政策上對於施用毒品行為有多種法制選擇可能性，我國對於施用毒品行為之思維
與制度，迭經變更與進展，過去除刑罰之外，並有勒戒、戒治等保安處分之配套7；現行
則係兼採「戒癮治療」的作法，「戒癮治療」的思維其實在許多國家曾經或現在仍採行
之，其理論與實務亦均有相當多的研究與數據；另一方面，任何思維與制度均不可能完
美，許多國家也累積相當多的不同意見與檢討，均可供我國參考。我國有關「戒癮治療」
基本上是採行「減害計畫」之「替代療法」，並係從民國94年12月6日行政院核定「行政
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之「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試辦計畫」及民國95年之「鴉片類物質成癮
替代療法作業基準」，到民國97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完備法制與依據，但我們仍應
該對之有完整與繼續的研究，正視各種意見，隨時檢討現況，不斷改進以減少各種醫學上
與法學上的疑慮8或弊端，此即為最主要興起製作本研究報告的緣起。
1. Gabriele Bammer, Wayne Hall, Margaret Hamilton, and Robert Ali, Harm Minimization in a Prohibition Context—Australia,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83（2002）.
2. Lau Laursen and Jorgen Jepsen, Danish Drug Policy—An Ambivalent Balance Between Repression and Welfar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28（2002.07）.
3.刑事實務上處理毒品案件的特殊性，以美國為例，有所謂的「藥物法庭（drug court）」專門處理施用毒品之行為，截
至西元2009年4月7日為止，在全美50洲內，共計有2018個「藥物法庭（drug court）」運作中，參閱美國最高執掌毒
品政策之「國家毒品控制政策辦公室（Ofﬁ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簡稱ONDCP」網路資料：http://www.
ncjrs.gov/spotlight/drug_courts/summary.html（最後瀏覽日：2009.08.21）。
4.我國刑法有關毒品相關規定，係在刑法第20章之鴉片罪章（即第256條至第265條），特別法則應優先於我國刑法上開
罪章與條文而優先適用，且刑法第20章僅係針對鴉片類毒品即嗎啡、高根、海洛因及其化合質料等種類而規範；此
外，過去尚有「麻醉藥品管理條例」，亦對毒品相關犯罪訂有刑罰之規範，同屬刑法之特別法，但業已修正名稱為
「管制藥品管理條例」，且純屬行政法規，附此敘明。
5.「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前身為民國44年6月3日公布之「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繼之於民國81年7月27日修正公布
名稱為「肅清煙毒條例」，至民國87年5月20日始修正公布名稱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6.請參閱「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之立法說明與「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總說明」。
7.一直以來，刑事政策與立法方面，對於施用毒品者，有究竟係犯人或病人，亦或二者性質兼具的探究，參見吳耀宗
（2010），論我國毒品管制之法政策走向—從「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至「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月旦法
學第180期，頁70；王皇玉（2010），臺灣毒品政策與立法之回顧與評析，月旦法學第180期，頁80-85、95。
8.例如隨著施用第一級毒品之「戒癮治療」法制逐步完備後，施用第一級毒品案件之人數，不減反增，從民國94年17140
人次、民國95年17809人次的小幅增加，到了民國96年24917人次、民國97年更增至31248人次。統計數據引自法務部網
站之「法務統計」之「毒品案件統計」，參見法務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moj.gov.tw/site/moj/public/MMO/moj/stat/
new/newtable5.pdf（最後瀏覽日：9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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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修法前）：

◎圖表說明：所謂「追訴」，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條文之用語，實務上長期以
來均是指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10條等規定，「起訴」施用毒品之被告
之意。但自民國95年間起，各地檢署檢察官不以「起訴」被告為限，已多有開始依據刑
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之緩起訴之規定，對被告為緩起訴之處分，命被告於緩起訴期間，
參與服用「美沙冬」之減害計畫之「追訴」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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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二（修法後，即現行制度）：

◎圖表說明：加上＊的兩個「追訴」，並不以「起訴」為限，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24條之規定，即亦包含對施用毒品之被告以緩起訴之處分，命之戒癮治療之
追訴方式為之。至於加上☆之「追訴」，依據98年8月6日法檢字第0980803294
號函文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律問題提案送請法務部研究之意見，認為限
於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不得再為緩起訴處分或再行聲請觀察勒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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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目的

毒品問題的重要性，實不待言。除了前已敘及，各國均可以說無不明白宣示向毒品宣
戰（War on drugs）外，一般並認為毒品犯罪是相當特殊的犯罪類型，且又與其他犯罪之
間關係極其密切，西元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在聯合國即成立「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
（the United Nations Ofﬁce on drugs and Crime，簡稱UNODC），同時處理毒品控制（Drug
Control）與犯罪預防（Crime Prevention）兩個極其相關的議題9。
我國則是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修法理由中，明白表示雖然我國並非「一九八八
年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號精神物質公約」等諸多聯合國公約之締約國，但毒品犯罪為
「萬國公罪」之理由而以特別法規範之10。
此外，更是建立起由行政院為首之反毒體制，制訂「行政院毒品危害防制方案11」，
具體「反毒策略」是「斷絕供給」與「減少需求」；至於「反毒工作」則分為「緝毒」、
「拒毒」與「戒毒」，其中「戒毒」部分之具體任務項目如下圖，並有許多均是目前仍在
進行或已經完成之項目：
研究與解決毒品問題相當重要，但因毒品問題相當龐雜，本報告之所以針對毒品犯罪
之施用毒品行為加以研究之原因，在於毒品犯罪，其實包含製造、運輸、販賣、轉讓、持
有、施用等不同犯罪型態，此等犯罪型態當然彼此極其相關而環環相扣，但不論何種犯罪
型態最終目的與結果原則上其實就是施用毒品行為。
除此之外，本文之所以選擇施用毒品行為作為研究議題，更除了因為前述我國近來的
諸多相關修訂與重視外；也因為施用毒品行為所牽涉的領域，本即有其廣泛性、複雜性與
特殊性。最根本上而言，首先，有關施用毒品行為是否該「犯罪化（criminalize）」，其
實並無定見，世界各國也有不同的立法例；縱然認為施用毒品行為是犯罪，以傳統的「自
由刑」加以懲罰是否妥適？向來亦引發討論與爭議12，基本上各國亦都不以單純加以監禁
（incarceration）為處理方式13，而有各種發展，我國對於施用毒品行為的處遇，也有特殊
的思維與設計，並迭經修正，早期對於施用毒品行為甚有處以無期徒刑、死刑之規定，發
展、演變至今，則視情況而有觀察勒戒、強制戒治、戒癮治療與自由刑等不同法律效果。
我國對於施用毒品行為之法律效果，是兼採刑罰與保安處分（治療）之情況，但也迭
經變更。有關刑罰的部分，法定刑曾包含死刑與無期徒刑；至於兼採保安處分的部分，從
最早期的「勒戒」到「觀察勒戒」、「強制戒治」，以及現行的「戒癮治療」，本文後續
將詳細說明；而單是有關刑罰部分，亦歷經多次修正，變動內容頗大（以18歲以上之施用
毒品者為例）：

9.Lau Laursen and Jorgen Jepsen, Danish Drug Policy—An Ambivalent Balance Between Repression and Welfar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21（2002）.
10.參閱民國92年7月9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全文修正立法總說明。
11.民國89年3月23日公布之「行政院毒品危害防制方案」，前身為「肅清煙毒執行計畫原則」，依據則為「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34條：「本條例施行細則，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以及「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防制毒品危害，由行政院統合各相關機關，辦理緝毒、拒毒及戒毒工作。」
12.可參閱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54號解釋，詳本文下述。
13. Barry Stimmel, Substance abuse and addiction in family courts: From addiction to abstinence: Maximizing the chances of
success, Family Court Review, P271（2009）.

第三篇.indd 268

2010/12/10 下午 03:58:34

論施用毒品行為之刑事政策

第三篇.indd 269

269

2010/12/10 下午 03:58:35

270

98年度法務研究選輯

條文名稱

條號

條文內容

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民
國44年6月3日制訂公布）

第9條

施打毒品、吸食毒品或鴉片者，處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麻煙或抵癮物品者，處一年以上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二項之罪有癮者，應由審判機關
先行指定相當處所勒戒，不適用刑法
第八十八條第三項之規定。
前項勒戒處所，由地方政府就公立醫
院內附設之。
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勒戒斷癮後
再犯者，加重本刑至三分之二；三犯
者處死刑。
施用毒品或鴉片者，處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麻煙或抵癮物品者，處一年以上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二項之罪有癮者，應由審判機關
先行指定相當處所勒戒，不適用刑法
第八十八條第三項之規定。
法院或檢察官於前項裁定勒戒前，得
先將犯罪嫌疑人送勒戒處所觀察。其
期間不得逾一個月。
前二項勒戒及觀察之日數，以一日抵
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或刑法第四十二
條第四項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
第三項、第四項之勒戒處所，由地方
政府設立或就公立醫院內附設之。
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依第三項規
定勒戒斷癮後或第四條規定免除其刑
後再犯者，加重本刑至三分之二；三
犯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

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民 第9條
國62年6月21日修正）及肅清
煙毒條例（民國81年7月27日
修正）14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民國92
年7月9日修正）15

第10條

14.民國81年7月27日「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修正名稱為「肅清煙毒條例」，但第9條之條文內容並未修正。
15.民國87年5月20日「肅清煙毒條例」修正名稱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內容並大幅修正，施用毒品行為之法律效果
已廢除無期徒刑、死刑之部分，並增訂有關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之相關規定，嗣並歷經民國92年7月9日之修正，然
其中有關施用毒品行為之法律效果之自由刑部分（即第10條）即未再修正，觀察、勒戒、強制戒治等部分（即第20
條）則有微幅修正，但因不影響處遇的主要流程與精神，所以仍以92年7月9日修正之條文內容作為代表加以說明，附
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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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我國係所謂的成文法國家，並在刑法典即開宗明義表示「罪刑法定主義」，目
的就是強調：有明確的法律規範，且有法律始有刑罰，使受規範的人民有所可循；另一方
面，學說上則更基此而推演出所謂的「法律安定性」的要求，避免人民失所遵循或動輒得
咎。但由上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演變可知，相較於其他法律或犯罪，其實我國對於
施用毒品行為之政策及具體之規範，變化次數與程度均高，更見施用毒品行為之特殊性與
研究的必要性。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第一項 比較法學法
我國之法律或制度參考外國者很常見，本研究報告是以研究施用毒品行為為最主要之
主題，其實亦有諸多相關的思維或制度，均有許多國家法制可以參考。像是近年來採行的
「毒品減害政策16」，基本上可以說就是來自於歐洲的思維與法制17。
而具體言之，「毒品減害政策」中，有關施用毒品行為之「減害計畫」中最常採用所
謂的美沙冬「替代療法18」，也就是源自外國法制而來，因此，對於外國法制之了解與研
究，亦有助於我國採行相似制度之比較與參考。
特別是有幾個國家，對於施用毒品行為之法制相當特殊，自有介紹之必要。雖然亦有
文章指出，跨國的毒品問題研究，一方面可能因為數據不足、也缺乏質的比較，並因為充
斥過多泛論或推論等原因而有其障礙與盲點，另一方面則有其優點，像是犯罪化 除罪
化、毒品減害政策等毒品政策相互的仿效或移植，可供我們參考19。因此，本報告仍將外
國法制作為與我國現行制度之比較、檢討之重要資訊。
第二項 量化研究法（含法律與醫學實務數據）
在刑事司法領域中，對於犯罪率（the crime rate）、再犯率（the recidivism rate）等數
據之統計、分析、研究，是常見的研究法。不但學理上，犯罪學或是刑事政策學均極為重
視量化研究。刑事司法實務也往往透過數據呈現出現狀，了解犯罪情況的發展或演變20。
其中，有關本文要探究的重要議題之一，即施用毒品行為之「戒癮治療」採行情況，
近幾年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統計之全國醫療機構21統計數據與法務部案件人數統計數
據均如下。基本上可知，檢察官透過緩起訴處分令施用毒品之被告完成「戒癮治療」，已
16.請參閱「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之立法說明與「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總說明」。
17.Noah Mamber, Coke and smack at the drugstore: Harm reductive drug legalization: An alternative to a criminalization society,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P643（2006）.
18.在我國之官方完整名稱為「鴉片類物質成癮替代療法」，係以有效且足夠的鴉片類藥物，取代非法鴉片類物質之使
用，但使用之替代物質並不以「美沙冬（methadone）」為限。參見「鴉片類物質成癮替代療法作業基準」第一點、
第五點，「行政院衛生署」民國95年3月17日衛署醫字第0950208926號函文公告，民國95年11月10日衛署醫字第
0950210219號函文修正。
19. Robert MacCoun and Peter Reuter, The Varieties of Drug Control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8-11（2002）.
20.法務部之「法務統計」，提供法務部各項相關業務之統計數據，其中最重要係有關刑事案件之統計數據，而毒品案
件更有獨立之完整、詳細統計數據。參見法務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moj.gov.tw/mp001.html。
21.原則上，本報告所指之「醫療機構」，係指經中法作業基準」第二點，「行政院衛生署」民國95年3月17日衛署醫
字第0950208926號函文公告，民國95年11月10日衛署醫字第0950210219號函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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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成為檢察官終結施用毒品案件的一項重要類別。如前所述，其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係於民國97年4月30日修正第24條條文，並由行政院於民國97年10月30日公布「毒品戒癮
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算是「戒癮治療」完整、明確之法制與依據；但在
此之前，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未明訂「戒癮治療」，但已有多數地檢署檢察官已經透
過刑事訴訟法之緩起訴處分暨履行事項22，令被告完成戒癮治療，適用之案件人數逐年增
加，從民國94年僅54人次，到民國96年已經達1010人次；民國97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相關法制與依據修訂後，累計更達1755人次。
☆全國醫療機構統計數據圖表23：

22.即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6款。
23.圖表轉引自參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站：http://www.cdc.gov.tw/ct.asp?xItem=22061&ctNode=1885&mp=1（最後瀏
覽日：9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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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第一級毒品案件終結情形：24
起訴（案件總計人次）

緩起訴處分（案件總計人次）

民國94年

17140

54

民國95年

17809

151

民國96年

24917

1010

民國97年

31248

1755

民國98年1∼10月

19088

1597

但本文認為更重要者，亦是認為值得提出研究，甚至令人憂心之處，並不是在於適用
「戒癮治療」之被告人數逐年提高，看似檢察官採行此等終結案件方式統計數據之成長。
而是在於其實全國各醫療機構早不待「毒品危害防制」相關法制，本即已提供毒品之各種
「戒癮治療」方式25，並且行政院也早在民國94年，考量防範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俗稱
愛滋病AIDS—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B型及C型肝炎等流行因素，遂於
民國94年12月6日通過「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試辦計畫」，推動「替代療法26」；但為何在
地檢署陸續開始透過緩起訴處分，甚至是法務部政策強力支持並修法後，施用毒品人數
（以第一級毒品為例）卻是也逐年增加，從民國94年之17140人次、民國95年之17809人
次，到民國96年卻達到24917人次，民國97年更高達31248人次，為何短短兩三年施用第一
級毒品人數之增長如此驚人，實在有加以研究之必要，特別是施用毒品不過是毒品犯罪之
一部分，相關之製造、販賣毒品等犯罪之立法規範與司法追訴，也攸關施用毒品犯罪數量
之變化27。
而這個議題，不但是刑事法領域中非常具體的實務問題，並且也與醫療實務連結，因
此有必要進行醫療實務情況之介紹或說明。本文除了參考法學或醫學研討會之相關醫療論
文外，尚以實際發函詢問醫療機構的方式作研究。
而因考量全國醫療機構數量過多28，實無法一一調查確認或詢問，且原則上縱然之各
地醫療實務有關戒癮治療之具體病患數量或情況或有不同，但本來戒癮治療之技術或療法
就有相當共通性，目前我國醫療機構所採行之戒癮治療之技術或療法，主要係依據前述之
24.參見並整理自法務部之「法務統計」，參見法務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moj.gov.tw/mp001.html（最後瀏覽日：
98.11.30）。
25.各種毒品「戒癮治療」方式，例如住院治療、門診治療等，詳見本文下述，本即不以「替代療法」為限；此更亦可
從極早即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規定：「……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且早
有大量以此為不起訴之處分案件可知。
26.盧孟珊藥師（2007），「淺談藥癮愛滋減害計畫與美沙冬替代療法」，收錄於三總藥訊，第2頁。
27.張天一（2010），對重刑化政策下販賣毒品罪之檢討，月旦法學第180期，頁101-112。
28.截至民國98年11月15日止，除各縣市政府均有「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外，全國執行替代治療服務機構計75家醫院、
19個衛星給藥點（衛生所），共計94家醫療院所，參見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站：http://www.cdc.gov.tw/ct.asp?xI
tem=22061&ctNode=1885&mp=1（最後瀏覽日：9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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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核定之「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試辦計畫」及「鴉片類物質成癮替代療法作業基準」，
並無南轅北轍之情況，故折衷以臺南縣市之主要醫療機構為發函對象作為研究之例。
目前醫療實務之戒癮治療不以毒品成癮為限，還包括對於酒精、尼古丁、藥物（例如
安眠藥物）等之戒癮治療；而對於毒品戒癮治療也不以鴉片類毒品為限，尚包括對於古柯
鹼、安非他命、搖頭丸、K他命等。但醫療實務上，確實係以鴉片類的戒癮治療人數佔極
重大比例，並以「替代療法」為最常見的療法29。從而目前符合醫學實證，普遍認為具有
相當療效或被醫學實務採行者，最主要的戒癮治療，就是有關施用第一級毒品鴉片類藥物
之戒癮治療，而且相當普遍係以「替代療法」為之30。
臺南縣市各主要戒癮治療醫療機構之海洛因或鴉片類毒品戒癮者佔戒癮治療之比例
表：
海洛因或鴉片類毒品成癮者佔戒癮治療之比
醫療機構
例
1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臺南分院（臺南市） 18﹪31
2 行政院衛生署臺南醫院（臺南市）
海洛因成癮者居多，但未提供詳細數據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臺南
3
100﹪
市）
4 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臺南縣）
75﹪
99.64﹪
5 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院（臺南縣）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永康
99.811﹪
榮民醫院（臺南縣）
從而，以臺南縣市，基本上各大主要戒癮治療的醫療機構，有關毒品戒癮治療部分，
確實以海洛因或鴉片類之毒品佔最大比例。
6

第三項 法釋義學、司法實務見解評釋法
法律是立基於概念的體系堆疊而成，對於法律概念的解析，一般稱之為：法律之詮
釋、解釋或釋義，也就是對於法律語言作為社會法律現象之表徵符號的理解32，而「法釋
義學」其實就是法學方法論中極為重要的根本與主軸33。
既然法釋義學是法律學的基礎與根本，對於立法者所制訂之法律的正確適用而言，極
其重要，但透過法釋義學，仍可能產生適用之爭議或疑慮；而司法實務見解則是除了學說
29.即有認為針對海洛因成癮者而言，「替代療法」是一種極為有效的治療方法，參見「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永康榮民醫院」民國98年11月10日永醫字第0980005482號函所附「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永康榮民醫院」編
制之「美沙冬替代療法—簡介—療程—療效—衛教」。但其實「替代療法」之優劣、療效等，在醫學上容有不同
意見，另請參見網路新聞：http://tw.myblog.yahoo.com/jw!2zUFZ1aGHxoW.s6jGuSB/article?mid=987（最後瀏覽日：
98.11.13）。
30.除了以「替代療法」為之外，尚有以住院治療、解毒戒癮門診治療，參見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民國98年11月6日
嘉南司字第0980007343號函文。
31.該醫院之情況，統計自西元2008年到2009年10月23日，戒癮治療人數共計174人次，佔最大比例為安眠藥物成癮：47
﹪，其次為其他藥物成癮：29﹪，第3名為鴉片類成癮：18﹪，第4名為安非他命：6﹪，相較於其他醫療機構，較為
特殊。以上數據，參見「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臺南分院」民國98年10月23日98美分字第0252號函文。
32.這樣的法律思考方式，也就是1960年代以來「價值法學」的主流思維，請參閱黃建輝（2005），法律闡釋論，新學
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14。
33.顏厥安（2005），法效力與法解釋—由Habermas及Kaufmann的法校理論檢討法律知識的性質，收錄於幕垂鶚翔—法
理學與政治思想論文集，元照出版公司，頁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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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最常見也最主要的一種適用法律條文用語、精神的具體表現，因此本文除了透過法
條之整理、分析與說明外，也就相關適用之實務見解加以彙整、評釋。這個部分，包括法
律之沿革、立法理由、函示、判決、座談會等資料。

第三節

研究範圍

目前我國刑事法上有關「戒癮治療」之「實施對象」，係以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嗎啡、鴉片及其相類製品者為主34。目前醫療實務雖然戒癮治療不以毒品成癮為限，還包
括對於酒精、尼古丁、藥物（例如安眠藥物）等之戒癮治療；而對於毒品戒癮治療也不以
鴉片類毒品為限，尚包括對於古柯鹼、安非他命、搖頭丸、K他命等。但醫療實務上，確
實係以鴉片類的戒癮治療人數佔極重大比例，並以「替代療法」為最常見的療法35。從而
目前符合醫學實證，普遍認為具有相當療效或被醫學實務採行者，最主要的戒癮治療，就
是有關施用第一級毒品鴉片類藥物之戒癮治療，而且相當普遍係以「替代療法」為之36，
因此本文從之，是以此為主要研究範圍作介紹。
就此，本文為求慎重及符合醫療實務情況，特諮詢相關醫療機構之相關醫療實務情
況，故擬定數個相關問題，發函詢問醫療機構。而因考量全國醫療機構數量過多37，無法
一一發函詢問，且原則上縱然之各地醫療實務有關戒癮治療之具體病患數量或情況或有不
同，但戒癮治療之技術或療法應不至於有南轅北轍之情況，故折衷以臺南縣市之主要醫療
機構為發函對象作為研究之例。
首先，臺南縣市指定或配合之毒品戒癮治療之主要醫療機構，如下：
臺南市

臺南縣

1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臺南分院

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

2

行政院衛生署臺南醫院

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院

3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永康榮民醫院

本文因研究本議題之需要，透過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發函詢問下列問題，以及各
該醫院之回覆意見，則如下：
一、問題
(一)貴醫院提供之戒癮治療，包含哪些項目（例如酒精、毒品）？其中若包括提供對
毒品之戒癮治療，包括哪些毒品之種類？
(二)又各種毒品種類之戒癮治療方式，各為何？
34.參見「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第2條第1項：「戒癮治療之實施對象，為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
因、嗎啡、鴉片及其相類製品者。」
35.即有認為針對海洛因成癮者而言，「替代療法」是一種極為有效的治療方法，參見「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永康榮民醫院」民國98年11月10日永醫字第0980005482號函所附「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永康榮民醫院」編
制之「美沙冬替代療法—簡介—療程—療效—衛教」。但其實「替代療法」之優劣、療效等，在醫學上容有不同
意見，另請參見網路新聞：http://tw.myblog.yahoo.com/jw!2zUFZ1aGHxoW.s6jGuSB/article?mid=987（最後瀏覽日：
98.11.13）。
36.除了以「替代療法」為之外，尚有以住院治療、解毒戒癮門診治療，參見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民國98年11月6日
嘉南司字第0980007343號函文。
37.全國共計75個醫療機構提供毒品「戒癮治療」，參見「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站資料：http://www.cdc.gov.tw/c
t.asp?xItem=22061&ctNode=1885&mp=1（最後瀏覽日：9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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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二年（2008∼2009至今），毒品戒癮治療相關門診中，施用各種種類毒品者之
數量與比例？（例如第一名：海洛因70％，第二名：安非他命20％，第三名：大
麻5％，第四名：其他5％）
二、醫院回覆意見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臺南分院
民國98年10月23日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臺南分院98美分字第0252號函文
問題
（一）
（二）
（三）

回覆意見
本院提供之戒癮治療，包含酒精、海洛因、嗎啡、安非他命、巴比妥類及
作用類似之鎮定劑或安眠藥物。
毒品戒癮方式有全日住院支持性療法、門診藥物治療及美沙冬替代療法。
近二年（2008∼2009至今），毒品戒癮治療相關門診服務共174人次，第1
名：安眠藥物成癮47﹪，第2名：其他藥物成癮29﹪，第3名：鴉片類成癮
18﹪，第4名：安非他命6﹪。

☆行政院衛生署臺南醫院
民國98年11月6日南醫醫字第0980010425號函文
問題

回覆意見

（一）
（二）

本院主要針對藥、酒癮合併精神症狀治療為主，且配合政府政策開設美沙
冬替代療法門診。

（三）

97年01月至98年10月於本院毒品戒癮治療相關門診中，施用海洛因為第1
名，佔99.64﹪，其他種類（如Ketamine），則佔0.36﹪。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民國98年12月16日成附醫精神字第0980024199號函文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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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意見

（一）

本院提供之毒品戒癮治療項目為海洛因。

（二）

海洛因戒癮治療方式為替代減害療法之美沙冬治療。

（三）

近二年（2008-2009）本院替代療法戒癮門診中，施用毒品種類之比例分別
為：（一）海洛因100﹪。（二）海洛因併用安非他命50.29﹪。（三）海洛
因併用搖頭丸1.64﹪。（四）海洛因併用K他命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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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
民國98年11月6日嘉南司字第0980007343號函文
問題

回覆意見

（一）

本院為衛生署核定之南區藥癮治療核心醫院，成立單獨的戒癮病房及戒癮
特別門診。提供戒癮治療的項目包括：鎮靜安眠類藥物、酒精、尼古丁
（香菸）；有關毒品之戒癮治療包括：海洛因、安非他命、K他命等。

（二）

本院提供的安非他命治療方式包括住院治療與門診治療。海洛因治療方式
包括自費住院治療與解毒戒癮門診治療，美沙冬減害替代維持療法門診治
療，K他命治療方式包括自費住院治療與門診治療。

（三）

近兩年門診病患分布約為：海洛因：75﹪、安非他命：20﹪、其他：5﹪

☆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院
民國98年10月21日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院新營醫精字第0980005762號函文
問題

回覆意見

（一） 本院精神科醫師可提供任何物質成癮疾患之諮詢與治療，其中亦包含所有毒品。
（二） 除鴉片類成癮患者本院可提供美沙冬替代療法外，其餘皆為門診諮詢與治療。
（三） 本院精神科物質成癮患者以海洛因居多，但無詳細統計資料可供參考。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永康榮民醫院
民國98年11月10日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永康榮民醫院永醫字第0980005482
號函文
問題

回覆意見

（一） 本院目前提供之戒癮治療，為海洛因相關之鴉片類毒品。
（二） 目前本院提供之海洛因戒癮治療為配合政府政策之美沙冬替代療法門診治療。
近二年（2008∼2009年至今），毒品戒癮治療相關門診中（美沙冬替代療法門診
治療），患者施用各類毒品之比例如下：
1.曾使用海洛因：99.811﹪
（三）
2.曾使用搖頭丸：3.4026﹪
3.曾使用K他命：4.15879﹪
4.其他（安眠藥、大麻、古柯鹼等）0.18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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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應該加以澄清之處在於，如同各醫療機構之回函顯示，首先，其實「戒癮治療」
本即並不以第一級毒品為限。而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亦係規定：「本法第二十
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之程序，於檢察官先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一
項、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之規定，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時，或於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認以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程序處理為適當時，不適用之。前項緩起訴
處分，經撤銷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第一項所適用之戒癮治療之種類、其實施對象、內
容、方式與執行之醫療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及完成戒癮治療之認定標準，由行政
院定之。」並未就「實施對象」究係第一級毒品或第二級毒品，加以規範或限制。
但依據「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第2條第1項之規定：「戒癮
治療之實施對象，為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嗎啡、鴉片及其相類製品者」。則就「實施
對象」加以限縮在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嗎啡、鴉片及其相類製品者。惟此等由行政院
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3項」訂定之認定標準，係因考量醫療實務或現況而制
訂，並非意味「戒癮治療」是第一級毒品的「專利」，且其規範位階本即無限制母法之作
用與效力。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為例，便針對單純施用第二級毒品者，於民國98年
5月4日訂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試辦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作業要點38」，即無違反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之處，附此敘
明。
總之，以上是我國目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法制，與毒品戒癮治療之醫療機構之實際
情況，本報告即係以此為研究範圍。

38.作業要點內容及修正，請參照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試辦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作業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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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毒品行為之定性

施用毒品並且成癮的原因，其實很複雜。醫學上認為這是同時涉及社會、心理與生物
要素的複雜病狀，且成癮是甚為嚴重的病狀，並與高度致命率及健康風險息息相關39。

第一節

施用毒品與成癮

「毒」：「兼善兼惡，猶祥秉吉凶，臭秉香臭也40。」這樣的解說，說明了毒品之定
性或作用，其實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應視情況而定。其實萬事萬物均是一刀兩刃，一
方面可以善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被用以毀壞或損害。
我們其實知道，「毒」一字，並不是法律專有名詞，同時它也是其他專業領域或日常
之通用語。例如在法律領域中，當然我們通常所稱「毒」，就是毒品之意，而係在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2條即明文：「本條例所稱毒品，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
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且其實就是取「毒」之惡處來加以定義。
但在其他專業領域，則可能有金屬毒、生物毒、動物毒等可能之用語或情況；且甚至眾所
周知，許多所謂的「毒」，首先被用在醫學領域，例如西元前8世紀，地中海就已經從罌
粟提煉鴉片以安神止痛的事例，西元1503年則是羅馬的醫學家用乙醇將鴉片溶解為液體，
取名為「鴉片酊」，用於止痛、鎮靜和安眠，西元19世紀初，當嗎啡被法國醫藥家和德國
化學家從鴉片中提煉出來，不但轟動歐洲醫學界，更在當時戰爭頻仍的時代中，廣為挽救
戰火下無數的生命41。因此，在醫學領域，善用所謂的「毒」，依照不同情況，以不同種
類、質量之「毒」，來做醫療用途42。
所以如前所述，其實「毒」有善惡之兩面，更在各領域有不同的定義、作用或功能，
因此當然可以有很廣泛的討論面向。但因本文屬於法律之著作，是有關「毒」的相關論
述，均仍以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法律與制度為探究之核心。
然而，為什麼人會想要施用毒品？特別是為什麼要施用會影響心智的毒品（moodaltering drugs）的原因，有非常多的理論與探究，各種理論與研究的結果，從基因解釋到
環境因素均有43，但並沒有定論。而有關施用毒品成癮之因素，近年來則有研究指出，施
用毒品並上癮，與腦部之鴉片接受器與腦部之「多巴胺（dopamine）」這種神經傳導素有
關，密切聯繫著興奮與歡愉 44。而舉例而言，「海洛因」就是一種影響心智之毒品，透過
在身體內釋放出極多的「多巴胺」，使得施用者大腦有關鎮定性之接受器，對鴉片類毒
品產生持續性的需要（Heroin releases an excess of dopamine in the body and causes users to
need an opiate continuously occupying the opioid receptor in the brain.45）。
39.參見「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指引」，「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編製資料，第9頁，2007.02第1版。
40.段欲裁註「說文解字」，轉引自林宜君、陳仟萬合著（1999），「抓毒專家小六法—偵查毒品犯罪策略」，永然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20。
41.蒙桂珍、張玉亮、陳德明合著（2006），戒毒—毒品濫用之危害與防制，合記圖書出版社，頁20。
42.當然當「毒」被用以醫療，通常則稱之為「藥」，但我們也可以說此時它具有「毒」與「藥」之雙重身分與功能。
43.Barry Stimmel, Substance abuse and addiction in family courts: From addiction to abstinence: Maximizing the chances of
success, Family Court Review, P266（2009.04）.
44.蒙桂珍、張玉亮、陳德明合著（2006），戒毒—毒品濫用之危害與防制，合記圖書出版社，頁24-25。
45.參閱西元2千年，美國最高執掌毒品政策之「國家毒品控制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
簡稱ONDCP」之情報，網路資料：http://www.whitehousedrugpolicy.gov/publications/pdf/ncj175678.pdf（最後瀏覽日：
2009.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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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犯罪化（criminalization）

除罪化（decriminalization）？

而在法律上，如何對施用毒品行為加以定性？一般來說，有從憲法上人權角度出發
者，憲法上有所謂的「自主權（the right of self-autonomy）」，基本上肯認一個人對自己
的任何事務、財產、身體等的自主管理，不論個人管理的好或不好，原則上是私人領域，
在不影響他人的情況下，非但與他人無涉，政府更不能輕易介入之，因為一個人不應該是
被強迫變得有錢、變得健康或變成政府想要的樣子或情況，甚至包括任何人的身心健康都
是個人的範疇，由個人自己決定46。
就有學說即是認為一個人施用毒品與否，也是一個人自主權的範疇，一個人的自主權
本來就包含對個人的任何事務、財產、身體等的自主管理，而施用毒品縱然是個人對於自
己健康、心靈的忽視或傷害，但依照上述的想法，一個人對個人的事務、財產、身體等自
主的管理再如何地不當，原則上政府不能輕易介入之，從而便有主張認為一般常見，各國
政府所謂的對毒品宣戰（War on Drugs），特別是限制人民單純地施用毒品（不含其他犯
罪時）的情況，其實就是一種限制人民自主權的作為，必須通過憲法審查。
以美國為例，有認為當法律規制私人行為，包括將那些不影響他人情況下之毒品施用
加以犯罪化，就是破壞了個人自主權，憲法應該並未賦予國會去干涉一個人的自我健康、
心靈之管理，這樣的干涉無疑就是而可能無法通過美國憲法第九修正案之檢驗。最有名
便是英國哲學家John Locke以公共損害（public harm） 私人損害（private harm）之二分
法，認為法律必須採用第九修正案來決定是否某個行為有足夠公共利益來正當化政府的介
入47。
由憲法層次探究對於施用毒品行為的定性，並因為各國對於施用毒品行為常見的處
罰即是採取刑罰，因此也常見連結到刑法層次的論述與討論。一般在刑法領域，也多半
從刑法核心的「法益」探究施用毒品行為。如同許多說法都提出施用毒品行為類似於酗
酒行為，最主要是行為人對自身的傷害（Criminalization of drug use, like the prohibition of
alcohol, makes the conduct it aims to prohibit more self-destructive？），原則上最「直接」的
是對自己身體的影響與傷害，因此有許多意見便認為很難認為有「法益」之侵害，或認為
縱然施用毒品行為「間接」影響社會風氣、整體國民健康或是可能引發其他犯罪，但這樣
抽象或不明確的概念或可能性，均不足以成為加以犯罪化之理由，而以刑罰之嚴厲手段規
範之48。
而國內一般所見的探討與批判中，即亦經常明確指出：「……施用毒品者以一己之身
成癮於毒害，雖無意傷害、殺害的自殘行為，為傷害或殺害自己不在刑事法處罰範圍，何
以行為人在不合醫療目的實施自行濫用毒品的行為，要遭到『最後的手段』或『最後的理
性』之法律制裁，或謂『立法者在軍械庫中最強烈的武器』…」；「……基本上，刑事法
對於行為人有危害或侵害他人權益，而此權益亦屬於刑事法所保護的權利或利益時，方有
可能承受刑事制裁；至於行為人自行危害或自行傷害自己的法益，在法律方面是不加以處
46. Kevin S. Toll, The Ninth Amendment and America’s Unconstitutional War on Drugs, University of Detroit Mercy Law
Review, P421（2007）.
47. Kevin S. Toll, The Ninth Amendment and America’s Unconstitutional War on Drugs, University of Detroit Mercy Law
Review, P418-420、430（2007）.
48. Kevin S. Toll, The Ninth Amendment and America’s Unconstitutional War on Drugs, University of Detroit Mercy Law
Review, P443、448（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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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49
至於認為應該將施用毒品加以犯罪化的理由，亦相當多元。例如有認為施用毒品行為
引發整體健康問題終變成家庭與社會問題，如同眾所周知，施用毒品基本上會造成身體之
不健康，特別施用古柯鹼與海或因會因為成癮之劑量而造成死亡，具體而言，施用毒品可
能因為過量而死亡；對施用者健康損害；對於懷孕施用者之未出生或甫出生之嬰孩的健康
損害；減低工作生產力；在工作或車禍意外中受傷、死亡或財物損害；造成家庭關係之破
壞等。此外（ Most people would agree that the use of illegal drugs is generally unhealthy, and
that the use of cocaine and heroin can be especially deadly because of their addictive capacities.
Among the harmful consequences drugs can cause are death from overdose; damage to the user's
health; damage to the health of unborn and newborn children of pregnant female users; decrease
in work productivity; injuries, fatalities and property damage from industrial and trafﬁc accidents;
and damage to family relationships.50）
除此之外，則有衍生其他犯罪之顧慮。對於毒品之犯罪化製造許多有害的的第二層
次的結果，包括謀殺、搶奪、毒品交易間之殺戮、對執法者之殺害，鋌而走險的施用毒
品者為了需要金錢以供購買毒品之街頭犯罪（大多數是財產奪取），執法者之貪污，以
及許多隱藏毒品獲利之財產犯罪。（Additionally, the criminalization of drugs produces many
unwanted secondary effects, including murder, robbery, assault between drug dealers and drug
users; murders and assaults of the public servants who ﬁght the drug war; street crime (mostly
robbery) by desperate drug users who need more drug money; corruption of public ofﬁcials by
drug dealers; and various ﬁnancial crimes used to conceal drug proﬁts51）。
所以統整而言，常見則為三個理由，認為應該將施用毒品行為加以犯罪化：1.保護公
眾的健康與安全522.犯罪預防533.道德與父權式之關注。
但是各種不同的毒品其實對於施用者的損害不一，眾所周知，毒品之使用對於身體原
則上是不健康的，特別是古柯鹼與海洛因，更長因成癮之後之劑量造成死亡的可能54；另
外，施用者對於社會的損害也不一55。
刑事政策上，對施用毒品行為究竟是否視之為犯罪？以及法律效果如何等等，長期以
來也頗有爭議，世界各國立法例均有不同56。甚至有透過司法見解推翻立法規定之情況，
拉丁美洲本來就有許多國家就認為個人持有少量或施用量之毒品，非屬犯罪，而阿根廷之
最高法院則是在西元2009年8月間，以憲法的層次高度做出法律見解，認為個人施用毒品
49.林宜君、陳仟萬合著（1999），「抓毒專家小六法—偵查毒品犯罪策略」，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39、
106。
50.Noah Mamber, Coke and smack at the drugstore: Harm reductive drug legalization: An alternative to a criminalization society,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P625（2006）.
51.Noah Mamber, Coke and smack at the drugstore: Harm reductive drug legalization: An alternative to a criminalization society,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P625（2006）.
52.林宜君、陳仟萬合著（1999），「抓毒專家小六法—偵查毒品犯罪策略」，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39、
107。
53.蒙桂珍、張玉亮、陳德明合著（2006），戒毒—毒品濫用之危害與防制，合記圖書出版社，頁87-89。
54.Noah Mamber, Coke and smack at the drugstore: Harm reductive drug legalization: An alternative to a criminalization society,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P626（2006）.
55.Robert MacCoun and Peter Reuter, The Varieties of Drug Control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2002）.
56.詳見下述有關各國毒品政策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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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對其他人造成明顯損害則無不法可言，國家並無權設定道德標準57。
就此深論之，其實有關施用毒品行為的定性，在刑法領域中涉及兩個層次，也就是罪
與罰的層次，一般均認為，刑法即係指：「犯罪（構成要件）→懲罰（法律效果）」的兩
個層次所組成，也就是「罪→罰」這樣的公式。除了代表是犯罪始能有所處罰之外，認定
一個行為屬於犯罪，是處罰之前提；而認定一個行為屬於犯罪之後，要如何加以處罰？則
是第二層次的問題。
立法採取將施用毒品行為加以犯罪化，除了必須體現社會的核心價值外，更必須能夠
有效解決它的目標所設定的問題(A regulatory model must not only embody a society’s core
values, it must also effectively resole its targeted problems)；所以將施用毒品行為加以犯罪
化，在刑事政策與犯罪學的領域中，更無非就是肯認犯罪化後的刑罰，是一種對於減少毒
品施用者人數之有效手段（This policy also prioriti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criminal sanctions
as a means of reducing the number of drug users.58）。
亦即，首先的層次是有關是否要將施用毒品行為視為是一種犯罪，也就是「犯罪化
（criminalization）」，或是加以「除罪化（decriminalization59）」的問題？其次，縱然認
為施用毒品行為是一種犯罪，還要探究如何處罰這樣的犯罪行為？此時，則涉及到各種處
罰方式之選擇，世界各國的處罰方式亦多有不同，例如監禁（有期徒刑、拘役等）、罰
金、醫療處遇等較為常見，我國過去對施用毒品行為，甚至曾祭出「無期徒刑」、「死
刑」之嚴厲法律效果60。
其實，有關施用毒品行為之犯罪化或除罪化，並不是一個舉世皆然的道理。以義大
利為例，在西元1970年代中期，對於所謂的「硬毒品（hard-drug61）」之持有加以除罪化
（decriminalization），而在西元1990年則再度加以犯罪化（recriminalization），後來又在
西元1993年再度加以除罪化（redecriminalization）62。
以我國的刑事政策為例，並非採取「零容忍的政策（zero-tolerance policy63）」，未將
所有毒品之施用行為均加以犯罪化，而是區分毒品種類，採取折衷及分類的作法。有關施
用毒品行為是否為「犯罪」？係視毒品種類而有不同的規範64，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
者，屬於「刑事犯」；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品者，則屬於「行政犯」，但由於立法技術
上未區分具體個案中該等毒品之「質」與「量」及毒害程度，論者有謂此等區分下之立法
方式，無法辨識究竟是採取「質的差異理論」或「量的差異理論」為基礎的區別結果，只
57.參閱新聞「個人持少量大麻，拉美解禁判無罪」，中國時報，2009.08.28，A2國際新聞。
58.Noah Mamber, Coke and smack at the drugstore: Harm reductive drug legalization: An alternative to a criminalization society,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P622、625（2006）.
59.Robert MacCoun and Peter Reuter, The Varieties of Drug Control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10（2002）.
60.參閱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民國44年6月3日公布、62年6月21日修正）第9條、肅清煙毒條例（民國81年7月27日修
正）第9條均是。
61.所謂「硬毒品（hard-drug）」像是古柯鹼與海洛因，Noah Mamber, Coke and smack at the drugstore: Harm reductive
drug legalization: An alternative to a criminalization society,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P642（2006）.
62.Robert MacCoun and Peter Reuter, The Varieties of Drug Control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11（2002）.
63.Noah Mamber, Coke and smack at the drugstore: Harm reductive drug legalization: An alternative to a criminalization society,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P621-622（2006）.
64.持有毒品之行為，是否為犯罪？我國也以毒品種類加以區分，近期並就持有一定淨質重量以上之第三級、第四級之
行為加以犯罪化，此係依據民國98年5月20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800125141號令公布，而於民國98年11月20日生效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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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立法者較為僵化的取捨或決定65。
☆我國施用毒品行為之刑事處遇（刑罰部分，不含保安處分或戒癮治療）：
第一級毒品

條文依據
第10條第1項

法律效果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級毒品

第10條第2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級毒品

第11條之1第2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應限期令其接受四小時以上八小時以
下之毒品危害講習。
第四級毒品
第11條之1第2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應限期令其接受四小時以上八小時以
下之毒品危害講習。
其中有關第三級毒品及第四級毒品之持有或施用，法律規範即毒品危害防制第11條、
第11條之1並曾變更之：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法條內容
法律效果
立法理由
民國92年7月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 並未規範持有第三 一、現行本條例，對於持有、
9日修正版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級、第四級毒品。 施用第三、四級毒品及持有施
用笫三、四級毒品之器具者，
役或新臺幣五萬元以下
均未科以刑事罰，第三項之規
罰金。
定，「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毒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
品之器具者」，並未明定何級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
毒品；除造成實務上適用之困
擾外，對於法律之適用，亦有
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
輕重失衡之慮。爰予以修正
明定「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
一、二級毒品之器具
一、二級毒品之器具者」。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刑、拘役或新臺幣一萬
三、審查會補充理由：在實務
元以下罰金。
持有毒品達一定數量
上，單純持有毒品達一定數量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者，與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之
一，其標準由行政院定
間常難以區別判斷，如僅因主
觀意圖不同而適用不同構成 要
之。
件，致刑責有重大差距，實有
失衡平，爰增列第六項，規定
持有毒品達一定數量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至其一定數
量之標準，則由行政院定之，
以應實際需要。
65.林宜君、陳仟萬合著（1999），「抓毒專家小六法—偵查毒品犯罪策略」，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4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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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8年5月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 持有相當數量之第 照黨團協商條文通過。
20日修正版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三級、第四級毒品
役或新臺幣五萬元以下 之犯罪化。
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
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
重十公克以上者，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
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
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
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
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
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
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
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一
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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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
法條內容
法律效果
立法理由
民國92年 7月9日 第三、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 無（僅有沒收銷毀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例雖未對第
修正版
用 毒 品 之 器 具 ， 無 正 當 理 之配套規定66）
三、四級毒品之持有
由，不得擅自持有。
者抑或施用者科以刑
罰，惟鑑於第三、四
級毒品既均係管制
品，自不允許無正當
理由，擅予持有爰增
列本條，違反者，並
於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明定均沒入銷燬。
民 國 9 8 年 5 月 2 0 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及製造 罰鍰與毒品危害
照黨團協商條文通
日修正版
或施用毒品之器具，無正當 講習
過。
理由，不得擅自持有。
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
級或第四級毒品者，處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應限期令其接受四小
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毒品危
害講習。
少年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
品者，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
處理，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二項裁罰之基準及毒品危
害講習之方式、內容、時
機、時數、執行單位等事項
之辦法，由法務部會同內政
部、行政院衛生署定之。

66.至於如何沒收銷毀，實務見解認為「按毒品危害防制條第18條第1項規定，查獲之第3、4級毒品，無正當理由而擅自
持有者，均沒入銷燬。由於該條例並未規定應由何機關執行沒入銷燬，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乃規
定『依本條例第 18條第1項規定，經查獲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第 3、4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由查獲機
關予以沒入銷燬之。』可知，此沒入銷燬之行政處分的執行機關為查獲機關，故如由警察機關查獲者，應由警察機關
依行政罰法裁處之，由檢察機關查獲者，則由檢察官逕以沒入處分令為之。」請參閱法務部研究意見，民國94年7月
21日法檢字第0940802834號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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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犯罪化後之處遇思維

有些犯罪的處罰，會連結醫療思維或方式，通常並稱之為犯罪控制。典型的犯罪控制
是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對於性犯罪者的化學去勢；另一個則是對於藥物或酒精成癮者之藥
物介入67。
一般來說，常見對於施用毒品之犯罪化與否及處遇模式，可能有三：（一）全部
或部分之除罪化模式（Decriminalization Model）；（二）醫療 處方模式（Medical/
Prescription Model）；（三）減少損害模式（Harm Reduction Model68）。
其中，除罪化可能因應各種情況為全部或部分之除罪化，全面除罪化，雖然還是可
以認為施用毒品是不合法的，但就不涉及犯罪，而是針對施用毒品行為透過罰鍰加以處
罰。但其實全面除罪化這個政策，是完全不實際的，美國政府即認為不可能對於一個對
心智有強大影響作用及害處的物質，採取完全不受控制的作法。（……Decriminalization
can either be full or partial……Drug use would be punished by ﬁnes, but narcotics would still not
be legally available. Interestingly, under full decriminalization, drug regulations would actually
be less restrictive than those which now apply to legal drugs, such as alcohol and tobacco. This
policy, however, is completely unrealistic; the U.S. government will never allow substances
which have a powerful effect on the mind, and great potential for harm, to go completely
unregulated……69）
若是部分除罪化，有些法律限制對於持有、販賣與散布。以荷蘭為例，採行一個部分
除罪化之大膽的政策，西元1976年對於鴉片法案的修正，允許公共追訴部門去限制去避免
追訴毒品犯罪，像是小量的大麻之持有，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的追訴對抗的反而是更重要
的公共利益，從而今日，大麻基本上佔有主宰地位，甚至在咖啡店裡被販售的，那些交
易基本上會被警察忽略，並且只有例外情況，例如透過廣告、大聲音量，群眾或是其他
妨害行為出現，較少的假設，或是可能涉及販售海洛因或古柯鹼，警察才會採取法律行
動。荷蘭的警察其實也是忽略了小量的海洛因或古柯鹼的持有，除非是公然商業機構販售
海洛因或古柯鹼。（Under partial decriminalization, some legal restrictions on the possession,
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a drug are removed either by law or by lack of enforcement. The
Netherlands pursues a bold policy of partial decriminalization. n143 Even though small-quantity
marijuana possession is technically illegal, the 1976 Amendments to the Opium Act permit the
Public Prosecutions Department to refrain from prosecuting drug offenders if such prosecution
is against a weighty public interest. Today, marijuana is predominately sold in "Kofﬁehuizen",
or coffeehouses. These transactions are typically ignored by the police, and only in exceptional
cases, such as advertising, loud music, crowds or other nuisances, minors on premises, or heroin
or cocaine being sold on premises, will legal action be taken. The Dutch police also ignore
possession of small quantities of heroin or cocaine. The Dutch, however, will prosecute the open
67.Henry T. Greely, Neuroscience and Criminal Justice: Not Responsibility but Treatment,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Law Review,
P1106（2008）
68.Noah Mamber, Coke and smack at the drugstore: Harm reductive drug legalization: An alternative to a criminalization society,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P643-645（2006）.
69.Noah Mamber, Coke and smack at the drugstore: Harm reductive drug legalization: An alternative to a criminalization society,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P64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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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 of even small quantities of heroin or cocaine in commercial establishments70）
而上述的（二）醫療 處方模式（Medical/Prescription Model）其實與（三）減少損
害模式（Harm Reduction Model）必須加以說明與區分。二者雖然都有醫療或治癒的思
維，但是內涵仍有不同，尤其後者已經成為一種獨特的設計甚至法制，一般都是獨立介紹
之71。而典型的醫療 處方模式（Medical/Prescription Model）是以醫療之治療方式，具體
言之就是以住院或門診之方式為之 72；也有將施用毒品成癮視為一種疾病，並且是透過監
控、調整病患毒品劑量之方式，也算是採「以毒攻毒」的作法，成效亦相當顯著73。
具體言之，醫療 處方模式（Medical/Prescription Model）是以醫療方式來處理毒品濫
用，毒品犯用被視為一種疾病，醫生可以透過給予成癮者限制的劑量的毒品來治療他們。
醫生開處方特定數量之藥物給成癮者去維持他們的習慣，並且在某些案例中可以去逐漸使
他們斷絕毒品。（Problems also exist with the medical approach to drug abuse, in which drug
abuse is seen as a disease that doctors can treat by making illegal drugs available to addicts in
limited doses. Doctors prescribe a certain amount of drugs to addicts to maintain their habits, and
in some cases attempt to gradually wean them off of drugs.74）
然而對於藥物成癮者，以藥物介入方式加以控制或處遇，並不是毫無爭議的方式，西
元20世紀初期，美國並未對藥物有所規制或犯罪化，漸漸地則是開始對於藥物的製造品
質、醫療標示、運輸、販賣等加以行政規範，到了西元1919年，最高法院則是認為以處方
籤之方式，提供成癮者，像是海洛因或是古柯鹼等藥物，不能算是醫療行為，而是犯罪行
為75。從而，雖然現今有許多國家採行藥物介入成癮者的方式，但這不是古今中外至始就
接受的概念或作法，或許我們也沒有辦法認定究竟採取監禁或是醫療方式，才是對施用毒
品行為較為正確的處遇方式，但是一般認為對施用毒品行為採行治療處遇之方式，是較
採取傳統刑事司法之監禁來得寬容的作法76。而提供之形式更是各國均有所不同，像是英
國，更是直接將海洛因當作處方藥物，以提供而維持的方式來治療海洛因成癮者77。
以我國為例，有關施用毒品行為之法律效果之變革（以18歲以上之施用毒品者為
例），以表格及圖表方式說明如下：

70.Noah Mamber, Coke and smack at the drugstore: Harm reductive drug legalization: An alternative to a criminalization society,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P641（2006）.
71.依照維基百科的說法：「替代療法不是標準的現代醫學療法，但會被一些現代的醫生使用以作為輔助」，參見網
路資料：http://zh.wikipedia.org/zh-tw/Category:%E6%9B%BF%E4%BB%A3%E7%99%82%E6%B3%95（最後瀏覽日：
98.11.13）。
72.例如住院治療、解毒戒癮門診治療，參見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民國98年11月6日嘉南司字第0980007343號函文。
73.「以毒攻毒海洛因戒毒成效好」，參閱網路新聞：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1021/11/1temv.html（最後
瀏覽日：2009.10.21）。
74.Noah Mamber, Coke and smack at the drugstore: Harm reductive drug legalization: An alternative to a criminalization society,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P643, summer, 2006.
75.Kevin S. Toll, The Ninth Amendment and America’s Unconstitutional War on Drugs, University of Detroit Mercy Law
Review, P428-429（2007）.
76.Robert MacCoun and Peter Reuter, The Varieties of Drug Control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11（2002）.
77.Kevin S. Toll, The Ninth Amendment and America’s Unconstitutional War on Drugs, University of Detroit Mercy Law
Review, P44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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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民國44年6月3日制訂公布）
條號

第九條

條文內容

施打毒品、吸食毒品或鴉片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麻煙或抵癮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二項之罪有癮者，應由審判機關先行指定相當處所勒戒，不適用
刑法第八十八條第三項之規定。
前項勒戒處所，由地方政府就公立醫院內附設之。
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勒戒斷癮後再犯者，加重本刑至三分之二；
三犯者處死刑。
自由刑（且應勒戒）

法律效果
死刑（三犯）
二、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民國62年6月21日修正）及肅清煙毒條例（民國81年7月27日
修正）78
條號

第九條

條文內容

施用毒品或鴉片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麻煙或抵癮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二項之罪有癮者，應由審判機關先行指定相當處所勒戒，不適用
刑法第八十八條第三項之規定。
法院或檢察官於前項裁定勒戒前，得先將犯罪嫌疑人送勒戒處所觀
察。其期間不得逾一個月。
前二項勒戒及觀察之日數，以一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或刑法第
四十二條第四項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
第三項、第四項之勒戒處所，由地方政府設立或就公立醫院內附設
之。
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依第三項規定勒戒斷癮後或第四條規定免除
其刑後再犯者，加重本刑至三分之二；三犯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自由刑（且應勒戒）

法律效果
無期徒刑、死刑（三犯）

78.民國81年7月27日「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修正名稱為「肅清煙毒條例」，但第9條之條文內容並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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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民國92年7月9日修正）79
施用毒品行為之處遇之流程及所涉及法條分別如下之流程圖及表格：
（一）流程圖80：

此處應予說明者：所謂「追訴」，實務上長期以來均是指依據「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23條、第10條等規定，起訴施用毒品之被告之意。但自民國95年間起，各地
檢署檢察官已多有開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之緩起訴之規定，對被告為緩起訴
之處分，命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參與服用美沙冬（Methadone）之減害計畫之追訴作
法。

79.民國87年5月20日「肅清煙毒條例」修正名稱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內容並大幅修正，施用毒品行為之法律效
果已廢除無期徒刑、死刑之部分，並增訂有關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之相關規定，嗣並歷經民國92年7月9日之修正，
然其中有關施用毒品行為之法律效果之自由刑部分（即第10條）即未再修正，觀察、勒戒、強制戒治等部分（即第20
條）則有微幅修正，但因不影響處遇的主要流程與精神，所以仍以92年7月9日修正之條文內容作為代表加以說明，附
此敘明。
80.流程圖係由筆者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相關條文所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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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涉及之法條（依適用順序）
1.
條號

第二十條

條文內容

犯第十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
庭) 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二
月。
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依據勒戒處所
之陳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應即釋放，並為不
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
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裁定令入
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六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
止。但最長不得逾一年。
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五年後再犯第十
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二項之規定。

法律效果

觀察、勒戒
強制戒治

2.
條號

第二十三條

條文內容

依第二十條第二項強制戒治期滿，應即釋放，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
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為不付審理之裁定。
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五年內再犯第十條之罪者，檢
察官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應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

法律效果

自由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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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條文內容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律效果

自由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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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民國97年4月30日修正、民國98年5月20日修正後，即現行條文）
施用毒品行為之處遇之流程及所涉及法條分別如下之流程圖及表格：
（一）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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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涉及之法條（依適用順序）
1.
條號

第二十四條

條文內容

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之程序，於檢
察官先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
二百五十三條之二之規定，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
處分時，或於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認以依少年
事件處理法程序處理為適當時，不適用之。
前項緩起訴處分，經撤銷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
第一項所適用之戒癮治療之種類、其實施對象、內容、方
式與執行之醫療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及完成戒癮
治療之認定標準，由行政院定之。

法律效果

緩起訴（戒癮治療）

2.
條號

第二十條

條文內容

犯第十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
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二月。
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
傾向者，應即釋放，並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
定；認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
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
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六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
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一年。
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五
年後再犯第十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二項之規定。
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之人，於觀察、勒戒或強制
戒治期滿後，由公立就業輔導機構輔導就業。
觀察、勒戒

法律效果
強制戒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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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號

第二十三條

條文內容

依第二十條第二項強制戒治期滿，應即釋放，由檢察官為
不起訴之處分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為不付審理
之裁定。
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五年內再犯第十
條之罪者，檢察官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應依法
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

法律效果

自由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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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律效果

自由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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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界各國之毒品政策

其實一直以來跨國之法制研究或比較相當盛行。在施用毒品行為之政策部分，世界各
國是呈現一種相互影響的循環。以美國為例，便有學者指出基本上美國對於其他各國的毒
品政策經常採取強力介入政策；另一方面，美國則又是在探究毒品政策時，往往統整各國
政策加以辯論。現今世界各國仿效荷蘭之減害政策更是一個明顯的事證，可供我們分析與
研究81。

第一節

聯合國與歐洲聯盟

除了本文所欲探究的各國法制之外，也包括整合性的國際組織82：
一、聯合國
權責機關

西元1946年「麻醉藥品委員會（Commission on Narcotics Drugs）」
西元1968年「國際麻醉藥品管制署（The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西元1991年「聯合國國際麻醉藥品管制署（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Drug Control and Programme）」
西元1997年「聯合國毒品控制與犯罪預防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ﬁce
for Drug Control and Crime Prevention）」
西元1961年「麻醉藥品單一公約（Single Convention On Narcotic
Drug）」
西元1971年「精神藥物公約（Convention On Psychotropic Substance）」

國際公約

西元1988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暨精神藥物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ﬁ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西元2000年「聯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s Crime）」

二、歐洲聯盟（包括歐盟成立前、後）：歐洲各國之權責機關是西元1993年「歐洲毒
品與毒品成癮監控中心（European Monitoring Centre For Drugs Addiction）」。至
於相關的國際公約或協議，陸續有西元1912年在海牙產生之「國際禁止鴉片公約
（The International Opiumconvention）」、西元1931年「限制製造和管制麻醉藥品
81. Robert MacCoun and Peter Reuter, The Varieties of Drug Control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17（2002）.
82.表格資料，係筆者參見並整理自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蔡佩芬教授（2009），「國際上毒品犯罪之刑事司法互助」，
收錄於中央警察大學法律系、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臺灣刑事法學會合辦之「毒品犯罪及其防治」學術研討會，
P130∼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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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公約（Convention For Limiting The Manufacture And Regul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Narcotic Drugs ）」、西元1971年「精神藥物公約（Convention On Psychotropic
Substance）」、西元1981年「確保關稅與農業事務正確適用法規之互助規則
（Regulations On Mutual Assistance In Ensuring The Correct Application Of The Law On
Customs And Agricultural Matters）」、西元1988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
暨精神藥物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ﬁ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第二節 美國
至於美國最新的毒品政策，也就是美國總統歐巴馬在西元2009年的毒品政策（The
President's National Drug Control Strategy
January 200983）指出，基本指導綱領如下：

也就是一方面認為透過研究發現，若在18到20歲間不接觸毒品，就比較不會在接著
幾年去接觸毒品。若是能夠關注在減少這個重要時期的毒品施用，可以正面地去影響整個
國家民眾未來的健康與安全（……young people who do not initiate drug use by age 18-20 are
highly unlikely to develop a drug dependency problem in succeeding years, and this protective
effect stays with them throughout their lives. By focusing on reducing drug use during this critical
period in the lives of young people, we can positively impact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Americans
well into the future.However, the substantial declines in drug use in America）。因此政策之指
導綱領第一點認為應該盡可能去避免青少年接觸毒品。
另外，政策之指導綱領第二點與第三點則是針對減少需求與供給的方面，分別是減
少藥物濫用與成癮（Reducing Drug Abuse and Addiction）與斷絕毒品市場（Disrupting the
Market for Illegal Drugs）。
西元1969年，美國總統尼克森（Nixon）宣誓全國「對毒品宣戰（War on drugs）」，
隨即在西元1970年，通過了「避免與控制多重藥物濫用法案（Comprehensive Drug Abuse
83.參見網路資料：http://www.whitehousedrugpolicy.gov/publications/policy/ndcs09/index.html（最後瀏覽日：98.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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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自此宣誓了毒品之非法性。在這之前，美國聯邦法律對
於毒品之規制，只限於稅法（revenue laws）的層次，並由美國財政部（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來執行相關稅收84。
基本上，美國聯邦與大多數的州法律對於各種麻醉藥物均採取所謂的「零容忍政策」
（……both federal and most state agencies impose a zero tolerance policy for all narcotics85）。
但因為美國有聯邦法律與各州法律之特殊制度，因此會發生聯邦法律與各州法律不一致，
或是各州法律之間不一致的情況。以施用大麻為例，施用大麻雖是聯邦犯罪，在大多數各
州也是犯罪，但在加州、阿拉斯加、科羅拉多、夏威夷等14個州，則是限定減輕疼痛之目
的下施用大麻為合法，也就是醫藥用途之大麻係屬合法。這樣的特殊情況，代表若有人在
這些州因為疼痛或醫療而施用大麻，理應合法，但仍可能遭聯邦執法人員調查，以釐清事
實；但面對合法與否的疑慮、實際上發生執法者標準不一的案例與可能衍生的弊端或漏
洞，美國司法部長侯德（Eric Holder）就此並表示：「聯邦將不會針對符合藥用大麻州法
律的重症病人與供應者起訴」，但同時補充「我們不會容忍毒販以合法掩護非法的行為」
86。
其實就施用毒品行為而言，美國是約在西元1940∼50年代開始引進，到了西元1964年
Vincent Dole教授在紐約開始使用口服的美沙冬作為治療計畫之藥物。

第三節

荷蘭

荷蘭因為有關毒品政策較為特殊，並為許多國家所仿效87，因此有特別提出介紹之必
要。荷蘭對毒品採取部分除罪化之大膽的政策。儘管小量的大麻持有在技術上是非法的，
但是西元1976年的鴉片法案的修正案，則允許追訴部門去免除追訴毒品犯……荷蘭對於小
量之海洛因與古柯鹼之持有是加以忽略的；但還是會對於在營業處所公開販售行為加以
追訴，儘管只是小量亦同（The Netherlands pursues a bold policy of partial decriminalization.
Even though small-quantity marijuana possession is technically illegal, the 1976 Amendments
to the Opium Act permit the Public Prosecutions Department to refrain from prosecuting drug
offenders……The Dutch police also ignore possession of small quantities of heroin or cocaine.
The Dutch, however, will prosecute the open sale of even small quantities of heroin or cocaine in
commercial establishments.88）。
並有研究特別指出，施用毒品方式的文化也會影響整個毒品減害政策，像是研究指
出西元1990年代，因為許多荷蘭有許多毒品成癮者施用毒品方式喜歡用煙霧勝於注射，
此等文化、風氣可能幫助減少HIV傳染（There may also be differences in the ways in which
the drugs are used, which would have important consequences for the extent of harms suffered
84.Kevin S. Toll, The Ninth Amendment and America’s Unconstitutional War on Drugs, University of Detroit Mercy Law
Review, P428-430（2007）.
85.Noah Mamber, Coke and smack at the drugstore: Harm reductive drug legalization: An alternative to a criminalization society,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P626（2006）.
86.相關報導，請參考「美14州藥用大麻合法」，蘋果日報，A22版，2009.10.21。
87.Robert MacCoun and Peter Reuter, The Varieties of Drug Control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17（2002）.
88.Noah Mamber, Coke and smack at the drugstore: Harm reductive drug legalization: An alternative to a criminalization society,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P640-64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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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users. For example, many Dutch addicts have long preferred smoking heroin to injecting it, a
cultural norm that surely helped reduce HIV transmission in the 1990s.89）。

第四節

法國

相較於歐洲各國，法國對於施用毒品之政策，是很特殊的國家。以西元1995年為分
界，特別是在這之前，法國對施用毒品之政策是相當特殊且令人震驚的。因為基本上，
歐洲各國因應AIDS的流行，大多採取以服用美沙冬為核心之減害政策（Harm reduction
policy），但法國卻對此相當排拒，長期以來則是採取「治癒」作為目標，對於施用毒品
問題，認為應該加以治療，並強調心理學的治療90。
不過法國因為受到哲學家傅柯的影響91，一開始法國其實與歐洲各國的公共政策與思
維上有很大的差異，甚至令其他各國十分震驚。因為當歐洲各國著重於與AIDS傳染有關
之減害計畫時，法國則是提出了治癒的觀點，著重於戒癮為主要的目標甚至主要是在發展
有關心理療法（psychotherapy）的方式92。
到了西元1995年後，法國才開始採取與歐洲各國相同的「減少損害政策（Harm
reduction policy）」。法國之健康專家扮演重要的角色，克服了長久反對戒癮的意識型
態，並在1990年代中期，他們促進與發展了海洛因成癮者使用美沙冬（Methadone）以及
丁基原啡因（Buprenorphine93）之治療體系94。

第五節

其他各國

丹麥是北歐典型的福利國家，甚至在毒品政策方面過去也被認為有相當的福利思維；
但其實近年來，毒品政策逐漸地趨向嚴厲95。但總結來說，丹麥自從西元1960年代開始至
今，毒品政策方面存有許多混沌不清之處，交雜著保守的警察實務；不過還是可以歸納出
一些創新的思維，例如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近郊之克力斯地安那（Christiana）設置
大麻自由交易區，或是美沙冬的配給制度等96。
89.Robert MacCoun and Peter Reuter, The Varieties of Drug Control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13（2002）.
90.Henri Bergeron and Pierre Kopp, Policy Paradigms, Ideas, and Interests: The Case of the French Public Health Policy toward
Drug Abus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39-40（2002）.
91.有關傅柯的相關哲學思維，可參見李駿逸（2007），『論「性」之刑事法規制—以語言、權力、系統等差異理論作
觀察』，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論文，頁117至142。
92.Henri Bergeron and Pierre Kopp, Policy Paradigms, Ideas, and Interests: The Case of the French Public Health
Policy toward Drug Abus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39（2002）.
93.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之附表：第三級毒品（除特別規定外，皆包括其 異 構物Isomers、
酯類Esters、醚類Ethers 及鹽類Salts） 1、異戊巴比妥（Amobarbital） 2、伯替唑他（Brotizolam） 3、丁基原啡因
（Buprenorphine） 4、布他比妥（Butalbital） 5、去甲假麻黃 【Cathine、（+）-Norpseudoephedrine】 ……。
94.Robert MacCoun and Peter Reuter, The Varieties of Drug Control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15（2002）.
9 5 . L a u L a u r s e n a n d J o rg e n J e p s e n , D a n i s h D r u g P ol i c y — A n A m b i v a l e n t B a l a n c e B e t w e e n R e p r e s s i o n
and Welfar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21（2002）
96.Robert MacCoun and Peter Reuter, The Varieties of Drug Control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1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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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則是透過各種背景的專家組成委員會來解決日益嚴重的毒品施用問題，並建
構各種減害方式97。澳洲則是最明確的毒品減害之政策的國家之一98，並有諸多研究計畫
99。Gabriele教授等描述一個政策面對日增的海洛因死亡與其他相關毒品問題，維持計畫幫
助了使用者解決他們的問題。積極的實施，並且有很多減害的介入方式（安全注射區、美
沙冬持續療法）100。
至於墨西哥長達數十年都是美國主要毒品的重要國外來源。不只是因為墨西哥製造大
量的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大麻都銷往美國，也因為至少達十多年，都是安地斯山之古
柯鹼的主要轉運站。Jorge教授表示為何這樣的情況應該會形成新的與重大的犯罪組織，但
其實墨西哥毒品問題卻維持在一個適度的程度的原因。墨西哥的毒品政策決定者，面對主
要的鄰居的嚴厲監督，很小有彈性空間101。
哥倫比亞是美國之古柯鹼與海洛因等毒品最主要的來源製造國，有著長期國際走私之
情況，因為該國的毒品政策，因為受迫於美國之強大壓力，所以相較之下，哥倫比亞的毒
品政策中，較不著重施用毒品之部分，重點則在於毒品運輸、相關貪污與暴力等政策102。
伊朗與俄羅斯，Letizia教授描述隨著前蘇聯之瓦解，俄羅斯毒品新的問題的發展。在1990
年代，俄羅斯之毒品施用問題，只是國內的規模與供應。但最後幾年，也完全地參與了國
際的毒品交易市場，特別是海洛因的部分。政策回應是高度偏執的。甚至立法主要強調對
毒品持有者的處遇。伊朗有很長的歷史處理鴉片之濫用。Faiborz教授顯示出伊朗在二十世
紀對抗處理鴉片問題。警察經常在處理海洛因問題。1978年伊斯蘭革命帶來政府是用嚴格
的處罰對付購買與販賣者。面對一個持續高的成癮情況，過去十年經歷更醫療的方式。在
同時，儘管積極地在邊境執法，但是仍然扮演了海洛因從阿富汗通往歐洲的重要角色103。
由上可知，世界各國之毒品政策均不盡然相同，非但如此，有論者甚至認為某些國家
的毒品政策不但不斷變動或甚至可以說是搖擺不定的104。

第四章

我國對施用毒品行為之處遇

對於施用毒品行為的定性，其實係認為施用毒品者係「病患性犯人」，並兼有「身
癮」與「心癮」，此參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92年7月9日修正時之「立法總說明」，應
可得到相當地理解。該「立法總說明」為：「由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公布施行後，
因認施用毒品者具『病患性犯人』之特質，降低施用毒品罪之法定刑，並兼採以觀察勒戒
方式戒除其『身癮』及以強制戒治方式戒除其『心癮』之措施，使我國之反毒政策產生重
97.Robert MacCoun and Peter Reuter, The Varieties of Drug Control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15（2002）.
98.有關澳洲法制，並請參閱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賴正聲檢察官，「戒癮治療之發展、實行及未來展望」，收錄於法務部
舉辦之98年度毒品查緝研習會，2009.10.30。
99.參見李思賢教授（2009），「美沙冬替代療法的實施背景與現況」，管制藥品簡訊第39期。
100.Robert MacCoun and Peter Reuter, The Varieties of Drug Control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15-16（2002）.
101.Robert MacCoun and Peter Reuter, The Varieties of Drug Control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16（2002）.
102.Robert MacCoun and Peter Reuter, The Varieties of Drug Control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16（2002）.
103Robert MacCoun and Peter Reuter, The Varieties of Drug Control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16-17（2002）.
104.Lau Laursen and Jorgen Jepsen, Danish Drug Policy—An Ambivalent Balance Between Repression and Welfar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2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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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變革。惟本條例公布施行五年以來，因原僅分為三級毒品，無法與管制藥品管理條例互
相配合，致第四級管制藥品遭致濫用，卻無相關處罰規定；又所訂施用毒品者之刑事處遇
程序過於繁複，司法機關須依其不同犯次而異其處置，且強制戒治執行滿三月，即得停止
強制戒治付保護管束，三月之執行期間過短，無法提昇強制戒治之成效，再犯率仍偏高，
致未了之前案與再犯之新案間，一般刑事訴訟程序與觀察勒戒、強制戒治執行程序交錯複
雜，於法律適用上引發諸多爭議；再勒戒處所，由法務部委託於醫院內附設之規定，有執
行上之困難，而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附設勒戒處所缺乏醫療專業人員，無法落實觀察勒戒
業務等問題，均須予以解決；又跨國毒品犯罪查緝有賴國際合作，惟我國並無相關法源據
以執行。實有針對目前實務執行上面臨之困境予以修正本條例之必要。本次修正之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修正條文針對前開問題所為之修正，計刪除三條，修正二十三條，新增九條，
共三十五條，其修正要點如下……」可知我國對於施用毒品行為定性之基本立法思維。
而在民國97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明訂「戒癮治療」之相關法制之前，我國在醫療
實務與司法實務之情況，應先加以說明。在醫療實務上，對於施用毒品行為之治療，不論
何種毒品，主要均是以住院支持性療法、門診藥物治療等治療方式為之 105，而依據「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之規定，原則上施用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之行為，於犯罪未發覺
前，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醫療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檢
察機關，若此等情況下治療中經查獲之被告，應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106。另外，在醫
療實務上，則是在民國94年由「行政院衛生署」核定而開始試辦「減害計畫」。
但首先要釐清的是，其實「減害計畫」不直接等同於「替代療法」，「替代療法」
更不僅限於「美沙冬替代療法」。以我國的「減害計畫」為例，若參見上述行政院核
定之「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試辦計畫」，基本上「減害計畫」是包含政策面與執行面的，
特別在執行面，是包括諸多具體計畫的，例如清潔針具計畫、替代療法計畫，以及其他
的教育、監控、研發或通報等配套計畫 107 ；至於「替代療法」之替代藥物更不以「美
沙冬（Methadone）」為限，也包括「丁基原啡因（Buprenorphine 108 ）」、「舒倍生
（Suboxone）」等替代藥物，只是基於成本、成效等因素，以「美沙冬」最常見也最為主
要109。
所以要完整地了解我國的「減害計畫」，除了上述的「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試辦計畫」
核定本外，自應該再搭配研究該核定本所附之「替代療法作業原則」、「替代療法臨床規
範」、「辦理替代療法業務之機構設置基準」、「減害計畫相關實證摘要」；以及後續行
政院衛生署所頒佈之「鴉片類物質成癮替代療法作業基準」、「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指
引」等文獻資料。
而到了民國95年起，各地檢署檢察官對於施用第一級毒品行為之被告，已多有依據刑
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之緩起訴處分之規定，命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參與服用「美沙冬」之
「減害計畫」；至民國97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訂「戒癮治療」相關法制後，更使使
用「替代療法」之「戒癮治療」之法制面更加完備。所以本研究報告下述，先從行政院核
105.參見「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臺南分院」民國98年10月23日98美分字第0252號函文。
106.詳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之規定。
107.參見「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試辦計畫（核定本）」，「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05.12.06。
108.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之附表：第三級毒品（除特別規定外，皆包括其 異 構物Isomers、
酯類Esters、醚類Ethers 及鹽類Salts） 1、異戊巴比妥（Amobarbital） 2、伯替唑他（Brotizolam） 3、丁基原啡因
（Buprenorphine） 4、布他比妥（Butalbital） 5、去甲假麻黃 【Cathine、（+）-Norpseudoephedrine】 ……。
109.參見「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試辦計畫（核定本）」，「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25∼26頁，2005.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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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試辦計畫」說明與介紹起，再介紹民國95年至今的情況。

第一節 「行政院衛生署」之「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試辦計畫」
基本上，民國94年12月6日行政院核定之「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試辦計畫」，從名稱上
並無法知悉具體如何達到減害。不過，由具體內容而觀，其實主要是針對有關毒品愛滋病
患的問題，並介紹聯合國對於毒品愛滋病患之防治三策略，再具體提出包括清潔針具計
畫、替代療法計畫，以及其他的教育、監控、研發或通報等配套計畫。
以下則是介紹說明該減害試辦計畫核定後，接續或搭配的重要配套政策或作法。
第一項 鴉片類物質成癮替代療法作業基準
一般所稱之「替代療法」，我國官方名稱為「鴉片類物質成癮替代療法」，為求該等
替代療法業務之順利進行，「行政院衛生署」就「替代療法」的定義、執行機構、收案原
則、施行原則、藥物用法與用量、醫療機構通報、處罰、主管機關之檢查、訪查等事項均
加以明訂。
以下即是「行政院衛生署」於民國95年3月7日以衛署醫字第0950208926號函文公告，
並於95年11月10日以衛署醫字第0950210219號函文修正之內容：
作業基準條號

作業基準內容

一

本基準所稱之鴉片類物質成癮替代療法，係以有效且足夠的鴉片類藥物，
取代非法鴉片類物質之使用，以下簡稱為替代療法。

二

符合下列資格之醫療機構，得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指定為替代療法執
行機構：
(一)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藥癮戒治醫院
1.應有受過藥癮治療相關訓練之團隊，包括精神科專科醫師、藥
師、護理人員、臨床心理師、職能治療人員及社會工作人員至少各一
名。
2.精神科專科醫師應具有管制藥品使用執照。
(二)其他醫院、診所或衛生所：
1.應有醫師、藥師及護理人員，至少各一名。
2.醫師應具有管制藥品使用執照。
3.不能提供臨床心理、職能治療或社會工作等相關服務者，應與前款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藥癮戒治醫院訂定合作契約。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二款第一目執行替代療法之各類人員，每年
應接受替代療法繼續教育講習至少8小時。
申請施行替代療法業務，應檢具下列各款文件，向中央衛生主管機申請指
定：
(一)計畫書，應包括醫療團隊組織與人員，預估收案人次，治療照護計畫
與流程管理，品質保證措施，實施替代療法之獨立性空間及藥品安全
儲存空間配置平面圖，與矯正機關合作計畫等說明。
(二)管制藥品登記證。
(三)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指定之文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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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療法收案原則如下：
(一)經精神科專科醫師診斷符合心理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鴉片類成癮 （Opioid dependence）者，且無不適合使用、或對美
沙冬鹽酸鹽（Methadone HCL）、丁基原啡因鹽酸鹽（Buprenorphine
HCL）有使用禁忌者。
(二)採替代療法個案應簽署行為約定書。未滿二十歲之限制行為能力
人，經精神科專科醫師證明以其他方式戒癮無效者，應與其法定代理
人共同簽署。未滿二十歲已結婚者，由本人簽署，不須經法定代理人
同意。無行為能力人，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簽署。
替代療法施行原則如下：
(一)治療以建立信賴關係，調整用藥劑量治療為主要目標，逐步戒除藥物
依賴併同心理治療、協助個案戒癮，或以替代療法藥物維持個案之正
常社會生活功能。
(二)替代療法藥物以美沙冬鹽酸鹽（Methadone HCL）及丁基原啡因鹽酸
鹽（Buprenorphine HCL）及為主。
(三)替代療法藥物應由執行替代療法之醫師處方，並應在醫事人員監督下
服用。
(四)替代療法以三個月至六個月為一次療程，每次療程結束後須重新接受
評估。治療期間，應定期安排個案接受心理治療或輔導，及後天免疫
缺乏症候群相關衛教，並將輔導情況及病患配合度，列為下次療程評
估參考。
(五)採替代療法個案應依需要不定期接受鴉片類、其他毒品尿液篩檢，或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篩檢。
(六)收案及治療紀錄應包括：病史、身心狀況、意願、動機、各項檢查
（檢驗）報告、個案配合度及相關治療評估等事項。
(七)個案如連續兩週未依約接受替代療法，視為終止治療。依個案需要可
再開始接受治療。
(八)替代療法執行機構及其所屬人員，因職務或執行業務知悉或持有他人
秘密之資訊，不得無故洩漏。
替代療法藥物用法與用量：
(一)美沙冬鹽酸鹽（Methadone HCL）（口服液），每日一次；初次服用
休 息 2 小 時 ， 以 後 服 用 休 息 5- 1 0 分 鐘 。 初 期 劑 量 每 日 1 0 - 4 0 毫 克
（mg），維持劑量以每日20-120毫克（mg）為原則，但應視個案成癮
程度及臨床需要逐量增減。
(二)丁基原啡因鹽酸鹽/哪囉克松（Buprenorphine HCL/ Naloxone）複方
（舌下錠），以每日一次方式或每週分次方式給藥；置於舌下，不要
吞服，未溶解前儘量不要吞口水，服用後休息5-10分鐘；維持劑量以
每日4-16毫克（mg） (4-16mg Buprenorphine HCL / 1-4mg Naloxone)為
原則，但得視成癮程度及實際需要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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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經指定辦理替代療法之機構，應每月定期通報個案人次、治療情形等相關
資料，以利後續評估及管理。

八

醫師及其他人員非依本作業基準使用管制藥品執行替代療法，應依相關規
定處罰。

九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檢查替代療法執行機構之業務，或調閱相關紀錄及文
件；執行機構及其所屬人員應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十

為提升替代療法執行機構服務品質，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辦理訪查。前項
訪查，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委託其他法人或團體為之。

由上可知，其實針對鴉片類物質成癮之「替代療法」，是以有效且足夠的鴉片類藥
物，去取代非法鴉片類物質之使用。而替代藥物，不以美沙冬為限，基本上是以美沙冬鹽
酸鹽（Methadone HCL）與丁基原啡因鹽酸鹽（Buprenorphine HCL）為主。
第二項 美沙冬替代療法
前已敘及，所謂「替代療法」之替代藥物，不以「美沙冬（Methadone）」為限，尚
包括「丁基原啡因（Buprenorphine）」、「舒倍生（Suboxone）」等替代藥物。但目前國
內最常見、普遍的「替代療法」還是以「美沙冬」作為「替代藥物」為主110。
第一款 美沙冬（Methadone）的定義與特性
其實要了解「美沙冬替代療法」，必須先從「美沙冬（Methadone）」的藥理、毒性
乃至於獨特效益等特性 111了解起。首先，「美沙冬」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
項第2款之附表編號第87之第二級毒品112，並且其實「美沙冬」也是屬於鴉片類毒品之一
種，但較無特別或明顯之副作用113。
有關「美沙冬」的藥理特性，「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為了確保安全且有效使
用「美沙冬」，在民國96年2月編制之「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指引」中特別說明了「美沙
冬」之三項藥理特性。首先，該指引提及多數開立處方醫師都不瞭解使用美沙冬時，血中
濃度達到最高的時間較慢(4小時)、半衰期長(25小時)、治療指數低(中毒與治療血中濃度重
疊)之特性。

110.參見「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試辦計畫（核定本）」，「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25∼26頁，2005.12.06；或參見
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民國98年11月6日嘉南司字第0980007343號函文。
111.參見「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指引」，「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編製資料，第9頁，2007.02第1版。
112.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之附表：第二級毒品（除特別規定外，皆包括其 異 構物Isomers、酯
類 Esters、醚 類 Ethers及鹽 類 Salts）1、乙醯-阿法-甲基吩坦尼（Acetyl-alpha-methylfentanyl）……86、美他唑
新（Metazocine）87、美沙冬（Methadone）88、美沙冬中間物（Methadone-intermediate）89、甲基安非他命
（Methamphetamine、（+）-（S）-N,alpha-dimethylphenethylamine）……。
113.參閱西元2千年，美國最高執掌毒品政策之「國家毒品控制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
簡稱ONDCP」之情報，網路資料：http://www.whitehousedrugpolicy.gov/publications/pdf/ncj175678.pdf（最後瀏覽日：
2009.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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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沙冬的藥理特性
血中濃度達到最高的時間較慢(4小時)
半衰期長(25小時)
治療指數低
因重覆服藥而累積
美沙冬效果廣泛且因人而異。此種藥物可做為長效止痛劑、鴉片類藥物(多為海洛因)
成癮替代療法。美沙冬能抑制腦部的鴉片類藥物受體。口服性美沙冬屬於脂溶性，能在
胃腸道獲得妥善吸收。美沙冬在肝臟能獲得充分的首度(first-pass)代謝，抑制蛋白質及肺
部、腎臟、肝臟及脾臟內的其他蛋白，患者開始服藥的前幾天，這些組織與血液將逐漸取
得平衡，重覆服藥將導致累積114。
至於美沙冬之毒性，基本上類似於其他鴉片類藥物：如鎮靜、昏迷、呼吸抑制、服藥
過量後瞳孔縮小(瞳孔縮成一點)。不過，美沙冬的藥物動力特性甚為獨特，尤其是服用後
與達到最高效果的間隔時間頗長，半衰期亦長。
美沙冬與其他中樞神經抑制劑的交互作用，可能引發美沙冬的鎮靜效果。開始治療
後的前十天，乃是服藥過量與致死風險最高之時。患者在這段期間內，可能於未獲許可之
下，誤用其他中樞神經抑制劑(含酒精及苯二氮平類藥物)，或是繼續違法用藥，以求在治
療狀況穩定之前，將戒斷症狀降至最低。以下則是美沙冬之中毒與中毒處理原則115：
美沙冬中毒：症狀與跡象
(一)混合性中毒甚為常見。鴉片類藥物中毒的三大症狀(昏迷、瞳孔縮小與呼吸抑制)，可
能在下列狀況後發生：口齒不清、走路搖晃、平衡不佳、昏昏欲睡、移動遲緩、身體
麻痺。
(二)中毒後可能會：、昏迷(無法喚醒、打鼾、肌肉鬆弛、出現青紫)、呼吸抑制且組織缺
氧、死亡
適合接受美沙冬治療計畫的患者，通常是難以控制自己用藥而尋求協助；強迫性用藥
是藥癮的特徵之一。濫用多種藥物在此族群之中甚為普遍，此情形涉及將禁藥(海洛因和
安非他命)、精神疾病處方藥物(鴉片和苯二氮平類藥物)及合法物質(酒精與尼古丁)，用於
醫療以外的用途。這些藥物多半為中樞神經抑制劑。使用者常經由買藥而取得處方藥物，
服用劑量超出一般治療劑量。

114.參見並整理自「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指引」，「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編製資料，第16頁，2007.02第1版。
115.參見並整理自「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指引」，「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編製資料，第26∼28頁，2007.02第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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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沙冬中毒處理原則
(一)最主要在保持呼吸道暢通並使用呼吸器，以提供足夠之氣體交換。如果是從未接觸過
類鴉片物質的人，特別是兒童，誤服過量美沙冬者，需使用有效的鴉片拮抗劑來處理
致命的呼吸抑制。醫師必須記得，美沙冬是一種長效抑制劑（36 至48個小時），而那
些拮抗劑作用時間則短很多（1到3個小時）。因此應密切監控病患狀況，以防呼吸抑
制現象再度出現。必要時，應重複給予拮抗劑。若呼吸抑制之原因只有美沙冬過量，
則無需使用呼吸刺激劑。
(二)若沒有呼吸或心血管抑制的臨床表現，不應使用拮抗劑。靜脈注射naloxone
hydrochloride，nalorphine hydrochloride或levallorphan tartrate是解毒的選擇用藥。這些
藥物應該被反覆給予直到病患狀況保持令人滿意為止。這些拮抗劑有更進一步抑制呼
吸的危險。氧氣，靜脈輸注，升壓劑和其他支持療法應該被應用。
(三)注意事項：如中毒病患為鴉片類藥物依賴者，使用一般劑量之鴉片拮抗劑可能導致急
性戒斷症狀，其嚴重程度依病患之藥物如果可以盡量避免使用依賴程度及鴉片拮抗劑
使用劑量而異。如果可以盡量避免使用鴉片拮抗劑在這類病患；但若必須使用以治療
病患之嚴重呼吸抑制，則必須非常小心的使用鴉片拮抗劑，並且調整使用劑量至較小
之有效劑量。
第二款

海洛因之特性與美沙冬之替代

而「海洛因」則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1款之附表編號第6號之第一級
116
毒品
。「海洛因」是一種影響心智之 毒品，是透過在身體內釋放出極多的「多巴胺

（dopamine）」，使得施用者大腦有關鎮定性之接受器，對鴉片類毒品產生持續性的
需要（Heroin releases an excess of dopamine in the body and causes users to need an opiate
continuously occupying the opioid receptor in the brain.117）。
依據法務部戒毒資訊網之資料，則係將「海洛因」介紹及整理如下118：
毒品來源

嗎啡與醋酸酐加熱反應成為海洛因。

毒品性狀

成分為高純度海洛因Heroin，呈塊狀白色結晶。

濫用方式

口服、抽吸、鼻吸或注射。
使用初有欣快感，無法集中精神，會產生夢幻現象。
具高度心理及生 理依賴性，長期使用停藥會發生渴求藥物、不安、流淚、
使用毒害
流汗、流鼻 水、易怒、發抖、惡寒、打冷顫、厭食、腹瀉、身體捲曲、抽
筋等禁斷症。
所以「海洛因」是透過在身體內釋放出極多的「多巴胺」，使得施用者大腦有關
鎮定性之接受器，對鴉片類毒品產生持續性的需要。「美沙冬」因為也是會佔據這個
大腦的接受器，並且因為很穩定而使得成癮者可以去改變他們的行為並且停止海洛因
之施用（Methadone occupies this receptor and is the stabilizing factor that permits addicts on
116.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1款之附表：第一級毒品（除特別規定外，皆包括其 異 構物Isomers、酯
類 Esters、醚 類 Ethers、及鹽 類 Salts）1、乙醯托啡因（Acetorphine）2、古柯鹼（Cocaine）3、二氫去氧嗎啡
（Desomorphine）4、二氫愛托啡因（Dihydroetorphine）5、愛托啡因（Etorphine）6、海洛因（Heroin）7、酚派丙酮
（Ketobemidone）8、鴉片（阿片）（Opium）9、嗎啡（Morphine）。
117.參閱西元2千年，美國最高執掌毒品政策之「國家毒品控制政策辦公室（Ofﬁ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簡
稱ONDCP」之情報，網路資料：http://www.whitehousedrugpolicy.gov/publications/pdf/ncj175678.pdf（最後瀏覽日：
2009.08.20）。
118.參閱法務部戒毒資訊網：http://refrain.moj.gov.tw/html/page_04.php（最後瀏覽日：2009.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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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adone to change their behavior and to discontinue heroin use.119）。
第三款 美沙冬替代療法
基本上，使用「美沙冬」來治療鴉片類藥物成癮，有「戒斷療法 120 」與「替代療
法」兩種。「替代療法」是透過「替代藥物」來達到「解毒（detoxification）」與「戒癮
（abstinence）」兩個功能為之。因為鴉片類物質成癮在醫學上是甚為嚴重之病狀，並與
高度致命率及健康風險息息相關，之所以「美沙冬」甚為有用之原因在於：
(一)美沙冬與其他鴉片具交叉耐藥性，能取代海洛因及嗎啡等濫用藥物。
(二)美沙冬可採口服，藥癮患者能避免注射造成的強化影響。
(三)美沙冬作用性長，每天僅需服一劑121。
第三項 醫療機構
經行政院衛生署依據「鴉片類物質成癮替代療法作業基準122」指定之醫療機構，名單
如下：
序號 縣市別
1

醫院名稱

醫院地址

醫院電話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9號 (02)27263141
(02)23754068
2 台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
台北市昆明街100號
(02)23703739
3 台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台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02)28353456
4 台北市 國軍北投醫院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250號 (02)28959808
5 台北市 三軍總醫院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2段325號 (02)87923311
6 台北縣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362號 (02)22193391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附設 台北縣土城市青雲路6號1、
7 台北縣
(02)22745250
土城門診部）
2樓
8 台北縣 行政院衛生署臺北醫院
台北縣新莊市思源路127號 (02)22765566
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台北縣板橋市南雅南路二段
9 台北縣
(02)89667000
附設亞東紀念醫院
21號
10 台北縣 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台北縣三峽鎮復興路399號 (02)26723456
11 台北縣 台北縣立醫院
臺北縣板橋市英士路198號 (02)22575151
12 基隆市 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68號 (02)24292525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紀念醫院
13 基隆市
基隆市基金一路208巷200號 (02)24329292
（情人湖院區）
14 宜蘭縣 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83號 (03)9543131
15 宜蘭縣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市新民路152號
(03)9325192
16 桃園縣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養院
桃園縣桃園市龍壽街71號 (03)3698553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03)3384889
17 桃園縣
桃園縣桃園市成功路三段100號
會桃園榮民醫院
台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119.參閱西元2千年，美國最高執掌毒品政策之「國家毒品控制政策辦公室（Ofﬁ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簡
稱ONDCP」之情報，網路資料：http://www.whitehousedrugpolicy.gov/publications/pdf/ncj175678.pdf（最後瀏覽日：
2009.08.20）。
120.參見「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指引」，「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編製資料，第14、第57∼60頁，2007.02第1版。
121.參見「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指引」，「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編製資料，第9頁，2007.02第1版。
122.參見「鴉片類物質成癮替代療法作業基準」第二點，「行政院衛生署」民國95年3月17日衛署醫字第0950208926號函
文公告，民國95年11月10日衛署醫字第0950210219號函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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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別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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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名稱

醫院地址

醫院電話

桃園縣龍潭鄉中興路168號 (03)4799595
中壢市復興路152 號
(03)422518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690號
(03)6119595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442巷25號 (03)5326151
新竹市興南街 43 號
(03)5213163
新竹縣竹東鎮至善路52號 (03)5943248
苗栗縣頭份鎮東庄里仁愛路 (037)685569
苗栗縣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116號
苗栗縣 大千綜合醫院
苗栗市新光街6號
(037)369936
苗栗縣 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院
苗栗市為公路747號
(037)261920
台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市育德路2號
(04)22052121
台中市 維新醫院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185號
(04)22038585
臺中市北屯區太原路三段 (04)22393855
台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
1142號
台中市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台 中 市 西 屯 區 中 港 路 三 段 (04)23592525
會台中榮民總醫院
160號
台中縣 童綜合醫院（沙鹿院區）
台中縣沙鹿鎮成功西街8號 (04)26626161
台中縣 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
台中縣豐原市安康路100號 (04)25271180
台中縣太平市中山路二段
台中縣 國軍臺中總醫院
(04)23934191
348號
台中縣清水鎮吳厝里東山路
台中縣 陽光精神科醫院
(04)26202949
68-1號
台中縣石岡鄉金星村下坑巷
台中縣 清海醫院
(04)25723332
41-2號
彰化縣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04)7238595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80
彰化縣 行政院衛生署彰化醫院
(04)8298686
號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路二段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04)7789595
彰化縣
鹿東分院
888號
彰化縣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42號
(04)7256166
南投縣 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養院
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161號 (049)2550800
南投縣 行政院衛生署南投醫院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478號 (049)2231150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南投縣
南投縣埔里鎮榮光路1號
(049)2990833
會埔里榮民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雲林縣
(05)5323911
林分院
579號
雲林縣 財團法人天主教若瑟醫院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74號
(05)6337333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里新德路
雲林縣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05)7837901
123號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
雲林縣
雲林縣斗六市莊敬路345號 (05)5332121
六分院
桃園縣 國軍桃園總醫院
桃園縣 新國民綜合醫院
新竹市 馬偕紀念醫院新竹院區
新竹市 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
新竹市 新中興醫院
新竹縣 行政院衛生署竹東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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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別

醫院名稱

醫院地址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嘉義市世賢路2段600號
會嘉義榮民醫院
48 嘉義市 行政院衛生署嘉義醫院
嘉義市北港路312號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42-50
49 嘉義縣 行政院衛生署朴子醫院
號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石麻園
50 嘉義縣
會灣橋榮民醫院
38號
台南縣仁德鄉中山路870巷
51 台南縣 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
80號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52 台南縣
台南縣永康市復興路427號
會永康榮民醫院
53 台南縣 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院
台南縣新營市信義街73號
54 台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南市勝利路138號
55 台南市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台南分院
台南市樹林街二段442號
56 台南市 行政院衛生署臺南醫院
台南市中山路125號
57 高雄市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0號
47 嘉義市

58 高雄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 阮綜合醫院
高雄市 國軍左營總醫院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高雄市
會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縣 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
高雄縣 高雄長庚醫院
高雄縣 義大醫院
高雄縣 行政院衛生署旗山醫院

醫院電話
(05)2359630
(05)2319090?
(05)3790600
(05)2791072
(06)2795019
(06)3125101
(06)6351131
(06)2766188
(06)2228116
(06)2200055
(07)7513171
(07)7495985
(07)7496751

59 高雄市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

(07)3121101

60
61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62號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553號

(07)3351121
(07)5817121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07)3422121

高雄縣大寮鄉鳳屏一路509號
高雄縣鳥松鄉大埤路123號
高雄縣燕巢鄉角宿村義大路1號
高雄縣旗山鎮中學路60號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
210號
屏東縣新埤鄉箕湖村進化路
12之200號
屏東縣麟洛鄉中山路160-1號
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
163號
花蓮市中正路600號?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448號
台東縣台東市五權街1號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10號

(07)7030315
(07)7317123
(07)6150011
(07)6613811

62
63
64
65
66

67 屏東縣 屏東安泰醫院
68 屏東縣 迦樂醫院
69 屏東縣 屏安醫院
70 屏東縣 行政院衛生署屏東醫院
71 花蓮縣 國軍花蓮總醫院
72
73
7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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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號

307

花蓮縣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
花蓮縣 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
台東縣 行政院衛生署臺東醫院
澎湖縣 行政院衛生署澎湖醫院

(08)8329966
(08)7982417
(08)7211777
(08)7363011
(03)8266694
(03)8358141
(03)8886141
(089)324112
(06)926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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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每個月都會統計減害計畫的執行情形，並繪製如下之
圖表123：

第二節

檢察官採行緩起訴處分命參與「減害計畫」

民國97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明訂「戒癮治療」之相關法制前，對刑事司法來說，
對於施用毒品行為之處遇，基本上如下圖：

123.參見「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站：http://www.cdc.gov.tw/ct.asp?xItem=22061&ctNode=1885&mp=1（最後瀏覽
日：9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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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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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上所謂的「追訴」，也就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條文之用語，長期以
來，司法實務上所謂「追訴」，基本上均是指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10條
等規定，「起訴」施用毒品之被告之意。但自民國95年間起，各地檢署檢察官不以「起
訴」被告為限，已多有開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之緩起訴之規定，對被告為緩起訴
之處分，命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參與服用「美沙冬」之「減害計畫」之「追訴」作法。
也就是刑事司法開始連結或採行了民國94年12月6日行政院核定之「毒品病患愛滋減
害試辦計畫」之思維。但從民國95年到民國97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明訂「戒癮治療」
之相關法制之間的時期，可以說是個過渡時期。之所以稱之為「過渡時期」，主要原因有
二：
（一）雖然「減害計畫」係經過行政院衛生署所核定，使得醫療機構有所執行、實施之依
據。但：
１、目的與對象：因為該計畫係因應愛滋病感染的流行而起，考量使用針筒之施用毒
品者之行為模式不易改變，但因此感染愛滋病之情況卻相當嚴重。特別是在民國77年通報
第一例因注射毒品感染愛滋病開始，到民國92年底則為157人次，但民國93年單一年卻暴
增了565人次，可見擴散之嚴重。因此才有此「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試辦計畫124」，對象基
本上是限定於愛滋毒品病患。
２、替代藥物：基本上行政院衛生署核定之「替代藥物」是使用「美沙冬
（Methadone）」或「丁基原啡因（Buprenorphine）」。因為「美沙冬」屬於「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所規定之第二級毒品125，至於「丁基原啡因」則屬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
規定之第三級毒品126，於有認為醫療機構或病患依據該等計畫即可以加以使用或服用，
可能欠缺明確法律依據，並可能有違法之虞。甚至施用毒品者也擔心害怕因參與「減害計
畫」遭追訴，或是擔心究竟能否持續參與「減害計畫」，因此「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則與警察機關協調與溝通，並有下述的處理流程127：

124.參見「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試辦計畫（核定本）」，「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5∼8頁，2005.12.06。
125.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之附表：第二級毒品（除特別規定外，皆包括其 異 構物Isomers、酯
類 Esters、醚 類 Ethers及鹽 類 Salts）1、乙醯-阿法-甲基吩坦尼（Acetyl-alpha-methylfentanyl）……86、美他唑
新（Metazocine）87、美沙冬（Methadone）88、美沙冬中間物（Methadone-intermediate）89、甲基安非他命
（Methamphetamine、（+）-（S）-N,alpha-dimethylphenethylamine）……。
126.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之附表：第三級毒品（除特別規定外，皆包括其 異 構物Isomers、
酯類Esters、醚類Ethers 及鹽類Salts） 1、異戊巴比妥（Amobarbital） 2、伯替唑他（Brotizolam） 3、丁基原啡因
（Buprenorphine） 4、布他比妥（Butalbital） 5、去甲假麻黃 【Cathine、（+）-Norpseudoephedrine】 ……。
127.參見「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站：http://www.cdc.gov.tw/ct.asp?xItem=22061&ctNode=1885&mp=1（最後瀏覽
日：9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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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害計畫執行單位特殊輿情或警察人員查緝事件反應處理流程

（二）至於檢察官對施用毒品之被告為緩起訴處分：其實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6
款，本即明訂「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事當之處遇措施」之遵
守或履行事項，所以檢察官應該也可以為之。但會面對到上述「減害計畫」對象之
侷限性、「替代藥物」之適法性、經費來源、全國地檢署標準或數量不一等不公平
情事或疑慮。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為例，可以算是開風氣之先，並已與醫療
機構相互聯繫，設計如下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戒癮治療評估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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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戒癮治療評估摘要表
單位名稱：
評估日期：

病例編號：
年

月

日

報告日期：

一、個案基本資料

年(營)毒偵

姓名：
生日：
年
月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緊急聯絡人：
電話：

年

月
號

日
股

日

二、評估結果
(一)適合參加何種戒癮治療？
勾

選方

式內

容備

註

1藥物治療
處方藥物：
劑量：每日

，
ml(10mg/ml)

開始服藥日期：

年

2心理治療
3社會復健
治療
(二)皆不適合參加以上戒癮治療。
原因(請敘明)：

月

日
小時
小時

評估醫師：

第三篇.indd 312

2010/12/10 下午 03:58:42

論施用毒品行為之刑事政策

313

而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近幾年相關統計數據資料如下128：
(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收案件數：
所有毒品危害防制
毒偵字件數
條例案件件數

施用第一級毒品
施用第二級毒品案
案件（含同時施
件
用其他毒品）

民國94年

4639

3590

2986

1398

民國95年

4554

3774

3250

966

民國96年

5139

4110

3349

1108

民國97年

5158

3779

3215

1178

民國98年至今
（截至民國98 4248
年11月20日）

2997

2549

1145

(二)毒品減害計畫開始至今之每年參與人數之數據：
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 參與緩起訴之毒品減
撤銷緩起訴人數
因之人數（案件數） 害計畫人數
民國94年

3034件

3038人

0

0

民國95年

3059件

3061人

17

0

民國96年

3687件

3691人

340

80

民國97年

3336件

3340人

243

104

民國98年至今（截至
2370件
民國98年11月20日）

2374人

283

89

第三節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戒癮治療之法制化

第一項 法制化過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是於民國97年4月30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700048431號令修正公
布第24條條文129，並由行政院於民國97年10月30日公布「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
認定標準」後，更使我國對於施用毒品行為的處遇，進入兼採戒癮治療思維的嶄新紀元。
並且為了貫徹「寬嚴並進之刑事政策」，原則上法務部之刑事政策上是鼓勵善用此一
128.資料來源，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室
129.參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之程序，於檢察官先依刑事訴訟法第
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之規定，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時，或於少年法院（地
方法院少年法庭）認以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程序處理為適當時，不適用之。
前項緩起訴處分，經撤銷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
第一項所適用之戒癮治療之種類、其實施對象、內容、方式與執行之醫療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及完成戒癮
治療之認定標準，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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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設計的130。以目前之統計數據而看，各地檢署檢察官運用緩起訴處分命施用第一級毒
品之被告戒癮治療之數量，逐年增加。
☆施用第一級毒品案件終結情形131
起訴（人次）
民國94年
17140
民國95年
17809
民國96年
24917
民國97年
31248
民國98年1∼10月
19088

緩起訴處分（人次）
54
151
1010
1755
1597

第二項 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
而因考量毒癮治療之種類及其實施對象、內容、方式與執行之醫療機構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及完成戒癮治療之認定標準等，因毒品種類甚多，其療法未必相同本法（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無法細定，為免分歧，由行政院衡量情況訂定標準132，因此如何認定「戒
癮治療」之完成，係由行政院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3項，另訂有「毒品戒
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該認定標準之條文與說明如下：
條號
條文
說明
第1條
本標準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四條 本標準之訂定依據。
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戒癮治療之實施對象，為施用第一級毒 一、基於專業立場，戒癮治療之對
品海洛因、嗎啡、鴉片及其相類製品
象，宜限於醫療實證上具有相
者。
當療效或有普遍採行之治療方
被告有下列情事之一時，不適合
法者，爰於第一項明定實施對
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但
象為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無礙其完成戒癮治療之期程者，不在此
嗎啡、鴉片及其相類製品者，
限：
以達成有效戒癮治療之目的。
一、緩起訴處分前，因故意犯他罪，經
至於有併用其他毒品之情形
檢察官提起公訴或判決有罪確定。
者，亦應包括在內。
二、緩起訴處分前，另案撤銷假釋，等 二、戒癮治療以不影響治療
待入監服刑。
期程進行為原則，為避免被告
三、緩起訴處分前，另案羈押或執行有
因另案進行之審判及刑事執行
期徒刑。
等程序，致無法順利完成戒癮
治療，爰於第二項明定其有該
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之一，
即不適合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
之緩起訴處分。但經檢察官判
斷不影響者，不在此限。
130.參見法務部民國98年11月23日法檢字第0980805347號函文。
131.參見並整理自法務部之「法務統計」，參見法務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moj.gov.tw/mp001.html（最後瀏覽日：
98.11.30）。
132.參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之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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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

第4條

第5條

第6條

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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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癮治療之方式如下：
戒癮治療方式宜統一規範，故本條
一、藥物治療。
明定戒癮治療之方式，使中央衛生
二、心理治療。
主管機關得以監督執行。
三、社會復健治療。
前項各款之治療方式應符合醫學
實證，具有相當療效或被普遍採行者。
醫療機構置有曾受藥癮治療相關訓練之 一、為使戒癮治療達到最佳成效，
精神科專科醫師、藥師、護理人員、臨
治療機構人員應具備相當條
床心理師、職能治療人員及社會工作人
件，爰於第一項明定醫療院所
員各一名以上，且其精神科專科醫師領
得依規定申請成為治療機構之
有管制藥品使用執照者，得向中央衛生
條件。
主管機關申請認定為戒癮治療機構（以 二、治療機構之醫療人員每年應持
下稱治療機構）。
續接受藥癮治療之相關教育訓
前項人員每年應接受藥癮治療相
練，俾提升戒癮成效，爰訂定
關繼續教育八小時。
第二項。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依戒癮治療 三、為使無醫療機構申請認定為治
需求，依第一項所定資格指定治療機
療機構時，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構；其於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指定之治療
得以指定治療機構，爰為第三
機構，得不受第一項所定條件之限制。
項規定。
檢察機關與前條治療機構間應置專責聯 本條明定各檢察機關與治療機構間
繫人員。
應置專責聯繫之人員，以利檢察機
關執行緩起訴處分所附完成戒癮治
療之命令及治療機構完成戒癮治療
程序。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前，應得參 一、戒癮治療應有被告之全力配合
加戒癮治療被告之同意，並向其說明完
始能收效，故應經被告之同
成戒癮治療應遵守事項後，指定其前往
意；且為加強被告對於完成戒
治療機構參加戒癮治療。
癮治療程序之了解，應對其說
未滿二十歲之被告，並應得其法
明應遵守事項，爰為第一項規
定代理人之同意。
定。
二、因未滿二十歲之被告進行戒癮
治療時，與治療機構訂立之契
約，依民法第七十七條規定，
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故必
須經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始得
接受戒癮治療，爰為第二項規
定。
戒癮治療之期程以連續一年為限。
在醫療實證上， 接受戒癮治療連續
一年而完成戒癮治療者，已收相當
成效，且為免被告長期受緩起訴
處分所附命之應遵守或履行事項之
限制，爰於本條規定戒癮治療之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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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條

第9條

第10條
第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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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戒癮治療者於治療前應由治療機構 為對接受戒癮治療者施以最有效適
進行下列檢驗、檢查：
切之治療，治療機構有掌握個別接
一、尿液毒品及其代謝物檢驗。
受戒癮治療者健康狀況之必要，
二、肝功能檢驗。
故本條明定接受戒癮治療者於治療
三、B型肝炎表面抗原及其抗體檢驗。 前，應由治療機構進行必要之檢驗
四、C型肝炎抗體檢驗。
與檢查。
五、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驗。
六、梅毒血清檢驗。
七、胸腔X光檢查。
八、心電圖檢查。
治療機構於戒癮治療期程屆滿後 一、為確認接受戒癮治療者已戒除
七日內，應對接受戒癮治療者進行尿液
毒癮，爰於第一項明定檢驗方
毒品與其代謝物檢驗及毛髮毒品殘留檢
法及認定完成戒癮治療之標
驗；或於戒癮治療期程屆滿後十五日
準。
內，每隔三至五日，連續對接受戒癮治 二、戒癮機構之檢驗結果或診斷證
明，係檢察官作為被告是否完
療者進行尿液毒品及其代謝物檢驗三
成緩起訴處分應履行事項之重
次。其檢驗結果均呈陰性反應者，視為
要依據，爰於第二項明定治療
完成戒癮治療。
機構應將戒癮治療期程屆滿後
治療機構應將前項檢驗結果或診
之檢驗結果報告或依檢驗結果
斷證明函送該管檢察機關。
出具之診斷證明函送該管檢察
機關。
治療機構停止治療時，應通知該管檢察 本條明定治療機構停止治療時，應
機關。
即通知檢察機關，以利後續處理。
被 告 經 檢 察 官 依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本條規定被告於附命完成戒癮治療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刑 事 訴 訟 法 之緩起訴期間應遵行事項，適當課
第 二 百 五 十 三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第 予法定義務及負擔，使被告得以遵
二百五十三條之二之規定，為附命完成 循，俾強化戒癮治療之成效。
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時，應遵行下列
事項：
一、至指定之治療機構，接受戒癮治
療，至完成戒癮治療為止。
二、遵守治療機構之指定日期，前往接
受藥物治療、心理治療或社會復
健治療。
三、其他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
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各款規
定命其應遵守或履行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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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

被告於緩起訴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 被告於治療期間，若未依指示接受
者，視為未完成戒癮治療，得撤銷緩起 戒癮治療，或對治療機構人員有敵
訴處分。
意行為，足徵其已無接受戒癮治療
一、於治療期間，未依指定時間接受藥 之意願，顯難收治療之成效；又被
物治療逾七日。
告於緩起訴處分期間復施用毒品，
二、於治療期間，無故未依指定時間接 乃違背緩起訴處分應履行之事項。
受心理治療或社會復健治療逾三 基此，為使被告於緩起訴期間確實
次。
遵守或履行一定事項，並按時接受
三、對治療機構人員有強暴、脅迫、恐 戒癮治療，爰明定被告有第一款至
嚇等行為。
第四款情形之一者，視為未完成戒
四、於緩起訴期間，經檢察機關或司法 癮治療，得撤銷緩起訴處分。
警察機關採尿送驗，呈毒品陽性
反應。
第13條
被告於戒癮治療期程屆滿後，依治療機 本條規定被告於治療期程屆滿後，
構函送之檢驗結果或診斷證明，未完成 依檢驗結果或診斷證明，未完成戒
癮治療之處置。
戒癮治療者，得撤銷緩起訴處分。
第14條
戒癮治療費用，由接受戒癮治療者自行 戒 癮 治 療 雖 為 課 以 被 告 負 擔 之 義
負擔。
務，惟檢察官課以此義務時，已考
慮被告之意願，並得其同意始對其
實施，故明定戒癮治療之費用，由
接受戒癮治療者自行負擔。且於接
受戒癮治療前，檢察官得經被告之
同意，命其向治療機構預付一定金
額之治療費用，使戒癮治療期程得
以順利完成。
第15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三十日 配合本標準訂定依據，即毒品危害
施行。
防制條例第二十四條之施行，明定
本標準施行日期。
如前所述，我國目前的毒品減害計畫，是以替代療法為主。至於毒品減害計畫之名
稱，有的國家著重其法制，而稱之為「減害法制（Harm reductive legalization 133）」；而
替代療法，則有著重於持續或維持的角度，稱之為「維持性治療法134」。
在「戒癮治療」之完成治療方面，除了有助於使施用毒品者脫離毒品之外，本來之
所以使用美沙冬作為替代藥物之替代療法，是因為針對施用毒品可能使用針筒而傳染、擴
散愛滋病的情況下，作為一種阻止AIDS增長的方式，或是也有助於防止其他傳染性疾病
135。
133. Noah Mamber, Coke and smack at the drugstore: Harm reductive drug legalization: An alternative to a criminalization
society,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P645（2006）.
13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癮防治科束連文主任（2009），「戒癮治療之發展、實行及未來展望」，收錄於法務
部舉辦之「98年度毒品查緝研習會」，P9。
135.參閱西元2千年，美國最高執掌毒品政策之「國家毒品控制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
簡稱ONDCP」之情報，網路資料：http://www.whitehousedrugpolicy.gov/publications/pdf/ncj175678.pdf（最後瀏覽
日：2009.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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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研究指出，以海洛因為例，以針筒注射之方式施用相當常見，若未搭配針筒交換
計畫或是取得針筒之管道，將使AIDS持續散布，在美國大約百分之36的AIDS案例可以被
追溯到靜脈的毒品注射。注射器更換可以減少百分之73因為注射所產生的風險（Without
needle exchange programs and access to clean needles, the AIDS epidemic continues to spread 。
Thirty-six percent of AIDS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intravenous drug use.
Syringe exchange decreases risky injection behavior by as much as 73%136）。
此外，更因為毒品交易往往是在黑市所購得，欠缺穩定品質控制。因此，許多人
是因為施用了添加了所謂的「副甲氧基安非他命（paramethoxyamphetamine）」，成為
合成迷幻藥之變體，或是因為意外性的未分離之幾近純海洛因的過量而死亡（Another
major drug-related public health issue is the lack of consistent quality control for drugs sold on
the black market. As a result, many people have died from complications related to adulterated
paramethoxyamphetamine ("PMA"), an ecstasy variant, and accidental overdoses from uncut,
nearly pure heroin137）
並且有認為完成戒癮治療可能影響施用毒品者避免其他犯罪138，所以同時具有讓他
們可以獲得工作以及過相對較正常的生活，並免於進入犯罪世界等好處139。
因此除了可能可以改善單純監禁施用毒品者後，往往欠缺全面照護而在釋放後極高的
再犯率 140。同時也可以因此創造出讓施用毒品者尋求健康與改善社會處境的幫助 141。而
各國的美沙冬療法也大有不同142，所以我國可以發展出自己特色的法制。

136Noah Mamber, Coke and smack at the drugstore: Harm reductive drug legalization: An alternative to a criminalization society,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P638（2006）.
137.Noah Mamber, Coke and smack at the drugstore: Harm reductive drug legalization: An alternative to a criminalization society,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P638-639（2006）.
138.沈武典（2005），「處理物質濫用的精神科藥物」，收錄於「管制藥品簡訊」第22期。
139.Kevin S. Toll, The Ninth Amendment and America’s Unconstitutional War on Drugs, University of Detroit Mercy Law
Review, P443（2007）.
140.Barry Stimmel, Substance abuse and addiction in family courts: From addiction to abstinence: Maximizing the chances of
success, Family Court Review, P271（2009）.
141.Henri Bergeron and Pierre Kopp, Policy Paradigms, Ideas, and Interests: The Case of the French Public Health Policy toward
Drug Abus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45（2002）.
142.Robert MacCoun and Peter Reuter, The Varieties of Drug Control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1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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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毒品行為相關適用法律問題143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

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規定：「犯第十條144之罪者，於犯罪未發覺前，
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醫療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檢察機
關。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之被告或少年，應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或由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但以一次為限。」
至於「檢察機關辦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1點尚規定：「本條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係免除醫療機構之告發義務，並非排除檢察官及
司法警察機關依法偵 (調) 查之權，惟應審慎為之。治療中第一次被查獲犯本條例第十條之
罪者，為免干擾醫療機構正進行之醫療行為，檢察官無庸聲請法院裁定觀察、勒戒，應逕
為不起訴之處分。本條所由治療中，係指有實際持續之戒癮醫療行為，且為治療之醫療機
構，應以經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 (如附件) 為限；檢察官偵查此類案件如有疑義，
應向相關醫療機構或行政院衛生署查詢。」
因為此條文之適用，對於施用毒品之被告或少年而言，因為可以獲得不起訴之處分或
不付審理之裁定，不但具有鼓勵施用毒品者勇於請求治療之作用，該等免於司法訴追之有
利之法律效果自然亦攸關被告權益甚深。但此條文之適用與解釋，也在司法實務上，曾有
相當爭議與不同意見。
以被告（非少年）的角度而言，能否適用本條，攸關起訴或不起訴之差異，一旦案
件進入地檢署，如果不同的檢察官有不同法律適用與解釋，則不同被告究竟被起訴與否，
將淪為運氣而有不同結果，將產生極為不公平之現象，對於法安定性與法威信均有負面影
響。更進一步，一旦檢察官起訴後，若法官持不同意見，認為具體個案中之被告應可試用
本條文而應獲得不起訴之處分，則亦涉及檢察官之起訴合法與否之爭議。因此，不但地檢
署檢察官對於此條文之適用與解釋，因有不同意見，法務部曾有所研討與函示；審判實務
上，亦因有法官持與檢察官不同意見，迭有判決對此爭議加以深論，並有最高法院之意
見。
另外，因為本條條文開宗明義表示：「犯第十條之罪者……」，亦即包括了施用第一
級毒品及第二級毒品均在內；而因為目前醫療機構的戒癮治療，雖不以第一級毒品為限，
但較為民眾熟知與常見的主要係針對第一級毒品而設，因此，亦產生另一爭議在於，施用
毒品者同時施用第一級毒品及第二級毒品時，能否適用本條之疑義。
本條之適用與解釋的疑義，以下先說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之立法與修法歷程，以
供讀者能有基礎的認識；在參照與整理法務部函示與法院見解，以期能完整分析此議題。
143.這裡僅探究幾個與戒癮治療較為相關之問題，施用毒品行為尚有其他可以探究的議題，限於篇幅，像是施用毒品
行為的罪數認定或競合問題等，則不在本報告討論或介紹之，其他相關問題可參見中央警察大學法律系、中原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臺灣刑事法學會合辦之「毒品犯罪及其防治」學術研討會，2009.10.30。
14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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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之立法（修法）理由145
編號 法
律條
號條
文
內
容立 法 （ 修 法 ） 理 由
1 戡 亂 時 期 肅 清 煙 第4條 吸用煙毒成癮者，自本條例施
毒條例（民國44
行之日起一個月內自動向法院
年6月3日制訂公
或司法警察機關請求。於六
布）
個月內戒絕，經調驗確已戒絕
者，免除其刑。
2 戡 亂 時 期 肅 清 煙 第4條 吸用煙毒成癮，於犯罪未發覺 本條例係於民國四十四
毒條例（民國62
前，自動向法院或司法警察機 年六月三日公布施行，
年6月21日修正）
關請求勒戒，於斷癮後經調驗 早 逾 法 定 自 動 投 戒 期
確已戒絕者，免除其刑。
限，是本條已無適用餘
地。俾對於吸用煙毒成
癮而於犯罪未發覺前，
自動投戒經勒戒斷絕
者，予以免刑之寬典，
而不加時間之限制。
3 肅 清 煙 毒 條 例 第4條 施用煙毒成癮，於犯罪未發覺 一、所謂自首，係向有
權偵查之機關為
（民國81年7月27
前，自動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
之，故「法院」宜
日修正）
機關請求勒戒，於斷癮後經調
改為「檢察官」。
驗確已戒絕者，免除其刑。
施用煙毒成癮，於犯罪未發覺 二、對有意自動接受勒
戒者，宜有積極鼓
前，自動向指定之勒戒處所請
勵之作法，爰增訂
求勒戒並已斷癮，經勒戒處
第二項擬制自首之
所通知該管檢察官調驗確已戒
規定，以資適用。
絕者，視同自首，準用前項規
定。
三、為鼓勵自新，對於
施用煙毒，於犯罪未發覺前，
施用煙毒未成癮而
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機關自首
自者，雖情況有別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於第一項之情形，
惟為求其衡平，
仍宜減輕或免除其
刑，爰增訂第三項
規定。
四、為配合刑法修正草
案之用語，將本條
規定「吸用」均修
正為「施用」。

145.資料來源：法務部「主管法官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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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第21條 犯第十條之罪者，於犯罪未發
例（民國87年5月
覺前，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
20日修正）
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醫療
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
檢察機關。
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之被
告或少年，應由檢察官為不起
訴之處分或由少年法庭為不付
審理之裁定。但以一次為限。
5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第21條 犯第十條之罪者，於犯罪未發 一、第一項未修正。
例（民國92年7月
覺前，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 二、少年事件處理法已
9日修正）
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醫療
於八十六年十月
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
二十九日修正公
檢察機關。
布，爰依該法將第
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之被
二項少年法庭修正
告或少年，應由檢察官為不起
為少年法院 (地方
訴之處分或由少年法院 (地方
法院少年法庭) 。
法院少年法庭) 為不付審理之裁
定。但以一次為限。
6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21條 犯第十條之罪者，於犯罪未發
（現行條文)
覺前，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
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醫療
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
檢察機關。
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之被
告或少年，應由檢察官為不起
訴之處分或由少年法院 (地方
法院少年法庭) 為不付審理之裁
定。但以一次為限。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在司法實務上頗常使用，以被告（非少年）的角度而
言，能否適用本條，攸關起訴或不起訴之差異，地檢署檢察官常有不同法律適用與解釋，
則不同被告究竟被起訴與否，將淪為運氣而有不同結果，將產生極為不公平之現象，對於
法安定性與法威信均有負面影響。法院之見解亦應加以研究，因檢察官起訴後，若法官持
不同意見，認為具體個案中之被告應可試用本條文而應獲得不起訴之處分，則亦涉及檢察
官之起訴合法與否之爭議。因此，不但地檢署檢察官對於此條文之適用與解釋，因有不同
意見，法務部曾有所研討與函示；審判實務上，亦因有法官持與檢察官不同意見，迭有判
決對此爭議加以深論，最高法院並亦曾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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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之相關座談或函示（依時間近到遠）
一、法檢字第0980801883號

第三篇.indd 322

座談日期

民國98年6月2日

座談機關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相關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0條、第21條、第24條

要旨

施用毒品者於戒癮治療中，5 年內再犯施用毒品之罪而為警查獲者，應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由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抑或
提起公訴？

提案人

鍾主任檢察官和憲

案由

某甲於95年間因初犯施用毒品罪，經依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因無繼
續施用傾向，經即釋放並由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然某甲仍未戒
除毒癮，惟其於 96年2月間起，已自動前往署立嘉南療養院接受美沙冬
替代療法之治療，但在治療期間，某甲仍繼續施用海洛因，而於96年3
月10日經警查獲其於96 年3月9日施用第1級毒品海洛因之犯行，則檢察
官得否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就某甲該次遭查獲之施用
毒品之犯行為不起訴處分？或應提起公訴？

說明

（一）甲說：應為不起訴處分
理由：依法務部97年3月17日法檢字第0970800891號函示。依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行為人犯施用毒品之罪，於犯罪未
發覺前，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而於治療
中經查獲者，即應為不起訴處分，核其規定，並未區分某甲犯施用
毒品之罪是初犯或五年內再犯（含二、三…犯）之情形，故就法條
文意解釋，以及鼓勵施用毒品者主動戒毒，只要是某甲前已自動至
醫療機構請求治療，且已在治療中，在治療中被查獲之施用毒品犯
行自應為不起訴處分。是依提案所示，某甲於遭警查獲施用毒品之
前，已自動至醫療機構請求治療，其於治療中再經警查獲其本件
之施用第1級毒品海洛因之犯行，自應依該條規定為不起訴處分。
（二）乙說：應提起公訴
理由：參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按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21條第2項：「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之被告或少年，應
由 檢 察 官 為 不 起 訴 之 處 分 或 由 少 年 法 院（ 地 方 法 院 少 年 法 庭 ） 為
不付審理之裁定。但以一次為限」。所稱「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
獲」，指指依該條第1項規定，犯同條例第十條之罪者，於犯罪未
發覺前，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而於治療
中始經查獲該項未發覺之犯罪而言。於治療中再犯施用毒品之罪而
被查獲者，並不包括在內。因而，本件被告既屬再犯施用毒品罪之
情形，即無適用該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之餘地，自應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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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署現行作法係依法務部97年3 月 17日法檢字第0970800891號函
示，對提示問題採甲說見解，而不論某甲是初犯、再犯或三犯施用毒
品罪以上之情形，若某甲於經查獲前，已有自動前往醫療機構請求
治療者，就該治療中經「初次」查獲之施用毒品罪之犯行即為不起
訴處分。然台灣高等法院96年上訴字第3903號、4680號判決、臺灣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6年上訴字第1329號、97年上訴字第19號則皆對治
療中再犯施用毒品罪者為有罪判決，甚於 97年5月1日經最高法院以
97年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更明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2項：
「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之被告或少年，應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
處分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但
以一次為限」。所稱「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指依該條第
1項規定，犯同條例第十條之罪者，於犯罪未發覺前，自動向行政
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而於治療中始經查獲該項未發
覺之犯罪而言。於治療中再犯施用毒品之罪而被查獲者，並不包括
在內。」從而，目前法院係採乙說，認某甲所為再犯施用毒品罪應
予起訴，並為有罪判決。故依上述說明，顯然目前法院之見解與法
務部前揭函示內容並不一致。然而，經考量就提案所示之施用毒品
犯罪，依目前法院認定係應為有罪判決之情形，但檢察官卻予不起
訴，有違法律安定性，況在二犯以上之情形，亦有檢察官於偵查中
不論某甲有無在查獲前已至醫療機構接受戒癮治療，即就某甲再犯
施用毒品罪提起公訴，法院亦就之為有罪判決，於此，顯然影響被
告權益甚鉅；且若此類案件若有於上訴中由某甲上訴，並提出檢察
官有就同一情形為不起訴者，但卻經法院判決予以指摘檢察官之不
起訴應有不當云云，則恐有失檢察官之公信；再者，參照民國 87 年
制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 條之立法理由：「為鼓勵施用毒品者，
於犯罪未發覺前，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
且不干擾該等醫療機構正進行之醫療行為，爰設第一項及第二項前
段之規定，為避免施用毒品者曲解上開美意，一邊繼續吸毒，一邊
求治，藉以脫免法律約束之流弊，爰設第二項但書規定此種法律豁
免，僅以一次為限，若再經查獲，即依前條規定辦理」。而再對照該
條例第20條第1、2項規定係就被告初次與五年後再犯施用第一、二
級毒品者應聲請裁定觀察勒戒，強制戒治之相關規定，顯然，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21條之規定，應於未曾經查獲施用毒品之吸毒者，或是
前案觀察勒戒、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五年後，已主動請求治療，
而於治療中經查獲者始有其適用。故目前法院之見解應較符合立法者
之真意，再佐以若採法務部上開函示，已使得施用毒品者皆爭相走
告，只要去喝美沙冬，就可以有一次免死金牌，反使原先鼓勵施用毒
品者主動戒毒之美意受到曲解，變成有喝美沙冬，就可以再施用海洛
因云云，亦有不當。另外，在實務上，施用毒品者甚難戒除毒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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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犯之情形，為警查獲施用第 1、2 級毒品之後，某甲主動前往治療，
但仍持續施用毒品再度多次遭查獲，則此一情形，依法務部函示，該
治療中初次遭警查獲之施用毒品犯行為不起訴，其餘在治療前與治療
中第2 次及其以後遭查獲之施用毒品犯行即應起訴，似在法律評價上甚
為突兀。綜上所述，就提案問題，已存有重大爭議，宜速統一見解，
以免影響當事人重大權益。
審查意見

採乙說。並就法務部97年3月17日法檢字第0970800891號函示所採法律
見解是否妥適，建請再研議。

臺灣高等法院檢 採乙說。
察署研究意見
法務部研究意見 （一）本案不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為不起訴處分，
惟具體個案是否適合依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為緩起訴處分，由
檢察官依個案情況審酌認定。
（二）本部97年3月17日法檢字第0970800891號函釋意旨，與本案相違
背部分，不再沿用。
二、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7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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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日期

民國97年11月12日

座談機關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相關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

法律問題

甲於民國94 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觀察勒戒後，認有繼續施用毒品
之傾向，經送強制戒治，於95年1月13 日強制戒治執行完畢，因施用
海洛因成癮，於96年2月 14日主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參
加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並無中斷，復於97年1月23日凌晨0時許施用
海洛因1次，為警查獲，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問是否有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21條第2項之適用？

討論意見

甲說：否定說。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係鼓勵施用毒品者，在未被查獲前，主動向
醫療機構請求使用合法藥物取代及減輕對毒品依賴之治療方式，代替
由刑事司法程序實施之觀察勒戒、強制戒治，達到戒斷毒癮之目的，
故於治療中被查獲者予以寬典，顯係指於請求治療「前」之施用行
為，並非指凡在治療中又繼續施用毒品之行為，均有此條文之適用，
否則一方面自動向醫療機構請求治療戒除毒癮，另在治療期間又恣意
施用毒品，顯非立法本意。本件，甲於治療中又再施用海洛因而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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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獲，即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第2項之適用（最高法院97年度
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96年度毒抗字第32號裁
定、臺灣高等法院97年度上訴字第822號判決意旨參照）。
乙說：肯定說。
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第2項之規定，係指「本件犯罪」未被發覺
前，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於治療中被查獲
而言。依照本條之增訂立法理由，「為避免施用毒品者曲解立法者鼓
勵施用者主動請求治療之美意，一邊繼續吸毒，一邊求治，爰設第二
項但書，以1次為限」，依此，立法者對於第一項所設之情形，本即包
括於治療中再犯第10條之罪之情形，否則，應無設第2項但書限制之
必要。本例，甲於治療中為警查獲施用海洛因行為，應適用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21條第2項之規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7年度上訴字第
675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4年度上訴字第1149號判決、法務部法
檢字第 0970800891號函意旨參照）。
丙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條第2項之規定，限於初犯始有適用，
本案甲係觀察勒戒、強制戒治執行完畢，5 年內再犯第10條之罪，即
無該條項之適用（最高法院95 年度台上字第2973號、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96年度上訴字第2856號判決意旨參照）。
初步研討結果

採甲說

審查意見

(一)採甲說。
(二)至於該條例第21條第2項但書所指「但以一次為限」，因該條第2
項規定「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之被告…」，而第1項指犯罪未
發覺前請求治療之該次犯罪，從而依法條之文意，應認犯罪未發
覺前請求治療，於治療中被查獲治療前所犯該次施用毒品犯行，
可依該條第2項為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但以一次為限，
嗣後再犯施用毒品，不得再於未被發覺前請求治療，於治療中被
查獲治療前之該次施用毒品犯行，而再援用該條第2項為不起訴處
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

研討結果

照審查意見通過。

三、法檢字第09708011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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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日期

民國97年4月 3日

座談機關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相關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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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

被告同時施用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又自動向行政衛生署指定之醫
療機構請求治療，檢察官就被告施用海洛因部分依法為不起訴時，就
施用甲基安非他命部分，是否應一併不起訴，或應另行提起公訴？

提案人
案由

被告（二犯）同時施用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如果被告依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21條規定，自動向行政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
由醫療機構以美沙冬進行替代療法，檢察官就被告施用海洛因部分依
法為不起訴時，就被告施用甲基安非他命部分，是否應一併不起訴，
或應另行提起公訴？

說明

(一)甲說：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 條規定「施用毒品」主動請求治療者，可以
為不起訴，並未區分施用毒品的等級及種類，故只要是主動請求治療
者，不管是治療其施用那一種毒品，其全部施用毒品行為，不管是施
用那一級，那一類，都應不起訴。同理，被告在進行海洛因的替代療
法進行中，縱然只被查獲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時，也應為不起訴。
(二)乙說：
同時施用海洛因及甲基 安非他命是數罪，而美沙冬替代療法治針對施
用海洛因作治療，故施用甲基安非他命部分應起訴。
(三)丙說：
如被告主動請求治療時，已向醫師表明其有施用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
命，並要求治療其施用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此時即應對其已表示
要求治療的施用行為（及施用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為不起訴。

討論意見
審查意見

採乙說。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檢 採甲說。
察署研究意見
法務部研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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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甲說
（二）理由修正為：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規定「施用毒品」主動請求治療者，可以為
不起訴，並未區分施用毒品的等級及種類，故只要是主動請求治療
者，不管是治療其施用那一種毒品，其全部施用毒品行為，不管是施
用那一級，那一類，都應不起訴。

2010/12/10 下午 03:58:44

論施用毒品行為之刑事政策

327

四、法檢字第0970800891號146
座談日期

民國97年3月17日

座談機關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相關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

要旨

被告施用海洛因，自動向醫療機構請求治療，於治療療程中，因施用
海洛因而為警第1次查獲，又嗣後再因施用海洛因為警第2次查獲。就
被告第1次及第2次被查獲之行為，應起訴或不起訴？

提案人
案由

被告（二犯）自96年1月1日至2月28日施用海洛因成癮，於96年3月1日
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至指定醫療機構請求治療，於治療療程中（假設6
個月），先在96年4月1日因施用海洛因而為警第1次查獲，又在96年7
月1 日因施用海洛因為警第2次查獲。就被告第1次及第2次被查獲之行
為，應起訴或不起訴？

說明

（一）甲說：
被告在第1次及第2次為警查獲之前，已於96年3月1日自動向行政院衛
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且正在治療中，所以，不管是治療前
的施用毒品行為（96年1月1日至2月28日），或在治療中被查獲的施用
毒品行為（4 月1日及7月1日），只要是在醫療結束前被查獲的施用毒
品行為，不管施用幾次，每一次均應為不起訴之處分。第21條第2項但
書所謂「以一次為限」，是指被告因自動請求治療而予不起訴處分的
「規定」，只能適用1次，不是指治療中被查獲次數施用行為中的第1
次可以不起訴。
（二）乙說：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第1項、第2項規規定為不起訴處分之行為
是指被告自動請求治療前所犯之施用毒品行為（即96年1月1日至2月28
日的施用行為），因其已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
療，為鼓勵被告自動請求治療，故規定醫院無庸將被告96年1月1日至2
月28日的施用毒品行為送檢察署，檢察官如於被告請求治療後，發現
被告治療以前即96年1月1日至2月28日之施用毒品犯行時，應對被告
「治療前之施用毒品行為」為不起訴處分。本案是被告在治療中又再
度施用毒品而為警查獲，不符合第21條不起訴處分之要件，所以第1次
及第2次均應起訴。

146.法務部說明：鑒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 條之立法本旨，乃為鼓勵施用毒品者自動求治，而非脫免法律約束，並
統一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之見解，以昭司法公信，旨揭法律問題不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 條第 2項規定為不
起訴處分。惟具體個案是否適合依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4 條為緩起訴處分，由檢察官依個案情況審酌認定，本
部 97 年 3 月 17 日法檢字第 0970800891 號函復之研究意見與此相異部分，應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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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丙說：
依21條第2項規定，在治療中被查獲而由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以1次為
限，故第1次查獲之行為應為不起訴，至於第2次查獲之行為則應予起
訴。
（四）丁說：
治療中被查獲的第1次（丙說）及治療之前的施用行為（乙說）均應不
起訴（即乙說加丙說），蓋被告既已主動對其治療前之施用行為請求
治療，為示鼓勵，自應予以不起訴。
討論意見
審查意見

採丙說。

臺灣高等法院檢
採丙說。
察署研究意見
法務部研究意見

同意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研究意見。

而最高法院見解對於上述的適用疑義，除上開所提及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893
號刑事判決外，即明白表示：「所稱『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係指依該條第一項規
定，犯同條例第十條之罪者，於犯罪未發覺前，即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
求治療，而於治療中始經查獲該項未發覺之犯罪而言；至於治療中再犯施用毒品之罪經查
獲者，則不包括在內。」，近來更是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675號、98年度台上字第
6846號等均亦持相同見解。

第二節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之相關座談或函示（依時間近到遠）
一、法檢字第0980803294號
座談日期
座談機關
相關法條
要旨

民國98年8月6日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0條、第23條、第24條、刑事訴訟法第
253條之1、第253條之2、第253條之3、第260條、第303條
原應聲請觀察勒戒之施用毒品案件，經承辦檢察官予以緩起訴處分，
若事後該緩起訴處分被撤銷確定，試問：檢察官應再次聲請觀察勒
戒？抑直接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提案人
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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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原應聲請觀察勒戒之施用毒品案件，檢察官予以緩起訴處分後，
若事後該緩起訴處分被撤銷確定，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4 條第 2
項之規定：「前項緩起訴處分，經撤銷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
則檢察官究應再聲請觀察勒戒？還是直接予以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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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說：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直接予以起訴或聲請簡易判
決處刑。
理由：一、按97年4月30日修正公布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規定，
係針對施用毒品者所設之刑事特別程序，只有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無
特別規定時，始適用刑事訴訟法。故施用毒品罪者，應依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之特別程序與實體規定進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所規
定之緩起訴處分程序，為刑事訴訟法第253 條之1 第1、第253 條之2
緩起訴處分程序之特別規定，業據法務部於97年5月19日以法檢字第
0970016019號函示甚明。
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前項緩起訴處分，經撤
銷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即已明示施用毒品案件於撤銷緩起訴處
分後之法律效果為「依法追訴」，而非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3所
定撤銷緩起訴處分後得「繼續偵查或起訴」之規定，此乃因檢察官已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1項為附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被告事
實上已接受等同「觀察勒戒」之處遇，惟其竟未能履行該條件，自應
於撤銷緩起訴處分後依法起訴，而無再次聲請觀察勒戒之必要。
三、基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係刑事特別程序之規定，若於撤銷
緩起訴處分後，再次聲請觀察勒戒，顯與前揭法務部函示及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 24 條規定有違。
（二）乙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 3規定應繼續偵查，再次依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聲請觀察勒戒。
理由：一、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所觀察、勒
戒，其期間不得逾二月。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
畢釋放後，五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二項之規定。觀
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五年內再犯第10條之罪者，檢
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3項、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將施用
毒品之刑事處遇程序，區分為「初犯」、「五年內再犯」及「五年後
再犯」。依其立法理由之說明：「初犯」，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
後，應為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
行完畢釋放後，「五年內再犯」者，因其再犯率甚高，原實施之觀
察、勒戒及強制戒治既已無法收其實效，爰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
理。至於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五年後再犯」
者，前所實施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已足以遮斷其施用毒品之毒
癮，為期自新及協助其斷除毒癮，仍適用「初犯」規定，先經觀察、
勒戒或強制戒治之程序。從而依修正後之規定，僅限於「初犯」及
「五年後再犯」二種情形，始應先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程序。
二、97 年04月30日修正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本法
第20條第1項及第 23條第 2項之程序，於檢察官先依刑事訴訟法第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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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1第1 項、第253 條之2 之規定，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
分時，或於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認以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程
序處理為適當時，不適用之。前項緩起訴處分，經撤銷者，檢察官
應依法追訴。是上開「初犯」、「五年內再犯」及「五年後再犯」三
型犯第10條之罪者，依修正過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 條第1 項之規
定，檢察官均可以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
三、刑事訴訟法為配合由職權主義調整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乃
採行起訴猶豫制度，於同法增訂第253條之1，許由檢察官對於死刑、
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之案件，得參酌刑法
第57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為適當者，予以緩起訴處分，
期間為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以觀察犯罪行為人有無施以刑法所定刑事
處罰之必要，為介於起訴及微罪職權不起訴間之緩衝制度設計。其具
體效力依同法第260條規定，於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非有同條
第1 款或第2 款情形之一，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即學理上所稱
之實質確定力。足見在緩起訴期間內，尚無實質確定力可言。且依上
揭第260條第1款規定，於不起訴處分確定或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
者，仍得以發現新事實、新證據為由，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緩起
訴與不起訴，皆係檢察官終結偵查所為處分，檢察官得就已偵查終結
之原緩起訴案件，繼續偵查或起訴，應以原緩起訴處分係經合法撤銷
者為前提，此乃法理上所當然。最高法院94年台非字第215號、96年台
非字第 232號裁判可資參照。
四、修正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2 項規定：前項緩起訴處分，
經撤銷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而刑事訴訟法第253 條之3 第1項規
定：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檢察官得依職權或依
告訴人之聲請撤銷原處分，繼續偵查或起訴。而觀察勒戒性質屬於保
安處分之一種，保安處分之處遇自輕於刑事追訴處罰；二相比較，觀
諸立法精神，乃在儘量給被告自新之機會。況如上所述犯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10條之罪「五年內再犯」者，因其再犯率甚高，原實施之觀
察、勒戒及強制戒治既已無法收其實效，始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
理。是「初犯」及「五年後再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 條罪者，仍
應依該法踐履該其法定程序（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後，
始達至其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基本要件，故修正之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2項雖規定：前項緩起訴處分，經撤銷者，檢察官
應依法追訴。惟揆諸前揭最高法院裁判見解、立法精神及基於被告權
益之保障，對於原應聲請觀察勒戒之施用毒品案件，承辦檢察官予以
緩起訴處分，若事後該緩起訴處分被撤銷確定，即應依刑事訴訟法 第
253條之3第1項規定繼續偵查或起訴。而限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
犯第10條罪之「初犯」及「五年後再犯」二種情形者，應先經聲請觀
察、勒戒之規定，苟未踐行該項程序而逕行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恐有違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起訴之程式違背規定，而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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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為不受理之判決。
五、是對於原應聲請觀察勒戒之施用毒品案件，承辦檢察官予以緩起
訴處分，若事後該緩起訴處分被撤銷確定，承辦檢察官繼續偵查時仍
應踐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再聲請觀察勒戒，不可逕行起訴（或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討論意見
審查意見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檢 多數採乙說，惟法律見解仍不一，建請提報法務部核示，以供基層檢
察署研究意見
察官統一作法。
法務部研究意見

檢察官如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對被告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
起訴處分，而嗣後該緩起訴處分經撤銷時，究竟應如何為後續之處
分，應視下列不同情形而為不同處理：
（一）如係本不應為緩起訴處分而為緩起訴處分，亦即緩起訴處分係
因違法或不當而經再議程序，由上級檢察署撤銷者，則回復到未為緩
起訴之狀態，檢察官經續行偵查後，得視個案之證據，為適當之處
分。
（二）如係違反原緩起訴處分所附之條件，未依檢察官之命令接受戒
癮治療而被撤銷緩起訴處分者，則採甲說之理由，應依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由檢察官依法追訴。此處所稱「依法追訴」，
係指提起公訴或聲請判決處刑而言，故於此情形，檢察官續行偵查
後，即不得再為緩起訴處分或聲請觀察勒戒。
（三）依本案題旨，被告如係因違反緩起訴所附之戒癮治療命令而遭
檢察官撤銷緩起訴者，檢察官僅得依法提起公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不得再行聲請觀察勒戒。

二、法檢字第09808018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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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日期

民國98年6月2日

座談機關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相關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0條、第21條、第24條

要旨

施用毒品者於戒癮治療中，5 年內再犯施用毒品之罪而為警查獲者，
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由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抑
或提起公訴？

提案人

鍾主任檢察官和憲

案由

某甲於95年間因初犯施用毒品罪，經依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因無繼
續施用傾向，經即釋放並由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然某甲仍未戒
除毒癮，惟其於 96年2月間起，已自動前往署立嘉南療養院接受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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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替代療法之治療，但在治療期間，某甲仍繼續施用海洛因，而於96
年3月10日經警查獲其於96 年3月9日施用第1級毒品海洛因之犯行，則
檢察官得否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就某甲該次遭查獲之
施用毒品之犯行為不起訴處分？或應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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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甲說：應為不起訴處分
理由：依法務部97年3月17日法檢字第0970800891號函示。依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行為人犯施用毒品之罪，於犯罪未發覺前，
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而於治療中經查獲
者，即應為不起訴處分，核其規定，並未區分某甲犯施用毒品之罪是
初犯或五年內再犯（含二、三…犯）之情形，故就法條文意解釋，以
及鼓勵施用毒品者主動戒毒，只要是某甲前已自動至醫療機構請求治
療，且已在治療中，在治療中被查獲之施用毒品犯行自應為不起訴處
分。是依提案所示，某甲於遭警查獲施用毒品之前，已自動至醫療機
構請求治療，其於治療中再經警查獲其本件之施用第1級毒品海洛因之
犯行，自應依該條規定為不起訴處分。
（二）乙說：應提起公訴
理由：參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按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21條第2項：「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之被告或少年，應由檢察
官為不起訴之處分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為不付審理之
裁定。但以一次為限」。所稱「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指指依
該條第1項規定，犯同條例第十條之罪者，於犯罪未發覺前，自動向行
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而於治療中始經查獲該項未發
覺之犯罪而言。於治療中再犯施用毒品之罪而被查獲者，並不包括在
內。因而，本件被告既屬再犯施用毒品罪之情形，即無適用該條例第
21條第2項規定之餘地，自應提起公訴。

討論意見

目前本署現行作法係依法務部97年3 月 17日法檢字第0970800891號函
示，對提示問題採甲說見解，而不論某甲是初犯、再犯或三犯施用毒
品罪以上之情形，若某甲於經查獲前，已有自動前往醫療機構請求治
療者，就該治療中經「初次」查獲之施用毒品罪之犯行即為不起訴處
分。然台灣高等法院96年上訴字第3903號、4680號判決、臺灣高等法
院臺南分院96年上訴字第1329號、97年上訴字第19號則皆對治療中再
犯施用毒品罪者為有罪判決，甚於 97年5月1日經最高法院以97年台
上字第1893號判決更明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2項：「依前
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之被告或少年，應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或
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但以一次為
限」。所稱「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指依該條第1項規定，犯
同條例第十條之罪者，於犯罪未發覺前，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
醫療機構請求治療，而於治療中始經查獲該項未發覺之犯罪而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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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中再犯施用毒品之罪而被查獲者，並不包括在內。」從而，目前
法院係採乙說，認某甲所為再犯施用毒品罪應予起訴，並為有罪判
決。故依上述說明，顯然目前法院之見解與法務部前揭函示內容並不
一致。然而，經考量就提案所示之施用毒品犯罪，依目前法院認定係
應為有罪判決之情形，但檢察官卻予不起訴，有違法律安定性，況在
二犯以上之情形，亦有檢察官於偵查中不論某甲有無在查獲前已至醫
療機構接受戒癮治療，即就某甲再犯施用毒品罪提起公訴，法院亦就
之為有罪判決，於此，顯然影響被告權益甚鉅；且若此類案件若有於
上訴中由某甲上訴，並提出檢察官有就同一情形為不起訴者，但卻經
法院判決予以指摘檢察官之不起訴應有不當云云，則恐有失檢察官之
公信；再者，參照民國 87 年制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 條之立法理
由：「為鼓勵施用毒品者，於犯罪未發覺前，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
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且不干擾該等醫療機構正進行之醫療行為，
爰設第一項及第二項前段之規定，為避免施用毒品者曲解上開美意，
一邊繼續吸毒，一邊求治，藉以脫免法律約束之流弊，爰設第二項但
書規定此種法律豁免，僅以一次為限，若再經查獲，即依前條規定辦
理」。而再對照該條例第20條第1、2項規定係就被告初次與五年後
再犯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者應聲請裁定觀察勒戒，強制戒治之相關
規定，顯然，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之規定，應於未曾經查獲施
用毒品之吸毒者，或是前案觀察勒戒、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五
年後，已主動請求治療，而於治療中經查獲者始有其適用。故目前
法院之見解應較符合立法者之真意，再佐以若採法務部上開函示，
已使得施用毒品者皆爭相走告，只要去喝美沙冬，就可以有一次免
死金牌，反使原先鼓勵施用毒品者主動戒毒之美意受到曲解，變成
有喝美沙冬，就可以再施用海洛因云云，亦有不當。另外，在實務
上，施用毒品者甚難戒除毒癮，在二犯之情形，為警查獲施用第 1、
2 級毒品之後，某甲主動前往治療，但仍持續施用毒品再度多次遭查
獲，則此一情形，依法務部函示，該治療中初次遭警查獲之施用毒品
犯行為不起訴，其餘在治療前與治療中第2 次及其以後遭查獲之施用
毒品犯行即應起訴，似在法律評價上甚為突兀。綜上所述，就提案問
題，已存有重大爭議，宜速統一見解，以免影響當事人重大權益。
審查意見

採乙說。並就法務部97年3月17日法檢字第0970800891號函示所採法律
見解是否妥適，建請再研議。

臺灣高等法院檢
採乙說。
察署研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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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研究意見

（一）本案不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為不起訴處分，
惟具體個案是否適合依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為緩起訴處分，由
檢察官依個案情況審酌認定。
（二）本部97年3月17日法檢字第0970800891號函釋意旨，與本案相違
背部分，不再沿用。

以目前而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之「戒癮治療」相關法制已完成，但主要的適
用爭議，可以由下圖及說明來理解：

圖表說明：加上＊的兩個「追訴」，並不以「起訴」為限，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4條之規定，即亦包含對施用毒品之被告以緩起訴之處分，命之戒癮治療之追
訴方式為之。至於加上☆之「追訴」，依據98年8月6日法檢字第0980803294號
函文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律問題提案送請法務部研究之意見，認為限於起
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不得再為緩起訴處分或再行聲請觀察勒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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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提出最後結論之前，本報告已透過上述五章研究與介紹了我國施用毒品行為之政
策，特別是就我國施用第一級毒品之「戒癮治療」之司法與醫學實務情況，也使用法務部
統計資料、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資料、數個醫療機構函文暨統計資料來進行量化
研究；再參以引述之國內外法學文章、醫學文章、新聞資料等，其實可以發現，法學與醫
學上對於美沙冬之戒癮治療，並不是均無異見、批判與檢討，其實也很值得我們彙整與參
考，以供我們來檢視我國的法制：

第一節 醫學上與法學上的不同意見
第一項 醫學上的不同意見
其實對於影響心智的毒品的相關治療法非常多樣，研究指出但沒有任何單一模式是
屬於對每個人都有效且妥適的，只能求取最大成功可能性147。此不但是國外的實況，國
內的醫師亦多次在全國或地區的毒品防制相關會議上表示諸多不同意見，不論是各種治療
方式的種類、效用，均有相當不同卻豐富的意見148。而有關施用第一級毒品之情況，使用
「美沙冬」之「戒癮治療」之成效，有認為成效有限者149，更有醫學上的研究指出，高達
70﹪以上的患者，將於一到兩年內復犯（relapse）並再次使用150，這是在我國採用且已實
行此等作法，必須持續觀察與注意的。
而儘管美沙冬確有其功效與優點，但是也有已經證實的風險。首先，美沙冬為低治療
指數(therapeutic index)的潛在毒性藥物(治療劑量接近中毒劑量)，常用來治療具有強迫性或
濫用藥物史的患者。有些患者有精神及社會問題，如果採用此類藥物來治療行為，可能會
導致患者面臨特殊風險，一定必須要特別謹慎留意151。
此外，美沙冬屬於鴉片類藥物，不僅具有毒性，還是可能遭到濫用。美沙冬替代療法
計畫治療的高風險人口，濫用處方藥物及酒精的情況甚為普遍。處於此種情況下，審慎考
量實屬必要。目前採用美沙冬替代療法計畫，旨在將風險降至最低，並提高美沙冬維持療
法的成效。下表說明了美沙冬替代療法的風險性，以及降低這些風險的措施152。

147.Barry Stimmel, Substance abuse and addiction in family courts: From addiction to abstinence: Maximizing the chances of
success, Family Court Review, P270（2009）.
148.毒品危害知多少（四），呂繼成編著（2008），中華毒品危害防制協會，頁25。
149.參見網路新聞：「以毒攻毒治療10萬毒癮患者」，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IsleMargin/DrugLib/news/00deantidrug/20bupreno.htm（最後瀏覽日：98.11.13）。
150.參見「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指引」，「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編製資料，第9頁，2007.02第1版。
151.參見「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指引」，「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編製資料，第10∼11頁，2007.02第1版。
152.參見並整理自「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指引」，「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編製資料，第13∼14頁，2007.02第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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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與降低風險措施：
編號

風險

降低風險措施

1

藥物動力學複雜難懂、開立處方醫師/藥師 訓練開立處方醫師/藥師；核准制度
不熟悉

2

由多名開立處方醫師及藥師分配劑量

3

未切實遵守，挪用美沙冬糖漿以違法使用 監督給藥計畫
並進行販賣

4

治療開始後十天內，服藥過量的風險甚高

在前十天謹慎留意並時常檢查患者；
醫事人員需特別注意中毒跡象

5

合併藥物中毒致死的風險甚高

醫事人員需特別注意中毒跡象；徹底
評估患者並管理濫用多種藥物的情
形；警告患者所瀕臨的風險，並教導
患者及親友服藥過量和昏迷跡象(無法
喚醒、「打鼾」、呼吸不順、青紫)

6

受傷

告知患者在使用劑量穩定前以及調整
劑量期間的開車風險

7

併發精神方面的疾病，含自殺風險

評估自殺風險；評估患者的精神狀
態；維持高度警覺心，及時回應自殺
等相關風險。

許可證制度

☆有關美沙冬替代療法之治療禁忌153
編號 治療禁忌
1

對美沙冬過敏。

2

有呼吸抑制史，尤其在急性氣喘發作期間，出現青紫、支氣管出現過量分泌物。

3

急性酒精中毒、頭部傷害、顱內壓力升高。

4

利用單胺氧化 (MAO)抑制劑治療。

5

活動性的潰瘍性結腸炎或克隆氏病。

6

肝臟嚴重受損。

7

膽管及腎管痙攣。

153.參見並整理自「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指引」，「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編製資料，第22∼23頁，2007.02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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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美沙冬替代療法之常見副作用154：
編號 常見副作用
1

成癮。

2

噁心嘔吐、暈眩、昏昏欲睡、輕微頭痛、嘴巴乾澀、流汗(尤以晚上為最)和意識
混淆(同於其他鴉片類藥物)。

3

呼吸抑制，尤其是併用其他中樞神經抑制劑之時。

4

根據報導，偶而會有低血壓、虛脫和水腫情形。

5

膽管與腎管痙攣。

6

缺乏食欲、噁心嘔吐(通常很快就能恢復)。

7

經期改變。經期紊亂為施打海洛因或其他鴉片者的常見情形。有些女性在接受美
沙冬治療後，經期會恢復正常，但是有些人的經期依舊不規律。讓女性患者開始
接受美沙冬治療時，請考慮是否需要避孕。

☆美沙冬替代療法之幾個常見副作用、原因與回應方法155：
編號 副作用

常見原因

回應方法

1

服用後昏
昏欲睡

服藥過量。
檢視患者，可減少劑量。
使用其他中樞神經抑制 減少患者使用的其他藥
劑 ( 酒 精 、 苯 二 氮 平 類 藥 物。
物)。

2

吸食海洛因的欲望(閒晃)

劑量不足。

3

便秘

美沙冬。
建議攝取高纖維飲食，適
飲食不當。
當攝取流體並運動。
其 他 生 活 形 態 方 面 的 行 必要時提供便秘藥。
為。

4

牙 齒 問 題 ( 蛀 牙 、 牙 周 病 藥物導致唾液量減少(口乾 建議加強口腔衛生(經常刷
等)
症)。
牙、使用牙線、少吃甜食/
口腔衛生習慣不佳。
甜飲、嚼無糖口香糖)。

5

變胖

水份滯留。
食慾變好。
活動量減少。

檢視患者，可增加劑量。

檢查劑量並減少患者攝取
的鹽分。
檢查並更改患者飲食。
建議患者審慎增加運動
量。

154.參見並整理自「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指引」，「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編製資料，第23頁，2007.02第1版。
155.參見「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指引」，「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編製資料，第24∼25頁，2007.02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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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失眠

服藥過量或不足。
服藥時間。
其他藥物給予的刺激
[ 咖 啡 、 香 菸 、 安 非
他命及硫酸偽麻黃鹼
(pseudoephedrine)一類的刺
激性藥物]。

檢視劑量。
檢視服藥時間。
找出刺激性藥物，建議患
者避免攝取。
檢視患者的一般睡眠衛生
習慣。

7

性慾降低

劑量較高。
心理或社會/情境問題。

檢視劑量。
檢查患者病史並給予諮商
建議。

因此，在藥物選擇上，除了行政院核定採行之「美沙冬」、「丁基原啡因
（Buprenorphine）」外，使用在醫學實務上的尚有「舒倍生（Suboxone）」，其相較於
「美沙冬」更少副作用，但原理亦是透過佔據腦部有關海洛因需求的接受器，來替代海洛
因，其簡單的比較圖如下156：
美沙冬（Methadone）

舒倍生（Suboxone）

機轉

佔據中樞神經系統的鴉片類接受器，使得患者不再對海洛因產生生理需求

使用方式

液體，每天到美沙冬門診服 舌下錠，可帶回家服用，每天使用1顆或2顆
用1次，不得自行帶出醫院

副作用

噁心、腸胃道不適，患者服 噁心、腹痛、頭痛或血壓微升
用之後會感到舒服、放鬆，
因此會成癮，且使用過量會
抑制呼吸，導致死亡

以上種種，是美沙冬之戒癮治療相關的醫學上的風險、治療禁忌、副作用等。不僅於
此，甚至有學者或醫生對此等療法係持極為不認同之見解，例如認為美沙冬可能比海洛因
更難戒癮，而相關的暴斃猝死案例更是相當多157，或是有醫師轉引西元2003年丹麥的法
醫相關統計數據，因美沙冬致死的人數其實多於海洛因，或轉述西元2006年英國毒品權威
Neil Mckeganey教授之研究而指出，美沙冬的戒癮者三年後僅剩約3﹪的人成功脫離毒品，
而戒毒失敗率竟然高達97﹪ 158。所以醫學上，持續對於此等治療法成效有所評估與研究
159，我們亦應隨時地關注與掌握160。

156.相關報導與比較圖，均係參考蘋果日報，「替代療法助戒毒」E10版，2009.10.07
157.例如網路新聞：美沙冬比海洛因更難戒，自由時報，2007.07.25，參見網路資料：http://www.libertytimes.com.
tw/2007/new/jul/25/today-o10.htm（最後瀏覽日：98.11.30）。
158.參見蘇熙文醫師，美沙冬的迷思，參見網路資料：http://blog.udn.com/teddyteddy2/2052411（最後瀏覽日：
98.11.30）。
159.Barry Stimmel, Substance abuse and addiction in family courts: From addiction to abstinence: Maximizing the chances of
success, Family Court Review, P271-272（2009）.
160.網路新聞：「以毒攻毒治療10萬毒癮患者」，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IsleMargin/DrugLib/news/00deantidrug/20bupreno.htm（最後瀏覽日：9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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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法學上的不同意見
縱使要創造一個完全沒有毒品的社會，可能過於不切實際，但是社會也不可能接受毒
品濫用之完全合法化，所以各國都是追求如何讓毒品濫用情況之個人及社會之損害的最小
化161。
而「戒癮治療」確實是對於施用毒品行為，除了監禁之外的一種選擇，但參酌本報告
前述所引用之法務部統計數據資料顯示，從民國95年開始各地檢署檢察官以緩起訴處分命
被告參與「減害計畫」，到民國97年「戒癮治療」完成法制化，施用毒品人數其實不減反
增，且係大量倍增；施用毒品之裁判確定執行人次、再累犯人次、新入監受刑人次等更是
居高不下或屢創新高162。
附帶一提，若扣除掉犯罪黑數之不確定因素，依據法務部統計資料，98年1-9月地方
法院審理少年刑事案件中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之少年科刑為54人，占少年刑事案件科刑
人數243人之22.2%，較上年同期增加9.1個百分點。同期間地方法院審理少年保護事件中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之少年保護人數為404人，占少年保護事件人數6,746人之6.0%。98
年1-10月移送少年觀護所附設勒戒處所接受勒戒之少年計145人，完成觀察勒戒者134人，
其中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移送戒治所繼續接受戒治者16人，占出所人數之11.9%163。少年
有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或是施用毒品之情況，較成年人相關犯罪比例而言較低，但如
前所述，以美國為例，該國在政策上認為並宣誓，雖然青少年施用毒品行為較成年人少，
但是整體毒品防制之治本之道，卻是要從青少年之毒品政策開始，才是根本之道。
另外，施用毒品行為所伴隨的犯罪情況，雖然沒有實證或官方的統計數據資料，但民
眾的疑惑不曾減少，更因為像是「減刑毒販打死台大副教授」等重大社會危安新聞的發
生，更使民眾對於戒癮、再犯率、犯罪率等相關觀感產生負面的感受164。
其實一個法制的實效性是很重要的，有認為在國外的經驗可以用「慘痛」來形容，
並以鄰近之香港為例165，其實在西元2008年4月9日建議檢討有關美沙冬相關運作之存續
166。但每個國家的情況不同，我國甫完成法制化不久，除了還需要持續觀察外，應該正視
醫學上與法學上的不同意見加以隨時檢視、改進。
從而，儘管施用毒品者的慾望與社會安全之間之權利經常是相互衝突、對立的，但將
「戒癮治療」法制化，就是希望可以盡可能達成一個平衡，來滿足社會的現實面，透過立
法方式來控管施用毒品情況之發展167。
此外，此等制度設計，也引發公平性的爭議，例如目前戒癮治療主要係針對施用鴉片
類之第一級毒品的情況，倘若同時或先後施用第一級毒品與第二級毒品者，可否適用，已
161.Lau Laursen and Jorgen Jepsen, Danish Drug Policy—An Ambivalent Balance Between Repression and Welfar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22（2002）.
162.參見法務部網站之「法務統計」之「毒品案件統計」，參見法務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moj.gov.tw/site/moj/
public/MMO/moj/stat/new/newtable5.pdf（最後瀏覽日：98.12.01）。
163.參見法務部網站之「法務統計」之「法務統計摘要」，參見法務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stat.moj/public/
Attachment/911271285442.pdf（最後瀏覽日：99.04.27）。
164.例如網路新聞：美沙冬比海洛因更難戒，自由時報，2007.07.25，參見網路資料：http://www.libertytimes.com.
tw/2007/new/jul/25/today-o10.htm（最後瀏覽日：98.11.30）。
165.香港的實施情況，可參見李思賢教授（2009），「美沙冬替代療法的實施背景與現況」，管制藥品簡訊第39期。
166.參見蘇熙文醫師，美沙冬的迷思，參見網路資料：http://blog.udn.com/teddyteddy2/2052411（最後瀏覽日：
98.11.30）。
167. Noah Mamber, Coke and smack at the drugstore: Harm reductive drug legalization: An alternative to a criminalization
society,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P66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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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疑義（並詳見前述），至於施用其他類別之第一級毒品或是單純施用第二級毒品者，均
無法適用更是引發法律上公平性的爭議168。
其實就法律層面而言，施用毒品行為僅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之類型之一而已，
毒品犯罪包含製造、運輸、販賣、轉讓、持有、施用等不同犯罪型態，此等犯罪型態彼此
極其相關而環環相扣，但不論何種犯罪型態最終目的與結果原則上其實就是施用毒品行
為。許多的販毒者，索性聚集在醫療院所門口兜售毒品給「美沙冬」之服用者等新聞已經
屢見不鮮169，所以在毒品政策上，本來即不能單單著重於施用毒品行為之處遇，有關毒品
來源部分，同時必須加以查緝170，也做到「減少供應（Supply Reduction）」171，同時就
檢警調查緝毒品犯罪之現有政策、績效、作法等制度均加以檢討，包括各地檢署對施用毒
品行為之緩起訴處分標準似仍並不一致，造成相同行為在不同地檢署不同結果之不公平現
象172，或是各偵查機關對於毒品查緝之不同具體策略有所不同等173，均應求雙管齊下以
求此制度之良善原意與目的可以達致。

第二節

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報告之研究緣起，主要係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97年4月30日總統華
總一義字第09700048431號令修正公布第24條條文，並由行政院於民國97年10月30日公布
「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後，已使我國對於施用毒品行為的處遇，
進入兼採戒癮治療思維的嶄新紀元，我們自有對「戒癮治療」更多了解的必要。
但此等法制甫完成、實施，成效其實有待評與研究，本報告認為應審慎加以探究。特
別是施用毒品之人次其實並未因此減少，反而繼續呈現增加之趨勢、再犯率也仍居高不
下、毒品來源仍難有效查緝與根絕，無法確實做到「減少供應（Supply Reduction）」的目
標，面對這些情況或挑戰，實有透過研究、檢討，才能對症下藥。
本文透過介紹各國的毒品政策進行比較法研究，並就我國「戒癮治療」之司法與醫學
實務情況，也使用法務部統計資料、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資料、數個醫療機構函
文暨統計資料來進行量化研究。此外，並針對我國施用毒品行為相關法制、實務見解與法
律問題進行整理，以求對施用毒品行為做完整、全面的介紹。最後，也是最重要之處，
我國有關「戒癮治療」之法制實施時間亦尚短，成效有待評估，透過了上述的研究，我們
應該重視在醫學上與法律上存在的不同意見，更要對於目前已經被點出來的疑慮或弊端，
虛心與審慎地檢視。而施用毒品行為更僅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之一個環節而已，尚
168.吳耀宗（2010），論我國毒品管制之法政策走向—從「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至「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月旦法
學第180期，頁70。
169.新聞資料，參閱中華日報，民國97年7月17日A5版；另外，筆者擔任檢察官，不論擔任偵查或公訴業務，訊問被告
為何服用美沙冬，卻仍一再施用毒品之問題，諸多被告當庭表示：「…服用美沙冬時，交到『壞朋友』」，或是
「…服用美沙冬時，在門口遇到有人兜售」。
170.毒品政策中，查緝毒品之重要性，可參閱西元2009年美國總統發表之國家毒品管制政策，網路資料：http://www.
whitehousedrugpolicy.gov/publications/policy/ndcs09/index.html。（最後瀏覽日：2009.08.21）
171.參閱民國96年7月2日行政院衛生署新聞稿，網路資料：http://www.nbcd.gov.tw/admin/uploads/20070704015943484370
555/960702%B7s%BBD%BDZ.pdf（最後瀏覽日：2009.08.22）。
172.這是筆者於民國98年11月26日接受大仁科技大學社工系黃玫瑰教授因主持「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之研究
計畫而對筆者訪談時，由該名教授因教學、研究計畫接觸不同施用毒品被告、地檢署檢察官處理情況，所表示之意
見。
173.例如有些地檢署，以臺中地檢署為例，除了緝毒專組外，尚有緝毒內勤制、緝毒資料庫（並訂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檢察署緝毒資料庫及查贓系統資訊安全管理要點）等策略或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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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製造、運輸、販賣、轉讓、持有、施用等不同犯罪型態，此等犯罪型態當然彼此極其相
關而環環相扣，雖然不論何種犯罪型態最終目的與結果原則上其實就是施用毒品行為。所
以要能夠完整去檢視毒品犯罪，當然不可能只探究施用毒品行為之部分，未來並搭配所有
類型的毒品犯罪之刑事政策與偵查機關之具體作為，一併全面檢視，才能讓「戒癮治療」
之法制之良善原意與目的可以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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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司法院於98年1月23日公布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文揭示對於辯護人與被告接見過程
監視錄音措施及將所得監視資料交予檢察官或法院等規定均違憲，直接衝擊過往對於在押
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監控措施，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詳論被告及辯護人權利之保障，於
重新檢討建立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監控之際，希冀除從憲法、學理層面強調對於被告與
辯護人權利外，能夠呈現實務運作層面之考量及擔憂，以期保障被告及犯罪嫌疑人人權同
時，兼顧憑藉犯罪偵查建立之生存秩序，並保障始終無法發聲的被害者人權。
本文擬從過往法律規定、實務作法、學理探討、外國規範、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因應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之修正草案等迭序檢討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之保障與管
控，最後提出建構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機制之建議。
對於因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之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認應(一)明文規範限
制方法及限制期間。(二)將辯護人勾串滅證「之虞」與勾串滅證「事實」界定為不同限制
機制啟動事由。(三)增定拘提逮捕後24小時移送法院之法定障礙事由。(四)建立辯護人於
本案完全退場機制。(五)明文規定依法啟動辯護人接見通信權限制機制取得資料之證據能
力。
關鍵詞：接見通信權、釋字第654號解釋、辯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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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近年之社會輿論不斷提倡「人權」，但究其內容不外乎係強調「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之人權，身為偵查犯罪之一員，對此深感警惕，因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人權當然應該獲有
一定保障，此屬事理之當然，自應不待「提倡」或「鼓吹」始能獲得保障，然過往行之有
年之某些措施，讓偵查犯罪者習以為常，乃至遭受社會輿論極大的反撲，此乃擁有影響甚
或侵害人民權利之作為權限之犯罪偵查者必須反省之處。然而反省之際，心底更浮現質
疑，於不斷提倡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人權之時，是否高舉人權旗幟而將天平傾斜至另一極
致？是否犯罪偵查者一面對「人權」即必須自我節節退步，而不再去思考偵查犯罪採取之
作為是否確實造成人權侵害？或社會輿論係一種天平反向過度傾斜之情況？尤其處於媒體
充斥的時代，一般民眾的法律概念來自媒體，而面對這樣情況下之民眾形成的社會輿論是
否應該照單全收？
司法院大法官過往解釋確認羈押、搜索、通訊監察決定權屬於法官保留事項，因此
帶動刑事訴訟法的修正，將羈押、搜索及通訊監察決定權交回法官手中，該等權限回歸法
院後，犯罪偵查者確實減少利器，本文雖相當贊成對於人民權利侵害之事項，發動要件必
須以法律規定、規範內容具體明確、決定權回歸法院。但身為犯罪偵查之一員，不禁提出
實務運作就法官與檢察官認知經歷之異而遭遇挫折之處：因法官與檢察官日常處理事務不
一，法官對於案情不如檢察官這般關係緊密，所以可以客觀判斷是否准許發動羈押、搜索
或通訊監察，但此事的另一面向就是法官亦會做出不可思議的判斷，因法官對於犯罪偵查
實際作為這一區塊的許多見解是存有許多美好想像的1，有時更會導致案件破局而無法順利
偵辦，實乃第一線面對被害者人之偵查犯罪者深感無奈與無力之處。
司法院於98年1月23日公布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文揭示對於辯護人與被告接見過程
監視錄音措施及將所得監視資料交予檢察官或法院等規定均違憲，直接衝擊過往對於在押
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監控措施，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詳論被告及辯護人權利之保障，於
重新檢討建立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監控之際，希冀除從憲法、學理層面強調對於被告與
辯護人權利外，能夠呈現實務運作層面之考量及擔憂，以期保障被告及犯罪嫌疑人人權同
時，兼顧憑藉犯罪偵查建立之生存秩序，並保障始終無法發聲的被害者人權。

第二節 本文研究範圍及名詞定義
一、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之範圍限定在「在押被告」與辯護人之接見通信權利，也就是限定研究本案
判決確定「前」受羈押在看守所的被告。因為本文主要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
作為出發點，而該號解釋之聲請對象即為在押被告，而「在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權
之限制將涉及監所秩序管理及刑事程序目的保全等利益衡量，與限制已經判決確定之受刑
人之接見通信權之主要理由為獄政秩序管理目的不同，且受刑人之案件已經終結，所以實
1.此乃無實際操作經驗者之必然，就如同許多偵辦犯罪的警察對於檢察官要求的偵辦作為常會感覺無從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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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亦較少與辯護人接見通信之情況。
自第二章以降，本文從過往法律規定、實務作法、學理探討、外國規範、司法院大法
官解釋、因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之修正草案等迭序檢討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
信之保障與管控，最後提出建構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機制之建議。
二、名詞定義
因同一概念或有不同名詞，為免用語歧異影響觀念之交流，對於本篇文章提及之用語
概念先予界定如下：
(一)接見通信權：又名交流權、接見交通權、接見通信權或接觸權(Kontaktrecht)，意
指在押被告與辯護人之會面談話與信件往來溝通之權利。。
(二)監所：包括看守所及監獄。
(三)標題之「律師」，係指本案之辯護律師，文章中以「辯護人」稱之。然文章所引
用之法律規定及機關函文若原始用語即以「律師」稱之者則保留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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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前對於
接見通信權之規範
第一節 接見通信權之法令依據
一、刑事訴訟法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4條「辯護人得接見犯罪嫌疑人或羈押之被告，並互通書信。但有
事實足認其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限制之」及第105條第
2 項「被告得自備飲食及日常必需用品，並與外人接見、通信、受授書籍及其他物件。但
押所得監視或檢閱之」、第3項「法院認被告為前項之接見、通信或受授物件有足致其脫
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依檢察官之聲請或依職權命禁止
或扣押之。但檢察官或押所遇有急迫情形時，得先為必要之處分，並應即時陳報法院核
准」、第4 項「依前項所為之禁止或扣押，其對象、範圍及期間等，偵查中由檢察官；審
判中由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指定並指揮看守所為之。但不得限制被告正當防禦之權利」。
就刑事訴訟法第34條及第105條規定之限制目的觀之，僅限於「維持羈押目的」及
「維持監所秩序」；限制手段方面，最嚴厲者乃完全剝奪接見通信權，其餘主要包含監視
接見、檢閱及扣押通信；而監視接見及檢閱通信，押所得自行發動；禁止或扣押處分，原
則上由法官為之，惟急迫情形得由檢察官或押所先行必要處分，再陳報法院核准。但所謂
由法官決定，僅止於「是否」為禁止或扣押處分的決定，關於「如何」限制的決定，偵查
中由檢察官、審判中由法官決定2。而除了禁止及扣押處分外，其餘的監視、檢閱措施，
均無救濟可能性。
依據上揭刑事訴訟法第34條及第105條之規定，第34條所規範者為「辯護人」，第105
條係規範「被告與外人」之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此兩條文存有競合之關係，自法治國
原則以降的公平審判原則所導出的「有效的辯護」，刑事訴訟法第34條所賦予辯護人的權
利主要是為了實現這個公益，反之刑事訴訟法第105條是羈押當中被告接見權之規定，主
要是涉及到被告的一般人格權以及資訊與意見自由的基本權。這兩個規定的標的，一個是
辯護人的接見權，一個是羈押當中被告的接見權，都可以保護被告與其辯護人的聯繫關
係，但是刑事訴訟法第34條卻可將第105條反射成為一個絕對不受干擾的辯護人與被告碰
面交談的權利，因為此功能，刑事訴訟法第34條應被解釋成第105條之特別規定，在適用
時，刑事訴訟法第34條享有優先性3。
實務見解亦認為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於辯護人，對於辯護人之接見
通信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應優先適用刑事訴訟
法第34條但書之「限制」接見通信規定，而不適用第105條第2項但書之「禁止」接見通信
2.有看法認為：如依第3項延伸而為一貫解讀，凡屬禁止接見等各該附屬於羈押之處分，既經改由法院核定，則無論對於
偵查抑或審判中之在押被告，其對象、範圍及期間等，當然皆應由法院核定該處分之同時，一併詳予指定，豈有法院
對於偵查中在押被告部分僅能核發空白處分命令任由檢察官填充之理？因此第4項所謂偵查中由檢察官指定並指揮，應
解為僅指依第3項但書所為急迫處分之對象、範圍及期間而言，詳見朱石炎，刑事訴訟法(上)，修訂三版一刷，2003年
10月，第101頁，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3.吳俊毅，辯護人論， 2009年1月一版，第159-160頁。亦認為刑事訴訟法第34條規定優先同法第105條規定適用之見解
者：林山田，刑事程序法，2004年9月五版一刷，第319頁，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朱石炎，前揭書，第100頁；
黃東熊、吳景芳，刑事訴訟法論(上)，2004年9月修訂六版一刷，第110頁，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林國賢、李春福，
刑事訴訟法論(上冊)，2006年1月增修版，第292頁，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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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4。
本文以為，基於下述理由：(一)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條及第105條規定之法條文字用
語觀之，一者特別點明被告與「辯護人」之接見、一者概括規範被告與「外人」之接見，
而辯護人本就屬外人，若未另行規範，自當落入被告與「外人」接見通信規範之列，而刑
事訴訟法第34條既然特別規範點明「辯護人」，依據文義解釋，自應優先於刑事訴訟法第
105條而適用。(二)被告受辯護人協助之權利，於我國法規範雖未明文，但在大法官歷來
解釋中，已不斷揭示確認，雖有究竟應該落入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或由正當法律原則
所保護之爭議5，但不論如何，被告應享有獲得有效實質辯護之權利。就未受司法機關限
制而行動自由之被告而言，隨時得以自由與辯護人碰面，獲得法律上、精神上的協助 6，
但就人身自由受拘束之在押被告而言，僅於接見時有機會與外界往來，若係禁止接見通信
之被告，其與外界往來近乎完全隔絕，對於案件之法律諮詢完全欠缺，心理承受之壓力極
大，若此時辯護人亦在可「禁止」接見之列，被告受辯護人協助之權利完全落空，豈有有
效實質辯護可言？故辯護人與被告之接見不應屬於得完全隔絕之列，因此認為刑事訴訟法
第34條應優先於第105條適用。
二、羈押法及其施行細則
羈押法7第23條「請求接見者，應將姓名、職業、年齡、住所、接見事由、被告姓名
及其與被告之關係陳明之。看守所長官於准許接見時，應監視之。律師接見被告時，亦適
用前項之規定」、第25條「接見被告每次不得逾三十分鐘，但有不得已事由，經看守所長
官准許者，得延長之」、第28條「被告在所之言語、行狀、發受書信之內容可供偵查或審
判上之參考者，應呈報檢察官或法院」；羈押法施行細則第72條「接見被告應在接見室為
之。但因患病或其他特殊理由者，得准於適當處所行之。接見被告由管理員在場嚴密監
視。每日一次，每次以三十分鐘為限，其有不得已事由，經看守所長官許可者，不在此
限。看守所所長對於刑事被告之接見次數，為達羈押之目的及維持秩序之必要時，得予適
當之限制」、第80條「請求接見被告之律師，以法院指定或經選任者為限。前項請求接見
被告之律師，應提出被指定或選任之證明文件」、第81條「律師接見被告，應在本法第
二十六條規定接見之時間內為之。但有特別理由，經看守所長官許可者，不在此限」、第
82條「律師接見被告，應在看守所指定之場所為之」、第83條「律師接見被告時，其談話
內容，應以有關被告訴訟進行事項為限，並不得有不正當之言行」。
4.法務部74年7月6日(74)法檢字第7962號函「關於偵查中禁見之被告，律師聲請接見，其限制之範圍及是否須具狀聲
請疑義一案，核復如左：按羈押之被告縱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二項但書規定禁止與外人接見，其禁
止之效力，應不及於辯護人，辯護人如欲接見禁止接見之羈押中被告，除該辯護人係經依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但書
規定受限制接見者外，本毋庸聲請核准，前經本部七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法(72)檢字第一四八六○號及七十三年七月
十九日法(73)檢字第八一七八號等函示在案。至於辯護人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但書規定限制接見時，其
限制之範圍，亦應由檢察官斟酌案情認定」。
5.大體上，大法官解釋、最高法院、王兆鵬教授皆以憲法第16條為刑事被告受律師協助權之憲法依據；陳運財教授則主
張無須援引訴訟權，單以正當法律程序為憲法基礎即可，以上轉引自刑事被告受律師協助權—以歐洲人權法院裁判為
借鏡，呂雅婷，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96年6月，第144-146頁。由於此非本文討論重點，故
僅提出有此問題之探討。
6.就專業考量而言，任何法律規定對於社會一般未受法律教育之老百姓而言，均屬難以理解之火星文字，面對追訴其犯
罪之檢察官更難有信賴感，縱刑事訴訟法第2條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
之情形。一律注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亦難相信檢察官告知之法律專業事項。就心理層面而言，即便係具有法律專
業之人面對己身案件，未必能秉持專業看待，故需要另一與此事無涉之人提供法律分析。
7.此所稱之羈押法規定係98年5月13日修正前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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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獄行刑法
監獄行刑法第65條「接見時，除另有規定外，應加監視；如在接見中發見有妨害監獄
紀律時，得停止其接見」、第66條「發受書信，由監獄長官檢閱之。如認為有妨害監獄紀
律之虞者，受刑人發信者，得述明理由，令其刪除後再行發出；受刑人受信者，得述明理
由，逕予刪除再行收受」、第67條「凡遞與受刑人之書信，經本人閱讀後，應保管之，於
必要時，得令本人持有」。
四、行政函示
(一)法務部75年6月28日(75)法檢字第7636號函
「據陳報載台灣台北士林看守所羈押被告鄭某之辯護人至看守所接見該被告
時，因檢察官之禁止接見而未獲准許之『法律夾縫』乙案，提示如左：為維護被
告及偵查中辯護人權益，並使看守所對於辯護人請求接見之處理方式有所遵循，
今後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2項但書規定禁止在押被告與外人接見者，應
於押票備註欄註記『禁止被告接見及通信』字樣，如認尚有同法第34條但書情形
者，除應一併註記「限制辯護人接見及通信」字樣外(本部73年7月19日法 73.檢
字第8178號函示參照)，應確實遵照本部74年11月11日修正『檢察處辦理刑事偵
查及執行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8項規定，將其據以限制之事實記明於卷內及通
知被告選任之辯護人，並將應對辯護人如何限制之點，通知看守所，俾便看守所
憑以辦理。如押票備註欄無註記『限制辯護人接見及通信』字條，看守所遇有律
師請求接見禁止接見外人之在押被告時，應按一般規定處理，無須另向檢察官請
示；如押票備註欄註有『限制辯護人接見及通信』字樣，而檢察官漏未通知對辯
護人如何限制之點時，看守所應不待律師請求接見該被告，即應速與承辦檢察官
聯繫補行通知」。
(二)法務部78年8月31日(78)法檢字第1541號函
「按羈押中之被告，如經法院或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2項但書規定
禁止其接見及通信，而欲以書信通知其家屬代為選任辯護人時，為保護被告選任
辯護人之權利，應不在上開規定禁之列，但其發送書信之內容應僅限於與選任辯
護人有關之事項，並須經看守所人員檢閱無誤後，始得發送，看守所應檢具該被
告發送之書信影本，陳報命羈押之法院或檢察官備查」。
(三)法務部83年11月11日(83)法檢決字第24558號函
「賄選、貪瀆案件之在押被告，其押票如註明『禁止接見』或『限制接見』
者，於其辯護人接見時，實施全程錄音，並將錄音帶送承辦檢察官參考」。
從上揭法律規定及機關函示內容可知，刑事訴訟法第34條規定並未明確規範
限制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權之決定者、限制方式等，反係羈押法、監獄行刑法
及法務部函文內容揭示由監所自行以錄音錄影方式監視被告與辯護人之接見談話
內容，檢察官於偵查中更自行決定是否限制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過程，而實務上更
是依此運作多年，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之前，僅有零星質疑聲音，
卻無足以撼動此行之有年措施之聲浪，檢察官對於就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過程予以
錄音之舉亦習以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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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接見通信權之實務監控情況
法務部84年1月9日(84)法監字第01613號函就禁止接見通信之被告及未禁止接見通信之
被告與辯護人間之接見過程立下不同之監控方式，即禁見被告方面：(一)監看：位於眼能
見耳能聞之位置。(二)紀錄：於接見後方紀錄其談話內容。(三)錄音：全程錄音，但紀錄
後錄音帶需保存一定期限。(四)錄音設備：隱藏式錄音設備。(五)於辯護人接見被告時，
事前告知辯護人：「因被告係收押禁見，以下談話，全程錄音。」；非禁見被告方面：
(一)監看：位於眼能見耳不能聞之位置。(二)紀錄：紀錄接見時之「情狀」，俾供查考。
上揭函文之區分標準為法院裁定羈押時是否禁止被告與外人接見通信，並未再以其他
情況判斷或再經其他程序決定，似有預先假設每一位辯護人均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偽
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恐已侵害被告之防禦權及辯護人之接見通信權8。
而實際上有些監所作法更甚於該函文揭示之內容，例如臺灣臺南看守所對於辯護人接見被
告時，不論有無禁見，管理員均位於眼能見耳能聞之位置紀錄談話內容，並全程錄音9；
臺灣彰化看守所對於辯護人接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並未區分是否受禁止接見處分，一律
予以全程錄音10；臺灣雲林第二監獄對於禁見被告與辯護人之接見，全程錄音、錄影，對
於非禁見被告與辯護人之接見，原則上不錄音，但承辦之法官或檢察官有特別指示者，依
指示辦理11。
因律師界不斷反應，法務部更於97年1月24日以法檢字第0970800236號函示全國各檢
察機關及監所，若欲限制辯護人與被告之接見，應依下列方式為之：1.必須有事實足認辯
護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始得依刑事訴訟法第34條但書為
之，且應符合比例原則而審慎認定，並應將其限制或禁止所依據之事實及限制之方法及範
圍記明於卷內並通知辯護人。2.倘檢察官指派檢察事務官到場監看、紀錄或錄音，應合乎
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尤須注意是否為「最後不得已之手段」。若認有必要，亦應將事由記
明於卷內並通知辯護人。3.被告之辯護人如已遞交委任狀於該受理案件之檢察署並已蓋有
收文戳章，除有上開限制外，各監所即應受理該辯護人之接見申請，不以「經檢察官同意
或指派檢察事務官到場」為是否給予接見之條件。4.律師接見在監在押之被告，應區分禁
見與非禁見而與不同程度之管理，且原則上依法務部84年法監第01613號函示注意事項嚴
格務實執行，執行時應有敏感度，力求避免勾串(含書信、紙條之傳遞)或危險(危險物品之
傳遞)之情事發生。5.監所人員應自行紀錄律師接見被告之談話內容或情狀，不得要求律師
接見後自行填載。6.監所宜儘可能改善律師接見被告之環境12。
8.林家祺，偵查中之辯護權現況，第53頁，全國律師，89年11月號。
9.臺灣臺南看守所律師接見提帶程序作業要點(94年9月20日修正)四、律見進行時戒護應行注意事項：(一)禁見收容
人方面：1.嚴禁與其他收容人(或職員)交談及接觸。2.監看：位於眼能見耳能聞之位置。3.紀錄：於接見側方紀錄
其談話內容。4.錄音：全程錄音並於當日下班前交由內勤管理員簽收並保存之。(二)非禁見收容人方面：1.監看：
位於眼能見耳能聞之位置。2.紀錄：於接見側方紀錄其談話要點。3.錄音：需錄音，但無特殊情事，可不予留存。
(三)特殊、殘障收容人方面：1.監看：位於眼能見耳能聞之位置。2.紀錄：於接見側方紀錄其談話內容。3.錄音：
禁見之收容人全程錄音，並於律見結束時，交由內勤管理員簽收並保存之。4.婦女收容人之律見由女所戒護提帶。
10.臺灣彰化監獄收容人接見錄音帶保存要點(91年6月3日發布/函頒)四律師接見應全程錄音，錄音帶至少保存至該案
判決確定。
11.詳參臺灣雲林第二監獄收容人接見錄音暨錄音帶保存要點(94年3月8日發布/函頒)四、被告律師接見：(一)禁見
被告—全程錄音錄影……(二)非禁見被告：1.不錄音，但承辦之法官、檢察官有特別指示者，依其指示辦理。2.提帶
人員應位於眼能見耳不能聞之位置，紀錄接見時之「情狀」，俾供參考。
12.邱忠義，辯護權及其界限—兼論釋字第六五四號解釋之因應，第38頁至第39頁，全國律師，2009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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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由上述規定內容及實務作法可見，規範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權之原始法律基礎即刑
事訴訟法第34條雖規範有滅證或勾串之虞時，可限制被告與辯護人之接見通信權，但未就
決定者、限制方式、限制期間、救濟程序等予以規範。而規範被告監所生活作息之羈押
法、監獄行刑法卻未有任何啟動要件即全面監視被告與辯護人之接見過程並檢視往來信件
內容，法務部函文更進而提供檢察官於偵查中擁有發動限制被告與辯護人接見之權限，監
所依據檢察官之指示即可監視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話過程，檢察官更可直接決定限制之方
式並通知監所，對於賄選、貪污案件之禁止接見或限制接見之被告與辯護人之接見談話內
容，更由監所全程錄音併陳送檢察官。部分監所或為便捷管理之考量，於被告與辯護人之
接見過程，更有不區分是否禁止接見，一律予以錄音監控之情況。
故從上揭內容迭序觀之，可以發現過往實務對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話過程之隱密性
不予重視，對於監視、進而對於被告與辯護人之接見談話內容全都錄之作為成為普遍情
況，對於被告與辯護人之通信內容加予檢視更是當然採行之措施，錄音所得內容若經檢察
官或法官要求即當然陳報13，而對於這些架空被告秘密溝通，甚或形成法律實力更加不對
等情況之監視措施，僅以「維持羈押目的」、「維持監所秩序」等目的作為理由，卻未詳
盡將影響羈押目的或監所秩序而必須發動此等錄音、在旁親聞接見談論內容措施之事實呈
現於案卷中14，且因該等監視措施並無救濟管道15，故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公
布之前，習見監視側錄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並檢閱被告與辯護人之通信內容。

13.雖然羈押法第28條規範被告之言語、行狀或往來書信內容可供作為偵查上參考者，應呈報檢察官或法院，但是實際操
作時，除非談話內容明顯涉及串證或犯罪行為，否則監所多係因檢察官及法官調閱該等內容或事前指示監控陳報被
告與辯護人之接見談話，監所乃提供錄音所得資料。此因被告與辯護人接見時，商談重點當然即為本案犯罪事實之
辯護，所以商談內容必然涉及犯罪事實，但是否可供作為偵查上參考，除非是極為明顯之串證內容，否則對於實際
聽聞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話之監所管理人員而言並不易判斷是否與本案事實相關，故監所管理人員多係依據檢察官
及法官之要求而提供監控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話所得資料。
14.不論是以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為據，都可以此為由而禁止被告與一般人之接見，而此處所為之錄音、派人參聞
談話內容係針對被告與辯護人之溝通，若未提出辯護人有何滅證或勾串證人、共犯之事實依據，恐顯示對於辯護人之
當然不信任。而若以監所秩序之維持作為理由，則更應提出辯護人與被告之接見談話有何影響監所秩序之事實，因為
辯護人與被告之接見談話內容將瓦解監所秩序，屬於更加難以想像之情況，一般殊難想像辯護人會影響、促成被告引
發監所秩序之破壞，若為免傷害被告己身，更只需要確認辯護人與被告接見過程未交付危險物品即可，絕對不需要聽
聞其對話溝通內容。
15..此可能係多年來均無法動搖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與其律師接見加以錄音的措施之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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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因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之省思
第一節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 號解釋本文及理由書
一、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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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組織通則第一條第
二項規定：『關於看守所羈押被告事項，並受所在地地方法院及其檢察署之督導。』屬機
關內部之行政督導，非屬執行監聽、錄音之授權規定，不生是否違憲之問題。聲請人就上
開羈押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及第二十八條所為暫時處分之聲請，欠缺權利保護要件，應予
駁回」。
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
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選任信賴之辯護人，俾受公平審判之保
障。而刑事被告受其辯護人協助之權利，須使其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始能發揮防禦權之
功能。從而，刑事被告與辯護人能在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為辯護人協助被告行使防
禦權之重要內涵，應受憲法之保障。上開自由溝通權利之行使雖非不得以法律加以限制，
惟須合乎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規定，並應具體明確，方符憲法保障防禦權之本旨，
而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訴訟權之規定無違。受羈押之被告，其人身自由及因人身自由受限
制而影響之其他憲法所保障之權利，固然因而依法受有限制，惟於此範圍之外，基於無
罪推定原則，受羈押被告之憲法權利之保障與一般人民所得享有者，原則上並無不同(本
院釋字第六五三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受羈押被告因與外界隔離，唯有透過與辯護人接見
時，在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始能確保其防禦權之行使。羈押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
定，律師接見受羈押被告時，亦有同條第二項應監視之適用。該項所稱『監視』，從羈押
法及同法施行細則之規範意旨、整體法律制度體系觀察可知，並非僅止於看守所人員在場
監看，尚包括監聽、記錄、錄音等行為在內。且於現行實務運作下，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
接見時，看守所依據上開規定予以監聽、錄音。是上開規定使看守所得不問是否為達成羈
押目的或維持押所秩序之必要，予以監聽、錄音，對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充分自由溝通權
利予以限制，致妨礙其防禦權之行使，已逾越必要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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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為維持押所秩序之必要，於受羈押被告與其辯護人
接見時，如僅予以監看而不與聞，則與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尚無不符。羈押法第二十八
條規定：『被告在所之言語、行狀、發受書信之內容，可供偵查或審判上之參考者，應呈
報檢察官或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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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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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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應自九十八年五月一日起失其效力，俾兼顧訴訟權之
保障與相關機關之調整因應。如法律就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自由溝通權利予以限制者，應
規定由法院決定並有相應之司法救濟途徑，其相關程序及制度之設計，諸如限制之必要
性、方式、期間及急迫情形之處置等，應依本解釋意旨，為具體明確之規範，相關法律規
定亦應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併此指明。看守所組織通則第一條第二項規定：『關於看
守所羈押被告事項，並受所在地地方法院及其檢察署之督導。』乃係指看守所為執行羈押
之場所，看守所之職員僅實際上負責羈押之執行。其執行羈押於偵查中仍依檢察官之指
揮，審判中則依審判長或受命法官之指揮(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三條參照)。而看守所組織
通則係有關負責執行羈押之看守所組織編制、內部單位掌理事項、人員編制與執掌等事項
之組織法，其第一條第二項僅在說明法院或檢察官併具指揮執行羈押之法律地位，純屬機
關內部之行政督導，非屬執行監聽、錄音之授權規定，不生是否違憲之問題。本件聲請人
因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罪，業經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於九十七年十一月三日提起公訴，並於同月六日移審後，已由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法官於同
日諭知交保候傳。聲請人聲請宣告定暫時狀態之暫時處分，核與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及第
五九九號解釋意旨不符，顯然欠缺權利保護要件。故聲請人就上開羈押法第二十三條第三
項、第二十八條所為暫時處分之聲請，應予駁回」。
上揭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甫公布16，瞬間對於監所就辯護人接見時所採取之監視措施產
生巨大影響，各監所紛於最短時間內停止對於辯護人接見之監視17，並動搖羈押法第23條
第3項及第28條之合憲性，羈押法因此業已刪除第23條第3項及第28條之規定，並新增第23
條之一「被告與其辯護人接見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看守所管理人員僅得監看而不與
聞。為維護看守所秩序及安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看守所得對被告與其辯護人往來文
書及其他相關資料檢查有無夾帶違禁物品。前條第一項規定18，於辯護人接見時準用之」
19。
大法官該號解釋文及理由書 20 雖揭示修正前之羈押法對於辯護人與被告接見「一
律」監視(即在旁與聞談話內容、紀錄、錄音)之規範違憲，同時揭示符合法律保留原
則、比例原則、規範具體明確原則及有救濟程序時，即可啟動辯護人與被告接見過程
之限制機制，故即便有該號解釋存在，並非必然不可限制被告與辯護人之接見通信內
16.98年1月23日公布。
17.以臺灣宜蘭看守所為例，自98年2月起即對於辯護人之接見採「監看不與聞」之方式，即站立在無法聽聞辯護人與被
告談話之距離，觀看辯護人與被告言談過程之神色及有無私自交付物品並進行此等紀錄。現行臺灣宜蘭監獄辦理律師
接見勤務規範二、除經法官或檢察官以書面載明期間，指揮看守所對於被告接見律師時為監聽、錄音或記錄者外，值
勤人員辦理律師接見被告時，應依照司法院釋字第654號「監看而不與聞」之解釋意旨辦理(一)監看：位於眼能見、
耳不能聞之位置。(二)記錄：僅得記錄接見時之情狀。
18.即羈押法第23條第1項「請求接見者，應將姓名、職業、年齡、住所、接見事由、被告姓名及其與被告之關係陳明
之」。
19.此部分之修正條文業經總統98年5月13日華總一義字第09800118221號令公布。
20.本文認為該號解釋理由書對於羈押法第28條違憲之論理略顯跳躍，因為理由書中提及因羈押法第28條規定使錄音所得
之受羈押被告與其律師接見談話內容成為偵查或審判上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影響被告之辯護權而違憲，但羈押法第
28條僅規定被告與其律師接見談話內容可供作偵查上參考上，「應呈報檢察官或法院」，並未述及可做為被告有罪認
定之證據，解釋理由書就此或係基於實務確有以此接見談話紀錄內容作為證據使用，但此並非羈押法明文規定，而是
實務對於證據取捨認定所致，若因實務自行推演之作法而認定法律規定違憲，於論理敘述應更詳盡，但解釋理由書就
羈押法第28條規定何以違憲之部分並未詳加著墨。

第四篇.indd 357

2010/12/10 下午 03:58:03

358

98年度法務研究選輯

容。為保障被告與其辯護人不受干涉之接見通信範疇，同時確保犯罪偵查成果不因此落
空，進而保障被害者人權及基本社會秩序，需全面檢討相關人角色地位、權利義務等
進而界定規範內容，其中辯護人之角色更見重要，故以下從確認辯護人之地位談起。

第二節 辯護人地位之探討
辯護人在刑事程序之角色，相較於追訴犯罪之檢察官，係站立在對面的一方，由於此
先天地位之差異，檢辯雙方許多時候存有不同甚或對立之想法，尤其在社會矚目案件中，
檢辯之間彼此不信賴，進而彼此攻訐。於追訴犯罪之檢察官立場而言，或認為辯護人偏袒
其當事人，甚或為其當事人脫免罪責無所不用其極；於為當事人利益主張之辯護人立場而
言，無罪推定原則為其當事人之保障，於檢方提出足以排除合理懷疑而令裁判者形成有罪
確信之證據前，自應主張其當事人無罪。檢辯各有其法律立場，加上人之感受天性介入，
彼此之間之鴻溝日漸形成，不信賴感日益萌生，然檢辯之間是否真無彼此對話、彼此信賴
之可能，檢察官是否一昧入被告於罪？辯護人是否一昧為被告脫罪？對於彼此角色地位是
否因長年工作之刻板印象而先入為主產生不信任？而本文重在探討辯護人接見通信權之界
限，為求妥適探求界限所在，自需先對於辯護人之地位予以界定。而關於辯護人之地位，
主要有以下三種看法：
一、當事人利益之代理人
此說認為辯護人純粹係被告利益之代理人，既然係代理人，行事之最高準則就是被告
之利益。據此，利益與不利益取決於被告之自主決定，辯護人之作用只不過係輔助被告達
成其利益與目的而已，本身並無自主性，應如何進行辯護，完全以被告之意思為準，辯護
關係僅屬於民法之契約關係，辯護人既無公益色彩亦無公法地位21。只有被告被認為係程
序主體，辯護的目的以及辯護人之功能被設定成只有為了「私益」，辯護人與被告間存在
著一個從屬關係，因此，縱使辯護人實行的一些妨害刑事司法的行為，例如虛偽陳述，按
照契約理論的說法，因為被告的虛偽陳述依據德國刑法第153條第1項係不罰的關係，而辯
護人又必須受到被告的意思所拘束，則從屬於被告之辯護人自然也就被認為不具有前述
「偽證罪」之可罰性，藉此否定辯護人在辯護實行時的「獨立性」，故辯護人不會是擔負
「公益保護」的「司法機關」22。
二、司法機關理論23
此說認為辯護行為實行的內涵，除了被告私益的保護之外，尚有公益的保護，因為這
樣的需要，辯護人遂獲得許多自己的權利，辯護人不再僅係單純按照被告意思提供辯護協
助而已，其具有程序主體地位，因為辯護人同時擔負了公益保護的任務，其也在審判程序
中被視為一個「司法機關」，然並非成為國家組織法意義之下的機關，而只是公務的承擔
者24。而基於辯護人擔當一定公益功能而且獨立於被告意思之外的自主地位，辯護人相較
於被告，必須符合更高標準的行事準則，例如被告不負真實性義務，然辯護人應負有真實
性義務，始符合擔當公益及司法機能的角色，當然，相較於檢察官，辯護人僅為被告有利
21.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2007年9月，五版第一刷，第202頁。
22.吳俊毅，前揭書，第19-20 頁。
23.林鈺雄稱之為「自主性之司法單元」，見前揭書，第202頁
24.吳俊毅，前揭書，第15-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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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而已，不論對被告不利之部分，辯護人雖然不得積極說謊，亦不得幫助被告逃亡或偽
證，但仍可以消極隱瞞不利被告之事實，甚至有時消極隱瞞更是辯護人之義務，例如被告
告知之犯罪事實，辯護人有保密義務，不得主動向任何人，尤其是檢察官或法官提供該犯
罪資訊25。
三、限制的司法機關理論
此說係德國教授Werner Beulke(布爾克)於1979年在其教授資格論文當中對於辯護人地
位提出的看法。其認為，辯護人「公的功能」這個概念畢竟還是不夠明確，容易造成國家
司法機關藉此對於辯護的恣意干擾，他對於德國關於必要辯護的規定，及辯護人排除的規
定作了詳細的分析，由此分析嘗試找出辯護人所保護的個別公益的具體內涵，其最後找出
以下三個利益：實質辯護的有效性、司法的有效性及聯邦德國的安全，而實質辯護的有效
性及司法的有效性是辯護人應該注意的公益，公益的保護係意味著一個對於私益的侵害以
及對於某種辯護的放棄。以實質辯護的有效性作為理由對於辯護的干預強度是最強的，依
其內涵，辯護人原則上應密集致力於針對刑事訴追機關的保護，這裡會產生一個危險，國
家可能以促進實質有效的辯護的名義恣意干擾辯護的決定。這個「實質辯護有效性」的提
示似乎是多餘的，因為通常沒有辯護人不會為了使有利於其被告的利益而辯護的。以司法
的有效性作為理由的干預就顯得較為溫和而在強度上處於中等的程度，以此作為標準的機
制試圖畫出一道辯護的禁區，故當辯護行為超越並陷入這塊禁區時，這個行為就被評價為
「濫用」並加以禁止，因此，可以明確區分出被允許以及不被允許的辯護，例如辯護人不
得採取拖延訴訟的手段。因為此利益保護對於辯護的干預在程度上係屬於中等，在什麼情
況應該被允許或者是不受允許，還是存有一個灰色地帶。就此點來說，許多的爭議都在此
被引發26。
上述三種見解係德國學界之產物，係參照德國刑事訴訟制度規範所為之探討，我國目
前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與德國之規定並未一致，硬要將我國辯護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之地位套
入前揭三種見解之一，恐有削足適履之情形。故本文探討我國律師在刑事訴訟程序地位
時，不落入上揭三種學說之爭，而依照我國目前關於律師之規範，界定辯護人於我國刑事
訴訟程序之地位及功能。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範辯護人之權利包括與羈押被告之接見通信權(刑事訴訟法第34
條)、檢閱或抄閱卷宗及證物權(刑事訴訟法第33條)、攜同速記到庭紀錄權(刑事訴訟法第
49條)、辯論權(刑事訴訟法第289條)、在場權(刑事訴訟法第150條、第168條之1、第206條
之1、第219條、第245條第2項)、詰問權(刑事訴訟法第166條)、聲請調查證據權(刑事訴訟
法第163條第2項、第275條)、異議權(刑事訴訟法第288條之3)、聲請迴避權(刑事訴訟法
第18條)、繼續審判聲請權(刑事訴訟法第298條)、回復原狀聲請權(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
項)、上訴撤回權(刑事訴訟法第354條)、再審救濟權(刑事訴訟法第420條)27。
25.林鈺雄，前揭書，第203-204頁。
26.吳俊毅，前揭書，第16-18頁。
27.上揭權利包括學說上所謂之固有權及傳來權，所謂固有權係基於辯護人地位而取得之權利，包括與羈押被告之接見通
信權至異議權。傳來權係指辯護人代理被告行使權利，自聲請迴避權至再審救濟權均屬之。辯護人行使者若為傳來
權，則須符合被告之意思，不得為違反被告意思之訴訟行為。但如此分類有其盲點存在，因為刑事訴訟法之當事者為
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而刑事訴訟程序在犯罪偵查之過程中，對於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之權利產生極大之干預，故為
追訴犯罪保護被害人，亦保護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不受超越法律限度之侵害而制定刑事訴訟法，作為追訴犯罪程序之法
律依憑，故整部刑事訴訟法相當大的比重是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作為出發點，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相較於辯護人在刑事
訴訟程序應有更值得受保障之處，若認為凡屬辯護人之固有權，即可不受被告意思而行使，則例如辯護人不行使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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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法28則規定律師有以下義務：律師於接受當事人之委託、法院之指定或政府機關
之囑託辦理法律事務後，應研究案情，搜求證據(律師法第23條)、律師如因懈怠或疏忽，
致委託人受損害者，應負賠償之責(律師法第25條)、律師在法庭或偵查中執行職務時，應
遵守法庭或偵查之秩序(律師法第27條)、律師對於委託人、法院、檢察機關或司法警察機
關，不得有矇蔽或欺誘之行為(律師法第28條)，另外，亦負有忠實義務、保密義務(刑事訴
訟法第245條第2項)。
律師法第1條更開宗明義規定「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
命」，單從上述律師義務及律師使命規範內容觀之，即可確認辯護人在我國刑事程序之法
律地位並非僅係追求被告利益之代理人。
而我國律師組成團體—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頒訂之律師倫理規範29 第2條
「律師執行職務，應遵守法律、本規範及律師公會章程」、第6條「律師應謹言慎行，端
正社會風氣，作為社會之表率」、第7條「律師應體認律師職務為公共職務，於執行職務
時，應兼顧當事人合法權益及公共利益」、第8條「律師執行職務，應基於誠信、公平、
理性及良知」、第11條「律師不應拘泥於訴訟勝敗而忽略真實之發現」，亦均揭示律師有
一定社會責任，不可為求勝訴而忽略真實發現。
基於上述對於律師行為之規範，可以看出律師不純為其當事人利益存在，惟辯護人與
其當事人間存有契約關係，為當事人利益主張為契約履行義務之一，對於當事人告知之事
實更有保密義務，故辯護人斷不可能捨當事人利益而不顧，加上無罪推定原則，於法官形
成當事人有罪心證之前，辯護人極力主張其當事人無罪係必然之舉。故界定我國規範之下
之辯護人地位時，肯認其具有一定社會責任，每位律師均重視維護該社會責任，體認所從
事者屬於公共職務。而當公共利益與當事人合法權益衝突時，辯護人故應力求兩者平衡，
惟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乃事理之常，兩者更不可能像數字比例般明確劃分二分之一。而我國
刑事訴訟之修正歷程係由職權主義逐步走向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法官從以往接棒檢察
官追訴犯罪之地位逐漸退居中立第三者之立場，檢察官從形式蒞庭強化為在公開法庭接受
辯護人挑戰，辯護人則可藉由交互詰問過程、證據提示過程檢視、弱化甚至擊潰檢察官提
出之證據以保護其被告，由此修正過程可以看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透過檢察官提出證
據、辯護人挑戰證據、法官以中立立場檢視檢辯雙方之陳述及證據而形成心證以下判斷，
事實於此過程中逐步呈現，故辯護人於此三方角色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三方形成堅實
的金三角而促成真實之發現，因辯護人於此協力促成真實發現過程，立於防禦者地位，則
保護其被告之義務，即吸收在此概念下，應認為辯護人保護被告之義務，係協力刑事司法
之反射結果。
因辯護人負有協力司法發現真實之義務，而保護被告合法利益之義務，屬於協力司法
之反射效果，故我國規範下之辯護人並非僅以被告之權益為懸念，更具有協力司法發現真
實之責任，並於協力司法發現真實過程落實保護被告之合法權益。但辯護人對於協助當事
人之過程獲悉之犯罪事實，並無義務向任何人陳述，即便此等陳述有助於真實之發現，亦
通信權，則被告僅能於民事法律關係解任該辯護人或聲請法院另行指定公設辯護人，其餘無法有其他權利主張或要求
辯護人必須積極行使該權利，則何以能獲得有效實質辯護，故區分辯護人之固有權及傳來權雖有學術上分類意義，但
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作為刑事訴訟程序之主角地位而言，重點應為這些權利之行使如何使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偵
查過程獲得應得之保障。
28.91年1月30日修正之規範。
29.由中華民國律師公會聯合會擬訂，此處所列者為95年9月23 日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之規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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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以真實發現為名而要求辯護人陳述，此時雖然真實發現之刑事司法協力義務與被告之
合法權益衝突，但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及有效辯護原則30，辯護人就被告告知之犯罪事實
具有保密義務，司法協力發現真實義務亦無足動搖。但若辯護人為免真實遭發現或其他目
的而以法律程序外之行為掩飾或干擾真實發現，即便辯護人高舉當事人利益之大旗，恐無
法通過檢視，因此等作為非屬保障被告「合法」權益31之作為，此時已違背司法協力發現
真實義務，辯護人不應為此行為，若辯護人此時選擇當事人利益而捨身為堅實三角之義務
於不顧，自應有制衡辯護人之機制介入。

第三節 限制接見通信權之理論
辯護人前揭權利義務規範及應協力司法發現真實，並在此過程實現保護被告合法權益
觀之，辯護人具有獨立於被告之法律上地位，其雖追求被告之利益，但非僅係代理人，而
具有協力司法發現真實之義務，並於協力司法發現真實過程中落實保障被告之合法權益。
為求協力司法發現真實及保障被告之合法權益，辯護人自需掌握事實，對於辯護人而
言，透過閱卷權之行使，可向刑事訴追機關取得與被告遭追訴事實之相關資訊，再透過與
被告接見通信權之行使，可以由被告之陳述，獲得刑事訴追機關已經知悉或尚未知悉的訊
息。辯護人雖具有一定法律專業，可對被告提供法律上、心理上協助，但若對於事實掌握
有所落差，尤其是細節稍有出入即將導致結論天差地別的刑事案件，都將使辯護人提供之
法律協助大打折扣，為使辯護人能夠掌握事實全貌，除閱卷權行使外，被告所告知之資訊
越完整仔細越有助辯護人釐清事實，提供最有助益之法律協助，為使被告能夠全無保留對
辯護人陳述，自需確保被告與辯護人交換資訊之秘密性：於交換資訊過程不受任何干擾、
向辯護人提及之資訊日後不遭公開。所以必須建立一個秘密領域，讓被告與辯護人在該空
間內可以自由進行思想交流，這個空間可能是客觀可見之環境或是透過媒介的方式。
所謂限制辯護人及被告之接見通信權是指，雙方不能在「秘密領域」內自由實行思想
的交換，而不論被告及辯護人之接見通信權有所保留地實行或是完全被阻隔，都會對於辯
護人想從被告陳述完整地掌握事實，然後據此適用法律擬定可行的辯護策略造成影響，也
就無法達成有效辯護。故限制辯護人與被告的接見通信權會涉及對於被告辯護權之干預，
同時也會涉及對於某些基本權之干預，例如被告之人格權、資訊自由與意見自由，甚至若
對於辯護人與被告在一定私人住宅之談話進行監聽，更進而侵害住宅之不可侵犯性，而由
於遭干預之數基本權間具有競合關係，故要視不同情況下之限制而異討論之出發點32。
原則上，權利實行之範圍並非毫無限制，在辯護人與被告之間接見通信權的情形也不
例外，當越過並落入所劃定之「禁區」時，權利的行使就必須受到限制且被評價為「權利
的濫用」，也因此劃出辯護人與被告接見通信權限制的範圍，而所謂的「濫用」要如何檢
驗？應在「自由的辯護」的意義底下根據比例原則來檢驗：「是否在辯護人發揮與被告之
間的信賴關係而自由地進行意見交換時，會『不成比例』使得真實的發現變的更加困難或
者根本不可能」。若此答案為肯定，則可評價為辯護人濫用接見通信權。具體言之，辯護
人在可以與被告自由交換思想的秘密領域中，若不是為了保護有效辯護這個利益，而是積
30.因為若以真實發現之刑事司法協力義務即可要求律師陳述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告知之犯罪事實，將造成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不敢將事情全盤托出，律師即無法判斷決定辯護策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將無法獲得對其最有幫助之法律協助。
31.蓋因合法權益應於法律程序落實，於法律程序進展中，透過法律外之方式影響事實調查或認定，已非律師基於堅實三
角形其中一角應為之行為。
32.吳俊毅，前揭書，第154頁至第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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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為了妨害刑事程序目的的達成，像是湮滅、偽造或變造證據、教唆或幫助被告實行隱
匿或逃亡33，即可評價為濫用接見通信權。換言之，防止被告濫用防禦權的界限，應該就
是防禦權的正當行使，也就是不可以為了防止被告濫用防禦權，而妨害被告防禦權的正當
行使。那麼被告與辯護人的充分溝通權利，也是以有無濫用防禦權作為界限34。
故為了防止權利被濫用，故須設計一定之限制機制，討論此限制機制時，「辯護人的
濫用嫌疑」就被具體提出作為限制辯護人接見通信權行使的前提要件。故立法實務上，一
般會要求「辯護人有實行或參與妨害刑事司法的可罰行為的嫌疑」，亦即根據具體事實證
明，辯護人涉嫌實行積極地妨害刑事程序目的達成的行為35，但立法例上，也有將可罰行
為事實的特殊性作為限制辯護人與被告接見通信權之前提36。

第四節 外國法制對於接見通信權之規範
一、德國
德國刑事訴訟法針對接見通信權的相關規定，也歷經數階段重大改變，第一階段：西
元1877年至1926年12月27日，此時期規定如下「受拘禁之被告，得以文字或言語與辯護
人往來(第一項)。在審判程序未開啟之前，法官可拒絕寄發或移交未經其檢閱之書面資料
(第二項)。倘非僅因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有逃亡之虞而逮捕之，法院可命法院職員列席，參
與被告與其辯護人之會談(第三項)」。之後，1926年12月27日，第三項修正為「若非僅因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有逃亡之虞而逮捕之，法院可命令，被告與其辯護人在受命法官面前會
談」。換言之，此一時期容許法官命令，因「有使案件晦暗之虞」之理由而遭逮捕、羈押
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在受命法官面前，與其辯護人會談。若僅以「有逃亡之虞」為由而
逮捕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則不可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在受命法官面前，與其辯護人會
談。此一規定沿用至1964年12月19日。此時之刑事訴訟改革法案才將「若非僅因犯罪嫌疑
人或被告有逃亡之虞而逮捕之，此時，法院可命令，被告與其辯護人在受命法官面前會
談」刪除，修正第148條為「縱使被告行動自由受限制，亦得與其辯護人以書面或言語交
流之」，擴大了辯護人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接見通信權，此時期至1976年8月18日可稱
為第二大階段。第三大階段則在1976年8月18日開始，此次修正乃係配合刑法及其他法律
修正之故。涉嫌恐怖組織犯罪之被告，與辯護人口頭交談不受限制，但書信往來即受限制
(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48條第2項)。此外，1977年9月30日德國立法者又增訂排除連絡法，限
縮涉嫌恐怖組織犯罪人與辯護人往來之權利。之後在1978年4月14日，又擴充第148條第2
項之規定。近年來亦再擴充第148條第2項，將刑法第129b條第1項亦列入。因而，目前德
國刑事訴訟法第148條規定「縱使被告行動自由受限制，亦得與其辯護人以書面或言語交
流之(第一項)。當被告行動自由受限制，並且因觸犯刑法第129a條及第129b條第1項之嫌
疑，而形成第1項之調查對象，只要寄件人表示不同意將文書或其他物品，事先提出供法
官檢閱，法官得拒絕移交該文書或其他物品於收件人(第二項第一句)。被告與辯護人在其
他法定程序，以書面往來之情形，亦同(第二項第二句)。若欲監視依據第一句或第二句之
往來，即須因被告與其辯護人之交談，而提供能阻斷移交文書資料或其他物品之設備(第
33.吳俊毅，前揭書，第155頁。
34.許玉秀大法官就第654號解釋文提出之協同意見書第14頁。
35.吳俊毅、前揭書，第156頁。
36.例如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48條第2 項規定若被告涉嫌組織犯罪或恐怖組織犯罪(即犯德國刑法第129條)即可因此對其
辯護人之交流權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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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第三句)」37。
二、日本
在日本舊舊刑事訴訟法階段(1890-1922年)，第85條第1、2項規定辯護人欲接見被告，
仍須有官員參與，在一旁監視。欲授受文件資料，亦須經預審法官或檢察官為必要之檢查
始可。而舊刑事訴訟法階段(1922-1945)，第45條則規定，辯護人須於被告被起訴後，始有
與被告自由交流之權利。在偵查階段，欲接見犯罪嫌疑人，則須有見證人在場。且不得授
受書信以外之物，而書信也必須檢受檢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應日本憲法之改革，日
本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9條規定「身體受拘束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能夠與(其所選任之)辯
護人，在無見證人在場之情況下，會面、授受文件或物品(第一項)。為防止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逃亡、湮滅罪證或授受阻礙防護之物，關於前項接見或授受，得以法令(包含法院規
則，以下同此)規定，採必要之措施(第二項)。有搜索檢查之必要時，檢察官、檢察事務官
或司法警察職員(司法警察及司法巡查。以下同此)，得於起訴前，就有關第一項之接見或
授受，指定期日、處所及時間。但不得對於犯罪嫌疑人準備防禦或類此之權利，作不當之
限制(第三項)」38。
三、英國
英國法於1949年之監獄法第83 條及1964年之裁判官準則中均採取完全自由原則，甚
至於立法上設有對於故意拒絕接見的拘禁處所職員採處罰之規定，然而，為了防止犯罪嫌
疑人逃亡及維持設施內秩序，設有若干之行政上監視措施，但於此範圍內，辯護人仍得於
無人在場之情形下，與犯罪嫌疑人自由接見39。
四、歐洲人權法院
歐洲人權法院主要職責在於審查歐洲人權公約簽約國之申訴案件，有無違反公約的保
障。對於在押被告與其辯護人之接見通信，在該公約並無直接規定，但會涉及該公約第6
條第3項「凡受刑事控訴者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權利：a、立即以其所能了解的語文並詳細地
告以被控訴罪名的性質和原因；b、有適當的時間和設備準備防禦；c、親自為自己防禦或
其所選任的法律協助為之，如果他無力支付法律協助的費用，當公平利益所必要時，應
予免費；d、質問對其不利證人，並在與不利證人相同的條件下，使有利於他的證人出庭
受訊；e、若其不了解或不會以法院所使用的語文陳述時，應提供其免費的通譯協助。」
及第8條「任何人就其私人生活、家庭生活、居家及通訊皆享有受尊重的權利。對於上開
權利行使之干預，必須依法為之，且屬民主社會為了秩序或安全等正當目的所必要者為
限」。
歐洲人權法院在S v. Switzerland40案例確立了在民主社會之中，被告與辯護人間不受
第三人與聞的溝通權利，是公平審判的必要基礎，據此，國家機關對於受拘禁被告與其辯
37.簡銘昱，初探辯護人之交流(接見通信)權—理論面之觀察—，全國律師，第82-83頁，97年6月。
38.簡銘昱，初探辯護人之交流(接見通信)權—理論面之觀察—，全國律師，第84頁，97年6月。
39.葉光洲，只有上帝才知道-辯護人接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不應有人監視-，律師雜誌，第84頁，96年6月。
40.本案之事實：1980-1984年間，蘇黎世街頭先後多起抗議軍售的示威活動，後演變成一連串的房屋縱火及暴力攻擊事
件，本件申訴人S涉嫌以爆裂物攻擊內閣閣員的住宅及其他縱火罪名，被逮捕後，S因有逃亡及勾串共犯之虞遭到
羈押，法院指定G律師為S辯護，然而整個羈押期間，S僅有一次與G自由接見商議半小時的時間，其餘接見情形，
S接受嚴厲的監察，而S寫給G的信件不但都被檢閱還被使用到筆跡鑑定報告，針對這些監視檢閱措施，內國政府
主張S的辯護律師可能藉此與其他被告的律師互通訊息，也就是勾串共犯之虞。轉引自呂雅婷前揭論文第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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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人間之接見，僅得監看但不得與聞商議內容41。此後之案例之爭議焦點，即轉向個案是
否合乎容許與聞之例外，然歐洲人權法院向來堅守「例外從嚴」之原則，因此歐洲各國向
來係以敗訴收場42。
對於被告或受刑人與辯護人間之信件往來的限制，歐洲人權法院多以公約第8條規定
進行檢視，歐洲人權法院在Golder v. U.K.一案中，表示對於公約第8條第1項所列權利之干
預，其正當化事由已經明定在公約該條的第2項，所以即便是受拘禁者，也是第8條第1項
的通訊自由保障之權利人，而國家機關任何限制受拘禁者通訊的措施，都必須依照第2項
的干預正當化要件來檢驗。而在Campbell and Fell v. U.K.案件中，歐洲人權法院就受拘禁
被告與辯護人間往來信件，揭示開拆而不閱覽之原則，僅在國家機關具有合理理由相信受
拘禁者濫用了其與辯護人間的秘密、非公開的交通特權，而危及監所秩序、他人安全或有
其他刑事不法情事時，始得例外地閱讀信件內容，而此必須審酌一切情況依據客觀事實判
斷。歐洲人權法院更將焦點放在防範不當閱覽的安全措施，即要求在被告面前當場開拆信
件檢查的執行方式，隨即歸還43。
歐洲人權法院基本上對於被告或受刑人與辯護人之接見通信，揭示「監看不與聞」、
「開拆不閱覽」的原則，僅在例外即有正當化理由存在時，始得以加以限制上述原則。
例如共犯逍遙法外44、以反恐為議題45或為被告人身安全的維護46，始得對於「監看不與
41.林鈺雄，在押被告與律師接見通信之權利—歐洲法與我國法發展之比較與評析—，臺灣本土法學雜誌，97年1月，第
62-64頁。
42.在Lanz v. Austria案件中，申訴人因為涉嫌詐欺罪及偽造文書罪遭逮捕，該罪嫌主要涉及申訴人的商業活動，特別是
兩筆不動產投資計畫，調查法官(Investigating Judge)簽發了搜索票搜索他的營業處所，該令狀命令搜索及扣押與犯罪
事實有關的文件。後申訴人經調查法官訊問後，法官認為有逃亡、勾串及影響其他本案證人之虞及滅證之危險，裁
定羈押。調查法官並下命令，由於有勾串證人的危險存在，申訴人與他律師接見必須在法院監視下進行，並表示此一
命令將在法定的限制(奧地利刑事訴訟法規定，因為有勾串證人的危險而羈押者，有兩個月法定的期限)屆滿前有效，
申訴人對此提起抗告，內國法院認為監視命令是為了確保刑事訴訟程序而為，本案關涉到申訴人所管理的SDBV公司
與其他申訴人所管理的幾間公司間商業活動的複雜案件，並涉及其間的資金流向，還有其他本案證人還未被發現及訊
問，若不羈押並予以監視干預，的確可能會有勾串的危險存在，因此認為申訴人之抗告無理由。在奧地利之內國法
係規定羈押中的被告得在無調查法官在場的情況與律師接見，然而如果是因為有勾串危險而羈押者，在開始羈押的
14天內，與其律師的接見，得有調查法官在場，如果是因為有阻礙證人之虞存在，調查法官可以加長這樣的監視至
起訴，但歐洲人權法院認為此一被告在調查法官監視下與其律師接見之措施，已經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的6條第3項b、
c款，因為內國法此項監視措施，嚴重干預被告的權利，必須有與其相當的理由才足以正當化，而本案中，因為有勾
串之虞，被告已經被羈押，如果再以此一理由對在押被告與其律師的接見予以監視，縱使是由調查法官在場監視，亦
「不足以」正當化，必須有「進一步」的理由才足夠正當化這樣的干預。轉引自呂雅婷，前揭論文第60頁至第61頁。
43.林鈺雄，在押被告與律師接見通信之權利—歐洲法與我國法發展之比較與評析--，臺灣本土法學雜誌，97年1月，第
66-67頁。
44.Brennan v. UK案件中，申訴人爭執第一次與律師接見時受到警方在場監視並監聽商議內容，且在接見開始前，申訴人
尚未到場之前，警方告知律師不得討論姓名或是傳達任何協助其他嫌犯的資訊，只可以單純就案情予以商議。而歐洲
人權法院雖承認有正當化的事由存在時，是可以限制被告與律師自由保密的接見，但是此案件中，歐洲人權法院雖沒
有發現警方以此監視措施取證，但是內國法此項例外限制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洩漏訊息給在逃的其他共犯，但在本案當
中，被申訴國並沒有提出任何主張說明律師意圖洩漏訊息或有勾串危險存在。轉引自呂雅婷，前揭論文，第67頁。
45.在Erdem v. Germany案件中，因為涉及反恐議題，被申訴國就涉嫌刑法第129a條恐怖組織之成員於在押期間與其律師
之接見通訊予以監視，但被申訴國就此監視設立擔保機制即由非本案審理之中立法官開拆閱覽通信內容，並有義務對
其因此所知之資訊予以保密，但此涉及之恐怖組織成員與其律師接見時之口頭商議猶不受監聽。歐洲人權法院認為此
時被申訴國就申訴人之通訊予以限制，並未違反公約第8條。轉引自呂雅婷，前揭論文，第68頁。
46.在Ocalan v. Turkey案件中，被申訴人被認為是PKK領袖，涉嫌企圖分裂土耳其共和國，指揮多起恐怖攻擊造成
許多人民傷亡與建築損壞而被逮捕，被逮捕之後，總共有16位律師表示係其家族所委任，要求接見申訴人，土耳其當
局為避免對於申訴人人身安全造成威脅，要求律師接見申訴人前必須先被搜身一次僅能允許1、2位律師接見，同時
前往島上監獄的登船方式及地點，均由土耳其當局安排，在被逮捕後第10天，申訴人終於獲准與其中2位律師接見，
並有一位法官與一位安全局人員戴著面罩在場監視，該次接見被限制在20分鐘內，之後在2個月內，申訴人被准予與
律師秘密地接見，總共12次，每次約45分鐘至1小時不等。根據申訴人表示，其與律師的接見，皆有當局在玻璃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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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原則有所限制。而對於被告與辯護人之通信，僅有在合理的理由相信被告與辯護人間
的保密、非公開的特權被濫用時，始得例外地閱讀被告與辯護人間的信件，而所謂之「正
當事由」，應審酌所有相關情況，必須有足以說服一客觀觀察之人認為法律所保障之通訊
方法已被濫用之事實或資訊存在47。
五、小結
上述各國法律規範及歐洲人權法院漸趨表示為使被告獲得有效辯護協助，必須保障被
告與辯護人間享有不受監視、完全秘密之接見通信權利，例外時始得加以限制，但所謂例
外情況，必須由國家機關舉證證明接見通信權已遭濫用，不得僅以當初羈押之理由即當然
限制被告與辯護人之接見通信權利，且限制之事由、程序、救濟方式必須法律明確規定，
而若以輕微之限制方式即行為監視則可達成防範目的，即不容許以該目的為由進行使國家
追訴機關知悉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話或通信內容之限制接見通信權之措施。

第四章 建構我國接見通信權之制度
第一節 辯護人接見通信權應受保障之程度
人在自由狀態應是自由的、無拘束的。但自從有了人類社會之後，個人的自由權利就
需受到限制。啟蒙時代的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認為人民的天賦人權即必須透社會契
約的締結，以限制個人自己的人權。因此人權的「可限制性」及「必要限制性」和人權的
「肯定論」自始至終是一起存在與發展的。但限制「人權」的目的，乃在於保證人權不會
被濫用，以及促進公共福祉48。我國憲法第7條至第18條臚列各種類的人權條款，在第22
條與第23條規定人權的限制要件，若一一分析憲法對於人權保障與限制規定，可知我國憲
法的人權限制，分為無限制保留、特別限制與概括限制三種49。而憲法第23條之具體內容
後監視，並且被全程錄影。且除了前兩次短暫接見外，之後的接見被限制為1星期兩次，每次以1小時為限，而且律
師每次接見都要被搜身五次，並填寫密密麻麻的表格；被申訴國則主張無論是接見的次數或時間。均未受到限制，
除了第一次在法官及安全局人員在場監視外，其他接見時的監視措施均係根據內國法的刑事程序法典所為。歐洲人權
法院再度表示被告與其律師在不受到監聽情況下接見商議，是民主社會中公平審判的基本需要，然在有足以正當化的
理由存在時，得以容許例外存在，此時要就被告所受到的程序，來「整體判斷」此限制是否已經剝奪受公平審判的權
利，雖然被申訴國主張此等監聽措施係為了保障申訴人的人身安全，但人權法院認為律師係受申訴人所委任，而且
也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律師會危害其當事人的生命安全，此外，律師接見其當事人之前，已經經過搜身，在此情況下，
僅有目視的監視措施，即足以擔保申訴人的人身安全，不需要採取監聽措施。轉引自呂雅婷，前揭論文，第69頁。
47.呂雅婷，前揭論文，第70頁。
48.陳新民，憲法學釋論， 94年8月，修訂五版，第164頁，陳新民發行。
49.一、人權的無限制保留，乃係憲法第9條「人民除限制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因此條規定雖在第7條至第22條之
列，但其實第9條所規範者實際上屬於人民之訴訟權利(即憲法第16條)，為強化訴訟權之內容，保障人民絕對不受軍
事審判之權利而特於第9 條規定此內容，因此，我國憲法此項規定意指為「絕對性」。二、人權的特別限制，即為憲
法第8條「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
禁。非經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人民因犯罪嫌疑被
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
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法院對於前項之聲請，不得拒
絕，並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機關查覆。逮捕拘禁之機關，對於法院之提審，不得拒絕或遲延。人民遭受任何機關非法
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聲請追究，法院不得拒絕，並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並依法
處理」，因為憲法第8條於此已就可能侵害人身自由之情狀詳盡具體規定。三、人權的概括限制，即為我國憲法第22
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及第23條「以上各條所列舉之自由權
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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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公益動機、法律保留與比例原則三要項。公益動機分為「防止妨害他人自由」、「避
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50。法律保留原則，係於公益需求
下可限制基本權利，但其限制方式必須以法律為之。比例原則認為立法者在對人權認為有
公益需求時，可予以限制，但應限於必要的限度內51。
對於辯護人之接見通信權施加限制，影響所及係被告是否能夠獲得實質有效辯護、辯
護人職業執行自由及財產權利52，此等屬於人民之訴訟權、工作權、財產權內涵之權利，
基本上雖完全自由、不受限制，但並非我國憲法規範之「無限制之人權」或「特別限制之
人權」，而係屬於憲法第22條及第23條規範之符合相關要件時可予限制之人權，司法院大
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理由書亦清楚表明此點53。
辯護人與被告接見通信權利係出現於犯罪事實偵查過程，也就是說此時已存在被告以
外之被害人之生命、身體、財產等受憲法保障之權利或基本生存之社會秩序遭侵害之嫌疑
事實，而犯罪追查過程，正是要找出破壞個人權利及社會秩序之行為人，令其等為過往行
為負責，並於令其負責過程修補所破壞之秩序54，以達成社會教化功能，故刑事犯罪追訴
所保障者為整體社會國家法秩序，確保一個大家遵守法規範而共存之環境。因此犯罪追訴
過程，啟動之許多強制作為，例如通訊監察，也侵害他人秘密溝通之隱私權利，但還是在
利益衡量後由立法者制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而令執法者在一定實體要件及程序規範下，
可監控人民秘密溝通內容。同樣地，為確保社會秩序、公共利益55時，對於涉及人民訴訟
權、財產權、工作權、隱私權之辯護人與被告不受監控之接見通信權利，亦非不得予以限
制。
因為刑法是法規範最後防線，動用刑法所建構的是所有人民均可安全生存之最基本、
但無道義美德之環境，若此種環境均不可得，則社會大眾勢必生存在終日不得安寧之惶恐
中，故為保障大眾安穩生存最基本之環境，必須建構基礎法律規範，於任何人破壞法規範
建構之秩序而侵害他人時，找出破壞規範之人，並透過刑罰加以規制無自控能力遵守此等
是第22條與第23條單由法條結構作「機械性」的類比解釋，將會導致相互矛盾之結果，所以只有透過以人權概括限制
的整體面觀察，第22條應解為係專門作為「擴充人權項目」所制定之條款。至於對所有扣除無限制保留及特別限制人
權之其他人權限制，無論列舉與否，皆由第23條規範其限制要件。詳參陳新民，前揭書，第165頁至第168頁，陳新民
發行。
50.所謂「防止妨害他人自由」係指個人享有的自由，以不得侵害他人所擁有之「法定自由」為限。「避免緊急危難」，
指為避免在客觀情狀下所發生的緊急危險或災難所肇致之結果。較高層次為「國家社會的緊急危難」，例如緊急命令
制度；低層次屬於故人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個人的緊急危難」，如行政執行法第37條規定許可警察為保障酗
酒泥醉及瘋狂者，所施以之強制性人身管束；「維持社會秩序」為維持社會秩序而限制人權之範圍，相當寬廣，且會
與「增進公共利益」發生競合。「增進公共利益」這是為了社會大眾福祉，對個人人權作必要性限制，乃服膺傳統的
人權理念，認為個人利益的重要性，應居於社會公益之下。若兩者發生衝突與矛盾，個人的利益應該放棄。陳新民，
前揭書，第169頁至第172頁。
51.即(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妥當性原則)。(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的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
少者(必要性原則)。(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目的利益損失均衡(均衡原則)。
52.被告能否獲得實質有效辯護或有看法認為其應屬於憲法第16條訴訟權保障之列。辯護人之職業執行自由及財產權利，
應為憲法第15條工作權及財產權所保障。
53.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理由書「…上開自由溝通權利之行使雖非不得以法律加以限制，並應具體明確，方符
憲法保障防禦權之本旨，而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訴訟權之規定無違」。
54.但是刑事犯罪追查並無法回復犯罪未發生之狀態，因為一個遭受侵害之人所受之傷勢、死亡或財產損失，並無法因
為行為人服膺刑事責任(包括入監執行、罰金等)就當然回復未受侵害之狀態或得到填補。但無可諱言，另行為人負責
之追訴過程，可使被害人獲得一定心理上之安慰。
55.所謂「社會秩序」、「公共利益」，均屬於抽象之利益，所以當私益與公益衝突時，究竟所欲保障之「公益」為何，
自應仔細探究。「公益」包括利益內容的不確定及受益對象之不確定，雖然如此，但對於私益或公益內容
的價值判斷，必須尋求一個「質量最高」的價值作為標準，也就是「公益」是經過「價值斟酌」之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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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之人，以重申此等基本生存環境之不受破壞。故為維護此一最基本生存秩序之利
益，與人民受保障之財產權、工作權、訴訟權相衝突時，人人均可安全生存之社會秩序利
益56，應優於個人上揭權利受保障。
再就我國目前律師教育、律師作為及律師管控機制觀察，雖然自前述探討內容可知我
國辯護人具有協力司法發現真實義務，並於此義務之實現過程落實保障被告之合法權益，
然因我國有相當特殊的政治社會氛圍，通常社會矚目案件易流於政治派別之紛爭，目前辯
護人之自律機制及教育落實仍有相當努力空間57，而犯罪偵查過程，被告雖受無罪推定原
則保障，但「現實上」被告是否從事違法情事乃其最為瞭解，對於相關證據所在亦屬被告
知之最詳。但對於犯罪偵查者而言，尋求證據以證明過往發生事實以令破壞法秩序之人負
責之過程，因為面對者係對於相關事實完全知悉之被告，過程中遭遇之困境不言可喻，為
保障被告人權，自然必須提出相當證據始可對被告追訴，然追訴犯罪過程更必須落實對於
「被害者」人權保障，而人性趨吉避凶為自古不變之理，實務上有多少觸犯法律之人能誠
實面對己身過往錯誤58？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大都盡力避免違法情事遭發現，原本辯護人介
入係為使被告獲得有效實質辯護以保障合法權益，但不可諱言，有不在少數之辯護人並未
將其協力司法發現真實之義務存於其心，反為當事人利益極力追求59，故依據我國目前法
治教育、辯護人養成教育、辯護人管控機制之現狀，亦難認辯護人接見通信權應受絕對保
障。
而前述外國法例對於辯護人之接見通信權雖然原則上不予限制，但於相關法律要件明
文規範下仍有例外予以限制之情況，可見外國法例目前對於辯護人接見通信權並非完全不
予限制之絕對保障。
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文出爐之際，雖無大法官提出不同意見書60，而該
號解釋亦非揭示辯護人之接見通信權為「絕對保障」之權利，就此葉大法官百修之協同意
見書更指出「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時，固得予以充分自由溝通，倘受羈押被告所涉嫌
之犯罪情節重大，例如：涉及恐怖犯罪組織、組織性犯罪或涉嫌危害國家重大金融犯罪
56.包括破壞秩序、侵害他人之人，因為被告或嫌疑人雖破壞法秩序，但其亦生活在法秩序之中，藉由追訴其行為之重建
法秩序過程，亦使被告或嫌疑人得以生存在擁有最基本安全之環境。
57.目前沸沸揚揚的陳○扁家族案件，在社會形成政治迫害的輿論，而針對陳○扁辯護律師鄭○龍召開記者會對媒體公布
證人辜○諒等人偵訊光碟之作為，臺北律師公會秘書長高○誠受訪：「(證人)的權益會不會受侵害？會，可是當今我
們的刑事訴訟制度，是在保障被告的公平審判的時候，(證人的權益)要退回。」。對此司法院有意修法，在刑事訴訟
法明定律師閱卷所取得的筆錄、光碟，不可作為訴訟以外目的使用，卻遭到台北律師公會強烈反對，認為相關修法
限制律師的辯護權及被告的訴訟權，剝奪大眾監督執法的權利，違反國民主權，為保障當事人公平受審要將偵訊光碟
公開，這與審判公開的精神一致。甚至陳○扁辯護人石○琳針對檢方日後不再提供證人偵訊光碟之傳言表示「這根本
是鴕鳥心態，因為偵訊光碟遭公布，其權威及官僚心態被挑戰，導致慌亂不知所措」。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林
○正律師對此撰寫「非常離譜的光碟」表示律師對媒體公布證人偵訊光碟係因為檢方辦案過程訊問技巧太過粗暴，檢
察官在偵查密行原則，不知有多少被告暗吃悶虧哭訴無門。民間司法改革委員會董事羅○成律師亦撰文「公開偵訊光
碟，有何不可？」，表示雖辯護人將偵訊光碟公開影響隱私權保障，但若公開偵訊光碟目的在於揭發執法人員之濫權
行為，雖不一定與案件之訴訟目的有關，也可能對影像中人的隱私權或人格權有負面影響，但基於抑制權力濫用的公
益目的，禁止將此見不得人的偵訊光碟公開，到底是在保障個人隱私權，或在掩護違法濫權的公務員？本件若可以先
聲請法院當庭勘驗、播放有爭議的偵訊光碟，讓公開法庭將之公諸於世，或許是另一項避免不必要程序衝突的選擇，
不過，這齣法庭大戲的張力也將失色不少。另璩○鳳偷拍光碟案中，犯嫌郭○玲女兒高○淳之辯護律師李○諭，因誘
導高○淳的同學作偽證，遭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移送懲戒，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原本決議「不付懲戒」，後經移
送機關提出覆審，改處以停業處分。
58.基本上被告會認罪都是證據充分才會認罪，當然在證據未達有罪門檻之前，被告本均受無罪推定原則保障，但是回歸
客觀事實層面，被告是否有為違法情事，對其而言，難道需要看到證據才知道嗎？當然不需要，所以根本無從期待被
告誠實面對己身過往所為不法情事。
59.實務案件偵辦過程，更有賄選案件之被告對收賄者言「律師說如果檢察官問，就說是借款」。
60.葉大法官百修、李大法官震山、許大法官玉秀、許大法官宗力、陳大法官新民均提出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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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如不予監聽、錄音，亦將危及重大公共利益，此時應可例外就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接
見時准予監聽、錄音。對例外之准予監聽、錄音行為，亦應有其相應措施，例如：(1)由非
審理本案之法官判斷是否具有接見監聽、錄音之必要性；(2)該法官於監聽、錄音所得之資
料負有保密義務；(3)受羈押被告不服前揭法官所為准予監聽、錄音之決定，應有法律救濟
途徑；(4)國家機關對有無予以監聽、錄音之必要，應負說明義務；(5)上開監聽、錄音行
為(如期間、方式等)仍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要求」。
陳大法官新民之協同意見書更進而指出「在本號解釋已經承認被告與辯護人秘密
溝通的『相對保障』，似乎有必要再更精確的加以分析。應當區分成三種不同的限制
情形，這也相對的表現在看守所應採行三種寬嚴不等的監視措施。這三種不同寬嚴的
監視措施，依其嚴格強度，尚可分為嚴格(看、聽、錄)、中度(看、聽)及輕度的監視
(看而不聽)，必須有其不同的適用 對象及公益考量，以符合比例原則的『區分要求(Das
Differenzierungsgebot)』。1.採取嚴格的監視措施，必須基於最嚴重的立法目的，方可以監
聽、錄音、錄影、紀錄等方式來監視被告與辯護人的談話。此在國外的立法例，特別是歐
美針對防止恐怖主義的立法(例如德國刑法第一二九條a及刑事訴訟法第四一八條第二項)
都有類似的立法例。甚至最嚴格的監視措施還可以取消被告與律師的會面權(但實施這種
最嚴格的監視措施，也只能短期限制被告與辯護人的會面權，而不能長期剝奪之。否則將
形成「限制權」的濫用)。即使嚴格的立法例的實施，除了必須『法律保留』依據外，且
要符合『法律明確性』的要求。我國羈押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及實務上運作，卻僵硬且概
括的採行這種監視方法，顯然違背比例原則的『區分要求原則』。2.第二種中度的監視措
施(看、聽)，則是除不得錄音、錄影外，由第三人在場監聽，以防止串供或湮滅證據或策
劃逃亡等。這『應當』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但書所指律師接見禁見被告的監視方
式，也是屬於個案性質的一般限制，乃依據個案情形(ad hoc)，且依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
條但書的規定取得合法的依據。就此條而言，無庸嚴格的法律明確性要求，可與前述嚴格
的監視措施相區別61。3.至於寬鬆的監視(看而不聽)，是錄影(但不錄音)或由第三人以目視
監視(監看)，而不與聞會談內容的兩種方式。這主要是『行為監視』，而非『溝通監視』
之手段，也是維持監所的秩序所必要」。
由前述可知不論是從憲法保障觀點、我國社會目前現狀、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等，辯護
人接見通信權應屬於「相對保障」之權利。但過往以羈押法、監獄行刑法及法務部函示概
括限制辯護人接見通信權，確實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規範具體明確原則，自應回歸刑事
訴訟法之具體規定落實對於辯護人接見通信權之規範。

第二節 限制接見通信權之事由及方式
一、限制接見通信權之目的
61.陳大法官新民認為由第三人在場聽聞被告與辯護人溝通內容，但明定「聽而不錄」、「聽而不報」應屬於現行刑事訴
訟法第34條但書規定所得採取之限制措施，此監視措施並不需嚴格法律明確性之要求，並進而認為由第三人在場監
聽，好處為可即時制止辯護人接見權之濫用，也可維持監所秩序。缺點為可能不當介入辯護人與被告之溝通，但此制
度不妨害辯護人與被告仍可繼續溝通，不過改變溝通方式而已。故若導入第三人監視「聽而不錄」及「聽而不報」之
原則，於現行之刑事訴訟法第34條規定下，第三人在場之中度監視措施並不當然違憲。然本文從實務操作立場，對陳
大法官新民贊同以第三人在場監視為限制措施之看法持保留態度，詳見後述「限制接見通信權之可能機制」。
62.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左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
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
共犯或證人之虞者。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63.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下列各款之罪，其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有反覆實施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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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因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62及第101條之1第1項63規定要件，由法院裁定予
以羈押限制其人身自由，其中已將避免被告逃亡、勾串滅證等作為限制其人身自由之衡量
要件，而對於人身自由受拘束之被告，原則上仍可與外人接見、通信64，有例外情事始經
法院命禁止或扣押65，但此禁止與外人接見通信之效力不及於被告之辯護人。辯護人之存
在係為保障被告之合法權益，使被告獲得實質有效辯護，以對抗擁有國家機器協助追訴犯
罪之檢察官，故若辯護人利用與被告接見通信權進行逸脫上述功能之作為，應可對於辯護
人之接見通信權施加限制。而限制辯護人接見通信權，最終目的係為防止以違法或法律體
制外之方式阻礙犯罪之追訴，以求建立基本生存之社會秩序，故參酌外國法例規範並考量
我國社會現狀，認為限制辯護人接見通信權係為「維護羈押目的」、「維持監所秩序」及
「避免干擾偵審程序進行」。
所謂「維護羈押目的」，與前述羈押被告及禁止被告與外人接見通信之考量目的一
致。雖被告受無罪推定原則、不自證己罪原則保障，但被告為實際行為人，是否曾進行違
法情事，無人較其更為知悉，正因如此，被告欲從事掩飾真實、破壞追訴之作為，更係相
當容易之舉。人性趨吉避凶乃千古不變之理，無從期待違法之人在無證據向其指訴之前坦
然在法律面前低頭，故被告於此人性驅使下多會進行掩飾過往犯行之作為，因此增加犯罪
追訴之困難。而被告人權雖然重要，真實發現及被害者保護更係不容遺忘之事項，追訴犯
罪過程若發現被告以積極行為阻礙真實發現或有此嫌疑時，自須啟動管控模式規制被告作
為，故被告若有滅證勾串而影響真實發現之虞時，自需藉由一定措施將被告暫時隔離，並
隔絕被告可能利用以阻礙真實發現之管道。我國刑事訴訟法因此規定有事實顯示被告有勾
串滅證之虞時，則將被告與外界暫時隔絕(即羈押)，有事實顯示羈押之被告利用與外人接
見通信機會而有脫逃、滅證勾串之虞，則禁止羈押被告此項與外界往來之權利。同理可
證，若被告藉由與辯護人接見通信權利之行使，進行勾串滅證之舉或有進行勾串滅證行為
之虞時，自應對此項權利加以限制。
就「維持監所管理秩序」而言，刑事訴訟法雖未規定得因此目的羈押被告或禁止被告
與外人接見通信，但此目的之維護乃被告進入監所後不可避免而必須考量之情況，尤其在
我國監所人數氾濫之現今，管理人員與監所人犯數目不成比例，若全然未加任何控制，任
一監所人犯只要進行一項違規行為，所有監所管理即會面臨崩潰，故目前監所對於在所人
員與外界往來均會施加監視檢查措施66，而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往來亦可能會影響到監
所管理秩序，故考量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規範時，不能迴避監所秩序管理之目的。
至於「避免干擾偵審程序進行」，此一目的乃因應我國社會風氣而探討，因為每個國
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者，得羈押之。一、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放火罪、第一百七十六條之準放火罪。二、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之強制性交罪、第二百二十四條之強
制猥褻罪、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之加重強制猥褻罪、第二百二十五條之乘機性交猥褻罪、第二百二十七條之與幼年男
女性交或猥褻罪、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傷害罪。但其須告訴乃論，而未經告訴或其告訴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
者，不在此限。三、刑法第三百零二條之妨害自由罪。四、刑法第三百零四條之強制罪、第三百零五條之恐嚇危害安
全罪。五、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三百二十一條之竊盜罪。六、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三百二十六條之搶奪罪。
七、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之詐欺罪。八、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之恐嚇取財罪」。
64.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2 項「被告得自備飲食及日用必須物品，並得與外人接見、通信、受授書籍及其他物件。但押
所得監視或檢閱之」。
65.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3項「法院認被告為前項之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有足致其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
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依檢察官之聲請或依職權命禁止或扣押之」。由此規定可見，禁止被告與外人接見及扣押信件
之目的係為免被告脫逃或滅證勾串。
66.例如與外界信件往來會檢查是否有夾帶物品；寄菜進入監所，均需一一倒出或剖開檢查；與外人接見時會有管理人員
在旁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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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均有特殊歷史背景或社會氛圍，如德國將涉嫌恐怖組織犯罪者列為限制被告與辯護人接
見通信權之一種情況，我國並無恐怖組織動搖國本之歷史經驗，但我國以往戒嚴時期以黨
治國，白色恐怖期間遺留之民眾對於司法不信任感及為爭取解嚴而形成之主要兩黨對峙之
特殊政治氛圍，於矚目之企業經濟犯罪或公務員違反職務犯罪等案件，均會在社會上形成
政治取向之討論，而且民眾對此說法大多予以跟從，此根源於法治教育落實不足及以往黨
國共治於民眾心中形成之刻板印象，此情況之形成與發展，雖非司法所得掌控，但我國社
會目前確實存有此種情況，且伴隨此情況之進展不斷傷害司法威信，故於建立司法制度
時，自無法忽略此點不論，故因應我國特殊社會氛圍及正視此氛圍對於司法之影響，討論
辯護人接見通信權限制時，自無法將此目的置之不顧。
故探討我國辯護人接見通信之限制機制前，必須先確認係為維護羈押目的、維持監所
管理秩序及避免干擾偵審程序進行三大目的，因為追求目的之不同將影響界限範疇及限制
措施。
二、接見通信權之界限
我國辯護人接見通信權為「相對保障」之權利，故當此權利跨越界限即落入應受限制
之境地，而當辯護人行使不受限制之接見通信權之結果將妨害羈押目的、影響監所管理秩
序或干擾偵審程序進行時，即認為辯護人已超越達成有效辯護利益保護之界限，此時即應
該啟動限制機制。
就維護羈押目的而言，辯護人接見通信權之界限是以「辯護人與被告自由進行意見交
換時，是否會不成比例使真實發現更加困難或根本成為不可能」，若答案為肯定，即認辯
護人濫用接見通信權。而辯護人所採取之辯護作為若係法律規範賦予權限之行為，自應認
為此屬於正當合法之辯護行為。
就維持監所管理秩序目的而言，若辯護人與被告接見通信過程，造成監所秩序管理不
易，則有必要對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施加管控措施。
就避免干擾偵審程序進行目的而言，辯護人與被告接見通信後，由辯護人利用法無明
文限制之作為試圖影響偵審程序之進行，因辯護人此等作為已非達成為被告有效辯護之法
律作為，即應對於辯護人之接見通信權施加限制。例如：對於被告或證人筆錄之真實性有
所爭執，法律已規範可聲請法院進行勘驗，辯護人卻選擇召開記者會將相關人等偵訊光碟
透過媒體大肆放送並加上個人解讀，該等辯護人之作為顯然已經跨越界限而不應容許67。
而辯護人若係與被告接見通信討論案件辯護方向後，選擇此一對媒體公布相關人等偵訊光
碟內容之作為，則可認為辯護人已濫用其與被告接見通信權進行妨害其他法益之溝通68。
三、限制接見通信權之可能機制
觀諸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4條並未規範限制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之機制，而過往於羈
押法、法務部函示及各監所之管理規範進而訂立派人在旁監看、紀錄、錄音(影)、檢閱信
件內容作為限制方式，然此等行之有年之限制方式是否均能夠達成保障目的之追求？
67.擅自利用媒體公開相關人等之偵訊光碟內容，更會影響以下法益：1.罪證可能被湮滅。2.相關人之個人秘密、名譽受
侵害。3.不當影響整體司法偵查及審判程序之進行。詳見邱忠義所著之開示證據目的外使用之禁止。
68.因為以辯護人具有協力司法發現真實之義務及信賴辯護人均尊重其所負之社會責任為出發點，每一辯護人不應也不會
主動提出以規範外作為以影響司法案件進行之建議，然辯護人與被告接見通信後，所採取之作為超脫法規範，則辯護
人顯然已拋卻其協力司法發現真實之義務，與被告於隱密之接見通信空間進行妨害司法目的之溝通後，出面進行影響
司法偵查及審判程序進行之作為，辯護人此舉已非達成有效實質辯護所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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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錄音
我國實務行之有年之「錄音」是否適宜作為限制被告與辯護人接見之機制？
在檢辯學三方參與之釋字第654號解釋羈押法檢討座談會即引發爭論 69，參與該
次研討會之檢辯雙方發言透露出對於彼此不信任70，但在討論任何一個機制建立
前，都必須回歸原則進行討論，情緒性之討論並無助於觀念之釐清及制度之建
立，實應回歸探討「錄音」此一措施保護何利益、侵害何利益、是否可以通過利
益衡量等。
我國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對於被告之警詢偵訊過程需錄音(影)，此係因過往
戒嚴時期警察國家，被告或嫌疑人遭受警調檢等機關動輒刑求逼供，由無數人民
血淚交疊的歷史，才讓我們檢討制度而建立被告及嫌疑人警詢偵訊過程予以錄音
(影)之制度。依據行政院93年3月3日院臺法字第0930007637號函所定「檢察及司
法警察機關使用錄音錄影及錄製之資料保管注意要點」，規範訊(詢)問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時，應全程錄音(影)；訊(詢)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時，為便於
審判中證明其陳述具有可信性，於必要時，應全程錄音(影)71。目前實務上，檢
察機關開庭訊問過程全程錄音錄影，警察機關詢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全程錄
音。而對於警詢偵訊過程之接受詢(訊)問之相關人(包括被告、嫌疑人、證人等)
予以錄音，難道這就不是對於這些人的人格權侵害嗎？本文認為對於任何不公
開場合所為之錄音，基本上就是對於人格權之侵害，因為既是「不公開」，任何
破壞其不公開性質之作為當然屬於侵害。故依此所見，對於被告警詢偵訊談話過
程錄音當然也是一種侵害。但之所以對於被告偵訊過程錄音，係因過往不應出現
之僅重被告自白之刑求逼供之歷史，使得對於被告偵訊過程錄音反成為保障被告
之一種方式，這是對於執法者之諷刺，但不可諱言此係因過往特殊背景造成，更
69.該次座談會中，楊雲驊教授認為「錄音」本身即為一種侵害，不論此錄音之後有無被使用。林鈺雄教授認為錄音屬
於對於人格權之侵害。陳瑞仁檢察官提出可對於「禁止接見通信」之被告與其辯護人接見過程予以錄音，但密封且
不可作為本案證據使用，惟經檢察官提出相當事實說服法官該錄音內容涉及未來犯罪或勾串、滅證時，由本案承審
法官之外之中立法官以非公開方式來聽。林麗瑩檢察官提出德國基本上對於偵訊警詢錄音係極為例外之情況，因為
德國認為對於非公開談話之錄音就是對於人格權之侵害，但於我國容許警詢偵訊錄音錄影，顯見我國對於錄音錄影
造成之權利侵害在價值衡量後是可以被排在下位的，對於目前猶有辯護人藉由與被告接見通信以進行勾串、滅證之
行為經追訴之案例觀之，追訴犯罪之檢方同樣對於辯護人不信任，既然警詢偵訊等不公開對話在我國均可全面錄音
錄影，對於辯護人與被告之接見通信何以不能錄音後密封，原則上不予使用。林峰正律師對此強力反駁，認為警詢
偵訊錄音是經過血淚堆疊而成，認為被告接受警察、檢察官詢問之過程與被告與辯護人談話過程是不可等量齊觀
的。顧立雄律師認為錄音就會造成寒蟬效應，不論如何保證不會使用此等錄音，其均無法信賴該等保證。詳見（臺
灣本土法學雜誌第126期，第90-103頁，2009年4月）
70.註釋70的研討會討論焦點最後已流於個案意氣之爭，主要針對馬○九特別費案及陳○扁國務機要費等案之檢察官對
外放話、辯護人召開記者會公開相關證人等偵訊光碟畫面，甚而林○正律師表示如果檢察官在意公開偵訊光碟會使
不相干的證人或第三者會受到傷害，那為何檢方對於在偵查期間洩漏資訊、洩漏偵查秘密這件事情都不在意？
71.一、為落實檢察官訊問或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時，妥慎實施錄音、錄影，俾確保筆錄之公信
力，並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之一第三項規定錄音、錄影資料之保存方法，特訂定本要點。二、檢察及司法警察機
關應備置錄音、錄影之設備及儲存錄音、錄影內容之材料，作為實施訊問或詢問時之輔助記錄。三、訊問被告或詢
問犯罪嫌疑人時，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之一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
明筆錄者，不在此限。訊問被告以外之人或詢問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時，為便於審判中證明其陳述具有可信性，於
必要時，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四、錄音、錄影應自開始訊問或詢問時起錄，迄訊問或詢問完畢時停止，其間應連續
始末為之。每次訊問或詢問前，應宣讀訊問或詢問之日、時及處所；如檢察機關已分案者，應一併宣讀案號及案
由。訊問或詢問中，如遇有切換錄音帶、錄影帶、數位磁碟或遇有偶發之事由致事實上訊問或詢問無法繼續進行
時，宜於恢復訊問或詢問並繼續錄音、錄影時，先以口頭敘明中斷之事由及時間。五、訊問或詢問時實施錄音、錄
影，應遵守偵查不公開之規定，慎防錄音、錄影內容之不當外洩。六、筆錄經向受訊問人或受詢問人朗讀或交其閱
覽而無異議者，無庸播放錄音、錄影之內容。其有異議者，如認異議為有理由，書記官或製作筆錄之公務人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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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於被告偵訊過程錄音所侵害者為被告之權利72，同時係為保障被告受「合
法」訊問之權利，故利益衡量後經由立法者將對於被告偵訊過程予以錄音之程
序，明定為保障被告權利之作為。
我國刑事訴訟法並未明文規定對於證人偵訊過程必須錄音，對於證人偵訊過
程錄音當然係對於個人人格權之侵害，上揭檢察及司法警察機關使用錄音錄影
及錄製之資料保管注意要點雖規定訊問被告以外之人或詢問犯罪嫌疑人以外之
人時，為便於審判中證明其陳述具有可信性，於必要時，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00
條之1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然此並非經由立法者利益衡
量後所為之立法決定，而錄音侵害此等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之人格權係為
保障何種利益呢？從上述注意要點規定係為「便於審判中證明其陳述具有可信
性」，但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可於審判中傳訊到庭進行交互詰問，甚而要
經過交互詰問之程序始可令其偵查中之證言具有證據能力，既然如此，上揭注意
要點所保障之權利並非不可以其他途徑獲得確保73，甚有看法認為此舉係為保障
被告權利74，但是既然對於證人可於審判中進行交互詰問，自可藉由交互詰問過
程確認證人證言之證據能力，如此即可保障被告權利，並無必須對證人偵訊過程
錄音之必要。既然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之偵訊過程予以錄音侵害其人
格權，又無法提出僅有依靠此舉始得保障之權利，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
若要求不予錄音以免侵害其人格權，該次偵訊過程即不應予以錄音，並將此情事
記明筆錄，令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於此記載內容再度簽名確認後關閉錄
音(影)設備再進行該次偵訊75，並應逐漸走向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偵
訊過程原則上不錄音(影)，若接受訊問者要求錄音(影)(即放棄人格權之保障)始為
之。
既然對於任何不公開談話予以錄音(影)都是一種侵害，對於辯護人與被告不
公開之談話內容予以錄音(影)當亦侵害隱私權及弱化被告受實質有效辯護協助。
限制辯護人接見通信權，係為建立包括被告在內均可安全生存之最基本(但無美
德)之社會秩序，此社會秩序為個人生存所必須，應優於個人隱私權、訴訟權等
即更正或補充筆錄之記載；如認異議為無理由，應當場播放錄音、錄影之內容予以核對，並依據核對之內容，更正或
補充筆錄之記載或僅於筆錄內附記其異議之事由。
72.對於被告錄音同時，也側錄追訴犯罪者之談話，但此時追訴犯罪者所為並非私人談話事項，所以應無影響追訴犯罪者
「個人隱私」
73.此處其實反應出證人翻供後舉證之問題，因為目前實務上多有證人於交互詰問程序翻供，此在暴力組織犯罪、販
毒、賄選等案件習見，證人翻供之其中一項重要理由即為被告於審判中經由閱卷可知證人於偵查中陳述之內容，證人
因此擔心己身安全，我國目前對於走出庭外之證人也確實無法提供有效之保護，所以證人於審判中交互詰問時多進
行翻異前述證言之舉，檢方被要求必須證明證人先前證言之可信性時，只有提出勘驗偵訊光碟之聲請，但是此舉不更
令證人偵訊陳述之言語一一顯示在被告面前，不更增添證人對於人身安全之擔憂嗎？為何證人翻供檢方僅能以勘驗光
碟以證明證人先前證言之可信性呢？若證人於偵查中陳明不願受錄音錄影，連同之所以不願接受錄音錄影之理由記明
筆錄，由證人簽名確認，如此何以不足作為該份筆錄具有可信性之憑據呢？我們實務取證上難道都只有一種認定方式
嗎？
74.即證人之證言不具證據能力而無法作為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
75.或有質疑認為如此情況下作成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證述之證據能力，但我國刑事訴訟法本就沒有規範對於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以外之人之訊問必須錄音(影)，何況此不予錄音(影)更係出自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之要求，而且經過簽
名確認。至於證述內容是否有任何不當訊問之處或誤解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陳述內容之疑義，可由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以
外之人於筆錄最後之簽名確認，甚或審判中再度傳訊到庭進行交互詰問。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事後提出訊
問內容被不當扭曲記載為筆錄，當需由其提出證據，若無法提出證據佐證，當應肯認此等記載內容之真實性及證據能
力，但若有檢察官利用不錄音(影)機會進行不當訊問或故意曲解陳述內容，亦應接受嚴厲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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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而受保障，但應由立法者衡量後，明文規範具體要件，符合法律明文規定要
件始啟動錄音(影)之限制辯護人接見通信權機制。
(二)辯護人排除機制
辯護人排除機制之立法例，參照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38a條，在以下三種情
形，法院可以禁止辯護人繼續為被告辯護：(1)有明顯事實顯示辯護人參與被告受
到調查的犯罪(辯護人可能是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38a
條第1項第1款)、(2)對被告所犯案件，辯護人有庇護、贓物或妨害刑事司法的行
為(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38a條第1項第3款)、(3)辯護人濫用與在押被告的溝通權利
而犯罪或導致危害羈押處所安全76(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38a條第1項第2款)。在採
取辯護人排除機制的同時，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48條保障在押被告與辯護人的往
來，不受任何限制或干預。也就是說，德國立法者認為，除非有刑事訴訟法第
138a條或第138b條(即以辯護人參與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作為排除辯護人之理由)
規定的情形，在押被告與辯護人往來完全自由。而辯護人排除機制，雖可將辯護
人參與程序所可能產生的弊端一舉革除，但也將影響被告的防禦權及辯護人職業
執行自由、專業信譽損及辯護人財產權利，因為被告選任該辯護人最可能原因為
信賴，若欠缺信賴，可能不願暢所欲言，縱更換辯護人，與特定辯護人的信賴關
係，可能不能替換，況一旦將辯護人排除，被告之前為防禦所投入之努力全然白
費，被告防禦工程必須重新開始。但有時被告與辯護人間有特別信賴關係，對於
被告未必有利，甚至有加深被告受程序不利益的可能，例如被告與辯護人為共
犯。又上揭構成排除辯護人之理由，既然主要因為辯護人有犯罪行為或重大犯罪
嫌疑，則辯護人為執業律師時，因此失去執業資格，未必是憲法所不許，因為協
助被告之目的，並不能正當化律師的犯罪行為，無法導引出律師有犯罪的權利。
更何況律師有上述行為時，執行職務的目的，已非為了協助被告，當律師的行為
本質上不能被認為是為了協助被告，律師即已無法實現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憲法
託付，也就失去作為被告辯護人的憲法地位。所以律師所有與該目的相互抵觸的
專業表現及相關行為，都應該成為失去執業資格的理由。既然執業資格可以剝
奪，附麗在職業上面的執業自由、專業人格權、財產權等等，當然失所附麗77。
(三)在旁監看與聞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之前，大部分監所均派員在旁監看被告與辯
護人接見談話並同步紀錄交談內容，甚而部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因應案件之
性質78而派遣檢察事務官在旁監看紀錄接見內容。本文認為此種限制方式較之錄
音更易造成寒蟬效應，因為錄音僅係將辯護人接見被告談論內容予以留存，偵查
犯罪之一方並無從依此直接得知被告告知辯護人之內容，但派員在旁監聽並紀錄
76.「在德國，有看法著眼在辯護人離開所參與之程序，嚴重干預辯護關係的效果，與國家真實發現利益的保護進行衡
量，認為基於比例原則，排除辯護人並非適當的手段，而應該考慮以限制此一規定的適用範圍」，詳見吳俊毅，前揭
書，第249頁。
77.許大法官玉秀就第654號解釋文提出協同意見書第16-20頁。
78.通常是組織犯罪，筆者即曾經偵辦組織犯罪，遭羈押禁見之被告與法律扶助基金會之辯護人接見後，被告之未落網的
大哥前往該辯護人處，明確表示辯護人係於何時接見被告，並要求辯護人下次接見時帶話給被告，幸該辯護人當下婉
拒後，並於庭訊空檔告知此事，令筆者得以採取措施防止該禁見被告再與外界互通訊息。於此揭示過往偵辦案件經
驗，並非贊成派員在旁監視接見過程之機制，僅為表示縱然被告禁見，但監所有許多迥異常態、不可想像之情況，不
容忽略或一派天真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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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論內容，使被告之答辯方向甚至係被告得保持緘默之犯罪事
實，均直接為第三人獲知，凡係「人」獲知之事實，較之「物」保存之事實，更
具有洩漏之可能性79，通常難以信賴聽聞內容之人保密而不洩漏，何況聽聞接見
談話內容之人係受追訴犯罪之檢察官指揮之監所人員或檢察事務官！縱然係由
本案以外且負有保密義務之法官在旁監看與聞，對於被告亦將造成相當心理壓力
80，殊難想像被告於有人在旁監看與聞談話內容時，能夠無所忌憚對於辯護人暢
談遭追訴之事實經過，則辯護人藉由行使接見權希冀由被告處獲得對於案情之全
面掌握成為不可能，自難期待被告能獲得實質有效辯護之協助。故此等派員在旁
監聽與聞之限制方式，直接架空有效實質辯護，所侵害之權利明顯可見且重大，
縱有值得保障之利益存在，因有其他造成損害較小之方式可選擇，故難認此為限
制辯護人接見權行使之選擇選項。
(四)檢閱信件內容
目前監所實務少有被告利用與辯護人通信溝通其遭追訴之案件事實及辯護方
向，原因在於被告可於接見時將欲言之事告知辯護人，且書信筆談較見面對談更
易造成溝通內容之誤解，並降低及時溝通之效率，實務上辯護人更非僅有被告之
單一案件進行中，更無可能對於被告之來信逐一回覆，故縱辯護人擁有與被告
「通信」權利，少有利用此項權利與被告交流。暫置實務上少有辯護人行使與被
告通信權利不論，檢閱信件內容確實亦侵害被告與辯護人秘密往來溝通之權利，
若由政府機關之一員檢閱信件內容，對被告而言等同係派員直接在旁監聽其與辯
護人之接見談論內容，被告自然因此對於書信溝通內容有所保留，辯護人因通信
權行使以從被告處獲悉案件全貌之期待因此落空，故如同上述之派員在旁監聽一
般，由第三人檢閱信件內容不宜作為限制辯護人通信權之機制。但若將信件影印
密封而不閱覽，其功能等同對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溝通內容錄音，不致因此直接
影響被告與其辯護人暢談案情，經由利益衡量之後，或可經由立法過程形成限制
機制之一。
四、有效維護前述目的之限制機制
(一)維護羈押目的
就維護羈押目的而言，當跡象顯示辯護人於與被告完全隱密之接見通信過
程，從事偽造、變造、湮滅刑事案件之證據或勾串刑事案件之證人或共犯行為
時，為避免阻礙真實發現，自應有管控機制介入。於偵查犯罪過程，辯護人執
意受利害衝突均遭禁見之共犯委任或於禁見被告之案件偵查過程發現被告以外之
人(包括證人、被害人、鑑定人等)異常翻異前詞，可認為辯護人與被告於隱密之
接見過程疑行影響證據收集、阻礙真實發現之措舉，以此等事實及嫌疑啟動「錄
79.因為由錄音保存之內容，可以藉由現場密封、按指印等方式確保不為有意探知之人隨意得知，但若係存乎任一第三人
腦中之內容，無法如錄音這般可以以客觀可見之方式確保不為有意探知之人知悉，即便可以對該第三人加諸洩密處
罰，但對於被告而言，實在無從依此取得信賴，遑論該第三人就是與其在對立一方之政府機關人員。
80.由法官在旁監看與聞在我國現況恐將面臨日後檢察官起訴案件時，該法官對該案件是否迴避之問題，依據目前人力配
置情況，若法官需迴避該案件，恐無法有足夠法官人力以為因應，就如同我國目前法官亦無迴避審理其曾審查核發通
訊監察書之案件。
81. 側錄辯護人與被告接見談話過程，僅可留存被告與辯護人口語交談，對於辯護人從事湮滅證據或勾串證人共犯之嫌
疑時，或與被告於接見過程以「筆談」方式規避錄音限制機制，亦可啟動錄影監控機制，或藉由為維持監所秩序之不
需刑事訴訟法規定之「行為監視」即可達成監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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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密封機制」及「影印信件內容密封機制」限制辯護人與被告之接見通信81。因
為前述事證顯現辯護人具有混淆刑事案件證據之嫌疑，藉由啟動此限制機制，可
適時敦促受律師養成教育之辯護人修正辯護作為，且協助憶起身負公共職務之角
色，應可泯除辯護人影響真實發現之嫌疑。上揭機制取得之被告與辯護人談話通
信內容均以密封方式留存，第三人仍無法依此獲知對話溝通內容，不致直接影響
辯護內涵，應屬於侵害最小之方式。雖側錄接見談話內容及影印信件內容使被告
與辯護人間之溝通並非完全隱密，但溝通內容側錄影印後直接密封，被告及其辯
護人無庸擔憂辯護方針直接為第三人得知，縱此舉破壞被告與辯護人完全秘密溝
通往來，但此侵害與確保羈押目的之利益相較，利益仍大於損害。
若辯護人為禁見被告之共犯或幫助犯、教唆犯或已實際進行湮滅證據行為，
無論係啟動錄音錄影或影印信件密封之限制機制，均已無法達到效果，因辯護人
既從事己身觸法行為，顯然不具擔任辯護人之資格，雖然本案被告勢必對此辯護
人相當信賴，但此信賴已非對於辯護人合法辯護作為之信賴，此信賴已成為辯護
人進行違法情事為被告卸免刑事責任之犯罪共同體之信賴，不屬於被告獲得有效
實質辯護保障之一環，應考量將此辯護人剔除於本案程序之外，德國之辯護人排
除制度82或可為我國建立制度之參考。
(二)維持監所管理秩序
就維持監所管理秩序而言，辯護人隱密接見通信過程可能產生影響監所秩序
之情況，係辯護人趁機夾帶違禁物品與被告。故為維持監所管理秩序，僅需管控
辯護人遞交物品舉動及信封內容物，為達此管控目的，僅需監看辯護人之舉動及
開拆信封，無須聽聞辯護人與被告之交談內容或檢閱信件內容。故為維護此目
的，僅需派員(或藉由未收音之監看設備)在不聽聞辯護人與被告接見交談內容之
距離監看及單純開拆信封檢查內容物。此等防止辯護人趁機遞交物品之機制，並
不會影響辯護人之隱密接見溝通權利，更不會減損對於被告獲得實質有效辯護協
助，故僅需於管控被告生活起居之羈押法加以規範即可83。
82.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38a條第1項，辯護人被排除的前提原則上是在於他有實行同法第138a條第1項第1至3款的「嫌
疑」。在嫌疑的程度上，同法第138a條當中卻是有所區別的；首先，在第138a條第1項是必須要達到「重大的」嫌
疑，這個概念是指，在對於所有的事實進行整體的評價之後得出，排除辯護的理由的存在是具有「高度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在第138a條第1項可以發現，對於嫌疑也使用了這樣的描述：「具有可以開啟審判程序程度的嫌疑」，在
性質上，這其實是對於「足夠嫌疑」的描述，也就是第138a條第1項第1至3款的理由的存在只具有「比較低度的可能
性」。在可能性的光譜分佈上，這兩個概念並不相同，前者是高於後者的，而作為排除辯護人下令門檻的兩種嫌疑程
度，同時出現在第138a條第1項，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這兩個門檻並非是可以由法官「選擇性」地被適用。原則
上，一旦辯護人有實行第138a條第1項第1至3款當中任何一種事由的「重大嫌疑」時，「一定」足以支持法院依職權
作成辯護人排除的決定。而有權提議排除辯護人者，在起訴後直到有法律效力的程序結束時，「程序所繫屬的法院」
是有權提案排除辯護人的機關；其他的階段，「檢察官」是有權提議排除辯護人的機關。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38c條第
1項規定，決定機關並非程序即將繫屬或已經繫屬的法院，而是「邦最高法院」。而一旦提出排除辯護人的聲請，必
須通知律師公會理事會，理事會可以在程序當中陳述，並進行言詞審理，對於排除與否之決定，辯護人、被告與檢察
官有權提出異議，但若係駁回根據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38a條辯護人排除的決定，則不得異議。而在進行辯護人排除程
序當中，在邦最高法院作出決定前，「程序繫屬的法院」可下令暫停辯護人之閱卷權以及與羈押中被告的交流權，在
命令有效期間內，下令的法院必須指定一位義務辯護人，而該義務辯護人的任務僅限於代為實行被暫停的辯護人權
利。再者，當程序繫屬的法院在審判階段作出辯護人排除的提案時，該法院必須在提案被決定之前暫停程序，暫停期
間最高為30天。在德國，有看法認為辯護人排除的決定程序，過於繁瑣及費時，實務操作上，根據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38a條、第138b條的辯護人排除程序並不多，通常都是爭議一發生，辯護人即自動解除委任，並保證不會在有爭議的
程序再度擔任選任辯護人。吳俊毅，前揭書，第251至257頁。
83.目前辯護人若欲於接見過程遞交物品與被告，程序與一般人遞交物品與被告相同，需經由檢查窗口檢查之後交付被
告，以免有夾帶違禁物品之情形，而檢查作為僅限於檢視有無夾帶物品，並不會進行內容之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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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避免干擾偵審程序進行
此一目的之提出係因應我國特殊社會氛圍，縱多數刑事案件不致出現干擾偵
審程序進行之情況，但過往經驗確實顯示當被告為知名人物或案情矚目時，社會
大眾易隨媒體或相關人等言行起舞，有心人極易進行法規範之外影響偵審程序進
行之作為。涉嫌此等案件之被告既經中立法官審酌認為其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或第101條之1之情形，並有羈押之必要而羈押禁止接見，被告犯罪嫌疑顯然重
大，並有影響真實發現之虞，非剝奪人身自由及拘束溝通往來之權利，無法遂行
發現真實、確保偵審程序進行、保障被害人等目的。若羈押禁見被告猶得以一定
作為鼓動大眾而干擾偵審程序進行，甚或實際啟動者即為被告之辯護人，則辯護
人與被告顯然於隱密之接見通信過程商議進行法規範以外之遊走法律邊境作為，
辯護人顯非提供有效實質辯護，已逸脫辯護權行使界限，非高舉「被告人權」、
「言論自由」旗幟即可合法(理)化作為。辯護人此際已將協力司法發現真實義務
置於被告利益前，並將干擾司法作為現實化，應啟動限制機制管控辯護人與被告
於接見過程進行法制外干擾偵審程序之溝通。惟縱辯護人與被告溝通進行干擾司
法之舉，但辯護人藉由隱密接見以圖獲悉之被告遭追訴事實之權利仍受保障，
故派員在旁監聽與談內容並非適宜之限制機制84。而因辯護人已將干擾偵審程序
行為現實化，雖法無明文評價辯護人作為為違法行為，但不可諱言辯護人之作為
造成案件偵查審理之難題85，為求偵審程序不受法規範外之作為影響而能落實真
實發現，應啟動錄音機制保存辯護人與被告接見溝通內容或影印(但不閱覽)往來
信件內容留存，防止辯護人提議或贊同、鼓動被告進行干擾偵審程序進行之作為
86。

第三節 因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之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
之檢討
一、草案內容
84.因為辯護人縱有與被告於接見時進行干擾偵審程序作為之溝通，但也會進行本件辯護方針之討論，若派員在旁監聽對
話內容，則因派遣之人直接可以獲知被告與辯護人談論內容，被告自當無法對其辯護人暢所欲言，故為避免干擾偵審
程序進行，派員在旁監聽並非係達成該目的之最小侵害方式。
85.以辯護人公開被告案件之證人之偵訊光碟畫面為例，公開證人偵訊光碟，已對證人造成壓力，試圖影響證人日後證述
之內容，當然影響真實之發現。雖然法無明文禁止辯護人此等作為，甚而有看法認為此舉並無不妥之處，但跳脫公開
偵訊光碟之馬案及扁案而論，我國法律已明文賦予被告、辯護人可聲請法院勘驗相關人等偵訊光碟，若被告或辯護人
對於證人證言之憑信性有所質疑，自可聲請法院進行勘驗或利用交互詰問程序打擊檢方提出之證據，對媒體公開證人
之偵訊光碟可以排除證人證言憑信性嗎？顯然無法以此排除，則辯護人此舉目的為何？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擅
自對媒體公開光碟畫面，豈非為被告利益(雖筆者不明瞭此舉是為保障被告何利益)將證人隱私或人身安全完全置之不
顧，若各案件之辯護人日後多利用此舉，於我國現行對於證人保障不足之狀況下，以後何人敢出面作證？何人受害敢
出面控訴？只要把這樣的作為放置在暴力犯罪案件即可知嚴重性，暴力犯罪多有許多未落網之人，若辯護人擅自對外
公開證人偵訊光碟，未落網者難道不會去尋找這些人影響其證言嗎？誰來保障這些證人人身安全？但我國目前並無禁
止辯護人此項作為之規定，僅能以道德勸說加以要求。近年來因為被告人權高漲之訴求，修定相關法律均走向被告之
保障，被害人之保護已有多久未為人重視，就因為被害人並非刑事訴訟程序之當事人，就當然應該在法律規範中被犧
牲嗎！或謂檢察官可代表被害人，但受限於檢察官有國家機器協助，社會論點認為必須限制檢察官權限以保障被告權
益，不斷打擊限縮檢方權限，身為犯罪追訴者，我們並不擔心失去什麼，但高舉被告人權大旗之際，可曾看顧陰影中
之被害人？甚或是已無法發聲之被害人？
86.此結論係從辯護人尊重其身負社會職務、不以追求勝訴為目的之公音舉動保存辯護人與被告接見談論內容，此錄
音內容非於一定情況下不得開拆，並不得作為被告本件事實認定評價使用，但可作為懲處辯護人不當行為之憑據，詳
後述「啟動限制機制取得資料之使用」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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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明白指出如法律就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自由溝通權利
予以限制者，應規定由法院決定並有相應之司法救濟途徑，其相關程序及制度之設計，諸
如限制之必要性、方式、期間及急迫情形之處置等，依據解釋意旨，為具體明確之規範，
相關法律規定亦應依解釋意旨檢討修正，司法院因應於此提出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如下：
(一)第34條
「辯護人得接見羈押之被告，並互通書信。非有事證足認其有湮滅、偽造、
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者，不得限制之。辯護人與偵查中受拘提或逮捕之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接見或互通書信，不得限制之。檢察官為偵查之必要，得指定接
見之時間及場所。但其指定不得妨害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正當防禦之權利」。
(二)第34條之1
「限制辯護人與羈押之被告接見或互通書信，應用限制書。限制書，應記載
下列事項：一 被告之姓名、性別、年齡、住所或居所，及辯護人之姓名。二 案
由。三 限制之具體理由及其所依據之事實。四 具體之限制方法。五 如不服限
制處分之救濟方法。第七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於限制書準用之。限制書，由法官
簽名後，分別送交檢察官、看守所、辯護人及被告。偵查中檢察官認羈押中被
告有限制之必要者，應以書面記載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事項，並檢附相關文
件，聲請該管法院限制。但遇有急迫情形時，得先為必要處分，並應於二十四小
時內聲請該管法院補發限制書；法院應於受理後四十八小時內核復。檢察官未於
二十四小時內聲請，或其聲請經駁回者，應即停止限制。前項聲請，經法院駁回
者，不得聲明不服」。
(三)第40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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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限制辯護人與被告接見或互通書信之裁定」。
(四)第4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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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於限制辯護人與被告接見獲互通書
信之處分。四 對於第三十四條第二項指定之處分。…」。
二、草案規定之衝擊
前揭因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而由司法院提出之草案內容，規定於相關要
件下由檢察官聲請限制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權利，由法官進行審核以為決定，若不服法
官所為之處分可聲明不服，落實法律保留、具體明確原則及救濟途徑， 然該草案內容仍
有下列未盡之處：
(一)程序啟動之困難
第34條第1項「…非有事證足認其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
人者，不得限制之…」，將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1項87「之虞」兩字刪除並調
整內容如上，正面揭示辯護人享有完全隱密之接見通信權利。而刪除「之虞」二
字是否表示不得以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嫌疑」為據而
87.「辯護人得接見犯罪嫌疑人及羈押之被告，並互通書信。但有事實足認其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
之虞者，得限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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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辯護人之接見通信權？修正說明88並未表明何以刪除「之虞」兩字，但從修
正前後條文文字觀之，確實有此顯著差異，草案通過後，檢察官若僅提出辯護人
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嫌疑」之事證，會否遭法院認為並
不該當第34條第1項規定而駁回聲請？
第34條規定修正看似落實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揭示意旨，卻忽略
實務操作上之困境。首先，辯護人均為熟習法律之人，多年從事刑事案件辯護工
作之經歷使其熟知追訴作為，復據被告陳述獲知相關證據資料所在，極易不遭發
覺地進行影響真實發現之掩飾工作，使檢察官提出辯護人從事湮滅證據作為之憑
據幾近不可能89。我國目前更無管控辯護人退場之「辯護人排除機制」，縱確實
提出辯護人進行湮滅證據之舉聲請啟動限制機制，因辯護人已為湮滅證據之己
身違法行為，顯然不具本案辯護人資格，此時不論是啟動錄音錄影或影印信件機
制，均不足規範辯護人行為而維護本案真實發現。
草案內容為前揭文字調整，卻未詳予說明，更無同時檢討訂立辯護人退出本
案之機制，若草案內容照樣經過三讀公布，日後檢察官是否必須提出辯護人從事
勾串滅證之事實，始得啟動此一程序？若此，檢察官如何提出有效因應辯護人滅
證勾串作為之限制機制？因此將造成多少應負責之刑事案件被告於法律眼下逃
脫？又有多少被害人求助無門？社會秩序遭面臨多大之衝擊？
(二)檢察官提出「限制方法」之不當
第34條之1規範檢察官聲請法院限制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權利時，應記載
「具體之限制方法」並檢附書面文件，也就是說，草案內容並未規範被告與辯護
人接見通信權之限制方式，而係由檢察官於個案視案情及偵查情況而個別聲請。
此規定故可因應個別案件之特殊情況而變化，加強檢察官對於案件偵查之機動
性，然因個別檢察官個案聲請提出限制方式，由個別法官每一個案審查，恐形成
不可預見性及法官決定恣意。法官面對每一個案聲請之限制方法之裁量基準無法
形成可預見性，大大加深檢察官舉證責任90。而因為法官裁量基準形成之困難，
88.「一、現行條文關於羈押之被告之規定改列為第一項。二、辯護人與羈押之被告，能在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
為辯護人協助被告行使防禦權之重要內涵，應受憲法之保障。參照司法院釋字第六五四號解釋意旨，此自由溝通
權利雖非不得以法律加以限制，惟應合乎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規定，並應具體明確，方符憲法保障防禦權之
本旨。爰就第一項為文字修正，揭明辯護人與羈押之被告得為接見或互通書信，暨得予限制之條件。至犯罪嫌疑
人部分，於增訂之第二項中規範。三、偵查中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經拘提或逮捕到場者，為保障其訴訟上之防禦
權，對其與辯護人之接見或互通書信，不得限制之。又為偵查之必要，接見之時間及場所，得由檢察官指定之。
所謂「偵查之必要」，應限於如不予指定，將導致偵查行為中斷之顯然妨害偵查進行之情形。且檢察官所為之指
定，應合理、妥適，不得妨害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正當防禦之權利。爰增訂第二項，以資兼顧。至司法警察(官)，
因調查犯罪及蒐集證據，如認有上開指定之必要時，應報請檢察官為之。四、如辯護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不服
檢察官依第二項所為指定之處分，依第四百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提起救濟，經法院以其指定不符合偵查之必
要，或妨害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正當防禦之權利，予以撤銷或變更者，既屬指定不當，即屬違背法定程序之一種，
期間所取得之證據，其證據能力之有無，應依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規定，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定
之，附此敘明。五、本條僅以辯護人對人身自由受拘束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接見或互通書信為規範內涵，至於
人身自由未受拘束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辯護人本得與之自由接見或互通書信，而無本條之適用，自屬當然。」
89.舉例而言，羈押禁見被告僅可與辯護人秘密接見通信溝通，本件曾經訊問之證人或共犯再度開庭時，面對檢察官訊問
突然翻異前詞或拒絕證述或表現承受壓力，因被告無法與證人或共犯往來，亦無法與外界溝通，除被告以外之人無從
獲悉有關證人或共犯之資料之情況下，證人或共犯卻有上述表現，顯然有遭受外來壓力之嫌疑，此時已影響到案件真
實之調查，而因被告法律上對外溝管道僅有辯護人，應可形成辯護人具有勾串滅證之「嫌疑」，若修正後刑事訴訟法
第34條認為「嫌疑」不該當該條規定，則此情況下猶不得啟動限制機制，日後刑事案件何能繼續偵辦呢？
90.以羈押為例，若法官認可檢察官提出之證據資料，法官就會裁定羈押，也只有羈押這種剝奪被告人身自由之機制，
所以檢察官舉證時僅需致力提出被告有何逃亡或串證等羈押事由之資料。而何等資料可使法院形成此案有羈押事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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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無法排除法官或會在個案中加入許多難以管控之個人意識之判斷。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揭示接見通信權之限制應以「法律」定之，
而「限制方法」屬於限制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權之重要內涵，草案中卻未將
「限制方法」明文規範，而係由檢察官個案聲請提出，似有將「限制方法」排除
於法律保留原則之外。
(三)未有「限制期間」之規範
前揭草案已正面揭示辯護人接見通信權不受限制，例外於檢察官提出限制聲
請時，經由法院審核判斷。惟啟動辯護人接見通信權限制機制確實影響被告受實
質有效辯護之保障，故外國法例縱有所限制，均有規範限制期間，我國羈押規定
亦有羈押期間91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亦揭示「限制之必要性、
『方式』、期間及急迫情形之處置等，應依本解釋意旨，為具體明確之規範」，
但第34條之1就限制機制啟動後之期間卻未有規範，屬於限制機制重要內涵之
「限制期間」恐逸脫法律保留原則範疇。
(四)壓縮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2項92之時限
第34條第2項規範偵查中(包括在警詢階段及偵訊階段)受拘提或逮捕之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與辯護人不受限制之接見通信權，檢察官為偵查之必要，於不妨礙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正當防禦權利時，得指定接見之時間及場所93。若對此指定有所
不服，可依據草案第416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起救濟，若法院以其指定不符合偵
查之必要，或妨害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正當防禦之權利，予以撤銷或變更者，既屬
指定不當，即屬違背法定程序之一種，期間所取得之證據，其證據能力之有無，
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定之。此
時正屬案件偵查之浮動階段，偵查事實隨證據浮現，偵查時間分秒必爭，於案件
偵查過程對於拘提或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聲請羈押，依據刑事訴訟法第93條
第2項規定，需於拘提或逮捕之時起24小時內向法院聲請，被告與辯護人之接見
通信當然壓縮24小時之時限，雖草案規定檢察官可因偵查必要而指定時間，但若
案情繁複案件，警詢、偵訊共用24小時已常有與時間賽跑之情況，其中又要擠壓
出被告與其辯護人接見通信時間，實屬不易之事。辯護人於案情繁瑣案件若僅有
1、2小時與被告接見談話，無法獲悉案情而提供辯護協助，如此進展之下，辯護
人恐將屢屢爭執檢察官指定時間之不當，若經法院審核後認為確實不當，則此過
程中取得之證據恐因未符刑事訴訟法第185條之4之規定而遭到排除，將影響犯罪
追訴成果及不足妥適保障被告。
心證，更可由法院以往之裁定內容窺見一二。但是限制被告與辯護人通信接見之限制方法，需個案提出本案之限制方
法聲請，檢察官必須先提出維護目的、限制方式、限制方法與此目的維護之關連性，甚而進入比例原則下三原則之舉
證，以憲法原則說服刑事法官，舉證事項較諸剝奪被告人身自由之羈押聲請更劇。且因為每個案件之限制方法不一，
且牽動因素極多，所以法官對於所舉事證之評價，無法形諸可預見之標準，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均無法預見法官之
裁量，而檢察官舉證為免散失，勢必大量提出事證，無形中也加重法官審核之困難。
91.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第108條第5項「延長羈押期間，偵查
中不得逾2月，以延長1次為限。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若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
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
92.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2項「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二十四小時內，敘明
羈押之理由，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
93.若於警詢過程有此必要，由警察報請檢察官指定時間及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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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1規定原本即有不計入24小時之障礙事由規定，若
能將草案第34條第2項之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時間列入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1之
法定障礙事由，並加上障礙時間之限制，如此一來，被告與辯護人可於無時間壓
力下溝通、檢察官指定時間亦有所依憑，也不致擔憂超越24小時而指定較為短暫
之時間，辯護人日後也不致因溝通時間短暫而爭執指定不當。
因司法院目前提出之修正草案內容於實行層面有前述疑義，為免草案修正通
過後，再度流於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批判，並為兼顧實務追訴犯罪保障被害人
人權及社會基本生存秩序與被告與辯護人秘密接見通信權，本文認應(一)刑事訴
訟法明文規範限制方法及限制期間。(二)將辯護人勾串滅證「之虞」與勾串滅證
「事實」界定為不同限制機制啟動事由。(三)增定拘提逮捕後24小時移送法院之
法定障礙事由。(四)建立辯護人於本案完全退場機制。

第四節 啟動接見通信權限制機制取得證據之使用
一、以往規定及實務狀況
刑事訴訟法第34條規定並未規範限制辯護人接見通信權之具體措施，刑事訴訟法當然
亦無規定限制辯護人接見通信權所取得資料之使用。而修正前羈押法第28條94「被告在所
之言語、行狀、發受書信之內容可供偵查或審判上之參考者，應呈報檢察官或法院」，並
未明定可作為證據使用，但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認為限制辯護人接見通信所取
得之資料，因此規定得以作為偵查或審判上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因此妨害被告
防禦權之行使，而宣告該規定失其效力。
以往實務上確實有少數案例以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於起訴時作為證據使用，例
如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偵字第20584號案件以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話錄音譯文作為
被告供述為真實之證明95、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5年度偵字第9501號案件以另案被告與辯
護人接見錄音譯文作為被告辯解及證人證述不實在之憑據96、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
偵字第28274號案件以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作為被告所辯不實在之證據97、板橋地
方法院檢察署95年度偵字第21389號案件以共犯與辯護人接見談話紀錄作為被告涉嫌起訴
事實之證據 98、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97年度偵字第13031號案件、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96
年度偵字第2901號案件、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92年度偵字第9082號案件、屏東地方法院檢
94.該條業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宣告自98年5月1日起失其效力。
95.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偵字第20584號案件起訴事實概要：被告郝○庭與被告陳○智為確保順利得標臺北市立聯
合醫院婦幼院區第一與第二醫療大樓整修統包工程，為使順利開標決標而借用被告郭○實經營之普泰公司及另名被
告劉○昌之克益公司名義投標，最終開標結果果真由被告郝○庭、陳○智議妥之宗盈捷成公司得標。於起訴書證據
清單中列明以被告郝○庭與律師接見錄音譯文證明被告郝○庭所為之「係被告陳○智要求找普泰公司之被告郭○實
陪標」之供述為真實。
96.該案起訴之事實概要：被告侯○昌持有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手槍及子彈。本件查獲時扣得之改造手槍及子彈係在被告侯
○昌租用之自用小客車查獲，查獲當時係被告侯○昌女友即證人彭○珺在車上，證據清單列明以被告侯○明另案在
看守所與辯護人接見錄音帶勘驗筆錄作為被告侯○昌要求證人彭○珺附和其辯解之詞之佐證。
97.該案起訴事實龐雜，簡要內容為被告鄭○榮(為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局長)等人辦理採購工程違法，證據清單列明以
被告鄭○榮與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之紀錄佐證被告辯解之「偵辦前不知有第一次預算書」云云為不實。此案係因有
利害衝突之數名羈押被告執意委任相同之辯護人，該辯護人經告知其當事人間有利害衝突之情形猶接受委任，為免
羈押目的喪失而指派檢察事務官在旁紀錄被告與辯護人接見交談內容。
98.該案起訴事實概要：被告劉○墉為偵查佐，涉嫌收賄包庇色情業者，並與共犯商○發共同經營色情摸摸茶店，證據清
單列明以共犯商○發與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被告劉○墉不進入店裡，都約在外面向被告劉○墉報告」作為被告劉○
墉與共犯商○發共同經營色情摸摸茶店之憑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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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署93年度偵字第4942號案件、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4年度偵字第19721號案件均以被告
與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作為認定被告先前供述內容真實之證據99、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95
年度偵字第857號案件以被告等人與辯護人接見所為未否認起訴犯行之談話作為被告等人
犯行之積極證據之一100、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97年度偵字第8606號案件以被告與辯護人接
見交談內容認定扣案海洛因為被告所有之證據101、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97年度偵字第2198
號案件以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作為起訴事實之積極證據102、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91
年度偵字第621號案件以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作為被告預備買票之證據103、104。
審判系統亦有將被告與辯護人談話內容作為犯罪事實佐證，例如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
字第7000號判決 105、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187號判決106、臺灣高等法院臺度選上訴
字第83號案件107、臺灣高等法院92年度上重訴字第41號判決108。
99.97年度偵字第13031號案件起訴事實：被告廖○順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被告廖○順原本坦承後翻供，證據清單列
明以被告廖○順與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與其先前供述內容相符而認定被告廖○順先前供述內容為真實。96年度偵字第
2901號案件起訴事實：被告羅○潔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作伙仔」之成年人共同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被告羅○潔原本坦承後又翻供，證據清單以被告羅○潔與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與其先前供述相符而佐證其先前供述為
真實。92年度偵字第9082號案件起訴事實：被告劉○全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阿華」共組竊車恐嚇取財集團，被告
劉○全於警詢及前兩次偵訊均坦承犯行細節，嗣後翻供，起訴書以被告劉○全與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與警詢及前兩次
偵訊供述內容一致作為被告劉○全先前自白真實之證據之一。93年度偵字第4942號案件起訴被告黃○霖製造具有殺傷
力之改造手槍，被告黃○霖初始供述製造方式等，後翻異前詞辯稱：係向「阿源」購買，證據清單以被告黃○霖與辯
護人接見時亦為與先前供述相同之陳述，證明被告先前供述之可信。94年度偵字第19721號案件起訴之事實概要：被
告鄭○龍遭查獲持有大量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及分裝袋，被告鄭○龍原供述係與真實姓名不詳「志宏」購買該批毒品，
並約定待出售後再給付款項與「志宏」，後翻易供述為已將購買毒品款項支付與「志宏」，而查獲毒品係作為己身施
用。證據清單列明以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之譯文證明被告告知辯護人之內容與其原本供述內容一致，故其原本
供述內容為真實。
100.起訴事實概要：被告江○義等人合組兩岸詐騙集團，被告等人均坦承犯行，起訴書再以被告等人與辯護人接見時 均
未否認犯行之談話紀錄作為被告等人確實涉犯起訴事實之證據。
101.該案起訴事實：被告曾○男遭查獲持有大量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及第三級毒品，起訴被告曾○男於購入之時即
具 販賣意圖之販賣毒品罪嫌，證據清單列明以被告曾○男與辯護人接見交談內容認定扣案海洛因為被告所有之憑
據。(但被告亦曾坦承為其所有)
102.該案起訴事實概要：被告孫○翔、洪○文共同販賣第二級及第三級毒品，證據清單以被告孫○翔與辯護人（亦為被
告洪○文之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佐證被告孫○翔欲使被告洪○文脫罪及被告孫○翔交付毒品與證人；以被告洪○
文與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佐證被告孫○翔與洪○文確實進行通訊監察譯文之對話及被告洪○文指示少年送交毒品之
事實。
103.該案起訴事實：被告劉○玲與被告廖○生共同預備向具有投票權人交付款項買票，起訴書以被告劉○玲與辯護人接
見談話內容「問：蘇○祿有沒有去？被告劉○玲答：蘇○祿沒有去，我們都是透過人跟他買」作為被告劉○玲預備
買票之證據。
104.以上資料係以法務部檢察書類查詢系統檢索各地方法院檢察署之起訴書、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獲。至於基隆地
檢、宜蘭地檢、桃園地檢、新竹地檢、士林地檢、雲林地檢、南投地檢、臺南地檢、澎湖地檢、花蓮地檢、台東地
檢之書類檢索結果並無以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作為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之證據使用。
105.該案件就原審判決即高等法院92年度上重訴字第41號判決內容之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之勘驗譯文與被告初始
於警詢及偵訊供述內容一致，顯見被告嗣後翻異之詞不足採信之論述未予排除。
106.該判決撤銷原審95年度重上更（十二）字第208號被告蕭○龍無罪判決並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其中一點理由以被告蕭
○龍辯護人接見所言「問：你和劉○琦是約在員樹林見面是嗎？見面後有談什麼嗎？答：是，那時是十一、二點，
見面後也沒談什麼話。問：他說（車子）是你開的？答：那部車子前左（左前）輪有毛病，我開一段路然後才換他
去開」認定被告蕭○龍於自由意志下向辯護人陳述，若此事證為真，故被告蕭○龍所辯至大溪分局前不曾與劉○琦
謀面，劉○琦係因警察以手肘碰觸暗示才含糊指認，是否實在？尚非無疑。
107.該案判決以被告黃 ○ 和羈押期間與辯護人接見紀錄及錄音光碟列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之一（該判決列為證據
十四），但無論述該項證據如何與他項證據勾稽比對。經被告黃○和上訴後，由最高法院以97年度台上字第5408號
判決撤銷原審判決並發回更審。
108.該案被告徐○川辯稱係因死者彭○美不斷辱罵，以手掌壓住彭○美 口部卻誤壓頸部，並無殺人故意云云，判決以被
告徐○川警詢、偵訊對於壓住死者彭○美脖子經過供述之細節為據，認為被告所辯誤壓脖子云云不足採信，並以被
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與被告警詢、偵訊供述經過細節一致，認定被告所辯誤壓云云係為卸責。經被告徐○川上
訴最高法院，以92年度台上字第7000號判決駁回上訴，最高法院該案判決內容並無對於原審判決以被告與辯護人接
見談話內容作為證據認定之一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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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內容可知，因以往實務操作習見以錄音(影)、紀錄監控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話
內容，遂有進而勘驗監控所得之資料後引為起訴證據或判決證據，但引為證據使用之起訴
書、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及判決書僅為少數。詳觀前揭搜尋所獲之起訴書、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書及判決書內容，更見縱將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話紀錄引為證據使用，亦均非唯一證
據或主要證據，反多有其他可資認定被告所辯不實或認定被告確有該件犯行之證據，最後
再論述尚有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可資為據。故縱然以往未嚴格把關啟動辯護人接見
限制機制，監控所獲資料之證據能力亦少遭受挑戰，但實務操作上確實少有直接以被告與
辯護人接見談話紀錄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唯一或主要證據，反多係作為被告翻異前詞時認
定哪一供述內容為真、證人證言何次可信之憑據。
二、經法院核准啟動限制機制取得資料之使用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除揭示管控辯護人接見通信之機制需符合法律保留原
則、規範具體明確原則等，同時於解釋文中宣告羈押法第28條規定使被告與辯護人接見談
話內容成為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使用而違憲，葉大法官百修所著協同意見書更指出
「受凡受羈押被告在所之言語、行狀，僅得於預防犯罪或有其他基於羈押之目的，得由所
為相關職權判斷之非審理本案法官予以檢閱，並應嚴守保密義務，本於知悉而不使用之原
則，相關資料亦不得作為本案偵查或審判之證據，至多僅得作為預防犯罪之參考109」。
外國法例基本上不會探討此一問題、也無須探討此一問題，因例外情況始得啟動辯護
人與被告接見通信限制機制，各國亦無以監控所得資料作為控訴證據使用，何況各國限制
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權之機制少能通過歐洲人權法院之審查，豈有可能使用經由該限制
機制取得之資料！
我國目前規範下之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權利於法定要件具備時可予以限制，啟動限
制機制勢必取得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內容資料，前揭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更未就此資料
使用加以規範，故有探討之必要。
本文認為啟動限制機制係為維護羈押目的、維持監所管理秩序及避免干擾偵審程序進
行。而就維持監所管理秩序所應採取者為「行為監視」，並非「溝通監視」，因此目的啟
動之限制機制並不會取得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內容資料。至於就維護羈押目的及避免干
擾偵審程序進行而言，認為適宜之限制機制為錄音錄影或影印信件密封留存110，而此資
料之開拆需另提出事證向法官聲請，經法官審核後始可檢視密封之錄音錄影內容及信件內
容。但其內容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因為當時啟動限制機制本非為了蒐集本
案犯行之證據，也不可為蒐集本案證據而啟動限制機。基於被告不自證己罪原則，亦不得
以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內容作為被告有無為本件犯行之積極證據使用。
既然係因刑事證據有晦暗之嫌及偵審發現真實程序受阻而啟動限制機制，因此獲得之
109.葉大法官百修就第654號解釋文提出之協同意見書第17頁。而許大法官宗力之協同意見書第5頁亦同此看法「…….依
前述監聽所得事證，不得作為本案犯罪證據。前面既已禁止以蒐集本案犯罪事實作為監聽理由，則禁止以監聽所得
事證充作本案證據，自是必然結果。但該監聽所得事證仍得作為另案〈包含湮滅證據罪等〉追訴事由」。
110. 即在被告及辯護人面前當場密封按指印等而確保留存內容之秘密性。
111.因為證明被告犯行之積極證據係證人證言、被告自白，而使用限制機制取得之資料僅為查證證人證言是否可信、被
告自白是否純潔，並不是直接以該限制機制取得之資料佐證被告犯行，因為即便佐證證人證言憑信性、被告自白憑
信性，仍須回歸證人證言是否足以認定被告犯行及被告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唯一依據之環節，所以不會直接抵觸
被告不自證己罪原則。至於若限制機制取得之資料顯示已有另案犯罪事實之進行，則因為原本啟動限制機制並非為
取得另案犯罪事實之資料，當時也無從認為有另案犯罪事實存在，所以以該限制機制取得之資料作為另案犯罪事實
之證據 或追查線索，應無礙被告本案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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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自可用於澄清刑事證據憑信性及追訴阻礙真實發現之另案違法行為，故檢視監控機制
所獲之資料應作為證人證言憑信性、被告自白純潔性之憑據及另案犯行之積極證據111、
112。

第五章 結論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前，實務上習見錄音錄影、派員在旁聽聞監控被告與
辯護人接見談話內容，併陳報檢察官、法官，監控所得資料亦有作為直接或間接證據使
用，惟上揭解釋揭示羈押法規定違憲，連帶動搖過往監控作為，重新檢討限制被告與辯護
人接見通信權之機制。
外國法例趨勢保障對於被告與辯護人完全不受監控之接見通信空間，惟仍承認於法律
保留原則、具體明確原則、救濟程序完畢之例外情況予以監控。我國辯護人之接見通信權
屬於憲法規範之概括限制人權，目前辯護人養成教育、管控機制、退場制度及社會法治觀
念之情況，尚未進展至保留被告與辯護人完全不受監控之接見通信空間，為兼顧被告辯護
權、犯罪追訴、被害者保護及維持基本生存秩序，原則上保障被告與辯護人隱密接見通信
權利，例外時仍可啟動限制機制。
司法院因應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而提出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修正草案，以期全面
完備限制被告與辯護人接見通信權機制之法律保留原則、規範具體明確原則及相關救濟程
序，然草案內容仍有未明定限制方法及限制期間、用語不明確及未一併檢討法定障礙時間
事由等。本文樂見影響被告辯護權利之限制管控機制回歸法院決定，然於設計相關規範制
度時，更期妥善考量實務現況。
我國辯護制度一路走來由渾沌不明至備受期待，甚至獲得社會大眾高度擁戴，然辯
護權不可無限上綱而恣意濫用，隨時代進步，社會漸趨多元化，愈來愈多被告尋求法律扶
助之情況，但相形之下，被害人受法律扶助之層面卻有待加強，對於已經他人迫害之被害
人往往於我國目前刑事訴訟程序運作下再度被傷害，本文贊同也重視被告人權及辯護人權
利之保障，然一昧保障被告及辯護人之際，更顯露對於被害人保護之不足，落實被告與辯
護人秘密接見通信權利固屬人權維護之新頁，然相關配套規制及退場機制若未同步檢討建
立，恐仍遺忘了天平那端權利已無回復可能之被害者。

112.以往實務上亦有被告主張調閱其與辯護人接見紀錄作為其抗辯實在之憑據，例如高雄地方法院94年度重訴字第135號
案件被告潘○輝主張係因羈押禁見時受「辯護人」以解除禁見誘導而供述犯行，但此辯解未獲採信(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95年度上重訴字第9號判決、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054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3年度重上更(六)
字第34號判決被告郭○宏以其與辯護人接見時曾言遭刑求之紀錄作為其自白係遭強暴脅迫下所為之憑據，經該判決
採納，後經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428號判決撤銷發回更審，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4年度重上更(七)字第46號再
度以被告郭○宏與辯護人接見紀錄作為被告先前自白不可信之憑據之一，而判決被告郭○宏無罪，後經最高法院95
年度台上字第5809號判決駁回檢察官上訴而全案確定。故被告與辯護人接見紀錄內容對於被告而言不見得均係不利
之憑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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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考量是否得因強制執行原因而限制人身自由通常涉及兩種價值觀，一為基本人權之保
障，另一則為司法正義之實現，此二者均包含在法治(rule of law)的範疇之內。法治主義代
表今日西方法律制度核心之價值觀念，此一價值觀亦演化出今日吾人所熟悉的憲政原則
1，因此本文將以法治原則作為探討拘提管收制度之原則。
我國行政執行法在修正前之拘提管收之相關條文，係源自於我國現行強制執行法中有
關拘提管收之規定，而我國強制執行法中有關拘提管收規定之基本架構，則近似德國民事
訴訟法第四章有關代替宣誓之保證及管收相關條文之規定。然而兩者制度仍存在著相當差
異，即德國民事訴訟法上之管收制度(haft)係與代宣誓保證(Offenbarungseid)與債務人名冊
(Schwarzlist)加以配合，而上述二制度則未為我國當初強制執行法立法者所繼受，此一繼
受立法考量為何，無法知悉。而經由學者考證，在歷史上與德國管收相類似之制度，在市
民法之源起雖無從考證，但在英美法國法中之藐視法庭罪最早可溯源自12世紀直至現今。
2故瞭解德國相關規定之內容以及探討英美有關藐視法庭制度之立法目，將能幫助吾人更
深入瞭解拘提管收制度之立法價值。
本文係以我國拘提管收制度為探討核心，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先說明我國相關法律制度
以及相關學說理論作為本文之研究開端，之後則將先介紹德國立法例以藉此能更加瞭解我
國相關立法制度之真諦，然後再介紹美國藐視法庭制度中所建立之正當法律程序理論，並
進一步分析存在我國拘提管收制度之合憲性，並希望藉此對於目前存在於我國拘提管收制
度之疑義能提出圓滿解答。

1.如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罪刑法定主義、基本權保障原則等。
2.See Luis Kutner, Contempt Power: The Black Robe -- A Proposal for Due Process, 39 Tenn. L. Rev. 3-4.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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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治與執行
歐美法制在探討拘提管收制度時，均從法治(rule of law)為其根本理念。故本文以下擬
先介紹法治之概念，以及法治與執行間之關連，以作為接下來探討之起點。
一、法治之簡介
學者認為施行法治原則不外乎達到以下三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避免產生類似霍布斯
戰爭(Hobbesian war)所稱的造成所有人對抗所有人(all against all)的混亂。第二個目的在讓
人們能預測其行為所將產生的法律效果，從而能有信心來計畫未來事務。第三個目的在避
免某種類型的公權力的濫用(ofﬁcial arbitrariness)。3學者曾彙整多數學者對於法治探討的內
容，並將法治整理出以下五個要件。4法治的第一個要件是其能為所規範對象瞭解的程度
(the capacity of legal rules)。即法律所規定之內容或判斷標準、原則若欲規範人們的前提為
人們必須有能力瞭解規定內容，如此才能遵從相關規定。 5法治的第二個要件是法治的有
效性(efficacy)。亦即法律必須確實在某種程度上能影響大部分的人們。換言之，人們必須
能被法律所規範而去遵守它。6第三個要件是必須具備穩定性(stability)，即為求能配合並
有助於人們對於其未來規劃之進行，法律在合理範圍內必須持續的穩定。 7第四個要件是
法律的優越性(the supremacy of legal authority)。法律必須能規範所有官員，包括法官與一
般人民。8法治的最後一個要件是具有能公正實現正義的機制(instrumentalities of impartial
justice)。換言之，法院必須能夠藉由公正的程序來實現法律。9
西方之法治制度係從個人主義意識型態為基礎之自由主義(liberalism)演化而來，此一
基於自由主義原則所主張之法治原則包含了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 10、法律自由(legal
liberty)11、個人自由(personal liberty)12以及制度性保障自由(institutionalized preservation of
liberty)13等四個部分；政治自由允許個人決定其所受拘束之法律內容，法律自由允許個人
在其所認知之範圍內所為之任何行為均與法律內容相符，個人自由之目的則在保障每個
3.Richard H. Fallon, Jr., THE RULE OF LAW AS A CONCEPT IN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 97 Colum. L. Rev. 1,
7-8(1997).
4.Richard H. Fallon, Jr., THE RULE OF LAW AS A CONCEPT IN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 97 Colum. L. Rev. 1,
8-9(1997).
5.See generally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72 75 (1944);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236 37 (1971); Joseph Raz
, The Rule of Law and Its Virtue, in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214 (1979); Geoffrey de Q. Walker, The
Rule of Law: 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25 27 (1988); Gregory C. Keating, Fidelity to Pre-existing Law and the
Legitimacy of Legal Decision, 69 Notre Dame L. Rev. 1, 11 (1993).
6.Raz, id, at 213; see also Walker, id, at 41 42
7.See Raz, id, at 214; Walker, id, at 25 27.
8.See Raz, id, at 212; Walker, id, at 31 32; Margaret Jane Radin, Reconsidering the Rule of Law, 69 B.U. L. Rev. 781, 790 91
(1989); cf. Missouri v. Jenkins, 115 S. Ct. 2038, 2068 (1995)
9.See Hayek, supra note 5, at 45; Rawls, supra note 5, at 238 39; Raz, id, at 216 17; Walker, id, at 37 40.
10.所謂政治自由係指個人自治(self-rule)，即任何人僅能由其所同意之法律所拘束，see Brian Z. Tamanaha, On the Rule
of Law, (34)2004.
11.所謂法律自由係指在個人自由之要求下，國家公權力僅能依據事先業經存在之法律來行事，see Brian Z. Tamanaha, On
the Rule of Law, (34)2004.
12.所謂個人自由係指著在特定個人自由領域內(通常其實質內容為權利法案或者為人權宣言)，係屬國家公權力所不得
侵犯之領域，see Brian Z. Tamanaha, On the Rule of Law, 2004, p.35.
13.所謂制度性保障自由係指著個人自由保障經由將國家權力分立(包含橫向分立與縱向分立)之制度而加以強化，see
Brian Z. Tamanaha, On the Rule of Law, .3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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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擁有其能達成所期望自我之最低限度需求，而制度性保障則進一步加強上述三種自由
所欲保障之目的。若進一步探究有關法治主義之內容，可大致上區分為形式內容(formal
versions)與實質內容(substantive version)，其內容分別下表所示：
表1：不同程度法治制度及其內容14
各種法治制度之選擇
低程度

高程度

1 、 法 制 ( r u l e b y 2、形式法治(formal 3、民主(democracy)＋
law)─法律為政府行 legality)＝法律必須符 形式法治(legality)＝
為之工具
合一般、清晰與確定 經由個人同意決定法
之特性
律之內容
實質內容
4、個人自由
5、個人尊嚴或正義 6、社會福利─實質平
(substantive
(individual rights)
等、福利以及團體之
＝財產(property)、
versions)
保障
契約(contract)、隱
私(privacy)、自治
(autonomy)
依據上表所示，形式法治制度(formal legality)要求法律必須符合一般性(generality)、
清晰(clarity)以及確定性(certainty)等要素，上述形式法治制度係建立在社會核心道德及核
心意識型態均屬一致且無重大分歧之前提假設之下。
然而學者認為在現時現狀，在核心議題所反映之道德價值觀以及相關意識型態均存
在著重大且基本之分歧；15因此吾人實在無法假設那些被授權制定法律之公權力，在相關
社會價值觀及意識型態對於相關基本議題均欠缺共識之前提下，能夠忠實創設出反映當時
社會道德價值觀或意識型態之法律。16換言之，所有一般性理想(general ideals)17在定義上
及目的上均具有相當爭議性，而在特定範疇上加以適用將引發各別權利間之爭議；因此
沒有權利是絕對的，由於往往牽涉到相關社會利益之考量，致使無法僅僅從單一權利之
觀察獲得圓滿之答案。18從而學者認為所有西方自由民主均在實質法治所隱含之個人權利
(individual rights)保障與其所具有之反民主(anti-democratic)特性之困境中尋求一平衡，而此
一平衡之追求則係在不斷法治之戰爭中所形成。
而西方國家對於上述困境所採用之平衡方式有二，一為對於民主之限制─即當民主
與個人權利發生衝突時，個人權利優位於民主；另一則為將權力授予給法官─在法制上授
權由法官來審查立法之合憲性與否，基於此一理念，因此正當法律程序原則(due process
of law)要求必須經由司法審查程序之後，始得合法拘束人民之人身自由。另基於實質法治
一般性之要求，學者認為法律只能對有能力選擇避免之人所為之行為，始可加以限制或懲
罰。19
形式內容
(formal versions)

14.本表引自 Brian Z. Tamanaha, On the Rule of Law, 91(2004).
15.例如對於墮胎、同性戀、廢除死刑與否、藝術與違反公序良俗之區分等議題，均存在著極大之分歧。
16.See Brian Z. Tamanaha, On the Rule of Law, 103(2004).
17.例如平等、自由、隱私、財產權、契約自由、免於酷刑之自由。
18.See Brian Z. Tamanaha, On the Rule of Law, 103-104(2004).
19.See Michael Neumann, The Rule of Law,2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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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治與執行之關連
拘提管收制度所欲實現司法正義之目的，其實質內容一方面在賦予法官若干建立法律
優位性的權力，另一方面則希望對於若干涉及公益性質之判決，提供一更為有效之實現機
制。學者曾仔細分析有關美國藐視法庭制度之相關理由，認為立法者之所以允許法院得行
使拘提管收處分的最主要理由，是因為優先考量到應賦予審判法官適度之權力，以幫助其
處理所可能面對各種不同的藐視法律的行為。20換言之，法治所建立的客觀標準係先賦予
特定人有解釋法律文字之權力，再經由其將法律解釋後適用於具體案例中所得。因此法治
所強調的法律優位要件，係經由有權解釋法律之人在每個具體案例中適用特定法律中所獲
得。
不論民事或行政執行之內容，即在於當公權力在具體個案中經由適用法律所確定之法
律關係後，將由執行機關藉由執行程序將前述確定之法律關係實現到實存界中。當國家公
權力在確定法律概念上之法律關係時，往往未考慮到債務人實際上所具之清償意願與清償
能力等變數，故往往發生法律概念上所確定之私權法律關係無法在現實世界中形成之結
果。21當實體法律關係確定後，未必當然須進入強制執行程序，強制執行程序僅有在實體
法律關係未能經由債務人自行履行，並由債權人聲請之前提下，由執行機關以國家公權力
為後盾之強制方法加諸於債務人，以達成與所確定實體法律關係一致之狀態。因此強制執
行之主要目的係在填補發生在法律理念界與實存界之間所產生之矛盾。例如當經由確定
之實體法律關係為f(x)，其實質內涵為A與B，故f(x)=｛A,B｝。22然而當法律關係確定後
之一定時點內，實存界未必能與所確定之法律理念一致，假設在實存界所對應之事實為
g(x)，其實質內涵為A，23但欠缺B，24故g(x)=｛A｝。顯然法律理念與實存界間有差距(實
存界欠缺元素B)。由於以上存在於理念界與實存界之差距無法經由債務人自動履行而實
現，從而經由債權人之聲請，執行機關發動強制執行程序，經由公權力介入而使實存界產
生變化並產生元素B，25而使得實存界與理念界相符合，其經過關係如下圖1所示。

20.Richard B. Kuhns, THE SUMMARY CONTEMPT POWER: A CRITIQUE AND A NEW PERSPECTIVE, 88 Yale L. J. 39
87(1978).
21. 例如某甲與某乙合意將某甲所有之A車以B數額之價金出售予某乙。在上述法律關係中，首先依據民法第348條第1項
及第367條之規定，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而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
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此為大前提即法律。而小前提─法律事實─則為某甲與某乙達成合意將其所有之A車
以B數額之價金出售予乙，故某甲為買賣契約之物之出賣人，某乙則為買受人。因此在結論─法律效果─中，某甲負
有交付A車予乙之義務，而某乙則有交付B數額之價金予甲並受領A車之義務。上述三段論證方式在某種程度係利用
包裹性暗喻方式─將結論之真實性隱藏於前提之定義中─以強化其命題真實性之說服力。學者曾認為類似三段論證
中所謂從大前提(如人均會死亡)及小前提(柏拉圖是人)而導出結論(柏拉圖會死亡)此種簡單之邏輯之性質及說服力往
往來自於對於前提之定義， see Richard A. Posner, 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38-39(1990).
22.如前註所舉案例中，所確定之法律關係為某甲應交付其所有之A車於乙，而某乙應支付B數額之價金予甲。
23.如前註案例中，某甲業經交付A車予乙。
24.如前註案例中，某乙並未支付B數額之價金於甲。
25.如前註案例中，即經由公權力將B車取交予甲，以符合確定法律關係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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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強制執行前與後之法律理念與實存界關係圖

故強制執行目的為如何藉由國家公權力於實存界之加工，而使得存在於實存界之事實
符合所確定法律概念之要求，以維繫法律本身之尊嚴。基於上述之執行目的要求，民事或
行政執行機關之任務即在於藉由國家公權力加工於實存界，使實存界發生變化並進而符合
所確定民事法律關係之要求。26因此當債務人資力不足時，在選擇清償債務時，更須衡量
不同選擇間之利害關係。債務人於清償特定債務後，將可能致使其無法支付其他消費開
支，或無法清償其他債務。若從債權人之觀點而言，則為嘗試如何去影響債務人基於衡量
利害所做之決定。債權人將尋求各種方式強化其對於債務人決定是否清償之重要性，以增
加受償之可能性。27然而如何能在施行拘提管收制度以維護法治尊嚴之同時，又能盡量防
止有此一權力之公權力濫用而蘄傷法治，則為相關法律學說之所以要從正當法律程序檢視
此一制度之原因。

26. 例如以金錢給付義務為例，學者見解即認為「債務人與債權人關係在實質上屬於一持續衡量相關利害之程序(a
weighing and leveraging process)。債務人在面臨清償債務時，將衡量清償各種債務所須支出之成本與獲利。因此債務
人在何時具有清償債務之資力，其過程往往無法明確陳述。即債務人必須在是否清償特定債務(清償成本)以及一旦清
償後該金錢即無法用於其他用途(清償成本)，與避免因未能清償債務所造成之困擾(清償獲利)以及因為清償所能提昇
之自我形象(清償利益)以及未來所可能增加之信用(清償利益)以及作出道德上正確之選擇(清償利益)，以及其他目的
間，作出選擇。」See Elizabeth Warren& Jay Lawrence Westbrook, The Law of Debtors and Creditors, 4(2001).
27.See Elizabeth Warren& Jay Lawrence Westbrook, id,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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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相關條文沿革與實務運作內容
一、條文沿革
我國有關以拘束人身自由為執行金錢債權之方式，首先規定於強制執行法。舊強制執
行法28第21條規定法院得拘提債務人之事由，29而第22條則規定法院管收債務人之要件及
程序。30我國民國89年修正公布之行政執行法第17條條文，31係依照上述舊強制執行法第
22條之規定而增修32，並未區分拘提管收之各別程序；另基於人權保障之要求，於同法第
2項除另規定命義務人提供擔保及限期履行為行政執行處聲請拘提管收之前提要件外，尚
規定行政執行處必須得法院同意始得行使拘提管收；而再配合此種角色上之差異，另較強
制執行法第22條增定了第3項至第5項。然於其後民國85年10月9日所修正公布之強制執行
新法雖將舊法第22條加以修正33，區別拘提與管收之進行程序；但於87年所公布增修之行
政執行法第17條卻並未隨之修正。行政執行法之立法者雖未言明未配合修正之意旨，但參
諸同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及立法意旨 34，應可推知將拘提管收之程序合併規定係立法者
有意保留。而保留此一舊制之理由，應係一方面不願賦予行政執行處過大之權限，35另一
方面為求執行程序迅速所致。36惟於94年1月28日司法院針對當時行政執行法第17條規定
之合憲性做成釋字第588號解釋，認為該條文部分有違憲之虞；故於94年6月22日公布修正
第17條及第19條之規定，在該新法之第17條規定中，將拘提與管收之適狀加以區分並限縮
28.按此為民國64年4月22日所修正公布之條文。
29.按舊強制執行法第21條規定「債務人受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執行法院得拘提之。」
30.舊強制執行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之內容如下：「債務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法院應命其提出擔保，無相當擔保者，
得拘提管收之：一 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者。二 顯有逃匿之虞者。三 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
處分之情事者。四 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推事或書記官拒絕陳述者。(第1項)債務人違反第二十條之規定，不
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執行法院得拘提管收之。」(第2項)
31.第 17 條 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並得限制其住居：一 顯有履行義務之可
能，故不履行者。二 顯有逃匿之虞。三 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者。四 於調查執行標的物
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者。五 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六 經合法通知，無正當
理由而不到場者。(第1項)義務人逾前項限期仍不履行，亦不提供擔保者，行政執行處得聲請該管法院裁定拘提管
收之。(第2項)法院對於前項聲請，應於五日內裁定。行政執行處或義務人不服法院裁定者，得於十日內提起抗告；
其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抗告程序之規定。抗告不停止拘提管收之執行。但准拘提管收之原裁定經抗告法院裁定
廢棄者，其執行應即停止，並將被拘提管收人釋放。(第3項)第二項之拘提管收，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
法、管收條例及刑事訴訟法有關拘提、羈押之規定。(第4項)
32.第十七條之立法理由如下「•••二、公法上金錢債權應與私人間之金錢債權受到同等之保障，始為合理。為強化行
政權之功能，達成行政目的，於義務人有故意不履行、顯有逃匿之虞、隱匿或處分應執行之財產或其他妨礙執行之
行為等法定情事時，以拘提管收為間接執行方法，對義務人心理上加以強制，俾執行程序得以順利進行，爰參照強
制執行法之規定，增設拘提管收之法定事由及程序規定。惟因與人民之身體、自由、名譽等基本權利息息相關，為
切實保障人民權益，拘提管收應由行政執行處聲請該管地方法院裁定，始得為之，其要件及程序則較強制執行法之
規定為嚴格，除須具備強制執行法第二十二條所規定要件之一外，應先命義務人提供相當之擔保、限期履行，而逾
期仍不履行者，始得聲請法院裁定拘提管收，以之作為最後不得以之執行手段。•••」
33.現行強制執行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內容如下：「債務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法院得拘提之：••••。前項情形，
執行法院得命債務人提供擔保，無相當擔保者，管收之。其非經拘提到場者亦同。•••」
34.按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法院為拘提管收之裁定後，應將拘票及管收票交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員執行拘提並將被管收
人逕送管收所」，而其立法理由為「為使執行迅速而有效果，行政執行處應向法院一併聲請為拘提及
管收之裁定，並由行政執行處派員負責拘提及管收之執行，以求執行之一貫，爰訂定第一項規定」。
35.若與強制執行法所賦予民事執行處之權限(執行法院得單獨發動並執行拘提管收)與刑事訴訟法所賦予地檢署之權限
(得單獨發動並行使拘提，但須得法院裁定許可後始得羈押)，行政執行法所賦予行政執行處者係最低之權限(僅有拘
提管收之聲請權，須法院裁定許可後，始得執行之)。
36.相關見解請參閱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及第十九條之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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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37
又強制執行法第22條之5規定，拘提、管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刑事訴訟法關
於拘提、羈押之規定；而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11項則參照前揭規定，規定拘提、管收，除
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管收條例及刑事訴訟法有關詢問、拘提、羈押之規
定。依據此一準用條文規定，執行機關實施之拘提、管收處分，究竟屬於刑事處分或民事
處分38並不明確。
二、我國拘提管收實務運作
有關我國目前因實施金錢債權而為拘提管收程序，分別規定於強制執行法與行政執行
法中，茲分述之。
(一)有關強制執行法拘提管收之程序
我國強制執行法有關拘提管收程序分別規定於強制執行法第21條至第26條。
有關拘提之事由一共有六種，分別為債務人受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者；39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者；顯有逃匿之虞者；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
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者；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法官或書記官拒絕陳述；
以及違反第二十條之規定，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等 40六種。而若債務人具
有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顯有逃匿之虞、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
或處分之情事者、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法官或書記官拒絕陳述、以及違反第
二十條之規定，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等五種原因時，執行法院得命債務人提
供相當擔保，若無擔保者得管收之。而非經拘提到場者亦同。依據上揭法條之規
定，我國強制執行程序中有關拘提管收程序如下圖所示。

37.新法第二項規定僅有在顯有逃亡之虞或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兩種理由始得加以拘提。而依據同條第五款
規定，得管收之事由共有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二、顯有逃匿之虞。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
隱匿或處分之情事。四、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義務人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
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等四款理由。
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等四款理由。
38.民事與刑事二者之主要差別，在於證明之證據程度以及應踐行之保障程序不同。在證明程度上，刑事的證明程度必須
達到無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程度，遠遠高於民事的證明程度。而在應踐行的保障程序上，刑事訴訟必
須踐行刑事訴訟法第94條至第100條之3之規定，民事程序則不必。
39.強制執行法第21條參照。
40. 之後五種原因請參照強制執行法第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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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我國強制執行法拘提管收程序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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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行政執行法拘提管收之程序
我國有關行政執行法之拘提管收程序規定在新法之第17條。該條第2項規定
「義務人經行政執行處依前項規定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屆期不履行亦
未提供相當擔保，而有顯有逃匿之虞或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之情
事，而有強制其到場之必要者，行政執行處得聲請法院裁定拘提之。同法第4至6
項則規定「義務人經拘提到場，行政執行官應即訊問其人有無錯誤，並應命義務
人據實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其他必要調查。行政執行官訊問義務人後，認有一、
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二、顯有逃匿之虞。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
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四、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
義務人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
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等四種情形之一，而有管收必要者，
行政執行處應自拘提時起二十四小時內，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義務人經通知或
自行到場，經行政執行官訊問後，認有第五項各款情形之一，而有聲請管收必要
者，行政執行處得將義務人暫予留置；其訊問及暫予留置時間合計不得逾二十四
小時。」因此我國有關行政執行程序中拘提管收之程序如下圖所示。

圖3：我國強制執行法拘提管收程序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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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德美相關制度運作之介紹
我國強制執行法有關拘提管收之相關條文原則上係參照德國民事訴訟法中之代宣誓保
證與管收制度之規定而制訂，而行政執行法之拘提管收條文則沿革強制執行法之規定，故
德國民事訴訟法之代宣誓保證與管收制度實為我國拘提管收制度之根源。而經由學者考
證，在歷史中與德國管收相類似之制度，在市民法之源起雖無從考證，但在英美法國法中
之藐視法庭罪最早可溯源自12世紀直至現今。41學者經由研究發現類似藐視法庭之司法懲
處權力在歷史上可追溯自羅馬君士坦丁大帝時期。42故本文以下將分別介紹德國與美國相
關制度之實務運作方式。
一、德國民事訴訟程序實施拘提管收程序之簡介
德國民事訴訟法第899條至第915條規定有關該國代宣誓保證與管收之制度。得依據
德國民事訴訟法第8編第4章執行之執行名義(title)包括了公法上(?ffenfl.rechtl.)及私法上
(Zivilrechtl.)之執行名義。而開始執行之後又可區分為執行成功(Vollstr.erfolgreich)及執行
失敗(Vollstrckung erfolglos)兩種情形。假若執行成功時，則執行程序終結。假若執行失敗
時，則將進入執行代宣誓保證及管收之程序。德國民事訴訟法第807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
於依第900條第1項委託通知後，於下列情形，負提出財產清冊，並指出其享有債權之原因
及證據方法之義務：一、查封不足以使債權人完全受償，二、債權人證明經由查封無法完
全受償，三、債務人拒絕搜索，四、執達員曾於執行前至少二星期前事先為告知，仍持續
無法在債務人之住所遇見債務人；但債務人對未在場有足夠之理由且經證明者，不在此
限。此時代宣誓保證程序開始。
而當債務人於指定為代替宣誓之保證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無故拒為代替宣
誓之保證者，依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901條之規定，法院為強制其履行，應依聲請命令管
收。而當法院為管收命令後，執行債務人有三種選擇，一為清償債務，一旦清償完畢執行
程序即終結。二為依據程序為代宣誓保證，當債務人選擇為代宣誓保證時，其必須按照定
式表格43據實填載相關個人財務事項，當作成代宣誓之保證後，執行機關應通知管轄法院
以登記於債務人名簿(Schwarzlist)。另值得一提者，依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807條第3項規
定44以觀，此一制度除有迫使執行債務人據實陳報財產之功能之外，亦具有避免債務人脫
產之功能。若債務人所提出經過代宣誓之保證之財產清冊有虛偽不實之情形，將構成德國
41. 英美之藐視法庭處分係本於想法早在歐美古代即已存在之證據。例如在君士坦丁(the Emperor Justinian)王朝時期之
文獻中，即曾記載若干類似藐視法庭之懲處手段，由司法懲處轉變為公務員權力之必要手段。而教庭法(The Codes
of Canon Law)、羅馬教皇宗教規則(the religious rules of the Roman Popes)中，均規定若干類似現今藐視法庭處分之
懲戒或刑事懲處權力。而學者認為藐視法庭罪在英國普通法之源起則較為奇特，其發展可溯源自央格魯薩克遜法
(Anglo-Saxon laws)、敦士登紀錄(the Domesday Books)、元老院紀錄(the records of the Curia Regis)以及之後之國會(the
Parliament)之相關紀錄中。一直至14世紀時，始確立相關原則，認為對於若干不遵守命令行為以及其他企圖阻礙正義
程序之行為應施以懲罰。See Luis Kutner, Contempt Power: The Black Robe -- A Proposal for Due Process, 39 Tenn. L. Rev.
3-4. (1971).
42.See Luis Kutner, Contempt Power: The Black Robe -- A Proposal for Due Process, 39 Tenn. L. Rev. 3-4. (1971).
43.相關格式如附件二所示。
44.按該條項規定為「財產清冊應記明下列事項：1、債務人於為代宣誓保證所指定第一次期日前兩年內對有密切關係
之人所為之有償讓與，2、債務人於為代宣誓保證所指定第一次期日前四年所為之無償處分，但無論其債權是否屆清
償期，該第三人均得以訴主張其就賣得價金優先受償。」參照德國慕尼黑邦所提供定式財產清冊(附件2)之C項所示，
前述條文所述之有密切關係之人包含債務人之配偶(包括在結婚前以及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為之有償讓與)、前配偶、債
務人之二親等直系親屬，二親等旁系親屬、同居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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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德國民事執行限制人身自由程序流程圖45

45.按本圖為筆者於2005年11月2日至德國慕尼黑邦考察該邦有關代宣誓保證制度時，由該邦地方法院執行處主管Mr.
Riag Hoehne親自解說該邦有關拘提管收流程時所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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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156條、第163條以下之以虛偽保證代替宣誓罪，得處三年以下或一年以下不等之有
期徒刑或罰金；再依據同法第903條之規定，債務人若已為第807條或租稅通則第284條所
定代宣誓保證者，如債務人清冊上尚未註銷前次代宣誓保證，則在保證後三年內，除證明
債務人其後曾取得財產，或其原有之勞務關係消滅外，債務人對債權人不負再為代宣誓保
證義務。假若執行債務人拒絕為前述兩種選擇時，法院將對之施以管收。同法第913條規
定管收期限不得超過六個月，六個月屆滿後，法院應依職權釋放債務人。而同法第914條
規定債務人因拒為本法第807條或租稅通則第284條所定代宣誓之保證而經管收六個月者，
除證明債務人其後取得財產，或其原有之勞務關係消滅者外，不得依其他債權人聲請，為
強制其為代宣誓保證而再予管收。但管收終了滿三年者，不適用本條規定。
又當執行債務人於指定為代宣誓保證期日雖未到場，但有不到場之正當理由時，法院
將重新進行傳喚債務人為代宣誓保證之程序，而當傳喚合法送達時，將重新進行上述之程
序。以上有關德國民事訴訟法上有關拘提管收之程序，可如圖4所示。
二、美國有關藐視法庭處分之實務運作方式
美國聯邦於18 U.S.C.A. § 401中規定，「美國法庭應有權力行使裁量權限對於以下藐
視其權威之人，科處罰金或拘役並併科之。(1)對於任何在其面前或鄰近之處所而為非法行
為之人，妨礙其依其職務行使正義。(2)對其職員在執行職務時所為任何違法行為(3)不遵
守或抗拒法院之合法之令狀(writ)、程序(process)、規則(order)、準則(rule)、命令(decree)
或指令(command)。」 46又於18 U.S.C.A. § 402中規定，「任何人或法人故意違反任何美
國境內及哥倫比亞特區內之地方法院合法之令狀(writ)、程序(process)、規則(order)、準則
(rule)、命令(decree)或指令(command)所禁止之事項，或從事任何行為、事物而加以違反，
假若上述行為或事物之事實該當美國聯邦或行為地所在州之州法所規定之刑事犯罪構成要
件時，應構成第3691項(section 3691)所規定之藐視(contempt)行為，應處以拘役或科罰金或
併科之。」47
在美國審判法院(trial court)之法官可以本於藐視法庭規定，對於審理中之證人或兩造
處以民事或刑事之處分。參照美國司法實務見解，應從法院施以藐視處分之主觀目的與其
客觀所具有之功能來區分某種藐視法庭處分屬於民事或刑事性質。即假若法院所為處分之
主觀上係在迫使受處分人將來應為一定之特定行為，且該受處分人在客觀上亦有能力為該
行為而違反時，則此一懲處即將被歸類為民事藐視法庭處分；反之，若法院為懲處時之主
觀上並非迫使行為人將來為一定行為，而係針對其違反法院命令之行為所為時，則此一懲
處即應被歸類為刑事藐視法庭處分。從而若被課予藐視法庭懲處之當事人對該處分上訴
時，上級審法院(a reviewing court)首先必須依據上述原則審查該藐視處分所附麗之程序本
質究竟為民事或是刑事，茲再將相關區分內容詳細說明如下。
(一)民事性質之藐視法庭處分
46.“A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have power to punish by fine or imprisonment, or both, at its discretion, such
contempt of its authority, and none other, as-- (1) Misbehavior of any person in its presence or so near thereto
as to obstruct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2) Misbehavior of any of its officers in their official transactions;(3)
Disobedience or resistance to its lawful writ, process, order, rule, decree, or command.”18 U.S.C.A. § 401.
47.“Any person, corporation or association willfully disobeying any lawful writ, process, order, rule, decree, or command
of any district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court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by doing any act or thing therein, or
thereby forbidden, if the act or thing so done be of such character as to constitute also a criminal offense under any statute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under the laws of any State in which the act was committed, shall be prosecuted for such contempt
as provided in section 3691 of this title and shall be punished by a fine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ment, or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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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藐視法庭處分之目的或用來賠償訴訟當事人一造本於損害賠償所生損失
之處分，或在強迫性的處分而用來迫使訴訟當事人遵守訴訟程序時，可以使用程
序。48而強迫性處分必須給予受處分人有免除責任之機會，49且一旦其遵守法院
要求時，處分即應終止。50民事藐視法庭處分設計之目的在強迫遵循法院命令以
及賠償受損害一造持續所受之損失(compensate injured parties for losses sustained)。
民事程序之藐視法庭處分可對在法庭內或法庭外所為之不當行為(misbehavior)而
為之。民事藐視法庭處分所欲達成之目的若已經完成或不可能完成時，該處分
即不能依法續行。在為民事藐視法庭處分之前，並不須進行追訴程序(indictment)
或陪審聽證程序(a jury trial)。然而受處分人仍應受到某些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
如通知(notice)以及在場機會(an opportunity to be heard)。當有明確以及充分證據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存在，51足以證明受處分人違反法院在前所下之明
確合法之命令時，民事藐視法庭處分將會被維持。法院在決定民事藐視處分程序
中，有較為廣泛之裁量權限，而其所為之處分決定只有在被認定濫用裁量權限
(abuse of discretion)時，才會被審查法院推翻。52此外由於在聯邦法中，民事藐視
法庭處分並不被認為終局裁判，因此無法即時對該處分決定提起上訴。53
(二)刑事性質之藐視法庭罪
刑事藐視法庭罪應與該罪因之而生之刑事犯罪程序加以分離區別。刑事藐視
48. See U.S. v. 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 330 U.S. 258, 67 S. Ct. 677, 91 L. Ed. 884 (1947); U.S. v. Professional Air
Trafﬁc Controllers Organization (PATCO), Patco Local 202, 678 F.2d 1 (1st Cir. 1982); Perfect Fit Industries, Inc. v. Acme
Quilting Co., Inc., 673 F.2d 53 (2d Cir. 1982); Soobzokov v. CBS, Inc., Quadrangle/New York Times Book Co., 642 F.2d 28 (2d
Cir. 1981); Latrobe Steel Co. v. United Steelworkers of America, AFL-CIO, 545 F.2d 1336 (3d Cir. 1976).
49.“A coercive sanction must give the contemnor an opportunity to purge himself or herself” , see § 205.
50.Lance v. Plummer, 353 F.2d 585 (5th Cir. 1965); U.S. v. Professional Air Trafﬁc Controllers Organization, Local 504, 703 F.2d
443 (10th Cir. 1983);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n v. Wellington Precious Metals, Inc., 950 F.2d 1525 (11th Cir. 1992).
51.See Goya Foods, Inc. v. Wallack Mgmt. Co., 290 F.3d 63, 77 (1st Cir. 2002); Paramedics Electromedicina Comercial, Ltda. v.
GE Med. Sys. Info. Techs., Inc., 369 F.3d 645, 655 (2d Cir. 2004) ; John T. ex rel. Paul T. v. Del. County Intermediate Unit,
318 F.3d 545, 552 (3d Cir. 2003); Cromer v. Kraft Foods N. Am., Inc., 390 F.3d 812, 821 (4th Cir. 2004); Shafer v. Army & Air
Force Exch. Serv., 376 F.3d 386, 396 (5th Cir. 2004); Elec. Workers Pension Trust Fund of Local Union # 58 v. Gary's Elec.
Serv. Co., 340 F.3d 373, 379 (6th Cir. 2003); U.S. v. Dowell, 257 F.3d 694, 699 (7th Cir. 2001); Chi. Truck Drivers v. Bhd.
Labor Leasing, 207 F.3d 500, 504 (8th Cir. 2000); In re Dyer, 322 F.3d 1178, 1190-91 (9th Cir. 2003); FTC v. Kuykendall,
371 F.3d 745, 754 (10th Cir. 2004); Riccard v. Prudential Ins. Co., 307 F.3d 1277, 1296 (11th Cir. 2002); NOW v. Operation
Rescue, 37 F.3d 646, 662 (D.C. Cir. 1994).
52.See Goya Foods, Inc. v. Wallack Mgmt. Co., 290 F.3d 63, 75 (1st Cir. 2002); U.S. v. Chusid, 372 F.3d 113, 117 (2d Cir. 2004);
Harris v. City of Philadelphia, 47 F.3d 1333, 1350 (3d Cir. 1995); JTH Tax, Inc. v. H & R Block E. Tax Servs., Inc., 359 F.3d
699, 702 (4th Cir. 2004); U.S. v. City of Jackson, 359 F.3d 727, 731 (5th Cir. 2004); Consol. Rail Corp. v. Yashinsky, 170 F.3d
591, 594 (6th Cir. 1999); Tranzact Techs., Inc. v. 1Source Worldsite, 406 F.3d 851, 855 (7th Cir. 2005); Chi. Truck Drivers
Union Pension Fund v. Bhd. Labor Leasing, 406 F.3d 955, 958 (8th Cir. 2005); Irwin v. Mascott, 370 F.3d 924, 931 (9th Cir.
2004); FTC v. Kuykendall, 371 F.3d 745, 756 (10th Cir. 2004); Riccard v. Prudential Ins. Co., 307 F.3d 1277, 1296 (11th Cir.
2002); Food Lion, Inc. v. United Food & Commercial Workers Int'l Union, 103 F.3d 1007, 1016 (D.C. Cir. 1997).
53.See CFTC v. Armstrong, 284 F.3d 404, 405-06 (2d Cir. 2002) (per curiam)，在該案中法院認為民事藐視法庭處分必須待所
為之懲處性質已經從強制變成處罰，並使得該強制命令轉變為終局並得為上訴之刑事藐視法庭命令時，始得提起上
訴。See also Apex Fountain Sales, Inc. v. Kleinfeld, 27 F.3d 931, 934 (3d Cir. 1994); Quilling v. Funding Res. Group, 227 F.3d
231, 235 (5th Cir. 2000); Cent. States, Se. & Sw. Areas Pension Fund v. Wintz Props., Inc., 1:55 F.3d 868, 872 (7th Cir. 1998);
Coca-Cola Co. v. Purdy, 382 F.3d 774, 792 (8th Cir. 2004); SEC v. Hickey, 322 F.3d 1123, 1127-28 (9th Cir. 2003); Combs v.
Ryan's Coal Co., 785 F.2d 970, 976-77 (11th Cir. 1986); Cobell v. Norton, 334 F.3d 1128, 1140 (D.C. Cir. 2003). 但美國司法
實務上亦有不同之見解，請參閱., U.S. v. O'Rourke, 943 F.2d 180, 186 (2d Cir. 1991)，在該案中法院認為藐視法庭懲處
得本於28 U.S.C. § 1292(a)(1)之規定提起上訴，因為法院修正懲處內容符合§ 1292(a)(1)條文所描述之定義。又如在U.S.
v. Brumﬁeld, 188 F.3d 303, 306 (5th Cir. 1999)一案中，法院認為地方法院認定義務人所為行為並未符合之前藐視法院命
令內容要求之命令，屬於終局決定並得對之提起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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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罪之目的在證明法院之權威，從而刑事藐視法庭處分與該原來刑事罪刑之
程序是否終並無直接關連。因此刑事藐視法庭罪之目的通常在懲罰(punitive)而非
保全(remedial)，從而該罪之形式通常係為不附條件之徒刑或罰金(unconditional
sentences or fines)。刑事藐視法庭罪之犯罪事實必須符合無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證據能力，並必須證明以下三個要件存在：1.法院所下之命令必
須合理且依法所為 542.被告違反該命令3.被告係在明知且有意之情形下所違反。
55 對於受處分人於法庭內當場所為之不當行為，聯邦法院法官得逕以簡易程序
(summarily impose criminal contempt sanctions)判處刑事之藐視法庭罪，或稱之為
簡易刑事處分("summary" or direct criminal)，構成此種藐視法庭之行為必須“確
實在法庭內所生”，56且該規定認為任何在該法域內之法庭均有處以藐視其權威
之權力。57因此簡易藐視法庭處分之認定標準為有二，一為必須確實發生在法庭
程序中58，二為必須對訴訟程序造成確實之阻擾。59
對於其他藐視法庭行為則稱之為普通(即非簡易處分non-summary)刑事藐視法
庭罪。此一類型所含括之犯罪行為要較簡易藐視法庭處分範圍更廣。普通刑事藐
視法庭罪所處罰之故意不遵守法庭程序之行為，可能與法庭程序是否在進行中無
關。事實上美國最高法院曾云非簡易藐視法庭罪實質上即屬於普通刑事犯罪。60
從而諸如應由陪審團聽審(the right to a jury trial)，應以書面通知、請辯護人辯護、
給予充分時間準備答辯、採用無合理懷疑之證明程度、無罪推定原則、禁止自陷
其罪、公開審判以及一罪不二罰等61有關刑事被告通常在憲法上所應具有之正當
法律程序保障原則，在該程序中均應加以實施。62因此此一類型之藐視法庭罪必
須在給予充分告知並給予合理抗辯時間之前提下，才能加以處罰。而被處以刑事
藐視法庭罪之被告則有權利請求陪審團審判(be entitled to a jury trial)並得聲請交
保(entitled to bail)。此外與民事藐視法庭罪有別的是，對於刑事藐視法庭罪之決
定，受處分人得在原訴訟程序進行中即針對該決定提起上訴。然而地方事實審法
院對於認定刑事藐視法庭罪，則有相當大之裁量權，而其所為之藐視法庭決定亦
只有在濫用裁量權限之前提下，才會被推翻。63
54.U.S. v. Mourad, 289 F.3d 174, 180 (1st Cir. 2002) (per curiam); Rojas v. U.S., 55 F.3d 61, 63 (2d Cir. 1995); U.S. v. McMahon,
104 F.3d 638, 645 (4th Cir. 1997); U.S. v. Allen, 73 F.3d 64, 67 (6th Cir. 1995); U.S. v. Hoover, 240 F.3d 593, 597 (7th Cir.
2001); Wright v. Nichols, 80 F.3d 1248, 1251 (8th Cir. 1996); U.S. v. Galin, 222 F.3d 1123, 1124 (9th Cir. 2000); U.S. v.
Themy-Kotronakis, 140 F.3d 858, 864 (10th Cir. 1998); U.S. v. Bernardine, 237 F.3d 1279, 1283 (11th Cir. 2001); U.S. v.
Rapone, 131 F.3d 188, 195 (D.C. Cir. 1997).
55.(1) the court entered a lawful order of reasonable speciﬁcity; (2) the defendant violated that order; and (3) the violation was
willful or intentional.
56. "in the actual presence of the court."
57.See R.I. GEN. Laws § 8-10-38, § 8-8-5.
58.“It must occur in the actual presence of the court”, see Robert H. Whorf, Esq., The Boundaries of Contempt: Must the
Court's Power Yield to Due Process, 46 RI Bar Jnl. 9, 10(1998).
59.It must create an actual disruption of court process.
60.Id. at 201.
61.The right to: written notice, counsel, time to prepare a defense, a hearing, 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public trial, and protection against double jeopardy.
62.See United Mine Workers, supra note 12, at 833 (citations omitted).
63.See U.S. v. Wilson, 421 U.S. 309, 319 (1975); see, e.g., U.S. v. Hoover, 175 F.3d 564, 570 (7th Cir. 1999). See, e.g., U.S. v.
Cutler, 58 F.3d 825, 838-40 (2d Cir. 1995); U.S. v. Monteleone, 804 F.2d 1004, 1011-12 (7th Cir. 1986); In re Medlock, 406
F.3d 1066, 1073 (8th Cir. 2005); U.S. v. Lach, 874 F.2d 1543, 1549 (11th Cir. 1989) (per curiam); In re Holloway, 995 F.2d
1080, 1088 (D.C. Cir.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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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美國的藐視法庭處分係本於訴訟當事人違反法院所為之特定命令
所實施，並按照所適用之正當法律程序內容不同，可區分為民事性質與刑事性質
兩種類型處分。民事藐視法庭處分之目的在賠償一造當事人之損害或迫使為特定
行為，而刑事處分之目的則本於宣示法院權威之名對於當事人加以懲罰。64因此
法院必須檢視為所施以懲處之性質與目的，以確定各別之藐視法庭處分屬於刑事
或民事之懲處。65以上有關美國有關藐視法庭懲處之程序，可如下圖所示。

圖5：美國法院實施藐視法庭懲處流程圖

64.U.S. v. McCorkle, 321 F.3d 1292 (11th Cir. 2003).
65.Chadwick v. Janecka, 312 F.3d 597 (3d Cir. 2002), cert. denied, 123 S. Ct. 1914, 155 L. Ed. 2d 828 (U.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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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參照德國與美國之相關立法例，誠如部分大法官於釋字588號解釋所持之不
同意見書所陳，拘提管收制度之最主要目的在解決當「執行實務陷於『人民究竟
尚有無可供執行之財產』之懷疑，且又認定『應有某種執行標的存在卻始終找不
到』之困局」。66若從台灣與德國所實施之拘提管收制度以觀，其相同點為兩地
相關法律均認定執行債務人對於執行財產之調查負有相當程度之協力義務；換言
之，調查執行債務人之財產狀況並非單純為執行機關或執行債權人之義務而已。
例如不論德國或是台灣均認為執行債務人若不於指定期日到庭陳報財產或為代宣
誓保證即可為拘提之原因以觀，可以證明執行債務人對於執行機關調查財產最少
負有到場之義務。再依據台灣法制規定，當執行債務人對於應執行之財產標的不
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時可為管收之原因；而德國法制則認為當債務人拒絕為代
宣誓之保證時，得為管收之原因。依據上述管收原因可推知，不論台灣或德國均
認為執行債務人除負有到場之協力義務外，尚具有據實陳報自己財產之協力義
務。
然而台灣與德國兩地法制最大之差異在於，兩國法律所授權與執行法院對於
管收債務人之裁量權限不同。德國法係藉由代宣誓保證制度以縮減執行法院管收
債務人之裁量權限，債務人得選擇將自己之義務限縮在誠實申報自己名下財產範
圍內，以達到縮減法院對於管收裁量權限之效果。在臺灣之執行機關得拘提管收
債務人之理由可分為三大類，一類係直接以債務人不履行誠實申報義務作為管收
理由者，67一類係間接以其不誠實申報作為管收理由者，68執行機關亦可直接以
義務人履行義務可能作為管收之理由者；69而債務人並無選擇限縮義務範圍之權
利。此外在德國法制中，債務人雖得選擇將自己之義務限縮在誠實申報財產範圍
內，但藉由刑法對於申報不實處罰規定之連結，一方面賦予不誠實申報之債務人
較嚴重之處罰，另一方面藉由較嚴格之刑事審判程序來認定執行債務人所陳報內
容之真偽。反之，在臺灣對於不誠實申報之債務人課予較輕之民事懲處，但是一
方面則藉由較寬鬆之民事訴訟程序來認定義務人是否有陳報不實之情形。
若參照美國與臺灣兩地間之法制，其差異在於美國法院本於藐視法庭處分之
規定，雖對於管收債務人有著更大之裁量權限，但其司法慣例則依據法院命令所
欲達成目的之差異70，將藐視法庭處分區分為刑事與民事處分，刑事藐視法庭懲
處之處罰較重且與事後義務是否已履行無關，但適用較為嚴格之刑事訴訟程序來
確定；而民事法庭處分之處罰較輕，71允許一旦義務已履行或已不可能履行時處
分即應予以撤銷；但亦允許法院以較為寬鬆之民事訴訟程序來認定相關事實。換
言之，在美國法制之下，法院之裁量權限是以對於人民權利影響之大小來做區
分，其影響越大之懲處，所受到之限制則越多；反之則越少。
茲將三地有關拘提管收制度之同異以下表示之。
66.請參閱 許宗力、王和雄、廖義男、林子儀、許玉秀等多位大法官共同對本號解釋所著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
書」。
67.如強制執行法第22條第4、5等二款，或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5項第4款。
68.如債務人顯有逃匿之虞以及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69.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而故不履行。
70.究竟係在迫使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在懲罰當事人過去所為違反命令之行為。
71.原則上所施以懲處之期間必須在6個月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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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台灣、德國與美國有關拘提管收制度同異點之比較
相同點

台灣

德國

美國

第五篇.indd 404

相異點

證明程序 證明程度 不利益效果 是否因清
償而免責
1、執行債務人在執 民事程序 低 ： 相 當 較輕
是
行程序中負到場及據
真實
實陳報財產狀況之協
力義務。
2、國家須證明債務
人虛偽陳報，始能拘
束其身體自由。

功能

除強制執
行債務人
誠實申報
外，尚具
有強烈之
強制執行
方法之性
質
刑事程序 高 ： 無 合 較重
否
僅在迫使
理懷疑
執行債務
人誠實申
報財產。
依 據 命 令 依 據 所 適 依據懲處之 依 據 懲 處 民事：迫
之 目 的 分 用 之 程 序 性質而有差 之 性 質 而 使當事人
別適用民而有不同異
異
為特定行
事 或 刑 事 之程度
為。
程序
刑事：懲
罰當事人
違反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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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拘提管收制度合憲性之爭議
一、我國實務見解
早期實務雖未就執行程序中之拘提管收制度之合憲性明確表達意見，但若依據司法院
釋字300號解釋之意旨，似乎間接肯定為財產給付請求權之強制執行目的而對債務人施以
拘提管收符合憲法比例原則。72
惟於87年公布行政執行法後，該法有關拘提管收之制度雖係源自於強制執行法之相關
規定，且實施程序更符合憲法上有關人權保障之要求；然而部分受聲請裁定拘提管收之
地方法院認為該法有違憲之虞，並依據釋字第371號解釋意旨提請大法官釋憲， 73其後經
司法院大法官於94年1月28日作成釋字第588號解釋。本號解釋重申於釋字第384號解釋中
所強調，源自於憲法第8條規定之人身保障自由，以及憲法第23條所隱含之正當法律原則
(due process of law)等憲法精神，並將之融入於行政執行法之拘提管收制度中，賦予行政執
行法有關拘提管收制度一合於時代潮流之意義。
在該號解釋中，對於有關得否因實踐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目的而管收一問題，認為
立法機關基於重大之公益目的，藉由限制人民自由之強制措施，以貫徹其法定義務，於符
合憲法上比例原則之範圍內，應為憲法之所許。而「••公法上金錢給付，該法定義務人
經通知等合法程序後，本即應自動給付，無待國家之強制，而此項公法上金錢給付之能否
實現，攸關國家之財政暨社會、衛生、福利等措施之完善與否，社會秩序非僅據以維護，
公共利益且賴以增進，所關極為重大••」74，故行政執行法關於「管收」處分之規定，
係於法定義務人確有履行之能力而不履行時，拘束其身體所為間接強制其履行之措施，尚
非憲法所不許。從而立法機關得以拘提管收方式為間接強制義務人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
務之手段，但是其手段與所欲達成之目的間必須合於比例原則。釋字588號解釋宣告行政
執行法第17條違憲，並於宣告後六個月內自動失效；故立法院即依據釋字第588號解釋之
意旨修正該條條文75，於新修正條文中認為「••『管收』係對負有給付義務且有履行之
可能，卻拒不為公法上金錢給付之人所為促使其履行之強制手段，尚非憲法所不許。惟其
適用，首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爰增訂第四項。76五、行政執行官訊問義務人後，認有管
收之事由且有管收之必要時，應由行政執行處自拘提時起二十四小時內，向法院聲請管
72.該號釋字乃針對破產法上之羈押制度之合憲性而論述，並認為「為保全破產財團之財產，維護全體債權人之權益，俾
破產程序得以順利完成，固有此必要」。然而破產程序為強制執行之特別程序，從而應得間接推知若在強制執行程
序中為維護全體債權人之權益，俾執行程序得以順利完成，亦應有拘提管收債務人之必要。
73.依據司法院釋字五八八號解釋之新聞稿，相關釋憲案件包括就(一)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法官張國勳為審理台灣士林地
方法院九十一年度拘管字第三一號、九十二年度拘管字第三號、第五六號、第六五號、第八一號、第一０七號、第
一０八號、第一二七號、第一四九號、九十三年度拘管字第九號聲請拘提管收案件(共10件)，認各該案件適用之行政
執行法第十七條等規定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案；(二)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法官文衍正為審理台灣桃園地方法院九十二
年度拘管字第五二號、第五九號、第七一號、第七三號、第八０號、第九一號、第九六號、第九九號、九十三年度
拘管字第二號、第五號、第一八號、第三一號、第三四號、第三六號、第五三號聲請拘提管收事件(共14件)，對於應
適用之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之規定，認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聲請解釋案；(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法官高愈杰為審理臺
灣士林地方法院九十三年度拘管字第二一號聲請拘提管收事件。
74.本號解釋理由書參見。
75.按該條文於94年6月22日修正公布。
76按該條第4項規定為「義務人經拘提到場，行政執行官應即訊問其人有無錯誤，並應命義務人據實報告其財產狀況或
為其他必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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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由法院查明管收之聲請是否合乎法定要件及有無管收之必要。另為使義務人到場為程
序之參與，使其得有防禦之機會，提出有利之抗辯以供法院調查，如此方符憲法正當法律
程序之要求，爰將現行條文第二項行政執行處得合併為拘提且管收之聲請予以修正。」77
其後法務部行政執行法研修小組曾建議參考德國立法例所採「代宣誓之保證」制度及「債
務人名簿」制度，並增設「真實具結」制度之相關規定，再於草案中增設「義務人名簿」
制度，即義務人未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達一定金額者，於真實具結後或符合一定條件
下，於一定期間內列於義務人名簿內，供人查閱，負擔「交易信用破產」之後果，期將真
實具結與義務人名簿等制度相結合，以強化執行機關之調查權限、杜絕民眾僥倖心態，並
貫徹公權力。78
我國98年4月22日公布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
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第4條則規定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保護人
民不受他人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更於第8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
依兩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
施行後二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而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之第11條內容為「任何人不
得僅無力履行契約義務，即予監禁」79。我國行政執行實務曾主動依據前揭施行法第8條
之規定檢討有關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之「管收」規定是否符合此一公約之規定，並提
出若干質疑。80而其結論為「現行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1款、第3款及第4款之管收事
由，均以義務人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或有隱匿處分財產之情事為前提；至於第2款『顯有逃
匿之虞』之管收事由，多數委員認為，義務人非僅未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如其另有
逃匿情形，將使執行程序無法繼續進行，故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之正
當法律程序及第11條之法定事由規定。」81
二、我國學說見解
對於上述債務人或有為債務人清償債務職務之人之身體自由施以拘束是否符合憲法上
比例原則，學者間有不同之見解。有學者採肯定之見解，認為可達保障合法權利之目的。
82有學者則區分財產權給付請求權之強制執行與非財產權給付請求權之強制執行兩種情形
77.本此立法意旨，該條第5項修正為「行政執行官訊問義務人後，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有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
處應自拘提時起二十四小時內，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二、顯有逃匿之虞。
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四、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義務人整
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
告。」以上請參閱行政執行法第17條之立法理由。
78.資料來源：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九十四年三月九日行執一字第０九四六００００一四七號函及其附件。
79.No one shall be imprisoned merely on the ground of inability to fulﬁl a contractual obligation.
80.按對此一問題，法務部法律事務司之研究意見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人，係以義務人依法令或行政處分或法院裁定
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為前提，其與公權力之落實、充實國家財政收入及養成民眾守法觀念等公益有重要影響，
尚非前開公約所稱之『契約義務』。又本條第6項第1款、第3款及第4款之『管收』事由，均以義務人有履行義務之
可能或有隱匿處分財產之情事為前提，並非以義務人無資歷繳納為要件，且需經行政執行處踐行向管轄法院聲請，
由法院審查要件後而裁定之正當法律程序，尚無不符公約第11條規定之情事。至第2款『顯有逃匿之虞』之管收事
由，是否抵觸前述公約之規定，則不無疑義，爰提請討論。」相關資料請參閱98年7月24日行政執行法研修小組第51
次臨時會議提案之會議資料(三)。
81.法務部98年7月24日所召開之「行政執行法研究修正小組」第51次會議紀錄參照。
82.請參閱 楊與齡著，強制執行法論，2001年9月版，第2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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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就前者─財產給付請求權之強制執行─採否定之見解，其認為債務人若有財產，即可

經由對物的強制執行以達目的，果如債務人無財產可供清償，拘束債務人之身體自由並
不能獲得財產請求權之滿足，至多可據此迫使債務人或其家屬以新債務(例如向他人借貸)
履行舊債務(執行名義債權)，則將來恐又產生另一強制執行事件，多製造一個糾紛而已，
84，就後者─非財產給付請求權之強制執行─而言，則認為在有條件之情形下並不違反比
例原則；85此外否定說學者質疑拘提管收制度有將民事責任刑事責任化之疑慮。86
此外於釋字第588號解釋中採不同意見之大法官則提出若干質疑。其一認為管收制度
在面臨狹義比例性之判斷時，為了減低執行成本，提升執行效率，使國家金錢債權能加快
實現等目的而犧牲人身自由，此一手段與追求目的間顯不合比例性。且相關執行機關在懷
疑「人民究竟尚有無可供執行之財產」時，究應本於何標準來認定「應有某種執行標的存
在卻始終找不到」往往有極大疑慮。並進一步認為某些表徵未必與「應有某種執行標的
存在卻始終找不到」間有直接關連；更質疑此一制度違反禁止「監禁逼債」(imprison for
debt)原則之嫌。87採該不同意見之大法官除認為應參照德國法制88，若合乎一定之要件時
即課予義務人提出財產清冊之義務，命其揭示其財產狀況及於一定期間內曾為之特定財產
處分行為89，並就其真實性作成替代宣誓之保證90，使義務人在十字路口上作為選擇自己
未來方向的主人。此外亦認為雖對人民妨礙行政強制執行之行為應加以制裁，惟體系地位
應置於刑法或行政執行法專章，其法律效果應為刑事罰或秩序罰，而各該行為的處罰內容
及程度如何等等，則應由立法者在比例原則的規制下自由形成之。91然而針對上述本於德
國法制所持之不同意見，亦有大法官本於同樣德國法制持相對立之意見，認為「••依德
國聯邦憲法法院實務見解，無論根據該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二項(按『人性尊嚴』)之規定或
第20條第3項規定之法治國原則，立法者均非不得以管收為強制手段。」92
83.學者此所謂財產權給付請求權包括金錢或其他財產權之給付(動產或不動產之交付)，非財產給付請求權之執行則為
行為、不行為或容忍一定行為。請參閱陳計男著，強制執行法釋論，2002年8月版，頁257至259。
84.請參閱陳計男，強制執行法釋論，2002年8月版，頁257、258。
85.但其以為若採用過怠金之處罰以足達成目的時，基於比例原則，亦應避免採用拘束債務人身體自由之強制執行方法；
陳計男，強制執行法釋論，2002年8月版，頁259。
86.請參閱 陳計男，強制執行法釋論，2002年8月版，頁259。
87.請參閱 許宗力、王和雄、廖義男、林子儀、許玉秀等多位大法官共同對本號解釋所著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
書」。
88.按德國聯邦行政執行法第5條第1項、租稅通則第284條等所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899條以下之規定。
89.德國民事訴訟法第八百零七條第二項規定，財產清冊應記明：一、債務人於為代宣誓之保證所定第一次期日前二年，
對其有密切關係之人所為之有償讓與；二、債務人於為代替宣誓之保證所定第一次期日前四年內所為之無償處分，
但以民間習慣上偶為之小額贈與為標的者不在此限。
90.債務人應以代替宣誓之筆錄，保證其應要求所為之陳述，係本諸良知及良心，正確且完整為之。
91請參閱 許宗力、王和雄、廖義男、林子儀、許玉秀等多位大法官共同對本號解釋所著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
書」。
92.其所引用之資料如下：「……違反秩序罰法第九十六條規定之強制管收，依立法意旨……並非刑罰，而係一種單純的
強制手段，旨在強力督促當事人注意，或者繳納經課處並發生確定力之罰鍰，或者向執行機關表明其無-或有
部分的-支付能力。強制管收並未對於當事人之行為作出一種損害名譽、權威性的非價判斷，亦即並非如刑事
處罰般，係一種對於對抗法秩序的行為加以非難，並且確定有這種非難權(BVerfGE 22, 49 [80])；強制管收不
具有國家刑罰的嚴厲性質，與刑法上代替罰金之自由刑有著根本性的差異，對於當事人名譽及聲望並無嚴重的
影響(BVerfGE 27, 18[33])。因為強制管收並非平衡違反秩序行為的惡，而係對於因違反秩序經課處制裁卻無繳
納意願或違反協力義務之當事人所為促其履行義務之警告，是以執行強制管收與代替罰金之自由刑不同，其罰
鍰繳納義務不因管收而免除，此就基本法第一百 ０ 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按「一事不二罰原則」)觀之，亦不生違
憲疑義。無論根據基本法第一條第二項之規定或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之法治國原則，立法者均非不得採取並設
計違反秩序罰法第九十六條之強制管收並將其架構成一種強制手段。蓋藉由剝奪自由之強制措施以貫徹法定義
務，係屬傳來已久的規範方式。例如諸多程序法規，對於無正當理由拒絕證言或宣示者，即採此種種規範方式
(參照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第二項、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條第二項、行政法院法第九十八條、違反秩序罰法
第四十八條第二項)。(BVerfGE 43, 101 [105f.])」請參見 彭鳳至大法官針對本號解釋所為之一部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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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國學說見解
有關德國民事訴訟程序中代宣誓保證制度合憲性，雖曾遭到過質疑，然而經該國司
法機關宣示並未違憲，其理由為因為民事訴訟法901條規定並非針對給付不能之債務人所
為，故該條管收並未侵害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自由權利，亦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故該規
定與德國基本法之精神相符。93
美國學說對於藐視法庭懲處合憲性之探討，通常著重在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以
及禁止監禁逼債(imprison for debt)兩部分。首先有關正當法律程序部分，由於應進行何種
正當程序之內容將視不同種類之藐視法庭懲處而異，從而如何正確的在藐視法庭之具體個
案中確定其性質，將成為相關懲處所施行程序是否合憲之前提要件。但在美國法中欲區分
藐視法庭之個案性質屬於民事或刑事並非易事，幾乎所有州之案例法(case law)均充斥著
審判法院因為誤信藐視法庭在本質上屬於民事性質而非刑事，故不必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要
件，而拒絕給予受處分人本於正當法律程序所應享有之權利。94因此即使經過對於藐視法
庭罪經過一百年之歷史，美國最高法院仍持續的必須針對藐視法庭個案性質究竟屬於民事
或刑事做出決定。上述問題一方面源自於多數藐視法庭案件均同時具備刑事與民事性質，
另一方面則因為判斷藐視法庭處罰性質之審查程序往往是在處以藐視法庭處罰後才開始，
並判斷該早已開始進行甚至已經結束之處罰性質為何，是否應賦予更充分之保障程序。95
對此，美國最高法院在Hicks v. Feiock96一案中認為，藐視法庭處分究竟屬於民事或刑
事性質之重點在於是否有機會除去(the opportunity to purge)；並強調應以「當下具有能夠
除去之機會」(the present opportunity to purge)來作為民事藐視法庭性質之特徵。此外，所
處以拘禁之刑度亦為從形式上判斷懲處內容之方式。美國最高法院曾告誡下級審法院，有
關刑事藐視法庭罪之刑度應適度反映該法院本於相關權力所應達成之目的，97並認為法院
應有本於最高之責任與限制以行使此一特殊權力之特別責任。98一般而言，簡易刑事藐視
法庭罪之監禁刑度不得超過6個月，而民事藐視法庭處分之監禁處分期間則受到行為人得
自行除去之機會與能力之限制，而一般刑事藐視法庭罪之監禁刑度則並無任何限制。99
其次有關監禁逼債部分，在美國聯邦有關禁止監禁逼債之改革肇始於1792年所實施自
由刑期證券(jail-liberty bonds)制度，並於1800年左右適用於聯邦受刑人而制訂所謂之窮困
債務人宣誓制度。之後，在1948年6月25日美國國會間接藉由制訂聯邦法律規定100，達到
93.按德國法院認為該條合憲之原因如下：1、ZPO901 verletzt weder das Grundrecht der Freiheit der Person noch den
Verhältnismäßigkeitsgrundsatz und ist auch mit GG Art3 Abs 1 vereinbar.2、Bei feststehender Leistungsunfähigkeit des
Schuldners ist ZPO 901 nicht anwendbar.資料來源：at http://jurisweb.bybn.de/jurisweb/cgi-bin/j2000cgi.sh, last visited
2005/11/02。
94.See Robert H. Whorf, THE BOUNDARIES OF CONTEMPT: MUST THE COURT'S POWER YIELD TO DUE PROCESS?,
46 RI Bar Jnl. 46、47 (1998).
95.See Robert H. Whorf, THE BOUNDARIES OF CONTEMPT: MUST THE COURT'S POWER YIELD TO DUE PROCESS?,
46 RI Bar Jnl. 47 (1998).
96.Hicks ex rel Feiock v. Feiock, 485 U.S. 624 (1988).
97.United States v. Misenheimer, 677 F. Supp. 1386 (N.D. Ind., 1988). at 1388 (quoting United States v. Wilson, 421 U.S. 309,
(1975)). "A sentence for criminal contempt should reflect the 'least possible power adequate to the end proposed.'"
98.'courts have a special duty to exercise such an extraordinary power with the utmost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circumspection'",
see Price, supra note 2 at 898 (1996) (quoting United States v. Green, 356 U.S. 165, 188 (1958)).
99.Green v. U.S., 356 U.S. 165 (1958).
100.Code28 U.S.C.A. § 2007 (West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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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監禁債務人之目的。101
如今美國每一州均禁止利用監禁債務人方式作為執行商務義務之手段。雖然各州對於
禁止監禁逼債之內容或有不同，但所有州均禁止對於誠實、但無資力之債務人施以刑罰。
102此外，除了Alabama州以外之各州均將涉及詐欺(fraud)之案例排除在禁止監禁逼債制度
之外。 103若干州認為禁止監禁逼債之制度並不適用於非基於契約所生之債務，如市政府
認為行為人因重大過失(willful neglect)或故意拒絕服從經由行政處分或命令所被課與之公
共責任時，所課與之罰金或衍生之成本。 104而民事藐視法庭處分有可能以迫使義務人履
行債務為目的，故此一制度是否違反監禁逼債原則，亦曾引發討論。惟通說見解認為，
28 USCS 2007之規定並未禁止得經由藐視法庭之程序，對不遵從支付金錢命令之人施以監
禁。 105而前揭禁止監禁逼債之規定亦不適用於因為破產人故意隱匿財產所施以之藐視法
庭懲處。 106但是相關實務見解亦同時強調，本於禁止監禁逼債之原則，法院不得利用藐
視法庭處分，以迫使無履行能力之義務人履行相關義務，即使其違反命令係因個人之過錯
(fault)誤解法律所導致。107

101.28 U.S.C.A. § 2007 (West 1948). See generally, United States v. Bass, 404 U.S. 336, 347-48 (1971); Winters v. New York,
333 U.S. 507, 515 (1948); Connally v. General Constr. Co ., 269 U.S. 385, 391; United States v. Restrepo, 676 F. Supp. 368,
372 (D. Mass. 1987); Martinmaas v. Englemann, 2000 S.D. 85, 612 N.W.2d 600; In re Conditional Use Permit, 2000 S.D. 80,
613 N.W.2d 528
102.“all prohibit criminal sanctions against the honest but insolvent debtor.” Landrigan, 457 A.2d at 1058; See Note,
Imprisonment for Debt: In the Military Tradition, 80 Yale L.J. 1679, 1679 n.1 (1971).
103.Comment, Constitutional Law: Imprisonment for Debt, 15 Cal. L. Rev. 153, 154 (1926-27).
104.Lavender v. Tuscaloosa, 198 So. 459, 461 (Ala. 1940). See generally, Old Dominion Dairy Products, Inc. v. Secretary of
Defense, 631 F.2d 953 (D.C. Cir. 1980).
105.See Mueller v Nugent (1902) 184 US 1, 46 L Ed 405, 22 S Ct 269; In re Lacov (1905, CA2 NY) 142 F 960; Cutting v Van
Fleet (1918, CA9 Cal) 252 F 100.
106.In re Purvine, (1899, CA5 Tex) 96 F 192.
107. Sinsheimer v Simonson (1901, CA6 Ky), 107 F 898, affd (1902) 184 US 18, 46 L Ed 413, 22 S Ct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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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從美國法制檢視拘提管收制度合憲性理論之發展
歷來實務與學說對於拘提管收制度爭議原則上源自於兩方面，一為對於拘提管收制度
之立法目的，另一則為此一制度之實施應如何與人權保障原則─在我國主要是正當法律程
序與禁止監禁逼債之原則─相配合。
拘提管收為執行程序中所實施之手段，但此一手段係以限制人身自由為其內容，從而
必須探討拘提管收之目的是否為滿足執行名義內容手段，抑或有其他目的，而滿足執行名
義內容僅為其附帶效果。此外拘提管收在實現相關制度目的之同時將會侵害到人身自由，
因此在實現目的與保障人身自由兩者間應如何取捨。對此，美國藉由長期之司法實務與學
說曾有著相當詳細之討論，並建構出一套符合憲法原則要求之拘提管收制度；而其所建構
出之原理原則對於釐清我國學說之爭議，極具參考價值。本文以下即從從美國法制觀點來
探討拘提管收制度之目的，以及如何從合憲性觀點來解釋相關制度。
一、拘提管收制度之目的─實現司法正義
學者曾在追溯有關藐視法庭權力之歷史後，而獲得以下之結論：「藐視法庭一權力之
歷史可回溯至大英帝國時期，為一帝王制度下之產物，係本於保障統治權威之效率與尊嚴
之目的，所自然而然型塑出來之工具。」108學者發現若干可證明藐視法庭想法早在歐美古
代即已存在之證據。例如在君士坦丁(the Emperor Justinian)王朝時期之文獻中，即曾記載
若干類似藐視法庭之懲處手段，由司法懲處轉變為公務員權力之必要手段。而教庭法(The
Codes of Canon Law)、羅馬教皇宗教規則(the religious rules of the Roman Popes)中，均規定
若干類似現今藐視法庭處分之懲戒或刑事懲處權力。109而其他學者亦有類似之發現。110
學者於該文中亦認為類似藐視法庭之司法懲處權力在歷史上可追溯自羅馬君士坦丁大
帝時期。同樣的，「服從神的指示為善，而不服從則為罪惡」一概念亦曾在早期羅馬教皇
時期討論。然而學者認為藐視法庭罪在英國普通法之源起則較為奇特，而其在市民法之源
起則無從考證。在英國法中，藐視法庭罪最早可溯源自12世紀直至現今。其發展可溯源
自央格魯薩克遜法(Anglo-Saxon laws)、敦士登紀錄(the Domesday Books)、元老院紀錄(the
records of the Curia Regis)以及之後之國會(the Parliament)之相關紀錄中。一直至14世紀時，
始確立相關原則，認為對於若干不遵守命令行為以及其他企圖阻礙正義程序之行為應施以
懲罰。藐視法庭權力係源自於王權(the power of kings)理念。即法院在當時係被認為國王的
代理人，因此不遵守法院命令等同於不服從國王命令；而漸漸的，藐視法庭權力被深植於
法院自身中。111而直至Blackstone時期時，藐視法庭罪開始得不分違反命令行為之處所，
均可經由簡易程序進行懲處；而在Blackstone時期之前，只有在法庭之前所為之行為始得
經由簡易程序進行懲處。112雖然藐視法庭權力在歷史之起源，學說討論上仍有若干爭議，
113但美國司法實務則認為此一權力則為美國司法制度之基石。114
108.“a natural vehicle for assuring the efﬁciency and dignity of, and respect for the governing sovereign…”, see Ronald L.
Goldfarb, The Contempt Power 9-10 (1963).
109.Ronald L. Goldfarb, The Contempt Power 9-10 (1963).
110.See, Luis Kutner, Contempt Power: The Black Robe -- A Proposal for Due Process, 39 Tenn. L. Rev. 3-4. (1971).
111.Id.
112.Id. at 15-16.
113.See Timothy Davis Fox,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PPELLATE AFFIRMANCE RATES IN COURT-INITIATED
ATTORNEY-CONTEMPT PROCEEDINGS, 38 U. Mem. L 2, 5-6(2007).
114.See Ex parte Robinson, 86 U.S. 505, 510 (1873) (“The power to punish for contempts is inherent in all courts; its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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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2世紀之大憲章(Magna Carta)制訂後開始，藐視法庭罪即為英美普通法之一部
of court)為一神秘且難以定義之罪行，
此一罪行相當容易觸犯，而其懲處與執行亦相當迅速且容易。116藐視法庭罪所處罰之對象
為行為或不作為117，因不顧司法命令因而顯示出不管或不尊重法律之尊嚴與權威，或者是
有意羞辱、阻止或阻撓法院行使其職權等方法，以干擾行政正義；118故藐視法庭罪之本質
為藐視司法之權威。119藐視法庭罪之目的在確保行政正義不受阻與有效性，確保法院之尊
嚴並確定法治(rule of law)中之法律優位(supremacy of the law)原則。120學者認為藐視法庭
所欲達成之公共利益為私人能經由法院適用法律而獲得公平審判之權利。換言之，公正受
審權為經由現代文明正義所形成之自由社會之基石，而確保公眾對法治與正當行政正義之
信心則為維持前述自由社會之關鍵。而藐視法庭罪則藉由懲罰將可能減損公平審判保障或
導致不尊重法治，而使得公眾對對行政正義缺乏信心之不當行為等方式，來支撐上述經由
公正審判所展現之法治原則。121故學者曾云藐視法庭所欲保障者為經由法院所展現之正
義，而非掌管法院之法官或其他個人。122故藐視法庭罪在授予法官權力以保障正義程序之
自由，為對社會之相當重要權力，經由行使此種權力而使得法令具有優越性，並對違法者
顯現法之不可對抗性。123

分。115學者認為在美國法中之藐視法庭罪(contempt

二、拘提管收制度與人權保障間之取捨
拘提管收制度係以限制人身自由作為實現司法正義之手段，從而如何在實現司法正義
與保障人身自由間做出取捨。對此，參照歐美相關法律制度，一方面依據禁止監禁逼債原
則來規範拘提管收制度之實質內容，另一方面在程序上從正當法律原則來限制公權力濫
權。本文以下分別介紹其內容。
(一)從禁止監禁逼債檢視拘提管收制度
1.監禁逼債制度之緣起
監禁逼債(Imprisonment for debt)制度緣起於羅馬法124。在西元前451年時，
羅馬法即存在著監禁逼債之制度，此一監禁逼債制度持續從羅馬法十二表法(the
Twelve Tables)時期存續至西元前326年；惟羅馬法所實施之監禁債務人制度特色
is essential to the preservation of order in judicial proceedings, and to the enforcement of the judgments, orders, and writs of
the courts, and consequently to the du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e moment the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ere called into
existence and invested with jurisdiction over any subject, they became possessed of this power.”); Anderson v. Dunn, 19 U.S.
204, 217 (1821) (“At common law, the power to punish contempt is incident to Courts.”).
115.See Nigel Lowe & Brenda Sufrin, Law of Contempt 1 (3d ed. 1996).
116.Edward M. Dangel, Contempt 14 (National Lawyers' Manual Company 1939).
117. an act or omission
118.See In re Green, 175 N.E.2d 59, syll. ¶ 1 (Ohio 1961), rev'd on other grounds, 369 U.S. 689 (1962); Windham Bank v.
Tomaszczyk, 271 N.E.2d 815, syll. ¶ 2 (Ohio 1971); Denovchek v. Bd. of Trumbull County Comm'rs., 520 N.E.2d 1362, 136364 (Ohio 1988).
119.See In re Yengo, 417 A.2d 533 (N.J. 1980).
120.See Windham Bank, 271 N.E.2d at 815, syll. ¶ 3; Cramer v. Petrie, 637 N.E.2d 882, 884-85 (Ohio 1994).
121.William F. Chinnock & Mark P. Painter, 34 U. Tol. L. Rev. 309, 310(2003).
122.Attorney-Gen. v. Leveller Magazine Ltd., 1979 App. Cas. 440, 449 (appeal taken from Q.B. Div'l Ct.), cited in Christopher J.
Miller, Contempt of Court 1 (2d ed. 1989).
123.James Francis Oswald, Contempt of Court, Committal, and Attachment and Arrest upon Civil Process 8-9 (Gaunt, Inc. 1997)
(1892).
124.依據十二表法(the Twelve Tables)第三表(Table III)所載之規定，債權人為使債務人出庭受審，得逮捕債務人直
至審判程序結束, Eric Herbert Warmington, Remains of Old Latin xxvii., 437-441(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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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債權人可以在獲得勝訴判決後逮捕並監禁債務人60天，若債務人超過60天
仍無法清償債務時，債權人有權殺害債務人，並將債務人之屍體按照各債權之
比例分配給債權人。125在西元前326年時，羅馬法允許監禁逼債制度因為發生
Gaius Publilius事件而被推翻。126在Gaius Publilius事件之後，因為欠債而被監禁
之債務人被釋放，並禁止任何人僅僅因為欠債而被監禁。127除了羅馬法之外，
早期之其他法律制度亦大多在某一時期採用監禁逼債之制度。例如在聖經中即
有監禁逼債之記載。128此一制度發展至極致，依據猶太人習俗(Jewish custom)
為避免監滿為患，故每五十年債務人將會從監牢中釋放出來。129有些債務人將
被監禁數月直至其債務清償或覓得擔保人提供相當擔保。130
前述監禁逼債制度為央格魯薩克遜法制(Anglo-Saxon law)所採，並由中古
英國時期所繼續承受，但在1066年英國敗於諾曼(Norman)族入侵之後，此一制
度即因而消失。131然而在此一制度消失之兩百年後，議會與法院漸漸開始賦予
債權人得監禁不履行債務之債務人之權力。132在之前，只允許對侵權除去侵害
案件(actions of trespass)中之債務人進行逮捕，而之後則漸漸允許對大部分之對
人請求之案件(personal actions)中之債務人逮捕監禁。而在1267年時，通過了
第一部監禁逼債之法律，稱之為Marlbridge條例 133。在該條例中規定兩種令狀
(writs)，capias ad respondendum134與capias ad satisfaciendum135，可分別在起訴
125.Ford, Imprisonment for Debt, 25 MICH. L. REV. 24-25 (1926).
126.David Matz, Daily life of the ancient Romans, 62(2002).依據記載，Gaius Publilius為一俊美並正直之少年。但因為其父
親欠債而被名為Lucius Papirius之債權人所捕捉以作為還債擔保。由於Gaius拒絕被迫與Lucius Papirius發生性關係，
而被Lucius Papirius扒光身上衣服並嚴厲鞭打。Gaius在被鞭打當中掙脫束縛，全身沾滿血的逃脫至街上並向路人哭喊
求助。多數路人好奇停下來聽Gaius之哭訴，人群並逐漸越具越多，在詢問原委後引發眾怒，抬著全身是血的Gaius
至參議院，迫使參議員召開會議修改債務人法律, 而參議員則被迫做出以下命令之決議：即除非人民犯特定刑法之罪
而受罰金之處罰外，不得以刑具限制其身體自由並囚禁之；在該決議中，官吏明白指出「債務人欠錢時，此一債務
可以延伸至其名下財產，但無法延伸至其身體。」“that for the money lent, the debtor's goods, but not his person, should
be distrainable.” Paul Halsall, LIVY: History: Book VIII: XXVII (visited Nov. 1, 2000)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
pwh/livy-8-28.html>.
127.Id.
128.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18章23節至35節(Matthew18:23-35)中記載：「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賬。纔算的時候
、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千萬銀子的來。因為他沒有甚麼償還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
償還。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阿、寬容我將來我都要還清。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且免了
他的債。那僕人出來、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十兩銀子、便揪著他、掐住他的喉嚨、說、你把所欠的還我。他的
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說、寬容我罷、將來我必還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監裡、等他還了所欠的債。眾同伴看見
他所作的事、就甚憂愁、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
所欠的都免了。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麼。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你
們各人、若不從心裡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129.Abraham Marcus, Real Property, and Society in the Premodern Middle East: A Case Study in Property, Social Structure and
Law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19 (Ann Elizabeth Maner ed., 1985).
130.Id.
131.Theodore Plucknett,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346 (2d ed. 1936).
132.Vern Countryman, Cases and Materials on Debtor Creditor 80 (1964).
133.The Statute of Marlbridge, see Lawrence Fre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240 (1973).
134.Black's Law Dictionary 143 (6th ed. 1990). Capias ad respondendum is deﬁned as: “A judicial writ (usually simply termed a
capias', and commonly abbreviated to ca. resp.) by which actions at law were frequently commenced; and which commands
the sheriff to take the defendant, and him safely keep, so that he may have his body before the court on a certain day, to
answer the plaintiff in the action. It notiﬁes defendant to defend suit and procures his arrest until security for plaintiff's claim
is furnished.” Id.
135.Black's Law Dictionary 143 (6th ed. 1990). Capias ad satisfaciendum is deﬁned as: “A writ of execution (usually termed,
for brevity, a ‘ ca. sa’), which commands the sheriff to take the party named, and keep him safely, so that he may have his
body before the court on a certain day, to satisfy the damages or debt and damages in certain actions. It deprives the party
taken of his liberty until he makes the satisfaction awarded. A body execution enabling judgment creditor in speciﬁed types of
actions to cause arrest of judgment debtor and his retention in custody until he either pays judgment or secures his dis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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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立即逮捕債務人或於判決確定後逮捕債務人。136而藉由上述兩種令狀，對
債務人取得勝訴判決之債權人得監禁債務人，將其拍賣為奴隸或為其他處分。
137當本於capias ad respondendum令狀逮捕債務人時，債務人必須向法警(sheriff)
進行特別保釋(special bail)以免除被監禁之責任。此一特別保釋為債務人應覓得
二擔保人，同意一旦債務人敗訴時，債務人若未清償債務時，擔保人即負有代
為清償之責任。若債務人無法提供特殊保釋時，即會被監禁。 138而一旦法院判
決後，即可能同時發出capias ad satisfaciendum令狀。本於此一令狀，債務人將
會被監禁直至其完全清償債務與執行必要費用。從而，債務人有可能自訴訟開
始時即被監禁，直至該判決所命履行之債務清償為止。139
在1283年時，依據Acton Burnell條例140對於在London, York, Bristol, Lincoln,
Winchester, and Shrewsbury等六個郡所登記債務之債權人提供保障。依據該條
例，債務人一旦逾期未清償債務，該六郡之首長得經由當地法警之協助，查封
拍賣債務人名下財產以清償債務。141 若債務人在當地無財產時，則衡平法院
(Chancery)命債務人財產所在地之首長或法警查封拍賣債務人之財產，若債務
人名下無任何財產時，債務人將會被處以監禁直至其親友代其清償全部債務為
止。142然而由於相關地區之首長欠缺執行意願，故此一條例施行之施行效果不
佳。143
而在1285年時，依據前述條例進一步公布商業條例144，惟較Acton Burnell
條例更進一步，商業條例所施行之地域更廣，而查封扣押債務人名下財產不
再是監禁債務人之前提要件。故在商業條例規定下，債權人得不必類似Acton
Burnell條例一般，必須先請求扣押查封債務人名下之財產，而得逕行聲請監禁
債務人。145若被監禁後之債務人仍拒絕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繼續請求查封拍
賣債務人名下之財產以償債。146然而監禁逼債制度並不合於當時中古封建時期
(the feudal times)制度下，要求領主(lord)封邑內之人民(vassal)應為領主服務勞動
之理念，致使此一制度漸漸式微。147惟其後封建制度不再要求封邑內人民必須
作為領主臣僕，從而國會又再立法規定得逮捕債務人以擔保其出庭之義務。然
而直至1838年，經由國會立法之方式廢除絕大部分案件中之起訴後逮捕債務人
制度(arrest on mesne process)，僅在被告顯然意圖出國以避免對其不利主張之案
as insolvent debtor.” Id.
136.Landrigan v. McElroy, 457 A.2d 1056, 1058 (R.I. 1983).
137.W. Buckland, A Textbook of Roman Law 618-20 (3d ed. 1963); See also Landrigan, 457 A.2d at 1058 (citing B ody
Attachment, supra note 1, at 543-544).
138.Peter Coleman, Debtors and Creditors in America 5 (1974).
139.V. Markham Lester, Victorian Insolvency: Bankruptcy, Imprisonment for Debt, and Company Winding-up in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91 (1995).
140.The Statute of Acton Burnell.
141.Snead v. M'Coull, 53 U.S. 407, 414 (1851).
142.Snead, 53 U.S. at 407.
143.Theodore Plucknett,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348-349 (2d ed. 1936).
144.Statute of Merchants.
145.Theodore Plucknett,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348-349 (2d ed. 1936).
146.Id. at 349.
147.Catherine L. Kruchen, Domestic Relations - Support of Stepchildren - Obligation to Support Stepchild Held to be a Debt,
Not a Legal Duty, and Therefore Step-parent's Contempt of Court for Default in Support Payments Cannot Be Punished by
Imprisonment. Brown v. Brown, 287 Md. 273, 412 A.2d 396. 10 U. Balt. L. Rev. 192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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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始可適用該逮捕債務人制度。148
2.美國法制中有關禁止監禁逼債原則之發展與形成
美國法律中關於監禁逼債制度係完整的繼受於英國法律制度。149在美國殖
民初始時期之法律制度較同情債務人，而此一偏向保障債務人之政策吸引更多
之拓荒者前來美國。150而在稍後時期，移民者已取得相當財富與影響力，為了
保障自身利益以避免被倒債，其開始制訂懲罰債務人之相關法律。151直至十七
世紀之末葉，監禁債務人制度已成為美國各州所共通之制度。152然而在十八世
紀初時，由於需要大量人力建設並保障新社區，使得監禁債務人制度漸漸不符
合社會實際之需要。此外藉由實施之經驗發現，往往無法藉由監禁債務人之方
式達到還債之目的，而監禁債務人往往使得債務人之經濟狀況因為必須另行償
還執行必要費用而雪上加霜、更加困窘。153更有甚者，監禁債務人之制度不僅
無法滿足債權人履行債務之請求，更必須迫使社會為照顧被監禁之債務人支付
一定費用，實務經驗發現一旦債務人結束監禁返回社會時，往往無法脫離貧窮
而必須依賴社會救助而生存。154
然而由於在美國實施監禁債務人之制度相當混亂，在十七世紀時甚少債務
人因為欠債而被監禁，故即使法律不適合當時社會環境需求，亦無修改法律之
壓力。155而到了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時，債權人為了謀求自身利益又逐漸開
始利用民事監禁債務人制度，致使越來越多之債務人被監禁。156對於監禁逼債
所引發之問題，各州或採取不同之政策，有的州或對於被監禁之債務人在進行
窮困債務人宣誓(poor debtor's oath)後而將其釋放，某些州則必須確定債務人之
負債大於其資產時，始會將其釋放。其他州則或考慮居住於該州之時間、債務
之多寡以及被監禁之時間長短。157美國在相當早即開始進行改革監禁債務人制
度，例如新罕州係於1771年所制訂之債務人監禁法中即允許債務人在監獄圍牆
外四周之100英尺內自由活動。158即使如此，在某些州被監禁之債務人人數仍
持續增加3至5倍。1591830年間若干州開始立憲禁止或嚴格限制對債務人人身自
由加以限制之條件，反映了當時公眾對監禁逼債制度之反感。直至1920年間，
美國大部分州之立法或憲法中，均原則上禁止採監禁逼債制度，但允許在少數
例外案例中得監禁債務人。160監禁逼債制度之所以被終結之原因，部分原因或
源自於人道觀點，但主要原因則係因為此一制度並非一有效之強制手段。161經
148.Judgments Act, 1 & 2 Victoria, ch. 110, § 1, re-enacted by Debtors Act of 1869, § 6 (Eng.).
149.Vern Countryman, Cases and Materials on Debtor Creditor 76-77 (1964).
150.Peter Coleman, Debtors and Creditors in America 249 (1974).
151.Id.
152.Id.
153.Id at 250.
154.Id.
155.Id.
156.Id at 251-252.
157.Id. at 252-253.
158.Id. at 241.
159.Richard Ford, Imprisonment for Debt, 25 Mich. L. Rev. 29(1926).
160.Catherine L. Kruchen, Domestic Relations - Support of Stepchildren - Obligation to Support Stepchild Held to be a Debt,
Not a Legal Duty, and Therefore Step-parent's Contempt of Court for Default in Support Payments Cannot Be Punished by
Imprisonment. Brown v. Brown, 287 Md. 273, 412 A.2d 396. 10 U. Balt. L. Rev. 193(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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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實證經驗發現，若干債務人往往寧願被關致使監禁債務人方式往往無法達到
所欲求之目的。162此外此一制度亦處罰依賴債務人撫養之人，並無法貢獻債務
人自己之勞力於公眾。163而當公司組織型態盛行後，由於公司為債務人時無法
加以監禁，致使監禁逼債制度漸漸欠缺實用性。而欠債方式之變更，如動產擔
保、附條件買賣契約、支付證券、當鋪等等債權債務制度之產生，亦使得美國
監禁逼債制度喪失其效力。164此外，許多美國原始十三州憲法之起草者，對於
當初在英國時期與殖民地時期因為監禁逼債制度所造成之苦楚，仍記憶猶新。
因此許多州之憲法均包含禁止監禁逼債之條文。
至今，美國每一州均禁止利用監禁債務人方式作為執行商務義務之手段。
雖然各州對於禁止監禁逼債之內容或有不同，但所有州均禁止對於誠實、但
無資力之債務人施以刑罰。165此外，除了Alabama州以外之各州均將涉及詐欺
(fraud)之案例排除在禁止監禁逼債制度之外。166若干州認為禁止監禁逼債之制
度並不適用於非基於契約所生之債務，如市政府認為行為人因重大過失(willful
neglect)或故意拒絕服從經由行政處分或命令所被課與之公共責任時，所課與之
罰金或衍生之成本。167例如在City of Cincinnati v. DeGolyer168一案中，Ohio州
之最高法院將債務(debt)定義為本於承諾或任何其他形式義務所屆履行期之債
務。 169 法院認為在Cincinnati市法律規定中若未以「意」(willfulness)或「欲」
(intent)作為施以監禁之要件者，均違反該州有關禁止監禁逼債之規定。170
而在美國聯邦有關禁止監禁逼債之改革肇始於1792年，當時國會允許聯邦
監獄依據各州實務規定而對受刑之債務人實施自由刑期證券制度，而此一基
於州法規所生之利益亦於1800年左右適用於聯邦受刑人。配合此一制度則衍
生之改革則為所謂窮困債務人宣誓制度。在1948年6月25日，國會通過Title 28,
Chapter 127, Section 2007 of the United States Code171規定，(a)任何人在任何廢
止監禁逼債之州內，均不得因為執行債務或其他美國法院本於相關程序所核發
之令狀而被監禁。所有州對於禁止監禁逼債規定所為之修正、條件或限制，於
美國法院適用於該州之法律時，相關規定均應適用於任何執行令狀或法院所進
行之程序。172(b)任何人在任何州內，本於法院因執行民事案件或其他程序所
核發之令狀而被逮捕或監禁時，應享有在該州內類似案件之法院程序中所應享
161.Id.
162.Id.
163.Id.
164.Id. at 261-265.
165.“all prohibit criminal sanctions against the honest but insolvent debtor.” Landrigan, 457 A.2d at 1058; See Note,
Imprisonment for Debt: In the Military Tradition, 80 Yale L.J. 1679, 1679 n.1 (1971).
166.Comment, Constitutional Law: Imprisonment for Debt, 15 Cal. L. Rev. 153, 154 (1926-27).
167.Lavender v. Tuscaloosa, 198 So. 459, 461 (Ala. 1940). See generally, Old Dominion Dairy Products, Inc. v. Secretary of
Defense, 631 F.2d 953 (D.C. Cir. 1980).
168.Cincinnati, 267 N.E.2d at 284.
169.“[a]ll that is due a man under any form of obligation or promise.” Id.
170.Id.
171.28 U.S.C.A. § 2007 (West 1948).
172.(a) A person shall not be imprisoned for debt on a writ of execution or other process issued from a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ny State wherein imprisonment for debt has been abolished. All modiﬁcations, conditions, and restrictions upon such
imprisonment provided by State law shall apply to any writ of execution or process issued from a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applicable in such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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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受刑權並應遵守相同之規定。其應適用與該州規定相同之釋放要件。所進
行之釋放程序均必須在被告被執行地之美國聯邦司法管轄代表(a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er for the judicial district)前為之。173由於目前每一州均或有禁止監禁
逼債之立法或憲法規定，故經由Title 28, Chapter 127, Section 2007 of the United
States Code之規定，聯邦法院必須實施各州有關監禁債務人之規定。174而以德
州(Texas)憲法規定為例，其條文內容為「任何人不得因為欠債而被監禁」。(No
person shall ever be imprisoned for debt.) 175學者認為此一條文之重點在於如何解
釋「債務」(debt)之意義。某一法律義務是否為債務應以該義務所據以產生之功
能與立法政策基礎，來探討此一債權債務之關係是否應為憲法上禁止監禁逼債
條文所適用。176早期德州法院在Dixon v. State,177一案中認為刑事罰金(criminal
ﬁnes)並非債務，學者認為此一結論在文義上與政策上均有其必要性。178法院在
該案中認為命令義務人支付罰金，此一義務既非源自於商業交易，義務人亦必
須受其不法行為之拘束。更有甚者，若罰金被歸類為債務而適用禁止監禁逼債
之規定時，國家刑事懲處之權力將受到嚴重傷害。179而德州法院亦認為暫行支
付贍養費(temporary alimony)之義務與撫養子女之義務為一本於社會重大利益所
衍生之「自然且合法」(natural and legal)責任，故並非所謂「債務」(debt)從而
得藉由藐視法庭處分加以實現。180
總言之，監禁一誠實之債務人，由於在監禁期間無法賺錢償還債務，故並
不會使其債權人獲利。雖然禁止監禁逼債之立法者知道在保護誠實的債務人，
但是同時也會使不誠實的債務人同受其利；但是強調保障誠實債務人之社會公
益要高於因為保障不誠實之債務人所產生之損害，181而此一論點至今仍具有相
當說服力。如今美國幾乎每一州均或經由憲法或成文法規定禁止監禁逼債。182
多數州均將認為本於詐欺所生之案例不適用禁止監禁逼債之原則，183而若干州
認為監禁逼債原則僅適用於源自於契約所生之債務。184
173.(b) Any person arrested or imprisoned in any State on a writ of execution or other process issued from any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 civil action shall have the same jail privileges and be governed by the same regulations as persons conﬁned in
like cases on process issued from the courts of such State. The same requirements governing discharge as are applicable in
such State shall apply. Any proceedings for discharge shall be conducted before a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er for the judicial
district wherein the defendant is held.
174.28 U.S.C.A. § 2007 (West 1948). See generally, United States v. Bass, 404 U.S. 336, 347-48 (1971); Winters v. New York,
333 U.S. 507, 515 (1948); Connally v. General Constr. Co ., 269 U.S. 385, 391; United States v. Restrepo, 676 F. Supp. 368,
372 (D. Mass. 1987); Martinmaas v. Englemann, 2000 S.D. 85, 612 N.W.2d 600; In re Conditional Use Permit, 2000 S.D. 80,
613 N.W.2d 528.
175.TEX. CONST. art. Ⅰ§ 18.
176.Jeff Lefkowitz, Property Division Obligation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Prohibition of Imprisonment for Debt, 58 Tex. L. Rev.
1307, 1310 (1980); see also Dixon v. State, 2 Tex. 481 (1847).
177. 2 Tex. 481 (1847).
178.Jeff Lefkowitz, Property Division Obligation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Prohibition of Imprisonment for Debt, 58 Tex. L. Rev.
1307, 1311 (1980).
179.Dixon v. State, 2 Tex. 481 (1847).
180.EX parte Davis, 101 Tex. 607, 612, 111 S.W. 394, 396 (1908).
181.Jeff Lefkowitz, Property Division Obligation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Prohibition of Imprisonment for Debt, 58 Tex. L. Rev.
1307, 1311 (1980).
182.Comment, Imprisonment for Debt and the Constitution, 1970 L. & SOC. ORD. 659, 661.
183.E.g., IDAHO CONST. art. Ⅰ§ 15.
184.E.g., WIS. CONST. art. art. 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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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正當法律原則檢視拘提管收制度
依據美國法制，審判庭法官有權對證人或訴訟當事人處以民事或刑事處分。
185 聯邦法院之法官則有權對於證人無正當理由而拒絕遵守法院命令、拒絕向法
院或大陪審團提供證言或資料之行為處以監禁(confinement)。186雖然法院對是否
使用藐視法庭罪有廣泛之裁量權限以補償所造成之損害，但任何補償方式均必
須限定在達到合法之目的。187然而D.C.之巡迴法院(The D.C. Circuit)則認為所謂
「以達到目的之最低限度權力原則」(the least possible power adequate to the end
proposed)，並不要求法院在每一案中均先以施行民事藐視法庭處分為必要。 188一
般而言，法庭規則通常要求應遵守法官之命令，且相關規則認為當事人不得以違
反其規定之方式而對法院命令表示不服。189依據美國司法實務見解，在若干少數
例外案例中承認得合法拒絕遵守法院之命令。190
美國之藐視法庭懲處可區分為民事藐視法庭處分與刑事藐視法庭處分兩
種，而美國與我國拘提管收制度相當者為民事藐視法庭處分。故以下僅就美國
法制中，有關民事藐視法庭處分中所應進行之正當法律程序內容加以介紹。在
International Union, United Mine Workers v. Bagwell一案191中，法院認為對於民事
藐視法庭處分只需告知被告並給予其機會答辯即足。而在民事藐視法庭處分案件
中，一旦案件中有關藐視法庭之表面證據(prima facie case of contempt)一旦建立，
則藐視處分被告即負有責任提供支持其抗辯主張之有效證據(credible evidence)。
192相對的在一般刑事藐視法庭罪程序中，起訴人必須證明被告罪行達到無合理懷
185.See 18 U.S.C. §§ 401-402 (1994) ，該法規定法庭對於法院職員或訴訟當事人有處以藐視法庭之權力; 而在28 U.S.C.
§ 1826(a) (1994) 一法則規定法院對於不服從之證人有處以藐視法庭之權力;而在 Chambers v. NASCO, Inc., 501 U.S.
32, 44 (1991) 一案中，法院則認為處以藐視法庭之權力係所有法院所固有之權力。而在Gemco Latinoamerica, Inc. v.
Seiko Time Corp., 61 F.3d 94, 98 (1st Cir. 1995)一案中，法院進一步認為對於訴訟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若其故意幫
助或教唆(knowingly aid or abet)訴訟當事人違反法院命令時，法院亦得對之處以藐視法庭處分；類似之案例見解請
參閱 New York v. Operation Rescue Nat'l, 80 F.3d 64, 70 (2d Cir.) (在該案中法院認為得對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代理人處
以藐視法庭處分), 117 S. Ct. 85 (1996); Roe v. Operation Rescue, 54 F.3d 133, 140 (3d Cir. 1995) (在該案中法院認為若非
訴訟當事人之第三人協助受禁止命令之團體成立新組織團體並從事法院所禁止之活動時，得對該第三人處以藐視法
庭處分); Travelhost, Inc. v. Blandford, 68 F.3d 958, 961 (5th Cir. 1995) (在該案中法院認為若第三人以訴訟當事人名義購
買雜誌而違反禁止競爭之法院命令時，則對第三人處以藐視法庭處分); U.S. v. Voss, 82 F.3d 1521, 1527 n.2 (10th Cir.)
(dictum) (在該案中法院認為若團體機構之代理人協助該團體抗拒傳票命令時，得施以藐視法庭處分。
186.在28 U.S.C. § 1826(a) (1994)一法中規定，無正當理由而在大陪審團前拒絕證言或提供資訊者得處以監禁直至證人願
意作證為止，但是監禁期間不得超過18個月。
187.See Young v. U.S. ex rel. Vuitton et Fils S.A., 481 U.S. 787, 801 (1987) (法院在該案中認為行使藐視法庭權力，必須以
保障司法權威之必要為限，而法院亦僅能為達到此一目的所必要之限度而行使藐視法庭權力。); U.S. v. United Mine
Workers, 330 U.S. 258, 303-04 (1947) (在本案中法院認為法院得衡量藐視法庭行為所造成之損害以及其他制裁行為
所可能之效果間，具有廣泛之裁量權限施以藐視法庭處分以做為補償損害); Natural Gas Pipeline Co. of America v.
Energy Gathering, Inc., 86 F.3d 464, 467 (5th Cir. 1996) (在該案中法院認為施以制裁方式必須以達到相關目的之必要程
度為限。).
188.See U.S. v. Roach, 108 F.3d 1477, 1483 (D.C. Cir. 1997).
189.U.S. v. Cutler, 58 F.3d 825, 832 (2d Cir. 1995)。
190.在Maness v. Meyers, 419 U.S. 449, 460 (1975) 一案中，法院認為若審判中所要求之揭示相關資訊之法院命令，假若認
為其揭露將形成無法回復之損害(caused irreparable injury)時，此一拒絕遵守法院命令行為則有正當理由。在Vakalis
一案中，法院認為當法院因為無管轄權限為藐視法庭處分，而該處分無效極為明顯(transparently invalid)時，拒絕遵
守該命令即有正當理由;925 F.2d at 36-37.
191.512 U.S. 821, 825-26 (1994)
192.U.S. v. Sorrells, 877 F.2d 346, 349-50 (5th Cir. 1989) (per curiam); U.S. v. Drollinger, 80 F.3d 389, 393 (9th Cir. 1996); see
CFTC v. Wellington Precious Metals, Inc., 950 F.2d 1525, 1529-30 (11th Cir. 1992) (在該案中之命令係命被告返還280萬
元，被告因為無法提出證據證明其無庸對前述金額中之140萬元負責，而剩餘之款項又全數貸與親友而無法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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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之程度。193此外在決定藐視法庭處分之性質時，法
院必須調查處以藐視處分程序之實質內容以及得免予處分條件之特性。194美國最
高法院最近認為若係由單一法官而非立法方式決定某一懲處屬於民事或刑事性質
時，需要經過低程度之答辯。195此外法院認為民事藐視法庭處分之正當性必須以
被違反之命令本身清楚且明確(clear and unambiguous)為前提，而其違反亦不以故
意為前提要件。196此外，相對於刑事藐視法庭處分，法院認為民事藐視法庭處
分之受處分人並不以明知而故意違反(acted willfully in violating)法院命令為要件。
197

美國法院認為民事法庭處分之目的在用來強制遵守法院命令並賠償受害當
事人持續所生之損失。198故在 Shillitani v. U.S., 199一案中，法院認為民事藐視
法庭命令中有關強制特定行為而為監禁處分之正當性，決定於被告遵守法院命
令之能力。在Local 638 of Sheet Metal Workers' Int'l Ass'n,一案200中，法院認為除
非當事人無法以合理努力方式遵守(reasonably diligent effort to comply)，該民事
藐視法庭處分始會無效。201而值得注意者為，義務人是否有能力履行相關義務
一事項，美國法院認為原則上係應由義務人一方負舉證責任。在Huber v. Marine
Midland Bank一案 202中，由於被告無法清楚明白且無錯誤的(clearly, plainly, and
unmistakably)證明其完全無法清償法院命令所處以之罰金，故認為系爭藐視法庭
命令為適當。又在Rolex Watch U.S.A., Inc. v. Crowley一案203中，法院認為由於被
告無法證明其對於業務無控制權，以致於無法停止有關違反損害商標權行為之命
令，故法院所為之民事藐視處分為合法。
193.Bagwell, 512 U.S. at 825.
194.Hicks ex rel. Feiock, 485 U.S. 624, 631 (1988).
195.Bagwell, 512 U.S. at 831-832
196.例如在Harris v. City of Philadelphia, 47 F.3d 1342, 1349 (3d Cir. 1995). 一案中，法院認為民事藐視法庭處分之合法性必
須以被違反之命令內容各別且確定(speciﬁc and deﬁnite)為前提。另在In re General Motors Corp., 61 F.3d 256, 258 (4th
Cir. 1995). 一案中，法院認為民事藐視法庭處分只有在被違反之命令明白以不含混之方式表示相關遵守細節時為前
提。但若干巡迴法院被違反之命令雖有含混之處，但其不清楚之部分係有利於受處分人時，其程序仍不違法； see
Harris, 47 F.3d at 1350; Grace, 72 F.3d at 1241; Schering Corp. v. Illinois Antibiotics Co., 62 F.3d 903, 906 (7th Cir. 1995)
(dictum), cert. denied, 116 S. Ct. 973 (1996).
197.例如在Star Fin. Serv. 89 F.3d at 13.一案中，法院認為被處分人雖欠缺故意仍不得免除該處分；而在Local 638 of Sheet
Metal Workers' Int'l Ass'n, 81 F.3d at 1171. 一案中，法院亦明白表示故意(willfulness)並非民事藐視法庭處分之要件。
上述同一見解之法院判決，另可參閱Robin Woods Inc. v. Woods, 28 F.3d 396, 399 (3d Cir. 1994); In re General Motors
Corp., 61 F.3d 256, 258 (4th Cir. 1995); Rolex Watch U.S.A., Inc. v. Crowley, 74 F.3d 716, 720 (6th Cir. 1996); Goluba v.
School Dist. of Ripon, 45 F.3d 1035, 1037 (7th Cir. 1995); In re Dual-Deck Video Cassette Recorder Antitrust Litig., 10 F.3d
693, 695 (9th Cir. 1993).
198.例如在Local 28, Sheet Metal Workers Int'l Ass'n v. E.E.O.C., 一案中，法院認為懲處之目的雖非賠償，但若其為強制
性且一旦遵從後即能免除處分時，仍應認定其為民事性質； see 478 U.S. 421, 443 (1986). 另在 In re Power Recovery
Sys., Inc.一案中，法院則認為法庭命令內容一方面在課予罰金賠償，另一方面對於未來未能遵守速限之行為課予罰
金之處分認為係民事性質。若一旦義務人在某種程度上遵守法院命令時，將使處分失其效力; see 950 F.2d 798, 80203 (1st Cir. 1991).
199.384 U.S. 364, 371 (1966).
200.81 F.3d at 1176
201.而在 Langton v. Johnston,一案中，法院認為假若義務人實質的遵守法院命令，即使並未完全依據命令字句意思遵守，
其遵守仍產生免除處分效力而使處分失其效力; see 928 F.2d 1206, 1220-22 (1st Cir. 1991). 另在In re Dual-Deck Video
Cassette Recorder Antitrust Litig.,一案中，法院更明白指出，若被處分人盡其所有合理之努力以遵守法院命令後，而
法院仍對之施以民事藐視法庭處分即屬不適當; see 10 F.3d 693, 695 (9th Cir. 1993).
202.51 F.3d 5, 10 (2d Cir. 1995).
203.74 F.3d 716, 720-21 (6th Ci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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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院進一步認為在進行民事藐視法庭處分時，既不須進行追訴程序
(indictment)，其處罰亦不須經由陪審程序認定。 204然而民事藐視法庭之受處分
人得本於正當程序保障而有受告知以及答辯之機會(notice and an opportunity to be
heard)。205假若被處分人已知悉處分存在時，在做最終懲處決定前已給予受處分
人答辯機會，即使並未以書面通知受處分人，其程序仍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
則。 206 另外法院見解認為在審查藐視法庭程序中，地方法院是否曾提供受處分
人正當法律程序一事實應由審查法院重新審理，不受下級審認定事實之拘束。207
而若審查法院認為有清楚可確信之證據(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足以證明受
處分人違反法院先前之明白且合法之命令時，即會維持下級審之民事藐視法庭處
分。208 此外依據美國法院見解，若欲對民事藐視法庭處分提起上訴，其爭點必
須是現在仍然存在之爭議(A live controversy must exist for a contempt charge)。209
法院對於認定民事藐視法庭處分以及所得施以之懲處範圍有著相當廣泛的裁量權
限，其決定只有在被認定為濫用裁量權(abuse of discretion)時才會被駁回。210然
204.例如在Shillitani, 384 U.S. at 365一案中，法院即認為由於系爭藐視法庭處分具民事性質，故無須經由起訴以及陪審程
序。另在U.S. v. Jones, 880 F.2d 987, 988-89 (7th Cir. 1989) 一案中，法院認為即使民事藐視法庭處分之監禁期間超過6
個月，被告仍無權請求經由陪審團審判。而在 Wilson v. New Hampshire, 18 F.3d 40, 41 (1st Cir. 1994)一案中，法院認
為假若民事藐視法庭處分並未處以監禁時，則被處分人無權請求律師。
205.在Newton v. A.C. & S., Inc.一案中，法院認為本於正當程序，民事藐視法庭處分賦予受處分人告知以及答辯機會; 918
F.2d 1121, 1127 (3d Cir. 1990). 而在E.E.O.C. v. Local 638 of Sheet Metal Workers' Int'l Ass'n, 一案中，法院認為該案所施
予之民事藐視法庭處分不合法，其理由為法院藐視法庭處分所處分之行為並非一開始所控訴之行為，而被處分人對
之並無答辯之機會; 81 F.3d 1162, 1176 (2d Cir.), cert. denied, 117 S. Ct. 333 (1996)。
206.例如In re Grand Jury Subpoena在一案中，法院認為假若被處分人已知悉政府提出藐視法庭處分之聲請，而之後藐視
法庭處分亦本於該聲請而為時，即使並未以書面通知受處分人，其程序仍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72 F.3d 271,
276-77 (2d Cir. 1995). 在Alberti v. Klevenhagen一案中，法院認為只要法院在做最終懲處決定前已給予受處分人答辯
機會時，即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46 F.3d 1347, 1359 (5th Cir. 1995).
207.See Thomas v. Buster, 95 F.3d 1449, 1458 (9th Cir. 1996).
208.例如在Gemco Latinoamerica, Inc. v. Seiko Time Corp.一案中，法院認為民事藐視法庭處分必須本於清楚可確信之證據
認定之。61 F.3d 94, 98 (1st Cir. 1995). Also see 81 F.3d 1162, 1171,(2d Cir.), cert. denied. E.E.O.C. v. Local 638 of Sheet
Metal Workers' Int'l Ass'n 117 S. Ct. 333 (1996); Harris v. City of Philadelphia, 47 F.3d 1333, 1340 (3d Cir. 1995) (same); In
re General Motors Corp., 61 F.3d 256, 258 (4th Cir. 1995) (same); Travelhost, Inc. v. Blandford, 68 F.3d 958, 961 (5th Cir.
1995) (same); Glover v. Johnson, 75 F.3d 264, 266 (6th Cir.) (same), cert. denied, 117 S. Ct. 67 (1996); Goluba v. School
Dist. of Ripon, 45 F.3d 1035, 1037 (7th Cir. 1995) (same); Wycoff v. Hedgepeth, 34 F.3d 614, 616 (8th Cir. 1994) (same);
In re Dual-Deck Video Cassette Recorder Antitrust Litig., 10 F.3d 693, 695 (9th Cir. 1993) (same); Reliance Ins. Co. v. Mast
Constr. Co., 84 F.3d 372, 377 (10th Cir. 1996) (dictum) (same); National Org. for Women v. Operation Rescue, 37 F.3d 646,
662 (D.C. Cir. 1994) (same).
209.In re Askin,一案中，上訴法院認為雖然所為處分案件之程序業已終結，但因為該處分將影響被處分人在該州律師之
身份，故允許對該處分上訴。47 F.3d 100, 102 n.1 (4th Cir.). 又在 Travelhost, Inc. v. Blandford,一案中，雖然受處分人
業已遵守相關法院命令，但由於對對造損害賠償之爭議仍然持續存在，故允許其提起上訴; 68 F.3d 958, 961 (5th Cir.
1995). 而在Reich v. Sea Sprite Boat Co.,一案中，雖然該案受處分人已經遵守相關命令，但因為受處分人仍滯欠該行
政懲處之利息，故允許其上訴; 64 F.3d 332, 332-34 (7th Cir. 1995). 另在In re Grand Jury Subpoena Duces Tecum,一案
中，雖然受處分人已經支付完懲處之罰金，但因為假若確認使被處分人為證言之命令為不當時，受處分人仍可有效
的請求救濟，故允許其提起上訴; 78 F.3d 1307, 1311(8th Cir.). cert. denied, 117 S. Ct. 432 (1996).
210.在In re Grand Jury Proceeding,一案中，法院認為民事藐視法庭處分應審查其是否濫用裁量權; 13 F.3d 459, 461 (1st Cir.
1994). 相同見解請參閱E.E.O.C. v. Local 638 of Sheet Metal Workers' Int'l Ass'n, 81 F.3d 1162, 1171 (2d Cir.) , cert. denied,
117 S. Ct. 333 (1996); Harris v. City of Philadelphia, 47 F.3d 1333, 1340 (3d Cir. 1995) ; Santibanez v. McMahon, 105 F.3d
234, 243 (5th Cir. 1997) ; Glover v. Johnson, 75 F.3d 264, 266 (6th Cir.), cert. denied, 117 S. Ct. 67 (1996); U.S. v. Berg, 20
F.3d 304, 308 (7th Cir. 1994); Hazen v. Reagen, 16 F.3d 921, 925 (8th Cir. 1994); Hook v. Ariz. Dep't of Corrections, 107
F.3d 1397, 1403 (9th Cir. 1997); Reliance Ins. Co. v. Mast Constr. Co., 84 F.3d 372, 375 (10th Cir. 1996); Food Lion, Inc. v.
United Food, 103 F.3d 1007, 1016 (D.C. Cir. 1997). 惟美國第二巡迴法院(The Second Circuit)認為由於民事藐視法庭處
分潛在所可能造成之損害，以及對於命令清楚並無混淆之需求，以及證明違反命令之清楚且確實之證明要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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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於美國聯邦法律，民事藐視法庭處分並非最終決定，故通常原訴訟當事人無
法立即對民事藐視法庭處分上訴。211但是對於上級法院駁回民事藐視法庭處分
之決定，因為是屬於最終之決定，則得單獨提起上訴。 212又對於非訴訟當事人
(nonparty)所為之民事藐視法庭處分則可單獨上訴，因為其對於目前正在進行之訴
訟標的並無任何利益，故對於該訴訟之最終判決無上訴權。213
此外，美國若干州在選擇藐視法庭懲處方式時，明文規定受懲處人得選擇社
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之方式以代替一般監禁或罰金，以降低早期監禁逼債制
度中受處分人無法將自己之勞力貢獻於社會之缺點。例如加州民事程序法第1218
條(c)(3)(A)214以及由他州法典彙編215均規定受處分人得採用接受社區服務之懲處
方式。216

柒、臺灣拘提管收制度之合憲性分析與修法建議
一、概說
我國相關拘提管收制度之制訂主要係參考德國法制，若以德國法制為例，該國法院之
所以能管收執行債務人之原因在於執行債務人拒絕為代宣誓保證之行為，而此一行為係屬
執行債務人自由意志下所為之選擇，因此管收程序進行與否其實繫於執行債務人自由意志
所為之選擇。實質法治之所以要求對人身自由之拘束必須經過由第三公正機關審查之程
序，其目的無非藉由制衡以避免造成實施公權力機關濫權侵害人身自由之結果。而德國代
宣誓保證制度在實質上則係交由執行債務人自行審查管收妥當性，以代替經由其他公正機
關審查之正當法律程序，在實際效果上較之由第三公正機關審查更能避免實施公權力機關
濫權，若從德國執行實務經驗而言，似乎可證明以上之結論。217而再以美國法制而論，該
國適用於迫使當事人實現法律關係之民事藐視法庭處分要件中，一方面從實質上限制僅有
涉及贍養費或公法上金錢給付等公益之法律關係，法院始得對當事人施以限制人身自由之
處分。另一方面在舉證責任上，則原則上要求由公權力對於當事人符合相關要件之表面證
其認為相較於其他領域中濫用裁量權而言，在民事藐視法庭處分中濫用權限應較無法被原諒。U.S. v Local 1804-1,
Int'l Longshoreman's Ass'n, 44 F.3d 1091, 1096 (2d Cir. 1995).
211.例如在 Pro-Choice Network of Western N.Y. v. Walker,一案中，法院認為除非民事藐視法庭處分成為最終判決之一部
分，否則不得由原訴訟當事人單獨上訴; 994 F.2d 989, 993-94 (2d Cir. 1993). 在Apex Fountain Sales, Inc. v. Kleinfeld,一
案中，法院認為民事藐視法庭處分無法單獨上訴，因為該相關損害賠償之數額尚未決定從而並無最終判決出現; 27
F.3d 931, 934 (3d Cir. 1994). 而在Powers v. Chicago Transit Auth.,一案中，法院認為對一造當事人因為違背發現真實命
令(discovery order)所為之民事藐視法庭處分並非得上訴之最終決定; 846 F.2d 1139, 1141 (7th Cir. 1988).
212.例如在In re Grand Jury Subpoena,一案中，法院認為駁回藐視法庭處分之請求得上訴，因為藐視法庭處分之請求並非
正在進行訴訟標的之一部分; 926 F.2d 1423, 1429 (5th Cir. 1991). 而在 Barry v. U.S.,一案中，法院則認為由於民事藐視
法庭處分有可能達成避免持續侵害行為之必要，故得對駁回請求藐視法庭之決定單獨上訴; 865 F.2d 1317, 1324 (D.C.
Cir. 1989).
213.例如在U.S. Catholic Conference v. Abortion Rights Mobilization, Inc.,一案中，法院認為非訴訟當事人之組織在系爭案件
尚未形成最終判決前，得對於法院所為民事藐視法庭處分是否具有管轄權一事提起上訴; 487 U.S. 72, 76 (1988). 而在
Appeal of Licht & Semonoff,一案中，法院認為非訴訟當事人之證人得對於違反發現真實命令所為之民事藐視法庭處
分立即上訴; 796 F.2d 564, 568 (1st Cir. 1986).
214.CAL.CIV.PROC.CODE § 1218(c)(3)(A).
215.UTAH CODE ANN. § 78-32-12.1(6) (1993).
216.See 25 Pac. L.J. 461.
217.據筆者於2005年11月2日在德國慕尼黑考察時，經慕尼黑地方法院執行人Mr. Pajk所述，該地方法院在過去六年間僅
產生過一件管收案件，其係因為某位離婚婦女堅決不想將其財產讓其前夫執行，而拒絕為代宣誓保證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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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負舉證責任，且其證明程度要高於一般民事程序之要求而必須達到清楚明確之程度外，
並要求施以此一民事處分必須以當事人有履行相關義務可能218為其前提要件，一旦義務人
若能提出證據證明在客觀上已無履行義務之可能時，即應立即將當事人釋放。此外更在懲
處方式內容上採用包含社區服務之多樣性方式，以緩和類似監禁逼債制度所形成的無效率
困境。而我國現行拘提管收之法制，由於強制執行與行政執行所踐行程序之差異相當大，
故其合憲性亦應分別視之，茲分別論述於下。
二、強制執行程序中所施行拘提管收制度之合憲性
首先在強制執行程序上，管收係由執行法官決定後即可實施。其決定實施管收之程序
為執行程序，不採訴訟程序，故無須經由第三公正機關審查其合法性。又執行法院之管收
雖由法官所為，但因執行法院之法官所進行者為行政程序，故其實質上並非我國憲法第8
條所稱之法院。而再分析強制執行法第22條之管收程序，執行法院在決定執行債務人是否
具有被管收原因時具有相當之裁量權限，此為其一；而當執行法院認定執行債務人具有被
管收原因時，執行債務人若欲避免被管收只有提供相當擔保或清償兩種選擇；然而不論清
償或是提供相當擔保均非單純能由執行債務人之自由意旨所決定，尚須視客觀情事債務人
是否能覓得擔保或其是否具有清償資力來決定。因此在我國強制執行程序中，單純以執行
法院主觀判斷正確與否來決定實施管收之妥當性；換言之，僅單純憑執行法官之裁量權限
即決定是否能拘束債務人之人身自由，從而若依據實質法治觀點而言，此一管收程序之合
憲性確實值得職司者深入檢討。惟上述存在於司法機關之困境，若能善用司法事務官職司
執行事務之制度，應能獲得大幅改善。219又若執行法院欲施行拘提管收處分以求實現特
定之法律關係時，宜參照美國法制之見解，必須限定在所欲實現之法律關係涉及公益性質
時，始可施以拘提管收，以符合釋字第588號解釋意旨以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1
條之規定220。
又強制執行法第22條之5規定得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從而管收程序是否應準用刑
事訴訟法第94條至第100條之3之規定並不明確。此外，在強制執行程序中，，若欲證明執
行債務人有拘提管收要件，所應適用之證明程度為何，強制執行法本身並無明文規定，依
據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以及第22條之5等規定，得分別準用民事訴訟法以及刑事訴訟法之
相關規定，但由於兩種訴訟程序對於證明程度之要求有明顯差距，致使依法無從判定究竟
應採用何種程度之舉證責任。本文以為我國強制執行程序中施行拘提管收之目的在為求程
序之迅速進行而迫使債務人為特定之行為，故其性質宜採用民事訴訟之相關規定，有關刑
事訴訟法第94條至第100條之3之規定，並無準用之必要。但執行法院在施行拘提管收時，
必須清楚明確下達命債務人為特定行為之執行命令，以求符合法治有關明確性之要求；而
法院對於債務人所下達之法院命令，必須以其在客觀上有履行之可能時，始得以債務人違
反相關作為命令為理由而施以拘提管收處分；且一旦相關義務之履行已不可能或已履行完
畢時，即應撤銷拘提管收處分。又參照德國與美國相關制度之運作，有關拘提管收應由聲
請之機關對於受處分人符合拘提管收要件之表面證據負舉證責任，且由於拘提管收係以限
218.The “no realistic possibility of compliance” standard.
219.即由司法事務官職司拘提管收之聲請，並由各地方法院之法官為拘提管收之准駁裁定，如此即能符合由第三公正機
關審查合法性之要求。
220.即「任何人不得僅無力履行契約義務，即予監禁」。”No one shall be imprisoned merely on the ground of inability to
fulﬁl a contractual obl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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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身自由為其手段，故執行機關所應負之舉證責任上應採用較一般民事訴訟程序更高之
證明程度。由於我國民事訴訟法對於不同舉證程度區分並無明文規定，故建議我國此一部
分可採用美國法制中之清楚明確(clear and convincing)標準。此外一旦執行機關對於受處分
人符合拘提管收要件之表面證據已盡其舉證責任後，受處分人若欲主張其對於相關義務之
履行不具可能性時，則必須由受處分人對於此一部分負舉證責任。
三、行政執行程序所施行拘提管收之合憲性
其次在行政執行程序所實施之拘提管收程序而言，行政執行法在94年修法後已明確區
分拘提與管收兩者之程序，有關聲請管收之原因雖賦予了行政執行機關在認定上之裁量權
限，但行政執行機關僅有發動聲請管收之權力，管收之准許則必須由管轄法院之法官來決
定其合法性，因此就此一部分而言，行政執行程序對人身自由之保障不但較強制執行法為
完善，且符合實質法治之要求。又行政執行處之所以得施行拘提管收，均係源自於義務人
滯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參照美國司法實務見解，多半認為此種給付義務因涉及重大公
益性，從而本於此種義務而限制義務人身體自由並不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
之規定，此係行政執行法與強制執行法在施行拘提管收合憲性上之最大差異所在。
惟我國行政執行法雖規定實施拘提管收之若干程序，但並未規定由何方負舉證責任以
及所應證明之程度為何；而在拘提管收程序得準用之法條中除包含強制執行法221外，尚
包含刑事訴訟法222、民事訴訟法223以及行政程序法224；致使在適用法律上即發生極大之
爭議。本文以為行政執行法中之拘提管收制度係參照強制執行法之拘提管收而制訂，而施
行拘提管收之目的亦在迫使義務人為特定行為，相當美國有關民事藐視法庭處分，從而相
關程序規定若有缺漏，宜與強制執行程序採相同之正當法律程序。由於行政執行法中有關
得對義務人施以拘提管收之目的在迫使義務人為特定行為，故行政執行處必須先清楚明白
命令義務人所應為之特定行為內容，且義務人必須在客觀上有履行該特定行為之可能，待
義務人違反後，使得施以拘提管收處分；同樣的，若該義務之履行已不可能或已履行完畢
時，即應立即撤銷拘提管收處分。又在舉證責任上，應由聲請拘提管收之執行處對於義務
人符合拘提管收要件之表面證據負舉證責任，而其證明之程度亦應比照強制執行程序達到
清楚明確之程度；而一旦執行處已盡其前述之舉證責任後，若義務人欲主張其無能力履行
義務時，必須由義務人就此一部分負舉證責任。又有關刑事訴訟法第94條至第100條之3之
規定，亦無準用之必要。
四、我國未來有關拘提管收制度修法之建議
基於以上合憲性之分析，本文認為參照德國與美國之相關法制，我國強制執行法與行
政執行法有關拘提管收制度，均仍有進一步修法之必要，其內容如下：
(一) 採用德國代宣誓保證制度─將拘提管收事由宜限定在義務人誠實報告之協力義務
經由之前德美法制之分析得知，在德國法制中得施以拘提管收之原因雖然相
當廣泛，但該國卻經由代宣誓保證制度，讓義務人得本於自己之意願，將相關義
221.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11項、第26條參照。
222.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11項參照。
223.可由行政執行法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再由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轉而準用。
224.行政執行法第1條以及行政程序法第3條參照。

第五篇.indd 422

2010/12/10 下午 03:57:25

從美國立法例觀點檢討臺灣之拘提管收制度

423

務侷限在誠實報告之協力義務上。而在美國法制中，則係以當事人在客觀上是否
有履行義務之可能，以避免執行機關之命令過於苛刻。參照釋字第392號解釋之
意旨，我國拘提管收制度未來應仍採由公正第三機關裁判之機制；故為避免將來
因由不同機關依據不同程序認定執行債務人是否盡其誠實報告之協力義務，而造
成所可能產生見解兩歧之危險；本文以為我國宜實行德國代宣誓保證制度，採用
此一制度之下，現行行政執行法之管收原因亦應比照德國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
定，只要在客觀上查封義務人財產已不足清償債務，而執行義務人拒絕於期日到
庭或拒絕為代宣誓保證時，即可聲請拘提管收。
此外當實施代宣誓保證制度後，由於係由執行義務人自行選擇是否被管收，
故現行行政執行程序上所採分別聲請拘提管收之制度亦屬多餘，在制度上應可准
許由法院同時裁定拘提及管收，以節省不必要之執行成本花費。此外未來假若欲
採用德國代宣誓保證制度，則刑法應須配合增修有關執行債務人違反誠實為代宣
誓保證之罪責。然而有鑑於我國目前執行制度係由民事執行處及行政執行處分別
執行私法上及公法上之債權之特性，因此刑法上若欲加入有關違反誠實代宣誓保
證之罪責，基於平等原則，行政執行程序及強制執行程序必須同時實施代宣誓保
證制度，始能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
有關違反誠實為代宣誓保證之罪刑，本文建議規定為「於進行民事或行政執
行程序時，執行程序義務人或債務人經依據執行機關之要求為代宣誓保證，就宣
誓保證之事項為虛偽或不完整之陳述或記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225
(二) 適度以社會勞動服務取代管收處分
我國目前拘提管收制度內容，仍以單純的限制違反執行機關命令當事人之人
身自由作為其法律效果。惟基於本文之前對於監禁逼債之歷史沿革之分析可知，
持續此一法律效果過久，不但惡化義務人本身之財務狀況，亦將造成整體社會經
濟上之損失。
我國98年9月1日所修正施行之刑法中，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流弊，減緩監獄
擁擠問題，同時藉由勞務或服務之提供，可回饋社會，讓犯罪者有更多復歸社
會之機會；參酌外國社區服務制度及我國現行本法第七十四條及刑事訴訟法第
二百五十三條之二關於緩刑及緩起訴處分附帶義務勞務制度，增訂社區服務制
度，以替代短期自由刑之執行。
本文以為舉重以明輕，屬於刑事性質之輕罪既得賦予受刑人得選擇義務勞動
制度以替代單純的限制人身自由方式，強制執行法與行政執行法中之管收制度，
其所施行之對象僅僅為違反執行機關命令之民事性質處分，實更應賦予受處分之
當事人有選擇服社會勞動服務之機會。故本文建議有關施以管收處分之義務人，
執行機關得衡量情節讓義務人選擇在管收期限內以服社會勞動服務之方式取代管
收處分；相關服社會勞動之方式，則可比照刑法之相關規定而加以規定之。226
225.在條文編排上，本條文或可編為刑法第168條之1，規定在刑法第十章之偽證及誣告罪章中。又參照德國刑法第156
條中有明文規定「故意」為唯一之罪責型態，然而參照我國刑法第12條第2項(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
限)，故應無明定故意之必要。惟類似修法建議雖曾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向法務部提出修法建議，但據瞭解短時間
內恐無採納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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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化保障公法債權之規定
其次若欲使債務人據實陳報其所擁有之財產，代宣誓保證制度尚須與保全債
務人可能之詐害債權制度相配合，始能竟其功。目前我國司法實務見解囿於公法
與私法之區分，不但認為當債務人有損害公法上債權之虞時，公法債權人無法依
據民法第242條進行保全程序；227且即使公法債權之義務人事實上有債害公法上
債權之行為時，公法債權人亦無法依據民法第244條之規定撤銷詐害債權；228甚
至有檢察機關認為刑法第356條所規定之毀損債權罪，其犯罪客體並不包含公法
債權在內。229上述錯誤之司法見解230增加了今日對詐害公法債權追償之困難性，
雖然現今已有行政訴訟法及行政法院之設立，但上述困境仍無法解決。231因此日
後我國行政執行程序若實施代宣誓保證制度，假若前述司法實務見解仍然無法改
變，即使債務人在宣告書上填載有詐害公法債權之情事，公法債權人不但在詐害
前無法行使保全，在債務人詐害公法債權後，公法債權人亦無法行使撤銷權，如
此將使得代宣誓保證之效力大減。最後值得一提者，為依據德國代宣誓保證制度
226.按新修正刑法第42條規定「罰金應於裁判確定後二個月內完納。期滿而不完納者，強制執行。其無力完納者，易服
勞役。但依其經濟或信用狀況，不能於二個月內完納者，得許期滿後一年內分期繳納。遲延一期不繳或未繳足者，
其餘未完納之罰金，強制執行或易服勞役。依前項規定應強制執行者，如已查明確無財產可供執行時，得逕予易服
勞役。易服勞役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但勞役期限不得逾一年。依第五十一條第七款所定之
金額，其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不同者，從勞役期限較長者定之。罰金總額折算逾一年之日數者，以罰金總額與一年
之日數比例折算。依前項所定之期限，亦同。科罰金之裁判，應依前三項之規定，載明折算一日之額數。易服勞役
不滿一日之零數，不算。易服勞役期內納罰金者，以所納之數，依裁判所定之標準折算，扣除勞役之日期。」而
同法第42條之1則規定「罰金易服勞役，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得以提供社會勞動六小時折算一日，易服社會勞
動：一、易服勞役期間逾一年。二、應執行逾六月有期徒刑併科之罰金。三、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社會勞動顯
有困難。前項社會勞動之履行期間不得逾二年。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或履行期間屆滿仍未履行
完畢者，執行勞役。社會勞動已履行之時數折算勞役日數，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論。社會勞動履行期間內繳納罰金
者，以所納之數，依裁判所定罰金易服勞役之標準折算，扣除社會勞動之日數。依第三項執行勞役，於勞役期內納
罰金者，以所納之數，依裁判所定罰金易服勞役之標準折算，扣除社會勞動與勞役之日數。」
227.按72年度台上字第3471號判決認為「被上訴人依海關緝私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科處之罰鍰，係基於公法關係，並
非私法上債務關係，雖依同條例第五十一條規定得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並得依同條例第四十九條之二聲請法院免供
擔保為假扣押或假處分，然究不能因移送執行或得聲請假扣押假處分，而謂原屬公法上之義務因而變更為私法上之
債務，而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撤銷權，及同法第二百四十二條規定之代位權，均係基於私法上之債
權始得行使之，本件上訴人張甲走私物品進口，經被上訴人科處罰鍰確定後，將系爭房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
與張乙，依據前開說明，既非被上訴人之私法上債權受到損害，要無行使前開民法上債權人撤銷權及代位權之餘
地。」
228.按79年度台上字第635號判決認為「民事訴訟乃國家司法機關以解決當事人間關於私法上爭執為目的，所施行之程
序。公法人或政府機關與人民間發生私法上爭執時，固得為民事訴訟之當事人，進行訴訟，以求解決。若公法人或
政府機關為確定公法上權利，依民事訴訟程序請求救濟，即與民事訴訟以解決當事人間關於私法上爭執之意旨不
符，自非法之所許。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之撤銷權，乃以回復債務人之責任財產，以保全債權人債權之受清償為目
的，故撤銷權人應為私法上之債權人。上訴人為課徵人民稅捐之稽徵機關，並非納稅義務人之私法上債權人，自無
由行使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規定之撤銷權。」
229.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97年度偵字第20332號以及97年度偵字第21706號不起訴處分書意旨參照。
230.在撤銷詐害公法債權法律關係中，所撤銷之標的(詐害行為)為私法上財產權移轉關係，並非公法關係，故其訴訟標
的為私法關係，只不過發動該訴訟程序所本之原因為公法關係。至於可否本於公法債權關係請求發動訴訟程序，以
強制執行程序為例，公法金錢債權亦可聲請強制執行(如聲請拍賣擔保稅捐債務之抵押物)或參與終局執行之分配，
而撤銷債權及債權保全在性質上則為實體法中所規定之債權保全程序。若公法債權可聲請民事終局執行程序，舉重
明輕，公法債權自可請求民事實體法上之保全程序。
231.行政訴訟法中所規定之撤銷訴訟係規定人民對中央或地方機關所為之違法行政處分而定；而有關行政機關對人民可
發動之請求，行政訴訟法僅有在第8條第1項規定「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關，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或請求
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得提起給付訴訟。因公法上契約發生之給付，亦同。」致使目前若欲實
現被詐害之公法上債權，必須先請求行政執行機關對詐害之第三人為扣押、收取或移轉等執行命令，待該第三人聲
明異議後，再由移送機關依據行政執行法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120條提起收取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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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程序，一旦執行債務人為代宣誓保證之後，則在保證後三年內，除證明債務人
其後曾取得財產，或其原有之勞務關係消滅外，債務人對債權人不負再為代替宣
誓之保證義務；232換言之，債務人一旦為代宣誓保證後，原則上在宣誓後之三年
內，該強制執行程序即告終結。假若在代宣誓保證中發現債務人之有償或無償行
為有侵害債權之情事時，債權人必須另提撤銷之訴；若債權人主張債務人代宣誓
保證為虛偽或不完整時，則應另提刑事訴訟。然而我國公法上債權之執行或時效
期間通常僅有五年，為避免造成一旦代宣誓保證後即產生債務免除之效果，因此
我國行政執行程序若欲實施德國代宣誓保證制度，有關公法債權之請求權時效亦
應比照德國法制加以延長。233

捌、結論
國家法律制度通常反映了其背後所代表之社會文化。而長久以來，不同法律制度所隱
含之社會價值觀，往往在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以及集團主義(communalism)兩個極端衝
突之社會文化 234間來回擺動。235我國今日相關法制原則上繼受於西方成文法制度而來，
因此立法者在決定繼受相關形式成文法條文之同時，亦必須考量如何繼受相關法律所隱含
之社會價值觀點。在繼受西方法律制度之前，我國社會係以儒家思想為基礎之集團主義，
而所繼受之成文法直接或間接來自於德國或法國─其社會文化係以個人主義為基礎。因此
我國立法者在決定繼受來自於德國或法國之同時，亦必須考慮如何將所繼受之成文法背後
所隱含完全相異之意識型態、以及其所形成社會價值，加以融合到本國法律價值中。
若從執行實務面觀察而言，管收執行債務人之實益在於客觀上債務人具有清償之資
力，但此一資力又為執行機關無法依據正常執行程序加以執行。實務上最常發生之例子為
執行債務人在執行程序開始之際，將其財產移轉給其所信賴之第三人，藉此避免財產執
行。因此事實上是否存在著執行債務人能信賴之第三人，其在獲得執行債務人財產後仍能
不背叛債務人，便成為執行債務人得否藉由上述方式脫產之重要變數，而此一變數則與法
律背後所代表之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美、德等西方國家社會文化係以個人主義為中心，在
思想上受到家族等集團主義之影響相對低弱，因此能夠找到上述值得其相信之第三人之可
能性較低。而我國傳統文化係源自於以儒家思想為主之集團主義，即使至今日，一般人仍
具有較濃厚之家族觀念，倫理觀念通常高於法治之要求；在此一家族觀念影響下，由於直
系血親及夫妻間具有較高之信賴度，因此在我國執行債務人尋得值得其信賴脫產之第三人
232.德國民事訴訟法第903條參照。
233.按德國於2001年10月11日、2001年11月9日分別在德國聯邦議院及德國聯邦參議院所獲得通過，並於2002年1月1日生
效之德國債法現代化法(Schuldrechtsmodernisierungsgesetz)第197條第1項第4款規定基於有執行力的和解或有執行力
之證書請求權之消滅時效為30年。
234.就人民與國家之意識形態可大略分為兩種，一為採國家有機體(Organic View of Government)之見解，認為國家是個自
然有機體，每個個體都是該其中一部分，政府可以被想像為他的心臟，個人只有成為社會的一部分才有其重要性。
另有一種見解係採國家機械觀點(Mechanistic View of Government)，認為政府不是社會有機的一部分，相反的，它
是民眾為更能達到個人目標所創設的機關；see HARVEY S. ROSEN, PUBLIC FINANCE 4-7(2002)。上述國家有機
體之見解基本上即源自於集團主義，而國家機械觀點則源自於個人主義之觀點。
235.See Charles Donahue, Jr.; Thomas E. Kauper; Peter W. Martin，Cases and Materials on Property,119(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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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能性較高，從而施以拘提管收制度以維護法律尊嚴之必要性似亦高於西方國家之要
求，此或者為當初強制執行法立法者在制訂拘提管收制度時，其所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會
低於歐美標準之原因。
惟於司法院大法官公布釋字第588號解釋後，宣示我國拘提管收制度所應適用之正當
法律程序，應採用與歐美相當之標準。此一解釋背後所可能形成的社會政策效果，則是宣
誓著國家公權力將逐漸退出擔保債務清償之範疇，國民必須自行加強對他人徵信或投保，
以確保其債權受償之機會；債務擔保將從國家執行機關轉變為保險公司，藉由法制面之更
改以造成社會文化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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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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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1其重點雖在強調「行」之重要，
但亦闡明治國應法治與德治並重。推敲其語意，徒法固不能以自行，無「善法」更寸步難
行！
按「依法行政原則」(Der Grundsatz der Gesetzmässigkeit der Verwaltung)乃支配法治
國家立法權與行政權關係之基本原則，亦為一切行政行為必須遵循之首要原則。依法行
政原則最簡單解釋，即行政程序法第4條所稱：「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
拘束。」2查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主要特徵係政府應依據法律推行政事。依憲法第23條規
定，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於符合一定條件3下，始得以「法律」4限制之，本條文旨
在揭橥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在違憲審查過程中，應先法律保留原則而後比例原則，
亦即，限制人民基本權之各種規定，若屬於應由法律規定之事項5而未以法律定之，應不
論其內容是否必要與合理(即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已屬違憲；若限制基本權之規定已遵守
本條意旨以法律定之，則進一步審查有無違反比例原則6。
行政執行法係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應適用之基本大法，自90年1月1日施行，
迄已近9年之久。前因司法院大法官94年1月28日釋字第588號解釋7，認定行政執行法作為
拘提、管收之事由，部分逾越必要程度，且決定管收之前未先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
審問，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均屬違憲。法務部特在各該違憲規定失其效力前8修正第17條
及第19條相關規定9。可見制定一部完善法典之難度與重要性。
學者王澤鑑一段對「法律人的能力」10論述發人省思，特摘錄其全文如下：
最近數年來，學習法律的人，常自稱為「法律人」(Lawyer, Jurist)，帶有幾分自傲！幾
分期許！然則，法律人與所謂的外行人(非法律人)，究竟有何不同？在一個法治社會，法
律人常自負地認為，大者能經國濟世，小者能保障人權，將正義帶給人民，法律人為什麼
會有此理想，有此自信？這個問題，不難答覆：因為一個人經由學習法律，通常可以獲得
以下能力：
1.法律智識：明瞭現行的法律體系、基本法律的內容、各種權利義務關係，及救濟程序。
2.法律思維：依循法律邏輯，以價值取向的思考、合理的論證，解釋適用法律。
3.解決爭議：依法律規定，作合乎事理規劃，預防爭議發生於先，處理已發生的爭議於
1.語出孟子離婁上篇第一章。
2.參照學者吳庚著，《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九版，頁81。
3.得限制人民基本權之情形有四，(1)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2)為避免緊急危難；(3)為維持社會秩序；(4)為增進公共利
益。另應符合「必要」之比例原則。
4.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4條規定，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5.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規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包括：(1)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2)關於人民
之權利、義務者；(3)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4)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律定之者。
6.參學者吳庚著，《憲法的解釋與適用》，2003年4月初版，頁163。
7.本解釋之作成緣於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法官高愈杰、張國勳及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法官文衍正於受理台北行
政執行處及桃園行政執行處聲請管收案件時，認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有違憲之虞，依司法院大法官84年1月20日釋字第
371號解釋意旨，停止審理程序，聲請大法官解釋。參閱司法院大法官網站該號解釋聲請書。
8.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88號解釋文末段載明：上開行政執行法有違憲法之各該規定，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
於屆滿6個月時失其效力。
9.修正條文業經總統於94年6月22日令修正公布。
10.參照氏著，《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2000年9月出版，頁1至2。

第六篇.indd 431

2010/12/10 下午 03:59:58

432

98年度法務研究選輯

後，協助建立、維護一個公平和諧的社會秩序。此之所謂「爭議」，係從廣義，除個案
爭議外，尚包括契約、章程的訂定，法律規章的制定等。
上述三種能力使一個法律人能夠依據法律實現正義(Justice According to Law)，擔負起
作為立法者(如立法委員、縣市議員、鄉鎮代表)、行政者(如部會首長、國家公園管理員、
國稅局科員)、司法者(如法官、檢察官、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或公私企業法律事務工作
者的任務。一個國家社會所貴於法律人者，即在於其具備此等能力。
數年前，筆者擔任銀行法務，初閱此文，無形中提昇對從事法律相關業務之自我期
許，於契約之審酌特為謹慎，以期預防爭議於先。現任行政執行官，特以「公法上金錢給
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之比較」為題，蒐集與本研究報告相關之文獻，就公法上
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加以比較、論證及研析，佐以個人曾辦理民事強制
執行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之實務經驗，提出一己淺見，期能提供建議作為行政
執行法修正之參考。此為本報告之研究緣起、過程與方法。
關鍵字：行政執行法、強制執行法、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修正草案、依法行政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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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節

433

緒論

研究動機與目的

現行行政執行法係法務部奉行政院指示，特於民國72年5月1日延攬專家學者組成「行
政執行法修正委員會」，針對舊法之缺失，通盤檢討，審慎研擬，作相當幅度之修正1 。
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總統於87年11月11日令修正公布全文44條條文，復於89年6月21日
令修正公布第39條條文，嗣行政院頒令自90年1月1日起施行。自著手修法，迄修法完成，
歷時逾15年，吾人雖未參與其修法過程，亦知其工程之浩大與艱難。
新法施行未及2年，法務部及行政執行署又邀集學者、專家成立「行政執行法研究修
正小組」著手研修，91年8月15日召開第1次會議，迄已歷時逾7年，仍未完成修法。足見
歷時逾15年始修正完成之行政執行法，透過實務運作，仍有未盡如人意之處。
修法期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88號解釋，認定行政執行法作為拘提、管收之事
由，部分逾越必要程度，且決定管收之前未先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審問，違反正當
法律程序，均屬違憲。為此修正第17條及第19條條文。立法委員沈智慧等36人及38人復於
95年10月27日在立法院分別提案修正行政執行法第7條及稅捐稽徵法第23條條文2 ，其目的
係為終結無限期之行政執行及稅捐徵收程序。業經總統於96年3月21日令修正公布。嗣立
法委員吳清池等24人於97年5月9日在立法院提案修正行政執行法第17條條文3 ，增訂第2項
規定4 ，其目的係為避免行政執行機關濫用限制出境手段，並經總統於98年4月29日令修正
公布。由上揭局部修法過程可知，司法實務及民意(以立法委員為代表)業已逐漸重視公法
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手段是否合憲、妥適。
今(98)年9月間，各平面及電子媒體大爆企業名人孫道存，積欠三億餘元稅款，但作風
招搖，坐擁豪宅、名車，身邊不乏美女事件5 ，並持續大篇幅追蹤報導，龐大輿論及民意
壓力帶給行政院、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及承辦該案之士林行政執行處極大壓力，應是民氣
可用，孫道存終被迫提出稍可令官方及民眾接受之還款計畫，並已依約繳納前2期款項6 。
法務部為此達成修法共識，提報行政院院會於98年11月5日通過行政執行法修正案，增訂
第17條之1「禁止奢侈浪費條款」 (簡稱「禁奢條款」)，或可謂之「孫道存條款」7 。
由近幾次行政執行法修正背景可知，具體個案雖可促成主管部門快速修正相關法律規
定，以符合憲法對人民基本權保障之要求，或民意殷殷之期待，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終非長治久安之計。蓋法律重其安定性，自宜即早完成行政執行法全面修法，俾利執行機
關妥為運用，並供有關機關及人民遵行，除可有效達成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目的
8外，亦可減少人民對政府不平之鳴9 。
1.參照行政執行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2.參閱立法院法律系統網站公布之立法院公報第95卷第44期院會紀錄。二修正法案之提案委員並未全然一致。
3.參閱前揭網站公布之立法院公報第97卷第25期院會紀錄。
4.增訂第17條第2項規定內容為：「前項義務人滯欠金額合計未達新台幣10萬元者，不得限制住居。但義務人已出境達2
次者，不在此限。」
5.參閱中時電子報、自由電子報及蘋果日報台灣版等網站及中國時報98年9月22日A1及A5二版。
6.參閱自由電子報網站，孫道存於98年9月22日繳納新台幣1億元，餘欠分6期攤還，並由女兒孫芸芸擔任擔保人，98年10
月及11月已按時繳納前二期款項各2,500萬元。
7.參閱98年11月6日YAHOO奇摩新聞TVBS及中廣新聞網。併參閱第2467期法務通訊第1版、第2版。禁奢條款列於行政執
行法第17條之一，已於99年1月1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8.其主要目的包括增加國庫收入、貫徹公權力及維護公平正義等。
9.參現任台南行政執行處執行員姚其聖著，行政執行法拘提管收與限制出境之研究，2007年11月初版，頁1，自論其研究
動機之一為降低人民對國家之「恨」，其意差可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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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為廣徵實務意見，前邀請各行政執行處及行政執行官對行政執行法
修正草案提出修正意見，筆者為此曾提出數則意見，並獲邀至行政執行署參與討論。每一
議題均獲與會人員熱烈討論，有時難有共識，無法獲致結論，可知修法之難。身為公法上
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之執法者10，對一部規定完善之行政執行法更有殷切期盼，期盼有關公
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規定在合憲之餘，其執行手段更能多元化、人性化。多元化可藉
以提昇執行績效，確保公平正義；人性化可藉以彰顯柔性司法，減少社會對立。
關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行政執行法修正草案11，特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8號解釋意旨，援引德國「代宣誓之保證」及「債務人名簿」制度，新增「真實具結」
12、「限期提出財產清冊」 13及「電信網路公示」 14等制度，佐以刑事責任，藉以強化對
義務人之心理強制，執行手段多元化，頗值肯定。但修正草案第53條15係現行行政執行法
第26條移列修正，其準用範圍僅將拘提、管收之執行除外，仍未一改現行條文「概括準
用」之立法方式，似無解於「使法律陷於不穩定狀態」之爭議16！益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
務之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間實有難以割捨之關係。此一具爭議之立法方式究有無改變之必
要及可能，頗值探討。
修正草案第二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其條文數量幾為現行條文三倍17之多，除
新增部分執行必要手段外，另有部分變革，立意良善，但條文內容是否周延？實務運作能
否順暢？不無研究探討空間。
此外，部分民事強制執行得適用之規定，修正草案未明定得否準用，則能否準用？如
何準用？未臻明確。期藉由本研究報告，提出修法建議，俾能「作合乎事理規劃，預防爭
議發生於先，處理已發生的爭議於後，協助建立、維護一個公平和諧的社會秩序。」此為
本報告之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報告研究範圍包括行政執行法及強制執行法，但行政執行法以第一章總則及第二章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為限，不包括第三章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第四章即時強
制；強制執行法以第一章總則、第二章關於金錢請求權之執行為限、第五章假扣押假處分
之執行，不包括第三章關於物之交付請求權之執行、第四章關於行為及不行為請求權之執
行。從而，本報告所稱「民事強制執行」如無特別載明，僅指「第二章關於金錢請求權之
執行」。基於行政執行之法律性質，部分有適用行政程序法之必要；基於行政執行法第26
條及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規定關係，部分有輾轉準用民事訴訟法之必要，該部分亦
在研究範圍之內。
10.筆者自95年3月6日起任職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宜蘭行政執行處行政執行官迄今。
11.96年2月26日版，以下簡稱「修正草案」。
12.修正草案第16條。
13.修正草案第17條。
14.修正草案第19條、第20條。
15.修正草案第53條內容為：「關於本章之執行，除拘提、管收之執行外，本法未規定者，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
16.參照現任士林行政執行處處長施清火著，《行政程序法在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適用之評析》，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研究所94學年度碩士論文，頁164，施處長不吝提供。
17.修正草案自第9條至第53條，共45條，加計尚未立法通過之第17條之1，（已於99年1月1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共46
條。而現行條文自第11條至第26條，共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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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涉及之主要問題為法制層面之探討與辯證，其研究方法係採文獻分析法，透過
各種與本研究報告相關之文獻加以比較分析、論證研究。所蒐集文獻包括司法院大法官解
釋、學者論著、研究生學位論文、學術專論、法院辦理民事執行業務參考手冊、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台北及高雄行政執行處97年度自行研究報告、法院之裁判及主管機關之解釋與會
議決議、行政執行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初稿)96年2月26日版、行政執行法第17條之1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研提行政執行法第17條之1(禁奢條款)草案意見98年
10月25日版、立法院公報、立法院第7屆第4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21次全體委員會會議
議事錄等。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報告研究架構主題係行政執行法修正草案之修法研析與建議，於進入主題之前先敘
提要，次述緒論。主題則以修正草案為藍本，先就修正草案「已」規範之相關法律問題，
透過民事強制執行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之比較加以分析研究，提出修法建議；
續就修正草案「未」規範之相關問題，透過民事強制執行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
之比較加以分析研究，或建議增訂於修正草案，或建議變更現行實務見解，最末總結其
論。其章節大意與建議事項臚列如下：
一、提要：
簡略說明研究緣起、研究方法及過程等。
二、第一章緒論：
提出本報告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併敘及研究架構。
三、第二章修正草案已規範之問題研析與修法建議：
(一)第一節：執行機關與管轄權
透過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之比較，就實務所遭遇之
困境，提出更訂(1)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宜由主管機關所在地之該管行
政執行處管轄。(2)行政執行處原則得於轄區外為執行行為，例外始為囑託執行之
修法建議。
(二)第二節：聲明異議
透過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之比較，就實務所遭遇困
境，提出更訂(1)聲明異議處理程序宜先由執行機關為准駁之決定，如有不服，再
聲明異議。(2)不服上級機關再聲明異議之決定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抗告之修法
建議。
(三)第三節：代位權及撤銷權
透過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之比較，就實務可能遭遇
之困境，提出增訂主管機關行使代位權及撤銷權時，如有聲請假處分之必要，免
提供擔保之修法建議。
(四)第四節：限制住居
透過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之比較，就實務所存在之
事實，提出增訂不得限制住居及應解除限制住居事由之修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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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五節：拘提
透過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之比較，就實務所遭遇之
困境，提出增訂(1)法院為拘提之裁定應明定得拘提之最低期限。(2)法院得依行
政執行處之聲請核發拘票數通。(3)行政執行處不服法院駁回拘提裁定提起抗告
者，無需繳納裁判費之修法建議。
(六)第六節：管收
透過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之比較，就實務可能發生
疑義事項，提出增訂暫予留置之行使程序與不服暫予留置之救濟方式之修法建
議。
(七)第七節：對遺產繼續執行
透過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之比較，就實務所遭遇之
困境與需要，提出增訂移送機關得向行政執行處申請選任以檢察官以外之人為特
別代理人之修法建議。
(八)第八節：擔保人
透過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之比較，就實務所遭遇之
困境，提出增訂(1)擔保人之責任不因移送機關撤回執行或行政執行處核發債權憑
證而消滅。(2)移送機關再申請對擔保人執行者，應併同原執行案件移送之之修法
建議。
(九)第九節：應同負義務之關係人
透過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之比較，就實務所遭遇之
困境，提出增訂(1)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依法選任之臨時管理人應列為應同負
義務之關係人。(2)經移送機關或行政執行處認定為實際執行其職務者，不服其認
定時，得向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提起異議之訴之修法建議。
(十)第十節：禁止奢侈浪費條款
就修正草案規定內容實務可能遭遇之狀況，提出增訂(1)義務人經宣告破產
者，義務人及掏空義務人公司資產之負責人應有禁止奢侈浪費條款之適用。(2)
行政執行處得以媒體公告方式週知應予配合之第三人，以免無法盡通知之能事。
(3)違反行政執行處禁止命令者，加諸刑事責任。(4)為加強全民監督，明訂獎勵
檢舉制度之修法建議。
(十一)第十一節：法律之適用
透過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之比較，並就實務所遭遇
之困境，提出(1)重新建構行政執行法之立法體例。(2)阻斷民事訴訟法之準用關
係之修法建議。
四、第三章修正草案未規範之問題研析與修法建議：
(一)第一節：第三人異議之訴
透過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之比較，就實務所遭遇之
困境，提出於行政執行處與二個地方法院轄區重疊時，增訂第三人異議之訴管轄
法院之修法建議。
(二)第二節：參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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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之比較，就實務所遭遇之
問題，提出增訂(1)依法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之債權人，經
執行機關通知或公告，仍未於分配表作成前，聲明參與分配，或陳報擔保債權額
者，應認定為無債權。(2)擔保人所擔保之債權依法有優先受償者，對擔保人執行
所得案款，同有優先受償權之修法建議。
(三)第三節：債權憑證
透過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之比較，就實務所遭遇之
困境，提出增訂義務人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
額仍不足清償債務時，執行機關得依職權發給債權憑證之修法建議。
(四)第四節：責任財產之執行方法與程序
透過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之比較，就實務所遭遇之
困境，提出增訂(1)關於動產之執行應比照修正草案第25條規定，於適當處增訂排
除強制執行法關於拍賣次數之限制。(2)關於其他財產權之執行，對於總公司(機
構)核發執行命令者，其效力及於其分公司(分支機構)之修法建議。
(五)第五節：強制執行障礙事項
透過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之比較，就實務所遭遇之
問題，於法院裁定義務人破產及重整者，行政執行處應作相同之退案處理，提出
建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咨詢委員會評估是否變更原決議之建議。
(六)第六節：自助行為
透過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之比較，就實務可能遭遇
之困境，提出增訂移送機關及行政執行處得適用自助行為之修法建議。
五、第四章結論
就全篇報告總結其論。

第二章

第一節

行政執行法修正草案已規範
之問題研析與修法建議

執行機關與管轄權

第一項 民事強制執行
執行機關者，行使國家強制執行權之國家機關18 。強制執行法第1條規定：「民事強
制執行事務，於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設民事執行處辦理之。」是為「職務管轄」19 ，可知我
國民事強制執行係採一元化執行機關制。據此規定，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設民事執行處即為
民事強制執行事務之專責機關20 。
所謂民事訴訟管轄，係指依法律之規定，將一定之訴訟事件，分配於各法院之標準也
18.參照學者陳計男著，《強制執行法釋論》，2002年8月初版第1刷，頁33。
19.所謂職務管轄係指以法院之種類為標準而定之管轄，或指依法院職務之種類依其審級而定之管轄。參照學者賴來焜
著，《強制執行法總論》，2007年10月初版第1刷，頁148。
20.併參照司法院大法官42年5月15日釋字第16號解釋：「強制執行僅得由法院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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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據此可知，民事強制執行之管轄，係指依法律之規定，將一定之民事強制執行事件，

分配於各法院之標準，包括職務管轄、土地管轄、選擇管轄等。其中職務管轄已如前述，
而土地管轄，又稱為普通法院管轄，係指民事強制執行事件，執行債務人應受或得受某執
行法院執行之權利義務22。選擇管轄則係指同一強制執行，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債權人得
向其中一法院聲請。民事強制執行之管轄規定於強制執行法第7條，茲摘錄如下：
一、第1項：
強制執行由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之法院管轄。
二、第2項：
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不明者，由債務人住、居所、公務所、事務
所、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三、第3項：
同一強制執行，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債權人得向其中一法院聲請。
四、第4項
受理強制執行事件之法院，須在他法院管轄區內為執行行為時，應囑託該法院為之。
關於強制執行事件之管轄法院，於64年修正以前，解釋上認為應由執行名義成立地之
地方法院管轄，蓋債權人於聲請為強制執行之前，必須先取得執行名義，而執行名義上之
債務人必有其法院審判籍。64年及85年修正後，即現行強制執行法第7條第1項規定內容。
其理由在於強制執行通常多以「對物執行」為原則23。
第二項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
行政執行法第4條第1項但書規定：「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移送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之。」 24據此規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即
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之專責機關，此一專責機關制度之設計，為世界首創之立
法例25，經過行政執行署、處近9年努力執行實證，執行績效遠勝由地方法院財務法庭執
行時期，成果斐然26 。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之管轄規定於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20條，因此無須依
行政執行法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7條規定。經對照其條文，應係參照前揭強制執行法
第7條之規定。究其二者之差異，除將強制執行法第7條第1項與第3項合併規定於行政執行
法施行細則第20條第1項外，施行細則第20條第1項並無「應為執行行為地」之文句。查
「應為執行行為地」應係適用於強制執行法第四章關於行為及不行為請求權之執行 27 ，而
非適用於第二章關於金錢請求權之執行。據此，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即無「應為
執行行為地」之概念。
21.參照學者王甲乙、王建華及鄭健才三人合著，民事訴訟法新論，92年8月印行，頁12。
22.參照學者賴來焜著，同註19，頁149。
23.參照學者賴來焜著，同註19，頁150。
24.併參照司法院大法官92年5月2日釋字第559號解釋末段。
25.參照學者楊與齡著，《強制執行法論》，96年9月修訂版，頁710。
26.全國地方法院財務法庭自79年至88年，10年間徵起605億餘元，平均每年徵起60.5億餘元，其中以86年徵起87億餘元
最高，83年徵起41億餘元最低，參閱李處長清友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91年碩士論文《論公法上金錢給付
義務之強制執行》，頁66，下載自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而全國行政執行處自90年至97年，8年間徵起達1,691億餘
元，平均每年徵起211億餘元，其中以97年徵起297億餘元最高，90年徵起59億餘元最低，幾乎逐年增加。另98年1至
10月累計徵起金額約229億元，已超過平均年徵起金額。參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網站統計園地(98年11月16日)。
27.參照學者賴來焜著，同註19，頁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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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問題研析與修法建議
綜上所述，民事強制執行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關於管轄權之規定應無不
同。惟基於「管轄法定原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關於管轄之原則允宜規定於
行政執行法，而非其施行細則。修正草案業已將施行細則第20條現行條文，移列至第11條
第2項及第3項，其作法應屬正確。茲將修正草案第11條規定摘錄如下：
一、第1項：
行政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事件，由行政執行處之行政執行官命執行書記官督同執
行員辦理之。
二、第2項：
行政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應由執行標的物所在地之該管行政執行處管轄；其不
在同一行政執行處轄區者，得由其中任一行政執行處管轄。
三、第3項：
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不明者，由義務人之住所、居所、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所
在地之行政執行處管轄。
四、第4項：
行政執行處遇有急迫情形，得於管轄區域外為必要之職務行為。
五、第5項：
行政執行處對於受移送之執行事件雖無管轄權，在移轉管轄前，如有急迫情形，應於
其管轄區域內為必要之處置。
茲依據前揭修正草案規定，提出相關問題與修法建議，析述如下：
一、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是否仍須「囑託執行」？
按前揭修正草案第4項規定：「行政執行處遇有急迫情形，得於管轄區域外為必
要之職務行為。」並未將施行細則第20條第3項關於「囑託執行」之規定一併移列。
據此修正條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是否仍有「囑託執行」之適用，即生有
疑義。參照第4項修正說明：「行政執行事件移送於有管轄權之行政執行處後，原則
上該處應於轄區內執行其職務，但遇有急迫情形，或有於管轄區域外執行其職務之必
要者…。」足見除「有急迫情形」外，仍不得越區執行。但查，應於轄區外為執行行
為者，尚非均有急迫情形。例如，薪資債權，依社會通例，一般人係每月支領薪資一
次，要難謂有急迫情形。從而，行政執行處似仍有囑託管轄之行政執行處為執行行為
之必要。就不動產之執行，亦同。
二、何謂「有急迫情形」？應屬「不確定法律概念」28 ，將來適用時恐生認定上之疑義。
查任何執行行為均可能有急迫之情形發生。蓋義務人隨時均可能移轉其動產、不
動產所有權或讓與其債權。從而，得越區執行者，是否僅限於修正草案說明所示之拘
提及對第三人「金錢債權」之執行？有無包括動產、不動產、對第三人金錢債權以外
之其他財產權，甚至船舶、航空器等之執行？非無疑問。依筆者辦理公法上金錢給付
義務行政執行之實務經驗，執行標的物以義務人之其他財產權為大宗，諸如：金融機
構存款、薪資(俸給)、集保股票、保險利益、租金、貨款、工程款、保證金、保固金
等請求權；不動產次之；動產最少。依實務及學者多數說之見解，所謂執行標的物所
28.參照學者吳庚著，《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9版，頁111至132。法規之用語係屬涵意不確定，或有多種可能之
解釋，即所謂不確定法律概念。不確定法律概念適用於具體事實關係時，行政機關得自由判斷之情形，謂之為判斷餘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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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於就債務人對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應指第三人住所所在地而言29 。據
此，對於義務人其他財產權之執行亦應由對三人住所、營業所或事務所所在地之執行
機關為之。如貫徹管轄法定原則，囑託執行案件勢必大增，因此，第4項修正目的除
「為避免因囑託執行之時間落差而造成義務人脫產之結果」外，尚包括「以目前通
訊發達情況，並為節省囑託執行所須勞費。」30 惟對於義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並非均
「有急迫情形」，已如前述。且何謂「有急迫情形」？應屬「不確定法律概念」，將
來適用時恐生認定上之疑義。從而，修正草案僅以「有急迫情形」，作得於管轄區域
外為必要之職務行為之要件，恐尚未發揮「節省囑託執行所須勞費」之效果，即生爭
議在先。
三、是否應維持由執行標的物所在地之該管行政執行處管轄之原則？
查強制執行通常多以「對物執行」為原則，已如前述。據此，現行管轄權之規定
應係著眼於「執行便利」。蓋債務人或義務人不履行其義務於先，始須由執行機關強
制執行於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具有濃厚公益性質，更有理由以「執行便
利」作為管轄規定之考量。「執行便利」可從二層面加以思考，其一為「移送執行」
之便利性；其二為「強制執行」之便利性。
基於「移送執行」之便利性，允宜規定移送機關之案件一律移送至其「機關所在
地」 31之行政執行處執行。蓋依現行規定，同一移送機關均可能將所承辦之案件移送
至全國13個行政執行處執行，而移送機關承辦人態半不諳管轄規定，誤以為所有案件
均應移送其機關所在地之行政執行處管轄，致無管轄權之行政執行處尚須依規定32 移
轉予有管轄之行政執行處，虛耗人力、物力。且如此規定，可使移送機關與該管行政
執行處業務聯繫更加緊密，將有助於行政執行業務之推動。
基於「強制執行」之便利性，允宜突破現行管轄地域(即土地管轄)之限制，規定
行政執行處之執行行為，包括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財產權等之執行，均不受管轄區域
限制，但囑託其他行政執行處執行較節省勞費者，應囑託其他行政執行處為之。理由
臚列如下：
(一)對義務人而言：
義務人之財產由甲行政執行處或由乙行政執行處執行，其結果並無不同，如
未因此增加應由義務人負擔之執行必要費用，尚無損於其權益。況義務人無財產
可供執行者，事所恆見，依現行實務作法，一般案件33 之義務人無財產可供執行
者，係以書面通知義務人繳納，書面通知並無須受限於管轄地域。而現行繳納方
式多樣化 34，義務人無須親至行政執行處，亦能輕鬆便利繳款。
29.參照司法院74年6月29日(74)民廳民二字第497號函復台灣高等法院。
30.參照行政執行法修正草案第11條第4項說明。
31.各國稅分局、稽徵所、監理站、中央健康保險局各縣市聯絡辦公室等雖無移送機關之名，卻有移送執行之實，允宜將
其視為移送機關，得免各區國稅局或監理所之案件均集中移送某一行政執行處管轄。
32.參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頒訂之「行政執行案件移轉管轄注意事項」。
33.依現行規定，移送金額100萬元以上者為特專案件；20萬元以上，未滿100萬元者為執專案件；未滿20萬元者為一般案
件，又稱為普案，其案件數占最多數。參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頒訂之「行政執行案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
因專案及特專案件標準過低，恐影響結案進度，筆者於98年11月23日署長蒞臨宜蘭行政執行處視察，並督導辦理滯欠
大戶座談會時，曾提興革意見，建議行政執行署研議是否提高標準。
3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於97年6月1日起推行便利商店代收行政執行案款，民眾若欠繳未滿2萬元之綜合所得稅、營業稅、地
方稅而移送行政執行，可持行政執行處發出之傳繳通知書，於繳款期限內至統一、全家、萊爾富、OK四大便利商店全
國門市繳款，方便又省時。參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網站，網址《http://www.tpk.moj.gov.tw/mp0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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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行政執行處而言：
1.執行標的物為其他財產權：
實務上義務人之財產以其他財產權為大宗，已如前述，其他財產權又以金
融機構之存款債權為主要。誠如修正草案說明所載：「目前通訊發達…」35，
對於其他財產權之執行實無必由第三人所在地之行政執行處執行之理由。且金
融機構為因應各行政執行處大量核發執行命令，部分已於總行設置專責部門36
，其作法對於執行頗具經濟效益，如行政執行處再固守現行管轄規定，則因現
行金融機構總公司大部分設於台北行政執行處轄區內，從而，加諸台北行政執
行處之囑託執行案件恐非該處所能負荷。
2.執行標的物為動產、不動產或拘提案件：
按動產之查封除由義務人自行送交行政執行處為之外，應由執行人員至動
產所在地以占有方式為之；不動產之查封，則必至執行標的物所在地為之，並
實地調查使用現況；拘提則須至義務人所在地為之。總言之，其執行均須執行
人員至某地為之，始能達成執行目的。依現行行政執行處轄區劃分，某地雖在
甲行政執行處轄區內，但由無管轄權之乙行政執行處執行，有時卻無不便，甚
且益加便利。以台北縣坪林鄉、汐止市為例，前者為台北行政執行處轄區，後
者為士林行政執行處轄區，但北宜高速公路通車後，宜蘭行政執行處至該二地
執行，其便利性更甚於至基隆地區37，且較之有管轄權之台北及士林行政執行
處亦無不便，自無須囑託執行。惟執行必要費用最終係由義務人負擔，強制執
行仍須本於比例原則，考量成本，忌以大砲打小鳥。從而，行政執行處如評估
囑託執行需費較低時，自然仍以囑託執行為宜。例如，由宜蘭行政執行處執行
人員遠至高雄市執行，即顯然不宜。
四、修法建議：
為突破現行管轄規定之執行限制，俾增進執行效能，建議修正草案第11條，除第
1項規定保留外，第2項修正為：「行政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應由主管機關所在
地之該管行政執行處管轄。」第3項修正為：「行政執行處得於轄區外為執行行為。
但由管轄之行政執行處執行，需費較少者，應囑託該管行政執行處執行。」第4項刪
除，第5項保留，遞移為第4項。

第二節

聲明異議

第一項 民事強制執行
聲明異議係執行程序之救濟方法，指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請求執行機關將其所為一定
之行為，或不為一定之行為予以變更或撤銷之意思表示。民事強制執行關於聲明異議規定
強制執行法第12條，茲摘錄如下：
35.法務部刻正大力推動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以電子公文送達執行命令予第三人，即藉通訊之發達而為之。
36.諸如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聯邦商業銀行、新加坡商星展銀行等。
37.宜蘭行政執行處轄區包括宜蘭地方法院及基隆地方法院轄區，其行政區包括：宜蘭縣、基隆市及95年1月1日由板橋行
政執行處劃歸宜蘭行政執行處之台北縣金山鄉、萬里鄉、瑞芳鎮、平溪鄉、雙溪鄉及貢寮鄉，宜蘭縣以外之地區泛稱
為基隆地區，其案件數及移送金額占全處約6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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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項：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
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
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但強制執行不因而停止。
二、第2項：
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
三、第3項：
不服前項裁定者，得為抗告。
茲據前揭規定析述如下：
一、聲明異議之主體：
聲明異議之主體包括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當事人包括債權人及債務人。實務見
解認為聲明異議得由債權人依民法第242、243條規定代位行使38。
二、聲明異議之事由：
聲明異議之事由有四，但互相關聯，實際上難以嚴格劃分：
(一)對於強制執行之命令。
所謂強制執行命令，係指執行法院關於執行程序所發之各種命令。
(二)對於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
所謂對於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係指執行人員實施強制執行時所施之手段。
(三)對於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
所謂對於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係指執行機關實施強制執行時，依法令
應遵守之程序。
(四)對於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
所謂對於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係指前三項以外，任何違反強制執行程序之
規定而侵害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利益之情事。
三、聲明異議之提出方式與時期
聲明異議得以書狀或言詞，於執行程序開始後，終結前提出之。對於執行標的物
之執行程序聲明異議者，其所謂執行程序終結，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之強制執行程序
終結；對於執行名義聲明異議者，其所謂執行程序終結，係指執行名義之執行程序終
結39 。
四、聲明異議之處理
(一)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2項規定，聲明異議由執行法院裁定之。由執行法官自行
裁定，亦為法之所許40 。執行法院認聲明異議不合法或無理由時，應以裁定駁回
之；認聲明異議合法或且有理由時，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將原處
分或程序撤銷或更正之。
(二)不服執行法院駁回之裁定者，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3項及辦理強制執行事件
應行注意事項第5項第(一)款規定，於1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抗告。
(三)執行法院認抗告不合法者，應以裁定駁回之；認抗告為合法且有理由者，應將原
38.參照學者楊與齡著，同註25，頁199。
39.參照司法院33年院字第2776號解釋。
40.參照司法院29年院字第2000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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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或程序撤銷或更正之；認抗告合法但無理由者，應速將執行卷宗送交抗告法
院。
(四)抗告法院認抗告不合法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並不得再為抗告41；認抗告合法且
有理由者，應廢棄原裁定，非有必要，不得命原執行法院更為裁定42 ；認抗告合
法但無理由者，亦應以裁定駁回之。後二者均得再為抗告，但應以其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為理由，並經原法院之許可43 。
第二項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之聲明異議規定於行政執行法第9條，茲摘錄如下：
一、第1項：
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
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
二、第2項：
前項聲明異議，執行機關認其有理由者，應即停止執行，並撤銷或更正已為之執
行行為；認其無理由者，應於10日內加具意見，送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於30日內決定
之。
三、第3項：
行政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聲明異議而停止執行。但執行機關因必要情
形，得依職權或申請停止之。
茲據前揭規定析述如下：
一、聲明異議之主體：
聲明異議之主體包括義務人及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並不包括移送機關，如移
送機關對執行程序、方法認有不妥，宜與執行機關以協商方式處理，不宜向執行機關
聲明異議44 。此迥異於民事強制執行之債權人得聲明異議。
二、聲明異議之事由及提出方式與時期，均與民事強制執行相同，已如前述，茲不贅述。
三、聲明異議之處理45：
(一)執行機關認聲明異議有理由者，應即停止執行，並撤銷或更正已為之執行行為。
(二)執行機關認聲明異議無理由者，應於10日內加具意見，送直接上級主管機關46於
30日內決定之。
(三)直接上級主管機關認聲明異議有理由者，依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1項前
段及第2項規定，應命執行機關停止執行，並撤銷或更正已為之執行行為，以書
面通知原執行機關及異議人。
(四)直接上級主管機關認聲明異議無理由者，依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1項後
段及第2項規定，應附理由駁回之，並以書面通知原執行機關及異議人。
(五)聲明異議不合法應如何處理，行政執行法並無明文，為保障人民之權益，實務上
41.參照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86條第2項規定。
42.參照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2條規定。
43.參照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86條第4項規定。
44.參照法務部90年10月19日法90律字第034217號函。收錄於學者楊與齡著，同註25，頁742、743。
45.詳細流程參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頒訂之《行政執行署、處聲明異議案件之處理流程》，收錄於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編
著，《行政執行相關法令規章彙編》，97年10月版，頁355至364。
46.依行政執行法第4條規定，行政執行處之上級機關即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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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將聲明異議無理由擴張解釋，將聲明異議不合法視為聲明異議無理由駁回之
47。
(六)對於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駁回聲明異議之決定，實務認為應不得聲明不服48。惟多
數學者對實務見解持反對意見49。
第三項 問題研析與修法建議
綜上所述，強制執行法與行政執行法對於聲明異議之處理，最大不同在於：
一、民事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係執行法院自為裁定；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並非由
行政執行處自為決定，而須送直接上級機關，即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決定之。
二、民事強制執行聲明異議，執行法院所為駁回之裁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循抗告、
再抗告程序，對之聲明不服；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所為之決定，卻不得對之聲明不服。
修正草案業將現行條文第9條，移列至第8條第1項、第2項及第4項，並增訂第3項。茲
將修正草案第8條規定摘錄如下：
一、第1項：
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
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
二、第2項：
前項聲明異議，執行機關認其有理由者，應即停止執行，並撤銷或更正已為之執
行行為；認其無理由者，應於10日內加具意見，送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於30日內決定
之。
三、第3項：
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聲明異議之決定，不得聲明不服。但對下列執行行為所為
之異議決定，如有不服，得逕行提起行政訴訟：
一、命繳納代履行費用及其他應繳納之執行費用。
二、科處怠金。
三、限制住居。
四、拒絕終止執行之申請。
五、無執行名義或逾越執行名義所為之執行。
四、第4項：
行政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聲明異議而停止執行。但執行機關因必要情
形，得依職權或申請停止之。
茲依據前揭修正草案規定，提出相關問題與修法建議，析述如下：
一、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聲明異議之處理程序究係維持現狀或比照強制執行法規
定為宜？
查各行政執行處受理未結之執行案件無不爆量50，姑不論利害關係人，義務人聲
47.參照台北行政執行處行政執行官林綺文、范竹英、吳婉泠三人合撰，《行政執行之救濟制度-以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行政執行之聲明異議為中心》，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台北行政執行處97年度自行研究報告，頁8。
48.參照林綺文、范竹英、吳婉泠三人合撰，同註47，頁14至16，仍有部分高等行政法院就具體個案認應得據此行政訴
訟。
49.參照林綺文、范竹英、吳婉泠三人合撰，同註47，頁16至19。
50.各行政執行處各年度新收及終結件數請參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網站「統計園地」，同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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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異議者，即不在少數，其聲明異議件數非執行法院所得比擬。經統計，自90年1月1
日全國12個行政執行處成立51，至94年12月止，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受理聲明異議案件
計有1,547件，其中撤銷原執行程序者67件；部分撤銷、部分駁回者5件；駁回者1,402
件；其他43件。聲明異議駁回最多者係聲明異議人對於實體問題(即基礎處分)聲明不
服，其理由不外乎基礎處分不成立、不存在、非課稅之主體、行政救濟程序尚未終結
等等。其次為實體問題之基礎處分送達不合法。再其次為對於已終結之執行行為聲明
異議52。據此可知，實務上大部分義務人係對實體事項而為聲明異議，其或不瞭解執
行程序及法律規定而聲明異議，經執行人員說明，或由行政執行處函復說明後，多能
接受，仍再異議者，其件數已大為減少。類此情形，各行政執行處如均恪遵規定送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決定，豈非虛擲人力、物力？
次查，聲明異議向執行機關提起，賦予執行機關有自我反省之功能，如認為有理
由固應撤銷已為之執行行為，如認無理由時，須加具意見書，送請上級機關決定。據
此，聲明異議亦有強化行政內部系統功能53。揆諸訴願乃主張權利或利益遭受行政處
分損害之人民，向原處分機關之上級機關或原處分機關本身請求救濟之方法，訴願程
序亦係行政體系內部「自我的救濟程序」54。兩相比較，行政執行法所為聲明異議處
理程序似仿訴願制度而來。惟參照行政執行法第9條之立法理由，本條文係依照強制
執行法第12條，明定聲明異議事由，為何其處理程序卻未一併參照強制執行法相關規
定，而仿訴願制度？筆者以為，行政執行處所為之執行行為性質與民事強制執行較為
接近，多涉及事實行為，而與一般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多涉及實體法上事項迥
異。因此，聲明異議之處理程序允宜比照強制執行法相關規定為之。如此，既無損於
異議人之權益，尚可大量減少上級機關處理無關執行程序之聲明異議，並減輕行政執
行官及執行書記官辦理聲明異議業務之時間壓力55。
二、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聲明異議之決定，究採全面不得聲明不服？或全面得聲明不
服？或得就重要事項聲明不服？其得聲明不服者，又應如何聲明不服為宜？
查異議人對上級機關所為異議之決定，得否聲明不服？以何方式聲明不服？考諸
現行實務及學說容有三種見解56 ：
(一)不得聲明不服，此為目前行政執行及行政訴訟實務之普遍見解。
(二)得聲明不服，但應依訴願程序請求救濟。
(三)得聲明不服，但應依行政訴訟程序請求救濟。
前揭第一項見解，有違訴訟權之保障，侵害訴訟權核心領域；後二項見解，
賦予當事人訴訟權，保障訴訟權核心領域，為進步之法制。研究生周大舜基於5
大理由 57 ，強烈主張對聲明異議決定不服者，得逕向高等行政法院抗告，對抗
51.士林行政執行處係於95年1月1日成立。
52.參照研究生周大舜著，東海大學法律學系94年度碩士論文《行政強制執行救濟途徑之研究-以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為
中心》，頁7，下載自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
53.參照周大舜著，同註52，頁100。
54.參照學者吳庚著，《行政爭訟法論》97年修訂第4版，頁355及359。
55.按現行規定，執行書記官應於聲明異議後3日內製作執行報告經過書；行政執行官審查聲明異議不合法或無理由者，
應於聲明異議5日內製作審查意見書，並將聲明異議狀、執行報告經過書及審查意見書，連同卷宗送請處長於聲明異
議後7日內核定，再於聲明異議後10日內將聲明異議卷宗及執行卷宗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審查。
56.參照周大舜著，同註52，頁128。
57.5大理由包括：(1)符合法官保留原則，即法院有說最後一句話之權限。(2)因案件量龐大，以抗告方式請求救濟，符合
經濟原則。(3)行政執行行為大都為程序事項。(4)抗告程序較省時省力。(5)強制執行原則不停止執行，如實質審查，
恐有遲來之正義非正義之譏。參照周大舜著，同註52，頁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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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而台北行政執行處97年度自行研究報告58 結論建議：
「對於執行機關之執行措施不服者，得向該管高等行政法院聲明異議，由高等行
政法院以裁定為之，不服裁定者，得向最高行政法院為抗告。」至現任高雄行政
執行處行政執行官張哲榮除建議能仿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使移送機關
亦得聲明異議外，另建議於行政執行法第9條(修正草案第8條)第3項增訂：「異
議人對前項決定得提起行政訴訟。」59現任高雄行政執行處處長李清友見解似與
前揭張行政執行官相同，並建議：「為避免爭議，究以修法明定，才能徹底解
決。」60
次查，修正草案第8條第3項雖將得逕提起行政訴訟之情形限縮在5種「涉及
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實體權利，且得單獨作為執行名義之行政處分」61，但在各
行政執行處行政執行官人力有限情形下，要難於應付龐大之執行案件之餘，再分
身應付為數恐怕不在少數之聲明異議行政訴訟，包括研究對造之書狀、閱卷、撰
寫答辯狀、開庭等。且未全面給予異議人救濟途徑，恐有違本文所舉各家研究報
告與論文對訴訟權保障之殷切建議。從而，似以研究生周大舜君建議較為可採。
三、修法建議：
為解決實務上處理聲明異議之困難，並兼顧義務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建議修
正草案第8條修正如下：
(一)第1項保留。
(二)第2項：
前項聲明異議，執行機關審核不合法，而無法補正，或未依通知補正者，逕以書
面駁回之。異議人不服駁回之處分者，得再聲明異議。執行機關審核聲明異議合
法，但無理由者，亦同。
(三)第3項：
執行機關審核聲明異議合法，且有理由者，撤銷或更正已為之執行行為，並以書
面通知異議人。
(四)第4項：
異議人依第2項規定再聲明異議者，無論是否合法，有無理由，均應送請上級機
關決定之。異議人不服上級機關之決定者，得向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抗告。不服
抗告裁定者，不得再抗告。

第三節

代位權及撤銷權

關於民事債權人所得行使之民法第242條規定之代位權與第244條規定之撤銷權。公法
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得否類推適用，由移送機關行使之，似有疑義。依同一法理，應
無不可。為杜爭議，修正草案第10條增訂：「主管機關為保權行政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
58.參照林綺文、范竹英、吳婉泠三人合撰，同註47，頁38至39。其理由為：以符合大法官釋字第243號解釋文所揭櫫
「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理，使行政執行在遵守正當法律程序方面之整體公信力得以確實彰顯。
59.參照氏著，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論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中行政執行處之定位》，頁180至
181，下載自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其理由為：使行政執行處之執行措施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之聲明異議決定適法
性，能接受司法審查，以落實程序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基本權利之保障。
60.參照氏著，同註26，頁156。
61.參照修正草案該條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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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於移送執行前或執行中均得準用民法第242條至245條規定。」茲依據修正草案規定，
提出相關問題與修法建議，析述如下：
一、主管機關於行使代位權或撤銷權時，如同時有聲請假處分之必要，是否須依規定提供
擔保？
依筆者曾任職金融機構辦理民事強制執行經驗，常見債務人不動產脫產之方式有
下列三種：
(一)以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為所有權移轉或抵押權設定登記，即俗稱之假買賣(包括買賣
之債權行為及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或假設定(包括消費借貸之債權行為及抵押
權設定之物權行為)。
(二)以贈與方式(無償行為)為所有權移轉登記。
(三)以有償行為方式為所有權移轉或抵押權設定登記，即所謂真買賣或真設定。
前者，債權人得依民法侵權行為法則或行使物上請求權之代位權，請求第三人塗
銷登記62(依據民法第113、184、242、243、767條等規定)；後二者，債權人得依民法
第244、245條等規定提起撤銷贈與、買賣、消費借貸及抵押權設定等行為，並塗銷所
有權移轉登記或抵押權設定登記之訴。於債務人所為之行為真假莫辨時，為求訴訟經
濟及避免逾除斥期間而失權，係以前者為先位聲明，後者為備位聲明。但前列三種情
形，相對人於所有權移轉或抵押權設定登記後，均可能再將其物權移轉，或行使其抵
押權。民法第244條第4項規定：「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
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
限。」因此，轉得人為善意時，撤銷權之效力即不及於該轉得人，債務人當無從對於
轉得人行使物上請求權。於此情形，債權人撤銷債務人所為物權行為即欠缺權利保護
要件63。查知或不知係主觀之意思，從而，債權人要證明「轉得人於轉得時知有撤銷
原因」，實有其困難，此部分常為原告敗訴之所在。為免與債務人為法律行為之相對
人再將其權利移轉，因難以證明轉得人於轉得時為惡意，而遭敗訴判決，實務上債權
人依法提起前揭訴訟前，率先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假處分，禁止相對人，即買受人、受
贈人或抵押權人就系爭標的物為移轉、讓與登記或行使抵押權。
查主管機關代位義務人行使之權利概為民事上之權利，諸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
求權、物上請求權等；所要撤銷之義務人所為之法律行為，亦多屬民事法律行為，諸
如贈與行為、買賣行為、抵押權設定等行為；所要請求者無非塗銷所有權移轉或抵押
權設定登記等。據此，債權人所提之訴訟應係民事訴訟而非行政訴訟。從而，如擬聲
請假處分亦應依據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為之，而非行政訴訟法64。據此，主管機關如
擬聲請假處分，亦應準用其規定辦理。
按聲請假處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33條準用第526條規定，債權人就請求及假處
分之原因，應釋明之(第1項)。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
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第2項)。請求及假處分之原
因，雖經釋明，法院亦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第3項)。實務上法院為假扣押
裁定多以債權人主張之債權額三分之一供擔保；而為假處分裁定多以禁止處分之標的
62.參照學者王澤鑑著，《民法總則》，2004年3月出版，頁389至391。
63.參照學者孫森焱著，《民法債編總論下冊》，93年1月修訂版，頁672至673。
64.參照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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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現值總額供擔保65。
查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2項規定：「前項欠繳應納稅捐之納稅義務人，有隱匿或
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稅捐機關得聲請法院就其財產實施假扣押，並免
提供擔保。」其理由在於稅捐機關難於提供擔保之故66，另一理由應係稅捐債權之保
全具有公益性質。基於同一理由，稅捐機關基於保全稅捐債權行使代位權或撤銷權
時，如同時有聲請假處分之必要，似亦無須提供擔保。而稅捐機關以外之主管機關，
亦應一體適用。
二、修法建議：
為使主管機關行使代位權及撤銷權更具實效，建議修正草案第10條增訂第2項：
「主管機關行使前項規定之權利時，如有聲請假處分之必要者，免提供擔保。」

第四節

限制住居

第一項 民事強制執行
為強化執行之績效，強制執行法於85年10月修正時，特參考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3項
規定，於第22條增訂第3項及第4項關於限制住居之規定，其立法理由係以之作為債務人有
應受拘提事由時之輔助方法 67。限制住居係限制債務人住居一定之地域，使其不得遷徙或
出國，非經執行法院許可，不得離開住居之地域，乃憲法第10條遷徙自由之限制。茲析述
如下：
一、限制住居之要件：
依強制執行法第22條第3項規定，限制住居須有法定事由及必要。強制執行法就
限制住居之債權金額並未設限，但基於比例原則，執行法院宜於衡量有無限制住居必
要時審酌之。限制住居其法定事由，即同條第1項規定，執行法院得拘提債務人之部
分事由，包括：
(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者。
(二)顯有逃匿之虞者。
(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者。
(四)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法官或書記官拒絕陳述者。
(五)違反第20條之規定，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
二、限制住居方式：
限制債務人住居方式，依強制執行法第22條第4項及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
事項第11項第(三)款規定，包括限制出境在內，執行法院為此處分時，應通知該管戶
政、警察機關限制債務人遷徙，另通知入出境管理機關 68限制其出境，並通知債務
人。俾由有關機關協助管制，發揮實際功效。
三、限制住居之解除要件與方式：
限制住居為間接執行方法，其目的在於防止債務人逃匿，以利執行程序之進行，
因此，並無期間之限制。解除限制住居之要件包括強制執行法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
65.標的物如係土地，則以當年度公告現值；如係房屋，則以當期評定價格計之。
66.參照學者陳清秀著，《稅法總論》，2008年11月五版第1刷，頁631。
67.參照學者楊與齡著，同註25，頁265。併參照學者賴來焜著，《強制執行法各論》2008年4月初版第1刷，頁1。
68.主管機關原為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國管理局，96年1月2日改制為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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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已提供相當之擔保，另包括強制執行程序終結，縱因核發債權憑證終結，亦同 69。
其方式與前揭限制住居相同，茲不贅述。
第二項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基於與民事強制執行同一考量，亦有限制住居之相關規
定，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1項規定：「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執行處得命其提供
相當擔保，限期履行，並得限制其住居：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二、顯有
逃匿之虞。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四、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
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五、經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六、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
而不到場。」第17條第2項規定：「前項義務人滯欠金額合計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不得
限制住居。但義務人已出境達二次者，不在此限。」茲據其規定析述如下：
一、限制住居之要件：
比較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1項、第2項與強制執行法第22條第3項規定，關於限制
住居之法定事由與要件異同如下：
(一)前三款事由相同。
(二)第四款事由較強制執行法規定略為擴張。所謂執行人員包括行政執行官、執行書
記官及執行員。
(三)第五款事由約略相同。但執行法院命債務人報告財產狀況之範圍限於「該期間屆
滿前一年內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狀況」。而行政執行處命義務人報告財產狀況之
範圍較廣，並無該等限制。
(四)第六款事由則為強制執行法之所無，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實務多援引該
款，作為限制住居事由。
(五)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2項係98年4月29日修正施行後之新要件，已於本報告「緒
論」提及立法背景。因此，義務人除已出境達二次者，無滯欠金額限制外，滯欠
金額合計未達新臺幣10萬元者，不得限制住居70 。此與強制執行法並無金額限制
尚有不同。邇來民意高張，據悉立法委員已另提案修正行政執行法，增加限制住
居之限制71 。其修正結果恐將衝擊執行績效。
二、限制住居方式：
限制義務人住居方式，包括限制出境，其方式係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協助
管制，並副知債務人。亦包括限制出海，其方式係函請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案巡防總
局協助管制72，並副知債務人。另包括限制辦理戶籍變更登記，其方式係通知各戶政
事務所限制債務人辦理戶籍變更登記，至於「房屋所有權人」申請將債務人為遷出登
記時，如戶政事務所本諸權責審認符合戶籍法規定而准予受理遷出登記時，請同時函
69.參照學者楊與齡著，同註25，頁266。
70.依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現行規定，滯納金額在30萬元以下者，限制出境(海)須報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同意後為之。
71.依據立法院第7屆第4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98年11月25日第21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所載，立法委員羅淑蕾等36人提
案修正第17條第1項第1款為：「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但遺產繼承人已按其法定應繼分繳納遺產稅者，不
得限制其住居。」另增訂行政執行法第3項：「第1項關於稅捐事件之限制住居執行，個人欠繳已確定之應納稅捐在新
台幣100萬元以下，營利事業負責人欠繳已確定之應納稅捐在新台幣200萬元以下者；其在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個人
欠繳應納稅捐在新台幣150萬元以下，營利事業負責人欠繳應納稅捐在新台幣150萬元以下者，行政執行處不得限制其
住居。」
72.參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92年12月26日行執一字第0926001040號函。引自學者楊與齡著，同註25，頁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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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辦理債務人遷入登記之戶政事務所，告之債務人已被限制住居而應繼續限制其為戶
籍之變更登記，併請即將義務人遷出及遷入地址、時間通知原限制義務人出境之行政
執行處，以利執行人員及時掌控義務人之行蹤73 。
三、限制住居之解除要件與方式：
限制住居亦如同民事強制執行，並無期間之限制。解除限制住居之事由亦包括核
發債權憑證結案74 。當然包括移送機關撤回執行及行政執行處依法予以退案等終結情
形。亦包括依據行政執行法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22條第3項但書規定，已提供相
當擔保之情形75 。
第三項 問題研析與修法建議
查修正草案第27條係現行條文第17條第1項移列並修正，其規定如下：
一、第1項：
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執行處得命其提供相當擔保或限制其住居，並限
期履行：
(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二)顯有逃匿之虞。
(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四)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
(五)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
(七)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二、第2項：
前項情形義務人已提供相當擔保者，行政執行處不得限制其住居；於受限制住居
後，已提供相當擔保者，行政執行處應解除其限制。
茲依據前揭規定，提出相關法律問題與修法建議，析述如下：
一、行政執行處不得限制其住居之事由及義務人於受限制住居後，行政執行處應解除其限
制之事由，是否僅第2項所列「已提供相當擔保」之情形？所謂提供相當擔保之意又
為何？
查限制住居及解除限制住居均涉及人民權利義務，其要件核應以法律明文定之76。執
行案件經執行無著核發債權憑證、移送機關撤回執行及不合法退案而終結時，行政執行處
已限制住居者，應解除其限制，此為事理之當然，尚毋庸以法律明定。此外，是否僅以
「提供相當擔保」為限？實務上，已查封之義務人不動產已足清償移送金額者，行政執行
處不得限制其住居。而義務人專以出海捕漁為生，限制出海將影響其生計者，政執行處應
解除其限制。另所謂「提供相當擔保」者，是否一定須設定擔保物權？例如，不動產設定
抵押權、動產或有價證券設定質權等。實務上，移送機關配合設定擔保物權之意願均不甚
高，蓋牽涉估價及保管等責任問題。如由行政執行處以查封方式為之，應無不可，但仍應
慮及，設定擔保物權有優先受償權，查封則無。
73.參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93年3月12日行執一字第936000199號函。引自學者楊與齡著，同註25，頁791。
74.參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咨詢委員會93年6月21日第52次會議提案二之一決議。
75.參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咨詢委員會92年4月21日第35次會議提案二決議。
76.參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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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法建議：
為明確規範不得限制住居及應解除限制住居之事由，建議修正草案第27條第2項修正
為：「前項情形義務人已提供相當擔保者，行政執行處不得限制其住居；於受限制住居
後，已提供相當擔保者，行政執行處應解除其限制。行政執行處所查封之義務人財產已足
清償移送金額，或限制住居將影義務人生計者，亦同。」

第五節

拘提

第一項 民事強制執行
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為尊重個人人格(所謂人性尊嚴)，並保障人民權利，強制執行以對
於債務人之財產執行為原則，對於債務人之身體自由施以拘束為例外，此於下述之管收亦
同。拘提係為強制債務人到場應訊之處分，在一定期間內限制(剝奪)債務人自由，因具有
強制之性質，須具備一定之條件與法定程序，茲析述如下：
一、拘提之要件：
依強制執行法第21條、22條第1項及第77條之1等規定，執行法院得拘提債務人之
事由，包括：
(一)受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
(二)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者。
(三)顯有逃匿之虞者。
(四)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者。
(五)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法官或書記官拒絕陳述者。
(六)違反第20條之規定，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 者。
(七)執行法官或書記官，為調查不動產之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形或其他權利關係，
得開啟門鎖進入不動產或訊問債務人或占有之第三人，並得命其提出有關文書。
債務人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或提出文書，或為虛偽陳述或提出虛偽之文書者。
二、拘提之機關與程序：
拘提之機關為執行法院，拘提應用拘票，拘票由法官簽名核發，交由執達員執
行，執行之程序準用刑事訴訟法關於拘提之規定。
第二項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亦有強制義務人到場之必要，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3項
規定：「義務人經行政執行處依第一項規定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屆期不履行亦
未提供相當擔保，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強制其到場之必要者，行政執行處得聲請法院裁
定拘提之：一、顯有逃匿之虞。二、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茲據其規定析
述如下：
一、拘提之要件：
(一)義務人經行政執行處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屆期不履行亦未提供相當擔
保。
(二)有拘提事由77 ，即顯有逃匿之虞或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惟強制
執行法第77條之1規定，是否屬之，容有疑議，似以得準用為宜，俾達到執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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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但修正草案第53條規定：「關於本章之執行，除拘提、管收之執行外，本法
未規定者，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應已明確將其排除。
(三)須有強制義務人到場之必要。此為比例原則之要求。強制執行法雖未明文，實務
運作時亦應以其為要件。
二、拘提之機關與程序：
拘提因限制人身自由，依憲法第8條揭櫫之意旨，應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此
於下述之管收亦同。因此，符合法定拘提要件者，行政執行處須聲請法院裁定准予拘
提，並核發拘票。管轄法院為行政執行處所在之地方法院。拘票由法官簽名核發，交
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員執行拘提，執行之程序準用強制執行法、管收條例及刑事訴訟
法關於拘提之規定78 。
三、不服法院所為拘提裁定之救濟方式：
行政執行處及義務人就法院之裁定如有不服，得於10日內提起抗告，其程序準用
民事訴訟法有關抗告程序之規定79。
四、被拘提人之釋放：
行政執行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拘提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執行處應即
釋放義務人：一、義務已全部履行。二、義務人就義務之履行已提供相當擔保。三、
不符合聲請管收之要件。」
第三項 問題研析與修法建議
查修正草案第28條係現行條文第17條第3項、第4項移列並修正，其規定如下：
一、第1項：
義務人經行政執行處依前條規定命其提供相當擔保而未提供，或限制其住居，且
屆期仍不履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強制其到場之必要者，行政執行處得聲請法院
裁定拘提之：
一、顯有逃匿之虞。
二、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二、第2項：
法院對於前項聲請，應於5日內裁定，其情況急迫者，應即時裁定。
次查，修正草案第49條第1項係現行條文第17條第10項移列並修正，其規定為：
「行政執行處、義務人或原聲請人不服法院關於第28條、第30條、第31條、第39條及前
條之裁定者，得於10日內提起抗告；其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抗告程序之規定。」
茲依據前揭修正草案規定，提出相關問題與修法建議，析述如下：
一、法院所為拘提裁定是否須明定得拘提之最低期限？拘票得否作成數通？
查部分法官特重人權，此觀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88號解釋之事件背景即
77.參照司法院大法官94年1月28日釋字第588號解釋：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2項依同條第1項得聲請拘提之各款事由中，
除第1項第2款、第6款：「顯有逃匿之虞」、「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之情形，可認其確係符合比例原
則之必要條件外，其餘同項第1款、第3款、第4款、第5款：「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者」、「就應供強制
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者」、「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者」、「經命其報告財產狀
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規定，顯已逾越必要程度，與前揭憲法第23條規定意旨亦有未符。
78.並參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頒訂之「行政執行處辦理拘提管收應行注意事項」及司法院頒訂之「法院受理行政執行處聲
請裁定拘提管收事件應行注意事項。」均收錄於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編印，《行政執行相關法令規章彙編》，97年10
月版。
79.參照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10項，修正草案第49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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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類此法官雖裁定准予拘提，但所定得拘提期限過短，致行政執行處難於期限
內達到拘提目的，且被拘提人有時行縱飄移80，而有囑託其他行政執行處或警察
機關81 代為執行拘提之必要，如法官所裁定得拘提之期限過短，或僅發給拘票一
通，將難以達到拘提目的。按刑事訴訟法第78條第2項規定：「拘票得作數通，
分交數人各別執行。」行政執行法之拘提允宜比照其規定。
二、行政執行處不服法院駁回拘提之裁定，提起抗告應否繳納裁判費？
不服法院拘提裁定提起抗告者，其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抗告程序之規
定。準用結果，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8規定，行政執行處應繳納裁判費新台幣
1仟元，始合於抗告程式。惟查，行政執行處辦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
具有濃厚公益性質，故而，宜參照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2項，稅捐稽徵機關聲請
假扣押免供擔保之立法理由，於行政執行處抗告時亦免徵裁判費。
三、修法建議：
為確實達到拘提效果，建議於修正草案第28條增訂第3項為：「法院准予
拘提者，所定之拘提期限不得少於1個月。並依行政執行處之聲請發給拘票數
通。」另考量行政執行處提起抗告具有濃厚公益性質，建議於修正草案第49條增
訂第1項但書為：「但行政執行處提起抗告者，無須繳納裁判費。」

第六節

管收

第一項 民事強制執行
拘提係使債務人到場應訊為目的，須解送至一定之處所，拘束自由之時間較短。而管
收係使債務人履行債務為目的，須拘束於一定之處所，並有法定最長時間之限制，因此對
管收之要求應更甚於拘提，其應具備一定之條件與法定程序，茲析述如下：
一、管收之要件：
(一)須有管收事由：
管收之事由除強制執行法第21條82規定不同外，其餘均與前揭拘提事由相同，茲
不贅述。
(二)須無相當之擔保。
(三)須有管收之必要者。
二、管收之機關與程序：
管收之機關為執行法官，管收應用管收票，管收票由法官簽名核發，交由執達員
將應管收人送交管收所83 。管收被管收人準用刑事訴訟法關於 押之規定。
三、管收之期間：
管收期間不得逾3個月，管收期間屆滿，有管收新原因發生時，得再行管收，但
以1次為限。所謂「管收新原因發生」不包括原有原因繼續存在之情形，因此，實務
80.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現設有獎勵檢舉之機制，修正草案第21條已明文增訂，其目的即為透過民眾檢舉，提供義務人行縱
及財產所得資料。
81.參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咨詢委員會92年3月13日第33次會議新增提案三決議：「行政執行處得請警察機關
協助執行拘提。」但參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96年9月11日行執一字第0960005594號函轉送內政部96年8月31日內授警
字第0960871406號函：「不宜命駐衛警方協助執行拘提、管收或強制被管收人同行。」收錄於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編
印，行政執行業務相關令函彙編(二)，98年10月，頁98至101。
82.強制執行法第21條並未如第77條之1定有準用第22條之規定，因此，應不得以其為管收之事由。
83.現行管收所係附設於各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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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對同一債務人管收2次者，尚不多見。
四、管收之禁止與停止：
強制執行法第22條之3規定：「債務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管收，其情形發
生於管收後者，應停止管收：一、因管收而其一家生計有難以維持之虞者。二、懷胎
五月以上或生產後二月未滿者。三、現罹疾病，恐因管收而不能治療者。」
五、被管收人之釋放：
強制執行法第22條之4規定：「被管收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即釋放：一、管
收原因消滅者。二、已就債務提出相當擔保者。三、管收期限屆滿者。四、執行完結
者。」
六、管收之效果：
強制執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履行債務之義務，不因債務人或依本法
得管收之人被管收而免除。」實務上或有質疑，依刑法第46條規定，判決確定前羈押
之日數，以一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為何不法層次84 最高之「刑事不法」得如此
相抵，而不法層次較低之「行政不法」卻不得比照為之？其因在於，管收之目的係在
促債務人自動履行，如能折抵，則債權人之債權經折抵後即無從滿足。而刑法之目的
係在矯正犯罪人之偏差行為，並預防其再犯罪，以保護人民法益，羈押與服刑均係拘
束犯罪人之自由，同可達到其目的之故。
第二項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
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5項規定：「義務人經拘提到場，行政執行官應即訊問其人有無
錯誤，並應命義務人據實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其他必要調查。」第6項規定：「行政執行
官訊問義務人後，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有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處應自拘提時起24
小時內，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二、顯有逃匿之
虞。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四、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
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義務人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
其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第7項規定：「義務人經通知
或自行到場，經行政執行官訊問後，認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而有聲請管收必要者，行政
執行處得將義務人暫予留置；其訊問及暫予留置時間合計不得逾24小時。」據此規定，
茲析述如下：
一、管收之要件：
(一)須有管收事由：
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所定前3款管收之事由與強制執行法第22條第1項前3款規
定均相同，第4款則因應大法官宣告部分管收事由違憲後所增訂85 。
(二)須由行政執行官訊問義務人後認定之。
(三)須有管收之必要。
84.「違法」只表示行為與法律規範之間的對立衝突關係，無程度上輕重不同之問題，亦即並非層升概念。而「不法」有
程度上輕重不同之現象，係一種層升概念。在不法領域存有「民事不法」、「行政不法」與「刑事不法」等 種輕重
程度不同之不法。參這學者林山田著，《刑法通論(上冊)》，增訂九版，2006年4月二刷，頁290。
85.修正草案第30條業已將之刪除。參照司法院大法官94年1月28日釋字第588號解釋：「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2項依同條
第1項規定得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事由中，除第1項第1、2、3款規定：「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者」、「顯
有逃匿之虞」、「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者」，難謂其已逾必要之程度外，其餘同項第4、5、6
款事由：「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者」、「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
者」、「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顯已逾越必要程度，與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不能謂無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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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須義務人未提供相當擔保。
二、管收之機關與程序：
管收與拘提相同，均限制人身自由，因此，符合管收法定要件者，行政執行處須
於自拘提時起24小時內聲請法院裁定准予管收，法院受理管收之聲請後，應即訊問義
務人並為裁定。管轄法院為行政執行處所在之地方法院。法院准予管收者，應核管收
票，由法官簽名後，交由行政執行處，於報告處長後由執行員執行管收。執行之程序
準用強制執行法、管收條例及刑事訴訟法關於拘提之規定86 。
三、管收之期間與提詢：
管收期間不得逾3個月，管收期間屆滿，有管收新原因發生或停止管收原因消滅
時，行政執行處得聲請法院裁定再行管收，但以1次為限。管收期間，行政執行處應
隨時提詢被管收人，每月不得少於3次。
四、管收之禁止與停止：
行政執行法第21條之規定情形與強制執行法第22條之3規定均相同，茲不贅述。
五、被管收人之釋放：
行政執行法第22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執行處即以書面通知管收所釋
放被管收人：一、義務已全部履行或執行完畢者。二、行政處分或裁定經撤銷或變更
確定致不得繼續執行者。三、管收期限屆滿者。四、義務人就義務之履行已提供確實
之擔保者。」
第三項 問題研析與修法建議
查修正草案第31條第2項係現行條文第17條第7項移列並修正，其規定為：「義務人經
通知或自行到場，經行政執行官訊問後，認有前條所定管收之事由，行政執行處得將義務
人暫予留置，並即向法院聲請管收。其訊問及暫予留置時間合計不得逾24小時。」茲依據
修正草案規定，提出相關問題與修法建議分述如下：
一、暫予留置之法律性質為何？其行使程序是否須以法律明文規定？義務人不服暫予留置
處分，除聲明異議外，有無其他救濟途徑？
民事強制執行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關於管收之規定，不盡相同，主要
原因在於執行法院辦理執行業務之法官本身即有管收之權限，而行政執行處並無此權
限，應聲請法院為之。另一差別在於行政執行處之暫予留置權。現行條文第17條第7
項規定：「義務人經通知或自行到場，經行政執行官訊問後，認有前項各款情形之
一，而有聲請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處得將義務人暫予留置；其訊問及暫予留置時間
合計不得逾24小時。」此為暫予留置之法律依據，其制度係我國獨創，應係源於刑事
訴訟法第228條第4項規定之「逮捕前置原則」，於行政執行處不及向法院聲請拘票時
行使之緊急權限87 。修正草案亦保留其規定。
所謂「暫予留置」係指，暫時將義務人留置於一定之處所，與留置前之訊問時間
合計不得逾24小時。查拘提係強制義務人到一定處所之執行行為，義務人到一定處所
後，仍無擅自離去之自由，但其限制自被拘提起算，不得逾24小時。暫予留置之義務
86.並請參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頒訂之「行政執行處辦理拘提管收應行注意事項」及司法院頒訂之「法院受理行政執行處
聲請裁定拘提管收事件應行注意事項。」均收錄於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編印，《行政執行相關法令規章彙編》，97年10
月版。
87.參照姚其聖著，同註9，頁114及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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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亦無擅自離去之自由，得留置之時間自開始訊問起算，同為不得逾24小時。暫予留
置與拘提之差異僅在於，前者係「被動」到一定處所，後者係「主動」到一定處所。
據此，暫予留置亦應係對人身自由之一種限制。但暫予留置權之行使程序為何？義務
人除聲明異議外，有無其他救濟途徑？行政執行法均付之闕如，修正草案亦僅將本條
項規定移列為第31條第2項，略作文字修改，並於第37條增訂：「執行拘提、管收及
暫予留置，應注意義務人之身體及名譽。」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頒訂之「行政執行處辦
理留置應行注意事項」88亦乏其規範。實務運作係由行政執行官訊問自行到處報到之
義務人後，認有管收事由，並有管收必要時，即核發「留置通知單」交予義務人及隨
同到場之親友，並告以事由。
二、修法建議：
筆者以為，暫予留置之性質既與拘提較為類似，亦於必要範圍內短暫限制人民之
人身自由，自宜明定其行使程序與救濟方式。建議參照修正草案第34條關於拘提之規
定，於修正草案適當處89增訂其條文草案如下：
第○條：
暫予留置，應用暫予留置命令90。
暫予留置命令應記載下列事項，由行政執行官簽名：
(一)被留置人姓名、性別、出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所或居所91。
(二)案由、案號。
(三)暫予留置之理由。
(四)開始訊問之年、月、日、時、分及處所。
(五)法律依據。
暫予留置命令一式四份，均由留置人簽名，拒絕簽名者，應記明其事由。其中一份附
卷、一份交由被留置人收執、一份付予被留置人到場之親友、一份付予留置室管理人
員收執。
被暫予留置人不服暫予留置命令者，得聲明異議92。

第七節

對遺產繼續執行

第一項 民事強制執行
強制執行法第5條第3項規定：「強制執行開始後，債務人死亡者，得續行強制執
行。」蓋債務人之財產係其債權人之總擔保，自不因債務人死亡，而使其財產免於執行。
民事強制執行係採三面關係說，債務人死亡者，已無執行當事人能力，自須由債權人另行
陳報繼受之執行債務人，包括繼承人、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等。繼承人未拋棄繼承者
93，均得以之為執行債務人；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或無人繼承者，應以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
88.收錄於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編印，行政執行相關法令規章彙編，97年10月版。
89.似可置於現行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8項(原第8項往後類推)或修正草案第31條第3項，或第32條(原第32條往後類推)
90.命令具有強制意涵，依命令行之，始具拘束性。
91.按拘提到場者，行政執行官須先訊問其人有無錯誤，義務人自行到場，行政執行官亦先作人別訊問，因此，本款「有
必要時，應記載其足資辨別之特徵。但出生年月日、出生地、住所或居所不明者，得免記載。」似無必要。
92.依本章第二節所述，不服聲明異議決定時，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抗告。
93.未拋棄繼承之情形包括概括繼承與限定繼承等二種情形，立法者為保障繼承人之權利，近一年半時間，連續二度修正
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第一次修正條文已於97年1月4日生效施行，依第1153條第2項規定：「繼承人為無行為能力人
或限定行為能力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稱之為「限定責任」。第二次修正條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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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為執行債務人。另依強制執行法第5條第4項規定：「債務人死亡，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執行法院得依債權人或利害關係人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但有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
理人者，不在此限：一、繼承人有無不明者。二、繼承人所在不明者。三、繼承人是否承
認繼承不明者。四、繼承人因故不能管理遺產者。」94
第二項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
依行政執行法第15條規定：「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行政執行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
執行。」另依司法院大法官95年12月22日釋字第621號解釋：「行政執行法第15條規定：
『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行政執行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行』，係就負有公法上金錢給
付義務之人死亡後，行政執行處應如何強制執行，所為之特別規定。罰鍰乃公法上金錢給
付義務之一種，罰鍰之處分作成而具執行力後，義務人死亡並遺有財產者，依上開行政執
行法第15條規定意旨，該基於罰鍰處分所發生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得為強制執行，其
執行標的限於義務人之遺產。」95其情形與前揭強制執行法第5條第3項規定相同，且亦適
用民法相關規定，以繼承人、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為執行義務人。
第三項 問題研析與修法建議
查修正草案第22條係現行條文第15條移列並修正，其規定如下：
一、第1項：
行政處分或法院之裁定生效後，義務人死亡者，移送機關應於確認繼受義務之人
後，移送或通知續行強制執行。
二、第2項：
行政處分或法院之裁定生效後，義務人死亡，該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僅
得就其遺產執行之。
三、第3項：
前二項情形，其繼承人有無不明、所在不明、是否承認繼承不明或因故不能管理
於98年6月12日生效施行，依第1148條第2項規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
任。」全面擴張「限定責任」適用範圍，並刪除第1148條第2項及第二節關於限定繼承之規定。自此，已無限定繼承
之制度。參照民法債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相關修正條文說明。
94.此種特別代理人，僅在執行標的之執行程序中代繼承人為債務人，與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得管理債務人全部遺產
不同。故特別代理人選任後，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產生時，特別代理人之職務即因而終止，並由遺囑執行人或遺
產管理人為執行債務人。參照學者楊與齡著，同註25，頁169。
95.本案事實摘要，參照司法院大法官網站：
（一）緣彰化縣稅捐稽徵處認潘劉０蘭違反土地稅法第 55 條之 2（業於 89.1.26 公布刪除）等規定，裁處罰鍰新臺幣
260 餘萬元。潘劉０蘭不服，於逾訴願期間始提起訴願、再訴願，均遭程序駁回。提起行政訴訟後，於 89年間
訴訟繫屬中死亡，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以 89 年度訴字第 201 號裁定不合法駁回；其繼承人潘 ０鐘等人聲明承受
訴訟並提起抗告，亦經最高行政法院於以 91 年度裁字第230 號裁定不合法駁回。
（二）原處分機關於案件確定後即移送強制執行，潘０鐘等人，先後向原處分機關及財政部陳請免對繼承人執行，均
未獲准。
（三）案經監察院調查，就行政罰鍰裁處確定後，未執行完成前，受處分人死亡，是否仍得依行政執行法第 15 條規
定對其遺產強制執行等問題，認行政罰鍰之處分確定後仍具一身專屬性，不得依行政執行法第 15 條規定對受
處分人之遺產強制執行，亦不得對繼承人之固有財產為執行，財政部認上開土地增值稅違章罰鍰案件不應免予
執行，嚴重侵害人民之權益，核有違失，於 92 年間對行政院提出糾正案。
（四）嗣行政院三度就監察院函表示：行政罰鍰雖具一身專屬性，然仍得依行政執行法第 15 條規定對受處分人之遺
產強制執行，惟不得對繼承人之固有財產為執行，上開案件不免予 執行並無違誤。
（五）監察院爰就其職權上適用行政執行法第 15 條規定所持見解，與行政院適用同一規定所表示之見解有異，依司
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聲請統一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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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而無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者，以義務人生前戶籍所在地轄區之檢察官為特
別代理人96。
茲依據前揭修正草案規定，提出相關問題與修法建議分述如下：
一、除第3項規定以義務人生前戶籍所在地轄區之檢察官為特別代理人外，移送機關得否
依修正草案第53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5條第4項規定選任特別代理人？應如何選任？
學者楊與齡認為：行政執行程序開始後，義務人死亡者，則可繼續對該遺產執
行，無強制執行法第5條第4項規定之適用97。係採否定見解，惟未見其說理。依據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咨詢委員會92年4月10日第34次會議提案四決議：「行政
執行處已形式上審認拋棄繼承為有效，於兩次通知移送機關補正執行義務人或特別代
理人，移送機關遲不補正之情形，即得依行政執行法第15條規定，逕對其遺產強制執
行。惟若因此致生損害，則移送機關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似未否認移送機關亦得選
任特別代理人，但似認移送機關不補正執行義務人或特別代理人時，仍得繼續執行，
與前揭修正說明意旨不符。另修正草案第51條第1項第3款將「法院選任之特別代理
人」列入應同負義務之關係人，似肯認移送機關得選任特別代理人。
民事強制執行於符合強制執行法第5條第4項規定時固應由執行法院依聲請選任特
別代理人，惟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法院是否受理移送機關選任特別代理人
之聲請，不無疑問。準用結果，似宜解為應向該管行政執行處提出申請為宜。
二、修法建議：
為明確規範移送機關亦得向行政執行處申請選任特別代理人，建議修正草案第22
條第3項增訂為：「前二項情形，其繼承人有無不明、所在不明、是否承認繼承不明
或因故不能管理遺產，而無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者，以義務人生前戶籍所在地轄
區之檢察官為特別代理人。但移送機關亦得向行政執行處申請選任前揭檢察官以外之
人為特別代理人。」

第八節

擔保人

第一項 民事強制執行
民事強制執行為提高執行效果，明定具保證書人之責任。強制執行法第23條第1項規
定：「債務人依第22條第2項、第3項及第22條之4第2款提供之擔保，執行法院得許由該管
區域內有資產之人具保證書代之。」第2項規定：「前項具保證書人，如於保證書載明債
務人逃亡或不履行義務時，由其負清償或賠償一定之金額者，執行法院得因債權人之聲
請，逕向具保證書人為強制執行。」據此規定，析述如下：
一、適用之範圍：
債務人為避免法院管收、解除限制住居及停止管收等三種事由，經法院許可，得
由該管區域內有資產之人具保證書代之。因其他規定所為之擔保，均非本條所適用範
96.其修正說明：「行政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義務人在執行名義生效後，移送執行前或移送執行後死亡者，如繼承人有無
不明、所在不明、是否承認繼承不明、或因故不能管理遺產，而無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者，因義務人已不具備執
行當事人能力，實務上究應如何對義務人之遺產執行，時有困擾。為維護執行相對人之權益，有參考強制執行法第5
條第4項規定，選任特別代理人之必要。又鑒於行政執行程序貴在迅速，為免選任特別代理人之程序繁瑣，致執行程
序因此延宕，另斟酌行政上強制執行具有濃厚公益性質，為維護公益，爰參考民法第8條及第14條規定之法理，增訂
第3項明定，此係以義務人生前戶籍所在地轄區之檢察官為特別代理人。」
97.參照氏著，頁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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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二、具保證書人之資格：
具保證書人之資格條件有三：其一、須在執行法院管轄區域內有住居所、事務所
或營業所。其二、須為有資產可供執行之人。其三、須於保證書載明債務人逃亡或不
履行義務時，由其負清償或賠償一定之金額。
三、具保證書人之責任：
具保證書人之責任有二，其一為履行責任。其二為賠償責任。前者，係指金錢債
權之執行，由具保證書人負清償執行債權金額；後者，係指物之交付，或行為、不行
為之執行，由具保證書人賠償一定之金額。
四、對具保證書人強制執行之要件：
須具保證書人逃亡或不履行其義務，並經債權人之聲請，始得對具保證書人強制
執行。執行法院不得依職權為之。蓋民事強制執行係採當事人進行原則。
五、債權人因具保證書人之擔保，同意緩期清償，而撤回強制執行之聲請，債務人屆期未
清償者，可否對具保證書人強制執行？學者楊與齡及實務均採肯定見解98，但學者張
登科採否定見解99。筆者以為，如採否定見解，恐降低具保證書之擔保效果，對債權
人有失公允，宜採肯定說。
第二項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之擔保人制度與民事強制執行具保證書人之意涵相當。
行政執行法第18條規定：「擔保人於擔保書狀載明義務人逃亡或不履行義務由其負清償
責任者，行政執行處於義務人逾前條第1項之限期仍不履行時，得逕就擔保人之財產執行
之。」據此規定，分析如下：
一、適用之範圍：
擔保人無論基於何種動機，於執行程序進行中，具擔保書狀為義務人擔保者，均
包括在內。不似民事強制執行，侷限於債務人為避免法院管收、解除限制住居及停止
管收等三種事由。實務上常見之情形為行政執行處准予義務人辦理分期繳納，由擔保
人具擔保書狀為擔保100。
二、擔保人之資格：
行政執行法第18條對擔保人之資格限制，除須於擔保書狀載明債務人逃亡或不履
行義務時，由其負清償責任，與民事強制執行相同外，其餘並無限制，不似民事強制
執行限制具保證書人須在執行法院管轄區域內有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但解釋
上，擔保人以具有資產可供執行之人為宜，否則即難以達到擔保效果。
三、擔保人之責任：
擔保人僅須負履行責任，即清償義務人經移送強制執行之金額，毋庸負賠償責
任。蓋賠償責任，係指物之交付，或行為、不行為之執行，由具保證書人賠償一定之
金額，已如前述。
四、對擔保人強制執行之要件：
98.參照氏著，頁276至277。
99.參照氏著，頁224至225。
100.參照行政執行法修正草案第42條第2項說明，該條文係行政執行法第18條移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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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人如係行政執行處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規定命義務人提供擔保，限期履行
者，義務人逃亡或不履行其義務時，須待期限屆滿始得對之執行；擔保人如係自願提
供擔保者，除於擔保書中載明限期履行，應待期限屆滿始得對之執行外，得逕予執
行，與義務人是否受破產宣告尚無相關101 。實務上，行政執行處並未區分其情形，
均先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1項規定，對義務人及擔保人限期履行，如分期繳納違約
者，並於限期履行函載明「○年○月○日辦理之分期繳納應予廢止」，逾期限，義務人
或擔保人仍未履行義務者，行政執行處即簽分他案對擔保人執行，毋庸移送機關提出
申請102 。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係採職權進行原則。
第三項 問題研析與修法建議
查修正草案第42條第2項係增訂，其規定為：「依第27條第1項規定出具擔保書狀之
人，於擔保書狀載明義務人不履行義務或未依分期繳納期限繳納由其負清償責任者，行政
執行處於義務人逾限期仍不履行時，得逕就擔保人提供之特定物或財產執行之。」
茲依據前揭修正草案規定，提出相關問題與修法建議分述如下：
一、擔保人於執行程序中，立擔保書狀為義務人擔保，嗣該執行案件因移送機關撤回，或
經行政執行處核發債權憑證結案，移送機關得否單獨就擔保人部分再移送執行？
依學者楊與齡及實務見解，係屬可行，但學者張登科係採否定見解，已如前述。
參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咨詢委員會94年6月20日第66次會議提案一之決議
103，似應併同擔保之主債務移送執行，不得單獨就擔保人部分移送執行。
二、修法建議：
為杜爭議，並符合明確性之立法及行政原則，允宜於行政執行法修正草案第42條
增訂第3項：「前項擔保人之責任不因由移送機關撤回執行或行政執行處核發債權憑
證而消滅。但移送機關再申請對擔保人執行者，應併同原執行案件移送之。」

第九節

應同負義務之關係人104

第一項 民事強制執行
為防止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及公司負責人假未成年人或公司、商號等名義與他人交
易後，即故不清償債務，甚或隱匿、處分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致債權人無從或難以求
償，特於強制執行法第25條第2項規定，具有該等身分之人應與債務人負相同之義務，可
謂之「防狡詐條款」。蓋該等之人對債務之履行，有直接或間接之決定權，並有以債務人
之財產為債務人清償債務之權故也。
強制執行法第25條第2項規定：關於債務人拘提、管收、限制住居及應負義務之規
定，於左列各款之人亦適用之︰
101.參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咨詢委員會94年8月24日第68次會議提案二決議。
102.參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咨詢委員會92年11月24日第43次會議提案三決議。
103.該決議內容：移送機關具函撤回行政執行案件時，即生撤回效力，如本案已生撤回效力，除稅捐機關撤銷註銷稅捐
之處分，並重新將主債務及擔保債務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外，執行機關不應對擔保人執行。
104.所謂應同負義務之關係人為筆者自創之名稱，即強制執行法第25條所稱之「管收之效力及管收規定之射程」及行政
執行法第24條所稱「得拘提管收之人」。但自該二條文內容觀之，其適用範圍除拘提、管收外，均尚包括限制住居
及債務人(義務人)應負義務之規定，範圍極其廣泛，望文生義，其名稱似不足以概括，姑自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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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債務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者，其法定代理人。
二、債務人失蹤者，其財產管理人。
三、債務人死亡者，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或特別代理人。
四、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負責人、獨資商號之經理人。
茲據前揭規定析述如下：
一、所謂「應負義務」單指債務人之報告財產狀況及履行債務之義務，惟因具該等身分之
人仍非執行名義所列之債務人，仍不得對其個人財產執行，二者應履行義務之內容、
範圍大致相同，但尚非一致。
二、第1款所謂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等，均依民法相關規定
105 認定之。法定代理人應同負義務原因在於，依民法第1088規定，未成年子女之特
有財產，由父母共同管理。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有使用、收益之權。但
非為子女之利益，不得處分之。而監護人，依民法第1113條規定準用之。
三、第2款所謂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係指民法第10條規定，失蹤人失蹤後，未受死亡宣
告前，其財產之管理，依非訟事件法之規定106。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應同負義務原
因在於，非訟事件法第118條本文規定，財產管理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存財
產，並得為有利於失蹤人之利用或改良行為。
四、第3款所謂繼承人、遺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或特別代理人，前三者，均依民法相關
規定107認定之；後者，依強制執行法第5條第4項規定選任之。繼承人應同負義務原因
在於，依民法第1148條規定，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
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惟概括繼承制度對繼承人難謂公允，經立法院先後於96
年12月14日及98年5月22日三讀通過民法繼承編部分條文。前者，增訂第1153條第2項
規定：「繼承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所得遺產
為限，負清償責任。」108 是所謂「限定責任」。後者，更擴張限定責任範圍，修正
96年12月14日增訂之第1148條第2項規定為：「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
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並刪除96年12月14日增訂之第1153條第2項規定
109 。據此修正，債務人死亡時期決定繼承人應負義務之範圍，應予明辨。遺產管理
人應同負義務原因在於，依民法第1179條第1項第4款規定，其有「清償債權」職務。
遺囑執行人應同負義務原因在於，依民法第1215條第1項規定，其有「管理遺產，並
為執行上必要行為」之職務。而特別代理人應同負義務原因在於，其有以債務人之財
105.無行為能力人有二種，其一為民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之「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其二為民法第15條規定之「受監護
宣告之人」。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民法第12條、第13條第2項、第3項規定之「滿七歲以上，未滿20歲，且未結婚之未
成年人」。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依民法第1086條第1項規定為其父母。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其
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依民法第1091條規定，應置監護人。受監護宣告之人，依民法第1110條規定，應置監
護人。置監護人者，為其法定代理人。
106.參照非訟事件法第四章第二節，第108條至120條等規定。
107.法定繼承人及其順序依民法第1138條規定定之，但繼承人依第1174條規定拋棄其繼承權者，自繼承開始時即非繼承
人。遺產管理人之選定與選任依民法第1177條及第1178條規定為之。遺囑執行人之指定及選定依民法第1209條及第
1211條規定為之，但未成年人及受監護宣告之人均不得為遺囑執行人。
108.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規定：「繼承在民法繼承編中華民國96年12月14日修正施行前開始，繼承人於繼
承開始時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由其繼續履行繼承
債務顯失公平者，於修正施行後，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109.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規定：「繼承在民法繼承編中華民國98年5月22日修正施行前開始，繼承人未逾修正施
行前為限定繼承之法定期間且未為概括繼承之表示或拋棄繼承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適用修正後民法第1148條、
第1153條至第1163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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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為其清償債務，或代債務人之繼承人為執行債務人履行義務之職務110 。
五、第4款所謂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負責人、獨資商號之經理人，其法人包括公司及公司
以外之財產法人或社團法人，公司負責人依公司法第8條111認定之。其應同負義務原
因在於，其均為為公司經營業務之人，而清算人依公司法第84條第1項第2款、第113
條、第334條及第356條等規定，無論其組織型態為無限公司、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
司，均有清償公司債務之職務。常見之非法人團體為合夥組織，依商業登記法第9條
第2項規定，其負責人為執行業務之合夥人，惟清算中之合夥組織，依民法第694條第
1項規定，其清算人由合夥人全體或由其所選任之清算人為之，另依民法第697條第1
項規定，「合夥財產應先清償合夥債務」。其應同負義務原因，與公司負責人相同。
商號包括合夥組織及獨資商號，商業登記法第9條第2項規定，經理人於執行業務範圍
內，為商號負責人，其應同負義務原因，與合夥組織之負責人相同。而獨資商號係以
所有人為主體，其財產仍歸屬出資之自然人個人，不另有獨立之人格，不能認為非法
人團體112 。
以上各款所列之人均係基於一定資格或職務，而對於債務人之財產有管理之權及為
債務人履行債務之義務。為防止其具有一定資格或職務時，為第22條第1項各款之行為，
卻藉喪失資格或以解任方法脫免其義務，強制執行法第25條第3項特規定：「前項各款之
人，於喪失資格或解任前，具有報告之義務或拘提、管收、限制住居之原因者，在喪失資
格或解任後，於執行必要範圍內，仍得命其報告或予拘提、管收、限制住居。」茲就其要
件113 析述如下：
一、須前項各款之人已喪失資格或解任。
二、須於其喪失資格或解任前具有報告之義務，或有拘提、管收、限制住居之事由。
三、須於執行必要範圍內。
四、實施管收，仍須經命供擔保之程序。
第二項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
基於與民事強制執行法同一目的，行政執行法第24條規定：關於義務人拘提管收及應
負義務之規定，於下列各款之人亦適用之：
一、義務人為未成年人或禁治產人114 者，其法定代理人。
二、商號之經理人或清算人；合夥之執行業務合夥人。
三、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
四、公司或其他法人之負責人。
五、義務人死亡者，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
茲據其規定析述如下：
一、文部分與強制執行法第25條第2項本文相較，並其範圍並無限制住居一項。實務上認
為得依行政執行法第26條規定準用之，但解釋上似仍有疑義，似有修正行政執行法相
110.參照學者楊與齡著，同註25，頁268。
111.公司法第8條規定：「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
份有限公司為董事。(第1項)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算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
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第2項)」
112.參照學者陳計男著，上冊頁97；學者楊與齡著，頁269。
113.參照學者楊與齡著，頁269至271。
114.民法第14條、第15條已於97年5月23日修正公布，將「禁治產人」變更名稱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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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之必要115 。
二、第1款所謂之未成年人包括未滿7歲之無行為能力人及滿7歲以上，未滿20歲之限制行
為能力人。而所謂禁治產人，即現行受監護宣告之人，為無行為能力人之一種，均已
如前述。據此，本款與強制執行法第25條第2項第1款規定相當。但本款未將未成年人
已結婚者，已有行為能力排除。
三、第2款所謂之商號之經理人或清算人；合夥之執行業務合夥人。第3款所謂之非法人團
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第4款所謂之公司或其他法人之負責人。其意與強制執行法第
25條第2項第4款規定相當。
四、第5款所謂之義務人死亡者，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其意與強制執行
法第25條第2項第3款規定相當。但不包括特別代理人。
五、強制執行法第25條第2項第2款規定之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行政執行法並無規定。
六、強制執行法第25條第3項，關於於喪失資格或解任前，具有報告之義務或拘提、管
收、限制住居之原因者，在喪失資格或解任後，於執行必要範圍內，仍得命其報告或
予拘提、管收、限制住居之規定，行政執行法並無類此明文，實務上係依行政執行法
第26條規定準用之。
第三項 問題研析與修法建議
行政執行法第24條各款所列之人與強制執行法第25條第2項各款所列之人，其範圍不
盡相同，已如前述，且強制執行法第25條第2項本文關於限制住居部分及第3項均須透過行
政執行法第26條規定準用之，恐生爭議，比較結果，似以後者規定較為周延。為此修正草
案第51條116 ，將現行條文第24條移列，並參照強制執行法第25條第2項及第3項定之，暨
增訂相關規定以期周延，茲分述如下：
一、第1項序文除增訂限制住居外，尚包括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獨有之暫予留
置，有其必要。
二、第1項各款係參照強制執行法第25條第2項各款規定，其中特別代理人僅限於法院選
定者，修正草案第22條第3項規定以檢察官為特別代理人者，並不與焉。另增訂第4
款：「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其繼承人。」所謂「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
者」，就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而言，似指司法院大法官95年12月22日釋字第
621號解釋所稱：作成處分後已具執行力之罰鍰。依立法院於96年12月14日及98年5月
22日三讀通過民法繼承編部分條文，先採「無行為能力人及限制行為能力人之限定責
115.參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咨詢委員會89年12月28日第3次會議提案二，90年8月24日第11次會議提案十四，
92年7月3日第38次會議新增提案一等決議。
116.修正草案第51條規定：
關於義務人拘提、管收、暫予留置、限制住居及應負義務之規定，於下列各款之人亦適用之：
一、義務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者，其法定代理人。
二、義務人失蹤者，其財產管理人。
三、義務人死亡者，其遺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或經法院選任之特別代理人。
四、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其繼承人。
五、法人之負責人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獨資商號之經理人。
非前項各款之人，而實際執行其職務者，適用前項之規定。
第1項各款之人，於喪失資格或解任前，具有報告之義務或拘提、管收、限制住居之原因者，在喪失資格或解任後，
於執行必要範圍內，仍得命其報告或予拘提、管收、限制住居。
第1項 所稱應負義務，係指第15條至第17條所規定之義務。
第21條規定，於第1項至第3項之人亦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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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後採「全面限定責任」。此等之人依新修正之民法第1154條規定，仍不失為繼
承人，應非本款所定之人。
三、第2項係參照破產法第3條修正草案117規定。
四、第4項就第1項所定「應負義務」之範圍明確規範，限於修正草案第15條至第17條所載
之「真實及完全陳述之義務」、「具結之義務」及「提出義務人財產清冊之義務」，
以免誤解為該等之人有以固有財產負清繳之義務。
五、第5項規定，第1項至第3項所列之人，均適用修正草案第21條規定之「獎勵檢舉公
告」。
茲依據前揭修正草案規定，提出相關問題與修法建議，析述如下：
一、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依法選任之臨時管理人是否適用修正草案第51條第1項規
定？
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規定：「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
有受損害之虞時，法院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理
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為。」有限公司依公司法
第108條第4項規定亦準用之。則此等臨時管理人是否為公司負責人，而應與義務人同
負義務，不無疑義。實務係採肯定見解118。筆者以為，實務見解雖屬合理有據，但允
宜明文定之，以杜可能發生之爭議。
二、修正草案第2項所謂「實際執行其職務者」，究應如何認定？以移送機關或行政執行
處認定為準？
依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咨詢委員會94年4月7日第64次議提案二決議：
1.提案修正為「某Ａ有限公司登記名義負責人（代表人）為某甲，惟稅捐稽徵機關依
據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尚未判決確定），認某乙為公司實際負責人，於稅額繳款書
義務人欄記載：『某有限公司』、負責人欄記載：『實際負責人某乙』，並向某乙
之戶籍地為送達後，移送執行處執行，執行處應否受理？如受理，應對何人為執行
行為？」
2.提案情形，執行處應受理，並以實際負責人為 Ａ 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執行行
為。如稅額繳款書未表明所載負責人係「實際負責人」，惟依移送機關所附之處分
書等相關文件，得判斷所載負責人即係「實際負責人」，執行處亦得受理並為執行
行為。
據此決議，似認為移送機關亦得認定「實際執行其職務者」，但行政執行處仍須
就移送機關所附相關文件審查是否屬實之必要。反之，由行政執行處認定時，移送機
關有無再確認之必要？其確認可否拘束行政執行處？被認定者不服時，究應聲明異議
或提起行政訴訟？筆者以為，移送機關及行政執行處應各得本其職權認定「實際執行
其職務者」，而行政執行權操之於行政執行處，自不受移送機關認定之拘束。另被移
送機關或行政執行處認定為「實際執行其職務者」而對之為執行行為者，應可參照強
制執行法第14條之1第1項119 規定，向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提起異議之訴。
三、修法建議：
117.參照行政執行法修正草案第51條說明九。
118.參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咨詢委員會94年4月7日第64次會議提案一及新增提案決議。
119.強制執行法第14條之1第1項規定：債務人對於債權人依第四條之二規定聲請強制執行，如主張非執行名義效力所及
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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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杜爭議，建議修正草案第51條第1項增訂第6款規定為：「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
公司經法院選任之臨時管理人。」另第2項更訂為：「非前項各款之人，而經移送機
關或行政執行處認定為實際執行其職務者，適用前項之規定。被認定者不服時，得向
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提起異議之訴。」

第十節

禁止奢侈浪費條款

第一項 修正草案總說明
所謂「禁止奢侈浪費條款」簡稱「禁奢條款」，即所謂之「孫道存條款」，其事件之
由來前已敘及。此一條款為民事強制執行之所無，雖立法院尚未三讀通過，但民氣可用，
其完成立法，公布施行應是指日可待。行政執行法第17條之1修正草案總說明內容翔實，
切中要義，茲摘錄如下：
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係執行機關運用法律賦予之各種強制措施，達成義
務人履行繳納義務之目的，其執行成效攸關公權力之落實、國家財政收入及民眾守法觀念
之養成等，與公益有密切關聯。鑑於義務人欠繳公法上金錢債務，其名下雖無財產可供執
行，卻仍享受奢華生活，對於大多數守法履行義務之民眾極不公平，又倘執行期間屆滿，
不得再執行，義務人即可脫免義務之履行，將造成公權力不彰，公法債權無法實現，對於
國家財政收入，亦極為不利。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提升執行效能，爰參酌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第89條規定，增訂第17條之1「禁止奢侈浪費」之規定。
基於行政機關對義務人生活程度之限制，涉及憲法人民基本權利之限制，自應符合正
當法律程序，爰明定行政執行機關限制義務人之生活程度時應踐行之調查程序、審酌之因
素、核發禁止命令之限制事項、通知程序及解除事由，以資明確，並期慎重。
另為發揮規範功能，併予明定違反禁奢規定之法律效果，對於義務人無正當理由違反
行政執行機關核發之禁止命令者，即視為其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此時，行政執行機關
得命義務人清償適當之金額，或命其報告一定期間之財產狀況、收入及資金運用情形等
事項，如義務人不為清償、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即分別該當本法第17條第1項第
1款、第5款、第6項第1款或第4款之要件，行政執行機關得限制住居或聲請法院裁定管收
之。
第二項 行政執行法第17條之1修正草案
一、第1項：
義務人為自然人，其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者，行政執行處得依利害關係人之
申請或依職權對其核發包括下列各款之禁止命令，並通知應予配合之第三人：
一、禁止購買、租賃或使用一定金額以上之商品或服務。
二、禁止搭乘特定之交通工具。
三、禁止為特定之投資。
四、禁止出入特定之高消費場所。
五、禁止贈與或借貸一定金額以上之財物。
六、禁止每月生活費用超過一定金額。
七、其他必要之禁止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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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2項：
前項第1款、第5款及第6款之一定金額，由法務部定之。
三、第3項：
行政執行處依第一項規定核發禁止命令前，應以書面通知義務人到場陳述意見。義務
人經合法通知不到場者，行政執行處關於本條之調查及審核程序不因而停止。
四、第4項：
行政執行處於審酌義務人之生活有無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而核發第一項之禁止命令
時，應考量其滯欠原因、滯欠金額、清償狀況、移送機關之意見、利害關係人申請事
由及其他情事，為適當之決定。
五、第5項：
行政執行處於執行程序終結時，應解除第一項之禁止命令，並通知應配合之第三人。
六、第6項：
義務人無正當理由違反第一項之禁止命令者，視為其有履行義務之可能，行政執行處
得限期命義務人清償適當之金額，或命其報告一定期間之財產狀況、收入及資金運用
情形；義務人不為清償、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行政執行處得依前條規定限制
住居或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
第三項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研提行政執行法第17條之1（禁奢條款）草案意見120
壹、本次修正重點、相關理由：
一、義務人主體：（第1項）
限於自然人，不應包括行政執行法第24條之人，避免涵蓋過廣，亦兼顧兩公
約規定：不得僅因無力履行契約義務（經理人、管理人、代理人…）而予以監禁
121 。
二、調查程序之發動：（第2項）
依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告發）或依職權（如媒體報導）開啟調查，取代以一
定金額以上案件之硬性規定強制發動程序。如此一方面賦予個案彈性，減輕執行
處業務負擔，另方面亦可避免義務人取巧，使案件低於一定金額而免受調查。
三、正當法律程序：（第3項）
踐行書面通知、賦予義務人陳述意見機會。合法通知不到場，並不影響程序
進行，係考量正當法律程序應係給予答辯「機會」即為已足，無須以直接審理
（開庭）為必要，否則執行處又要處理義務人行蹤問題與拘提到場，業務負擔過
大。
四、審酌核發標準：（第4項）
滯欠原因、金額、清償狀況、移送機關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其他事由。此
120.98年10月25日版。
121.所謂「兩公約」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合稱。乃最重要之國際人權法
典，與「世界人權宣言」合稱「國際人權憲章」，係國際上人權保障體系不可或缺之一環，相對於其他人權公約，
具有母法之地位。兩公約及其施行法已於98年12月10日生效，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規定：「任
何人不得僅無力履行契約義務，即予監禁。」依據法務部法律事務司回應：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1款、第3款
及第4款之管收事由，均以義務人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或有隱匿處分財產之情事為前提；至於第2款「顯有
逃匿之虞」之管收事由，…故符合公約第9條之正當法律程序及第11條之法定事由規定。參照法務部編印，兩公約
各論講義《人權大步走計畫-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王部長清峰序言
首段及頁143至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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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乃「心證形成」考量要素，主管機關日後似可頒訂更詳細具體之參考標準。
（如：XX核發禁止命令審核要點）
五、禁奢命令種類：（第1項）
1.禁止一定金額以上商品勞務之消費、使用、贈與、借貸、月支出：「一定金
額」由法務部定之。（第2項）
2.禁止特定之投資、搭乘特定之交通工具、出入特定之高消費場所：特定種類，
個案衡量決定。
Q：是否強制「就業輔導」？考量本條主要係「禁」奢，不在「勸勉」勤勞，故
未參考債務清理條例草案予以列入，亦可節省國庫支出。
Q：是否禁止「特定就業」？考量義務人有工作、有收入是好事，故不設限，但
特定職位之福利（如座車、犒賞、員工旅遊…）仍屬在禁奢命令之範圍。
六、禁奢命令之解除：（第5項）
執行程序終結時，應予解除。
七、禁奢命令之性質：
條文未明定，可解釋為執行方法，應聲明異議，以為救濟。異議決定後是
否受司法（高等行政法院）審查，應與未來修法小組結論一致。
八、違反禁奢命令之效果：（第6項）
管收乃執行手段，並非目的，財產之調查與掌握才是目的。義務人受禁止
命令後，仍奢侈度日經查獲，與其不過問財產狀況而直接聲請管收，不如趁此
籌碼機會，且亦合乎邏輯下，先將義務人「視為（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
使之進入此不利益地位，執行處即趁此追擊，命為增額清償或具體財產報告，
如不配合，即構成現行法第17條第6項管收事由：「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
履行（第1款）」、「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
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第4款）」。如此，一方面強調財產調查優先原則，
管收係最後不得已手段，另方面亦可避免「禁奢」等於「管收」之不當連結禁
止之質疑（吳委員明鴻），並未逾越現行法秩序之範圍。再者，亦賦予執法彈
性，以免輕微違反禁止命令者，執行處仍無其他選擇而必須聲請管收。
貳、立法上可能辯論：
一、違反禁奢命令之聲請管收，是否仍受現行法最多2次之限制？
建議於行政執行法研修小組進行第19條修正時討論。
二、禁止命令種類，是否足夠？或如何特定、明確化？
建議法務部依職權訂定細部規範，妥善運用概括條款，以達特定明確化。
三、違反禁奢命令效果，是否還有其他立法選項？
工商時報（張國仁）所提：「義務人違反禁止命令，未能說明財產來源或經查所
述不實者，構成類似偽證之責任，處以刑罰」部分，與行政執行法修正草案第16
條以下相類，將於研修小組開會時一併討論之。
參、其他建議
本條第6項違反禁奢命令之效果「…視為其有履行義務之可能」，目的解釋上即該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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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要件，為免日後司法者質疑「其有…可
能」與「顯有…可能」仍有差異，要求執行處尚需證明「顯」有…可能，建議立法理由欄
內敘明擬制效果，以杜爭議。
第四項 問題研析與修法建議
俗謂「債多不愁」，但債多者，欲行事低調(即躲債)唯恐不及，而仍囂張妄為，如孫
道存之徒者，現實社會實屬少見，孫道存現想必追悔莫及。孫道存以外之欠稅大戶，原縱
有如孫道存般囂張妄為之念頭，知悉其下場後，恐因此斷絕念頭。從而，此一條款公布施
行後，是否有適用機會，似有待觀察。其實，要非孫道存囂張妄為，激起民怨，水到渠
成，其滯納金額恐難以如此順利，甚至可望全數徵起。是以，增訂此一條款是利或弊，見
仁見智。
歸納修正草案相關說明與意見，訂定「禁奢條款」之檯面上目的122應係：「先使義務
人符合得聲請法院管收要件，再以此為籌碼，命義務人增額清償或具體財產報告，以達到
徵起目的。」但查，行政執行處本有職權命義務人具體報告財產狀況，或增額清償，甚或
全額清償，無需先使義務人符合得聲請法院管收要件。而孫道存之奢侈行為，經報章雜誌
大肆報導，正坐實其「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且證據確鑿123！除非法官另有不准
管收之成見，否則應已該當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第1款或(及)第4款之事由，且有管收
之必要，裁定准予管收，似無問題124。真正問題在於「義務人是否因此屈從，願意清繳
欠款」！所謂「死豬不怕開水燙」，孫道存如仿效黃任中，選擇犧牲3個月或6個月人身自
由，則又奈之如何？徵收期間總有屆至之日！從而，應無須透過「禁奢條款」即可命義務
人增額清償或具體財產報告或聲請法院管收，因此，訂定「禁奢條款」之檯面下目的可能
係「避免人民心理不平，進而對執行機關觀感不佳」！
訂定「禁奢條款」既已箭在弦上，仍宜就法論法，茲依據修正草案規定，提出相關問
題與修法建議，析述如下：
一、義務人主體僅限於自然人，而不及於行政執行法第24條所列之人，是否周延？
如若孫道存本身並未欠稅，而係其擔任負責人且經掏空之太電公司125 欠稅，是
否仍須訂定「禁奢條款」？實務上不乏上市公司遭負責人掏空後，其負責人仍紙醉金
迷，甚至再創事業，輝煌於對岸者126 。筆者擔任行政執行官，即曾遇義務人以王又
曾為例對執行公權力不彰多有怨言，為「避免人民心理不平，進而對執行機關觀感不
佳」，此類負責人，允宜納入規範。
二、行政執行處核發之各款禁止命令，應如何依第1項規定通知應予配合之第三人？
第1項所得對義務人禁止之事項琳瑯滿目，其應予配合之第三人又豈能盡知？例
122.依修正草案說明，本條文之立法目的為：「維護公平正義，提升執行效能。」
123.聲請法院管收時，義務人可能抗辯其花費來源均為親友支應，本身並無力繳款。惟親友願如此無限量支應金錢供其
花費把妹，依社會通念，應可合理懷疑其金錢原係自己所有，其親友僅代為保管，藉以脫免執行。依司法院大法官
釋字第588號解釋理由書所載，行政執行處聲請法院管收，要已自由證明為已足，法院之心證，亦非須至不容合理懷
疑之確信程度為必要。關於聲請法院管收之舉證責任與證明度，參閱高雄行政執行署行政執行官陳典聖著，《管收
實務案例之研究》，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行政執行處97年度自行研究報告，頁59至78。
124.依筆者於宜蘭行政執行處擔任行政執行官聲請法院管收之經驗，類此案件，裁定管收之機會八九不離十。
125.一手創立台灣大哥大，主導轉投資包括航太、金融、餐飲、半導體與有線電視，曾被喻為「最會賺錢的企業家第二
代」，前太電董事長孫道存在商界一度風光，卻在2004年爆發財務危機，50年老店玩完下市，他涉嫌掏空太電達171
億元，為規避求償而聲請破產，留下34萬名股東求償無門。參閱2009年9月9日自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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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得進酒店，台灣酒店何其多！又如，不得搭計程車，台灣計程車又何其多！究
應如何通知應予配合之第三人，不無疑問。允宜改以登載於媒體127 之方式為公告。
三、義務人經法院裁定宣告破產是否仍有本條規定之適用？違反禁止命令之法律效果是否
不足？
按「破產債權，非依破產程序，不得行使。」破產法第99條定有明文。義務人經
法院裁定宣告破產者，為執行障礙事由，執行機關不得開始或續行執行程序，前已論
及。實務上不乏義務人藉宣告破產脫免執行者，依現行法律規定，行政執行處實奈之
莫何。筆者以為，本條規定之禁止命令，僅在禁止義務人為奢侈浪費之行為，尚非行
使破產債權，行政執行處於義務人經法院裁定宣告破產者，應仍得以為之。但義務人
違反禁止命令時，如僅通知其報告財產狀況，或尚未違反破產法第99條之規定，但命
其增額清償，或進而聲請法院管收，則可能違反破產法第99條之規定，欠缺制裁手段
恐無法達到預定之效果。
四、行政執行處應如何監督義務人是否違反禁止命令？
行政執行處應如何監督義務人是否違反禁止命令，未見規定於修正條文，依法務
部常務次長吳陳鐶表示，行政執行署人力有限，歡迎全民檢舉欠稅大戶，依現行規定
獎金最高100萬元128 。現行獎金最高100萬元之規定研判可能係依據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頒訂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獎勵檢舉作業要點」第八點第一項第(二)款。果爾，依
本條規定核發禁止命令者，似應依前揭要點規定辦理獎勵檢舉公告，始能達到「全民
監督」之目的。其監督作法及獎額允宜明定於法條，以增加公信力，並達到禁止效
果。而發給檢舉人之獎金是否列為執行必要費用，而應由義務人負擔？否則由全民買
單，似欠公允。
五、修法建議：
鑑於掏空義務人公司資產之負責人，往往有廣大投資者深受其害，其惡性更甚於
義務人，另為免義務人或掏空公司資產之負責人藉破產程序脫免責任，且實際上行政
執行處難以盡「通知」應予配合之第三人之能事。為平息眾怒，以符合公平正義，並
將禁止命令廣為週知，建議第1項序文之末句修訂為：「並通知應予配合之第三人，
或以媒體公告之。義務人經宣告破產者，其義務人及掏空義務人公司資產之負責人，
亦同。」第3項以次，關於義務人及通知之規定，併比照修正之。
為加強心理強制，對違反行政執行處核發之禁止命令者，允宜加諸刑事責任，為
此，建議於修正草案第18條第1項增訂第3款：「違反第17條之1之禁止命令。」第2項
則配合修正為：「前項第1款及第2款行為行人…。」
為達成全民監督效果，建請增訂第7項為：「第1項所列之人違反第1項各款之禁
126.2001年東帝士集團在爆發財務危機宣布解散後，負責人陳由豪留下了高達623億新台幣債務給銀行，之後潛逃中國，
並以持有的美國護照往來中國與美國之間。陳由豪債留台灣後到中國投資，根據媒體報導，陳由豪在中國的佈局，
由南到北在東聯與翔鷺兩大集團，總共投資近30億美元，在台商中數一數二，而且一年在中國繳交20幾億人民幣的
稅金，成為中國的十大優良納稅人，是典型的「債留台灣，錢進中國」的惡例。參閱2009年3月7日自由電子報。又
2006年12月29日，由於力霸企業集團旗艦企業「中國力霸股份有限公司」及「嘉新食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的巨額
虧損及負債，因而向台北地方法院聲請企業重整，並於2007年1月4日公佈此一消息，結果引發旗下中華商業銀行爆
發擠兌，政府下令接管中華商業銀行，檢調單位亦著手進行調查，進而發現該集團涉嫌大規模違法掏空及超貸，是
為「力霸案」。前董事長王又曾在聲請重整後2007年1月5日隨即潛逃，目前因涉嫌掏空集團資產，而被中華民國政
府列為通緝犯。而王又曾的兩個兒子，同時為前力霸副董事長的王令台、王令一則先後遭到檢方羈押獲准。參閱維
基百科網站。
127.包括平面媒體及電子媒體。
128.參閱2009年11月6日自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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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命令者，任何人均得向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或各行政執行處檢舉之。檢舉情節經查屬
實者，檢舉人得獲1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檢舉獎金。」

第十一節

法律之適用

第一項 民事強制執行
民事強制執行所採取之手段中，查封、拍賣動產、不動產、執行其他財產權等，均係
侵害人民之財產權；限制住居係限制人民之遷徙自由；拘提、暫予留置及管收則限制人民
之人身自由，依憲法第23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第2款規定，應以法律定之。據此，辦
理強制執行法自應有其法律依據。其法律依據即強制執行法，另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規定，再準用民事訴訟法。例如，執行當事人能力、執行行為能力、訴訟代理人、強制執
行費用、當事人書狀、送達及強制執行要件之審查及補正等，強制執行法並無規定，應準
用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
第二項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
同理，辦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亦須有其法律依據。其法律依據為行政執行
法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及第五章附則。另依行政執行法第26規
定，準用強制執行法，再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輾轉準用民事訴訟法。
按法律之運用有「適用」與「準用」之分。「適用」者，係將法律明文規定，直接運
用於具體、個別之事實，包括其法律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而「準用」係立法之便宜措
施，將某事項明文準用於相類似之法律規定，係法有明文之類推適用。準用尚非全然適
用，僅於性質相類似，而不相牴觸時之範圍內援引之。
查民事強制執行之開始係採當事人進行原則，強制執行開始後，原則上仍係採當事人
進行原則及處分權原則，例外時，始採職權進行原則，此為私法債權之本質使然。但公法
上金錢金錢債權行政執行程序中，依其性質，移送機關並無處分權，且行政執行處多依職
權進行執行程序。基於行政執行法及強制執行法之立法原則及適用之法律原則不盡相同，
應無從準用，且概括性準用範圍太廣，違反法律不明確之正當性，適用時易發生見解歧
異。又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得輾轉準用民事訴訟法相關條文者，行政程序法泰有
相類似規定，僅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規定，未見於行政程序法。基於公法上金錢給付
義務行政執行係行政程序之一種，且行政程序法較民事訴訟法周延，施處長清火堅信：適
用行政程序法即可，並且阻斷民事訴訟法之準用關係129 。其見解洵為確論。
第三項 問題研析與修法建議
查修正草案第53條係現行條文第26條移列修正，其規定為：「關於本章之執行，除拘
提、管收之執行外，本法未規定者，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依修正草案說明所載，其
因係「拘提、管收程序，涉及人身自由，已明定於修正條文第34條至第41條，刑事訴訟法
相關規定已無再準用之必要，惟拘提、管收以外之執行程序，例如動產、不動產之拍賣程
序，仍有準用強制執行法規定之必要。」據此規定，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仍得準
用強制執行法，再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輾轉準用民事訴訟法，仍無解於「概括
129.參照施處長清火著，同註16，頁100至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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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準用範圍太廣，違反法律不明確之正當性，適用時易發生見解歧異」之疑，且未「阻斷
民事訴訟法之準用關係」，似有再行研議空間。
筆者以為，解決「概括性準用範圍太廣，違反法律不明確之正當性，適用時易發生見
解歧異」之問題，宜從立法體例著手。查行政執行法與強制執行法均係辦理強制執行之法
律依據，其差別僅在於，前者係強迫義務人履行其公法上之義務，而後者係強迫債務人履
行其私法上之義務。其關於金錢請求權之執行規定於強制執行法第二章，又細分為六節。
行政執行法關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規定於第二章，但未如強制執行法細分其節。
二者之執行程序與手段雖有相同者，但亦未盡相同，前已詳論。從而，允宜重新建構行政
執行法之立法體例130 ，就其本質差異部分另為規定，其相同部分，不另規定，參照行政
訴訟法立法體例131 ，明文規定得具體準用強制執行法之條文。據此，行政執行法第二章
似宜對應強制執行法第二章，細分六節，並可就行政執行法獨有部分，依其性質，規定於
第一章總則或於行政執行法第二章另立一節，「限制住居」、「拘提」、「管收」等亦
同，此一節自無再準用強制執行法之必要。其後刪除修正草案第53條規定。
另查，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係規定於第一章總則，如擬「阻斷民事訴訟法之準用關
係」，修正草案第一章總則之末允宜增訂列明得準用強制執行法第一章總則之相關條文，
並將第30條之1明文排除。但關於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規定，行政程序法既無明文，
允宜增訂於修正草案第13條132 (原第13條以次後移)，以促移送機關及執行機關注意及之。

第三章 行政執行法修正草案未規範之問題研析與修法建議
第一節 第三人異議之訴
第一項 民事強制執行
所謂第三人異議之訴，係指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請求法
院為不許對該物實施執行之判決之訴訟而言。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第三人就執行標
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
異議之訴。如債務人亦否認其權利時，並得以債務人為被告。」茲據此規定析述如下：
一、第三人異議之訴之性質：
學者通說及實務見解均採形成之訴說。此說以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
130.施處長清火建議行政執行法立法體例重新建構如下：
第一編：總則
第二編：即時強制
第三編：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
第四編：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
第五編：行政救濟
第六編：附則
131.例如，行政訴訟法第18條、第20條、第28條、第36條、第48條、第56條、第60條、第83條、第104條、第132條、第
176條、第186條、第218條、第237條、第272條、第303條等規定。另參照施處長清火著，頁178。
132. 施處長清火認為此項立案審查原則，係執行機關與行政機關間業務上之聯繫，屬於內部行為，並未對外發生直街
法律效果，屬於事實行為，要非行政處分之屬，對於人民並無直接影響其重要權利義務，因此無須為嚴格國會法律
保留，僅於施行細則（法規命令）中訂定即可。另查號行政執行署於93年11月30日行執一字第0936000627號函已經
發布「行政執行處立案審查原則」之行政規則一種，觀其通篇旨趣，因係一種針對性單行法令，是故於行政執行事
務適用成熟度，更優於民事訴訟法249條1項，因此縱然行政執行法及施行細則均未及規範，但此項立案審查既係行
政機關間業務聯繫之內部行為，則以此行政規則為法源依據，即堪足。參照氏著，同註16，頁174註363。施處長之
有此構思想係其採二面關係說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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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執行之權利，為訴訟上之異議權，因此項異議權之行使，經法院為勝訴判決時，有
使強制執行對該執行標的物失其效力之效果133。
二、第三人異議之訴之事由：
須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始得提起第三人異議之
訴。除所有權外，凡第三人在執行標的物上所存在之權利，無忍受強制執行之法律上
理由者，均屬之。例如，質權、留置權等。
三、第三人異議之訴之當事人及其適格：
第三人異議之訴之適格原告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之第三
人，所謂第三人係指執行當事人以外之人，亦即執行名義效力所不及之人。第三人之
債權人為保全債權，亦得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該第三人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
第三人異議之訴之適格被告為執行債權人及有執行名義且已聲明參與分配之債權
人或渠等之繼受人，如債務人亦否認其權利時，該債務人亦得為適格之被告。其目的
在於訴訟經濟，並避免裁判矛盾。
四、第三人異議之訴之管轄法院：
第三人異議之訴之管轄法院為「執行法院」，就立法理由及執行法院之含義言，
所謂「執行法院」係指民事執行處所屬地方法院(民事庭)，其性質為專屬管轄134。
五、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之時期：
第三人異議之訴係以排除特定執行標的物之強制執行為目的，自須於強制執行程
序終結前為之。否則縱經勝訴，亦無實益。依實務見解，強制執行開始前因某項財產
有被執行之虞，第三人僅得提起確認之訴，而不得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135。
六、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之效果：
第三人異議之訴並無停止執行之效果，惟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法院
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第三人異議之訴有理由者，其判決確定後，並不當然發生撤銷強制執行之效果。
須經原告，即勝訴之第三人將確定判決提出於執行法院，始由執行法院停止對該特定
標的物之執行，並撤銷已為之執行處分或程序。
第二項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亦係對義務人之財產為執行，同樣可能誤對非執行名義
效力所及之第三人財產為執行，因此，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公法上金錢給
付義務之執行事件，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認有足以排除執行之權利時，得於執行程序終結
前，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向管轄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就提起第三人異議之性質、事
由、當事人及其適格136、提起之時期及訴之效果，均與前揭民事強制執行相同。容有爭議
者為管轄法院部分。

133.參照學者陳計男著，同註18，頁233。另參照周大舜著，同註52，頁154至155。
134.參照學者賴來焜著，同註19，頁705。
135.參照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1990號判例。
136.第三人異議之訴，在民事強制執行係以執行債權人為適格之被告，在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則應以移送機關
為適格之被告，而非行政執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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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問題研析與修法建議
查修正草案就第三人異議之訴並無規定，民事強制執行第三人異議之訴應向「執行法
院」為之，亦即以民事執行處所屬地方法院(民事庭)為管轄法院。據此，公法上金錢給付
義務行政執行第三人異議之訴，依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其管轄法院應為「行
政執行處所在之地方法院」為之。但宜蘭行政執行處曾有第三人向宜蘭地方法院具狀提起
第三人異議之訴，遭收件人員拒絕之例。因此，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第三人異議
之訴管轄法院宜明定於行政執行法，以昭明確。而「行政執行處所在之地方法院」於行政
執行處之轄區僅與某一地方法院轄區重疊之情形固無疑問，但於轄區與二個地方法院轄區
重疊者137，究應以何一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不無疑問。例如，宜蘭行政執行處於基隆行
政執行官辦公室拍賣義務人之動產或不動產，第三人異議之訴究應向宜蘭地方法院或基隆
地方法院提起？
就強制執行法第15條之立法理由而言，第三人異議之訴其主要目的係以判決宣示不得
對特定標的物為強制執行，故其管轄法院以「實際實施強制執行」所在地之法院最為適當
138 。另因本訴原則上須「執行開始」後始得提起，使執行法院受理本處較為適當139 。據
此，本件情形似應以「實際實施強制執行」所在地之基隆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為宜。建議
於修正草案適當處增訂第○條：「行政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事件，第三人就執行標的
物認有足以排除執行之權利時，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向行政執
行處實際實施強制執行所在地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以茲明確。

第二節

參與分配

第一項 民事強制執行
所謂參與分配係指，債權人依據金錢債權之執行名義，聲請就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
後，他債權人向執行法院請求就執行所得之金額，同受清償之意思表示140 。蓋債務人之財
產為其全體債權人之總擔保。強制執行法就參與分配規定於第31條至41條，茲分述如下：
一、聲明參與分配之要件141 ：
(一)須有多數債權人。
(二)須同一義務人。
(三)須執行所得金額不足清償權部債權。
(四)須為金錢債權。
(五)須他債權人之債權已屆清償期。
(六)須聲請執行之債權為終局執行。
(七)須對於已開始強制執行之財產為之。
(八)須他債權人之債權有執行名義或對於執行標的物有優先受償權。
137.全國現共有13個行政執行處，其轄區包括二個地方法院轄區者有8個：(1)宜蘭行政執行處轄區包括宜蘭地方法院及
基隆地方法院轄區；(2)新竹行政執行處轄區包括新竹地方法院與苗栗地方法院轄區；(3)彰化行政執行處轄區包括彰
化地方法院及南投地方法院轄區；(4)嘉義行政執行處轄區包括嘉義地方法院及雲林地方法院轄區；(5)花蓮行政執
行處轄區包括花蓮地方法院及台東地方法院轄區；(6)台北行政執行處轄區包括台北地方法院及福建金門地方法院轄
區；(7)士林地方法院轄區包括士林地方法院及福建連江地方法院轄區；(8)高雄行政執行處轄區包括高雄地方法院及
澎湖地方法院轄區。
138.參照學者賴來焜著，同註19，頁705。
139.參照學者張登科著，《強制執行法》，96年9月修訂版，頁191。
140.參照學者張登科著，同註139，頁486。
141.參照學者楊與齡著，同註25，頁289至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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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聲明參與分配之資格：
(一)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聲明參與分配時，並應提出該執行名義之證明文件。
(二)依法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之債權人，不問其債權是否已屆清償
期，應提出其權利證明文件，聲明參與分配。
(三)政府機關依法令或本於法律之處分，對債務人有公法上金錢債權，依行政執行法
得移送執行者，得檢具證明文件，聲明參與分配142
三、聲明參與分配之程式：
(一)須以書狀聲明參與分配。
(二)須就聲明參與分配為證明。
(三)須繳納參與分配之執行費143。
依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9項第(二)款規定，依法對於執行標的
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之債權人聲明參與分配未繳納執行費者，不得予以駁
回。另政府機關依強行法第34條之1規定，檢具證明文件參與分配者，是否應繳
納執 行費？不無疑義。查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依行政執行法第25條
規定，不徵收執行費。其立法理由在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行政執行，在於實
現公益，不同於民事強制執行，在於滿足私益144。由行政執行處依強制執行法第
33條之2第1項規定，將執行案件函送執行法院併辦時，實務上亦未徵收執行費。
據此，政府機關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之1規定，移送機關檢具證明文件參與分配
者，應無須繳納執行費145 。
(四)應通知各債權人及債務人。
四、聲明參與分配之時期：
聲明參與分配，須於執行程序開始後，法定期間前為之。所謂法定期間，在執行
標的物應經拍賣、變賣之情形，即應於拍賣、變賣終結或依法交債權人承受之日一日
前；在執行標的物不經拍賣、變賣之情形，即應於當次分配表作成之日一日前。在法
定期日以前參與分配者，除優先受償權外，平均受償；在法定期日以後參與分配者，
僅就債權餘額受償；聲明參與分配在法定期日以前，補正在法定期日以後者，經補正
後，應溯及聲明參與分配時，發生參與分配效力。但實務作法係參照最68年度第15次
民事庭會議決議(一)之意旨，不能認其自始為有執行名義，僅額就其他債權人受償之
餘額而受清償146 。
五、分配表之製作：
製作分配表除依法優先受償者外，應按債權額數平均分配。依96年1月12日生效
之稅捐稽徵法第6條第2項規定，應依職權扣繳之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房屋稅，優先
142.學者楊與齡認為：依96年1月12日公布生效之稅捐稽徵法第6條第2項規定，土地增值稅、地價稅及房屋稅須按土地或
房屋拍定或債權人承受之價額核課，應由執行機關依職權代為扣繳，並非參與分配。參照氏著，同註25，頁297。
143.依94年8月5日發布修正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規定，現行民事強制執行之
執行費係按執行標的金額或價額每百元8角(即仟分之8)計收。參照司法院民事廳編，《法院辦理民事執行實務參考
手冊》，96年6月8日印行，頁162。
144.參照學者陳敏著，《行政法總論》，98年9月6版，頁860。
145.參照學者楊與齡著，同註25，頁323。另參照現任高雄行政執行處行政執行官簡聖潔著，《參與分配制度之研究》，
頁73，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94學年度碩士論文，下載自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另依據臺灣高等法院
暨所屬法院92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第19號提案決議：債務人經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他稅捐機關以債務人欠繳房屋
稅為由，具狀聲請參與分配，該聲明參與分配稅額毋庸徵收執行費。收錄於學者賴來焜著，各論頁818至819，並參
照司法院民事廳編，《法院辦理民事執行實務參考手冊》，同註143，頁168。依前揭法律座談會所採乙說之見解，
似認為任何公法上金錢債權，其移送機關依強制執行法第34條之1規定向法院聲明參與分配，均無須繳納執行費。
146.參照學者張登科著，同註139，頁50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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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147 。依94年民事業務研究會第4期第13則結論，並應優先於執行
費予以扣抵148 。但最高限額抵押權人不為聲明參與分配者，應以設定擔保之最高限
額列入分配；如最高限額抵押權人未陳報實際之抵押權擔保債權額者，則以不動產登
記謄本記載之金額為該優先債權之金額149 。此一實務作法影響債權人之權益，並提
供債務人脫免執行之機會，容有探討修正之必要。
六、對分配表之異議：
分配表異議包括程序上異議及實體上異議，前者係指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執行法
院作成分配表之方式或程序上違法事項，聲明不服，而請求救濟；後者係指債權人或
債務人對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存否或分配金額不同意，而向執行法院聲明異
議。對於分配表聲明異議之要件如下：
(一)須由債權人或債務人提出。
(二)須對於債權或分配金額不同意。
(三)須在分配期日一日前提出。
(四)須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
(五)聲明書狀應載明法定事項。
關於對分配表異議之程序及執行法院對於分配表異議之處置規定於強制執行法第
39條、第40條及第40條之1，實務之運作方式得參閱參照司法院民事廳編著，96年6月
8日印行之法院辦理民事執行實務參考手冊第418頁附件10之流程圖。
七、分配表異議之訴：
所謂分配表異議之訴，係指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不同意，聲明異議，因他
債權人或債務人有反對之陳述，致異議未終結者，由聲明異議人對於為反對陳述之債
權人或債務人提起之訴訟。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本文規定：「異議未終結者，為
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
議之訴。」茲據其規定析述如下：
(一)分配表異議之訴之性質：
分配表異議之訴勝訴確定時，應宣示變更原分配表，或撤銷原分期繳納重新
製作分配表，性質上應屬形成之訴。原告受敗訴判決確定時，僅對分配表之異議
權不存在，就原告與被告之債權部分，並無既判力150 。
(二)分配表異議之訴之要件：
1.須對分配表之異議未終結。
2.須聲明異議人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
3.須有異議事由。
4.須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提起。
147.參照96年5月28日「司法院稅捐稽徵法第6條修正條文適用疑義討論會」決議：(1)稅捐稽徵法第6條第2項規定適用之
時點，限於96年1月12日修正生效後開徵之地價稅、房屋稅始有其適用。(2)稅捐稽徵法第2項、第3項規定應優先受
償之地價稅、房屋稅，應僅限於就該執行標的物所課徵之地價稅、房屋稅。(3) 稅捐稽徵法第6條第2項所規定之地
價稅、房屋稅，含96年1月12日修正生效後歷年度欠繳之地價稅、房屋稅。
148.參照司法院民事廳編著，《法院辦理民事執行實務參考手冊》，同註143，頁197。
149.參照司法院民事廳編著，《法院辦理民事執行實務參考手冊》，同註143，頁184、268。
150.參照學者張登科著，同註139，頁521。並參照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2782號判例。但學者楊與齡認為：分配表異議
之訴原告係基於實體上之債權，請求法院以判決變更分配表為目的，亦為執行程序一種特殊救濟方法。宜認為係以
當事人實體上之法律關係為訴訟標的，原告對於分配表之異議權，為原告實體上權利所生之作用，法院認原告實體
上之權利存在，而被告之主張為不成立時，始得為命執行機關變更分配表之判決，為救濟訴訟之一種。俾可防止一
事再訴及裁判牴觸。參照氏著，同註25，頁341至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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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須向執行法院為之。分配表異議之訴係以解決分配表所生之爭議為目的，涉及
強制執行程序之進行，為調查之便利151 ，宜由執行法院管轄。所謂「執行法
院」，其意應與第三人異議之訴相同，即民事執行處所屬地方法院(民事庭)。
(三)分配表異議之訴之效果：
未為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已為起訴之證明者，不得依原
分配表實行分配。判決確定後依判決結果分配。
第二項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
義務人之財產同樣為其債權人之總擔保。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主要係就義務
人之財產強制執行，以滿足公法上金錢債權。法律並未限制其他債權人於此一執行程序參
與分配，依行政執行法準用強制執行法第二章第一節參與分配規定，二者制度並無不同152
，其民事債權人依規定向行政執行處聲明參與分配者，亦應繳納執行費153 。
第三項 問題研析與修法建議
修正草案並無關於參與分配之規定，但實務上仍有部分爭議有待研析，分述如下：
一、抵押權人未聲明參與分配，或未陳報擔保債權額，其債權額應如何認定？
最高限額抵押權人不為聲明參與分配者，實務上係以設定擔保之最高限額列入分
配；如最高限額抵押權人未陳報實際之抵押權擔保債權額者，則以不動產登記謄本記
載之金額為該優先債權之金額，並以之作為認定無益執行之依據。
查民智益蒸，百年銳於千載，債務人(義務人)法律知識已普遍提高，藉虛偽設定
抵押權方式達到脫免執行或減少債權人受償數額之目的者，並非無之。兼以移送機關
不若金融機構有足夠之法務專業人士，常推拒對義務人、抵押權人與債權人提起確認
抵押權及擔保債權不存在，並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之訴。即便提起訴訟，亦可能於徵
收期間或執行期間屆滿時，仍未判決確定，此時可能已欠缺權利保護要件，而無法獲
勝訴判決，縱使獲勝訴判決，亦已不得繼續執行。即若於執行期間154或徵收期間155
屆滿前，獲得確定勝訴判決，行政執行處之執行期間已受壓縮，亦可能於執行期間或
徵收期間屆滿前無法完成執行程序。實務現行作法無異變相鼓勵債務人(義務人)製造
假債權，嚴重影響移送機關或債權人之權益。
法諺有云「權利上之睡眠者，不值保護」156 。對於經合法通知或公告之優先債
權人或擔保債權人，於分配表作成前，仍拒不提出證明文件聲明參與分配，或不陳報
擔保債權額，允宜賦予失權之效果，使其對於自己債權之實現，盡到小心謹慎之義務
157 。
二、擔保人所擔保者如為稅捐優先債權，執行機關(包括執行法院及行政執行處)執行擔保
151.參照學者賴來焜著，同註67，頁875所載之乙說。
152.行政執行處多數強制執行程序係依據行政執行法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因此就參與分配之處理程序皆可適
用強制執行程序，並可援用強制執行實務之見解，並無疑義。參照簡聖潔著，同註145，頁168。
153.參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咨詢委員會90年2月9日第4次會議提案四決議。
154.參照行政執行法修正草案原第7條刪除之說明：各國法制並無執行期間之規定，且執行期間如何與行政法上請求權時
效配合，向為實務所困擾。
155.稅捐稽徵法第23條關於徵收期間之規定為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2項所謂「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之例外規定。參照學者
蔡震榮著，《行政執行法》，2002年9月修訂三版，頁81。
156.參照學者王澤鑑著，同註62，頁553。
157.參照簡聖潔著，同註145，頁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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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財產所得，稅捐移送機關是否具有優先受償權？
按「稅捐之徵收，優先於普通債權。」「擔保人於擔保書狀載明義務人逃亡或不
履行義務由其負清償責任者，行政執行處於逾前條第1項之期限仍不履行時，得逕就
擔保人之財產執行之。」稅捐稽徵法第6條第1項及行政執行法第18條分別定有明文。
據此，如擔保人所擔保者為稅捐優先債權，執行機關執行擔保人之財產所得案款，稅
捐移送機關是否具有優先受償權即生有疑義。經提案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咨
詢委員會96年1月9日第81次會議討論，其提案四決議：「綜合各委員意見後仍有疑
義，本提案暫不作決議。」
筆者以為，稅捐稽徵法第6條第1項既規定：「稅捐之徵收，優先於普通債權。」
可見有無優先受償權之判別應在於是否「稅捐之徵收」，而非對何人執行所得。滯納
稅捐案件，無論對義務人或對擔保人執行，其本質仍係滯納稅捐案件，合屬「稅捐之
徵收」，從而，對擔保人執行有所得者，應解釋為稅捐移送機關具有優先受償權。此
為實務上屢屢發生之問題，自宜即早解決，並宜於行政執行法或修正草案增訂之，以
杜爭議。
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所提起之分配表異議之訴應如何認定管轄法院？
關於分配表異議之訴之管轄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本文規定，係為
「執行法院」。而所謂「執行法院」係指實施分配之執行法院所屬法院之民事庭。
已如前述。據此，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準用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本文結
果，分配表異議之訴似應向「行政執行處所在之地方法院」為之。此即發生與前述第
三人異議之訴相同之問題，即於行政執行處之轄區僅與某一地方法院轄區重疊之情形
固無疑問，但於行政執行處轄區與二個地方法院轄區重疊之情形，究應以何一標準認
定管轄法院，不無疑問。例如，宜蘭行政執行處於基隆行政執行官辦公室拍賣義務人
之動產或不動產，分配表異議之訴究應向宜蘭地方法院或基隆地方法院提起？
筆者以為，分配表異議之訴係為解決強制執行法第39條解決分配表所生爭議，涉
及強制執行，為調查之便利，而以「行政執行處所在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宜蘭
行政執行處並未將執行卷宗置於基隆行政執行官辦公室，且執行人員係輪流派駐基隆
行政執行官辦公室，為調查之便利，其管轄法院似應比照拘提、管收，依據行政執行
法第17條第8項規定，由行政執行處所在地之法院為之。據此，本件情形似應以宜蘭
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為宜。並宜增訂於行政執行法，以杜爭議。
四、修法建議：
為杜絕義務人製作假債權，且促使抵押權人遵期行使權利，建議修正草案於前揭
建議第二章參與分配一節適當處增訂：「依法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
權之債權人，經執行機關通知或公告，仍未於分配表作成前，聲明參與分配，或陳報
擔保債權額者，應認定為無債權。」
為明確規範擔保人擔保之債權如依法有優先受償者，執行擔保人之財產所得之案
款，亦同有優先受償權，建議於現行行政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或修正草案第42條第3項
增訂：「擔保人所擔保之債權依法有優先受償者，對擔保人執行所得案款，同有優先
受償權。」
為明確規範分配表異議之訴之管轄法院，建議行政執行法修正草案於前揭建議第
二章參與分配一節適當處增訂：「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應向行政執行處所在地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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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院為之。」

第三節

債權憑證

第一項 民事強制執行
實施強制執行而無效果係民事強制執行程序終結事由之一158，強制執行法第27條第1
項規定：「債務人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
債務時，執行法院應命債權人於一個月內查報債務人財產。債權人到期不為報告或查報無
財產者，應發給憑證，交債權人收執，載明俟發見有財產時，再予強制執行。」茲就執行
法院發給債權憑證要件與效果分述如下：
一、須為以給付金錢之執行名義所為之終局執行：
保全程序之執行及物之交付請求權之執行均不包括在內。另參與分配未繳納執行
費、撤回強制執行之聲請及執行名義為拍賣抵押物或質物之裁定，拍賣後其有不足受
償者159 ，均無法發給債權憑證。
二、須債務人已無財產可供執行：
所謂「無財產」，除債務人確無財產外，尚包括雖有財產，但不能換價，或拍賣
無人應買，或拍賣無實益，經撤銷該財產之執行，而無其他財產之情形。實務上執行
法院如依據強制執行法第23條第2項規定逕向具保證書人為強制執行，而無財產可供
執行時，亦發給債權憑證160 。
三、須經續行調查：
即應命債權人於一個月內查報債務人財產。其目的為使債權人之債權增加實現之
機會。命查報之期限不宜過短，並得依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4項第(一)
款規定，就調查之方法，為必要之曉示。
四、執行法院發給債權憑證之效果：
依民法第129條第2項第5款規定，請求權消滅時效因聲請強制執行而中斷。依辦
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4項第(二)款規定，因執行法院發給債權憑證而重行
起算。依民法第137條第3項規定：「經確定判決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
名義所確定之請求權，其原有消滅時效期不滿5年者，因中斷而重行起算之時效期間
為5年。」發給債權憑證並無次數限制161。
債權憑證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執行名義，債權人取得債權憑證
後，發現債務人財產時，仍得據以聲請強制執行，免再繳納執行費162 。依民法第144
條第1項規定：「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是為時效抗辯權163 。債權人之
請求權罹於時效而消滅後，如仍據其債權憑證聲請強制執行，屬實體上之爭執，非執
行法院所能審酌。債務人僅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以為救
158.參照學者楊與齡著，同註25，頁188至191。執行程序終結之事由有四，其他三種為：(1)債權全部實現時。(2)債權人
撤回強制執行之聲請。(3)終局的撤銷執行處分。
159.參照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十四項第(三)款規定。
160.參照法院辦理民事執行實務參考手冊，同註143，頁158至159。
161.實務作法係由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繳回債權憑證正本，執行法院於執行終結時，註記其執行結果於原債權憑證正
本後，檢還債權人。
162.但85年10月11日強制執行法修正前所發之債權憑證，其上註明僅繳納執行費二分之一或註明聲請執行時應繳納執行
費者，應再徵收執行費至仟分之8。參照法院辦理民事執行實務參考手冊，同註143，頁155至156。
163.參照學者王澤鑑著，同註62，頁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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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164 。執行法院因對具保證人執行而無效果發給之債權憑證，其保證書如記載具保
證書人願負連帶清償責任者，得隨時據以聲請對具保證書人執行；惟其保證書如無類
此記載，其債權憑證將註記「債權人須查無債務人可供執行之財產，始得再對具保證
書人聲請強制執行。」165
第二項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於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公法上債權時，是否須核發債權
憑證，行政執行法未設有規定，實務上係依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27條規定核發債權憑
證166 。查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之執行名義全部以給付金錢為內容，除為數不多
之公法債權人參與分配案件及數量少之又少之假扣押案件外，大多為終局執行案件。另行
政執行處亦係對義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亦發生義務人「無財產可供執行」之情形，允宜
發給債權憑證，以利結案。
第三項 問題研析與修法建議
修正草案僅於第12條第4項規定：「移送機關以債權憑證再移送執行者，第1項第3款
之財產目錄應併具體指明義務人確實可供執行之財產。」此外，並無關於核發債權憑證之
規定，實務上發生行政執行處核發債權憑證前是否應命債權人於一個月內查報債務人財產
之疑義？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咨詢委員會90年2月9日第4次會議提案二決議：
「提案修正為『基於成本效益考量，小額行政執行案件，經執行義務人薪資、存款及其他
已知悉之財產後，仍未受滿足之執行，經命移案機關查報義務人並無其他可供執行之財產
時，得否發給執行憑證結案？』後，採肯定說。」 似仍須命債權人於一個月內查報義務
人財產。
筆者以為，行政執行處核發債權憑證，並無須通知移送機關於一個月內查報義務人財
產，於移送機關到期不為報告或查報無財產者，始核發債權憑證，理由析述如下：
一、民事強制執行採當事人進行原則主義結合處分權原則，強制執行程序之開始與終結均
繫於債權人之意思。債權人到期不為報告者，探求其真意應有不再繼續執行之意。而
查報無財產者，本無法再繼續執行。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其本質為行政
機關之行政權作用，行政機關對於自己之命令權，於未獲義務人履行時，得以自己之
實力為執行，雖執行案件仍須經移送機關移送，行政執行處始得開始執行，但強制執
行之進行係採職權進行原則。行政執行處要對何種標的物執行，均無須據移送機關申
請或得移送機關同意。即為明例。因此，行政執行處是否核發債權憑證結案，似無須
經移送機關同意。
二、姑不論移送機關移送執行時已檢附義務人財產及所得資料，行政執行處內部亦設有專
責查詢，可藉以查調義務人之財產所得資料，其資料內容與稅捐機關提供者尚無明顯
差異，恐益加詳細167。核發債權憑證前，實務上須檢附其他財產清單供行政執行官
審核，其內容包括最近年度所得(包括薪資、利息、租金、財產交易等)、勞、健保加
保情形、出資、汽車及不動產等資訊。行政執行處對於義務人健保加保現況存有疑義
164.參照法院辦理民事執行實務參考手冊，同註143，頁155。
165.參照94年民事業務研究會第4期第10則，引自法院辦理民事執行實務參考手冊，同註143，頁159。
166.參照學者楊與齡著，同註25，頁763。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咨詢委員會90年2月9日第 4次會議提案二決議及
91年7月19日第24次會議提案四決議。
167.例如現行行政執行處可調查義務人集保帳戶開戶資料與股票餘數，可避免濫扣，浪費行政執行處及券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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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請健保局派駐行政執行處人員即時查明，汽車是否過於老舊或已逾檢註銷？均
可查知。另基於比例原則，尚欠金額未達一定數額者168，義務人縱有不動產，亦不
予執行，其財產有執行必要，且是否仍存在不明時，再通知移送機關補正相關資料參
酌。因此，行政執行處是否核發債權憑證，除特殊情形外，似無須再通知移送機關查
報財產及所得資料之必要。
三、同一義務人可能因同時滯納稅捐、健保費及罰鍰等，經不同主管機關移送執行，依現
行行政執行處核發債權憑證作業實務，均須由各移送機關承辦人於「核發執行(債權)
憑證案件進行紀錄表」簽名或蓋章表示同意，如該移送機關有人員派駐行政執行處尚
稱方便，但未有人員派駐行政執行處者，在各行政執行處受理案件爆量情形下，雖以
最簡易之傳真方式往返，仍屬費力耗時，並無實益。偶有移送機關承辦人不敢同意，
此時，得否逕核發債權憑證不無疑義。因此，行政執行處是否核發債權憑證結案，似
無經移送機關同意之必要與實益。
四、修法建議：
為明確規範得核發債權憑證之要件，並節省成本，建議修正草案於適當處增訂：
「義務人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
時，執行機關得依職權發給債權憑證。」

第四節 責任財產之執行方法與程序
第一項 民事強制執行
民事強制執行以對物執行為原則，對人執行為例外。債務人之財產中得為強制執行之
客體者，總稱為責任財產。狹義之責任財產，專指金錢債權之強制執行程序中，執行法院
得為查封、換價，以滿足債權人金錢債權之債務人財產169。責任財產按其種類可區分為
動產、不動產170及其他財產權，公法人之財產型態亦同，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之3規定，
僅對於債務人管有之公用財產，為其推行公務所必需或其移轉違反公共利益者，債權人不
得為強制執行而已。茲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財產權(僅舉其常見者)之執行方法，分述如
下：
一、動產之執行方法：
依強制執行法第45條規定，動產之執行方法包括查封、拍賣或變賣171。惟查封之
動產為有價證券者，依同法第60條之1規定，執行法院認適當時，得不經拍賣程序，
準用第115條第第117條之規定處理之。動產之拍賣，依同法第70條及第71條規定，最
多二次，如未拍定，債權人亦未聲明承受時，即應撤銷查封，將拍賣物返還債務人。
二、不動產之執行方法：
依強制執行法第75條第1項規定，不動產之執行方法包括查封、拍賣及強制管
理。依同法第75條第4項、第5項規定，應拍賣之財產有動產及不動產者，執行法院得
168.宜蘭行政執行處現以尚欠10萬元以上為查封不動產標準。
169.參照學者張登科著，同註139，頁93至94。
170.按動產及不動係依民法第66條及67條規定為定義，船舶本為動產，但依據強制執行法第114條規定，海商法所定之
船舶，其強制執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不動產執行之規定；建造中之船舶亦同。
171.依強制執行法第60條規定，執行法院得不經拍賣程序，將查封物變賣之情形有：(1)債權人及債務人聲請或對於查封
物之價格協議者。(2)有易於腐壞之性質者。(3)有減少價金之虞者。(4)為金銀物品或有市價之物品者。(5)保管困難
或需費過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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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拍賣之，並適用關於不動產拍賣之規定。不動產之拍賣，依同法第95條規定，最
多四次，如未拍定，債權人亦未聲明承受時，即視為撤回該不動產之執行。其於第三
次拍賣未拍定者，應公告三個月行特別變賣程序，公告期間如無人應買，債權人亦未
聲明承受，或聲請另行估價或減價拍賣，其情形亦同。
三、其他財產權之執行方法：
(一)就債務人對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者，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規定，執行
法院應先核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
人清償。但所扣押者，如係債務人於金融機構之存款債權，其效力不及於扣押後
債務人始存入之存款172，且向分行扣押之效力不及於其他分行，向總行扣押之效
力僅及於總行所轄營業部、國外部、信託部及儲蓄部 173，但不及於其他分行 174
。扣押後，依同法條第2項規定，執行法院得詢問債權人意見，以命令許債權人
收取，是為收取命令，或將債權移轉於債權人，是為移轉命令，或命第三人向執
行法院支付轉給債權人，是為支付轉給命令。此三種命令均為換價命令。金錢債
權因附條件、期限、對待給付或其他事由，致難依前三項換價命令辦理者，依同
法條第3項規定，執行法院得依聲請，準用對於動產執行之規定拍賣或變賣之。
其金錢債權附有已登記之擔保物權者，執行法院並應依同法條第4項規定，即通
知該管登記機關登記其事由。
(二)就薪資或其他繼續性給付之債權為執行者，其方法同前，另依同法第115條之1第1
項規定，於債權人之債權額及強制執行費用額之範圍內，其效力及於扣押後應受
及增加之給付。
(三)就債務人基於債權或物權，得請求第三人交付或移轉動產或不動產之權利為執行
者，依同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執行法院應以命令禁止債務人處分，並禁止第三
人交付或移轉。適當時，執行法院得命第三人將該動產或不動產交予執行法院，
依關於動產或不動產執行之規定執行之。
第二項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
查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亦以滿足公法債權為目的，前揭對於動產、不動產及
其他財產權之執行方法，依行政執行法第26條規定，亦準用之。從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
務行政執行就義務人責任財產為查封(扣押)及換價程序與民事強制執行並無不同。
第三項 問題研析與修法建議
查修正草案第25條係增訂條文，其規定摘錄如下：
一、第1項：
不動產經減價拍賣而未拍定，移送機關亦不承受時，行政執行處得繼續減價拍
賣，至拍定為止。但拍賣最低價額不足清償優先債權及強制執行費用，行政執行處認
繼續拍賣於行政法上債權顯無實益者，應撤銷查封，將不動產返還義務人。
二、第2項：
172.參照司法院民事廳87年4月29日秘台廳民二字第05721號函。
173.銀行法第28條原規定商業銀行及專業銀行得附設儲蓄部及信託部。89年11月3日修正生效之銀行法第28條已將儲蓄
部刪除。此後個銀行已無儲蓄部。
174. 照司法業務研究會第49期第64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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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關於撤銷查封將不動產返還義務人之規定，於該不動產經行政執行處命付強
制管理者，不適用之。
茲依據前揭修正草案規定，提出相關問題與修法建議，析述如下：
(一)關於動產之執行，其拍賣次數是否比照不動產拍賣排除最多2次之限制：
如同不動產，動產有時亦非無拍賣受償實益，而動產中，貴重物品或有價證
券之價值有時甚且高於不動產，且動產較之不動產尚有易於隱匿、處分，執行人
員不易取得占有之特性，一旦撤銷查封，返還義務人，要如不動產，再重啟查
封、拍賣程序，難度顯然更高，縱得順利重啟查封、拍賣程序，亦如同不動產拍
賣，反覆執行程序，並無實益，卻有徒耗人力、物力之虞，嚴重者，並有致執行
期間屆滿而仍無法完成拍賣程序之害。
(二)關於其他財產權之執行，行政執行處對第三人總公司核發執行命令之效力是否須
明定及於分公司？
查義務人於金融機構之存款債權係行政執行處最常執行之標的。惟依民事強
制執行實務見解，向分行扣押之效力不及於其他分行，向總行扣押之效力僅及於
總行所轄營業部、國外部及信託部，已如前述。姑不論管轄權之問題，如義務人
於同一家銀行若干分行均設有存款帳戶，行政執行處勢必逐一核發執行命令，有
欠經濟。
(三)修法建議：
為達強制執行法迅速有效且經濟之目的，建議關於動產之執行比照行政執行
法修正草案第25條規定，於適當處明定排除強制執行法關於拍賣次數之限制。並
於修正草案適當處增訂：「對於總公司(機構)核發執行命令者，其效力及於其分
公司(分支機構)。」如再配合對其他財產權得越區執行及以電子公文送達執行命
令之規定，其經濟效益應更能顯現。

第五節

強制執行障礙事項

所謂「強制執行障礙事項」，即妨礙執行之開始或續行之事項，為開始強制執行之消
極要件。無論民事強制執行或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於開始強制執行所要調查之
事項均應包括強制執行障礙事項等。常見之強制執行障礙事項有二，茲分述如下：
一、債務人破產175：
債務人破產者，依破產法第98條規定：「對於破產人之債權在破產宣告前成立
者，為破產債權。但有別除權者，不在此限。」 176另依同法第99條規定：「破產債
權，非依破產程序，不得行使。」據此，破產債權如非有別除權，且非同法第103各
款規定之債權，非依破產程序，不得行使權利。故強制執行尚未開始者，不得開始，
其已開始者，應即停止，究其理由，不外破產程序係以債務人之總財產為對象，使總
債權人平均滿足其債權之一般執行，如許個別行使其權利，勢無法達成一般執行目
的，因此一旦法院裁定宣告債務人破產，即不許對屬於破產財團之財產為個別之強制
執行177。
175.參照破產法第57條規定：「破產，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
176.稅額繳款書合法送達義務人後，於繳納期間內，義務人經法院宣告破產者，該筆稅捐債權屬於破產債權，依破產法
第99條規定，非依破產程序，不得行使。參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92年度北區署處聲明異議實務問題研究會提案一決
議，收錄於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編印，行政執行業務相關令函彙編，頁820至825，96年7月(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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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重整178：
公司重整者，依公司法第287條第1項第4款規定：「法院為重整之裁定前，得因
公司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公司破產、和解或強制執行等程序停止
之裁定。」另依同法第294條規定：「裁定重整後，公司之破產、和解、強制執行及
因財產關係所生之訴訟等程序，當然停止。」遇此情形，強制執行已開始者，應即中
止，未開始者，法院不得依債權人之聲請開始之，如誤予執行，對公司亦屬無效179
。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關於公司重整者，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
咨詢委員會91年6月28日第23次會議提案二十決議：「採肯定說，義務人既經法院裁
定重整，已產生執行障礙之事由，債權人僅得依重整程序行使權利，不得開始強制執
行程序，題示情形，行政執行處應予退案，惟退案時應特別注意法院裁定重整之生效
時點。」其見解與前揭學說相同。惟關於義務人破產者，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
務咨詢委員會94年11月28日第70次會議提案四決議：「採肯定說，義務人受破產宣告
後，移送機關移送執行，執行處應受理執行。」其見解卻與前揭學說相異。
依學者陳計男見解：債務人受破產宣告者…，債權人如對之聲請強制執行，即依
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其聲請為不合法而
駁回之。已開始強制執行後，債務人受破產宣告者，強制執行程序應停止，並移交破
產法院，由破產管理人依破產程序處理之180。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行政
執行處既受理移送機關之移送執行，又無法進行程序，其受理似無意義，且義務人破
產同為執行障礙事由，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似無作相異處理
之理由。為此，建議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咨詢委員會評估是否變更原決議。

第六節

自助行為

所謂「自助行為」，係指民法第151條規定：「為保護自己權利，對於他人之自由或
財產施以拘束、押收或毀損者」之行為，為法律所容許之權利保全措施，合法行使之自助
行為，民事上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刑事上則屬依法令之行為，而阻卻可能觸犯刑
法第302條第1項私行拘禁罪及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之違法181。但以不及受法院或其他有關
機關援助，並非於其時為之，則請求權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者為限。
自助行為所保護之權利係「請求權」，包括債權及物權請求權在內，但不得強制執行
之請求權，例如婚約履行請求權及夫妻同居請求權，或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者，均不得
為自助行為182。行使自助行為之程序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37條之1至537條之4及強制執行法
第5條之2等規定，始為合法。
查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如同前述代位權及撤銷權之行使，行政執行法並無
關於自助行為之規定，究有無增訂之必要，首應探究移送機關，甚或行政執行處有無行使
之必要。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之目的係為滿足公法上金錢債權，現行手段包括通
177.參照學者張登科著，同註139，頁113至114。
178.參照公司法第282條第1項序文規定：「公開發行股票或公司債之公司，因財務困難，暫停營業或有停業之虞，而有
重整更生之可能者，得由公司或左列利害關係人之一向法院聲請重整。」
179.參照學者楊與齡著，同註25，頁151。
180.參照學者陳計男著，同註18，頁147至148。
181.參照學者林山田著，同著84，頁341。
182.參照學者王澤鑑著，同註62，頁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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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義務人自動繳清、執行義務人之財產、限制義務人住居、拘提、暫予留置、管收等。其
中執行義務人之財產須先知悉其財產所在，尤其是動產。動產中又以貴重物品及有價證券
最易遭義務人隱匿、處分。如行政執行處執行人員發現義務人正隱匿貴重物品或有價證
券，自得依職權實施查封，占有並保管之；惟移送機關並無此一職權，如其承辦人發現義
務人正隱匿貴重物品或有價證券，自無法實施查封。此時，移送機關似有對該等財產施以
押收，並即時通知行政執行處實施查封之必要。而拘提、暫予留置、管收等均係拘束義務
人身自由之執行行為，拘提之前提係符合法定要件後聲請法院裁定之，並有拘提期限限
制；暫予留置之前提係義務人自行到場，經行政執行官訊問後認有管收之事由及必要時，
所為之暫時性處分，其意涵與自助行為類似；管收則以拘提或暫予留置義務人為前提。執
行案件已具有拘提或管收義務人之事由及必要，尚未聲請法院拘提前，移送機關承辦人或
行政執行處執行人員現場執行偶遇逃匿已久之義務人，此時，應有拘束其人身自由，強制
其到行政執行處為訊問，進而聲請法院管收之必要183。其情節應不難想像，否則執行時機
稍縱即逝，如因此喪失執行先機，豈不扼腕？
據上所述，移送機關，甚或行政執行處應有適用自助行為之必要。為提升公法上金錢
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之效能，建議於行政執行法修正草案適當處增訂之，其條文初擬如下：
第○條(移送機關之自助行為)：
移送執行後，移送機關為保全公法上金錢債權，對於義務人之自由或財產施以拘束、押收
或毀損者，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但以不及受法院、行政執行處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並非
於其時為之，則公法上金錢債權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者為限。(第1項)
依前項規定拘束義務人之自由或押收義務人之財產者，應即向行政執行處申請處理之。
(第2項)
行政執行處於移送機關申請後，應即時依關於動產執行、拘提、暫予留置及管收等相關規
定處理之。(第3項)
第○條(行政執行處之自助行為)：
移送執行後，行政執行處為保全公法上金錢債權，對於義務人之自由施以拘束者，不負損
害賠償之責。但以不及受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並非於其時為之，則公法上金錢債權
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者為限。(第1項)
行政執行處依前項規定拘束義務人之自由者，應即時依關於拘提、暫予留置及管收等相關
規定處理之。(第2項)

第四章

結論

行政執行處係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之專責機關，機關設置目的在於運用法律
賦予之各種強制措施，達成義務人履行繳納義務之目的，其執行成效攸關公權力之落實、
國家財政收入及民眾守法觀念之養成等，與公益有密切關聯184。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
執行雖貴在迅速，始能提高行政效率185，但執行人員仍應本諸依法行政原則，非可為達成
183.刑事訴訟法第88條之1規定之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偵查犯罪時，於具有法定由，而情況急迫時，雖無拘
票，亦得進行緊急拘捕(提)。可為參照。
184.參照禁奢條款修正草案總說明。
185.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4年裁字第1592號裁定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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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而漠視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否則可能發生國家賠償責任186，並造成如潮湧
般之民怨，反而戕害機關，甚至政府之威信。恪遵依法行政原則既能達成公法上金錢給付
義務行政執行之目的，復能確保執行人員自身及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所謂依法行政，概念上必先有法，方有依據，進而善加利用，賴以行政，達成機關設
置目的。行政執行法係辦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所依據之主要法律，就達成目的
而言，是為執行人員之執法利器；就確保義務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而言，則為執行人員
之緊箍咒，一體二面。足見行政執行法之立法體例與規定內容之良窳，攸關重大。比諸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87，執行人員是為工，行政執行法是為器 188，器不利，則
工無法善其事，恣意為之，有時不僅誤事，甚且傷己又傷人。從而，行政執行法規定是否
周延、妥適，實與公益之即時實現及人民之權益確保息息相關。
然則法律之制定與修正並非一蹴可幾，更非憑一己之力可造就而成，其艱難已於行政
執行法修法過程敘及。從而，集思廣益，透過理論辯證與實務驗證，於凝聚共識後，方能
成其大器。本研究報告之題廣如浩瀚，考諸行政執行法及強制執行法等相關理論著作已汗
牛充棟，筆者既非研究生，更非學者，學術理論自不及之，唯能憑一己辦理強制執行粗具
之經驗，擇其要項論略述己見，閉門造車，或僅見其樹不見其林，有所失慮在所難免，野
人獻曝，忝為行政執行法修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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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一、研究緣起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為行政執行法之主管機關，近幾年來致力於理論研究，除內部建置
了本系統論文發表制度外，甚且鼓勵執行人員勇於參加法務部各年度研究計畫，並且擬定
了研究方向，指定若干題目以供同仁研究，尤其致力於世界各主要國家法制比較研究，先
後已完成了德國、日本等國相關法制研究報告，當然本論文亦係法務部指定之年度研究計
畫項目，並經行政院研考會核定在案。
中國做為一世界大國，其國情制度當然值得吾人關注研究，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大陸地區法制建設近年來突飛猛進，因襲臺灣地區者頗多，其中「行政強制法草案」自
1999年即進行起草工作，但迄今猶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中，仍未完成立法程序。惟此
一法制全貌如何？是否因襲自臺灣地區，與世界各主要國家之同異何在？其理論基礎、法
規範、強制執行機關體制、執行方法等等，頗值吾人關注；但查目前國內對於此項問題之
研究甚少，資料甚難蒐集。
本論文研究旨趣，在於通過對於大陸地區關於行政強制基本理論研究、行政強制之現
況、立法中之「行政強制法草案」，及其與臺灣地區、外國法制，加以綜合比較，進行一
有系統完整研究，以明瞭大陸地區之行政強制法制。
甚且進而研究其差異性，再者此一法典付諸實施後，勢必對於中國大陸境內產生深邃
影響，且因創設了「行政強制措施」法制，屬於世界首創，有其獨特性，勢必對於學術理
論、具體法制產生激盪作用。

二、研究方法及流程
本論文之研究屬於法制層面之探討、論證及世界各主要國家立法例比較，因此研究方
法係以文獻分析法為主，旁及比較方法，並非調查、統計研究方法。
為使讀者對於大陸地區此一法制有全盤性完整概念，避免支離破碎了解，因此研究範
圍，係針對此一行政法規為全盤性、整體性研究，並非針對單一性、個別化子問題進行研
究，其涵蓋層面包含：1.基本學理之探討、闡述，2.現行制度探討，3.草案內容剖析闡述
等等，4.以及與臺灣地區、日本及歐陸法系之學理及制度，差異性比較分析(篇幅甚多)。
另因臺灣地區在此一課題研究相關論述甚少，因此本論文取材係直接引用大陸學者之
各種相關論文、書籍；但關於與境外學理及制度比較、差異性分析，則兼引臺灣地區相關
論著。

三、重要發現
大陸地區法制基本骨幹屬於歐陸國家法系，頗多採擷臺灣法律，並且融合了甚多英美
法系要素，但仍然有其獨創性，此於行政強制法制何嘗不然。
行政強制法草案第2條規定：行政強制區分為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強制執行二種，綜
觀全文，在法律性質上(一)關於行政強制措施係歸類為行政權，其執行主體概由行政機關
擔當之。(二)而關於行政強制執行機關(即執行主體)係採行雙軌化、分散式制度即，1.以申
請人民法院執行為主，2.由行政機關自行執行為輔，且係採取正面表列方式，唯經「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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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者始有執行權限，亦即以法律明文規定某行政機關有權實施行政強制執行者，該行
政機關始得自行為強制執行，否則應一律申請人民法院執行之。但此種制度並非因襲自英
美法制，乃係因應大陸地區國情自行萌生、長期演進之一種境內現行制度，並以草案法典
加以系統化，尚非由境外移植得來；其中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之性質，究竟屬於行政執行或
者司法執行？學者間爭辯不休。
行政強制措施之標的，除財物、場所、設施、存款、匯款、有價證券、強行進入住宅
外，並可對於人身自由為暫時性限制，而行政強制執行方法則並未規定得對於人身自由為
暫時性限制，此與德國、奧地利、臺灣地區法制不同。
又大陸地區草案將行政強制措施、行政強制執行之各種執行措施，一概視為行政決定
之屬，因此明文規定可以提起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此亦大陸法系國家、臺灣地區法制有
殊。

四、主要建議事項
臺灣地區行政執行法制關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係採行「行政強制執
行權限絕對集中化」制度，自民國90年1月1日實施以來，為一成功臺灣經驗，在制度設計
上顯然優於大陸地區，故值得向中國大陸及世界各主要國家宣揚之。
因此建議：(一)由主管機關聘請學者專家，廣泛的以各種語言，大量譯著我國之相關
法律文件、各種學術論著等資料，向世界各主要國家宣揚。(二)與大陸地區學術機構辦理
相關學術、法制研討會，用以宣揚臺灣地區法，進而影響其法制。
關鍵字：行政執行、行政強制執行、行政執行法、行政強制法、中國大陸行政強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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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節

緒論

研究動機與目的

法務部針對其業務範圍每年均推出相當可觀研究題目，以供所屬員工進行研究。本命
題係行政執行系統之一系列研究題目，筆者忝列行政執行處處長，身處此一環境，長期關
注行政執行業務之理論發展，尤潛心留意各國法制發展與制度比較。先前著作有「行政程
序法在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之適用」，此二項法律均為國內法，近得知有「中國
大陸行政強制法制之研究」題目，此與本身工作領域相關，各方面甚為契合，乃不耑淺
陋，申請研究，希冀對於行政執行理論與實務有所幫助。
考察世界各主要國家之行政執行法制可歸類為：1、歐陸法制：如日本、臺灣地區、
德國、奧地利，係將行政執行權視為行政權，行政機關可自行為強制執行， 但德國、奧
地利對於不動產之強制執行係聲請法院為之，2、英美法制：行政機關不得自行為強制執
行，應依法聲請法院裁判後執行之。
我國行政執行制度最早起源於民國二年北洋政府制訂之行政執行法，條文甚為簡略只
有12條，幾乎因襲自日本法制，經歷半世紀發展，該法規遠不符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乃於
民國87年完成修法，全文增加為44條，最重要變革者，為將行政執行態樣區分為三種，
1.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2.行為或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3.即時強制，其中公法上金
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機關，係集中交由各地行政執行處統一執行之，其他二種則由該原處
分機關自行為強制執行。
中國做為一世界大國，其國情制度深值吾人重視與研究，用以幫助了解，大陸地區自
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法治建設突飛猛進，甚多法典因襲臺灣地區法制，但其行政強制執
行法制全貌如何？是否因襲自臺灣，與上述世界各主要國家之同異何在？其理論基礎、法
規範、執行體制等等，均值得吾人關注，但查目前國內對於此項問題之研究微乎其微，資
料甚難尋找。
本文研究旨趣，在於通過對於大陸地區關於行政強制基本理論研究、行政強制之現
況、立法中之「行政強制法草案」，及其與臺灣地區、外國法制，加以綜合比較，進行一
有系統完整研究，以明瞭大陸地區之行政強制法制，達到知己知彼程度，並為學術理論探
討，是為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一、研究範圍
係針對此一法制為全盤性、整體性研究，並非針對單一、個別性問題為研究。其範圍
如下：（一）大陸地區行政強制法制之演進，（二）世界各主要國家之制度比較，（三）
大陸地區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執行之理論探討，（四）大陸地區現行行政強制概況，
（五）大陸地區稅收強制執行現況，（六）行政強制法草案，（七）及其與德國、奧地
利、日本、英美等國家之法制比較，尤其與臺灣地區制度比較，差異性比較分析更屬重
點。
本論文所探討者，著重於行政強制理論、及其整體制度架構，其細節性執行措施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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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行政規範、行政解釋、，均不在研究範圍。
二、研究架構
本文架構第一章為緒論，敘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架構、研究方法，第二章
先探討世界各主要國家相關制度比較，而後針對大陸地區關於行政強制之起源與發展為論
述，用以明瞭大陸地區行政強制法制與世界各國之異同，第三章則為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
強制執行之理論探討，先行闡明各種法律法律名詞概念要素及相關制度精義，次則為基本
學理之析述探討，第四章則研究現行強制執行制度之具體實施情況及其困境，並及於稅收
之行政強制、以及大陸地區特有之城管執法，第五章闡述行政強制法草案，第六章為結論
與建議。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
本論文所探討者，為法制層面之探討與論證以及立法例之比較，並非執行程序與方法
之研究，因此所採取之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針對行政強制之理論、名詞學說、大陸地
區現行行政強制概況、行政強制法草案等各項法制上問題加以焦點提示，然後針對上述問
題深入闡述、探討。
目前臺灣地區關於此一課題研究論述鮮少，因此為使國人對於大陸地區此一法制有完
整概念，避免支離破碎了解，本文研究旨趣，即針對此一行政法規採取全盤性、整體性研
究方法，並非針對單一、個別性問題進行研究；其涵蓋層面包含基本學理探索闡述、現行
制度探討、草案內容析述等。
由於臺灣地區相關論述甚少，因此本論文取材，係直接引用大陸學者之各種相關論
文、書籍，並非來自島內著作；但涉及與歐陸國家及臺灣地區法制之比較者，其資料則係
引用臺灣學者論著。惟仍本著蒐集資料務求網羅廣泛、完盡之初衷，以使本文完整呈現。
二、比較方法
法律著重制度比較，立法例為法學研究及立法實務上所不可或缺者，本命題之研究何
嘗不是。行政法學最發達者為歐陸國家、日本、臺灣地區，而且大陸地區行政強制大體上
與歐陸國家尚能接軌，因此本論文相當篇幅著墨於比較法，即與歐陸國家法制比較，尤其
兩岸制度比較分析，更屬重點。
比較範圍，除大陸地區現行法制及實施情況外，更多著墨於行政強制法草案之內容，
一則比較其制度架構，另一則比較單項規定之理論，以明其爭點所在及差異性。

第二章
第一節

各國制度比較及大陸地區行政強制制度演進

問題提出

大陸地區自1949年建政以後，關於行政法制建設長期呈現停頓滯後現象，但近年來已
有突飛猛進發展勢頭，重要法典如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制法構成行政法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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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支柱。前二項已經先後於1996年、2003年完成立法程序並實施多年，而後者「行政強制
法草案」，已經進入立法程序，甫於2007年10月25日經第10屆全國人代常委會第30次會議
進行第二次審議後之階段，另外行政程序法、行政收費法，尚處於學說辯論、研議中 1。
在大陸地區，「行政強制措施、行政強制執行」，這二種先驅性概念，最早是濫觴
於改革開放後1983年出版之第一本行政法教科書，即王珉 灿 主編「行政法概要」 2，著
者提出了採取「行政強制措施」以及「行政強制執行行為」之概念，當時雖然未及時形
成法制，但思潮澎湃，理論研究次第展開，同時因社會經濟高速成長結果，行政機關業
務上有龐大需求，國家社會環境背景亟需產生行政強制執行法制，以因應現實需要，經
過激盪辯證結果，雖然尚未有單獨行政執行法法典制訂，但在1989年公布之行政訴訟法
（1990年實施），終於取得法源擁有一席之地，其中有二個具開創性、前瞻性條文，奠定
了現行行政強制法制，乃至目前出爐草案，亦係因襲此一框架。此即行政訴訟法第11條規
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下列『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
（一）……；（二）對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不服
的；（三）……。」第66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體行政行為在法定期間
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為
實踐並完善此一規定，最高人民法院乃制訂整套子法，以為相應落實，因此開啟了大陸行
政強制執行法制，經過十餘年實踐，學者均稱此係「以申請人民法院執行為主，行政機關
自行執行為輔」之行政執行制度。
上述二條條文具備了創造性先例，不僅屬於法制上定位，更開啟了學界能量甚為可觀
研究，理論結構漸次形成。嗣後學界以及社會現實需要，各界一再呼籲應制訂單行法律，
以應國家社會發展需要，「行政強制法草案」於焉出爐。
一般認為行政強制係脫胎於具體行政行為，並由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強制執行二部分
組成 3，而行政強制執行依其執行主體可區分為，行政機關自行執行和申請人民法院執行
二種類別。
大陸地區行政強制現狀，最主要依據除了上述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外，尚散見於行政
處罰法（第六章為行政處罰的執行）、行政復議法、行政許可法、國家賠償法等法律。4
現今國際情勢已經高度國際化，形成所謂地球村，任何國家均無法閉關自守，即以法
律而言，世界各國莫不參酌先進國家之立法例。以上吾人闡述了大陸地區行政強制制度之
濫觴，惟其與世界各主要國家相關制度究竟有無關聯？是否起源或因襲自外國法制？其相
同之處與差異性何在？凡此均為研究此一命題所應關注者，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簡介世界各
主要國家行政強制執行制度，方得有全盤輪廓。

第二節

世界各主要國家行政強制執行制度比較

依前述，大陸地區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係採取「申請人民法院執行為主，行政機關
自行執行為輔」之雙軌制，似乎接近英美法制，其實不然，此並非因襲世界各主要國家之
法制，而係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後，因應國情，肆應社會實際需要，依據其國內現有之法
1.另有稱「行政法之支架性法律」者，即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強制法、行政收費法、行政訴訟法，以及行政
程序法等所組成。參見應松年，「評價和展望行政強制立法」，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
2.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
3.此為大陸之特色，另尚有行政許可的設定（行政許可法第2條）。但大陸法系國家或英美法系國家均無此一概念。
4.陳立風，「論人民法院在行政強制措施中的地位」，法學適用月刊，2006年6月（總第243期），頁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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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自行發展演進之一套行政強制執行制度，可謂係大陸境內自行演變而來，吾人透過以
下之論述，可知其梗概。
一、各主要國家制度概述及比較5
(一)美國制度
美國模式是英美法系國家行政強制執行之代表，美國基於三權分立理念，奉
行「司法優於行政」之傳統觀念，因此行政強制執行制度係建立在司法優先、司
法控制之理念，原則上行政機關並無行政執行權限，而係向法院申請准許執行。
在基本程序上，人民逾期不履行行政義務時，行政機關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訴
訟」，或由不執行行政決定而受到損害之第三人向法院提起申請，法院經過審
理，依據雙方之控訴和辯論以及證據資料，作出判決，並由「法院發出命令」強
迫義務人履行行政義務，但法院並不直接負擔具體執行工作，具體執行工作仍然
交由行政機關處理 6。
如果義務人仍拒不履行時，法院可論處藐視法庭罪，對於行政義務人追究其
刑事責任，處以罰金或拘禁。另外行政機關在進行行政強制執行而須進行必要之
檢查或搜查時，事先須要申請法院批准。但此為原則，下述四種例外情形，行政
機關擁有簡決權限，得不經行政上之聽證程序或司法程序，以自力執行之：1.對
於負有繳納國稅義務人財產之扣押與查封，2.對外國人之驅除出境，3.妨害衛生
行為，4.妨害安全秩序行為之排除。
(二)英國制度
英國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與美國類同，行政機關並無自行執行之權限，義務
人不履行其行政上義務時，必須向法院申請執行，由法院踐行司法審查程序，以
決定該項行政決定是否應當執行。但法院僅限於裁判、發布令狀，並不負擔具體
執行工作，而實際執行係交由行政機關自行處理。
(三)法國制度
法國雖然屬於大陸法系國家，但在行政強制執行制度，卻係傾向英美法制，
原則上係藉助法院力量來執行，但有部分為例外，係由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
當義務人不履行行政上所確定之義務時，係採用刑罰威懾力，申請法院對於義務
違反者施加「行政刑罰」之制度，利用相對人對刑罰之恐懼感以促使其自動履行
行政義務，最典型者，凡違反警察條例者，而在該條例或其他法律中未規定處罰
時，即適用刑法典中關於違警處罰之規定。但有些法律明文規定行政機關有自行
執行之權限，其方法為對於不履行義務之相對人科處行政罰（最常見者如申誡、
罰款、扣留、沒收、停止營業、停止發行、取銷職業證件、取銷駕駛執照、喪失
5.城仲模，「行政強制執行序說」，收錄於氏著《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書局，民國88年，增訂3版，頁287-300。
蔡震榮，「行政執行法」，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9月，修定三版，頁16-27。施清火，「行政程序法在公法上金錢給
付義務強制執行之適用」，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7月。
朱新力，「外國行政強制法律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胡建淼等，「外國行政強制制度的現狀及中國行政強
制制度的改革」，收錄於胡建淼主編《行政強制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頁413。楊建生，「行政強制比較
研究」，哈爾濱學院學報，第27卷第6期，2006年6月，頁47-51。王海洋，「淺論行政強制執行的主體」，法學論叢，
2007年3月，頁79-80。鄭漢軍，「淺析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模式」，消費導刊，2008年7月，頁152-153。沈開舉等，
論「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性質―兼論法院在執行中的作用」，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王曉濱，「行政強制執行模式
問題研究」，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第5卷第8期，2006年8月，頁37-41。楊建生，「行政強制比較研究」，哈爾濱學院
學報，第27卷第6期，2006年6月，頁47-51。沈開舉等，「試論行政強制執行權的分配模式」，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
文獻。葉堅，「淺析行政強制執行的歸屬問題」，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朱偉，「論行政強制權之歸屬」，行政
與法，2001年2月，頁43-44。
6.在大陸地區有稱此為「執行訴訟」者。如譚晉，「行政強制執行」，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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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職業、取銷某種資格等）或直接依職權為強制執行。7
(四)德國制度
德奧等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學發達，行政機關擁有行政強制執行權限，主要
法律為德國聯邦行政強制執行法，此為一般性法典，各邦並另行制定行政執行
法。依上揭聯邦法律第6條、第7條規定，作為、忍受或不作為之執行，以及即時
強制執行，均係由作成行政處分之行政機關執行之，其訴願決定之執行亦同。
另依第1條、第4條、第5條規定，關於公法上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其執行機
關為行政機關，且係直接適用「國家租稅通則」規定為之，亦即在動產執行係由
行政官署依據稅法相關規定為之，無須假手法院。但對於不動產之強制執行則應
申請地區法院為之，此一場合即應適用法院強制執行所應適用之「民事訴訟法」
相關規定執行之。因此德國之行政執行權分配模式，可謂係以行政機關自行執行
為原則，司法機關執行為例外，尤其體現在公法上金錢債權執行制度。
(五)奧地利制度
依據奧地利行政強制執行法（1925年公布）第1條規定，縣級行政機關及其
上級機關所為之裁決，以及其他聯邦、各邦行政機關所為之裁決，均由縣級行政
機關負強制執行之責任（含大量聯邦警察機關職權範圍內之事項）。但關於公法
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徵收，依同法第3條規定，係採取行政、司法雙軌並行制
度，縣市政府及聯邦警察官署有權選擇適用稅捐執行通則，自行執行或以債權人
身分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8 。而其中之財稅徵收案件係單獨由財政行政官署予以
執行，並非交由上述縣級行政機關擔當執行。
(六)日本制度
日本繼受了歐陸法制，其行政強制執行制度，是從傳統的行政國家思想分
析，舊行政執行法制定於1900年（明治33年），係行政國家體制，行政官廳擁
有強大之強制執行權限，該法主要在規範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以及即時強制之執
行。
日本學說上關於行政執行之分類範圍區分為四：1.代執行（代履行），2.執
行罰，3.直接強制，4.行政上強制徵收。而行政上強制徵收（即公法上金錢債權
強制執行）則依國稅徵收法（明治30年立法）規定執行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日本法制深受美國之影響，於 1948年廢除舊制，改訂為「行政代執行法」，其規
範乃以代執行為其範圍 9 ，該管行政機關得自行為強制執行。關於公法上金錢債
權強制執行，並未改變，率由舊制，於國稅租稅債權則依國稅徵收法執行之，該
徵收法明訂執行機關為各稅捐徵收機關，不須移送由法院強制執行。另其他各種
公法上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則依個別法律規定，依國稅徵收法所定滯納處分章執
行之，如各種地方稅、代執行費用、健康保險法、國民年金法第95條、地方自治
法第231條、道路法第75條、土地區劃整理法第110條、地方自治團體其他各種歲
入等行政上徵收。
7.王名揚，「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沈開舉等，「論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性質-兼論法院在執行
中的作用」，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王學棟，「國外行政強制執行手段發展的新趁勢」，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
文獻。
8.馬懷德，「我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及立法構想-直接強制執行」，《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
9.蔡震榮，前註5，「行政執行法」，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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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華民國制度
民國2年，袁世凱北洋政府，仿效日本法制，制訂行政執行法，相當簡略，
係採行政機關自行執行體制。民國87年全面翻修行政執行法，將行政執行區分為
三種，即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為或不行為義務、即時強制，其中後二種之強
制執行，依據該法第4條規定，係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自行為之，而公
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係移送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地行政執行處執
行之。
綜上，在臺灣地區無論學說或者法制，均認為行政機關擁有完全行政執行權
限，無須假手法院執行之，而公法上金錢債權，係將各行政機關本身固有之執行
權限析離出來，統一交由專責機關即行政執行處擔當之，屬於單軌式、集中化執
行，或可稱為「行政強制執行權限絕對集中制度」10 。
二、各國行政執行機關權限分配模式比較
綜上所述，各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中，關於執行機關（即執行主體）權限之分配模式
大致上可歸類為：
(一)行政機關執行模式
以德國、奧地利、日本、中華民國等國為代表。其優點為行政權得以完整行
使，而無割裂情事，並且提高行政效率，及時實現行政目的。但批評者認為行政
機關完全擁有強制執行權限容易導致權力濫用而損害人民權益等弊病。其中德
國、奧地利在制度本質上，原則上雖可歸類為行政機關執行模式，但針對不動產
執行事件，為求慎重，卻係採行聲請司法機關執行之模式，此為例外；而日本、
中華民國，係完全的採行行政機關執行模式。
(二)司法機關執行模式
以英美法系、法國等國家為代表。其優點為行政權受到司法機關制約，法院
有權對於行政決定進行司法審查，有效防止行政權濫用、阻止行政專斷，保障人
民權益、減少各種損害，但批評者普遍認為明顯降低行政效率、浪費司法資源、
提高行政成本、割裂行政權、並且導致法院負荷過重，以及混淆行政與司法本質
性等弊病。
(三)依事權集中密度區分
1.集中式：如中華民國，係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權限，統一交由各地
之行政執行處為集中執行，此可稱為「行政強制執行權限絕對集中制度」。
2.分散式：除我國外，世界各國無論採行行政機關執行或司法機關執行模式，均
屬之，並無統一專賣執行機關，而係分散由各行政、司法機關受理執行。

第三節

大陸地區制度之演進

依據大陸地區學者論述，行政強制係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執行二者之合稱11 ；行
10.此一名詞為本文筆者所獨創，乃有待將來學理上、實務上論證。
11.學者大抵上均採認此說，如羅豪才、應松年、胡建淼等知名學者。茲舉羅豪才論述如下：「行政強制是指行政主體為
了保障行政管理的順利進行，通過依法採取強制手段迫使拒不履行行政法義務的相對人履行義務或達到與履行義務相
同的狀態；或者出於維護社會秩序或保護公民人身健康、安全的需要，對於相對人的人身或財產採取緊急性、即時性
強制措施的具體行政行為的總稱。」前者論述屬行政強制執行，後者屬於行政強制措施。參見氏著「行政法學」，北
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頁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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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強制措施為完全之行政權，由行政機關自行為措置無須假手法院為之；而行政強制執行
係採行「以司法執行為主，行政機關執行為輔」制度，但此與國外法制並無太大關聯，係
基於中國境內歷史淵源、國情狀況，以及當前行政法理論之發展情況有密切相關，茲將其
演進過程分敘如下12。
一、改革開放之前
在1949年建政以後，相當漫長時期，全國實行了高度集權政治體制、高度集中計畫經
濟體制，與之相應的係龐大行政權，嚴密社會組織，社會結構係依據行政組織原則進行組
建，國家或政府與人民係屬於隸屬關係，層層嚴密管制，採行集體經濟，並無私營經濟活
動，因此因經濟行為而遭受行政處罰之機會，壓抑至最少，而政府對於人民以指令性計劃
及行政命令方式對於企業和社會成員進行嚴密控制和指揮，縱然有個別少數違反禁令者，
亦可以刑事手段處罰，因此行政命令、行政行為不存在阻礙，黨的組織領導一切，全國上
下，不論中央或地方、各個領域均不太須要法律治理，法治建設及要求，呈現停頓現象，
因此，此一時代，並無建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之客觀環境。
二、改革開放初期
法治建設開始萌芽，逐漸進行立法工作，但行政機關設置不健全、法規不完備、法制
人才欠缺，行政機關之執行能力明顯不足。而公檢法機關在當時尚具有某種意義上之專政
機構性質，法院確有相當權威，從現實出發，有必要借重法院以進行強制執行，且一方面
參考民事執行制度漸次發展而來13，因此相繼出台之行政法規、行政命令競相仿傚。此一
期間，由國家法律、行政法規、規章所規定之具體行政強制措施、執行方法，名稱高達
200多種。但均有普遍缺陷，即未規定法律救濟途徑，欠缺可訴性規定，對於侵權爭議大
都只能通過信訪途俓解決14。
三、行政訴訟法實施以後
其後通過了一系列法制建設，於1989年頒布行政訴訟法、1999年頒布行政復議法、
1994年頒布國家賠償法，凡此皆為完善行政救濟制度。
其中行政訴訟法關於行政強制有三條重要條文，茲摘錄如下：
(一)第11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下列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
起的訴訟：(一)對拘留、罰款、……不服的；(二)對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對財產的
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不服的；……；(八)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
身權、財產權的。」
(二)第44條：「訴訟期間，不停止具體行政行為的執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
具體行政行為的執行：(一)被告認為需要停止執行的；(二)原告申請停止執行，
人民法院認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執行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並且停止執行不損
害社會公共利益，裁定停止執行的；(三)法律、法規規定停止執行的。」
(三)第66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體行政行為在法定期間不提起訴訟又不
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
上揭行政訴訟法第66條，即規範了行政執行主體為法院及行政機關自身之雙
主體制（即雙軌制），通稱的「執行體制論」、「執行模式理論」之各種辯證理
12.沈開舉等，見前註7，「論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性質」。敖雙紅，「行政強制立法涉及的幾個基本問題」，福建公安高
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第5期（總第93期），頁66-71。
13.宋雅芳，「對我國行政強制執行權分配模式的思考」，人大建設，2006年第5期（總第197期），頁48-50。
14.信春鷹，「我國的行政強制法律制度」，中國人大法制講座，2005年9月25日，頁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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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於焉浮上台面。
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2000年會於7月間在山東省青島市舉行，對於會
議主題「行政強制的理論與實踐」，與會學者針對強制執行權分配模式提出幾種
方案，大致可歸類為：行政執行模式、司法執行模式、複合模式，其中複合執行
模式又可分為「以申請法院執行為主，行政機關自行執行為輔」及「以行政機關
自行執行為主，申請法院執行為輔」二類，單純之行政執行模式、司法執行模式
主張為少數說，但對於複合執行模式之二類選擇，意見存在著分歧。由於學說反
覆辯論、激盪及立法之倣傚和趨同效應，此一「申請人民法院執行為主，行政機
關自行執行為輔」傳統模式主張，逐步取得優勢，並最終與現行實務法制吻合。
採行二元化理論之最主要論據為：1.世界主要國家對於行政強制執行分配模
式，大致上均採行行政機關執行與司法機關執行之混合體制，鮮少有將此一執行
權限完全劃歸行政機關獨有者，2.二元化分配模式與中國現行實踐體制及學理研
究相符合 15。
現行實務制度主要係依據下列二種法規運作：
第一種：行政訴訟法第66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體行政行為在
法定期間內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
依法強制執行」。
依此，行政機關可以透過下列二種方式之一，以使自己之行政決定獲得履
行，亦即行政執行主體有二種，1.為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2.為行政機關自行
強制執行，但二者以何者為主何者為輔呢？條文並未明確，其劃分標準詳下述各
種子法規定。
第二種：相應之整套子法如下
為因應上開法律制度，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一整套子法，以為具體實踐依據，
其詳如下：
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若
干問題的解釋)，第87條規定：「法律、法規沒有賦予行政機關強制執行權，行
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人民法院應依法受理，法律、法規規定既可
以由行政機關依法強制執行也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
法受理。」16
2.1996年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處理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案件分工
問題的通知﹞，明文規定：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案件由行政審判庭
負責審查；需要強制執行的，由行政審判庭移送執行庭辦理。
3.1998年另又發布子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辦理行政機關申請強制執行案件有關
問題的通知﹞，規定行政審判庭負責審查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之案
件，以及審查之標準和作出決定之形式。
4.2000年又發布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
問題的解釋﹞，規範法院審查之標準及程序。
四、行政強制法草案
15.喻興龍，「關於行政強制立法的幾個問題」，社科縱橫，2003年4月，總第18卷第2期，頁33-35。
16.中國大陸係採行司法一元制，不若大陸法系國家採行司法二元化制度有行政法院之設置，故其行政訴訟庭係設置在普
通法院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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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係採行雙軌制，經「法規設定」為具有行政強制執行權限之行政機關，即得自行
為強制執行，無須申請人民法院為之。
草案第14條第1項規定：「實施行政強制執行的行政機關由法律規定。」第2項：「法
律沒有規定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的，作出行政決定的行政機關應當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
行。」基本上是因襲現行制度，其詳見下述。
依據對於現行行政法規之考察，法律或法規明確賦予行政機關具有行政執行權限者，
占整體法規數量比率較小，因此學者普遍認為大陸地區之行政強制執行模式，可概括為
「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以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為例外」，人民法院及行政機關皆為
行政強制執行主體，另有部分學者在名稱上改稱「司法執行為原則，行政執行為例外」
者。
制度上雖然趨近於英美法系制度，但考其形成過程，係依據中國國情，從社會現實需
要出發，自然演進而形成一套本國固有模式，並非受西洋、東洋法律思潮激盪形成，或者
採據英美國家制度而產生的。其在制度形成之初，乃因大陸地區行政機關法制人才及專業
能力不足，以及為借重法院威勢等種種原因而形成，並不是從保障人權、監督行政機關依
法行政之角度為出發，此為學者普遍見解，但有少數學者認為此一制度係總結世界先進國
家歷史經驗，採擷其優點而形成的，例如應松年。
且其與英美法制最大之區別在於，英美制度係向法院起訴，經審判後發出令狀命履
行，而大陸地區制度僅是申請法院執行並非起訴性質，惟該執行名義在理論上應受法院行
政審判庭之實質審查。但實際上法院因案件負荷過重，無暇為實質審查；且查英美法制，
法院並不負責實際執行工作，於裁判後仍發交行政機關自行執行，而大陸法制，人民法院
仍負擔實際執行工作，是為二者之最大區別。
甚多學者主張依下列標準來劃分司法執行與行政機關自行執行之標準者：1.以對於相
對人權益影響之大小為標準，2.以執行標的為標準，3.以法律後果嚴重程度區分之，4.以
案件執行難度為準。其具體區分為：下列事項申請法院執行之：1.人身自由之執行，2.重
要之行為義務執行，3.金額鉅大金錢給付義務執行。17
另現行法律賦予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最顯著者為稅務、公安、工商等領域，在法
規數量上雖然少數，但均屬極其重要行政管理法規，且其等與人民發生法律關係緊密程度
及份量遠大於其他種類相關情況之總和18。

第三章

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執行之理論探討

大陸地區之行政強制理論與制度大體上言之，除司法執行制度外，係趨向大陸法系國
家。而所謂行政強制，包括了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執行二種強制行為19。其中關於行
政強制措施、行政執行主體權限分配模式，此二項制度並非因襲外國法制，乃係因應國
17.如楊東欣，參見「試論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模式問題」，江淮論壇，2006年第1期，頁77-80。
18.陳凱等，「行政強制執行體制研究」，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第20卷第1期，2008年1月。
19.楊建生指出：「在德國．奧地利等大陸法系國家認為行政強制有兩種意義，一是把它作為行政強制執行的別名，即行
政強制在涵義上等同於行政強制執行，二是把它看成是行政上的執行和行政上的即時強制之合稱，第二種含義對日本
和臺灣地區立法有很大影響。而英美法系國家由於其行政法係採行判例法，所以並未對於行政強制的內涵作嚴格的界
定。」參見氏發表「行政強制比較」，哈爾濱學院學報，2006年6月，第27卷第6期，頁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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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肆應社會現實需要，而在中國境內自行演進之一種制度，所使用之法律名詞、相關制
度名稱，與境外相殊，有其特殊性、頗多具原創性，因此外人較難理解。而其他各種行政
強制執行理論、現行制度，乃至草案規定，總的來說係趨向大陸法系國家法制，而且深受
臺灣學者城仲模學說影響，但是二者未必雷同，仍有其差異性，吾人欲對於大陸地區之整
套行政強制法制澈底了解，必先探知各種法律名詞其概念要素及相關制度意義，得有一相
當輪廓，而後始能進而窺其堂奧。茲綜合採擷大陸地區各家學者對於其境內行政強制學
說、現行體制之通說如下20，並與臺灣地區法制比較分析其間差異性。

第一節

各種法律名詞概念要素及相關制度精義

一、行政決定
行政決定，是否相當於臺灣地區行政處分？事涉基礎處分之執行名義問題，因此有必
要先行釐清其概念要素。實則在大陸地區實體法或行政處罰法，並無「行政決定」此一單
一、明確法規範名稱，它是一個集合式法律概念。
按行政行為區分為二種，其一為抽象行政行為：指國家行政機關針對不特定對象發布
之可反復適用之規範性文件，包含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政府規章，以及行政機關制
定、發布之其他具有普遍約束力決定、命令，因此大致可謂為行政立法。其二為具體行政
行為：係指行政機關、其他行政主體、或其職員，在實施行政管理活動中依據職權就特定
具體事件，對於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權利、義務作出單方行政行為，具體行政行為
使特定對象之權利義務直接發生影響，例如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強制執行、行政確
認（確定法律地位、法律關係、文書等）、行政徵收（如徵稅、土地徵收）、行政徵用
（不移轉所有權）、行政獎勵、行政監督檢查、行政強制措施等，均屬之。
而行政決定係指行政主體依據法律規定，單方面行使公權力，對外作出且直接發生法
律效果之具體行政行為。因此其概念要素包括：1.行政主體作出，2.公權力行為，3.對外
作出（即對象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並非行政主體內部），4.具有單方性（無待
於人民意思合致），5.屬於具體行政行為，6.直接發生法律效果。
因此行政決定是具體行政行為之重要組成部分，舉其犖犖大者，如行政處罰法第31、
33、34、35、38、51條所稱「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第39條「製作行政處罰決定書」。行
政許可法第38、39、40、42、44、48條所稱「行政許可決定」，行政強制法草案第38條
「行政強制執行決定書」、第25條「查封扣押決定書」、第31條「凍結決定書」等。
以上所舉僅是重要法規，其他行政法規仍有作出行政決定的權能，且為數龐大。
臺灣地區「行政程序法」第2章名為行政處分，並且於第92條為立法定義之，但大陸
地區對於「行政程序法」立法進度緩慢，目前仍在研議中，故關於行政決定尚無立法上定
義可循，但依據目前各種行政法規、學者理論、及實務見解，行政決定之概念要素應相當
於臺灣地區行政處分，並與臺灣地區法制相符合。
綜上所述，就實體法而言，行政決定一詞，並非明確法規範名稱，乃係一個集合式
法律概念，包含了各式各樣具體行政行為處分；至於行政強制法草案第2、13、34、37、
20.胡建淼，「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執行的邊界劃定」，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
楊建生，同前註5，「行政強制比較研究」。葉堅，前註5，「淺析行政強制執行的歸屬問題」。
羅文燕等，「論行政強制權的設定」，法制與社會發展，2003年第1期，頁123-126。
胡建淼，「論中國行政強制執行概念的演變及定位」，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

第七篇.indd 503

2010/12/10 下午 03:59:20

504

98年度法務研究選輯

44、49條所稱「行政決定」，係指實體法作出之各種執行名義，為一種泛稱。
依據行政訴訟法第66條規定：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為執行的，係針對「未提起
行政訴訟、且未履行之具體行政行為」，而具體行政行為之概念要素、及其範圍，已如上
述。但是依據行政強制法草案第2、34、44、45、52條規定無論是行政機關自行執行，或
者申請人民法院，其基礎處分（即執行名義）均僅限於「行政決定」一種，其他具體行政
行為不與焉，例如上述「行政確認」即不必執行。
惟行政決定並非純然皆是具體化行政行為，就整體言仍可再區分為三種21：1.具體性
行政處理決定，2.抽象性行政決定，或稱有普遍約束力之決定或命令（即行政命令等），
為一種具有法規範性、明確性、普遍性、反復適用之特徵，國務院、及地方一定級別的人
民政府，可以制定規章以外及以下之規範性檔（即不命以法案名稱）。3.行政決策，即行
政機關或其職員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為實現某一目標對於若干可供選擇之具體方案中所作
之最佳選擇。其中具體性行政處理決定，屬於具體性行政行為，始有強制執行問題，而抽
象性行政決定，屬於抽象性行政行為，為行政立法範疇，並無行政強制執行問題。其中具
體性行政處理決定，為全部行政行為中主體，占全國行政活動總量中最龐大部分。（關於
執行名義兩岸法制之比較，詳見後述）
與臺灣地區法制差異性比較分析：
(一)臺灣地區行政程序法第92條法條名稱直接稱為「行政處分」，並有立法性定義，
且為6種行政行為之最主要者，大陸地區則尚未訂定行政程序法。
(二)但兩岸關於行政處分、行政決定之概念要素應相當。但上述抽象性法規範檔則不
與焉。
(三)行政處分態樣係多樣化，例如稅單（其名稱甚多，如繳款書、繳納通知書等）、
早期稱違章處分書、現行稱裁處書（2006年2月5日施行之行政罰法，第44條則規
定：行政機關裁處行政罰時，應作裁處書，並為送達）。
(四)行政處分之依據：包含行政罰法、各種單行行政法規，例如稅法、工商管理法
規、環保法規、婦幼保護法規、國土資源保護法規、勞工法規等等。其中臺灣行
政罰法相當於大陸地區之行政處罰法，其法條內容包括實體法與程序法，實體法
方面兼具總則性規定、補充性規定22。相同的臺灣地區行政程序法，亦涵蓋了實
體規定與程序規定，且前者份量遠高於後者，例如行政處分之效力、行政契約諸
法條即是實體規定23。
(五)同理，大陸地區行政處罰法，第8、9、23、、27、51條等，何嘗不是具有實體規
定性質。
(六)行政處分係行政執行之執行名義，它的文書製作、送達、效力，在行政程序法均
有完整規定，但是實際上處分文書並不直接冠以處分書，而係稱以裁處書為主。
行政決定亦非單一、明確法律名詞，它是一種集合式法律概念。
二、行政強制措施
係指國家行政機關或者經法律授權之組織，為了預防或制止、控制正在發生或可能發
生之違法行為、危險狀態以及不利後果，或者為了保全證據，確保案件查處工作之順利進
21.朱新力，「行政法基本原理」，浙江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版。胡建淼，「行政法學」，法律出版社，2003年，2
版。
22.林錫堯，「行政罰法」，元照出版社，2005年6月，初版。頁9。
23.湯德宗，「行政程序法」，收錄於翁岳生編《行政法》2000年（下冊）頁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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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對於行政上相對人（即義務人）之人身自由、財產及其他權利與利益予以強制限制之
一種具體行政行為，亦有認為應包含對於「行為之強制」24。而「立法法」對於限制人身
自由之強制措施，實行全面法律保留原則，規定僅能由法律定之。學者應松年教授即指
出，其與行政處罰之區異在於，行政處罰精義在於人民對於「行政上義務之違反」，因而
被課以處罰；而行政強制措施係行政機關查處違法行為之前，為發現真實防止證據流失所
採取之強制手段，當查明確有違法行為時，即進行行政處罰，未發現違法行為，即行解除
行政強制措施25。
行政強制措施存在之領域非常廣泛，形式多樣化，包括對於人身的暫時性限制，如盤
問、隔離等，及對於財產行政強制措施如查封、扣押、凍結等，和強行檢查、強制檢疫等
對於行為的行政強制措施。26
在立法上，草案第2條第2款，即明確規範了行政強制
措施之目的、作用及其範圍如下：「行政強制措施，是指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過程
中，為制止違法行為、防止證據損毀、避免危害發生、控制危險擴大等情形，依法對公民
人身自由實施暫時性限制，或者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財產實施暫時性控制的行
為。」
無論大陸法系國家、或英美法系國家，均無此種行政強制措施之概念。但此為大陸
地區關於行政強制法制之一大特色，具有原創性，1983年王珉灿主編「行政法概要」教
科書即率先提出此一觀念，具濫觴性創見，而法制化係在1989年制定之行政訴訟法第11
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下列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
（一）……；（二）對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不服
的；……。」該法條將行政強制措施列為具體行政行為，得提起行政訴訟，嗣後此一概念
即萌發潮水般學理研究27。行政強制措施包含即時強制（其意義近似德國、日本、臺灣等
大陸法系國家，詳見後述）和其他強制措施28，此為主流見解，但是有部分學者認為行政
強制措施等同即時強制（詳見下述）。
與臺灣地區法制差異性比較分析
(一)大陸地區行政強制法草案，並無即時強制種類？學者有認為係屬於行政強制措施
之一環，有認為二者相當。
(二)行政強制措施，係大陸首創。
(三)其餘比較分析，詳見下述（本章即時強制之析述）。
三、行政強制執行（Verwaltungsvollstreckung）
通說係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會組織逾期不履行行政法上之義務時，國家機關29 依
法採取必要的強制性措施，迫使其履行義務，或達到與履行義務相同狀態之具體行政行
為。但此一概念是與時俱進隨時代而演變的，先前1.行政訴訟法公布實施前：大多數學者
24.如應松年，參見氏發表「論行政強制執行」，中國法學，1998年，第3期，頁12-13。
如羅文燕等，參見其等發表「論行政強制權的設定」，法制與社會發展，2003年第1期。
25.黃秀麗，「行政強制法爭議中前行」，浙江人大，2007年12月，頁28-30。
26.林麗，「論我國行政強制措施制度的規範化」，焦作大學學報，2007年10月，第4期，頁120-121。
27.王玨，「從德國行政執行法看行政強制諸定義」，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6 月，第10卷增刊，頁
110-112。
28.楊建生，前註19，「行政強制比較研究」，哈爾濱學院學報，2006年6月，第27卷第6期，頁47-51。
29.有界定為「國家行政機關」者，其主要區別在於對行政強制執行權限之分配模式問題，採「國家機關」說者，認為執
行主體包括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持「國家行政機關」者，認為執行主體僅為行政機關。而申請法院執行，並非司法
執行，為一種行政權之延伸，因此係行政強制執行，參見陳凱等，前註18，「行政強制執行體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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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行政強制執行是指行政上相對人逾期不履行行政主體作出之行政決定，有權行政機
關依法採取必要的強制措施，迫使行政相對人履行義務或實現與履行義務相同狀態之行政
行為執行。2.行政訴訟法公布實施後，大多數學者見解與該法律相關制度接軌，始轉而承
認人民法院之執行主體定位，如學者姜明安即認為，係指行政機關本身或申請人民法院強
制拒不履行行政法上義務之相對人履行其義務之行為。
與臺灣地區法制差異性比較分析：
(一)大陸地區行政強制執行，包括二種，即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作為不作為義務之執
行。
(二)其中金錢給付義務執行執行方法：以執行罰（即加處罰款、滯納金）、查封、扣
押、凍結及拍賣、劃撥存款匯款等為主要執行方法。
(三)作為不作為義務執行：草案僅明文規定了間接強制方法，即代履行一種，並無怠
金制度，亦無執行罰規定，而直接強制並無明文規定，且查第51條關於拆除違法
建築物程序，係實施代履行，因此亦非直接強制。
(四)臺灣地區行政強制執行包含了金錢給付義務執行，間接強制（代履行、怠金），
直接強制（第28條第2項共5款情事）、即時強制；惟並無行政強制措施制度。
(五)臺灣地區執行機關：均為行政機關，尤其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係採行執行
權限絕對集中制度（集中由各地行政執行處為強制執行），均無須申請法院為
之。
(六)大陸地區關於執行機關權限分配，係以申請人民法院執行為主，行政機關自行執
行為輔，且行政機關須要經過法律、法規設定始具有執行權限，否則要申請人民
法院為之。
四、作為、不作為義務之強制執行
大陸地區學者，對於作為不作為義務執行，在理論上大體上與歐陸國家、臺灣地區法
制相同，認為包括間接強制、直接強制二種，其中間接強制方法又區分為代履行、執行罰
二種。
惟立法上不盡相同，茲敘述如下：
(一)德國聯邦行政強制法第2章名為「作為、忍受與不作為之強制」，臺灣地區行政
執行法第3章名為「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其強制執行方法，包含間接強
制與直接強制，前者著重於心理上威嚇作用，以強迫義務人履行，其使用方法為
「代履行」、「怠金」二種，而後者著重於由行政機關以實力直接實現之。但兩
者均係「對於行政上義務之違反」，因此須要有先行處分義務存在，並且經過告
戒程序，始可為之；而且間接強制優先於直接強制。
但大陸地區行政強制法草案第4章，關於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程序中，在第3
節規定了「作為、不作為義務的執行」，只有3個條文，其中僅第49、50條明文
規定了「代履行」執行方法，另51條規定了違章建築拆除程序：1.經當事人同意
者，可委託代履行，2.拒不履行者，可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就外觀言似乎為
直接強制執行之態樣，其實不然，乃因人民法院裁定准許執行之後，程序上仍發
交由該管行政機關實施代履行，是故並非直接強制態樣；另查2007年第二次審議
稿，第53條規定：「行政機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對違法行為或者違法
組織作出取締的行政決定的，應當予以公告，責令其終止活動。違法行為人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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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活動的，依法強制執行。」依其性質或可視為直接強制規定，但此法條在第
三次審議稿已經被刪除。另查目前各種行政法規普遍性存在大量直接強制規定，
如稅法、公安、海關、審計、工商管理等。
與臺灣地區法制差異性比較：
(一)大陸地區行政強制執行，包含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作為不作為義務執行二種，而
臺灣地區行政執行，包含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行為不行為義務執行、即時
強制三種。
(二)臺灣地區行為不行為義務執行，包括間接強制、直接強制二種，且有明文章節規
定。其中間接強制方法，係指代履行、怠金，而針對直接強制，亦明文規定了5
款執行方法。
(三)大陸地區作為不作為義務執行，只有三個條文，其性質皆屬代履行方法。且遍查
通篇草案，並無直接強制名詞或條文。
(四)大陸地區並無怠金執行方法，但在金錢給付義務執行方法，明文規範了「加處罰
款或者滯納金」條款，學者稱之為「執行罰」，惟其法律性質與臺灣、德國之怠
金、強制金，並非相同。（詳下述執行罰）
五、直接強制（unmittelbarer Zwang）
大陸地區學者理論，認為作為、不作為義務行政強制執行，分為直接強制執行、間接
強制執行二種，且均非行政強制措施之屬。直接強制執行係指行政義務人逾期不履行其行
政上義務時，由執行機關本身直接採取強制手段，對於義務人之身體、財產直接施以實
力，直接達到義務人履行義務或務被履行之狀態30。屬於最後之手段（ultima ratio），必
須不能採行干預人民基本權較小之間接強制時，始得為之，例如解除占有、進入住宅、拆
除建築物、強制徵兵等。
關於直接強制執行方式，包含了對於人身、財產以強力手段之直接執行。且應嚴守法
律保留原則，必須經過法律設定此一機關職權，該行政機關始得為之，否則應申請人民法
院強制執行。
目前各種單行之行政法規，不勝枚舉，其中最重要者，如公安、稅務、海關、審計、
外匯管理、工商管理等。茲舉其具代表性者，如1.稅收徵收管理法第28條規定：「欠繳稅
款的納稅人需要出境的，應當在出境前向稅務機關結清應納稅款或者提供擔保。未結清稅
款，又不提供擔保的，稅務機關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機關阻止其出境」31。2.治安管理處罰
條例第34條規定：「違反治安管理的人，需要傳喚的，使用傳喚證。對於當場違反治安管
理的人，可以口頭傳喚。對於無正當理由不接受傳喚或者逃避傳喚的，公安機關可以強制
傳喚。」、「受拘留處罰的人應當在限定的時間內，到指定的拘留所接受處罰，對抗拒執
行的，強制執行」3.海關法第53條規定：「……當事人逾期不履行海關的處罰決定又不申
請復議或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作出處罰決定的海關可以將其保證金沒收或者將其被扣押的
貨物、運輸工具變價抵繳，也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4.兵役法第61條規定：「有
服兵役義務的公民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縣級人民政府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由縣
級人民政府強制其履行兵役義務。」5.內河交通安全管理條例第33條規定：「對於擅自設
30.胡建淼，「論中國行政強制執行概念的演變及定位」，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2007年。
31.臺灣地區稅捐稽徵法第24條規定限制出境，係一種稅捐保全措施，而行政執行法第17條規定之限制出境，係金錢給付
義務執行方法（終局執行程序）。非屬直接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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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網具或種植水生物的，主管機關應當責令所有人限期清除，或者強制清除。」行政機關
自行強制執行情形除上述幾種外，還包括衛生主管機關之強制隔離、強制遣送出境、強制
許可、強制收兌、強制退還、強制拆除、強制檢定、強制變賣、強制收購、強制劃撥、強
制銷燬、強制拘留等32。
在行政強制法草案2007年第二次審議稿，關於第53條規定，依其性質或可認屬於直接
強制規定，但在2009年第三次審議稿，卻被刪除，此外第51條關於申請人民法院拆除違法
建築物條款，依程序，在法院裁定准許執行後，仍應發交由該管行政機關實施代履行，故
其性質並非直接強制之屬。此外，草案查無其他類此直接強制執行規定，是否意謂著直接
強制行為，直接適用上述各種行政法規即可？抑或直接強制方法，可逕行以行政強制措施
代替之？頗值探討。
六、間接強制
依大陸地區學者理論，作為不作為義務強制執行包括了間接強制、直接強制二種。所
謂間接強制，係指執行機關通過第三者代為履行或以執行罰等間接強制手段，以達到義
務人履行義務或義務被履行之狀態，又包括代履行與執行罰二種。（1）代履行：即代執
行，係指由第三者代替義務人履行其義務，嗣後再向義務人徵收履行費用之行政強制執行
制度。（2）執行罰：其詳見後述。
間接強制與直接強制二者相比，後者手段較為激烈，且係以實力直接加諸執行對象、
或執行客體，因此當事人所受干預甚大，為最後不得已手段，而後者造成侵害較為輕微，
因此學者認為應先行採用間接強制方法，倘若難以達到目的時，才能使用直接強制。學者
甚而建議，在制度設計上，直接強制應申請法院行使，而間接強制可交由行政機關自行為
執行。
但在立法體制上，草案僅規定了代履行之執行方法，並未將執行罰，列為間接強制範
圍。依草案第44條規定，執行罰係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方法。
七、執行罰
(一)意義
執行罰，係指行政機關對於拒不履行已經生效之具體行政行為之義務人實施
反復課以金錢給付義務，以迫使義務人自覺履行該行政行為所確定之義務，此係
科以新的金錢給付義務，以此不利益加諸於義務人之痛苦或威嚇為基礎，以促其
履行義務之行政強制方法，執行罰是一種抑制手段。其本身原非目的所在。一般
應用於不能替代之作為義務（例如繳納稅捐）及不作為義務而為執行33。
執行罰得反復實施，惟皆應經告戒程序，且不適用「一事不至理原則」。
臺灣學者城仲模，認為行政強制執行中之執行罰，稱為怠金、或強制金，係
一種心理上威嚇。但在大陸地區執行罰主要表現在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
依大陸地區法制，執行罰同時應用在行政法規及行政強制法草案，（一）行
政法規：例如行政處罰法第51條規定行政機關可以採取三項強制措施，其中之一
為：每日按罰款數額的百分之三加處罰款，稅收徵收管理法有加徵滯納金規定，
其他法律亦有加徵滯納金規定等等，另海關行政處罰實施條例第60條，亦有規定
32.楊海坤，「論行政強制執行」，東方法眼。程雁雷等，「我國現行行政強制執行主體及其權限職責」，2006年海峽兩
岸行政（強制）執行理論與實務研討會，馬懷德，前註8。
33.臺灣學者城仲模，認為除此之外，對於可替代之行為義務，亦可處以執行罰。參見前註5，頁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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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每日加處百分之三罰款。（二）在行政強制執行階段，行政強制法草案第44條
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依法作出金錢給付義務的行政決定，當事人逾期不履行
的，行政機關可以依法按日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的標準應
當告知當事人。」第2項規定：「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的數額不得超出金錢給付
義務的數額。」以上皆為執行罰，執行罰不是行政處罰，亦即不是秩序罰 34，而
且可以連續處罰，多次適用，直至義務人履行義務為止。
但其性質與日本、臺灣、奧地利、德國所稱「怠金」（Zwangsgeld）不同。
（詳下述）
(二)執行罰是否屬於間接強制？
此一問題，就理論上而言是肯定的，大陸地區學者，泰多認為間接強制包含
了代履行與執行罰二種，例如信春鷹、胡建淼、程雁雷、譚晉、劉德生等人35 。
但在制定法上，行政強制法草案，無論2007年第二次審議稿、或2009年第三
次審議稿，均將執行罰歸類為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方法，且遍查作為不作為
義務執行，並無執行罰規定，均已如前述。因此就制定法上言，執行罰並非間接
強制方法。
學者胡建淼36，並認為執行罰可分為二類，一是執行行政罰，此即上述加處
罰款、或滯納金；二是執行刑罰，係指由司法機關對於拒不履行已經生效之具體
行政行為之相對人實施刑事處罰，以迫使義務人自覺履行該行政行為所確定之義
務，法國有此一制度，但實際上中國目前並無此一法制。
(三)執行罰與德國奧地利及臺灣地區法制差異性比較
執行罰與怠金二者性質是否相同呢？茲比較各國制度，即知37：按臺灣學者
對於怠金之通說為：怠金（強制金），為一種屈服手段，乃義務人不履行義務或
違法義務時，由行政機關對其核定一定金額，限期履行，如義務人仍不依限履
行，則對其強制收取該金額，使義務人感受金錢負擔之心理壓力，間接促使其履
行義務之強制方法。並非行政秩序罰之罰鍰，故無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且
與刑罰、行政秩序法目的不同，因此得與罰金（Geldstrafe）（為一種刑事罰）、
罰鍰（行政秩序罰）併科38。臺灣地區之行政執行法第28條第1項規定：「前條所
稱之間接強制方法如下：一、代履行。二、怠金。」第30條：「依法令或本於法
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不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依其情節
處以新臺幣5千元以上30萬元以下怠金。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不
行為義務而為之者，亦同。」且依第31條規定並得連續處以怠金，因此係屬於行
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方法。
34.劉德生，「行政處罰決定加處罰款法院可否一併執行的分析」，東方法眼，
35.參見信春鷹，「我國的行政強制法律制度」，中國人大法制講座，2005年9月。胡建淼，「論中國行政強制執行概念
的演變及定位」，北大法律信息網，2007年。程雁雷，「大陸現行行政強制執行主體及其權限職責」。譚晉，「行
政強制執行」，北大法律信息網，2006年。劉德生，「對行政處罰決定加處罰款法院可否一併執行的分析」，東方
法眼
36.胡建淼，見前註30，「論中國行政強制執行概念的演變及定位」。
37.城仲模認為：罰鍰名詞在制定法上，有同時應用於行政強制執行法及行政罰法者，因此容易造成混淆，實際上二者之
概念要素、目的效果均有不同。德國自1931年以來，改稱為強制金，在臺灣行政執行法另有怠金規定，前註5，「行
政強制執行序說」。頁271-278。
38.林錫堯，「行政法要義」，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9月，3版，頁404-405。
陳敏，「行政法總論」，新學林出版有限公司，96年10月，5版，頁86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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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查德國聯邦行政強制執行法，其第二章規範了作為（Handlung）、忍受
（Duldung）與不作為（Unterlassung）之強制，第9條第1項規定：「強制方法如
下：代履行（Ersatzvornahme）、強制金、直接強制」，第11條規定：「（1）義
務人任意不履行其不可代替之作為義務時，得課義務人強制金以促其履行。可代
替之作為義務難以代履行時，尤其於義務人無力負擔代履行之費用時，亦得課以
強制金。（2）義務人違反應忍受作為或應不作為之義務時，亦得課以強制金。
（3）強制金之數額在3馬克以上，二千萬馬克以下。」
而奧地利之行政強制執行法第5條第1項規定：「負有忍受、作為或不作為，
按照其性質，不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應由執行機關科處罰金，或將其人收押，
以強制其履行。」亦係屬於忍受、作為或不作為強制執行之一種方法，依其作用
均係在督促強制義務人履行義務，而德國所稱強制金即怠金之意。另查日本之行
政代執行法並無怠金之相關規定。
(四)茲就兩岸相關法制再深入比較探討其間差異性如下：
1.臺灣地區怠金性質，依上述闡明係一種執行罰，並非秩序罰，為間接強制之
屬。而大陸地區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亦係一種執行罰，並非行政罰，但係
屬於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方法，並非間接強制，兩岸規定互有同異。
2.怠金、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均可以連續處罰，兩岸規定相同。但臺灣地區
之連續處罰怠金，並無上限，而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之數額，不得超出原金
錢給付義務之數額。（即封頂之意）。
3.關於滯納金法律性質？大陸地區學者幾乎一面倒認為係一種執行罰，並非行政
處罰。而臺灣地區滯納金，早期行政解釋認為係一種行政上處罰，具有制裁性
質；但最近學者多數認為被加徵滯納金原因係「不履行行政上義務，並非違反
行政上義務」，滯納金目的係一種督促履行手段（如陳清秀、藍獻林、洪家
殷、黃綠星、董保城、曾華松），或為遲延利息性質（如吳庚、陳明堂、董保
城、陳美伶），故多數認為並非行政罰上之行政罰；學者陳清秀更主張在德國
稅捐通則係將滯納金明文規定為稅捐之附帶給付，該稅捐附帶給付尚包括滯報
金、怠報金、利息，而大法官林錫堯認為滯納金性質應視各法律之立法意旨而
定，但如立法意旨不明，則可認為滯納金非屬行政罰法之行政罰 39。但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356號解釋認為，滯報金、怠報金，係對營業人違反作為義務所為
之制裁，其性質為行政罰，此不可不察。
4.兩岸均有規定行政機關應履行告戒義務，在連續處以怠金均應針對每次行政處
分為告戒送達，不可以預為或統括式之告戒，但大陸地區「依法按日加處罰款
或者滯納金」，在理論及實務上應可最後一次彙整處理為該具體行政決定，不
必連續按日為一個行政決定，此不可不察。
惟臺灣地區行政執行法第31條第2項但書規定：「但法律另有特別規定者，
不在此限」，例如水污染防治法第45條、噪音管制法第15條第2項、空氣污染防
制法第42條等，均有「按日連續處罰」規定，且僅以一次告戒，但卻實施多次
相同數額之怠金，並採取全額徵收方式，學者多有指摘，認為不妥，此似乎承
認「其他法律所規定」之連續處罰具有怠金之性質，但又充滿矛盾，即程序上
39.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第三次會議紀錄，95年1月20日，法務部編印會議紀錄彙編，頁23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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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為一種怠金，然而實際上卻視為處罰性質，無法與秩序罰相區隔，影響人
民權益、妨礙怠金法定程序，應該落實每次告戒為宜40。紊亂秩序罰與怠金之
理論體系，應回歸行政執行法之體系內41，
5.臺灣地區行政法規所稱之「連續處罰」，是否屬於怠金性質？ 42
按現行行政法規有連續處罰者除前述水污染防治法第45條、噪音管制法第
15條第2項、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2條，尚有商業登記法第33條第2項、公平交易
法第41條、地方制度法第26條第3項等等，其名稱有各種態樣：「按次連續處
罰」、「按件連續處罰」、「按月連續處罰」、「按日連續處罰」等，惟均屬
連續處罰性質。其性質究屬於執行罰、或秩序罰？學者見解歧異，（1）有主張
為怠金性質之執行罰者，如學者蔡震榮、洪文玲，認為依前述「但法律另有特
別規定者，不在此限」規定以觀，此似乎承認具有怠金之性質，且查行政執行
法立法時草案說明即將之定性為執行罰之特別規定，（2）屬於秩序法者：如陳
敏，認為法條既然規定為罰鍰，即應依罰鍰之法理運作，例如行為能力、責任
條件等，（3）認為第一次處罰屬於秩序罰，其後各次屬於執行罰，（4）認為
兼具秩序罰、與執行罰之性質者，如陳新民。
筆者見解：
甲、基於下述四種理由，宜認為此係怠金之一種特別規定：
(1)立法原意，揆諸現行第31條第2項但書之文義解釋，以及當時草案說明即認
為係執行罰之特別規定，亦即相當於怠金之制度，（2）堅實一事不二罰原
則精神，秩序罰與執行罰性質、法律要件、作用、目的功能均不同，因此
二者可併行，並不存在一事不二罰問題，因此倘若認為連續處罰係秩序罰
性質，則基礎行政處分為連續處分後，執行機關又可為處以怠金之執行罰，
於人民權利干預過大，不符比例原則，是故在解釋上宜退縮謹慎，（3）基
於行政執行法第1條法理，法文：「行政執行，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因此所謂行政執行所依據之法規，除行政執行
法此一法典外，尚存在各種相關法律領域，尤以強制執行法、各種行政法
規，例如稅捐稽徵法、行政程序法，包含了程序法、實體法等，故上述各種
連續處罰行政法規，應屬於執行罰性質。（4）基於行政執行法第4條第1項
規定：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係一律移送各地行政執行處為執行，其
他種類強制執行不與焉。而怠金係規範在第三章行為或不行為義務執行之一
種強制方法間接強制方法，依第4條規定由原處分機關為之，不存在移送執
行問題，是故同一管轄行政機關針對同一事件，究竟依各該實體行政法規為
連續處罰，或者依行政執行法為執行，本具有選擇適用權限。
乙、適用問題：
(1)認定為執行罰性質場合：則連續處罰既係一種行政上強制執行方法，其與行
政執行法怠金規定，應係法條競合關係，考量行政目的、規範內容、該行政
40.蔡震榮，「行政執行法」，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9月，修定三版，頁158-167。
41.洪文玲，「怠金制度之探討」，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研討會論文集，1999年5月11日，頁100以下。
42.以下參考蔡震榮，前註40，「行政執行法」，頁158-167。陳敏，前註38，「行政法總論」，頁86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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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法條體系、脈絡相承、具體行政行為推演過程、時序等因素，應認連續
處罰係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之。
(2)認定為秩序罰性質場合：則連續處罰與怠金之執行罰，二者係個別之事理，
並不存在一事不二罰問題，無須選擇適用，可以併行適用之。
6.上揭行政強制法草案第44條規定，行政機關要作出按日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
須要「依法」，揆其用意應係指須以行政處罰法第51條、或各該實體行政法規
有明文規定可以加處者，為其前提要件，執行機關始得為之，亦即草案第44條
並非單獨科處之依據。但臺灣地區怠金制度，並無此一前提要件，依上述說
明，係與實體法並存關係。
7.臺灣地區怠金制度明訂在行政執行法第3章即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依第28
條規定，與代履行二者，均同為一種間接強制方法；惟按大陸地區行政強制法
草案係將上述執行罰訂定在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之章節，顯然係規範為金錢給付
義務執行之一種方法，要非間接強制執行方法。但大陸地區學者對於執行罰是
否應以「他人不能代替履行」為前提，存在著正反意見，例如學者應松年即持
肯定見解43，傅士成則認為不必有「他人不能代替履行」之前提要求44。惟因行
政強制法草案係將此歸類為金錢給付義務執行，因此筆者認為以不能代替履行
為執行罰之前提（例如繳納稅捐）。再查臺灣地區科處怠金前提限於「不能由
他人代為履行之行為義務」，屬於間接強制執行，其他情況不與焉，但德國聯
邦行政強制執行法第11條第1項即規定：「可代替之作為義務難以代履行時，尤
其於義務人無力負擔代履行之費用時，亦得課以強制金。因此學者蔡震榮、陳
敏均認為臺灣怠金現行適用範圍過於狹窄。
綜上所述，大陸地區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與臺灣地區、德國、奧地利等
國家所稱怠金集合概念要素顯然不同。但就連續處罰性質而言，兩岸法制是否
相同？依據上述，（1）臺灣地區學者見解倘若是採取秩序罰，則與大陸地區加
處罰款滯納金性質.不相同，（2）倘若認為屬於怠金性質，即執行罰，但大陸
地區加處罰款滯納金性質係金錢債權執行方法，是故二者亦不相同，（3）但兩
岸行政上法制均可以對人民為連續處罰，是相同的，只是法律性質不同。
惟怠金、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二者效果或可謂為相同，均為行政強制執
行中之一種屈服手段（Beugemittel）。
八、即時強制（sofortiger Zwang）
(一)意義
乃國家行政機關在遇到重大災害、事故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國家、社會、公民
權益，在緊急情況下，依照法定程序直接採取之強制措施。屬於行政強制措施之
一種態樣45。依其事務本質言，係存在著急需排除之障礙而又不可預先為相當命
令義務之餘地，乃直接對於相對人之身體、財產施加實力，從而實現行政上必要
狀態之作用。
( 二)即時強制與行政強制措施之區別
43.應松年，「行政行為法學」，人民出版社，頁552。
44.傅士成，「行政強制研究」，頁172。
45.如王曉濱即認為：即時強制可歸入行政強制措施之列，參見氏發表「行政強制執行模式問題研究」，南陽師範學院學
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8月，第5卷第8期，頁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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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緊急性而言，二者強弱度有差距，行政強制措施雖然亦帶有緊迫性，但即時
強制之急迫性遠高於前者，乃不得已之行政行為，一般均在緊急情況下採用
之，如交通警察約束公共場所之醉酒者46 、或管束正實施縱火之精神病患。
2.行政強制措施之態樣較寬廣，除即時強制外，尚有各種措施類型，如為了預防
危害、制止違法、保全目的、確保案件查處工作之順利進行等，又如對於財物
之查封、扣押，凍結存款等，均係依循一定程序為之，其急迫性相對較為緩
和。
3.即時強制泰皆為獨立性強制措施，尚無從屬性可言，如救火、強制醒酒、拘束
人之身體，而行政強制措施多數情況下係為了主行政行為之輔助、保全、程序
作用，其行為具備了從屬性，如查封、扣押、強制徵用等47。
因此可謂即時強制僅是行政強制措施之一部分，為其下位概念，但有部分
學者認為行政強制措施即為即時強制48。
(三)與臺灣地區即時強制之差異性比較
學者城仲模略謂：「即時強制係一種缺乏預先的正式的行政處分之強制，並
非以義務之存在為必要前提」，即明其真義，茲綜合臺灣地區各學者見解如下
49 ：其意義為行政機關在有當前之緊急危害時，為排除之，但並無時間等待行政
處分之作出，再遵循一般程序為強制執行，或性質上即使科以義務亦難以達到其
目的者，則勿須經過告戒或其他程序，立即於法定職權範圍內，依法律規定採取
必要之措施，以實現行政上必要狀態之作用之謂。即時強制並不以人民有拒不履
行行政法上義務為前提，此與另二種強制執行須有義務逾期不履行為其前提者相
異。行政執行法第36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為阻止犯罪、危害之發生或避免
急迫危險，而有即時處置之必要時，得為即時強制」，即明斯旨。因此即時強制
之要件為：（1）須具有法定職權，（2）為阻止犯罪、危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
險，（3）須有應即時為處置之必要，其實質內容可以通過直接強制、或間接強
制之代履行為之。在個別行政法規上，亦有性質上屬於即時強制之規定者，如警
察職權行使法（2003年12月1日施行）頗多此類規定，第3章甚至直接以即時強制
為名。而其採取之強制方法，其態樣為：1.對人之管束，2.對物之扣留、使用或
處置或限制其使用，3.對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之進入，4.其他依法定職權之
必要措施。因此即時強制，賦予行政機關緊急處置權限，可以維護社會公益、保
障個人權益，具有預防犯罪或危害之功能。
在日本，即時強制之基本法律依據，為警察官職務執行法，而各個行政法規
中亦有規定各種即時強制之態樣。在德國聯邦行政強制執行法第6條第2項亦有
即時強制規定，惟係屬於第2章作為、忍受與不作為強制之屬；但實務上德國警
察之即時強制措施，並非依據上述第6條第2項，而係在各邦之警察法規中另為規
定。
兩岸相關法制更深層比較及其差異性分析如下：
46.李建東即認為行政強制以時間情勢狀態為區分標準，也有即時行政強制和非即時行政強制之分，參見氏發表「議論行
政法新範式語境的行政強制」，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
47.湛中樂等，「行政強制措施制度研究」，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
48.如信春鷹，前註14，「我國的行政強制法律制度」。另參見湛中樂等，前註32，「行政強制措施制度研究」。
49.城仲模，前註5，頁248-251。蔡震榮，前註40，「行政執行法」，頁197-206。林錫堯，前註38，「行政法要義」，
頁368-370。陳敏，前註38「行政法總論」，頁880-890。李震山，「行政法導論」，1999年，3版，頁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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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灣地區行政執行種類，區分為三種，即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行為不行
為義務執行、即時強制。而大陸地區行政強制法草案，第3章規定了行政強制措
施，在第4章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種類，區分為金錢給付義務，以及作為、不作為
義務執行，但沒有即時強制執行種類，依上闡述，顯然係將即時強制涵蓋在行
政強制措施內，為其一部分。
2.茲條列式比較其間差異性如下：
爭點
範圍不同

事態急迫性不同
應否先行作成行政決定
或行政處分
是否以違反行政上義務
為前提
性質
目的作用不同
是否為行政權
事前應否告戒
執行機關

司法機關介入否
是否可對於人身自由為
執行

執行種類或方法

從屬性不同
得否請求損失補償
有無便宜措施規定
個別行政法規有無類此
規定

大陸地區法制
1.為制止違法行為、
2.防止證據損毀、
3.避免危害發生、
4.控制危險擴大等
1.密度較低
2.雖然有緊迫性，但其迫切性低於即時
強制，相對較為緩和

臺灣地區規定
1.阻止犯罪
2.危害之發生
3.避免急迫危險
1.密度甚強
2.緊急性甚為迫切，有即時處置
之必要

不必

不必

不必

不必

係事實行為 51 ，但少數認為在
認為本質上係基礎行為與執行措施相合
現場執行時，具有行政處分性
一 50
質52 。
規定在行政強制法草案第2條
規定在行政執行法第36條
是
是
不必
不必
1.經法律或法規設定之行政機關，但不
得委託
行政機關，尤以警察機關為
2.經法律、行政法規授權之公共組織 主，呈現在警察法規與職權。
(草案§17)
對於有轉移或者隱匿違法資金者，可申
沒有
請司法機關予以凍結。
可對於人為管束(行政執行法
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草案§20)
§36)
1.對於人之管束
1.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2.對於物之扣留、使用、處置或
2.查封場所、設施、財物
限制其使用
3.扣押財物
3.對於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
4.凍結存款、匯款
之進入
5.其他行政強制措施
4.其他依法必要處置
部分具獨立性，但有部分具從屬性，例
獨立性
如保全性質
可以(§62)
可以(§41)
輕微案件可以不舉(§16)
無規定
甚多個別行政法規，有行政強制措施規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3章名為即時
定
強制規定

50.胡建淼，「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執行的邊際劃定」，理論法學，2002年，第6期，頁16-24。
51.陳敏，「行政法總論」，新學林出版有限公司，96年10月，五版，頁883。
52.李建良見解，參見上註《陳敏，「行政法總論」》，頁88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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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刑事案件關聯性
法條有無明文規定即時
強制名稱

與直接強制、代履行之
關係

優先適用刑事訴訟法規定。

515

刑事訴訟法>社會秩序維護法>
行政執行法

1.多數認為即時強制包含在行政強制措
施內
行政執行法第4章規定即時強制
2.少數認為即時強制即係行政強制措施
1.作為、不作為義務的執行，只有三個 1.即時強制其實質內容可以通過
條文，其中§49、50，均為代履行之 直接強制、代履行達成之。
規定。而§51規定對於違法建築物之 2.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包含
強制拆除程序，對於逾期拒不拆除 間接強制及直接強制二種。
的，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但 3.間接強制方法為：代履行、怠
金二種。
執行結果仍屬於代履行。
2.草案第3章規定了行政強制措施程
式，第5章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凡
九個條文，其中§59係規定金錢給付
義務執行以及代履行，而§58係規定
緊急執行，解釋上應係包含直接強
制。
3.直接強制依學者見解，包含了對於人
身、及對於行為、財物之強制，其他
各種行政法規，亦均有直接強制規
定，如稅務、公安、海關工商管理、
行政處罰實施條例等。
4.間接強制、直接強制均須要有先行決
定存在，且經告戒仍拒不履行者，為
其要件；但行政強制措施則不必有先
行決定存在。
5.草案並未明文規定直接強制此一執行
種類，或可認為立法上有意以行政強
制措施取代之，或係以上述各該行政
法規代之。
6.即時強制有時可通過代履行達成之。

九、行政強制設定權53
設定即創設、創制之意，設定權就是創制法律規範的權力，屬於一種立法權範疇，為
一種法律保留原則之體現，其意義係指有權制定法律、法規之機關(包含全國人代會及國
務院等立法主體)，透過立法程序，以創設某行政機關擁有行政強制權。設定即創設公權
力之立法程序意義，進而言之，乃指擁有設定行政強制權之立法主體創設行政強制之權
力、內容、範圍54，使行政強制權從無到有，為特定機關(立法主體)通過制定法律規範創
設行政強制權之法律活動過程，亦可稱為由擁有行政強制設定權之國家機關通過制定法規
範，賦與特定行政主體行使行政強制權之權力，同時並對於相關行政主體實施行政強制權
之條件、強制手段等為規範 55。行政強制設定並應堅持下列原則：1.行政強制設定權與實
53.羅文燕等，「論行政強制權的設定」，法制與社會發展，2003年第1期。
李輝，「行政強制設定權」，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
54.王腊生，「地方性法規設定行政強制問題研究」，2006年海峽兩岸行政（強制）執行理論與實務研討會。蘇靜，「論
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設定」，廊坊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6月，第22卷第2期。
55.此與臺灣法律所稱「設定」之意義迥然不同，臺灣法律所使用「設定」名稱者泰皆指權利義務方面，尚乏指制定法律
之設定。例如民法第15-2條設定負擔、20條設定住所、426條設定物權、760條不動產物權之移轉或設定，862-881之10
條關於抵押權設定、842條永佃權設定、885條質權設定、918條典權設定等。另行政程序法第11條：「管轄權非依法
規不得設定或變更設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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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權相分離原則，禁止實施行政強制之主體機關自行設定，2.以法律設定為基本原則，行
政法規設定為輔56。
為防杜行政強制混亂局面，因此要嚴密相關設定權，行政強制權應由誰來設定？何種
層級之國家機關擁有設定權呢？此即「行政強制法草案」關於行政強制設定權之分配問
題，學者應松年即認為原則上設定權必須由法律進行規定，1.在財產方面可以授權國務院
立法，2.人身方面只能由法律規定，3.行政強制執行之設定權只屬於法律，不能授權給其
他國家機關，4.而行政強制措施則可以在某種情況下由行政法規規定，地方只有在純粹地
方性事務才可規定57。本來行政強制權僅能由國家權力機構(應即為立法機關)設定之，行
政機關不得創設行政強制權，行政機關只能對於抽象性法律為具體個案之執行，但行政機
關在落實法律場合，對於專門性、細節性層面，享有行政法規、規章之立法權。
依大陸地區潮流，認為為保證國內法統一及改善浮濫現象，充分保障人權，並兼顧現
實需要，及中國幅員廣大需因地制宜起見，行政強制設定權可擴及行政法規，但應當由較
高層次之法規範擔當之，並非所有立法主體均享有行政強制設定權，草案係採用「機關層
級愈高，立法權限愈多，機關層級愈低，立法權限愈少」原則，立法趨向由法律、行政法
規、地方性法規(立法法已明文規範其制定程序及法律優位)三個層次來設定，避免其他行
政規章設定權，從源頭上規範了行政強制，梳理了亂、濫、軟問題。
行政強制權之設定，主要包含三方面，即行使主體、適用條件、行政強制手段。而行
政強制權規定，則係有關國家機關對於已經創設之行政強制，依據法律、行政法規加以具
體化、細密化之一種法律活動，為一種從屬性權力，其先決條件為法規已經設定了行政強
制，對於行政強制進行規定時，必須與上述之行使主體、適用條件、行政強制手段相符
合，否則不生預期之法律效力。
十、權力相對集中制(制度集中之體現)
1996年實施之行政處罰法第16條規定：「國務院或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
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
處罰權只能由公安機關行使」，1997年，北京市宣武區率先實施城市管理領域之相對集中
行政處罰權試點工作，2002年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的決
定」，於是全國各主要城市次第展開此一處罰權相對集中制度，至2006年建制者即有200
多個城市(詳見下述)。
2003年立法通過之行政許可法，為推行行政便民制度，採取了集中事權制度。上兩項
制度所集中之權力，係行政機關之裁處權、許可權，並非強制執行權。
但此種法制概念堪為行政強制執行主體理論借鏡，如學者張治宇即認為行政強制法草
案賦與了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均有權設定行政強制權，因此將來行政機關均擁有
此項行政強制執行權力者會激增，則其如何與少量集中之行政處罰權、行政許可權之行政
機關如何協調、銜接？因此主張仿效處罰權相對集中制度，將行政機關之行政強制執行權
限亦採取「執行機關權力相對集中制度」，國務院可授權一些行政機關擁有行政強制執行
集中執行權限，但是限制人身自由之行政強制措施只由公安機關行使58。
另學者應松年則從效率與防弊、公平觀點為出發，主張可仿傚美國司法部執行署，設
56.林麗，「論我國行政強制措施制度的規範化」，焦作大學學報，2007年10月，第4期，頁120-121。
57.應松年，「評價和展望行政強制立法」，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
58.張治宇，「論行政強制執行權的相對集中」，2006年海峽兩岸行政（強制）執行理論與實務研討會，頁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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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獨立之執行機構，以進行行政強制執行 59。北京大學姜明安教授主張行政強制執行基本
上應由行政機關執行之，不僅行政決定，即使民事裁判、行政訴訟裁判亦同，如此不僅擁
有高效率行政執行，而不服者可提起行政訴訟，即保持了司法之公正性、權威性60。尤其
學者楊海坤更力主行政強制執行權可設計由一個執行機關來統一執行，其所持理由為：仿
傚行政處罰法第16條之處罰權相對集中制度，以及借鑑臺灣各地行政執行處統一辦理公法
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業務優良體制61，另學者羅文燕亦主張可借鑑上述行政處罰法第
16條體制，採行行政決定權與行政強制執行權相分離制度，成立專責執行機關專司行政強
制執行 62。另查王學棟63、黃蓓64，亦有類此由專門行政機關負責強制執行之論述。陳凱
亦同樣主張應設立專門負責之機關和專業人員以承擔行政強制執行的具體實施65。敖雙紅
認為理論上應將非訟執行權全部回歸行政機關，為了經濟以及迴避、內部監督之需要，由
各級人民政府設立統一之行政執行局66。但凡此學者主張皆未為草案所採用。
其實臺灣地區目前建構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體制，係將各行政機關本身固
有之金錢債權執行權限析離出來，換言之，即採行政處分權與行政執行權相分離制度，集
中交由管轄各地行政執行處統一執行之，該項權力且具有獨占性，係一種單軌式、集中式
制度，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在各地區設置之行政執行處統一執行各該轄區內中央機關及地
方機關之行政執行事件，此何嘗不是「行政強制執行權限絕對集中制」。67
十一、人身自由強制措施
(一)意義
係指限制人身自由之一種暫時性措施，其各種態樣包括盤問、留置、約束、
隔離、傳喚與訊問、勞動教養、強制戒毒、收容、拘留、強制帶離現場等，對於
人身的即時強制措施，在目前大陸地區法制上及學術理論上，人身自由強制，屬
於行政強制措施之一種態樣，而行政強制執行則無此一執行方法。截至2005年8
月止，共有戒嚴法、人民警察法、集會遊行示威法等9部法律，以及5部行政法
規，規範了限制人身自由強制措施，而在行政強制法草案中，亦因襲此一概念，
草案共有二個條文有規範及此，第2條規定「行政強制措施，是指……依法對於
公民人身自由實施暫時性限制」、第9條「行政強制措施的種類：(一)限制公民人
身自由；……」，凡此皆為行政強制措施之種類；而行政強制執行(含金錢尚義
義務強制執行、作為不作為義務強制執行)則均未有對於人身自由之執行措施。
依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8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
能制定法律，第9條復規定，上開事項不得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規範之(學說
上稱為專屬立法)，充分體現了嚴格法律保留精神。按公安機關在中國大陸具備
司法性質，行政處罰法乃相應的在第16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權只能
59.黃秀麗，「行政強制法爭議中前行」，浙江人大法治聚焦，2007年12月28-30。王曉濱亦同此見解，參見氏發表「行
政強制執行模式問題研究」，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8月，第5卷第8期。
60.姜明安，「行政強制立法還要拖多久？」，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
61.楊海坤，「論行政強制執行」，東方法眼，2000年6月。
62.羅文燕等，「論行政強制權的設定」，法制與社會發展（雙月刊），2003年第1期，頁123-126。
63.王學棟，「我國行政強制執行模式的立法選擇」，理論與改革，2002年（5）。
64.黃蓓，「試論行政強制執行模式之重構」，行政與法，2007年，頁83-85。
65.陳凱等，「行政強制執行體制研究」，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報，第20卷第1期，頁82。
66.敖雙紅，「行政強制立法涉及的幾個基本問題」，福建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第5期，頁66-71。
67.參見施清火，「行政程序法在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之適用」，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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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安機關行使。
按依德國基本法、及學理上見解，「剝奪人身自由」者，屬於法官保留
(Richtervorbehalt)，行政機關不得為之，例如刑事羈押、徒刑之服刑、強制於一
定處所為戒毒、收容、拘提、管收等等(屬於中華民國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基本權
保障範圍)；而單純「限制人身自由」，並未達於剝奪程度者，尚不得視為對於
人身自由(Freiheit derperson)之強制執行，如臺灣地區對於納稅義務人為限制出
境，此係一種行政權，本無須法官介入，因此行政機關得對於人民為限制出境
(屬於中華民國憲法第10條居住遷徙基本權保障範圍)，惟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檢
察官、法官亦得對於刑事被告為限制出境，此不可不察。而判斷人身自由是否達
到被剝奪之程度，仍應視其干預之態樣、時間久暫而定。68
但大陸地區將「對公民人身自由進行暫時性限制」當作行政強制措施之一種
態樣，其中上述「約束」措置，在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處罰法、道路交通安全
法，均有作出相當規定；而盤查、繼續盤查，其法律性質大陸學者仍將之定性為
人身權利之一種行政強制措施，但亦有認為應屬於刑事職權者 69。
惟筆者認為：此一範圍應係包括剝奪與限制二種干預態樣，另單純盤問、傳
喚與訊問，其時間短暫，且其目的係一種調查過程，尚未達於被拘束狀態，因此
筆者認為此尚不得認為屬於人身自由之強制措施。
另，大陸地區學者對於直接強制之概念，認為除對於財產為直接執行外，亦
包括了對於義務人身體、自由之執行，例如學者楊海坤、馬懷德等大部分學者均
持此一見解70，惟制定法上並未採納，臺灣地區學者理論亦同大陸學者71；惟在
臺灣地區若要實施人身自由強制執行，係屬於法官保留事項，執行機關豈可任意
為之，實務上亦未曾發生。
(二)與臺灣地區法制差異性比較分析:
臺灣地區行政執行法有規範人身自由強制執行者有三種：
1.拘提、管收，2.限制出境，3.對於人之管束。前二者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
執行方法，後者為即時強制方法。
1.拘提、管收問題：
臺灣地區行政執行法第17條有規定，符合法定程序者，可以對於義務人、
或其負責人、代表人為限制出境、拘提、管收(均屬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
執行方法)；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88號解釋，管收屬於憲法第8條之拘禁，
而拘提亦為拘束人身自由之一種，且基於重大公益考量，拘提、管收並非憲法
所不許，但應由中立、公正第三者法院審問，是故拘提、管收屬於司法行為，
係法官保留(Richtervorbechaltes)事務。72，依法條規定，係由行政執行處聲請該
管地方法院法官裁定准許後，再交由行政執行處之執行員為拘提、管收，管收
68.李震山，「檢肅流氓條例與留置處分-不具刑事被告身分者之人身自由保障」，台灣本土法學雜誌，52期，2003年
11月，頁179187。李震山，「論行政管束與人身自由之保障」，中央警察大學，警政學報26期，84年，頁1-30。施
清火，「公法上金錢債權強制執行措施中拘提與管收之法律性質及其司法審判權之研究」，臺灣財產法暨經濟法，
2008年12月，第16期。
69.湯三紅，「交通警察行政強制措施初探」，湖北警官學院學報，2007年1月，第1期（總第94期），頁66-69。何其
瑩，「也談繼續盤問的相關法律問題」，雲南警官學院學報，2005年，2005年第4期，（總第57期），頁89-91。
70.楊海坤，前註32，「論行政強制執行」。馬懷德，前註8，「我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及立法構想- 直接強制執行」。
71.陳敏，前註51，「行政法總論」，頁868-869。蔡震榮，前註40，「行政執行法」。
72.施清火，「公法上金錢債權強制執行措施中拘提與管收之法律性質及其司法審判權之研究」，臺灣財產法暨經濟法
2008年12月，第16期。頁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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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係附設在各地看守所，管收每次最長三個月。另在學理上，拘提、管收屬於
「非刑事被告」領域，以有別於刑事被告領域73。(非刑事被告態樣諸如社會秩
序維護法之留置、拘留、強制到場，入出國及移民法強制收容，兒童及性交易
防制條例之安置措施、保安處分、少年觀護、煙毒觀察等)
聯合國人權公約74下檢視拘提、管收問題：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11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僅無力履行契約義務，即予監禁」，所稱契約義務
並不包含法定義務，因此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可以監禁行政上義務人，
但在民事債務方面，則應適用該公約，單純無力履行債務，不可以監禁，其他
情況諸如拒絕履行、欺罔行為、詐欺行為、詐欺破產、過失破產，則仍可以監
禁民事債務人。綜上所述，拘提、管收，不但合乎國際人權公約，而且並非憲
法所不許。
2.限制出境問題：
其中限制出境係屬於憲法第10條居住遷徒自由基本權，屬於行政權一環，
行政機關本身即可行使之，不必聲請法院行使，因此甚多行政法規亦同有限制
出境之規定，但檢察官、法官因刑事案件偵查、審理須要，依據刑事訴訟法規
定，亦得對於被告為限制住居(範圍較限制出境廣，包含了國內戶籍遷徙、指定
居所、定期向警察機關報到等)，故限制出境所干預者，並非憲法第8條人身自
由基本權範疇，嚴格言之，並非人身自由強制執行，因此並非「法官保留」
3.即時強制中管束問題：
臺灣地區行政執行法第36條，有明文規定即時強制方法，可「對於人管
束」，第37條並明定管束之要件。管束是否屬於限制人身自由之公權力措施
呢？，學者見解不一，持否定說者，如大法官林紀東、陳敏，學者蔡震榮等，
認為管束並不違憲；持肯定說者：如大法官李震山參酌德國基本法第104條第2
項規定，認為管束事後，應即補送請法官裁定。
惟筆者認為，管束出發點雖然係在幫助救護行為人、其他人，並維護社會
安全，但依據釋字第384、588號解釋意旨，仍應屬於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基
本權範疇，允宜聲請法院為之，但即時強制性質係事態急迫下之緊急措施，因
此無暇先行聲請法官為事前裁定，但執法者依具體情況判斷，若被管束時間可
能逾越一日以上，則依據上述德國基本法、中華民國憲法第8條規定意旨，仍應
於事後急速聲請法院裁定，以資保護人權； 但是若管束後保護目的已達成，即
行釋放之，或預見一日內可達成具體行政行為目的，則聲請法院裁定已經無意
義，而且具體情事已變更。
4.大陸地區對於人身自由強制措施，其各種態樣包括盤問、傳喚、訊問、留置、
約束、隔離、勞動教養、強制戒毒、收容、拘留、強制帶離現場等，筆者認為
依其性質以觀，(1)盤問、傳喚、訊問：僅係調查、通知到場之目的作用，並
非人身自由強制執行，2. 留置、約束、隔離、勞動教養、強制戒毒、收容、拘
留、強制帶離現場：具有「非刑事被告」性質，應定性為人身自由限制。
5.關於限制人身自由措施，倘若已經達到剝奪人身自由程度，如下上述之「留
73.林超駿，「概論限制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正當法律程序」，憲政時代，93年4月，頁541-545。
74.1966年聯合國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通稱兩公約，臺灣地區於2009年
3月由立法院審議通過，同年12月10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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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約束、隔離、勞動教養、強制戒毒、收容、拘留」，草案中應明文規定以
申請人民法院裁定為宜。
十二、非訟行政執行
按大陸地區行政強制執行主體，係以申請地方人民法院執行為主，行政機關自己執行
為輔，其執行名義，係行政機關依法作出之各種行政決定(具體行政行為)，吾人在第2章已
經有詳盡敘述。因此人民法院所執行者，並非司法判決或者其他司法文書，而係具體行政
行為決定，並非訴訟事件。
此在歐陸法系國家、日本、臺灣，均有非訟事件制度，臺灣地區之民事強制執行事
件，其法律性質亦係歸類為非訟事件。但在日本有部分學者，認為非訟即行政者。
非訟行政執行是相對於行政訴訟事件執行而言的，它是一種強制執行之方式。依據行
政訴訟法第66條規定文義、及最高人民法院若干問題的解釋，所謂非訴行政事件的執行是
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既未提起行政訴訟，又拒不履行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具體行政
行為(即各種行政決定)所確定的義務，行政機關或其他行政主體之權利人，向人民法院提
出執行申請，由人民法院經過與訴訟審查相異之審查方式後，裁定准許執行，而後以相應
強制措施，使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得以實現的一種強制執行制度。其執行機關是人民
法院而非行政機關，申請執行的依據(即執行名義)是行政機關作出的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
具體行政行為75 。執行過程為「立案→審查→執行」三個環節。

第二節

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執行之基本學理析述及探討

一、行政強制措施之概念要素與特徵
行政強制措施的特徵在於預防、制止或者控制危害社會的發生，行政強制措施具備明
顯的預防性、制止性。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執行有關聯性，二者均非行政處罰；行政
強制措施分析之其可能有四個性質：1.是一種執行性措施，執此一觀點之人頗多，2.是一
種懲罰性措施，3.屬於即時強制措施，4.為一種行政機關緊急措置。尚有認為行政強制措
施通過教育使相對人停止或消除危害行為，所以亦是一種教育手段，因此只要相對人願意
主動放棄停止或消除危害行為，或主動服從公共利益之需要，行政主體即可變更或撤銷強
制措施。因此並非執行性、懲罰性措施，為一種強制、教育措施。上述第4種性質較為真
切，至於即時強制措施，僅為行政強制措施之一部分而已，非可等量齊觀，因此行政強制
措施具備了預防功能、制止功能、保障功能、促進功能。
析述之：其基本特徵為76：
(一)具體性：行政強制措施屬於具體行政行為，並非抽象性法規範。乃行政主體為實
現特定之行政目的，對於特定之相對人或特定物、行為，就特定之事項所為之具
體行政行為，因此具備了可訴性，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二)強制性：行政強制措施是行政主體，為預防、制止、控制、緊急需要所採取之不
得已措置，其特徵在於以國家強制力對於個人、組織之人身自由、財物、行為等
75.參見張會兵，「非訟行政執行的理論及實務研究」，以及「淺談非訟行政案件的執行」、「關於非訟行政執行制度的
探討」，東方法眼。2006年、2007年、2008年。
76.湛中樂等，前註47，「行政強制措施制度研究」。肖祥華，「淺論行政強制措施」，法制與社會，2008年7月
（下），頁34-35。應松年，前註57，「評價和展望行政強制立法」，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程艷，「試論我國
行政強制制度」，江南社會學院學報， 2006年12月，第8卷第4期，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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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使其無法反抗或不得違抗之強制性行為。
(三)限制性：依其措施內容，對於行政相對人之權益產生一定限制，為一種限制性措
施，屬於行政限制行為，並非行政賦權、授益行為。
(四)預防性：從目的言之，在於排除具有危險性之行為，屬於一種事前和事中之行
政措施，可分類為：1.預防危險行為之產生，比如約束酒醉駕車。2.制止危險行
為，防止危害結果之發生，比如將相對人帶進公共場所之危險物品強制移除。
3.保障公共利益之緊急需要，比如強制徵用公私財物用於抗禦嚴重自然災害等。
(五)臨時性、中間性、應急性：就時機言之，為行政主體出於緊迫情勢需要而對相對
人採取之強制措施，為臨時約束，並非最終處分(即非終局執行)，有時是強制執
行之前提和準備，因此行政強制措施泰多是一種中間行為，並非最終行為，例如
查封、扣押等等。其中應急性數主要者為表現在突發性事件上，諸如交通、天
災、自然災害，尤其在警察職能範圍，學者有將警察之應急性行政強制措施大致
分為救助性、控制性、協助性三類77。
(六)非制裁性：其目的是為了防止公共安全、公共利益和相對人自身的安全和利益遭
受危險情勢和危險行為，並非以制裁違法為直接目的，因此行政強制措施並非以
相對人違法為前提，而具有非制裁性。
(七)兼備從屬性和獨立性： 依行政主體採取之強制措施性質，可判斷其從屬性和獨
立性。若該行政強制措施本身構成該行政行為之全部，此即具有獨立性，例如扣
留、盤問、強制戒毐、強制治療等，若該行政強制措施是為了主行政行為之輔
助、保全、程序作用，則具備從屬性，如查封、扣押、強制徵用等。
(八)可提起行政救濟：依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規定，行政相對人對
於行政主體之行政強制措施不服的，可以申請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或申請國家
賠償。因此行政強制措施具備可訴性。
(九)非終局行政：行政強制措施係行政主體為了預防、制止、控制、保全、緊急需
要，所採取措施，因此並非一種終局行政，有時是強制執行之前提和準備，例如
採取扣押、查封、凍結措施後，行政主體即應迅速作出下一步處理決定。(草案
第28、32條參照)。
二、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之性質
探討此一命題，主要有二個問題，1.是否屬於行政行為？2.若是，則屬於何種行政行
為？第一個問題，學者普遍持肯定說，認為應當屬於行政行為無訛，至於第二個問題，學
界分歧較大，茲分敘如下：
1.程序性活動說：認為此僅為某一具體行政行為之一部分，即執行程序部分，因
認為程序性行為。此說將具體行政行為區分為決策與執行二部分，行政強制執
行屬於後者。
2.行政事實行為：認為行政強制執行本身並未給相對人設定新的義務，只是強迫
相對人履行其義務之一種強制手段。故認為係一種行政事實行為。
3.具體行政行為說：行政強制執行，乃是對於特定相對人，就特定之事項所為單
方決定之職權行為。此與最高人民法院對於行政行為意義所為之解釋一致，因
此應採此說為宜，且草案亦採行此一立場，並得據以提起行政訴訟。
77. 余凌雲，「增設突發事件中警察行政強制措施的立法建議」，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資助項目
（04SFB2015），法商研究，2007年1期，（總第117期），頁54-58。

第七篇.indd 521

2010/12/10 下午 03:59:23

522

98年度法務研究選輯

(一)評論
學者對此有如下辯論：1.採取程序性行為說之初衷，在於明確行政主體之責
任，以保障相對人之利益，以及發生侵害情事時，追究該行政主體之責任，惟實
際上在程序性執行行為反而最容易侵害相對人之合法權益，學者反對此說。2.行
政事實行為說，所謂未對於相對人設定新的義務，此固然言之有據，但實際上大
量執行措施侵害相對人之合法權益，而事實行為又不得提起行政訴訟，產生令公
民投訴無門情況，因此學者就實際作用言，亦有贊成或反對者。3. 具體行政行為
說，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對於具體行政行為之解釋意旨，而且相對人可據以提起行
政訴訟，既符合現實需要，又符合司法解釋。78
結論：程序性行為說，不可採，而大多數學者均認為應採用具體行政行為
說，其等對於行政強制措施或行政強制執行所下之定義均用具體行政行為，而且
最高人民法院亦係採用此種見解。惟學者如徐沐陽認為，行政事實行為說及具體
行政行為說各有所本，故應兼採之。其區分要領在於，執行措施是否對於相對人
直接發生法律關係(即產生新的權利義務)，此與臺灣地區學說相若。
(二)與臺灣地區法制之差異性比較分析
1.臺灣地區制度：
(1)臺灣地區學者依據我國法律制度，並參考歐國家學說，將行政處分之作出，
以至強制執行，區分為二個階段，前者稱為「基礎處分」(Grundverfügung)
後者稱為「執行措施」(Vollstreckungsmaßnahmen)。所謂基礎處分係指作為
執行名義(Vollstreckungstitel)之行政處分，如核課之稅單、罰鍰等。惟臺灣
地區執行名義實則包含了三種態樣：即行政處分、依法令負有義務、法院裁
定。而執行措施乃行政機關於強制執行過程，為執行該基礎處分原本所設定
之義務，而在執行程序中所為之各種執行行為。(行政執行法第7、11條參照)
(2)執行措施類型化：
臺灣地區學者對於「執行措施」性質之見解，可分二種：
a.採行事實行為說：認為行政處分與事實行為之區分在於前者以有「對外直
接發生法律效果」即規制性(Regelung)作用者為其要件，而事實行為卻缺
乏此項規制性效果 79，主張執行措施性質上多屬事實行為80。
b.兼具行政處分性質與事實行為性質者：認為應依執行措施之種類分辨之，
有屬於行政處分性質者，有屬於事實行為性質者81。
c.惟完整區分尚應加上司法行為者，即拘提管收之審判與執行其性質應屬司
法行為；故執行措施可類型化為三種，即行政處分、行政事實行為、司法
78.徐沐陽，「淺析行政機關自力執行的性質」，商業文化，2008年1月，頁295、287。
79.臺灣學界及法制上對於行政處分之界說係因襲德國、奧地利、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制度。在臺灣成文法典「行政程序
法」第92條第1項明文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
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另訴願法第3條，亦有相同規定，此在臺灣即為分辨行政處分與事實行為
之依據。
80.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自刊，三民書局總經銷，89年9月，增訂6版，頁470-471。
81.陳敏，「行政法總論」，自刊，新學林出版公司總經銷，96年10月，5版，頁895。李震山，「行政法導論」，三民書
局，2002年10月，修訂4版，頁387。廖義男，「行政執行法簡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2000年3月，8期，頁1-14。
蔡茂寅等合著，「行政程序法實用」，2006年10月，第3版，新學林出版公司，頁11、16。
82.施清火，「公法上金錢債權強制執行措施中拘提與管收之法律性質及其司法審判權之研究」，臺灣財產法暨經濟法，
2008年12月，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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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82。
(3)行政強制執行行為，有無行政程序法之適用？學說上有二種，甲說主張：行
政強制執行行為並非行政程序法上之行政行為，與訴願等行政救濟、國家賠
償等均屬於行政處分後之「事後程序」，因此並無行政程序法之適用83 。乙
說主張：行政行為應採廣義見解，行政強制執行行為，亦有行政程序法之適
用84。
2.兩岸相關法制差異性比較：
大陸地區對於行政強制執行法制不稱基礎處分或執行名義，而係稱為強制
執行依據(少數稱為基礎行為)，依據行政強制法草案第2、34、44、45、52條規
定，均係明文指出逾期不履行之「行政決定」始得為行政強制執行依據，而行
政決定意義依本文第3章第1節闡述，係指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稅收徵收
管理法、及其他各種行政法規之具體行政決定，屬於具體行政行為之性質。另
尚有抽象性行政決定(即具有普遍約束力之決定或命令-稱規範性檔)，因為此類
型係屬於抽象性行政行為，不得為行政強制執行依據。再者，大陸地區尚未制
定行政程序法，因此所謂「行政決定」乃是一個集合式法律概念，並非單一、
明確法律名稱。
執行名義之差異：行政決定相當於臺灣地區行政處分，大陸地區執行名義
唯有行政決定一種，但臺灣執行名義包含了三種，已如上述，此為其差異之
一。唯無論行政處分或行政決定，均以下命處分或決定，始屬當之，確認處
分、形成處分，均不具執行名義。
執行措施之差異：大陸地區對於執行措施皆視為行政決定之屬，可以提起
行政訴訟，但臺灣地區執行措施可區分為三種，已如上述，且依據司法實務見
解，具行政處分性質者，得為行政爭訟，事實行為則不可以，此為其差異之
二。(關於執行名義問題，其詳見後述)
三、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之性質
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之場合，其公權力性質為何呢？學者就此存在很大的爭辯，有
認為行政權說，有認為司法權說者：
(一)屬於行政權：其論據因分析角度不同而各異，但大體上認為：一項完整的行政權
既包括決定權，亦包括執行權，前者屬於義務設定問題，後者屬於狹義末端強制
執行問題，行政強制執行性質應取決於執行名義來源所體現之國家權力之性質，
以及行政強制執行之法律上基本語境，行政強制執行是行政權應有之義，並非司
83.湯德宗，「行政程序法」，收錄於翁岳生主編《行政法2000（下冊）》，自刊，頁789-790。及氏著「論行政程序法
的適用」，月旦法學雜誌，第59期，2000年4月，頁158-173。蔡秀卿，
「行政程序法制訂之意義與課題」，月旦法學雜誌，第50期，1999年7月，頁18-33。葉俊榮，
「面對行政程序法」，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3月，初版，頁80-84。廖義男，「行政法之基本建制」，2003年，頁76。
84.蔡茂寅等合著，「行政程序法實用」，新學林出版社，2006年，第3版，頁15-16。李震山，「行政法導論」，三民書
局，2002年10月，修訂4版，頁237。陳春生，「事實行為」，收錄於翁岳生主編《行政法2000（下冊）》，自刊，頁
767-769。林明昕，「行政程序法的適用範圍」，法學講座，第3期，2002年3月，頁53-56。蔡茂寅，「行政程序法之
適用範圍」，月旦法學雜誌，第62期，2000年7月，頁22-23。蔡茂寅，「行政程序法之適用範圍（二）」，月旦法學
雜誌，第65期，2000年10月，頁22-23。施清火，「行政程序法在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之適用」，國立中正
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7月，頁131-143。
85.張武楊，「行政強制實施制度設計思考」，法治論叢，2006年11月，第21卷第6期，頁76-78。
石佑啟，「論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模式選擇及其運作」，載《河北法學》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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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權範疇85 。執行名義來源為具體行政行為，本質上為行政義務，亦即行政強制
權本質上為行政權行使之自然延伸，為行政權之一種權能，固屬於行政權範疇，
行政權本應具有完整性、統一性、獨立性。但現狀採取「司法執行為主」制度，
剝奪了行政機關執行權利，但此終究是行政權之一種延伸和繼續，此項工作存在
人民法院與行政機關之間的關係，係一種受委託或代理關係86。更有認為：對於
經過訴訟之行政決定的強制執行，固可認為屬於司法強制執行，但是「非訴行政
決定」之執行，應認是一種行政權具體表現87。認為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對於申
請行政強制執行事件，所為之審查，該等事件基本上仍應認為是「非訴行政決
定」。
(二)屬於司法權：認為英美法系國家向皆視行政強制執行為司法權之一環，司法機關
行使之權力即屬司法權，行政強制執行在中國係採取「申請人民法院執行為主，
行政機關自行執行為輔」制度，因認為屬於司法權 。學者應松年即主張88：行政
機關自身強制執行固然屬於行政行為，但當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經
法院審查同意後下令強制執行時，即屬於司法強制，不應再稱為行政行為或具體
行政行為89。但近年來此種觀點已不復多見。
(三)混合權力說(兼具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雙重屬性)：此係依據各該執行機關之性質而
定其屬性，亦即依「執行主體」機關性質以分論之，並非以執行名義所由生之國
家權力作用性質為分論90。行政強制執行權包含了執行決定權、執行裁斷權、執
行實施權，前二者屬於司法權，後者屬於行政權，因此導出司法強制執行、行政
強制執行二種階段權能。
此在大陸，甚多學者仍認為申請法院為行政強制執行權之性質，應界定為行
政權91，其理由為：(1)衡量一種權力之性質，不應由何機關行使為論斷，應探究
其屬性為準，必須尊重該權力之特性和遵循該權力行使之原則及其規律。行政強
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本質上為具體行政行為，乃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於行政義
務拒不履行者，並非司法判決或裁定，精確言之，行政強制執行權應認為對於具
體行政行為之強制執行權，要非對於司法裁判、司法行為之執行權。(2)大陸採行
成文法，對於行政決定之法效力一如德國、奧地利、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對於行
政處分之規範，認為行政決定，本身具備拘束力、公定力、存續力、執行力等效
力，法院之執行並不能改變行政強制執行之本質。(3)從根本上言之，行政權是
執行權，司法權是裁決權；行政本質為一種執行行為，而司法是一種解決紛爭活
動。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或大陸法系國家之法國，事實上法院所參與者為乃通過
對於行政決定之審查，以下達執行決定(令狀)，實際上並未參與具體末端執行活
動。法院之參與顯然是扮演一種司法權對行政權之監督和制約92。部分執行事件
86.胡建淼，「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頁167。楊海坤，「祖國大陸行政強制執行立法思路的優化選
擇」，載楊小君等主編《行政強制與行政程序研究―1999年海峽兩岸行政法學術研討會實錄》，中國政法大學出版
社，2000年版，頁354。
87.敖雙紅，「行政強制立法涉及的幾個基本問題」，福建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第5期，頁66-71。
88.應松年：「論行政強制執行」，《中國法學》，1998年第3期。
89.應松年，「論行政強制執行」，中國法學，1998年第3期，頁12。
90.馬懷德：「我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及立法構想」，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
91.白雪，「議論我國行政強制執行主體的定位問題」，法制與社會，2008年5月（上），頁113-114。
92.參見沈開舉等，前註7，「論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性質-兼論法院在執行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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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此一制度設計，乃是基於社會現狀，行政機關法治尚未
臻於完善，為了公正與效率之法律價值權衡而作出之制度設計，其並不能因而改
變執行權和裁決權分屬於行政權和司法權之屬性。故行政強制權應屬於行政權，
初不因申請人民法院為執行即可改變其屬性93。
但亦有認為上述法院審查權行使結果，會據以作出准許「執行裁決」，而非
具體行政行為本身，因此認為本質上為司法權，其後據以執行，應屬於司法強制
執行權，而不能視為行政權能之延伸94 。
筆者認為行政強制法草案，規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機關申請執行時，即應進
行書面審查(第56條)，並對於有明顯違法情事案件進行實質審查(第57條)，然後
作出執行裁定，對於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事件，係由人民法院自行執行之，而作為
或不作為義務之執行事件，係交由原行政機關委託其他組織代履行。就此以觀，
已經進入「司法審查」程序，人民法院所執行者為其本身所為之「執行裁定」，
並非原行政決定；即使現行行政強制執行制度，何嘗不是如此，故應認為係「司
法執行」。另行政機關自行為強制執行時，其執行措施屬性為具體行政行為，可
據以提起行政訴訟，但是人民法院之強制執行係一種司法行為，並非具體行政行
為。
惟有些學者主張行政強制執行權應歸還行政機關，不必再事申請人民法院為
執行，其等所持理由為制度上可具備優越性如下：可提高行政效率、避免法院負
荷過重。回復執行本質，除應考慮行政強制執行權利之性質，亦應考慮現代分權
理論和行政管理對於公正與效率之追求。原則上法院僅負責行政強制執行之裁斷
權或決定權力，而案件實際執行工作則交由行政機關為之；但在少部份例外情
形，行政機關仍擁有裁決權。
另有學者依據行政強制執行對於義務人影響權益密度區分，而提出執行權限
分配模式建議如下95：
1.即對於公民人身之強制執行，如拘留、隔離、傳喚等，原則上應由法院對於執
行名義之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等內容進行審查，但具體實施則由行政機關為
之。
2.對於公民、組織影響重大之人身以外之直接強制，亦應由法院進行裁決，但具
體實施則由行政機關為之。
3.對於執行罰和代執行等間接強制，由於執行手段較為輕緩對於相對人之影響較
小，因此可由行政機關實施完全之執行權能，逕行執行之，此包含裁決權、及
末端具體實施權能。
4.緊急情況之強制執行：依其事態性質，顯然不容稍縱，因此應由行政機關實施
完全之執行權能，逕行直接強制執行之。
四、行政強制與行政處罰之區別
大陸地區對於行政處罰之立法例，一如歐陸、日本法系國家，所稱行政處罰，係指行
93.程雁雷等，「大陸現行行政強制執行主體及其權限職責」，2006年海峽兩岸行政（強制）執行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94.參見白雪，「議論我國行政強制執行主體的定位問題」，法制與社會，2008年5月（上），頁113-114。
95.參見葉堅前註5，「淺析行政強制執行的歸屬問題」。白雪，「議論我國行政強制執行主體的定位問題」，法制與社
會，2008年5月（上），頁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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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或其他行政主體依照法定權限、及法定程序對於違反行政法規範之義務加以制裁，
且非屬於犯罪行為之相對人給予行政制裁之具體行政行為。其區別重點有二：1. 行政處罰
其核心意義在對於過去義務違反者之懲罰，作用上係屬針對過去的違反行為之懲罰；而行
政強制措施不以相對人存在違法行為為前提，係一種急迫情況之緊急應變或者保全作用，
具備預防、制止性。另行政強制執行則是著重於義務拒不履行者，將來履行之強制，亦即
僅視其目的於將來，作用上係屬針對將來的義務內容之促其實現。2.行政處罰表現在對於
違法相對人權益之剝奪或科以新的義務，而行政強制目的，並不在剝奪相對人之權益或科
以新的義務96。大陸制訂有行政處罰法，臺灣則制訂行政罰法(2005年2月5日)。
五、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執行之區別與分際
(一)兩者區別
關於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執行之關係及區別，有二種觀點：
第一種：認為行政強制措施包括：管理性強制措施、及執行性強制措施(即行政
強制執行)，主要在於將行政強制執行視為行政強制措施之構成部分。第二種：
認為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執行之間，並無包含關係，為各自獨立、並存之具
體行政行為。第二種觀點之特性在於，認為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執行之間，
並無包含關係，為各自獨立、併存之具體行政行為，此為學者通說。
依上述闡明，其兩者之區別可歸納為97：
1.概念要素不同，行政強制執行是以行政機關(或申請人民法院執行)強制力迫使
義務人履行其行政上義務或使達到與履行義務之同一狀態。而行政強制措施目
的出於維持社會管理秩序之需要，預防或制止危害人身、財產、即將發生自然
災害、事故災害、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等突發事件、及危險狀態、蔓
延，或者保全措施，確保案件查處工作，或滿足公共利益之急迫需要，使社會
秩序保持一定正常狀態，針對行政相對人之人身、財物、行為所作之限權性強
制行為，因此並不必然以相對人具有作為義務為其前提。
2.行政強制執行目的在於行政義務人不履行行政主體所課予之行政上義務為其前
提，而行政強制措施並不具備此一特性。所稱行政上義務包含公法上金錢給付
義務，作為容忍不作為義務二種。
3.行政強制措施泰多是因為相對人違反法定不作為義務，而作出了行政法規範禁
止之危險行為，須由行政主體進行強制控制或消除之，或者行政上義務人根本
不存在其法定特定義務，但為了公共利益之緊急需要，由行政主體作出臨時強
制措施行為，如強制許可，洪災時徵用過往船隻、車輛、物質，為搶救火災而
拆除相鄰建築物以開闢防火巷。
4.行政強制執行在現行制度係依據行政訴訟法規範為之，而行政強制措施係依據
行政實體法規範為之。但單獨立法之「行政強制法草案」已經將二者納入規範
使法典化，且二者具有高度關聯性98。
96.潘輝，「行政處罰與行政強制措施辨析」，國土資源，2006年1月 號，頁34-35。
97.在大陸地區目前學說以及行政強制法草案，均係界定「行政強制是指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強制執行二種」，但學者李
建東建構出一種不同的法律語境分析，認為：「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強制措施是行政強制的兩個貫穿始終的必備條
件」、「至於行政強制與行政強制執行的關係問題，前者是一個集合概念、全稱判斷，後者是一個非集合概念、特
稱判斷，是前者的一個要素或者內容，並貫穿始終。同時行政強制措施其只能是行政強制之方法或手段」，參見氏
發表「試論行政法新範式語境的行政強制」，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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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兩者之區別，茲舉實例言之，查封或扣押財物、以及凍結存款匯款均是
行政強制措施，而拍賣已查封扣押之財物、以及劃撥存款匯款即屬於行政強制
執行。
(二)兩者分際
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執行之分際劃野，浙江大學法律學者胡建淼嘗試的
提出下列幾種標準99：
1.以事先是否存在應履行義務(含法定義務)為判斷標準
行政強制執行其核心意義在於，行政相對人本應履行一定之義務，但未履
行，精要言之，即「有先前存在之義務而不履行者」，此之義務或為行政主體
之行政決定或為法律直接規定，亦即事先有一執行名義存在，事後始得為強制
執行。但行政強制措施是行政主體為了預防、制止、控制危害社會、公益、他
人之行為或事件之發生，而採取暫時性限制之方法，並無此項事先義務之存在
為其前提，亦即為了維護管理秩序所進行之臨時性措施，並非為了強制執行事
先業已存在之義務。此為二者之最大區別所在。但此說有其問題，即法定義務
概念涉及面過廣，且有些行政強制措施仍具有迫使相對人履行一種法定義務，
如驅散措施，被驅離者當然負有離開之義務。
2.以事先是否存在行政決定為標準
行政強制執行所執行之內容並非抽象之法定義務(即指法律直接規定之)，
而是事先作出之行政決定，此為具體行政行為。因此事先若有行政決定存在，
而國家機關採用強制手段執行該決定者，即屬於行政強制執行。反之則為行政
強制措施。換言之，行政強制執行，其基礎行為與執行行為(或稱執行處分、執
行措施)是相分離的，而行政強制措施並無此一分類。在大陸地區理論，是將即
時強制歸入行政強制措施之一種，並認為行政強制措施本質上為基礎行為與執
行行為是合一的(在臺灣地區並無此種區分理論)。
後說與前說，幾近雷同，但其差異在於義務之範圍不同，前說對於行政強
制執行之執行名義，區分為行政決定、依法律直接發生之義務(即法定義務)二
種，後說之執行名義則只有行政決定一種，範圍減少了甚多，而法定義務太抽
象且範圍太廣泛，後說已較前說更為精確。100
3.以是否期待相對人自我履行為標準
行政強制執行應期待義務人能事先自我履行，因此「告戒」(Androhung)乃
強制執行之核心101 ，學者有認為如果客觀上允許國家執行機關期待當事人自我
履行的，即屬於行政強制執行，否則屬於行政強制措施。
4.以基礎行為是否生效為標準
倘若基礎行為已經生效，則國家機關據以執行之，此即屬於行政強制執
98.胡建淼，前註30，「論中國行政強制執行概念的演變及定位」。另參見湛中樂等，前註47，「行政強制措施制度研
究」。肖祥華，「試論行政強制措施」，法制與社會，2008年7月（下），頁34-35。
99.胡建淼，「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執行的邊界劃定」，理論法學，2002年第6期，頁16-24。
100.在臺灣行政執行法第11條規定，執行名義有三種：（1） 依法令直接發生之義務，（2）行政處分，（3）法院之裁
定。但大法官林錫堯認為依法令直接發生之義務應刪除為宜，倘若有特殊需要，可由各個行政法律特別規定其執行
名義。參見林錫堯發表之「論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名義」，收錄於《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下）》，臺
灣行政法學會主編，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9月，初版，頁838-842。
101.城仲模，「行政強制執行序說」，前註5。頁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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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反之，若該基礎行為雖然已作出，但尚未生效，則國家機關據以執行此一
尚未生效之基礎處分，應認為屬於行政強制措施。
此說符合司法實務規定，按最高人民法院於1999年制定之「若干問題的解
釋」，其第86條規定：行政機關根據行政訴訟法第66條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的具體行政行為必須具備6種條件，其中之一為「該具體行政行為已經生效」。
在大陸法系國家，認為行政強制執行之前提，一般為被執行之基礎處分(僅
限於下命處分而已，另形成處分及確認處分，均無待強制執行)，一旦生效而已
具不可撤銷性(不可爭議性)，或稱為法律上之形式效力，但該基礎處分無待於
確定，即可為強制執行102，雖然有提起行政爭訟，仍不停止執行。此說不僅符
合最高人民法院之司法實務規定，尚且與大陸法系國家理論、法制相符。
評論
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執行之邊界劃分，其目的主要應在於能區辨二者之分際，吾
人為分類，首要者應依各該執行措施之特性、及基礎行為內容來探討。
上述第二說主張，行政強制執行之基礎行為僅限於行政決定，而摒除「依法律直接發
生」之法定義務，而第一說主張，行政強制執行之基礎行為包含行政決定、及依法律直接
發生之法定義務，二者相較，第二說之基礎行為範圍較為狹窄，無法涵括法定義務。
因此應先界定倘若大陸之行政強制執行名義，類同臺灣地區、日本法制，包括了行政
處分(即行政決定)、及依直接法律發生之義務，(在臺灣行政執行法第11條第1項、第29條
第1項，均有此種執行名義)103，則應以第一說為可採，且可為完整區劃。反之，若未包括
依法律發生之義務，則應採行第二說，較為精確。
惟考諸行政強制法草案第2條規定：行政強制執行是指行政機關或者由行政機關申請
人民法院，對不履行發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決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組織，依法強制其履行
義務的行為。依此，基礎行為並不及於依法律發生之義務，顯然與臺灣地區法制之執行名
義範圍不同，因此第二說應較第一說為適宜。
另第三說旨在說明行政強制執行以「告戒」為核心，以是否能期待相對人自我履行為
劃分標準，此並未能針對行政強制執行、行政強制措施之意義與特性進行區分，此僅屬於
一部分特性之突顯，未能涵蓋全部特性，況且行政強制亦有期待義務人自我履行之可能，
如保全行為，何嘗不是，此說理論基礎薄弱，不足取。第四說，以基礎行為是否生效為標
準，將已作出基礎行為但尚未生效之決定，視為行政強制措施，顯然與行政強制措施之界
說及特徵不符，亦不足取。綜上所述應以第二說為可採。
六、基礎處分(執行名義)
(一)意義
大陸地區之行政強制執行依據(即執行名義)，大致與歐陸、日本、台灣地區
等大陸法系國家相同，係指行政上義務不履行為前提。考察行政訴訟第66條、相
應之各種子法、行政訴訟法第44條、及行政復議法第21條規定，均指「具體行政
行為」，而不及其他，因此基礎處分(大陸地區學者有稱為基礎行為)應限定在具
體行政行為而已，不包括大陸法系國家行政執行法制所稱「依法律直接發生之義
102.吳庚，前註80，「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頁383、517。
103.吳庚稱：直接依據法令所負之義務，而無須行政處分介入者，類多為應即時施行之直接強制，例如國家安全法第4
條、海關緝私條例第11條所規定，對於人員、物品等之檢查行為。見前註80，「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頁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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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法院之裁定」。唯行政強制法草案第2條第3項、34、44、45、52條，均
規定行政決定始具有執行名義，所稱行政決定係指具體性行政行為，依其性質應
與臺灣地區行政處分同義，而具抽象性行政決定(即規範性檔)，並非此之基礎處
分。實則現行法典並無行政決定此一法律名詞，其係一種集合式法律概念，圴已
如前述。
換言之，行政強制執行中之義務係指行政法律關係中之義務，亦即行政強制
執行之依據為行政機關、或者行政主體於具體行政行為中確認之義務，依行政處
罰法、行政許可法、其他各種行政法規，係以「行政決定」呈現之。具體行政決
定具備執行力，當然抽象之行政行為(包含法律、法規、規章、抽象行政決定)，
不具備直接執行力，且僅下命決定始足當之，而確認決定、形成決定，均無待於
執行。
因行政義務之相對人逾期不自動履行，故得為強制執行，是故所指「行政行
為執行力」係指已生效之具體行政行為要求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對於義務內容
予以實現之法律效力，所應強調者，乃具體行政行為所確定義務必須得到履行，
而非指行政行為只能由行政機關自行為強制執行，亦即相對人應先自我履行，未
果則再付諸強制執行，高權行政之上下雙方俱有責任，但有其先後階段性104。
(二)與臺灣地區相關法制差異性比較
1.按臺灣地區執行名義有三種，即行政處分、依法令負有義務(學理稱為直接依據
法令發生之義務)105(例如滯欠全民健康保險費、勞工保險費)、法院裁定(例如公
法事件之假扣押、假處分)。其中行政處分唯有下命處分始具有執行力，其他確
認處分、形成處分，均不具執行力。
2.大陸地區基礎處分應限定在具體行政行為而已，不包括大陸法系國家行政執行
法制所稱「依法令負有義務」、「法院裁定」二種。而所稱具體行政行為，依
據行政強制法草案規定係指明指行政決定，此即臺灣地區所稱行政處分，均已
如上述。
3.在臺灣地區「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程序，係指行政
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締結行政契約、訂定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確定行政計
劃、實施行政指導及處理陳情等行為之程序。」第3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
為行政行為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法規定為之。」學者泰皆認為，上
述第2條所規定之6種行政程序為皆為行政行為之一部分，除此之外，尚有行政
事實行為、第3條所稱機關除外、事項除外規定，此固均為行政行為之一部分，
但俱排除在行政程序法適用之列106。
4.大陸學者將訂定法規命令、行政規則視為抽象行政行為，此一見解固與臺灣地
區學說、法制相同(此並非立法院制定之法律，而係一種由行政機關發布之行政
命令性質或稱行政立法)，此類抽象行政行為，均不具執行名義。
104.譚晉，「行政強制執行」，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
105.參見大法官林錫堯，「論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名義」，收錄於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之《行政法爭議問題
研究（下）》五南圖書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大法官林錫堯，及學者蔡震榮，均認為義務應經過處分為宜，主
張此種執行名義應刪除之。
106.陳敏，「行政法總論」，自刊，三民書局總經銷，90年二版校訂，頁669-678。
蔡茂寅等合著「行政程序法實用」，新學林出版公司，2006年10月，三版，頁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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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具體行政行為之可執行性(時間點)
按最高人民法院對於「若干問題的解釋」，其第86條規定：行政機關根據行政訴訟法
第66條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具體行政行為必須具備6種條件，其中之一為「該具體行
政行為已經生效」。惟所稱「已經生效」其意義如何？可區分二說：
甲說：已確定之具體行政行為學者有認為依行政訴訟第65條第1、2款之規定：當事人必須
履行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拒絕履行判決、裁定
的，行政機關可以向第一審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因認具體行政行
為應係指行政相對人在法定救濟期間內捨棄救濟權利或經人民法院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107
(臺灣地區稱為維持原處分)。
乙說：不須確定，只須合法有效狀態即可，亦即行政管理實施程序之完結
主要依據為下述三個法律文件：(1)行政復議法第21條規定：「行政復議期間具體行政
行為不停止執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停止執行：……。」(2)行政訴訟法第44條：
「訴訟期間，不停止具體行政行為的執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具體行政行為的執
行：……。」(3)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編撰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
解釋釋義」108 ，釋示：「具體行政行為已經生效，主要有三個方面含義，一是具體行政
行為本身已經具備了發生法律效力的必要要件，二是具備對具體行政行為發生法律效力具
有決定意義的其他要件，可見生效的具體行政行為應當是具有法律依據、依照法定程序作
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三是生效具體行政行為還應包括行政主體資格合法、依法已窮盡了行
政程序，並已依法送達當事人等。」
由上述三個法規意旨，可知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生效即得為強制執行，並無待於確定，
亦即並非指行政救濟程序已終結。
結論：應採乙說為當。其理由：
(一)符合上揭行政復議法第21條規定、行政訴訟法第44條規定、及最高人民法院行政
審判庭之釋義意旨。
(二)事實上需要：可以避免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執行間出現真空。
(三)與大陸法系國家之理論接軌，德國、奧地利、日本、臺灣地區，均認為行政處分
具備公定力，生效之行政處分即具有執行力，無待於確定即可為強制執行，但於
具備法定要件下得為停止執行。

107.參見胡建淼，前註20。胡氏為堅實其主張，因此提出《先行執行理論》，係介於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執行之間
的一種形態。在基礎行為作出以後尚未最終生效之前，即付諸實施之一種行政強制執行態樣。因為僅是特殊情況發
生之一種例外，因此並非第三種行政強制執行，而僅是行政強制執行的一種例外。
108.中國城市出版社印行，2000年6月，第1版，頁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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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行政強制執行制度之具體實施情況

大陸地區行政強制法規之基本情況

茲就法規數量、法規分類二者分述如下
一、法規數量
截至2004年之統計，大陸地區關於行政強制法規數量如下109 ：(1)現行法律中有62部
法律規定了行政強制法源，其中有51部法律規定了行政強制措施，24部法律規定了行政機
關之強制執行權，(2)現行行政法規中有72部規定行政強制法源，其中規定了行政強制措施
的高達61部，規定行政機關有強制執行權的有22部，同時雙重規定行政強制措施及行政機
關之強制執行權的有11部，(3)在上開72部行政法規中，有30部行政法規有上位法之依據，
其他42部行政法規並無上位法之規定，而且其中又有27部規定了查封、扣押，(4)另依時間
觀察，上揭72部行政法規，有45部是在2000年以前制定的，其餘為2000年以後制定的，(5)
規定行政機關自己強制執行的有20部法律及23部行政法規。
另依據浙江大學行政強制法課題組統計，自1949年至1999年中國制訂之法律有314
部，其中涉及到行政強制措施之法律有33部，在1584部行政法規中，有71部行政法規涉及
到行政強制措施，在8469個部門規章中，有145個規章涉及到行政強制措施，以上所規定
之行政強制措施，從手段、形式或者名稱上統計，共有260餘種110。
二、法規分類
依據上揭法規進行分類，行政強制共有七類：
(一)對於人身自由之限制：計有9部法律、5部行政法規。其限制方式計有：盤問、留
置、約束、強制帶離現場等。
(二)對於場所、設施或者財物查封：計有13部法律，31部行政法規。
(三)對於財物之扣押：計有12部法律，35部行政法規。
(四)對於存款之凍結：計有2部法律，5部行政法規。
(五)檢查、調查、監管等涉及進入公民住宅、生產經營場所：計有39部法律，32部行
政法規。
(六)遇有自然災害、傳染病暴發等嚴重危害公共安全之緊急情況下採取緊急措施：計
有12部法律，12部行政法規。
(七)金融監管和技術性監控措施：計有7部法律，5部行政法規。依照法律、行政法規
之規定，被授權之行政機關或者組織有：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機關、稅
務機關、防汛指揮機構等。除上述法律、行政法規以外，地方性法規、部門規
章、地方政府規章，及地方和部門的規範性文件，也大量設定行政強制。

109.以下參見信春鷹，「我國的行政強制法律制度」，中國人大法制講座，2005年9月25日，頁49-51。
崔卓蘭，「追求過程與結果的雙重價值」，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頁3-4。
110.胡建淼，「中國現行法律法規規章所涉行政強制措施之現狀及實證分析」，法學論壇，2000年12月，第6期，頁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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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行行政強制制度及其困境

一、現行行政強制措施制度
(一)行政強制措施依據之法規
大陸地區現行對於行政強制措施之法源依據，並非單純的只有法律而已，而
係如上述包括了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均有大量之規定，存在種類繁
多、複雜不統一之紊亂現象。
(二)行政強制措施之實施機關
此係一種行政權之最具體表徵，因此就執行主體言之，係由行政機關自行為
措置，無須申請人民法院為之。有權力實施行政強制措施之機關甚多，茲舉其顯
著者如公安、工商、衛生、土地、環保、民政、技術監督等。
(三)行政強制措施之範圍
行政強制措施存在之領域相當廣泛，其強制態樣有：對於人身之即時強制，
如盤問、隔離等，對於財產之強制措施：如查封、扣押、凍結等，對於行為之強
制措施：如強制檢查、強制檢疫，以及強制拆除、強制劃撥等111 。惟存在著紊
亂、且名詞各殊、複雜不統一之情況，為學者、專家等各界詬病不已，均彈精竭
智謀求解決之。
二、現行行政強制執行制度
(一)現行行政強制執行機關分配情況
若干解釋第87條規定，為大陸地區現行行政強制執行權主體機關劃分之概括
基礎規定，依據現行涉及行政強制執行之65部法律、法規，其中(1)申請人民法院
執行的約占70%，主要集中於農林漁牧、衛生管理、環保管理、資源管理等等，
(2)而由行政機關自行為強制執行者約占23%，(3)由行政機關自行執行或申請人民
法院執行者，約占4%。
擁有自行強制執行之行政機關大致上如稅務(其詳見下述)、公安、海關、審
計、外匯管理、工商管理、消防、土地管理、城建管理、交通管理、兵役管理、
金融管理、電力管理、專利管理、商標管理、社會勞動管理等112。其他如強制
遣送出境、強制收兌、強制退還、強制拆除、強制檢定、強制變賣、強制收購等
等，均無須申請人民法院為之。大致上可以區分為113：
1.屬於各部門專業範圍內之強制執行：一般均由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由行政機關
執行之，如關於人身權執行，在治安管理處罰法有規定強制傳喚、強制拘留
等，在兵役法有規定強制履行等，屬於財產權利者，如國營企業調節稅徵收辦
法有規定滯納金、違反外匯管理處罰施行細則有規定強制收兌、專利法有規定
強制許可等。
2.屬於各行政機關普遍需要者，原則上規定申請人民法院執行：如強制劃撥、強
制拍賣財產等等。但少部分則規定由行政機關自行執行之，如稅收、海關、審
111.林麗，「論我國行政強制措施制度的規範化」，焦作大學學報，2007年10月，第4期，頁120-121。
112.胡建淼等，「外國行政強制制度的現狀及中國行政強制制度的改革」，收錄於胡建淼主編《行政強制法研究》，法
律出版社，2003年版，頁413。
113.程雁雷等，「大陸現行行政強制執行主體及其權限職責」，2006年海峽兩岸行政（強制）執行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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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等。
3.影響人民權益重大須要慎重者，規定須申請人民法院執行之，如拆遷房屋、退
回土地等。
(二)執行名義
行政強制執行前提為行政相對人不履行其行政上義務，因此其執行名義(此一
名稱為大陸法系國家慣用之通稱，但大陸地區不使用之)應僅單純「行政決定」
一種(即臺灣地區之行政處分)。但不及於依法令負有義務(在臺灣地區行政執行法
第7、11條規定之執行名義，其中一種為依法令，其意義為依法律直接發生之義
務，例如投保人滯納全民健康保險費用)。行政決定屬於具體行政行為，而執行
行為(或稱執行措施)之性質，亦是具體行政行為。
但並不包含對於行政機關之強制執行 114，而行政決定，應僅限於下命之行政
決定，而確認行政決定、形成性行政決定，其各該權利義務均已自動實現，無待
於強制執行。
(三)執行主體
行政強制執行之主體包含人民法院(基層法院)、行政機關二種，依據行政訴
訟法66條規定，係採行「申請人民法院執行為主，行政機關自行執行為輔」之雙
軌制度。
(四)行政決定之可執行狀態
行政決定應否於超過法定救濟期間，或者經有效判決維持之情況，始得發動
強制執行？此有肯定說、否定說：
肯定說115
應俟超過法定救濟期間，或者經有效判決維持之情況，始足當之。其理論依
據為：
1.行政訴訟法第66條規定：「……，在法定期間內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行政
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論者稱此規定係指具
體行政行為超過了法定救濟期限之情形。
2.行政訴訟法第65條規定：「當事人必須履行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
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拒絕履行判決裁定的，行政機關可以向第一審人
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此一規定，意謂具體行政行為為
應經有效判決者。
否定說
行政決定在大陸法系國家認為具有拘束力、公定力、存續力、執行力，無待
於確定即得為強制執行，但於一定條件下，得為停止強制執行，在大陸地區，此
一法制仍有適用之餘地。且行政決定並非全部均須進行行政救濟，大部分之具體
行政行為並未提起行政救濟程序，上揭行政訴訟法第65條規定，係針對訴訟案件
而言，對於未經提起行政救濟之案件，即無此條之適用。再者行政復議法第21
條、行政訴訟法第44條規定：復議中、行政訴訟中，不停止具體行政行為之執
行。另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之釋義，認為有效之行政決定，若法律要件合
法即屬當之，並非必須確定始得為執行。
114.在臺灣地區行政執行制度，允許對於行政機關為強制執行，此為準用強制執行法之結果。
115.譚晉，「行政強制執行」，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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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先行執行之概念
因為停止執行制度，阻礙了行政決定即時獲得執行之機會，學者胡建淼提出
了先行執行概念116 ，其意義係指由單行法律、法規加以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復
議、行政訴訟中，對於在具體行政行為中自行指定之期間屆滿後，得先予執行之
謂。論者有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第88條規定為先行執行之典型
例子，其詳見後述。
(六)申請人民法院執行之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6條至95條，對此有較為詳細之規
定：
1.申請執行人和被申請人
申請執行人：行政機關、或者法律、法規、規章授權之組織。被申請人：
為具體行政行為所確定之相對人(義務人)。
2.申請之期限
法定起訴期限屆滿之日起180日內，逾期申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人民法
院不予受理。
3.管轄
(1)原則上：由申請人所在地之基層人民法院受理。
(2)執行標的物為不動產者，由不動產所在地之基層人民法院受理。
(3)基層人民法院認為有困難者，得報請上級法院執行之，上級法院得決定自行
執行或者發交其他下級法院執行。
4.申請執行之文件
申請時，應提交申請執行書、據以執行之行政法律文書(即執行名義)、證
明文件、被執行人之財產狀況、以及其他必須提交之材料。
5.審查和裁定
人民法院受理申請後，應當在30日內由行政審判庭組成合議庭對具體行政
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並為准許或者駁回執行之裁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裁定駁回之：
(1)明顯缺乏事實根據者。
(2)明顯缺乏法律依據者。
(3)其他明顯違法並損害被執行人合法權益者。
若准許強制執行，則由該人民法院內部負責強制執行之行政執行庭執行
之。
(七)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之程序
目前中國大陸尚無統一之行政強制執行法典，而係依各該單行法律、行政法
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規章執行之，但其情形相當紊亂，甚至未有法條規
定亦進行強制執行者。
(八)行政訴訟期間不停止執行及停止執行問題
行政復議法及行政訴訟法均規定了行政救濟中行政決定不停止執行原則。在
116. 胡建淼，前註110，「中國現行法律法規規章所涉行政強制措施之現狀及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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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復議法第21條規定：「行政復議期間具體行政行為不停止執行； 但是，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停止執行；……」，行政訴訟法第44條規定：「訴訟期
間，不停止具體行政行為的執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具體行政行為的執
行：……」。但同法第66條有相異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體行政
行為在法定期間內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
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就上開各該規定聯結觀察結果，在行政機關自行強制
執行場合，要貫澈不停止執行原則，應不成問題，即行政強制執行程序與行政訴
訟程序可以併存；但是在申請人民法院為強制執行場合，囿於66條申請執行之前
提係以行政相對人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始得為之，故於訴訟期間即無申請強制
執行之餘地，出現難以協調併存之窘況，因此學者有認為大陸之現制係以「停止
執行為原則，不停止執行為例外」。學者認為將來草案可存在二個選項：(1)採用
行政機關自行執行體制，並堅持不停止執行原則，(2)維持現行執行主體分配模式
體制，但應採取停止執行原則117 。
稅收、公安、工商管理等等均係由法律規定行政機關自行強制執行，此幾種
行政強制執行占全體行政強制執行法規份量雖然不多，但在質量方面，均為公部
門重要領域，其對於政府行政活動總量、及影響人民生活關係均具有密切關聯，
與生活相隨，其業務比重、案件分量，最為龐大顯巨，值得特別關注。
三、現行行政強制制度存在的困境
由於法制建設不足，未有統一之法典規範行政強制體制，且行政訴訟法規範之體制及
其內容有所不足，導致現狀之紊亂，綜觀行政強制之運行，存在著下列問題118 ：
(一)缺乏統一立法
行政強制干預人民權益甚大，必須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其相關法典必須
完備，並應建立在統一之立法基礎上，始足以肆應龐大國度需要，並建立完善法
律制度以保障民權；但現狀卻是有前述龐雜之行政法規、及規章存在，行政訴訟
法第66條僅是規範了執行主體問題，其他各種程序尚付闕如。
(二)行政強制設定權亂而種類和名目繁多
由上述，可見行政法規、規章亂設行政強制權，且行政強制手段名稱繁多，
泰多未有明確界定，執行過程衍生甚多隨意性及帶來差異化、混亂，侵害相對人
之合法權益。依據浙江大學於2000年統計，在眾多行政法規、規章中，有關行政
強制手段的名稱即有260餘種。甚至下位法規定與上位法發生抵觸現象，造成法
律體系混亂。
(三)行政強制執行權濫
行政強制執行之機關應為法規設定之行政機關或經明確授權之機關，但現狀
是各部門、各地方自己成立了各種執行單位，僱用執法隊伍，任意執行自己機關
117.藺耀昌，「行政決定停止執行制度研究」，2006年海峽兩岸行政（強制）執行理論與實務研討會。應松年，「行政
強制立法的幾個問題」，同上註之研討會。
118.信春鷹，「我國的行政強制法律制度」，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第十六講講稿，2005年9月25日，頁4952。鍾曉霜，「權力與權利的平衡-淺析行政強制法草案」，時代經貿，2007年3月，第5卷，頁47-48。程艷等，
「議論我國行政強制制度」，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6年12月，第8卷第4期，頁53-54。崔卓蘭，「追求過程與結
果的雙重價值」，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頁3-4。黃蓓，「議論行政強制執行模式之重
構」，行政與法，頁83-85。陳凱等，「行政強制執行體制研究」，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8年1月，第20
卷第1期，頁79-82。林麗，「論我國行政強制措施制度的規範化」，焦作大學學報，2007年10月，第4期，頁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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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件，職權重疊交叉問題嚴重，法治水平低落，政出多門、多頭管理現象，缺
乏完整行政強制體制，出現了執法隊伍日益龐大，與民眾衝突日增現象，例如強
制拆遷、城管沒收查抄小攤販、無限上綱的滯納金等。有些執行欠缺法律依據，
甚多行政法規、規章規定了直接強制，但是對於執行要件和執行程序卻未有明確
規定，導致實施過程出現隨意性和混亂，往往採用比較激烈手段，野蠻執法，程
序上隨意性大，具體表現超越法律規定程序與法定職權，不符比例原則等現象，
引發社會矛盾屢屢發生。
(四)行政強制軟弱
相反的，有些行政機關卻缺乏法制人才，強制方法不足、執行不力、人員素
質不良、法律水平低落，專業能力不足等等現象，對於一些違法行為不能制止，
或者一些行政決定未能有效執行，呈現出來當然是有些濫權有些軟弱現象。
(五)法院行政執行案件負荷過重，遲遲未能執行，且影響自身審判工作，致使司法與
行政角色嚴重錯位，浪費了有限的司法資源。
自從非訴行政執行制度實施以來，行政強制執行，絕大多數案件係由人民法
院實施，截至2005年統計，近幾年每年之案件量均超逾30萬件以上，為行政訴訟
案件之數倍。依法行政審判庭須進行實質審查，但案件負荷超重因而實際上很難
實踐，導致虛有其規定，且大量申請人民法院執行之案件，遲遲得不到法院執
行，影響行政強制執行之成效。另一方面法院成了行政機關之執行部門，客觀上
使法院審判工作嚴重受到干擾。
(六)行政強制執行難，行政效率低落
由於存在著上述之嚴重結構性問題，大量之行政決定案件難以及時得到實
現，因此有些行政機關索性越權自行執行，形成逾越權限之違法執行狀態，或者
聽任擱置未執行，尤其在環境保護、衛生管理、資源與能源管理方面。

第三節

稅收之行政強制

稅收問題，對於國家內政，無論經濟活動能量、或者政府部門公務活動總量，均占很
高比重，不容輕忽，為一重要行政法領域，例如各法律研究所稅法組研究中心，因此任何
國家之稅收強制執行方式，均有詳加研究必要。中國做為一世界大國，其相關稅收制度自
然重要，當然深值吾人研究，大陸地區關於此項制度，係規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
徵收管理法」(1992年制定、2001年修訂)，依其規定，稅務機關享有自行採取行政強制措
施、及行政強制執行之權限(但罰款之強制執行主體係採取雙軌制)，茲分敘如下。
一、行政強制措施及行政強制執行之種類119
(一)納稅人逾期未繳納稅款者(第40條)
從事生產、經營之納稅人、扣繳義務人未按照規定期限繳納或者解繳稅款，
由稅務機關責令限期繳納，逾期仍未繳納者，經縣以上稅務局(分局)局長批准，
稅務機關可以採取下列強制執行措施：
119.稅收徵收管理法制定較早，其後在2001年曾有修訂。而行政強制法草案制訂較晚，因此行政強制草案中所規範之行
政強制概念未及為稅收徵收管理法援引。但稅收徵收管理法第37條前段之單純扣押（仍可觀察後效，並未及時付諸
拍賣）、第38條之稅收保全措施，其性質應屬於行政強制措施之類型。而第40條之扣押，因為須立即付諸拍賣，程
序上登時相銜接，且法條亦稱之為強制執行，故可視為係行政強制執行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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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其在銀行之存款扣繳稅款。
2.扣押、查封、依法拍賣或者變賣其商品、貨物、其他財產，用以抵繳稅款。
3.未繳納之滯納金同時為強制執行。
惟須特別注意者：
1. 未按照規定期限繳納者，尚不得逕行為強制執行，尤須經過「責令限期繳納」
之程序後，倘若逾期仍未繳納者，始得報請上級准許進行強制執行。此與臺灣
地區之法律不同，臺灣之稅捐稽徵法第39條規定，稽徵機關對於逾繳納期限之
稅款即得移送行政執行處為強制執行，無須再事催繳或另行限期繳納。但行政
執行法施行細則(法規命令之屬)第19條規定，移送機關於移送前應儘量催繳。
而此之催繳並非重新處分之意，應解為一種執行前之催告程序120 。
2.依法條文義，此之扣押、查封，嚴格言之應可歸類為強制執行措施，並非行政
強制措施。但行政強制法草案若完成立法程序實施後，應依新法視為一種行政
強制措施。
(二)納稅人對於逕行核定之稅款逾期未繳納者(第37條)
對於未按照規定辦理稅務登記之從事、經營的納稅人以及臨時從事經營之納
稅人，由稅務機關核定其納稅額，責令繳納，逾期未繳納者，稅務機關可以採取
下列措施：
1.行政強制措施：扣押其價值相當於應繳稅款之商品、貨物。但事後已繳納者，
應立即解除扣押並歸還之。
2.行政強制執行：扣押後仍拒不繳納者，經縣以上稅務局(分局)局長批准後，依
法拍賣或者變賣所扣押之上述標的物，用以抵繳稅款。須特別注意者：上述行
政強制措施，無須經縣以上稅務局(分局)局長批准， 但若要轉進行政強制執行
時，須事先經縣以上稅務局(分局)局長批准。
(三)擔保人逾期未繳納所擔保之稅款者(第40條)
納稅擔保人未按照規定期限繳納所擔保之稅款者，由稅務機關責令限期繳
納，逾期仍未繳納者，經縣以上稅務局(分局)局長批准，稅務機關可以採取如同
上述(一)納稅人逾期未繳納稅款之相同強制執行措施。
(四)罰款強制執行(第88條第3項)
有二種途徑；
1.由該管稅務機關自行執行
當事人對於稅務機關之處罰決定逾期不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者，且又不履行者，作出處罰決定之稅務機關可依據本法第40條規定，採取強
制執行措施。
2.或者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五)稅收保全措施(第38條)
1.保全程序
稅務機關認為從事生產、經營之納稅人有逃避納稅義務行為者，可以在規
定之納稅期限前，責令限期繳納稅款；在期限內發現納稅人有明顯移轉、隱匿
120.行政機關本具有執行權限，但在臺灣地區係採行「行政強制執行權限絕對集中制度」，因此移送機關與行政執行處
之關係，可認為係基於「行政一體」關係，是故移送前之催繳，何嘗不可視為係一種執行前之催告。參見施清火，
前註5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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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應納稅之商品、貨物、其他財產，或者應納稅之收入跡象者，稅務機關可以
責成納稅人提供納稅擔保。無擔保者，經縣級以上稅務局(分局)局長批准，稅
務機關可以採取下列稅收保全措施：
(1)凍結銀行存款；(2)扣押、查封商品、貨物、或者其他財產。
2.行使代位權、撤銷權
稅務機關並可以依據合同法第73條、第74條規定行使代位權、撤銷權。且
並不因之而免除納稅人尚未履行之納稅義務和應承擔之法律責任121 。(第50條)
3.轉進為終局執行
限期期滿仍未繳納者，經縣級以上稅務局(分局)局長批准，稅務機關可以
將上述之保全財產，為終局執行，法文稱為「從其凍結的存款中扣繳稅款」，
此即劃撥被凍結之存款122 ，或者拍賣變賣被查封扣押之商品、貨物、其他財
產，用以抵繳稅款。
二、強制執行主體
(一)本稅、擔保之稅款、滯納金
1.為該有權核定稅款之稅務機關。不必申請人民法院為審查、強制執行，稅務機
關即得自行為之，且係採取執行主體權限獨占，唯法定之稅務機關始得為之；
不得交由上級稅務機關或者其他行政機關、法人、個人為之。
2.但除第37條之扣押商品、貨物(嚴格言之屬於行政強制措施)可以逕行發動，無
須報請准許外；其餘各種態樣之執行，均須報經縣級以上稅務局(分局)局長之
批准，始得為之。(第37、38、40條)
(二)罰款
作出罰款決定之稅務機關自行強制執行，或者申請人民法院為強制執行，係
採雙軌制。
三、被強制執行人
為從事生產、經營之納稅人、臨時從事經營之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納稅擔保人。
四、強制執行客體
銀行存款，商品、貨物、或者其他財產。此之財產應包括動產、不動產(如後述住房
之屬)。
五、行政強制方法
(一)凍結存款。
(二)扣押、查封：商品、貨物、或者其他財產。
(三)劃撥存款。
(四)拍賣、變賣：商品、貨物、或者其他財產。
(五)阻止出境123。
121.在臺灣地區現行法律制度，公法領域得否行使私法上代位權、撤銷權？學說上向有肯定說、否定說，例如史尚寬即
持肯定說，參見氏著「債法總論」，79年8月，台北7刷，頁448。惟實務上則明顯持否定見解。例如，行政法院89年
度判字第583號判決即謂：查債務人公法上權利，債權人可否代位行使，學說上雖有不同之見解，但以「可類推適用
民法規定」為通說。其他諸如96年度台上字第844號判決，亦採肯定見解。但較早期判決，如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
第1276號、3471號判決，均採否定見解。另查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518號判決，即認為行政機關之公法事件不
得行使民法之代位權及撤銷權，另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4年度重上字第19號，亦係持此一否定見解。
122.在行政強制法草案中，係將此種措施稱為「劃撥存款」，但因稅收徵收管理法制定較早，或許當時未及創設此一名
詞，但其意義應是相同的。
123.與臺灣地區行政執行法、稅捐稽徵法等行政法規所稱之限制出境同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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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並無如臺灣之拘提、管收、或者其他人身自由之強制措施權限規定。而立法中行
政強制法草案係將對於人身自由之強制措施歸入為行政強制措施之一種態樣，但
行政強制執行則無此種權限。
六、禁止強制執行之物
為保障公民基本生活，此項禁止規定共有3 個條文，茲綜合分敘如下：
(一)個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維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稅收保全措施範圍內。且
亦不在強制執行措施之範圍內。(第38條第3項、第40條第3項)
(二)稅務機關採取稅收保全措施和強制執行措施必須依照法定權限和法定程序，不得
查封、扣押納稅人個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維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第42條)
七、強制措施之解除
(一)依第37條所為扣押措施後，應納稅款已經繳納者，稅務機關必須立即解除扣押，
並歸還扣押物品。(第37條)
(二)納稅人在限期內已繳納稅款，稅務機關未立即解除稅收保全措施，使納稅人的合
法利益遭受損失的，稅務機關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第39條)
八、執行機關權限獨占性
本法第37條、第38條、第40條，所規定採取稅收保全措施、強制執行措施之權力，專
屬法定之稅務機關擁有，不得由法定之稅務機關以外之單位和個人行使。換言之：(第41
條)
(一)在採取稅收保全措施、稅收強制執行措施場合，係採取執行權限獨占
除不得委託其他行政機關、民間團體法人個人外，甚且明文禁止申請人民法
院為之。另須特別聲明者，為第37條前段所稱扣押商品、貨物，其性質參照行政
強制法草案規定意旨，應屬於行政強制措施類型，惟行政強制措施本屬於行政
權，依據草案規定，概由行政機關自行為之即可，本不必申請人民法院為之。
(二)罰款之強制執行場合，係採取雙軌制
對於罰款之強制執行，可以由該管稅務機關自行為之，亦可以申請人民法院
為強制執行。
九、阻止出境(限制出境)
欠繳稅款之納稅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者，應當在出境前向稅務機關結清應納
稅款、滯納金或者提供擔保。未結清稅款、滯納金，又不提供擔保者，稅務機關可以通知
出境管理機關阻止其出境。(第44條)
此一法條職權之推動，仍係可以選擇性執法，並非一有欠稅情事，即行當然全數被阻
止出境。必待稅務機關主動通知出境管理機關後始會產生此種法律效果，當然稅務機關得
酌情為之，一如臺灣地區法制。又阻止出境其性質屬於行政決定，為一種具體行政行為，
得提起行政救濟。
另查，海關行政處罰實施條例第59條亦規定，對於未繳清罰款或提供擔保之受處罰自
然人或法人，海關可以阻止該自然人或代表人、主要負責人出境。
關於阻止出境之法律性質，學者有認為係屬於直接強制。
十、確保稅收到位
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應當按照國家規定之徵收管理範圍和稅款入庫預算級次，將
所徵收之稅款繳入國庫。(第5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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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稅款優先權
(一)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稅收優先於無擔保債權。換言之，稅收順位劣後於抵押權、
質權、留置權(大陸物權法第16、17、18章規範了此三種物權)，稅收優先於普通
債權。
(二)納稅人欠繳之稅款發生在納稅人以其財產設定抵押、質押或者納稅人之財產被留
置之前者，稅收應當優先於抵押權、質權、留置權執行。
(三)納稅人欠繳稅款，同時被處以罰款、沒收違法所得者，稅收優先於罰款、沒收違
法所得。(第四十五條)
十二、租稅債權成立時點
依上，足見大陸地區稅收徵收管理法對於稅收債權成立時點，亦係採取德國、臺灣法
制，認為應以稅款之構成要件完成時(即原因事實發生時)，為租稅債權成立時，並非掣發
稅單開徵時。124
十三、對於強制執行之救濟程序
當事人對於稅務機關之處罰決定、強制執行措施、稅收保全措施不服者，可以依法申
請復議，亦得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第88條第2項)
十四、先行執行
論者有謂「稅收徵收管理法第88條規定為先行執行之典型例子，該法條規定：「納稅
人、扣繳義務人、納稅擔保人同稅務機關在納稅上發生爭議時，必須先依照稅務機關的納
稅決定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然後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對
行政復議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
其實此法條與臺灣地區稅捐稽徵法35條修正前規定相若，係提起行政救濟之條件，惟
經司法院釋字第224號解釋(1988年)認為，此係對人民訴願及訴訟權所為不必要之限制，因
此宣告違憲。另「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4條規定，於一定條件下，為了保全人民法院判決
可先予執行125 。
十五、未規範徵收期間及強制執行期間
臺灣地區稅捐稽徵法第23條規定稅捐徵收期間一般為5年，但對於逾期未繳之稅款於
移送強制執行後，迨該徵收期間屆滿後，即起算行政執行期間。而行政執行法第7條則規
定執行期間為5年，但於該5年期間屆滿前，已開始執行者，得再延長執行5年，合併最長
為10年。惟查大陸地區之稅收徵收管理法，並未有徵收期間、強制執行期間規定。

第四節

城管執法簡介

吾人在北京街頭，常見「城管執法」人員駕駛車輛在執行「市容管理」公務，窺見其
巨大權力，此為一種生鮮活躍之行政強制實例，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深植人心，間有雷
厲風行、苛酷執行情事，導致與民嚴重衝突，功過毀譽參半，且在法律制度上係創設一種
「權力相對集中制」，因此有必要為簡介，以明其梗概126。
一、法律依據
124.關於此項學說可參見臺灣學者陳清秀之著作，「稅法總論」，元照出版有限公司，第5版，2008年11月，頁336346。另查臺灣之稅捐稽徵法第25條第1項所稱：「對於依法應徵收之稅捐，得於法定開徵日期前稽徵之」、第2項所
稱：「應徵收之稅捐而未開徵者」，學理上、實務上稱為「提前開徵制度」，即屬之。
125. 譚晉，「行政強制執行」，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
126.以下係參考姜朋，「城管向何處去」論文，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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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罰法(1996年10月1日起實施)第16條規定：「國務院或者經國務院授權的省、自
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但限制人
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權只能由公安機關行使」，此為城管執法之法律基礎。乃因國務院、地
方政府可以授權下級行政機關行使處罰權，亦為一種機關職權之「設定」。
二、最初試點
1997年4月，經國務院批准，北京市宣武區率先啟動「城市管理領域的相對集中行政
處罰權試點工作」，同年5月，北京市宣武區城市管理監察大隊成立，率全國之先。截至
2002年8月，全中國已先後有23個省、自治區之79個城市、及3個直轄市，成立此種試點。
三、發展情形
2002年8月22日，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的決定」，
授權省、自治區人民政府得批准決定在本行政區域內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此一
文件不啻將試驗階段宣告結束。爾後此項制度迅速在大陸各地展開，同年北京市城市管理
綜合行政執法局正式成立，截至2006年底，國務院批准了82個城市、而地方政府並批准了
200個城市推展此項工作。
四、行政處罰權力相對集中制
制度設計是採行「權力相對集中制」，因此將原本屬於各行政機關之職權，逐一析離
出來，交由統一城管執法機關執行之。以北京市為例，計有14類處罰職權授予城市管理綜
合行政執法局，學者有稱此為處罰權和審批權分離者。其中最顯著者，為原本屬於警察之
取締工作大幅萎縮(人民警察法已廢止有關監督公共衛生和市容的整潔之職權)。
另查，行政許可法，亦係採取「許可權力相對集中制」，與行政處罰權力相對集中制，二
者互為表裡。
五、執掌之權力性質及其內容
其執掌之權力內容，與人民具體而微之生活息息相關，舉凡查處無照營業之商販、占
用道路之流動商販、遊醫、三無產品、強制拆除違章建築物、制止在河道中私行捕魚、制
止燃燒祭紙、參與城市拆遷改造、監督公共衛生、市容整潔等等工作。
其執掌之權力性質，應是綜合性，不僅行政處罰權、更包含行政強制措施、行政強制
執行等法律項目。
六、制度優劣
行政處罰權力集中制，可以大幅提高其行政效率，市容整頓功能頗巨，起了相當的功
效，此一權力集中制度，猶如臺灣地區行政執行法制，其中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
業務，是集中交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地行政執行處執行之，此可謂為「行政強制執行權
限絕對集中制」127 ，有其異曲同工之妙，是為其優點。
其缺點，在於全國十幾萬執法隊伍素質不高，欠缺法定程序，執法任意性、隨意性力
度大(在臺灣地區稱為恣意性)，權力過大，執法過度凌厲、苛酷，甚至有野蠻執法手段，
與人民時常發生爭執、衝突，執法過程、及程序保障欠缺，執法人員甚至有利用職權作姦
犯科者，為各界詬病。

127.在臺灣地區現行法制中，行政程序法第164條明文規定：「行政計畫……，並得有集中事權之效果。」此項事權集
中效果，依學者見解，包含了三個層面：1.機關單一、2.程序單一、3.效力取代。參見蔡茂寅等含著「行政程序法實
用」，第3版，2006年，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4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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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一節

行政強制法草案析論

立法目的與現況及立法諸原則

一、立法背景與目的
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強制法構成行政法典之三部曲，行政強制與人民關係
嚴密交錯，為干預人民基本權最強大之具體行政行為，糾葛盤措在人民現實生活中，大陸
現行行政強制因有如前述之諸多缺失，且未有單一立法之法典，為加速、加大法制建設，
此一法案之推動已歷數年，廣為學界高度關注。
關於立法目的，最主要目的當然是要完善行政強制法制，建設中國法治社會，與世界
發達國家齊步，既要治亂、治濫，也治軟，除了規範行政強制權為首要目標外，並且要保
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為宗旨，成為行政強制立法之目標128 。
草案第1條規定：「為了規範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履行
職責，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保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根據憲法，
制定本法。」，因此其立法目的在於：1.賦與行政機關行政強制法源，2.督促行政機關依
法履行職責，3.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4.保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免於遭受違法強制措施。
(一)加速完善法制建設，與國際接軌
國際上主要發達國家，法制完善，莫不致力於人權保障，以及提高行政施政
效率，尤其大陸法系國家之行政法制更為完備，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致力於提
昇國家文明法制，以與世界各主要國家接軌，在行政法方面，行政訴訟法、行政
復議法、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制法、行政程序法、行政收費法，共
同構成中國之行政法全部體系，其中前幾種已經完成立法並付諸實施多年，而行
政程序法、行政收費法，尚處在研議階段，行政強制法草案已經提出在全國人代
會立法審議中，此為各種行政法規中最重要法案之一。
(二)保障公民權利
行政強制為國家所必須採取之一種施政，但是對於人民、其他組織所造成之
影響更甚於行政處罰，無論對於財產或者人身自由，均構成莫大干預(侵害)，因
此應以法律加以規範，不可使野蠻執法，行政強制法制定適足以匡正執行各種程
序、過程、範圍，避免浮濫執法、恣意執法、隨意執法。學者姜明安即針對中國
現狀指出，實際上行政強制法立法宗旨，並非為強化行政機關之權力，而是為規
範其行政權力行使，不是授權法，而是規範法，對於權力進行控制和制約。129
(三)維護社會秩序
行政強制措施之目的在於，使控制、預防、制止即將發生或者已經發生之危
害，以及保全作用，維護將來查處工作。而強制執行其前提係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組織，拒絕履行其行政上已經逾期義務，其目的在於公平、公正實現行政上目
的。因此實現優良社會秩序乃行政強制法之目標之一。
128.「一部構建和諧社會的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報導，全國人大，2006年1月10日，頁17-19。趙菊敏等，「論
行政強制法草案的價值取向」，行政與法，2006年7月，頁96-97。
129.黃秀麗，「行政強制法爭議中前行」，浙江人大法治聚焦，2007年12月，頁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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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高行政效率
行政活動之本質要求，在於達成其行政目的，行政機關為了管理上需要，必
須動用行政強制權來實現其管理上目的。對於現實危害或者即將發生之危害，採
取相應行政強制措施，對於拒不履行行政上義務者，付諸強制執行，可得提高行
政效率。130
二、立法現況
在1999年，行政強制法即納入立法者之視野，當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開始
進行起草工作，2002年完成「行政強制法徵求意見稿」，2005年12月26日，十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對於行政強制法草案進行第一次審議，2007年10月24日，第10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30次會議，對於草案進行第二次審議。2009年8月28日，第11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0次
會議，對於草案進行第三次審議(修正後發布稱為第三次審議稿)，迄目前尚未完成立法程
序131 。
行政強制法立法期間超過漫長11年，依然未見出臺，此是否背後存在阻力？其原因何
在？北京大學姜明安教授指出 132 ：其實並沒有太多阻力因為此一草案係由全國人大常委
會直接制定，並非由國務院主導起草，而其主要規範對象為區、縣以下之基層行政執法部
門，如公安、工商、稅務、城管、衛生、技監等等，其實該等基層行政機關並沒有能耐
去阻擋立法程序。其遲延未能出臺原因在於：1.立法動力不足：乃因此一法律頗多是在限
制、規範行政機關權力，而非像一般管理法在授權，以致行政機關沒有強烈動機主動去爭
取立法，2.社會各界、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對於法律問題爭議很大，意見相當分
歧，而且世界各主要國家對於行政強制執行法制並非雷同，欠缺仿傚移植實證性。另崔卓
蘭認為：立法之所以一波三折，其根源在於對於其所追求之價值缺乏深入理解，過於強調
結果而忽視過程，在價值追求上有所偏頗。133
三、立法中諸原則探討與確立
以下所探討者即行政強制法立法時，所應解決之各項主要問題134：
(一)行政強制種類及名稱繁多，應予統一規範，以解決亂、濫問題依據2000年之統計
報告，各行政法規關於行政強制所採用之名稱計有260種，而且其法規數量極其
龐大、紛歧，因此於制訂行政強制法時，關於各種名稱應予統一並簡化。
(二)行政強制執行體制之定位，並應完善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制度，解決執行難之問
題：
行政強制措施係由行政機關自行處置之，但關於行政強制執行(如稅款徵
收、行政決定之執行、徵用土地、拆遷房屋)之執行機關，依前述，可分為三種
模式：(1)司法機關執行體制：如英美法系國家，(2)行政國家執行體制：如臺灣
地區、日本等國家，(3)混合模式：即法院與行政機關混合執行之模式，如德國、
奧地利。中國大陸現行體制係採用此一模式，行政強制法草案，沿襲現狀，亦
同。依多數學者專家見解，此一權力分配模式稱為「法院執行為主，行政機關執
130.崔卓蘭，「追求過程與結果的雙重價值」，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6月，第3期，頁3-9。
131.崔卓蘭等，「追求過程與結果的雙重價值」，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頁4。黃秀麗，前
註129，「行政強制法爭議中前行」，浙江人大出版法治聚焦，2007年12月，頁28-30。
132.姜明安，「行政強制立法還要拖多久？」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
133.崔卓蘭等，前註130，「追求過程與結果的雙重價值」。
134.應松年，「評價和展望行政強制立法」，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文獻。應松年，「行政強制立法的幾個問題」，2006
年海峽兩岸行政（強制）執行理論與實務研討會。信春鷹，前註14，「我國的行政強制法律制度」，頁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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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輔」之體制，而法院究竟應進行實質審查、或形式審查，在效率與正義雙重
價值追求權衡上，學者間存在不同意見。
(三)對於設定權處理應慎重明確為之
為避免行政強制亂、濫，以及保障人權問題，行政強制之設定權必須由法律
進行規定，法律、及國務院中央各部門行政法規固然可以設定，但地方性行政規
章是否可以？極值探究，立法時應加以明訂。學者之普遍意見認為應採行「層級
愈低，設定權愈少」原則進行設計。
而且除了設定權須要法定外，同時要求主體法定、強制手段法定、程式法
定、物件法定135。
(四)規範行政強制程序，保障行政強制之公正性：
為保障依法行政原則，嚴守法律保留原則精神，應借鑒外國立法例，結合中
國大陸之實際情況，明確規範行政強制措施、行政強制執行之各種程序，確立依
法行政精神，避免恣意執行，程序上並應具備可訴性，使行政相對人獲得司法保
護。因此甚多學者有稱「行政強制法主要是控制行政權之法」，但此只是限制管
制作用，並非行政強制法之唯一功能136。
(五)起訴不停止執行與起訴停止執行：
此涉及行政決定之拘束力、公定力、存續力、執行力等問題，於立法時，應
加以明訂，其制度設計可參考德國、日本、臺灣地區法制，並融入中國之特色。
四、行政強制主要適用原則
行政強制干預公民、法人之權益甚巨，除財產權益外，尚及於人身自由權，因此應嚴
守強制法定原則，其次在執行過程中，行政機關有很強大自由裁量權，更應受比例原則之
拘束。其他如說服教育和強制手段二者相結合原則，不得濫用原則、和解原則、強制與教
育相結合原則，及時、準確、手段正當原則，執行標的有限原則，強制和預防相結合原
則，協助執行原則，仍應遵守，茲僅闡述其最重要者如下。
(一)行政強制法定原則
強制法定原則包括行政強制設定權、行政強制執行權歸屬(分配模式)、行政
強制程序三種137：
1.行政強制設定權：行政機關之下命權，並非當然即同時擁有執行之權限，命令
135.信春鷹，前註14，「我國的行政強制法律制度」。
136.楊福忠，「控制權力還是控制權利-談行政強制立法的價值定位」，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4月，頁31-34。
137.在德國、日本、臺灣，關於行政執行理論，認為行政執行須有法律依據，即所謂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行政上下
命權法源與行政強制執行權法源，應嚴格區分之。其情形簡述如下：日本早期學說，如柳瀨良幹認為，行政機關
之下命權，同時即隱含有執行之權限，亦即最後之執行階段，只在於實現該應履行之義務而已，因此強制執行無
須另行具備其法源，只是單純的從事實上加以實現該義務，並非一個新的限制、干預。但晚近則已有共識，如廣
岡隆教授即認為：命令權與強制執行權限係不同之範圍，其本質上完全不同，因此非有特別法規之依據，不可發動
執行權限。學者藤田宙靖認為：「二次大戰前學說主張行政機關之下命權內容即當然含有強制執行權。但戰後此項
主張已經受到質疑，現今已普遍認為下命階段與執行階段係二個不同階段， 應各有其法律依據，始得為之，因此執
行行為自體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依據，始得為之。此係因為二次大戰後日本憲法構造已經有翻新，採行澈底之法
治主義、保障人民基本權，一種司法國家作用，洵為學界之通說」。即山田幸男等人亦認為現今通說認為強制執行
權其自身應該有法律之依據始得為之，主要出發點是基本人權之保障、應客觀公正保障強制執行程序，方符現行憲
法之旨趣。我國學者，如城仲模即強烈主張，行政強制執行應另有特別法規之明文依據始得為之，其理由係從三權
分立，以及美國法制係將強制執行權限交由法院行使，及法治國家人權之保障等之觀點為立論基礎。且晚近德國、
日本等國均已持肯定說，認為行政上強制執行應有法律之規定，始得發動，為普遍之學說。並且認為有憲法法律保
留、比例原則、正當法律程序等憲法保障之適用。參見城仲模前註5，頁253-266。〔日〕 藤田宙靖，《行政法Ⅰ
總論》，4版，青林書院，2003年3月，頁258-261。 〔日〕 山田幸男、市原昌三郎、阿部泰隆含著，《演習行政法
（上）》，青林書院新社，昭和58年1月，頁338、37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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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執行權係不同之範圍，因此非有法規之依據不可發動執行權限。行政強制
措施及行政強制執行其設定權，唯有行政強制法(草案)中所規定之法律、行政
法規、地方性法規，始得設置行政強制權，其他諸如地方規章等等均不得自行
設定。
2.行政強制執行權歸屬(即執行權限分配模式)：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
有明文規定行政機關得自行為強制執行者(即經過法規設定)，該行政機關即得
自行為之，否則作出行政決定之行政機關應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3.行政強制執行程序：必須依據法定程序進行之，此之法定程序包含法律、行政
法規、地方性法規等所規範之程序，唯仍有法律優位之適用，即下位法不得抵
觸上位法。
(二)比例原則
歐陸國家、日本、臺灣地區倡導之比例原則衍生出三項子原則：即適當性原
則、必要性原則、衡量性原則(又稱狹義之比例原則)，此為中國大陸學說全盤接
受，並寫入草案第5條，奉為帝王條款。於行政強制中必須具體衡量、兼顧比例
原則，否則，依據行政訴訟法第54條規定，人民法院有權以濫用職權為理由，予
判決撤銷行政強制執行行為，或者確認為違法之執行行為。
(三)不得濫用原則
執行人員於公權力之推動，戒之在於苛酷執行、恣意執行，凡所有執行措施
均應依法而為，並應顧及情理，此亦屬於比例原則所衍生之一種下位原則，草案
為突顯其重要性，特別揭示之。
(四)執行協議原則
基於參與型行政、互動型行政之理念要求，為了提高行政執行效率，有效解
決紛爭，從立法政策層面考量，可以設置執行協議制度。草案第42條即規定了執
行協議制度，為大陸法律首次出現公法和解契約，但此僅行政強制執行有其適
用，且與與民事訴訟法上和解制度不同。138
(五)說服教育和強制相結合之原則
行政強制執行之作用，在於促使行政相對人履行逾期之行政上義務或使達到
與履行相同之狀態，因此應堅持說服教育與強制執行相結合之原則，儘量說服相
對人自覺履行義務，以減少行政成本，若無效果則再進行強制措施。139
(六)告戒原則
告戒為行政強制執行之核心價值所在，於發動強制執行措施前，必須先給行
政上相對人機會，預留一自動履行之時間，促其自行履行，以期盼不經過強制執
行即能達成與履行同一之狀態。例如第35、49條即明文規定應當事先催告履行。
(七)救濟原則
為保障公民財產權、人身自由權，避免遭受非法執行，以保障人權，應賦與
制度上可訴性。此在各國之救濟制度設計不同，中國行政強制法草案規定無論於
強制進行中、或案件終結後，行政相對人均得依法申請行政救濟，此包括行政復
138.楊建順，「行政強制中的和解-二環家具城案的啟示」，南通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頁
38。于立深，「論行政強制執行主體的模式選擇」，2006年海峽兩岸行政（強制）執行主體的模式選擇，頁84。
139.程雁雷等，「大陸現行行政強制執行主體及其權限職責」，2006年海峽兩岸行政（強制）執行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140.劉小平，「論行政強制執行的基本原則」，2006年海峽兩岸行政（強制）執行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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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行政訴訟、國家賠償等等。140 例如第8條規定。

第二節

總則規定

一、行政強制種類及其意義
草案第2條第1款規定 141 ：「本法所稱行政強制，包括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強制執
行」，行政強制措施制度為中國所獨創，行政強制措施、行政強制執行其學理上意義己見
前述。而本草案條文對於其所界定之意義大致上與學理相同，由下述之條文即知其意義及
範圍。
(一)行政強制措施
同條第2款：「行政強制措施，是指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為制止違
法行為、防止證據損毀、避免危害發生、控制危險擴大等情形，依法對公民人身
自由實施暫時性限制，或者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財產實施暫時性控制的
行為。」依此，行政強制措施之性質為行政權、具暫時性，其執行機關僅限於行
政機關，人民法院不得為之，而義務主體則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其執行
標的為：人身自由、及財產，採用之手段為暫時性限制或控制。部分學者有單純
化、窄化的稱之為即時強制者，唯正解應該是即時強制僅是行政強制措施之一部
分而已(詳見前述第3章第1節、2節)。
(二)行政強制執行
同條第3款：「行政強制執行，是指行政機關或者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
對不履行行政決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強制履行義務的行為。」依
上，行政執行依據(執行名義)為相對人逾期不履行義務，此之義務為已發生法律
效力的行政決定，即臺灣法律上之行政處分，而所稱已發生法律效力，並非指已
確定案件，依最高人民法院現行見解，只要具備合法要件、生效要件即該當，提
起行政救濟，並不因之而停止執行(詳見前述理論)。而行政執行主體為1.行政機
關，2.人民法院，而且是基層人民法院。其目的為使之達成履行或與履行同一狀
態。
(三)與臺灣地區法制差異性比較
1.臺灣地區「行政執行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行政執行，指公法上金錢給付
義務、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強制執行及即時強制。」，中國大陸之行政強制範
圍較廣，乃因即時強制僅是其中一部分態樣。
2.另臺灣行政執行法第11條第1項規定之執行名義有三種：(1)依法令負有義務，
學說上稱為直接依據法令發生之義務，(2)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3)法院之裁
定，例如公法事件之假扣押、假處分。而中國大陸行政強制執行名義僅有行政
決定一種，其他均不與焉，是故兩岸於此一法制並未相同。
3.行政決定、或行政處分，均無待於確定，即可強制執行。乃因大陸地區對於行
政決定定性，與歐陸國家相同，均認為具有拘束力、存續力、公定力、執行
力，但草案有特別規定，倘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者，以確定之案件始可為
141.臺灣地區法制，對於法條編號依序稱為「條、項、款」，但大陸法制與此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54條第
1款規定：「法律根據內容需要，可以分編、章、節、條、款、項、目」。對於本草案條文序即依此一規範，稱為
「條、款、項」。本文茲依大陸地區法制界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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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二、行政強制之一般法律原則
(一)法定原則
第3條第1款規定：「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適用本法」，而第4條規定：
「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範圍、條件和程式。」此為
明示規定。所謂法定的許可權，分析如下：1.行政強制措施設定權，依據第10條
規定，其順位係由法律、國務院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設定之，2.而行政強制執
行設定權，依據第13條規定僅能由法律設定之，其他行政法規不與焉。
依法理論斷，倘若上述2個條文未規定，且其他法律並無特別規定者，下位
法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及國務院各部門規章即不得擅自自行設定和實施。
另依據第3條第2款規定，行政強制措施係由行政機關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
定執行，依上，法律、行政法規，均屬之，但所稱行政法規之範圍如何？仍應依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定之，依該法第56條第1款規定「國務院根據憲法和
法律，制定行政法規。」同法第63條第1款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
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
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第2款規定較大的市亦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依上，所稱行政法規應係指國務院制定之行政法規，及省
級地方性法規在一定條件下，亦得設定行政強制措施。第3條、第10條規定係相
互對應關係。
因此，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得於不抵觸上位法律情況下，自行創設執行細
則。其最大功用在於確立行政強制法定原則，杜絕行政強制浮濫問題，以保障人
權。
(二)比例原則
歐陸法制所稱比例原則，衍生出三項子原則：即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
衡量性原則(又稱狹義之比例原則)，行政強制法關於行政強制之採擷情事如下。
第5條規定：「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應當適當。採用非強制手段可以達到行
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設定和實施行政強制。」此與臺灣地區行政執行法規定並無
二致。
(三)禁止濫用職權原則
同法第7條規定：「行政機關或者法律、行政法規授權的組織及其工作人員
不得利用行政強制權為單位或者個人謀取利益。」此即禁止濫用原則之法制化。
(四)教育原則
第6條規定：「實施行政強制，應當堅持教育與強制相結合。」此即以教育
方法為先，其立意在於先行規勸，使當事人能自覺改正，與民更始，避免強制措
施之繁浩、雙方衝突，並可節省行政成本。與中央推動創造和諧社會，避免社會
衝突政策相符。
三、行政強制措施態樣(種類)
依據第3條第2款、3款規定，行政強制措施之態樣有三種：
(一)發生或者即將發生下列突發事件：
1.自然災害，2.事故災害，3.公共衛生事件，4.社會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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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金融業採取審慎監管措施。
(三)進出境貨物強制性技術監控措施。
上述三種措施之區別：乃對於(一)突發事件係由行政機關採取「應急措施或者臨
時措施」，而對於後二者係由有關行政機關採取「監管措施、或監控措施」。
惟仍應僅守法定原則，即行政機關應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之。
四、行政強制措施之機關(主體)
依據第3條第2款、第3款規定，係由行政機關採取應急措施或者臨時措施，依照
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執行之。顯然係採取單軌化制度，因此有關行政機關擁有完
全之執行權限，不必申請人民法院為之。此為與行政強制執行機關採取二元化制度之
最大不同處。又此二款規定，僅行政強制措施有其適用，行政強制執行不與焉。
五、當事人之陳述權、申辯權
為保障當事人之權益，行政強制法草案擷取先進國家正當法律程序，於第8條第
1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制，享有陳述權、申辯
權。」
此在英美法系、大陸法系、日本、臺灣地區等國家，同有此一規定，旨在使行政
相對人有陳明申辯之機會，並規範依法行政程序，此一制度在刑事訴訟制度，亦同為
正當法律程序之一部分要求，均在保障民權。又依第1款文義，此項規定雖然係指行
政強制，但正當法律程序適用於各種執法領域己見上述，行政強制措施、及行政強制
執行自應同有其適用。
六、對於行政強制不服之行政救濟
(一)行政救濟種類：
1.行政爭訟：
草案第8條第2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
制，有權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此之依法行政復議，當然是依
據行政復議法程序辦理，相當於臺灣地區訴願法。
2.國家賠償：
有權力必有救濟，行政強制法草案第8條針對執行主體之不同，而異其規定
如下：
(1)對於行政機關之行政強制：草案第8條第2款後段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組織對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制，因行政機關違法實施行政強制受到損害的，
有權依法要求賠償。依據法律為國家賠償法。
(2)對於人民法院之強制執行：草案第8條第3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
織因人民法院在強制執行中有違法行為或者擴大強制執行範圍受到損害的，
有權依法要求賠償。」
依上，行政救濟方式可歸納為：
1.對行政強制不服者：可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要求賠償。
2.對於人民法院之強制執行不服者：只可要求賠償，但不得申請行政復議、提起
行政訴訟。
(二)救濟權人及各種態樣
1.被執行人：對於行政強制執行決定、執行方法、執行範圍、應遵守之程序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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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執行措施等不服者：得提起行政復議、行政訴訟。
2.協力義務者(如金融機構、第三人)：得提起行政復議、行政訴訟。
3.被執行人之其他債權人：得提起行政復議、行政訴訟。
4.申請國家賠償：因行政機關或人民法院在行政強制執行中，而遭受損害之被執
行人或第三人。另查在第6章法律責任，第62、64、66、68條，亦同有規定賠償
責任。142
(三)與臺灣地區相關法制差異性比較：
1.按臺灣地區執行措施可類型化為三種：行政處分、行政事實行為、司法行為，
依據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決議及判決實務，認為行政處分可以提起訴願、行政
訴訟，行政事實行為，則不可以提起行政爭訟。而司法行為(拘提、管收)，不
服者，係向法院提起抗告143 。
2.大陸地區，對於執行措施概皆當做行政決定，並未區分有行政事實狀態存在(此
一問題，有部分學者持反對見解，認為應與臺灣塘法制相同，詳見前述)，且依
據第8條規定，任何執行措施均得提起復議、行政訴訟，此與臺灣地區、歐陸國
家法制差異甚大。
3.臺灣地區行政執行法第10條明文規定受損害人可依國家賠償法相關規定請求損
害賠償。對此兩岸規定相同。
七、關於對遺產及被繼承人行政強制問題
草案對於此項問題惜未有明確規定，但此項問題在行政強制法制上甚為重要，筆
者認為應在第一章總則內加以明確規範，俾資明確，同時值得以較大篇幅探討之。
(一)臺灣地區法制簡介
1.民法繼承篇相關規定
(1)修法前：係採概括繼承主義，倘若繼承人未依法向法院為拋棄繼承、或限定
繼承者，則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一切權利義務，因此
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應負無限制責任，民事上債權人除可申請法院對於遺
產為強制執行外，並可對於繼承人本身固有財產申請執行。(民法第1148、
11541174條參照)
(2)修法後：98年6月10日修正公布之繼承法則，已經改採全面性法定限定繼承
主義，並且有條件溯及既往(民法繼承篇施行法第1-1、1-2、1-3條參照)，其
中最重要條文為民法第1148條第2項規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
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因此，民事上債權人僅得對於遺產
申請強制執行，不得對於繼承人本身固有財產為強制執行。
2.行政執行法規定
公法上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得對於遺產為執行。其依據為行政執行法第15
條規定：「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行政執行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行」，因
此已很明確。
142.肖澤晟，「論被執行人和第三人的法律地位-以行政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的執行為例」，2006年海峽兩岸行政（強制）
執行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刊載於法治論叢，頁99-107。
143.臺灣行政執行法於總則篇第9條規定，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
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聲明異議。且此一聲明異議係送由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於30日內決定，此一決定原先
認為具有最終效力，不得提起行政訴訟。迨於2008年12月，最高行政法院決議認為行政執行措施若屬於行政處分之
性質者，可以提起行政訴訟，但其他類多行政事實行為之性質，則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故與大陸地區規定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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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法上債權，是否僅及於被繼承人一身？得否對於繼承人之財產為執行？
按最高行政法院決議、同院判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均認為：
(1)稅捐債務：適用繼承法則，即被繼承人生前應負擔之稅捐債務，應由繼承人
承擔之，因此此項公法債權之實現方式，與上述民事債權相同。
(2)行政罰鍰：僅及於一身，不得列為繼承標的，因此僅得對於遺產為執行，但
不得針對繼承人本身固有財產為強制執行。
惟因最近繼承法則已經改採全面性法定限定繼承，因此無論是稅捐債務
或行政罰鍰，其結果已經相同，僅能對於遺產為強制執行，初並無二致。而
其實體規定依據有二：一為民法繼承篇第1148條，二為行政執行法第15條。
4.關於由繼承人承受被執行人地位問題
(1)有遺產可供執行場合
按民事訴訟法規定，訴訟程序中當事人死亡時，應由其繼承人承受訴
訟。相同的，在行政強制執行程序中，倘若被執行人於執行中死亡，並且有
遺產可供執行之場合，此時發生執行對象缺位現象，於執行實務上，必須有
程序上對象，通常依據行政執行法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再轉輾準用民事
訴訟法有關上開承受訴訟法理結果，由其繼承人等繼受被執行人(即義務人)
地位，續行強制執行。但因係法定限定繼承關係，不得對於繼承人財產為執
行，因此此項繼受法理，僅於承受被執行人地位而已，不可視為繼受義務人
資格，此不可不察。
(2)無遺產可供執行場合
此時，依法應核發債權憑證給移送機關(即作出行政處分之原行政機
關)，但仍須有程序上對象始得進行之，此際即應依據上述承受程序法理，
於補正被執行人後，再踐行強制執行法第27條第1項規定，而後核發債權憑
證結案。
(二)行政強制法草案規定
草案第40條規定，公民死亡，無遺產可供執行，又無義務承受人的，應當終
結執行，依其反面解釋，1.倘若有遺產可供執行，則應續行執行，因此可得確認
者為得對於遺產為執行。2. 倘若無遺產可供執行，但有義務承受人，則仍應續行
執行，案件不可終結。惟此僅係反面推求解釋究非正面明文規定，
再查，對於遺產為行政強制之場合，非僅在行政機關自行為執行有其適用，
即便在申請人民法院為強制執行場合亦同；且查草案第9條規定行政強制措施種
類：可以查封場所、設施或者財物，以及扣押財物，並可凍結存款、匯款，是故
此種財產上行政強制措施態樣，亦可能發生在對於遺產執行場合上。
因此筆者認為應在第一章總則部分，明文規定：公民死亡者，得對於遺產為
強制執行。此為通案規定，適用於上述三種強制場合。
學者肖澤晟，針對草案第40條規定，引進民事訴訟訴之變更、追加法理，提
出了被執行人的變更或追加概念，並且認為變更範圍可擴及於商號、法人、其他
組織等場合，值得注意144。
144.肖澤晟，前註142，「論被執行人和第三人的法律地位-以行政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的執行為例」，頁9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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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強制的種類和設定

本章節論述者旨在規範行政強制措施、行政強制執行之種類和設定權。
一、行政強制措施之種類
行政強制措施之意義為：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中對於行政相對人人身自由之暫時性限
制，或者對財產實施暫時性控制之意，因此草案第9條規定：「行政強制措施的種類有：
(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二)查封場所、設施或者財物；(三)扣押財物；(四)凍結存款、匯
款；(五)其他行政強制措施。」
依上，對於人身自由之強制措施僅能對公民為之，其他不與焉，且依立法法規定只能
由公安機關為執行。對於財產之凍結、扣押、查封存在一定的效力差異性145，其中扣押之
標的物應係指動產，而查封應係指對場所、設施或者不動產而言，對於存款匯款僅止於凍
結，不能為劃撥行為，經過查封、扣押程序而後可付諸拍賣，經過凍結者可予劃撥(即臺
灣強制執行法之收取命令、移轉命令、支付轉給命令)。所稱財物應包括動產、不動產，
凡此均為暫時性控制行為，又第五款係一種概括規定，可依其他法律之特別規定定之。
茲有一重要問題，即所稱「財物」之範圍？而「不動產」是否包括房屋、土地呢 146
？此一問題衡諸當前大陸地區之法制，確實涉及土地政策立場，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
法」已經對此作出明確規範，其詳如下：
依據2007年3月制定之物權法第2條第1款規定：「物權包括不動產、動產。法律規定
權利作為物權客體的，依照其規定」。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物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
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第39條規
定：「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
第64條規定：「私人對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產工具、原材料等不動產和動
產享有所有權。」依此，中國大陸現行法律已經准許人民擁有不動產、動產之所有權。因
此財物應採廣義說，泛指一切有價值之物品，如上述條文所稱不動產、動產、存款、有價
證券、場所、設施、生活用品、生產工具、原材料、半製成品、製成品、船舶、航空器、
機動車、電器品、黃金、珠寶、動物、牲畜、儲蓄、投資及其收益等等。均得為查封、拍
賣之標的物。但行政強制法草案係採取分列方式，與臺灣法制不同。
另，土地是否包含在上開不動產之內呢？依據物權法第47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
於國家所有。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又依第
42、58條規定，法律規定屬於於集體所有的土地，並且可以徵收之。另59條規定：農民得
承包農民集體所有之土地，其他單位或個人亦得承包之。另依第60條規定，2個以上之農
民即可集體所有土地。依此行政上義務主體(相對人)若是公民，則所謂不動產，即不可能
包括土地所有權，但相對人若是法人或其他組織，則所稱不動產即可能包括土地。但是用
益物權、擔保物權，無論個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均應可能擁有，當然可供為執
行標的物。另農民對於農地之承包權、城市土地之承租權，均為有價值之財物，應亦可為
執行標的物。
145.在臺灣地區法制，強制執行法所規定之查封即扣押之意。參見楊與齡，「強制執行法論」，自刊，三民書局總經
銷，96年9月，修正13版，頁353。
146.關於臺灣地區法制，民法第66條第1項規定：「稱不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物」，定著物一般係指房屋及其他建
物（如廠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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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灣地區法制差異性比較：
依臺灣行政執行法第26條規定，係採取準用強制執行法
之規定，執行標的物區分為：1.對於動產之執行，2.對於不動產之執行，3.對於船舶及航
空器之執行，4.對於其他財產權之執行。
所謂「其他財產權」，即上述以外之一切財產，例如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等無體
財產權。但最重要者為對於第三人金錢債權之執行，所稱對於第三人金錢債權，係指相對
人(即義務人)對於第三人得請求給付金錢為標的之債權而言，例如銀行存款、民間債權、
應收帳款、薪資(按股票、有價證券，均屬於動產)。
二、行政強制執行之方式
行政強制執行包括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例如稅收、罰款等公法上金錢債權)強制執
行、作為或不作為義務強制執行二種，因此草案第12條規定：「行政強制執行的方式有：
(一)排除妨礙、恢復原狀等義務的代履行；(二)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的執行罰；(三)劃撥存
款、匯款；(四)拍賣或者依法處理查封、扣押的場所、設施或者財物；(五)其他強制執行
方式。」
依上，代履行、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執行罰)，均為間接強制之方式，屬於作為或不
作為義務之執行，而劃撥、拍賣程序屬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147，第五項係一種
概括規定，可依其他法律之特別規定定之。
三、行政強制措施設定權
依第10條規定，行政強制措施之設定權如下：
(一)法律
第1款規定：「行政強制措施由法律設定。」此之法律係指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制定之法律。而行政強制依草案第2條第1款規定，行政強制，係包括行政強制
措施及行政強制執行二種，惟此一法條僅規範行政強制措施。
(二)行政法規
依第2款規定，於尚未制定法律，且屬於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事項的，行政
法規 148可以設定下列行政強制措施：
1.查封場所、設施和財物。
2.扣押財物。
3.其他行政強制措施。
(三)地方性法規
依第3款規定，在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屬於地方性事務的，地方
性法規149可以設定下列行政強制措施：
1.查封場所、設施和財物。
147.日本之行政上強制徵收程序規定在國稅徵收法，其方法依序為：1.督促，2.財產查封，3.換價處分（即公開拍賣），
4. 換價金之分配。並為其他公法上金錢債權強制執行所適用或準用。而臺灣地區法制因襲日本頗多，行政執行法第
26條規定準用強制執行法，因此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方法亦同民事強制執行，其程序為查封、拍賣、變
價、分配等。
148.依「立法法」第56條第1款規定：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行政法規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
（一）為執行法律的規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規的事項；（二）憲法第89條規定的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
149.依據立法法第63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
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情況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較大的市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
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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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扣押財物。
因此，堅持法律優位原則，上述三種法規以外之自治條例、單行條例、部
門規章、地方政府規章150均不得設定行政強制措施。且行政法規、及地方性法
規均不得設定對於人身自由之暫時性限制。
四、行政強制執行設定權
草案第13條第1款規定：「行政強制執行由法律設定。」第2款規定：「法律沒有規定
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的，作出行政決定的行政機關應當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依此，
(一)本條文規範意義有二層，其一為規定設定權，其二為規範行政強制執行之執行主
體(即執行機關)。
(二)唯有全國人大制定之法律，始得設定行政機關之「行政強制執行權」，行政法
規、及地方性法規均不得設定之。
(三)行政強制執行主體，係採行雙軌(二元化)制度，「法律」有明文規定該行政機關
有權為行政強制執行的，始得為之，其餘均應申請人民法院為執行。
五、設定權之法律保留及法律優位
依據立法法第7、8、56、63條規定，法律優先行政法規，行政法規優先地方性法規。
草案有鑑於目前行政強制過度浮濫現象，為保障人權，對於設定權之規範充分體現了法律
保留及法律優位精神，避免行政機關濫行設定行政強制權限，遏止了過度擴張之可能，
乃於第11條第1款明定：「法律對行政強制措施的對象、條件、種類作了規定的，行政法
規、地方性法規不得作出擴大規定。」第2款「法律中未設定行政強制措施的，行政法
規、地方性法規不得增設行政強制措施。」
依上，本條文應僅行政強制措施有其適用，而行政強制執行則不與焉，嚴格控管了設
定權，將來人權可獲得更大保障，為一進步法律思潮，充分展現立法者，保障民權之決
心。惟法律施行後全國勢必全面性檢討各種法規，筆者認為為使法律得以落實，允宜明定
落日條款，設定緩衝年限。
又本條規定應與第10、9、13條規定，合併觀察即知其立意，亦即行政強制執行設定
權唯「法律」始得為之，其他下位法令均不得為之。但關於行政強制措施設定權，則法
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均得為之。
再者，依據第1款規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對於行政強制措施之「對象、條件、
種類」，不得作出擴大規定，但是其他細節性、技術性、輔助性規範，應該是可以訂定
的，以有助於法律推動。第2款規定，應該與第10條第2、3款規定，聯合觀察，嚴守層級
化法律保留體系。
甚而，本條文規範意義，亦明確了行政強制措施，係一種完整行政權作用，無須申請
人民法院為之。
六、行政強制執行權主體
關於行政強制執行主體(即分配模式或稱執行權限分配)，草案幾乎沿襲現行辦法，採
行以「申請人民法院執行為主，行政機關自行執行為輔」之體制，於第13條2款規「法律
沒有規定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的，作出行政決定的行政機關應當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依上，行政強制執行主體係採行「行政執行與司法執行」雙軌制，與德國法制相若，但依
150.另外，民族自治地方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部門規章係由國務院各會，在本部門權限範圍
內，制訂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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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多數學者見解，此係源自於中國社會經濟環境實際需要而出發，屬於中國境內自
行演變形成，並非因襲外國法制，充其量只能說是不謀而合，但有部分學者(如應松年)認
為此一雙軌制度係總結採擷各國歷史經驗而激盪形成的。再者，此之法律與第10、11條法
律優位之法律，相互呼應，均係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制定之法律而言，其他下位法令均
不與焉。
而且申請機關唯作出行政決定之行政機關始足當之，受理之人民法院係基層法院，依
現制係由法院內部之行政審判庭審查，審查合格後再交由行政執行庭執行之。學者向來稱
此為以「申請人民法院執行為主，行政機關自行執行為輔」之體制，但依法條規範意旨，
唯有明文規定者，行政機關始具備執行權限，因此精確言之，應可概稱為「係以申請人民
法院執行為原則，行政機關自行執行為例外」之體制。
七、設定權應經事前聽證事後評價程序
在第三次審議時，為了加強規範行政強制設定權之合理性，以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
其他組織之合法權益，在草案第14條增加了設定行政強制的事前論證條款，規定起草法律
草案、法規草案，擬設定行政強制的，起草單位應當採取聽證會、論證會等形式聽取意
見，並向制定機關說明設定該行政強制的必要性、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聽取和採納意見的
情況。
第15條並且規範了定期檢討制度，對於已經設定之行政強制權須要進行評價，檢討、
修訂、甚至廢止。
此項職權發動者，為行政強制的設定機關、及行政強制的實施機關，而且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組織，亦得向設定機關或者實施機關，提出意見或建議。
此一法條，適用於行政強制措施、行政強制執行二者，且所謂起草法案機關，包括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各地方省市級機關。
但其落實情況，關於第14條舉辦聽證會規定，因為係制定法規之法定必要程序，且係
硬性規定，不可彈性斟酌，因此預見將來可以完全落實。惟第15條係針對已經實施進行評
價，係屬於事後之檢討、修訂、廢止事宜，係落實情況，甚難樂觀。
筆者認為，為了實踐此2個條文，應該再制定相關子法，以供遵循。

第四節

行政強制措施實施程式

本章節論述者即專門規範行政強制措施程序，而不及於行政強制執行程序。
一、一般規定
此為行政強制措施之通則規定，諸如主體性、實施時機、實施程序、限制人身自由之
特別規定、進入企業場所查帳應有法規依據等等各種問題，茲析述如下：
(一)行政強制措施實施依據
草案第16條第1款規定：「行政機關履行行政管理職責，可以依照法律、法
規的規定，實施行政強制措施。」
因此，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制措施之法律依據，係法律，及法規，所稱法規
包含了國務院制定之行政法規，以及地方性行政法規，二種。但可否訂定相關子
法？在細節性、技術性問題，筆者認為應該是可以發布，惟仍應嚴守法律優位原
則，不得抵觸上位法及第4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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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條件係履行行政管理職責，因此係一種公權力措施、公共事務，嚴禁公
務員假公濟私，或者為他人出面圍事，為防杜此種弊端發生，本草案第63、64條
有明文處罰。
2007年第二次審議稿第16條第1款，明文規定了實施事態、時機為，1.制止違
法行為，2.防止證據損毀，3.避免危害發生，3.控制危險擴大，但2009年第三次審
議稿，已經刪除之，並且改列在草案第2條。
2007年第二次審議稿第16條第2款，明文規定：除上述情況外，其他情形均
不得實施行政強制措施，但第三次審議稿已經一併刪除，因此行政機關可否為規
範種類外強制措施，筆者認為依據草案第2條第2款明文規範4種及「等」，而第9
條關於行政強制措施種類規定，依法條位階觀察，應屬於第2條之下位規定，且
第9條規定種類其第5款為「其他行政強制措施」因此可持肯定見解，此並未抵觸
第11條禁止意旨。
(二)便宜原則
歐陸、日本、臺灣地區等國家採行之便宜主義，無論在刑事訴訟、租 稅事
件、違警事件、行政處罰等等，各種行政領域均同有其適用，並直接依法規範推
行之，其立意良善、功效顯著。本草案為與民更始、避免擾民細鎖，以及符合行
政成本目的，對於輕微事件採寬恕立場，儘量予當事人更新機會，亦仿傚歐陸國
家良法美意，於第16條第2款明文規定行政強制措施適用便宜主義(行政強制執行
則無適用)。
另查第39條第2款之中止執行，係屆滿三年後將案件擱置不執行，此為強制
規定，執法人員無斟酌餘地，但此三年並非執行期間性質(詳後述)。
(三)行政強制措施實施主體
行政強制措施係一種行政權，具備突發性、緊急性、急迫性質，因此均係臨
時性措施，無須且亦迫不及待申請人民法院來實施，是故草案充分體現此一特
性，乃於第17條第1款規定：「行政強制措施由法律、法規規定的行政機關在法
定職權範圍內實施。行政強制措施權不得委託。」
第二次審議稿，原本規定可以授權其他組織、非正式執法人員為行政強制措
施，但在第三次審議時，有鑑於目前執法主體及人員比較龐雜，有些地方或者部
門將此項業務委託給社會組織和不具備資格之執法人員實施，甚至有僱用臨時人
員執法，執法之隨意性、恣意性較大，容易侵害公民合法權益，導致社會紛爭，
影響了法制嚴肅性和政府形象。
因此第三次審議稿已經刪除之，並且增加二個規定：1.行政強制措施權嚴禁
委託，2.行政強制措施應當由行政機關具備資格之正式執法人員實施，其他人員
不得實施(第3款)。
但第2款依然規定：「法律、行政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
在法定授權範圍內，以自己的名義實施行政強制措施，適用本法有關行政機關的
規定。」依第2、3款聯結觀察，可以合法被授權者，唯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
組織，其他民間社會組織不可為之，且嚴禁非正式執法人員擔當之，包含行政機
關內部或被授權組織之臨時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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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強制措施實施程序
為保障人權，避免行政強制違法、浮濫情形，草案第18條特別明定各種行政
強制措施應當遵守之程序如下：
1.採取措施前須向行政機關負責人報告(第二次審議稿規定可以採行書面或口頭
報告方式)，並經批准。另當場實施者，應當在事後立即報告。2.應由二名以上
之行政執法人員實施之，3.出示執法身分證件，4.有當事人在場，5.當場告知
理由、依據、救濟途徑、及當事人享有之權利，6.聽取當事人之陳述和申辯，
7.製作現場筆錄，8.筆錄應經當事人、及執法人員簽名或蓋章，當事人拒絕簽
名、蓋章者，應注明其事由，9.當事人不在場的，邀請見證人到場，並且簽名
或者蓋章，10.法律、法規規定之其他程序。
本條規定適用於各種行政強制措施種類，包含對於人身自由強制措施。
緊急實施權：(第19條)
情況緊急，需要當場實施行政強制措施者，執法人員應於24小時向行政機關
負責人報告。
此法條規定，有二層意義：其一承認執法人員有緊急實施強制措施權，且包
含對於人身自由強制措施，其二補為報告程序，究竟應事前或者事後報告，條文
不明，但衡諸法意及實際情況應係事後報告之用意，但現代科技社會，通訊設施
方便，在當場之執法人員應可事先打電話向機關負責人報告，以求程序完善。但
若違反而未報告者，該執法人員除應依61條予究責外，該強制措施之法律效果如
何呢？卻未見規定，筆者認為應該可生效。
(五)限制人身自由行政強制措施之特別規定
除應履行本法第18條規定之程式外，並應遵守下列規定：1.當場告知或實施
後立即通知當事人，實施機關之名稱和地點，2.緊急實施者，返回行政機關後，
立即向行政機關負責人報告，3.法律規定之其他程式。(第20條第1款)
並應遵守法定期限，同條第2款規定：「實施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
不得超過法定期限。實施行政強制措施的目的已經達到或者條件已經消失，應當
立即解除。」為保障人權，此一規定，不可視為宣示規定，應係一種硬性強制規
定，但若違反之，該執法人員除應依61條予究責外，該強制措施之法律效果如何
呢？卻未見規定，筆者認為該人身自由強制措施並非自動失效，仍應循行政爭
訟、國家賠償謀求救濟。
與臺灣地區法制差異性比較：
臺灣行政執行法第17條關於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有拘提、管收之強制執
行方法，但此屬於法官保留事務，依法應聲請法院經法官裁定准許後，始可為
之。
另第36條關於即時強制方法，得「對於人之管束」，此一強制措施不必聲請
法院裁定為之，係屬於行政機關緊急措置權力。前者兩岸規定不同，後者兩岸規
定相同。
(六)查帳應嚴守分際並保守商業秘密
為避免執法人員在實施行政強制措施過程中，侵害企業合法權益，第三次審
議稿第21條規定：「行政機關依法查詢企業的財務賬簿、交易記錄、業務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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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項，不得影響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活動，並應當保守所知悉的企業商業秘
密。」
在實踐過程中，執法機關及人員應該嚴守「依法查帳」規定，法條僅規定依
法，但應回歸各個行政法規之各別規定，查帳須要有行政法規或下位法令之依
據，不可以恣意為之，所謂依法，通常表現在各種財經法規為主。
第二次審議稿第20條規定，行政機關因實施檢查、調查等監管活動進入生產
營業場所，以及對於企業查帳，必須有法律或行政法規之依據，否則當事人有權
拒絕，並應為企業保守商業秘密，查帳權限及程序甚為嚴謹，企業得抗拒，不
利於執法人員實施，或許為衡平起見，故第三次審議稿規定，統稱為「依法查
帳」。
(七)發現犯罪行為應予告發，並且一併移送查封之財產
第22條規定：「違法行為涉嫌犯罪應當移送司法機關的，行政機關應當將查
封、扣押、凍結的財產一併移送。」
本條在第二次審議稿原本規定在第29條，本條文含有二個意義：1.職務告
發，行政機關不得採行便宜措施，2. 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一併移送，是故不
得實施拍賣，但司法機關對於此財產，除違禁品、或應沒收物品外，仍不得沒收
之，或許是充當證據資料而已，司法案件結束之後，仍應移轉回該管行政機關，
續行處置。
二、查封、扣押
此章所謂查封、扣押功能大致上係保全作用，並非終局執行。
(一)查封扣押實施主體
第23條規定：「查封、扣押應當由法律、法規規定的行政機關以及法律、行
政法規授權的組織實施，其他任何行政機關或者組織不得實施。」
此一規定，應當聯結第17條規定，一併觀察，得實施行政強制措施之主體，
唯此二種，其他均不與焉，採取明示規定，用以保障公民權利。違反者，因缺乏
事務權限或欠缺管轄權、或嚴重違反禁止規定，應認為當然無效。
(二)查封扣押之範圍
1.查封扣押標的物：
第24條第1款前段規定：「查封、扣押限於涉案的場所、設施或者財物，不
得查封、扣押與違法行為無關的場所、設施或者財物」所謂「涉案」、「與違
法行為無關者」，應指與案情有直接關聯性者，始屬當之，不可牽連過廣。且
其標的物，係指場所、設施或者財物，或可稱查封係指「場所、設施」，扣押
係指財物。
2.禁止查封扣押物品
第24條第1款後段規定：「不得查封、扣押公民個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的生活
必需品。」此項規定，為第三次審議稿之新增規定，用意在保護公民基本生活
權利，與43條所稱「不得採取停止供水、供電、供熱、供燃氣」，相呼應，均
係人民基本生活條件，屬於最低生活保障。臺灣地區強制執行法，亦有相同規
定。
3.禁止重複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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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的場所、設施或者財物已被其他國家機關依法
查封的，不得重複查封。」在第二次審議稿是規定在第27條。
(1)學理上可稱為「禁止重複查封主義」、「先行查封主義」，在臺灣地區強制
執行法第33、33-1、33-2條，亦有類似禁止重複查封規定，雖然二者基本法
理相同，但性質、作用不同。
(2)所稱其他國家機關，包含司法機關，其可能態樣，包括行政機關與行政機關
之競合查封狀態、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之競合查封狀態。又司法機關查封扣
押，存在著民事強制執行、行強制政執行二種態樣。
(三)查封扣押法定程序(第25條)
1.明定除應履行前述第18條程序外，尚應當場製作查封扣押決定書、和清單，及
其應記載事項，並應當場交付當事人收執。
2.因此此種查封扣押性質係屬於行政決定，當然可以提起行政爭訟。
3.因履行第18條程式，因此查封扣押，仍應在事前向行政機關負責人報告並經批
准。並應有二名以上行政執法人員共同實施，以防止弊端發生。
4.臺灣地區行政執行程序之查封，其法律性質屬於行政處分151。
(四)短期查封扣押期間
查封、扣押期間不得超過30日，但有三種除外規定：1.情況複雜的，經行政
機關負責人批准，可以延長三十日，2.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3. 對物
品需要進行檢測、檢驗、檢疫或者技術鑒定之期間，應扣除之(第26條)
(五)保管人
查封扣押財物，原則上由行政機關保管之，不得使用損毀之，並應負損壞賠
償之責。亦可指定當事人、或第三人保管之。保管費用由行政機關承擔(第27條)
(六)查封扣押後應迅速調查事實於法定期間作出處理決定
倘若違法事實清楚，則分別情形為沒收或銷燬。對於沒有違法行為或者無繼
續查封扣押者，應即解除之，並退還查封扣押之財物，或者退還拍賣、變賣所
得。(第28條第1、2款)臺灣地區強制執行法亦分別規定變價方式為拍賣、變賣。
(七)視為解除查封
為充分保障人權，防止行政機關稽延不決，並使案件迅得到解決，乃明文規
定，行政機關逾期未作決定的，被查封之物品視為解除查封。(第28條第3款)故此
一30日期間，應視為法定期間。並非訓示規定。
三、凍結
此之凍結存款、匯款，為一種行政強制措施態樣，而劃撥存款、匯款則屬於行政強制
執行。又本草案均將存款與財物區分敘述之，與臺灣強制執行法規定不同。
(一)凍結存款匯款之執行機關
1.一般凍結：由法律所規定的行政機關實施之，不得委託其他行政機關或者組織
辦理。
2.金融監理機關凍結：金融監督和監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對於有轉移或者隱匿
違法資金跡象者，得申請司法機關152予以凍結。(第29條第1、2款)此項凍結存
151.詳見施清火，前註72，「公法上金錢債權強制執行措施中拘提與管收之法律性質及其司法審判權之研究」。
152.此之司法機關究何所指？在行政強制執行場合，草案第14條係規定申請人民法院為強制執行，但此處卻規定為司法
機關，則人民法院、及人民檢察院應皆有權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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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匯款之設定權，與一般行政強制措施設定權相同。雖然法文規定「由法律所
規定的行政機關實施」，但實施權與設定權不同。
(二)禁止超額及重複凍結存款匯款
為保障人民財產權，並符合比例原則，草案明文規定不得超額凍結存款匯
款，而且不得重複凍結。(第29條第3款)，另在行政強制執行階段亦不得超額劃
撥，此與臺灣強制執行法規定相符。(即不得超額查封、超額拍賣)
(三)凍結存款程序
1.凍結存款、匯款應當書面通知金融機構。在申請司法機關凍結場合，自應由該
准許之司法機關履行通知程序。金融機構接到通知後應即凍結，不得拖延，且
不得向當事人先行洩露資訊(第30條第1、2款)。該金融機構若未予配合，本草
案第6章設有罰則規定。
2.法律規定以外的行政機關或者組織要求凍結當事人存款、匯款的，金融機構應
當拒絕。(第30條第3款)
3.作出行政決定之行政機關應於3日內向當事人交付該決定書，並明定其應記載事
項153 。(第31條)
4.在臺灣強制執行法規定，倘若金融機構(稱為第三人)未予配合，則可依債權人
(在公法上為移送機關)之聲請，轉嫁責任，對於該金融機構為強制執行。
(四)凍結存款決定之解除
1.對於當事人無須繼續凍結其存款者，原行政機關應及時作出解除決定，並及時
通知該管金融機構、及當事人。(第33條第1.2款)
2.自動解除：行政機關逾期未作出處理決定或者解除凍結決定的，金融機構應當
自凍結期滿之日起解除凍結，此係自動解除權限，並非視為當然解除，因此金
融機關應負作為義務。(第3款)
(五)處理期限(凍結期間)
行政機關應於30日內作出處理決定或者解除該凍結決定；但有二種除外規
定：1.情況複雜者經該行政機關負責人批准者，可以延長30日，2.法律另有規定
者。(第32條第1款)該延長決定並應告知當事人(第2款)，
此一法條與第26條規定相若，其處理期限均為30日，意在保障人權，避免案
件久懸、稽延，致影響人民權益。此應視為法定期間，並非訓示規定。

第五節

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程式

一、一般規定
本節主要在規定行政機關自行執行之各種程序，申請人民法院執行不包含在內。以及
規範執行名義、執行中各種程序，如踐行催告程序、給予當事人陳述和申辯之機會、作出
執行決定、中止執行、終結執行、執行時間、善後措置、執行協議等。符合了先進國家要
求之行政上正當法律程序。
(一)適用範圍
行政強制措施係行政權，唯行政機關始得為之，但行政強制執行係採取行政
153.同為行政決定（行政處分）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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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與司法執行雙軌制，本章係單獨規範行政機關實施強制執行之程序，司法
執行程序不與焉。(第34條規範意旨)且行政強制執行設定權，唯「法律」始得為
之，其他下位法令均無權設定。
(二)執行名義
第34條規定：「行政機關依法作出行政決定後，當事人在行政機關決定的期
限內不履行義務的，具有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可以依照本章的規定強制執
行。」
依上，交付強制執行要件如下：
1.行政機關依法作出之行政決定。
2.已經逾期不履行。
3.無待於確定，即可執行：不論是否有申請行政復議論或者提起行政訴訟，均得
強制執行，此與歐陸法系國家法制相同，即行政處分具備公定力、執行力。
4.須具有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此項執行權限唯法律始得設定之。
5.該機關自行執行，不可委託其他行政機關執行。
6.包含金錢債權強制執行、作為不作為義務之執行。
按所謂執行名義，係指合法有效之「行政決定」，而且已經逾期未履行。依
據草案第34條並未規定行政決定應告確定，始得執行，因此按諸最高人民法院行
政審判庭之解釋154，當係指具備了發生法律效力之必要要件、具備了具有決定意
義之其他要件、完成審批程序，亦即該行政決定屬於合法有效且逾期未履行者，
並無須達於確定之狀態。
但申請人民法院為執行執行者，依據第52條規定應限於己告確定之案件。
(三)應踐行事前催告程序
按告戒係行政強制執行之核心價值所在，草案充分體現此一法治國精髓，於
第35條規定，行政機關作出行政強制執行決定，應當事先以書面督促催告當事人
履行該義務，並明定催告書應記載事項155 。
經督促催告，當事人已經履行行政機關依法作出之行政決定者，不再實施強
制執行，此為當然規定，為一種宣示作用，同時避免人民遭受非法侵害，於人權
保障值得肯定。(第2款)
(四)予當事人陳述和申辯機會
當事人有權進行陳述和申辯，該執行機關必須充分聽取意見，並為適法處理
(第36條)。此為行政程序中相對人之參與權利，為正當法律程序之一種要求。在
申請人民法院執行程序，亦同。
(五)作出行政強制執行決定
1.通常程序：經催告後，當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決定，且無正當理由者，該執
154.參見該法庭編印之「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釋義」，中國城市出版社2000年6
月，第1版，頁185。
155.城仲模認為「告戒」乃行政強制執行之核心價值，參見前註5。另臺灣地區行政執行處受理公法金錢給付義務執行
案件後，並無應事先作出行政強制執行決定之程序，且未明文規定須踐行催告程序，但於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19
條有規定：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事件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前，除本法另有規定或以執行憑證移送執行者外，宜由原
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儘量催繳。臺灣地區行政執行法制係採行「公法金錢債權強制執行權限絕對集中制」，行
政處分權與強制執行權係採二階段分離制，不若大陸地區採行一貫制，「強制執行之行政機關即為原行政決定機
關」，因此就整體行政權觀察，國稅局等原處分機關於移送前均有先行催繳之程序，即為大陸法系國家、及大陸地
區之催告制度。另查行政執行法第14條：「行政執行處為辦理執行事件，得通知義務人到場或自動繳清應納金額、
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其他必要之陳述。」此固然屬於調查之一種途徑，但何嘗不是一種催繳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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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機關得以書面形式作出「行政強制執行決定」156，並且明定了其應記載事項
157。(第39條)此項決定書，當事人得據以提起行政爭訟。
2.緊急程序：在催告期間，對有證據證明有轉移或者隱匿違法資金跡象的，行政
機關可以立即作出強制執行決定。(第2款)
行政強制執行決定書，其法律性質係具體行政行為之屬，得據以提起行政爭
訟(即申請復議、提起行政訴訟)。
(六)行政強制執行決定書送達方式
該決定書應於執行時當場交付給當事人；當事人拒絕接收或者當事人不在場
的，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送達。(第38條)
該決定書雖然是當場交付，但應可於事前在機關內部先行製作完成，而其決
行層次呢？按在行政強制措施程序中，實施查封、扣押時，於事前應經行政機關
負責人批准，此為草案第18、25條所明定，但於此一場合並無明文規定，惟揆諸
第61、62條對於違法實施行政強制執行，造成相對人損害的，其直接負責之主管
仍應負擔相當法律責任，其批准權人為該行政機關代表人，並非內部單位主管。
但在稅收強制執行程序上，除第37條之扣押商品、貨物，可以逕行發動，無
須報請准許外；其餘各種態樣之執行，均須報經縣級以上稅務局(分局)局長之批
准，始得為之以觀(第37、38、40條)，此為特別規定。
(七)中止執行
1.中止執行之事由(第39條第1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應即中止執行158 ：
(1)行政機關認為需要中止執行的；
(2)當事人履行行政決定確有困難或者暫無履行能力，經行政機關同意者；
(3)第三人對執行標的主張權利者；
(4)執行可能造成難以彌補之損失，且中止執行不損害公共利益者。
2.中止執行之效果(第39條第2款)
(1)執行程序暫停進行，但已經實施之措施，無須撤銷，亦即維持原實施之狀
態，以待後續。
(2)繼續執行之程序：中止事由消滅時，行政機關若要繼續執行時，應重新作出
執行決定，並非當然可以逕行直接繼續執行。
(3)輕微案件處理：對於輕微案件或者當事人確實無能力履行者，經中止執行3
年後未經重新執行者，行政機關即不再執行。(第41條第2款)
(4)此一不再執行性質，應僅係擱置不續行辦理而已，並非執行期間屆滿，或者
時效完成之規定，因為執法人員無斟酌餘地，故非便宜措施。其詳見後述。
(八)終結執行
1.終結執行之事由(第40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應當終結執行
(1)公民死亡，無遺產可供執行，又無義務承受人者；
156.臺灣地區之行政執行法制度，除部分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外，並無應事先作出行政強制執行決定之規定。實務
運作亦無。
157.此亦為「行政決定」之屬。因此該決定書最末應記載得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之途徑和期限之教示規定。
158.此之中止執行類似臺灣地區強制執行法之「停止執行」，於停止事由消滅後，得繼續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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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終止，且無財產可供執行，又無權利義務承受人者；
(3)執行標的物滅失者；
依上，足見得對於遺產為強制執行，此與臺灣行政執行法第15條規定相
同。至於對於遺產為強制執行之情況，其詳參見前述第五章第二節之七。
2.終結執行之效果
該執行名義之執行力係終局的、永久的消滅，無回復之可能，亦即嗣後不
得更行執行之，此與中止執行之法律效果不同。
終結執行之規定，類似臺灣行政執行法第8條之終止執行，但二者之終止事
由不同，惟執行名義均係永久的消滅，為二者所共同。
(九)善後措施
第41條規定：「強制執行完畢後，據以執行的行政決定被撤銷，或者執行錯
誤的，應當恢復原狀，返還已被執行的財產；不能返還原物的，按市場價折價
賠償。」其態樣有二：1.執行名義之行政決定被撤銷，2.執行錯誤，善後方式有
二：1. 恢復原狀，2. 按市場價折價賠償。
(十)執行時間
不得在夜間和法定節假日實施強制執行，但是，情況緊急或得當事人同意者
除外。(第43條第1款)臺灣行政執行法第5條亦有相類似之規定。違反者第61條有
處分規定。
(十一)執行措施禁止採取斷水斷電
行政機關不得對於居民生活採取停止供水、供電、供熱、供燃氣等方式，以
迫使當事人履行行政決定159 。(第43條第2款)此亦係為維持公民基本生活而設。
但僅執行對象係居民者始受保護，其他諸如法人、其他組織、營利事業單位，則
不在此限。違反執法者第61條有處分規定。
與臺灣地區法制差異性比較：
1.臺灣強制執行法亦有維持最低基本生活保障之規定，例如第53條明文規定：債
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所必需之生活物品，不得查封拍賣。另第122條規定：
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
不得為強制執行。以上均為對於金錢債權強制執行之規定。
2.但臺灣行政執行法第28條規定關於直接強制方法之一，可以採取斷絕營業所必
需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惟此究竟僅侷限於被強制執行之對象係營業者
始有其適用，對於非營業者仍不得為之。
3.大陸地區將斷水、斷電歸類為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方法。
(十二)行政強制執行中可進行執行協議
行政強制執行特徵在於貴求迅速，只要符合行政目的、可提高行政效率、減
少社會衝突者，可以試行和解，草案擷取了民事執行和解制度，茲敘述其立法沿
革如下：
1.按1998年6月11日通過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
159. 在臺灣行政執行法，關於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強制執行所採取直接強制方法，於第28條有規定：可斷絕營業所必須
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但在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中並無此一法律手段之規定。在臺灣地區強制執行
法中亦有禁止查封日常生活必需用品，及最低生活保障規定，兩岸法制於此或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此此一禁止規
定，可認為係憲法生存權保障之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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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試行)』，其第2條即明定，人民法院應設置相關執行機構，以執行「依法應
由人民法院執行的行政處罰決定、行政處理決定」，此即行政強制執行工作，
並於第86條規定：「在執行中，雙方當事人可以自願達成和解協定，變更生效
法律文書確定的履行義務主體、標的物及其數額、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
「和解協議一般應採取書面形式」，第87條規定：「當事人之間達成的和解協
議合法有效並已履行完畢的，人民法院作執行結案處理。」為執行和解制度之
起源，上述規定不僅適用於民事執行事件，對於行政強制執行事件，同有其適
用，可大量解決紛爭，為一立意甚佳之進步法律。
2.迨研擬行政強制法草案時亦納入此一構想，於2007年通過之第二次審議稿，其
第8條第2項即規定：「實施行政強制執行，行政機關可以在不損害公共利益和
他人利益的情況下，與當事人達成執行和解。」惟未規定其具體處理方式及法
律效果，不利於此一原則之落實，因此將此一法條移至第四章，並增加了若干
規定如下。
草案第42條第1 款規定：「實施行政強制執行，行政機關可以在不損害公
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情況下，與當事人達成執行協議。執行協議可以約定分階
段履行；當事人採取補救措施的，可以減免加處的罰款或者滯納金。」第2款規
定：「執行協議應當履行。當事人不履行執行協議的，行政機關應當恢復強制
執行。」
大陸地區學者稱此為通過「執行和解」結束執行程序之法律制度160 。按公
權力性質本來存在著不能自由處分、捨棄特性，但在與公共利益條相調和下應
持積極態度，此非但有助於提高行政效率、並可減少大量社會衝突，為立意甚
佳之進步法條，值得肯定，執法機關可加強運用；惟易滋生公務員貪瀆弊端，
因此將來在相關子法制度設計及行政監督上，應嚴防執法人員出賣公共利益與
相對人進行交易之情形。
此一法條存在下述疑義：1.其法律性質是否為行政合同？2.適用範圍是否包
含了金錢給付義務執行及作為不作為義務的執行？3.程序進行？4.對於相對人之
寬免處遇？5.不履行執行協議之法律效果？茲剖析如下：
1.其法律性質是否為行政合同？按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機關為實現行政職能，與
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通過協商，達成一致設立、變更、終止雙方行政法上權
利義務之協議。行政合同也是合同，和民事合同有其共通性，即由雙方意思表
示一致所達成的協定，適用民事法則。但行政合同具備了一些普通民事合同所
不具備之特徵：即此為行政法上法律關係、公法上法律效果、行政公益權與經
濟補償之平衡性161 。
執行協議，其執行名義雖然係行政法上法律關係，但不採取單方片面高權
行為，而係通過民事協商程序，取得雙方意思表示合致性，並且產生公法上法
律效果，但係在行政強制執行程序中作成，並非強制執行前行政行為，因此可
認為係一種特殊型態行政合同。在臺灣地區行政程序法第三章亦有行政契約規
定。
160.如郭艷軍，「談執行和解制度」，東方法眼，2008年7月。
161.王學堂，「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程（三）」，東方法眼，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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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適用範圍是否包含了金錢給付義務執行及作為不作為義務的執行？按此一法
條之立法體例，係由草案總則篇移植至第四章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程式之第一節
(一般規定)，而第四章執行種類包含了金錢給付義務的執行，以及作為、不作
為義務的執行，因此適用範圍涵蓋了該二種執行種類。
3.程序進行：依法條文義以觀，唯有在實施行政強制執行程序中，始有其適用，
事前或事後之協議或合同均不屬此之執行協議，因此有研究認為和解之時期應
限於行政強制執行階段，之前之後均不與焉162。而其協議雙方係該實施行政強
制執行權限之行政機關及當事人(即行政上相對人)，其前提要件為「在不損害
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的情況」，此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實務上 仍應依具
體個案定之。在臺灣地區法制，有所謂法庭外、訴訟外和解、民事強制執行程
序中和解，其法律效果各有不同。
4. 對於當事人之寬免處遇？依法條文義僅能享有二種優惠：(1)可以約定分階段
履行，(2)當事人採取補救措施者，得減免加處的罰款或者滯納金。所稱加處
罰款或者滯納金，應包括行政強制法草案第44條之執行罰，以及行政處罰法第
51條、稅收徵收管理法加處滯納金、其他實體法律之加處滯納金規定等等。另
上述「若干問題的規定」第86條所稱：「變更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履行義務主
體、標的物及其數額、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是否可以適用呢？筆者認為依法
律優位原則，上述最高法院發布之行政命令該項規定與草案規定有抵觸，故於
行政強制執行應不再適用，且就草案42條文義以觀，亦不得擴權援引，舉例言
之，稅款強制執行事件，執行機關於執行協議中不可讓步減縮本稅金額，但可
以減免滯納金。
5.不履行執行協議之法律效果？依法條規定：「行政機關應當恢復強制執行。」
此項恢復應係指原本之具體行政行為之執行名義(行政決定)，並非爾後之執行
協議方案。
與臺灣地區法制差異性比較：
一、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27條規定，「…，行政執行處於徵得移送機關同意後，得酌情
核准分期繳納。經核准分期繳納，而未依限繳納者，行政執行處得廢止之。」此為法
規命令性質；嗣主管機關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乃據以頒訂相關「實施要點」，此屬於行
政規則性質。另行政執行法並引進民法保證人制度，於第18條創設「擔保書狀」規
定，於義務人逾期不履行時，行政執行處得逕對於擔保人之財產為執行。
實務操作上，係將上述分期繳納辦法、及擔保人制度，合併運用，相輔相成，已成為
公法上金錢債權強制執行之常態，民咸稱便，對於執行工作及實效甚有助益。
二、兩者差異性比較：
1.臺灣地區擔保書狀係行政契約性質(行政程序法第3章)，而分期繳納措施法律性
質，係行政處分163。大陸地區執行協議應係一種特殊行政合同，要非具體行政
行為。
2.臺灣地區分期繳納辦法適用範圍，僅限於公法上金錢債權執行，而其他種類強
制執行不與焉；但大陸地區執行協議，適用範圍，尚包括作為、不作為義務。
162.裴娜，「論行政強制執行中的執行和解制度」，鹽城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8月，第26卷第4
期，頁29-32。
163.施清火，前註72，「公法上金錢債權強制執行措施中拘提與管收之法律性質及其司法審判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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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臺灣地區分期繳納辦法及擔保人制度，義務人所受優惠只是分期履行而已，並
無得免除滯納金、罰鍰或其他義務之寬典。而大陸地區執行協議，義務人所受
優惠，己如上述，顯然較為優厚。
4.二者相同之處，在於義務人不履行分期約定時，均得廢止之，並恢復原執行狀
態。
5.臺灣地區行政程序法之行政契約，固然是一種行政行為，但並非以行政處分設
定、且亦乏作成行政處分之容許性，非高權行政，欠缺規制性作用，本不具行
政強制執行名義，應採用訴訟上請求，大法官林錫堯、陳敏即均持此一見解164
。但行政執行法第18條規定，義務人不履行時，行政執行機關可依據該擔保書
狀對於擔保人逕行執行之，此係一種特別規定。
二、金錢給付義務的執行
本節規定之執行方法共有三種：1.執行罰，2.拍賣查封扣押之財物，3.劃撥扣押之存
款、匯款，茲析述如下：
(一)執行罰(即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
行政機關依法作出金錢給付義務之行政決者，當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機
關可以依法按日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之標準應當告知當事
人。(第44條1款)
所稱依法，應係指各行政法規、行政處罰法之加處罰款相關規定，因此於行
政強制執行過程中，若要加處罰款，則仍須回歸各該實體法條規定，草案本法條
僅係一種執行方法規定而已。
封頂規定：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之數額，不得超出金錢給付義務之數額。(第
2款)
此項執行罰規定，與德國、奧地利、臺灣地區、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行政執
行法制上所稱「怠金」，其法律概念要素應不同，按怠金其法律性質係間接強制
執行之方法165 。其詳見前述(本論文第3章第1節)。
在臺灣地區稅捐稽徵法對於逾期未繳納之稅款亦有加徵滯納金規定，另國民
健康保險投保人逾期未繳納之健保費用亦同有加徵滯納金規定，雇主未依限提繳
勞工退休金者，亦同。臺灣地區滯納金性質，前已經詳述，茲不贅述。
(二)拍賣查封、扣押之財物
1.行政機關實施第44條執行罰超過30日，當事人仍拒不履行者，具有行政強制執
行權限之行政機關得進而強制執行。其執行方法為：(第45條)
(1)已經採取查封、扣押措施的行政機關，可以將查封、扣押的財物依法拍賣抵
繳罰款。(第3款)
164.林錫堯，「論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名義」，收錄於台灣法學會主編「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下）」，五
南出版公司，2000年，初版。陳敏，前註38，「行政法總論」，頁828-829。
165.臺灣學者城仲模認為：「罰鍰又稱強制罰、心理罰、不服從罰或強制金，學理上則稱為執行罰」、「制定法上有
將罰鍰同時應用於行政強制執行法及行政罰法者，因此造成了許多概念上的混淆，實則二者之性質、目的均各有異
處。……，行政強制執行之罰鍰（以下稱怠金），其原本之概念與真義，乃是特定行政機關的命令之強制；並非對
過去不正行為之報復；德國自1931年以來，改稱其為強制金，而避免再用罰字。」實頗具見地！，前註5，頁271272。按在臺灣現行法制，罰鍰均係指行政罰上之處罰（係行政義務之違反），並非行政強制執行之方法。
大陸學者楊建生認為：執行罰也稱強制金，如奧地利1925年制定行政執行法通則第5條第（一）款規定。參見氏發表
「行政強制比較研究」，哈爾濱學院學報，2006年6月，第27卷第6期，頁47-51。惟此與臺灣地區怠金之法律概念要
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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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尚未經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的，依照本法第3章第2節、第3節的規定先行
辦理查封、扣押、凍結，而後再實施拍賣。(第1、2款)
2.但沒有行政強制執行權限之行政機關應當申請人民法院為強制執行。但是，當
事人在法定期限內不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經催告仍不履行的，在
實施行政管理過程中(第3款前段)
3.須特別注意者，乃此一規定僅查封、扣押財物有其適用，而查封扣押對象係場
所、設施者，不屬之。
4.法文稱：「抵繳罰款」，則其受償執行名義範圍呢？筆者認為應該包含執行罰
之罰款，以及原行政決定之金額。
5.第45條第3款前段之行政機關，應係指已經實施行政強制措施，但卻不具行政強
制執行權限之行政機關，因此需要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乃因查封扣押者，
係規定在第3章，屬於行政強制措施之執行方法。
依上，執行罰係先決條件，若未踐行此一程序，即不得直接進入劃撥、拍
賣程序。但執行名義終究係該行政決定，只是可以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
概括言之，查封扣押場所設施財物，或者凍結存款匯款，均是行政強制措
施；而拍賣財物、劃撥存款匯款，是行政強制執行，二者程序與功能不同，但
程序上相互銜接。
(三)劃撥存款、匯款
1.依第45條規定，行政機關實施第44條執行罰超過30日，當事人仍拒不履行者，
具有行政強制執行權限之行政機關得進而強制執行。其執行方法為除上述拍賣
財物外，並可劃撥已經凍結之存款、匯款。
2.先前未經凍結措施者，可依本法第3章第2、3節規定實施凍結存款、匯款之程
序，然後再行劃撥之。
(四)劃撥存款、匯款之程序(第46條)
1.劃撥存款匯款，應當由法律規定之行政機關決定。否則，金融機構對於無權之
行政機關或者組織所為要求劃撥行為，應當拒絕之。
2.行政機關應當以書面通知金融機構。
3.金融機構應當在接到書面通知後，2日內劃撥存款。
(五)拍賣財物程序
依法拍賣財物，由行政機關委託拍賣機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的
規定辦理。(第47條)
各國法制如下，德國訂定有「不動產拍賣法」。日本並無訂定拍賣法，其拍
賣程序係規定在民事執行法、及國稅徵收法。而臺灣因襲日本法制，並無訂定拍
賣法，民事執行係依據強制執行法為之，而行政執行法並無規範拍賣程序，係準
用強制執行法程序為之。
臺灣地區法制，在民事強制執行中，已經推動委託民間拍賣公司為拍賣制
度，但事前之查封係由各地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為之，而後再委託民間公司拍
賣。
(六)確保執行案款到位(第48條)
劃撥存款、匯款及拍賣所得應當劃入財政專用帳戶或者法律、法規規定的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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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不得劃入行政機關的基本帳戶或者其他帳戶。任何行政機關或者個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變相私分。
此法條規定旨在防止弊端，避免行政機關截留該存款、或者流用、抽取佣
金、要求報酬等情事，以確保執行案款能全數解繳國庫。
在臺灣強制執行法，對於相對人(義務人)之銀行存款強制執行，稱為「對於
第三人金錢債權強制執行」，但扣押後之執行措施不稱「劃撥」，而稱為「收取
命令」、「移轉命令」、「支付轉給命令」，三者可任選其一。
(七)關於執行期間問題
茲有一疑義者：乃中國大陸行政強制制度，有無時效制度規定？或執行期間
問題？
此在臺灣地區法制，行政執行法第7條有明文規定，執行期間為5年，且於一
定條件下並得延長5年，亦即最長為10年，另外稅捐徵法第23條並規定稅款徵收
期間為5年，但移送行政執行處為強制執行之場合，前後合併最長即為15年。期
間屆滿後，稅款或者其他公法上債權即行註銷，執行名義終局的消滅，以後不得
再行執行，且各種執行措施均予撤銷，被限制出境者，亦予解除。另行政程序法
第131條第1項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此為臺灣地區有關公法上強制執行各種相關聯期間之規定。
臺灣學者，如大法官林錫堯即主張：「並非任何公法上請求權均適用公法上
消滅時效，學者通說認為，原則上僅公法上財產請求權始適用消滅時效。此可
與民法學者之見解相比擬。至於非屬公法上請求權者(按即專指公法上財產請求
權)，不適用公法上消滅時效，自不待言。」(因為在民法上，純粹身分關係之請
求權，非屬民法消滅時效之客體)。林大法官同時認為依立法意旨，上述行政執
行法第7條之執行期間之性質應解釋為法定不變期間，但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
與執行期間，二者如何配合呢？確實為一大困難，因此林大法官主張為避免二者
之間發生矛盾，未來修法時，宜以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實體法上期間)為主，
凡人民之公法上義務，有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之適用者，其可否繼續執行，取
決於其公法上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而消滅，而將執行期間法條廢除之166。
另大法官陳敏主張：「行政執行法第7條所規定者，亦即該等執行名義得有
效存續之『執行時效期間』」。惟在個案中，縱然執行時效期間尚未屆滿，仍應
注意有無適用『權利失效』之法理，而限制執行之可能性」。「且第2項之特別
規定期間，自係指有關執行時效期間之特別規定，而非有關實體權利之特別時效
規定。」167
在大陸地區，遍查本草案，並無有關執行期間、或者關於時效之規定。因此
就草案通篇旨趣觀察，應持否定見解。故第41條第2款，對於輕微案件、或者當
事人確實無能力履行者，經中止執行3年後，即不再執行之規定，其法律性質，
應解為並非執行間屆滿問題，而係將案件擱置之不續行執行而已，執行名義仍未
終局的消滅，此為當然文義解釋。否則若認為此款係一種執行期間，而其他部分
166.林錫堯，前註38，「行政法要義」，頁152-154、381-383。另行政執行法最近修正方向，亦採取同一見解，草案決
議刪除第7條規定，使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回歸適用行政程序法關於請求權時效相關規定，並於行為或不行為
義務之執行章則另訂執行期間，參見法務部編印，「97年法律事務彙輯」，98年5月，頁22-23。
167.陳敏，前註38，「行政法總論」，頁836-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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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執行期間規定，則整部行政強制法割裂適用，當非立法旨趣所在。
另在新加坡，關於公法上金錢債權強制執行，亦無時效或執行期間規定，通
常執行逾期5年或3年後，即將案件擱置不再續行處理，但該等稅款並未予註銷168
。
另查，大陸地區稅收徵收管理法規定稅款徵收原則上係採行申報制，但對於
因徵納雙方失誤導致未繳、短繳者，規定各該稅款之補徵、追徵期間均為3年，
有特殊情況者，並得延長之(第31條參照)。惟除此之外並未如臺灣稅捐稽徵法規
範了核課期間、徵收期間(21條、3條)。
三、作為或不作為義務的執行
依草案第4章第3節規定了「作為、不作為義務的執行
」，法條只有3條，第49、50條係規範代履行執行方法，而第51條關於違法建築物之拆
除，應申請人民法院經第59條執行結果，同係實施代履行，因此均為間接強制執行方法，
並無直接強制規定；但本節在法條結構用語上，並未明文使用間接強制此一法律名詞。
(一)委託代履行之意義及其要件(執行基礎)
第49條第1款規定：「行政機關依法作出要求當事人履行排除妨礙、恢復原
狀等義務的行政決定，當事人逾期不履行，經催告仍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委
託沒有利害關係的其他組織代履行。」此為作為、不作為義務強制執行之基礎169
。
1.依文義解釋，係得委託代履行，並非強制規定均應委託代履行，是故行政機關
亦得自行為執行。
2.所稱行政決定，應限於下命決定或禁止決定，而確認決定、形成決定則均不與
焉。
3.因此關於排除妨礙、恢復原狀，應僅屬於例示規定而已，尚且包括其他如忍受
之義務170等。
4.又因為須經過法定催告程序，故屬於一種多階段強制執行程序171 。
在歐陸各國、臺灣地區，關於行為不行為義務其執行
方法有二種：即間接執行(代履行、怠金)、及直接執行。但大陸地區之作
為不作為義務強制執行，卻只有代履行一種 172。
(二)代履行程序(第49條第2款)
代履行應當遵守下列規定：
1.送達並公告代履行的標的、方式、日期、地點以及代履行人；2.在代履行日期
的三日前，催告當事人履行；當事人履行的，停止代履行；3.代履行時，作出
決定的行政機關應當派員到場監督；4.代履行完畢，行政機關、代履行人和當
事人或者見證人應當在執行文書上簽名或者蓋章。
168.參見施清火、葉自強，新加坡行政強制執行法制公務考察報告書，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收集。
169.臺灣地區行政執行法第27條規定：「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經以處分書或另以書
面限定相當期間履行，逾期不履行者，由執行機關依間接強制或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兩岸規定，除代履行制度
外，其餘難謂相同。
170.德國聯邦行政強制執行法第6條第1項關於或不作為義務之強制，尚且包括「忍受義務」之類型。
171.李建良，「論行政強制之執行方法」，政大法學評論，63期，89年6月，頁163-201。
172.在臺灣地區行政強制執行體制仍有代履行制度，行政執行法第27條規定，關於行為或不行為義務逾期不履行者，由
執行機關依間接強制或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同法第28條第1項規定：「前條所稱之間接強制方法如下：一、代履
行。二、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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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催告履行，係代履行之前提要件，為強制執行之核心價值所在，與歐陸
各國、臺灣地區規定相同173 。
代履行費用由當事人承擔174。但是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在德國、奧地利、臺灣行政執行法均規定，代履行、及處以怠金175 二種，日
本稱為「代執行」均為間接強制方法。但是本草案僅規定代履行一種，並未將怠
金列為間接強制之執行方法。
代履行之意義：當事人負有作為義務，如其行為能由他人代為履行，則向當
事人收取費用，委託沒有利害關係之其他組織(即第三人)代履行之一種間接強制
手段，故該義務以具有可代替性為前提176。是故代履行之特性在於假手他人代為
履行，草案第51條第1款法文雖然規定「可以委託代為」，依反面解釋行政機關
得否親手自行為之？此一問題在德國聯邦行政強制執行法、及臺灣地區行政執行
法均將行政機關親手自行執行者視為直接強制177，但在德國大部分邦將行政機關
自行執行，亦視為代履行之態樣178。筆者見解，認為基於代履行特性，自以不得
為反面解釋為宜，亦即行政機關自行為之，不屬此之列。
若已自動履行者，即停止代履行之實施，此為當然解釋。
(三)即時實施代履行(第50條)
在緊急事態下，當事人對於作為或不作為逾期不履行者，行政機關若踐行
一般代履行程序(即事前催告)，顯然緩不濟急，對於惡劣、嚴峻事態非但不能改
善，甚且可能擴大，因此需賦與行政機關立即處置權：
1. 立即實施代履行之法律要件(第50條第1款)
(1)需要立即清除道路、航道，當事人不能當場清除者。
(2)需要立即清除公共場所之遺留物、障礙物或者污染物，當事人不能當場清除
者。
但此仍屬於「作為或不作為義務之強制執行」之一種態樣，故仍應具備當事
人已經「逾期未履行行政義務」之前提要件存在；而行政強制措施、即時強制，
則不需要具備此一前提要件。
2.法律效果(第50條第2款)
(1)行政機關可以決定「立即實施代履行」。因此無需先行踐行49條第1、2款(制
作書面決定文書，並送達及公告、3日前催告自動履行)之法定程序，惟其他
各款程序仍應遵守。
173.臺灣地區行政執行法第27條對於此亦有告戒之規定。學者蔡震榮認為此係參考德國聯邦行政強制執行法第13條第2項
規定而來，即告戒程序有二，1.在處分書直接告戒之情形，2.在處分書送達外，另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告戒其履行之
情形。參見蔡震榮，前註40，頁153-156。
174.代履行費用，當事人逾期未繳納者，草案雖然未規定可依第4章第2節「金錢給付義務的執行」之例執行之。但是依
據第44條規定意旨，該命繳納費用之文書，仍具有金錢給付義務執行名義，自得據以執行之，此為當然解釋。另查
臺灣行政執行法第34條規定：「代履行費用或怠金，逾期未繳納者，移送行政執行處依第2章之規定執行之。」此之
第2章即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此一立法例可供草案參考。
175.臺灣地區法制關於怠金意義為：當事人負有作為義務而不作為，其行為不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或負有不行為義務
而為之者，由執行機關對於義務人，科處一定數額金錢之告戒，故課處怠金之執行方法，應以其義務具有不可代
替性而不能探取代履行方法予以強制執行，始適用之。希望藉此造成其心理上威嚇或負擔，以影響其履行義務之
意志，間接促其自動履行義務之強制方法。怠金係由早期之強制罰發展而來。參見林錫堯，前註38，「行政法要
義」，頁405。蔡震榮，前註40，「行政執行法」，頁169-170。
176.林錫堯，前註38，「行政法要義」，頁404-405。
177.臺灣地區行政執行法第32條規定：「經間接強制不能達成執行目的，或因情況急迫，如不及時執行，顯難達成執行
目的時，執行機關得依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此即所謂間接強制優先於直接強制之原則。
178蔡震榮，前註40，「行政執行法」，頁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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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謂立即實施代履行，乃係委託其他組織代履行之，並非該管行政機關親自
為之。
(3)立即實施代履行時，當事人不在場者，應當在事後立即通知當事人，並依法
作出處理。
(四)強制拆除違法建築物實施程序(第51條)
1.適用範圍
依法律規定，對於(1)違法建築，(2)違法設立之標示牌等，需要強制拆除
者。
2.應遵守之程序
(1)催告：由行政機關予以公告，限期當事人自行拆除；
(2)委託代履行：經當事人同意，行政機關可以委託沒有利害關係之其他組織代
履行；
(3)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當事人逾期拒不拆除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行
政機關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對於拆除違法建築、違法設立的標示牌等，一方面執行客體較為重要且價值
高，另一方面為保障公民權益，且法院執行須事先經過審查，立場較為公正客
觀、具有法律專業知識、較有公信力，容易取得人民信任，可避免民眾抗爭、激
化矛盾、減低社會衝突對立，因此法條特別規定，應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以
昭慎重。
但在當事人同意場合，仍可以委託代履行；惟行政機關不得自行拆除違法建
築物、標示牌等。
依上實施代履行時，仍應依據草案第49條第2款之代履行程序為之，又屬當
然。

第六節

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一、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之條件
(一)前提要件
依第52條規定：「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不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又不履行行政決定的，沒有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可以自期限屆滿之日起三
個月內，依照本章規定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茲有一疑義，行政決定應否告確定，始得申請強制執行？
在由行政機關自行為強制執行之場合，依據第34條規定，只要1.行政決定合
法有效，2.逾期不履行者，無待於確定，即可自行為強制執行。但在申請人民法
院強制執行之場合，第52條既有如上特別規定，是否應解釋為「確定之行政決定
始得為之」？
此在大陸地區，雖然行政復議法第21條、行政訴訟法第44條，均明文確立了
行政救濟不停止具體行政行為執行之原則，但基於下述理由，對於未確定之案件
應認為原則上不得申請人民法院為強制執行。1.同為行政強制執行，第52條與第
34條關於執行要件明顯不同，足見立法者原意有意區分之，2.將第52條與行政訴

第七篇.indd 570

2010/12/10 下午 03:59:31

中國大陸行政強制法制研究

571

訟第66條規定對照以觀，二者構造要件大致雷同，因此依據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
關於「若干問題的意見」179、及1999年關於「若干問題的解釋」180，在訴訟中人
民法院均不予執行，故依新法草案意旨，未確定之案件應該不得申請執行。
是故依現行制度在具體實踐上，唯行政機關擁有強制執行權之場合，始得落
實起訴不停止執行原則，但在申請人民法院執行之場合，則皆應停止執行，學者
應松年、胡建淼均持相同見解。181 (其詳另參見本論文第3章文末)析述之，其要
件為：
1.須對於行政決定逾期不履行者。
2.且須當事人逾期不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又不履行行政決定者。
3.若已經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者，即不得申請執行。
4.須該行政決定已經確定。乃因其要件之一為「已逾越提起行政救濟之法定期
限」，斯時該行政決定已不得更行爭執之，當屬已經確定之案件。
5.須作出行政決定之行政機關，沒有行政強制執行權。
6.被設定具有行政強制執行權之行政機關，不得申請之。
7.該行政機關不得將執行名義移送給其他具備行政強制執行權之行政機關代勞。
8.得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者其範圍如何？依據草案第34條(係行政機關強制執行
程序之一般規定，在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作為或不作為義務之執行二種態樣，
均同有其適用)、51條、52條、58條、59條第2款規定聯結觀察結果，可知，非
僅限於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另作為或不作為義務執行，亦可申請人民法院執
行之。其詳見下述。
9.行政義務所由產生之執行名義僅限於法條例示之行政決定一種，其他諸如「直
接依據法令」之義務，均不與焉。
10.申請人民法院執行之期限，為自行政決定期限屆滿之日起三個月內，逾期申請
執行之案件，應係駁回受理。
(二)以「申請人民法院執行為主，行政機關執行為輔」之權力分配模式
草案有規定得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之條文，計有第51、52條，另第34條就
此雖然未有明文，但係規定經法律予設定有行政強制執行權之行政機關，始得為
強制執行，否則，未經設定者，即無權為執行，因此即得依第52條規定申請人民
法院為執行。
是故就上述第34條、第52條二個條文聯結觀察，實互為表裡、脈絡相承、相
互勾稽。然則人民法院得受理執行之權限範圍究竟如何？於此吾人可針對草案法
條結構加以探討即明：概括言之，對於行政機關之執行權限，草案係採取例外方
式規定之，即第34條所規範限定在經法律設定者始屬有權行政機關，而除此之外
(即採扣除法)，其權限即歸屬人民法院所得受理執行之範圍(屬第52條事務)，因
此法規範結構係以人民法院執行為原則，行政機關自行執行為例外。從而大陸
地區學者稱此一強制執行權限分配模式為：「司法執行為主，行政機關執行為
17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57條。
18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4條。
181應松年，「行政強制立法的幾個問題」，2006年海峽兩岸行政（強制）執行理論與實務研討會，頁12-14。胡建淼，
前註20，「論中國行政強制執行概念的演變及定位」，頁21-24。陳凱等，「行政強制執行體制研究」，山西高等學
校社會科學報，第20卷第1期，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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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洵非無據182。上述司法執行，或稱為申請人民法院執行。
二、踐行催告程序
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前，應當向當事人發出書面催告(Mahnung)，催促當
事人履行義務。催告書送達10日後，當事人仍未履行義務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
強制執行183 (第53條)。依此，應負催告責任者為行政機關，並應於申請10日前為之，此之
10日為法定期間。
三、應檢具之資料
行政機關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應當提供下列資料：
1.強制執行申請書；2.行政決定書184及作出決定之事實、理由和依據185 ；3.當事人意
見及行政機關催告情況；4.申請強制執行標的物情況。
而上述強制執行申請書應由行政機關負責人簽名、及蓋用行政機關印信、並註明日
期。(第54條)
四、管轄及受理
(一)管轄法院
1.普通管轄：向所在地基層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2.專屬管轄：執行物件屬於不動產的，向該不動產所在地基層人民法院申請強制
執行。(第53條)
(二)受理
人民法院接到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的申請，應當在三日內受理。但是不屬於本
院管轄的不予受理。
倘若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該管行政機關不服者，可在15日內向上級法院申請
復議，此一復議應在15日內作出裁定。(第55條)
此明示應當受理，此項強制規定當係針對時弊而出發的，蓋現況上人民法院
因為申請執行案件如潮水般湧至，導致工作量負荷過重，難以有效承擔，因此有
拒絕受理之情形，且甚至有受理後積壓延宕不執行者，因此第56條規定，應於受
理後儘速進行書面審查，在5日內作出執行裁定。凡此短期處理時效規定，均在
確保執行案件迅速執行，避免被藉故稽延，均係從現狀事實出發的。
五、執行裁定(第56條)
人民法院受理申請後，即應對該項申請進行「書面審查」，對於符合本法第57條規
定，且行政決定具備法定執行效力者，人民法院應當在5日內作出「執行裁定」。此之5日
期間之起算日未有明示，但依其規定意旨應係依相關法律關於期日、期間規定起算之，且
應解為訓示規定，逾期之裁定仍屬合法有效之裁定。又依本條之審查，應僅為書面上之形
式審查即俱足，實質審查乃是57條之規範。
又草案雖然未規定，但依現制係先由行政審判庭審查、進而交由行政執行庭執行之。
182.目前大陸地區採行「司法執行為主，行政機關執行為輔」之體制，學者頗多反對者，有主張應成立一專責行政機
關，統一交由此一專責機關為行政強制執行，詳見本論文第3章內關於「權力相對集中制」，或者採行：「以行政
機關執行為主，人民法院執行為輔」之體制，如王軍等人即力主採行後說，參見氏發表，「行政強制法（草案）執
行模式之質疑」，雲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7年11月，第20卷第6期，頁94-99。其餘詳見本論文前述。
183.此一規定與臺灣地區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19條有異曲同工之妙。該法條規定：「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事件移送行
政執行處執行，除法令另有規定或以執行憑證移送執行者外，宜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儘量催繳」。
184.此在臺灣地區稱為執行名義。其法律性質詳見本論文第3章第1節之一。
185.乃因受理申請之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應依據第56條先進行書面上形式審查，有明顯違法情事者，再依據第57條規
定，轉進為實質審查，故須提出此項材料以供審查。

第七篇.indd 572

2010/12/10 下午 03:59:31

中國大陸行政強制法制研究

573

六、實質審查
(一)實質審查內容
第57條第1款規定：「人民法院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作出決定之前可
以聽取被執行人和行政機關之意見：1.明顯缺乏實施依據的；2.明顯缺乏法律、
法規依據的；3.其他明顯違法並損害被執行人合法權益的。」析述之：
1.缺乏實施依據者：應係指不符合實施行政強制執行之要件，例如行政機關本身
具備行政強制執行權限，而無待於申請人民法院執行者、行政決定形式外觀上
未合法有效者、行政決定未經合法送達或通知、未踐行催告程序、所提出之材
料不符合第59條規定者等情形。
2.缺乏法律依據者：應係指該行政決定之作出缺乏法律依據，即該行政決定有無
效之情事，因此未發生實質之「行政上義務」。受理之人民法院應對於作出該
行政決定之事實、理由和依據進行是否合法有效等適法性審查。在臺灣地區法
制，所稱行政處分之無效，係指具備行政處分之外觀，但卻無法發生行政處分
應有之效力者( 拘束力、公定力、存續力、執行力)，而無效行政處分係自始、
當然無效(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4項)，本無待於撤銷，任何人皆得否認其效
力，行政程序法第111條並且明訂各種無效之事由。
3.其他明顯違法並損害被執行人合法權益者：此為概括規定。
4.第57條與第56條書面審查之比較：
(1)第56條審查：為書面審查，係僅就行政機關於申請時，依據第54條所提出之
材料，為書面上、形式上表象審查，而無須進行實質調查、或聽取行政機
關、及被執行人二造之陳述等，但單純命補正，仍屬之。
(2)第57條審查：為實質審查，得就執行名義是否有效成立、是否適合執行、及
依第54條所檢具之材料真實性、對於作出該行政決定之事實理由和依據進行
是否合法有效等適法性為全面性實質審查，尤應特別重視有無其他明顯違法
並損害被執行人合法權益之情事。
關於「可以聽取被執行人和行政機關的意見」，此一「聽取」程序類似
審判程序中所要求之直接審理，並非指單純通知被執行人為書面陳述或受理
其主動提出之書面資料。但依法條文義解釋，因係「得聽取」，是故若未直
接聽取，而僅係通知其為書面陳述、或二者皆未進行，而自行調查事實者，
亦不得指摘程序上有何違誤186。
另依法條文義，在行政機關階段稱行政上義務人為當事人，但申請人民
法院經受理後，程序上即改稱為被執行人。
無論56條之審查、或57條之審查，均未明示人民法院得否裁定「命補
正」，惟依法理解釋，因為係行政審判庭受理之程序，故此項法律漏洞應依
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填補之。
(二)實質審查效果
1.人民法院經審查後，應在30日內分別為下列裁定：
(1)執行裁定：即准許為行政強制執行。
186.在行政程序法制上，亦有通知或受理當事人之意見陳述之程序，例如臺灣地區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行政機關
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通知書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
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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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駁回裁定：即裁定不予執行。並應在5日內連同裁定理由一併送達行政機
關。(第57條第2款)
2.行政機關對於該駁回裁定有異議者，得在15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訴，上一
級人民法院應當在30日內作出是否執行之裁定。15日之申訴期間，為法定不變
期間，逾期者失權，但30日之審查期間，屬於訓示規定性質，雖然逾期裁定，
仍屬合法有效之裁定。(第57條第3款)
(三)人民法院審查之法律性質
英美法系國家、及日本、大陸地區均係採取司法一元化制度，並未設置獨立
行政法院，行政訴訟審判係設置在普通法院之內；而歐陸法系國家、及臺灣地區
均係採取司法二元化制度，行政法院獨立設置於普通法院之外，因此有兩個終審
法院。狹義司法應單純指審判，無論民事訴訟、刑事訴訟、行政訴訟、或違憲審
查均屬之，而廣義司法尚且包括非訟事件，此在司法一元化、或二元化體制，並
無二致。再者，行政訴訟、違憲審查等應屬於「司法審查」範圍，並非「司法審
判」之列。民事強制執行性質，在大陸法系國家認為係一種非訟事件，本不在狹
義司法(審判)範圍，日本學者中野貞一郎即認為非訟事件係行政性質187。而行政
強制執行本質上為行政權一環。
臺灣因襲日本法制，關於民事強制執行事件，僅是形式上審查執行名義是否
有效成立而已，並未進而針對該執行名義所由產生內容為實質審查188，因此認為
係非訟事件，自屬當然；而臺灣行政執行法第26條規定，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
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民事事件)規定，且係採取「執行權限
絕對集中制」，統一由具行政機關性質之行政執行處執行之，因此是一種行政執
行權無訛。
大陸地區行政強制法制對於執行權限分配模式係採行二元化(雙軌制)，行政
機關自行執行固然屬於行政執行，但申請人民法院執行時，通稱為司法執行，唯
此之司法係屬於廣義司法範圍，因其並非審判事務，故非屬狹義司法之列。申請
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其目的之一在於避免行政專橫，加強司法控制，保障人民權
益，但法院僅止於審查，有大陸學者認為此並非有如英美法制之執行訴訟型態。
其性質為非訟行政案件，因此不適用行政訴訟程序，審查標準並不嚴格189。
筆者見解：就本命題嚴格言之，依第56條審查，係一種形式上書面審查性
質，人民法院尚未轉進入實質審查階段，因此並非狹義司法範圍(司法審查)，是
故猶如日本、臺灣地區民事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情形，本質係非訟事件性質，故嚴
格言之仍屬於行政權一環190。但依第57條所為審查，係一種實質審查，包括對於
執行名義(即行政決定)之審查，得駁回行政機關申請，均已如前述，此一階段應
屬於司法審查性質，為一種司法強制決定，屬於狹義司法範圍。
惟無論如何，甚多學者均稱此為「非訟執行」。
187.張登科，在其所著「強制執行法」一書中，引述日本學者中野貞一郎《民事執行法》上卷論述，略稱：「…有力學
說主張訴訟事件與非訟事件，其本質之差異，在於『訴訟＝司法』，而非訟＝行政」。自刊，三民書局總經銷，94
年4月修訂，頁30-30。
188.最高法院63年度臺抗字第376號裁定參照。
189.王曉濱，前註45，「行政強制執行模式問題研究」。
190.此在大陸地區仍有甚多學者，就行政強制執行性質加以探討，認為不可因為申請人民法院執行即認為是司法，而應
依其本質，堅持為行政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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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即速執行
因情況緊急，為保障公共安全，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立即執行。經人民法院院
長批准，人民法院應當自作出執行裁定之日起5日內予以執行。(第58條)
此項規定適用範圍？依文義解釋，似乎包含金錢給付義務執行案件、作為不作為義務
執行案件，但筆者見解，認為依58條即速執行規定，仍應受第59條規定制約，亦即限於金
錢給付義務執行案件，其他不與焉，其原因係法院強制執行權限為上位規範，而即速執行
係下位規定。
八、裁定准許執行後之實際強制執行機關
(一)金錢給付義務執行
依第59條第1款規定：「行政機關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金錢給付義務案
件，裁定執行的，由人民法院予以執行。」
依本款規定、第58條規定予聯結觀察，可見裁定准許執行之後，乃係由人民
法院分案逕執行之，並非送還行政機關為執行。又在現制上人民法院內部職權分
工，行政審判庭擔當審查工作，而後交由行政執行庭執行之191。
(二)作為、不作為義務強制執行
依第59條第2款規定：「行政機關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排除妨礙、恢復
原狀等義務案件，裁定執行的，由行政機關委託沒有利害關係的其他組織代履
行；必要時，人民法院可以派員到場監督。」
依此，可見人民法院得受理行政強制執行之範圍，除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事件
外，尚且包括作為、不作為義務執行事件。但其差異在於前者係由人民法院自行
執行之，而後者人民法院並不負擔實際執行工作，僅止於分別情形為第56條、第
57條之審查，並進而分別情形為執行裁定、駁回裁定，其階段業務即告截止。但
於必要時，人民法院對於執行過程得派員至現場為監督。
行政機關收受執行裁定後，其實際執行工作不得自行擔當之，依法條規定應
委託不具利害關係之其他組織代履行，此之代履行程序應依第49條第2款規定為
之，又屬當然。(第49條第1款係規定得委託，並非應委託)
因此，學者有認為大陸行政強制主體特徵可概括為三：(1)強制執行請求權
者為行政機關，(2)確認者：以法院為主，行政機關為輔，(3)確認後之最終執行
者：以行政機關為主，法院為輔。192
九、執行費用
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不必繳納申請費，強制執行之費用由被執行人承
擔。人民法院以劃撥、拍賣方式強制執行的，可以在劃撥、拍賣後將執行費用扣除。(第
60條第1、2、3款)
十、委託拍賣
第60條第3款規定：依法拍賣財物，由人民法院委託拍賣機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拍賣法》的規定辦理。
此項規定，與第47條規定相同，按行政機關自行為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係應委託
拍賣機構為之，且並非得斟酌。
191.參見前註，最高人民法院頒布「若干問題的解釋」。
192.溫晉鋒，「論行政強制執行主體的理論與實踐」，2006年海峽兩岸行政（強制）執行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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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解繳國庫
劃撥存款、匯款及拍賣所得應當劃入財政專用帳戶或者法律、法規規定的帳戶，不得
劃入人民法院或者行政機關之基本帳戶或者其他帳戶；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變
相私分。(第60條第4款)
此法條立法意旨與第48條規定相若，均在確保執行案款得以順利解繳國庫，避免被抑
留不發、扣剋或者抽取佣金，並可減少行政程序繁瑣。

第六章

結論

大陸地區行政強制法草案，自1999年即開始進行起草工作，迄今已歷11年，猶未能完
成立法程序，延宕多年，其主因並非中央行政機關干擾阻止，乃因該草案是由全國人大常
委會推動立法，並非行政機關因自身迫切需要而主動提案，且該法案足以對於行政機關產
生制約，有削權作用，因此立法動力不足，缺乏積極性，以致遲緩不前。
大陸地區現行行政強制制度及行政強制法草案規範，與臺灣地區、歐陸各國法制明顯
存在諸多差異，且仍有缺漏不足之處，茲列舉其犖犖大者如下：
一、行政強制措施制度為中國所獨創
將行政強制區分為：行政強制措施及行政強制執行二種，與各國制度迴異，為世界獨
創；在歐陸法系國家所規範之即時強制，中國大陸係將其納入行政強制措施中之一種態
樣。
二、行政強制執行種類未如歐陸法國家有即時強制之分類
歐陸法系國家行政強制法制、日本、臺灣地區，均有即時強制之執行種類，尤其德
國、日本、臺灣地區之警察法規，亦有相應且為數甚多之即時強制規定。但大陸地區行政
強制法草案並無即時強制規定，依學者見解，有二說，甲說認為即時強制即係行政強制措
施，乙說認為即時強制係行政強制措施之一部分，包含在內；惟依據草案第2條規定，應
採行乙說較符合法條規定範圍及立法意旨。
因此大陸地區法條結構上雖然無即時強制執行種類，但係包含在行政強制措施內，其
要件、內涵、執行方法，均可與歐陸法系國家相同，此為大陸地區特色。
三、作為不作為義務，其性質範圍方法，與歐陸法系國家法制不同
按歐陸法系國家、臺灣地區均有明文規定作為不作為義務執行種類，其執行方法係依
間接強制、或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其中間接強制方法包含了「代履行、怠金」二種態樣
(例如德國聯邦行政強制執行法第9條)。但是大陸地區草案第4章第3節，關於作為不作為義
務執行只有三個條文，其中第49、50條僅規定了代履行一種，第51條係對於違法建築物之
強制拆除，依該法條規定，行政機經當事人同意則可以實施代履行，否則不能自行執行，
即應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在程序上法院裁定准許執行後，仍交由該管行政機關實施代
履行，均已如前述，因此第51條亦係規範代履行方法。
在臺灣行政執行法直接強制規定，可以對於營業場所採取斷水、斷電措施，但大陸地
區草案，係規定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不得採行斷水、斷電、斷燃料等措施，就此兩者性質
亦不同。
綜上所述，大陸地區草案確實只有代履行執行方法，並無直接強制、怠金制度設計，
且法條結構上亦不稱「間接強制」法律名稱。顯然與歐陸法系國家、臺灣地區法制.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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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另查日本「行政代執行法」，亦僅規定代履行一種執行方法，而不及其他。
四、關於行政強制執行名義，依草案規定，僅有行政決定一種
其重要條文如第34條規定行政機關強制執行權限，第44條關於行政機關對於金錢給付
義務強制執行權限，第49條關於行政機關對於作為或不作為義務之執行，第52條關於申請
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等條，均明文規定以行政決定為唯一執行名義。但在臺灣行政執行法第
11條規定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名義有三種，1.行政處分，2.直接依據法令發生
之義務，3.法院之裁定。此為兩岸法制上不同。
五、臺灣地區採行「行政強制執行權限絕對集中制」即專責執行機關，制度具備一定優越
性，可供大陸借鏡
大陸地區現行制度及行政強制法草案均係採行雙執行主體制度，即「司法執行為主，
行政機關執行為輔」，惟行政執行本即為行政權之一環，無須假手法院為之，再則法院業
務不堪負荷，且被設定具有執行權限之行政機關，散見於各行政體系，其執行方法、過程
各行其是，並非統一模式，而臺灣採行之「行政強制執行權限絕對集中制」，施行以來，
成效顯著，制度具備一定優越性。大陸實堪借鏡，況甚多大陸學者，亦主張執行主體應採
行類似臺灣之集中制度，以完善體制。
六、行政強制法草案，將行政上義務人概稱為當事人，此有所不妥
乃因當事人包含了債權人、債務人，此在民事執行固然相稱，但在公法執行事件不
妥，認為應改稱行政上義務人、行政上相對人為宜。
七、執行措施概皆定性為行政決定，未能區分事實行為，並非妥適
在臺灣地區行政執行法，一如歐陸、日本法制，將大部分執行措施定性為行政事實行
為，但有部分為行政處分(如限制出境、查封、定拍、扣押、收取命令、核准分期繳納、
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等等)、司法行為(拘提、管收)193。而大陸行政強制法草案，將執行措
施一概定性為行政決定，例如執行行為事前應作出行政強制執行決定書，第8條規定，當
事人對於行政機關之行政強制，可以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一律定性為具體行政
行為，並無被歸類為行政事實行為者，大陸地區此項定性是否妥適？殊值爭議。
八、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未有拘提、管收之執行方法
在臺灣地區關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於符合一定條件下，得對於義務人或
其代表人管理人為拘提、管收(第17、24條)，另查在德國定有代償強制拘留規定，奧地利
亦有收押制度(均為關於作為忍受不作為強制執行方法)。但是大陸僅於行政強制措施有規
定得對於公民人身自由為暫時性限制(第2、9條)，而行政強制執行，無論行政機關自行為
之，或申請法院為之，則均未規定此一執行方式。
且上述第2、9條，對於公民人身自由為暫時性限制，其種類、範圍、法律要件、法定
程序、法律效果均付之闕如，並未具體完善規範，不符嚴格法律保留，是其缺陷，或許係
保留依警察法規執行之，但在行政強制法典，允宜明確規定，方屬完備。且現制上，將傳
喚視為人身自由限制之一種，亦有錯誤，概傳喚應係通知應強制到場之作用，尚未入於公
權力拘束狀態。
九、大陸地區草案中執行罰規定與歐陸、臺灣所稱怠金制度 然不同
大陸地區行政強制法草案關於金錢給付義務執行方法係採取：1.執行罰：加處罰款、
或者滯納金，2.實施執行罰經過30日仍無結果者，得再行實施拍賣查封扣押之財物、劃撥
193.參見施清火，前註72，「公法上金錢債權強制執行措施中拘提與管收之法律性質及其司法審判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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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匯款。
上述所稱滯納金性質，與臺灣法制有二點不同：1.臺灣地區稅捐稽徵法、國民健康保
險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等均有規定，惟均係由原處分機關於開徵逾繳納期間後即處分之，
並非在強制執行階段為之，因此不是執行措施，但大陸地區草案係規定在強制執行階段，
為一種執行方法。2.在德國、臺灣地區，所謂強制金、怠金，係行為或不行為義務執行中
之一種間接強制執行方法(德國聯邦行政強制執行法第9條、臺灣行政執行法第28條)，因此
怠金與執行罰係不同之概念要素，不容混淆。
十、並無直接強制規定
在臺灣地區法制，行政執行分為三種態樣，1.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2.行為
或不行為義務執行，3.即時強制。其中關於行為或不行為義務執行，其執行方法區分為間
接強制、直接強制，而間接強制方法為代履行、怠金(第27、28條)，依同法第32條規定，
其要件為經間接強制不能達成執行目的，或因情況急迫，如不及時執行，顯難達成執行目
的時，執行機關得依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因此通常被視為最後之手段，且其所使用之執
行方法容易與即時強制相混淆。
經查行政強制法草案2007年第二次審議稿，第53條規定，依其性質應屬於直接強制規
定，但在2009年第三次審議稿，卻被刪除。另查第51條第3款規定，關於違法建築物之強
制拆除，由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但依第59條第2款規定，執行裁定准許後，
係交由行政機關委託其他組織代履行，因此第59條規定仍非直接強制。此外，行政強制法
草案，查無直接強制執行規定。
惟個別行政法規，甚多有規定直接強制，諸如稅務、公安、海關、工商管理、審計、
兵役法等等行政法規，均已如前述。是否意謂著直接強制行為，係直接適用稅務、公安、
海關、工商管理、審計、兵役法等等各種行政法規即可？惟對此若持肯定見解，則會產生
法理上矛盾，按行政強制法執行階段，所為行為係一種執行措施，而各該行政法規中之直
接強制，係一種行政決定，二者性質不同，但均屬於具體性行政行為。
十一、強制執行標的物未能全面性規範，範圍太少
在臺灣地區關於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債務人之總財產為債權之總擔保，舉凡一切有價
值之財產均為強制執行之標的物，並在強制執行法明文規範動產、不動產、其他財產權
之查封拍賣方法。1.動產者：諸如汽車、電氣品、珠寶、衣物、生活必需用品除外之家庭
用品、動物等等，2.不動產者：諸如土地、房屋等等，3.其他財產權：諸如股票、有價證
券、漁業權、礦業權、智慧財產權等等，以及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執行，如銀行存款、
民間債權、應收帳款、薪資等等，並均為行政執行法所準用。
但大陸之草案，僅規範了存款匯款、財物二種執行標的物(參見第45條)，其中規範關
於存款匯款之查封扣押拍賣條文甚多，但對於財物或財產之範圍未能明確界定其範圍，且
未規定其拍賣程序，係採行委託拍賣機構依照拍賣法為之。於此筆者認為草案允宜參考臺
灣法制對於財物為明確規範，方屬完備。
十二、關於最低生活保障條款欠缺週延
在臺灣地區強制執行法有三個條文規定了最低生活保障條款：1.查封時應酌留債務人
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二個月間生活所必需之食物燃料及金錢(第52條)2.債務人及其共同生
活之親屬所必需之生活物品、職業上或教育上所必需之器具物品，不得查封拍賣(第53條
第1、2款)。另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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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得為強制執行(第122條)。以上均為對於金錢債權強制執行之規定，並為行政執行法
所準用。另行政執行法第28條規定關於直接強制方法之一，可以採取斷絕營業所必需之自
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惟此究竟僅侷限對於營業者為強制執行始有其適用，對於非營業
者仍不得為之。
在大陸地區草案共2個條文有最低生活保障規定：
1.第24條第一款後段：不得查封、扣押公民個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的生活必需品。此法條為
2009年第三次審議稿增設。
2.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不得採取停止供水、供電、供熱、供燃氣等方式迫使當事人履行
行政義務。此之適用前提為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程式(為一般規定)，而行政強制措施、申
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均不與焉，且適用範圍無論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作為或不作為義務
執行均受其拘束。
除此二條規定外，別無其他最低生活保障規定，因此就此而言臺灣強制執行法規範較
為優越，於憲法揭櫫生存權保障亦較為具體落實。
十三、關於金錢債權強制執行方法條文太少，規範明顯不足
草案對於此項執行方法只有5條條文(第44條 –第48條)，而該等條文泰皆為規範行政機
關執行權力之權源作用條款，大略規定了執行方法為執行罰、將查封扣押之財物拍賣、劃
撥凍結之存款匯款等執行種類，但缺乏具體化執行程序，並於第47條概括規定為「依法拍
賣財物，由行政機關委託拍賣機構依照拍賣法的規定辦理。」但查「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
法」(1996年通過，2004年修正)，分6章，共67條，遍查全文，其中最主要之操作條文除第
二章拍賣標的外，為第四章拍賣程序，共14個條文，拍賣操作細節規定甚少，諸如不動產
之拍賣程序亦付闕如；另查尚有國家總稅務局於2005年發布之「抵稅財物拍賣、變賣試行
辦法」，其主要目的為規範稅收強制執行抵稅財物拍賣、變賣行為，除其他行政法規自行
另有明文準用條款，否則亦無準用餘地，遍查全文，甚多為權力作用條款，有關拍賣操作
細節規定，為第二章拍賣及第三章變賣，共22個條文(第10條 - 31條)， 凡此有較為週詳之
操作程序規定。
惟，上述二種法律、一種部門規章，其強制執行程序之規範密度均遠不如臺灣強制執
行法，日本民事執行法、國稅徵收法之完整嚴謹，是為其缺陷。吾人認為，強制執行干預
(侵害)人民財產權甚鉅，允宜嚴守法律保留原則精神，以較為週詳法律規範之。
十四、並無限制出境之規定
在臺灣地區行政執行法第17條有明文規定，在行政強制執行中於一定條件下，得對於
行政上義務人為限制出境，另查諸如稅捐稽徵法第24條，亦同有得對於納稅義務人為限制
出境之規定，前者為終局執行，後者為保全執行，各有其功能；其他諸如銀行法、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入出境及移民法等等行政法規同有限制出境之規
定。
上述關於行政強制執行中對於行政上義務人為限制出境，其功能除可防止義人潛逃出
境，規避繳納義務外，更可達到強制繳納之行政目的，在實證上為行政強制執行之利器。
就法的性質言，係憲法第10條之居住遷徙權利，並非第8條之人身自由保障權為行政權之
一環，無須申請法院裁定為之，屬於行政處分性質，制度上值得肯定。
惟遍查大陸之行政強制法草案，並無關於得為限制出境之規定，但在海關行政處罰實
施條例、及稅收徵管理法第44條規範了「阻止出境」制度，均屬於行政決定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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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無執行期間規定、或者時效制度
在臺灣行政執行法第7條規範了執行期間，另稅捐稽徵法第23條規定了稅款之徵收期
間，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了公法上請求權期間。但遍查大陸之行政強制法草案，並
無關於執行期間、時效期間規定，雖然第39條第2款，對於輕微案件、而當事人確實無能
力履行者，經中止執行3年後，即不再執行之規定，其法律性質應解為並非執行期間屆滿
問題，而係單純的擱置不續行執行，並非執行名義消滅之意。
十六、並無特別行政爭訟程序，與臺灣法制不同
在臺灣地區法制，行政執行法第9條規定了聲明異議，另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規定了
第三人異議之訴，又因準用強制執行法結果，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可以提起債務人異議之
訴。而各種執行措施救濟程序：1.若屬事實行為者，僅可聲明異議，且具終局效力，不得
再事行政爭訟，2.若屬行政處分者，對於聲明異議不服後，仍可循序提起訴願、行政訴訟
請求濟濟。
而大陸地區行政強制法草案，在第8條第2款規定，對於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制(包含
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強制執行)不服的，有權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其他
各種執行措施性質，除人民法院所為者外，概皆定性為行政決定之屬(具體行政行為)，
因此可以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亦屬當然，惟並未規定特別爭訟程序(即聲明異
議、債務人異議之訴、第三人異議之訴)。
另查，關於人民法院之強制執行導致當事人損害的，當事人僅得請求賠償(第8條第3
款)，並有國家賠償法第31條適用194。惟針對法院「執行裁定」，當事人有不服者，於人
民權益保障及基本法理，仍應予救濟機會方稱週延，但草案未規定可以爭訟，此可參考臺
灣訴訟法制，對於裁定不服者得提起抗告，並設計債務人異議之訴、第三人異議之訴制
度，以完善執行程序救濟辦法。
十七、未明文規定得否對於遺產或繼承人為行政強制
按在民事法律關係上，當然得對於遺產為民事強制執行，但公法債權，得否為之？此
項問題存在著爭議，涉及到公法上義務應否繼承，或僅及於一身問題。
在臺灣地區法制，分項敘述如下：1.關於對遺產為強制執行問題：行政執行法第15條
明文規定：「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行政執行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行」，因此已很明
確。2.至於得否對於被繼承人為執行問題：民法繼承篇修正第1148條第2項規定：「繼承
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係採行全面性「法定限
定繼承主義」，因此於義務人死亡後，在理論上係可以對於繼承人為強制執行，但執行標
的物僅限於遺產，不得對於繼承人本身之固有財產為執行，此項修正規定，嗣後無論在稅
捐、罰鍰之執行，其效果相同，均不得對於繼承人之固有財產為執行。
大陸地區草案，第40條僅規定：公民死亡，無遺產可供執行，又無義務承受人的，應
當終結執行，其反面解釋應係得對於遺產為執行，惟此項問題甚為重要，草案漏未規定，
不無遺憾，允宜以明文規定，俾資明確。
再查，對於遺產為行政強制之場合，非僅在行政機關自行為執行有其適用，即使在申
請人民法院為強制執行、行政強制措施場合均同有適用(草案第9條規定參照)。
因此筆者認為在第一章總則部分，應明文規定：公民死亡者，得對於遺產為行政強
制。此為通則性規定，適用於上述三種行政強制場合。
194.吳立香，「司法強制措施侵權及其法律救濟-以國家賠償責任為出發點」，2006年海峽兩岸行政（強制）執行理論與
實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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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之行政強制措施，未規定應申請人民法院裁定行使之。
按草案第2、9條均規定了「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為行政強制措施種類之一，而行政強
制措施係完全行政權作用，其執行主體為行政機關，無須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在臺灣行政執行法之拘提、管收制度，係採行法官保留制度，程序上於具備法定要件
時，由行政執行處向地方法院提出聲請，經法官裁定准許者，始得為之，踐行了法官保留
程序，符合憲法第8條規定，對於人權保障較為嚴密。
惟行政強制法草案，對於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強制措施，並未規定應聲請人民法院審查
制度，完全係行政權作用。另查依立法法第8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
只能制定法律，不得由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規範之，其他下位法令更是禁止，行政處罰法
第16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權只能由公安機關行使，係完全行政權作用。
在法治國理念，人身自由基本權優先於財產基本權，草案對於行政強制執行，尚且制
定雙軌制，重要事項保留應申請人民法院執行之，則舉輕明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權，應
針對其項目，採行二分法，低度干預者或時間短暫者由行機關逕行為強制執行，但高度剝
奪者或者時間較長者，應保留聲請人民法院審查，然後發交行政機關執行之。
當然此問題涉及到大陸地區對於公民人身自由保障基本權整體法制建設架構，並非僅
存在行政強制措施。惟筆者認為此一課題，非僅係行政強制權限分配模式問題，尚且涉及
到人身自由保障憲政層次。
附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草案
2009年8月28日第11屆全國人民大會常務委員第10次會議修正
(第三次審議稿)
目錄
第一章 總 則
第二章 行政強制的種類和設定
第三章 行政強制措施實施程式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二節 查封、扣押
第三節 凍 結
第四章 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程式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二節 金錢給付義務的執行
第三節 作為、不作為義務的執行
第五章 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第六章 法律責任.
第七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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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了規範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履行職責，維護公共利益
和社會秩序，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法所稱行政強制，包括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強制執行。
行政強制措施，是指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為制止違法行為、防止證據損毀、
避免危害發生、控制危險擴大等情形，依法對公民人身自由實施暫時性限制，或者對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財產實施暫時性控制的行為。
行政強制執行，是指行政機關或者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對不履行行政決定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強制履行義務的行為。
第三條
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適用本法。
發生或者即將發生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或者社會安全事件等突發事
件，行政機關採取應急措施或者臨時措施，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
有關行政機關採取金融業審慎監管措施、進出境貨物強制性技術監控措施，依照有關
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
第四條
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範圍、條件和程式。
第五條
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應當適當。採用非強制手段可以達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
設定和實施行政強制。
第六條
實施行政強制，應當堅持教育與強制相結合。
第七條
行政機關或者法律、行政法規授權的組織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利用行政強制權為單位或
者個人謀取利益。
第八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制，享有陳述權、申辯權；有權依法
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因行政機關違法實施行政強制受到損害的，有權依
法要求賠償。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因人民法院在強制執行中有違法行為或者擴大強制執行範圍
受到損害的，有權依法要求賠償。

第二章 行政強制的種類和設定
第九條
行政強制措施的種類：
(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二)查封場所、設施或者財物；
(三)扣押財物；
(四)凍結存款、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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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行政強制措施。
第十條
行政強制措施由法律設定。
尚未制定法律，或者屬於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事項的，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本法第九
條第一項、第四項以外的行政強制措施。
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屬於地方性事務的，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本法第九條
第二項、第三項的行政強制措施。
第十一條
法律對行政強制措施的對象、條件、種類作了規定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不得作
出擴大規定。
法律中未設定行政強制措施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不得增設行政強制措施。
第十二條
行政強制執行的方式：
(一)排除妨礙、恢復原狀等義務的代履行；
(二)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的執行罰；
(三)劃撥存款、匯款；
(四)拍賣或者依法處理查封、扣押的場所、設施或者財物；
(五)其他強制執行方式。
第十三條
行政強制執行由法律設定。
法律沒有規定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的，作出行政決定的行政機關應當申請人民法院強制
執行。
第十四條
起草法律草案、法規草案，擬設定行政強制的，起草單位應當採取聽證會、論證會等
形式聽取意見，並向制定機關說明設定該行政強制的必要性、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聽
取和採納意見的情況。
第十五條
行政強制的設定機關應當定期對其設定的行政強制進行評價；對已設定的行政強制，
認為不適當的，應當對設定該行政強制的規定及時予以修改或者廢止。
行政強制的實施機關可以對已設定的行政強制的實施情況及存在的必要性適時進行評
價，並將意見報告該行政強制的設定機關。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向行政強制的設定機關和實施機關就行政強制的設定和
實施提出意見和建議。

第三章 行政強制措施實施程式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十六條
行政機關履行行政管理職責，可以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實施行政強制措施。
違法行為情節顯著輕微，沒有明顯社會危害，涉案財物數量較少的，可以不採取行政
強制措施。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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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強制措施由法律、法規規定的行政機關在法定職權範圍內實施。行政強制措施權
不得委託。
法律、行政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在法定授權範圍內，以自己的名
義實施行政強制措施，適用本法有關行政機關的規定。
行政強制措施應當由行政機關具備資格的正式執法人員實施，其他人員不得實施。
第十八條
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制措施應當遵守下列規定：
(一)實施行政強制措施前須向行政機關負責人報告並經批准；
(二)由兩名以上行政執法人員實施；
(三)出示執法身份證件；
(四)有當事人在場；
(五)當場告知當事人採取行政強制措施的理由、依據以及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救
濟途徑；
(六)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
(七)製作現場筆錄；
(八)現場筆錄由當事人和行政執法人員簽名或者蓋章；當事人拒絕簽名或者蓋章的，
在筆錄中予以注明；
(九)當事人不在場的，邀請見證人到場，由見證人和行政執法人員在現場筆錄上簽名
或者蓋章；
(十)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程式。
第十九條
情況緊急，需要當場實施行政強制措施的，行政執法人員應當在二十四小時內向行政
機關負責人報告。
第二十條
依照法律規定實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除應當履行本法第十八條規定
的程式外，還應當遵守下列規定：
(一)當場告知或者實施行政強制措施後立即通知當事人家屬實施行政強制措施的行政
機關和地點；
(二)在緊急情況下當場實施行政強制措施的，在返回行政機關後，立即向行政機關負
責人報告；
(三)法律規定的其他程式。
實施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不得超過法定期限。實施行政強制措施的目的已經
達到或者條件已經消失，應當立即解除。
第二十一條
行政機關依法查詢企業的財務賬簿、交易記錄、業務往來等事項，不得影響企業的正
常生產經營活動，並應當保守所知悉的企業商業秘密。
第二十二條
違法行為涉嫌犯罪應當移送司法機關的，行政機關應當將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一
併移送。
第二節 查封、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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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查封、扣押應當由法律、法規規定的行政機關以及法律、行政法規授權的組織實施，
其他任何行政機關或者組織不得實施。
第二十四條
查封、扣押限於涉案的場所、設施或者財物，不得查封、扣押與違法行為無關的場
所、設施或者財物；不得查封、扣押公民個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的生活必需品。
當事人的場所、設施或者財物已被其他國家機關依法查封的，不得重複查封。
第二十五條
行政機關實施查封、扣押的，除應當履行本法第十八條規定的程式外，還應當製作並
當場交付查封、扣押決定書和清單。
查封、扣押決定書應當載明下列事項：
(一)當事人姓名或者名稱、地址；
(二)查封、扣押的理由、依據和期限；
(三)查封、扣押場所、設施或者財物的名稱、數量等；
(四)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的途徑和期限；
(五)行政機關的名稱、印章和日期。
查封、扣押清單一式二份，由當事人和行政機關分別保存。
第二十六條
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過三十日；情況複雜的，經行政機關負責人批准，可以延長
三十日。但是，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
延長查封、扣押的決定應當告知當事人。
對物品需要進行檢測、檢驗、檢疫或者技術鑒定的，查封、扣押的期間不包括檢測、
檢驗、檢疫或者技術鑒定的期間。檢測、檢驗、檢疫或者技術鑒定的期間應當明確，
並告知當事人。檢測、檢驗、檢疫或者技術鑒定的費用由行政機關承擔。
第二十七條
對查封、扣押的場所、設施或者財物，行政機關應當妥善保管，不得使用或者損毀；
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對查封的場所、設施或者財物，行政機關可以指定當事人保管，也可以委託第三人保
管，當事人或者第三人不得損毀或者擅自轉移。因當事人的原因造成的損失，由當事
人承擔；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損失，由行政機關和第三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因查封、扣押發生的保管費用由行政機關承擔。
第二十八條
行政機關採取查封、扣押措施後，應當及時查清事實，在法定期間內作出處理決定。
對違法事實清楚，依法應當沒收的非法財物予以沒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銷毀
的，依法銷毀。
對沒有違法行為或者不再需要採取查封、扣押措施的，應當立即撤銷查封、扣押的決
定，並解除查封、退還被扣押財物；已將鮮活物品或者其他不易保管的財物拍賣或者
變賣的，退還拍賣或者變賣所得。變賣價格明顯低於市場價格，給當事人造成損失
的，當事人有權要求補償。
行政機關逾期未作決定的，視為解除查封；當事人要求退還被扣押財物的，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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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立即退還。
第三節 凍 結
第二十九條
凍結存款、匯款應當由法律規定的行政機關實施，不得委託給其他行政機關或者組
織；其他任何行政機關或者組織不得凍結存款、匯款。
金融監督和監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轉移或者隱匿違法資金跡象的，
可以依法申請司法機關予以凍結。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機關處理。
凍結存款、匯款的數額應當與履行行政決定的金額或者違法行為的情節相適當；已被
其他國家機關依法凍結的，不得重複凍結。
第三十條
凍結存款、匯款應當書面通知金融機構。
金融機構接到行政機關依法作出的凍結存款、匯款決定後，應當立即予以凍結，不得
拖延，不得在凍結前向當事人洩露資訊。
法律規定以外的行政機關或者組織要求凍結當事人存款、匯款的，金融機構應當拒
絕。
第三十一條
依照法律規定凍結存款、匯款的，作出決定的行政機關應當在三日內向當事人交付凍
結決定書。凍結決定書應當載明下列事項：
(一)當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稱、地址；
(二)凍結的理由和依據；
(三)凍結的帳號和數額；
(四)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的途徑和期限；
(五)行政機關的名稱、印章和日期。
第三十二條
自凍結存款、匯款之日起三十日內，行政機關應當作出處理決定或者解除凍結決定；
情況複雜的，經行政機關負責人批准，可以延長三十日。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
外。
延長凍結的決定應當告知當事人。
第三十三條
不再需要凍結的，行政機關應當及時作出解除凍結的決定。
行政機關作出解除凍結決定的，應當及時通知金融機構和當事人。
行政機關逾期未作出處理決定或者解除凍結決定的，金融機構應當自凍結期滿之日起
解除凍結。

第四章 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程式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三十四條
行政機關依法作出行政決定後，當事人在行政機關決定的期限內不履行義務的，具有
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可以依照本章的規定強制執行。
第三十五條
行政機關作出強制執行決定前，應當事先催告當事人履行義務。催告應當以書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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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當事人履行義務的期限；
(二)強制執行方式；
(三)涉及金錢給付的，應當有明確的金額和給付方式；
(四)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
經催告，當事人履行行政決定的，不再實施強制執行。
第三十六條
當事人收到催告書後有權進行陳述和申辯。行政機關應當充分聽取當事人的意見，對
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應當進行記錄、復核；當事人提出的事實、理由或
者證據成立的，行政機關應當採納。
第三十七條
經催告，當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決定，且無正當理由的，行政機關可以作出強制執
行決定。
強制執行決定應當以書面形式作出，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當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稱、地址；
(二)強制執行的理由和依據；
(三)強制執行的方式和時間；
(四)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的途徑和期限；
(五)行政機關的名稱、印章和日期。
在催告期間，對有證據證明有轉移或者隱匿違法資金跡象的，行政機關可以立即作出
強制執行決定。
第三十八條
行政強制執行決定書應當在執行時當場交付當事人；當事人拒絕接收或者當事人不在
場的，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送達。
第三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執行：
(一)行政機關認為需要中止執行的；
(二)當事人履行行政決定確有困難或者暫無履行能力，經行政機關同意的；
(三)第三人對執行標的物主張權利的；
(四)執行可能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且中止執行不損害公共利益的。
中止執行的情形消失後，行政機關應當恢復執行。對沒有明顯社會危害，涉案財物數
量較少，當事人確無能力履行，中止執行滿三年未恢復執行的，行政機關不再執行。
第四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終結執行：
(一)公民死亡，無遺產可供執行，又無義務承受人的；
(二)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終止，無財產可供執行，又無權利義務承受人的；
(三)執行標的物滅失的。
第四十一條
強制執行完畢後，據以執行的行政決定被撤銷，或者執行錯誤的，應當恢復原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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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已被執行的財產；不能返還原物的，按市場價折價賠償。
第四十二條
實施行政強制執行，行政機關可以在不損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的情況下，與當
事人達成執行協議。執行協議可以約定分階段履行；當事人採取補救措施的，可以減
免加處的罰款或者滯納金。
執行協議應當履行。當事人不履行執行協議的，行政機關應當恢復強制執行。
第四十三條
行政機關不得在夜間或者節假日實施行政強制執行。但是，情況緊急或者當事人同意
的除外。
行政機關不得對居民生活採取停止供水、供電、供熱、供燃氣等方式迫使當事人履行
行政決定。
第二節 金錢給付義務的執行
第四十四條
行政機關依法作出金錢給付義務的行政決定，當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依
法按日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的標準應當告知當事人。
加處罰款或者滯納金的數額不得超出金錢給付義務的數額。
第四十五條
行政機關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條規定實施執行處罰超過三十日，當事人仍不履行的，具
有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可以強制執行。
行政機關實施強制執行前，需要採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的，依照本法第三章第二
節、第三節的規定辦理。
沒有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應當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但是，當事人在法定期
限內不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經催告仍不履行的，在實施行政管理過程中
已經採取查封、扣押措施的行政機關，可以將查封、扣押的財物依法拍賣抵繳罰款。
第四十六條
劃撥存款、匯款應當由法律規定的行政機關決定。劃撥存款、匯款應當書面通知金融
機構。金融機構應當在接到行政機關依法作出劃撥存款、匯款的決定後二日內劃撥。
法律規定以外的行政機關或者組織要求劃撥當事人存款、匯款的，金融機構應當拒
絕。
第四十七條
依法拍賣財物，由行政機關委託拍賣機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的規定辦
理。
第四十八條
劃撥存款、匯款及拍賣所得應當劃入財政專用帳戶或者法律、法規規定的帳戶，不得
劃入行政機關的基本帳戶或者其他帳戶。任何行政機關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
留、私分或者變相私分。
第三節 作為、不作為義務的執行
第四十九條
行政機關依法作出要求當事人履行排除妨礙、恢復原狀等義務的行政決定，當事人逾
期不履行，經催告仍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委託沒有利害關係的其他組織代履行。

第七篇.indd 588

2010/12/10 下午 03:59:34

中國大陸行政強制法制研究

589

代履行應當遵守下列規定：
(一)送達並公告代履行的標的、方式、日期、地點以及代履行人；
(二)在代履行日期的三日前，催告當事人履行；當事人履行的，停止代履行；
(三)代履行時，作出決定的行政機關應當派員到場監督；
(四)代履行完畢，行政機關、代履行人和當事人或者見證人應當在執行文書上簽名或
者蓋章。
代履行的費用由當事人承擔。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第五十條
需要立即清除道路、航道或者公共場所的遺灑物、障礙物或者污染物，當事人不能清
除，行政機關可以立即實施代履行。
立即實施代履行時當事人不在場的，行政機關應當在事後立即通知當事人，並依法作
出處理。
第五十一條
依照法律規定，對違法建築、違法設立的標示牌等需要強制拆除的，應當遵守下列規
定：
(一)由行政機關予以公告，限期當事人自行拆除；
(二)經當事人同意，行政機關可以委託沒有利害關係的其他組織代履行；
(三)當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的，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行政機關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
執行。

第五章 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第五十二條
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不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又不履行行政決定的，沒有
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可以自期限屆滿之日起三個月內，依照本章規定申請人民
法院強制執行。
第五十三條
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前，應當催告當事人履行義務。催告書送達十日後當
事人仍未履行義務的，行政機關可以向所在地基層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執行物件
是不動產的，向不動產所在地基層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第五十四條
行政機關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應當提供下列材料：
(一)強制執行申請書；
(二)行政決定書及作出決定的事實、理由和依據；
(三)當事人的意見及行政機關催告情況；
(四)申請強制執行標的物的情況。
強制執行申請書應當由行政機關負責人簽名，加蓋行政機關的印章，並注明日期。
第五十五條
人民法院接到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的申請，應當在三日內受理。但是，不屬於本院管轄
的，不予受理。
行政機關對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有異議的，可以在十五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
議，上一級人民法院應當自收到復議申請之日起十五日內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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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條
人民法院對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的申請進行書面審查，對符合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且
行政決定具備法定執行效力的，人民法院應當自受理之日起五日內作出執行裁定。
第五十七條
人民法院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作出裁定前可以聽取被執行人和行政機關的意
見：
(一)明顯缺乏事實根據的；
(二)明顯缺乏法律、法規依據的；
(三)其他明顯違法並損害被執行人合法權益的。
人民法院應當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作出是否執行的裁定。裁定不予執行的，應當說
明理由，並在五日內將不予執行的裁定送達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對人民法院不予執行的裁定有異議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上
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上一級人民法院應當自收到復議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作出是
否執行的裁定。
第五十八條
因情況緊急，為保障公共安全，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立即執行。經人民法院院
長批准，人民法院應當自作出執行裁定之日起五日內予以執行。
第五十九條
行政機關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金錢給付義務案件，裁定執行的，由人民法院予以
執行。
行政機關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排除妨礙、恢復原狀等義務案件，裁定執行的，由
行政機關委託沒有利害關係的其他組織代履行；必要時，人民法院可以派員到場監
督。
第六十條
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不繳納申請費。強制執行的費用由被執行人承擔。
人民法院以劃撥、拍賣方式強制執行的，可以在劃撥、拍賣後將執行費用扣除。
依法拍賣財物，由人民法院委託拍賣機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的規定辦
理。
劃撥存款、匯款及拍賣所得應當劃入財政專用帳戶或者法律、法規規定的帳戶，不得
劃入人民法院或者行政機關的基本帳戶或者其他帳戶；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
者變相私分。

第六章 法律責任
第六十一條
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級行政機關或者有關部門責令改
正，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一)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
(二)改變行政強制物件、條件、方式的；
(三)違反法定程式實施行政強制的；
(四)違反本法規定，查詢企業的財務賬簿、交易記錄、業務往來等事項，影響企業的
正常生產經營活動或者洩露所知悉的企業商業秘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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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違反本法規定，在夜間或者節假日實施行政強制執行的；
(六)違反本法規定，對居民生活採取停止供水、供電、供熱、供燃氣等方式迫使當事
人履行行政決定的。
第六十二條
違反本法規定，行政機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級行政機關或者有關部門責令改
正，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給當事人造成損失
的，依法給予賠償：
(一)擴大查封、扣押、凍結範圍的；
(二)使用或者損毀查封、扣押場所、設施或者財物的；
(三)在查封、扣押法定期間不作出處理決定或者未依法及時解除查封、退還扣押物品
的；
(四)在凍結存款、匯款法定期間不作出處理決定或者未依法及時解除凍結的。
第六十三條
行政機關將查封、扣押的財物、劃撥的存款、匯款及拍賣所得截留、私分或者變相私
分的，由財政部門或者有關部門予以追繳，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
員依法給予記大過、降級、撤職或者開除的處分。
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查封、扣押的場所、設施或者財物據為己
有，由上級行政機關或者有關部門責令改正；依法給予記大過、降級、撤職或者開除
的處分。
第六十四條
行政機關或者法律、行政法規授權的組織及其工作人員利用行政強制權為單位或者個
人謀取利益的，由上級行政機關或者有關部門責令改正，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
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的，依法給予賠償。
第六十五條
違反本法規定，金融機構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
人員，由人民法院給予罰款、拘留的處罰，或者由金融業監督管理部門給予罰款，並
給予處分。
(一)在凍結前向當事人洩露資訊的；
(二)對應當立即凍結的存款、匯款不凍結，致使存款、匯款轉移的；
(三)在規定的期限內不劃撥存款、匯款的。
第六十六條
違反本法規定，金融機構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金融業監督管理部門責令改正，對直
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處分；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的，依法給予賠
償：
(一)未及時解除凍結存款、匯款的；
(二)將不應當凍結、劃撥的存款、匯款予以凍結或者劃撥的。
第六十七條
違反本法規定，金融機構未將款項劃入財政專用帳戶或者法律、法規規定的帳戶的，
由金融業監督管理部門責令改正，並處以違法劃撥款項二倍的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
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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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本法規定，行政機關、人民法院指令金融機構將款項劃入財政專用帳戶或者法
律、法規規定的帳戶以外的其他帳戶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依法給予處分。
第六十八條
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員違法實施強制執行或者擴大執行範圍，給公民人身或者財產造
成損害、給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造成損失的，依法給予賠償；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
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第六十九條
違反本法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七章 附

則

第七十條
本法中十日以下的期限的規定是指工作日，不含節假日。十日以下包括本數。
第七十一條
本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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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緒論

研究動機

國內矯正機關辦理之技能訓練，是以訓練收容人習取謀生職業之技能為主，另一
方面則以提昇矯正機關作業技術和作業品質為輔。易言之，就是收容人在接受矯治期
間給予謀生技能之訓練，結訓後參加作業生產以精進其職業技術並達「訓用合一」之
目的，使其回歸社會後易於謀生就業。然一般技能訓練係指為了某一項工作上的需
要，針對特定項目所實施的一種技術教導活動而言，其目的在使接受訓練者在經過訓
練之後，能立即勝任所交代的工作或是把原有的工作做得更好。訓練與教育是有差異
性的，教育是廣泛性、普遍性、基礎性與啟發性的，著重於理論與知識介紹及道德培
養，而訓練則側重實作步驟與技術的純熟度。
觀之我國監獄行刑法第一條，其開宗明義揭示：「徒刑、拘役之執行，以使受刑
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充分顯示出現代刑事政策，行刑的中心思想及刑
罰的目的趨於人犯之感化與教育訓練，故也相對地提高了監所之任務與地位；監所當
不僅是消極地監禁、羈押收容人，而是應更積極地進行教誨教育及技能訓練，達成收
容人順利重返社會之重責大任。
為瞭解國內外矯正機關技能訓練辦理情形並加以比較，目前蒐集的文獻資料中，
針對國內技能訓練成效評估之研究顯現較多，然上述研究大多從收容人與戒護人員或
承辦作業人員對訓練之相關問題做問卷調查分析，或探討當前辦理技能訓練之效益及
以何種方式評估訓練之成效，惟較少文獻介紹或探討國外技能訓練制度與現況，為一
窺國外矯正機關辦理技能訓練之現況，本研究選擇先進國家中之美國、日本與德國為
研究對象，同時加上鄰近亞洲國家之中國大陸與南韓，期能從上述諸國之矯正機關辦
理技能訓練之制度與現況上獲得啟發與助益。
我國近年來在法務部大力改革獄政下，推動了許多嶄新、提升獄政效率的措施，
並訂定作業和技能訓練之精進方針，如發展一監（所）一（數）特色、努力保存地方
上瀕臨失傳之工藝文化，藉由展示活動向外界推廣監所技能訓練成效與自營作業產品
或積極引進社會資源用以提升作業、技訓績效等等。究竟我國近年來所推動關於作
業、技訓之改革措施，需否借鏡於外國之制度？或者這是我國所獨有之技訓作業特色
呢？均是本文欲一探究竟之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目前矯正機關在培養收容人勤勞習慣與習得謀生技能之目標上，積極辦理各種委
託加工作業、創設自營作業，並廣辦技能訓練職類，期使收容人養成勤勞習性並習有
一技之長，回歸社會後順利謀生就業，以達降低再犯之矯治使命。為此，矯正司每年
均編列上千萬元之經費，用以辦理收容人技能訓練，以95年度為例，參訓收容人之人
數高達5,580人。又法務部近來每年至少舉辦一次大型全國矯正機關聯合展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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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藉展示活動呈現各式各樣優美精湛之作業技訓暨教化藝文作品，有大型精緻木
雕、主題式花燈、沙畫掛圖、書法掛幅、精緻陶藝品、藺草編織作品…等等，讓人有
種彷彿置身於美術館或博物館之錯覺，因為展示的作品都是各矯正機關收容人之精心
創作所在。凡此均為實現教育刑之矯治理念，降低再犯率，以符合社會大眾對於監獄
的高度期待-【監獄應該像一部洗衣機，將一件件髒污不堪之衣服送入後洗滌乾淨，使
其煥然一新】。
本文目的乃欲針對訓練收容人一技之長，使其易於就業謀生而不致再犯、順利回
歸社會之技能訓練加以研究；首先介紹歐美與亞洲共五個國家其矯正機關技能訓練之
制度與現況，並探討我國收容人技能訓練之制度與現況，從近2年來我國各監所技能訓
練之辦理情形、致力保存瀕臨失傳之工藝文化等因素，交叉比對參加短期技訓班與通
過技術士證照對於出監後就業率是否有正相關。
研究最終目的係藉由上述資料，進行比較國內外技能訓練制度之相同與不同處，
除使國人能夠窺探國外技能訓練制度之樣貌外，更進一步瞭解國內外矯正機關於辦理
技能訓練業務上之差異，並能從國外制度中擇優仿效實行。
最後本文再以我國辦理技能訓練之資深人員進行焦點訪談，試圖從辦理技能訓練
之經驗中探究實務運作與政策理論之差異，並綜合所得，提出具體建議與改善方向，
以作為主辦技能訓練當局未來推展業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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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訓制度與現況分析探討

技能訓練之理論與實證研究

一、實證學派與逐級分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
實證學派受孔德（Comte）實證主義之影響，以科學之研究方法去觀察與發現犯罪
原因，認為犯罪並不僅僅是個人自由意志所引起，尚受到外在環境因素之交互影響，
此派學說認為刑罰之目的與意義，有別於應報思想之絕對理論，而採預防理論，即刑
罰之目的乃在於公正報應行為人之罪責，以刑罰之公正報應，威嚇或教育社會大眾而
生嚇阻犯罪之一般預防功能，並利用刑罰執行的機會，從事受刑人之矯治與再社會化
的工作，而收教化之個別預防功能。
近於1994年Sampson and Laub提出逐級分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Age-Graded
Theory of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of Crime ＆ Criminality），其中指出異常行為之發
展常軌，並提供了縝密而廣泛的解釋。該理論係植基於Hirschi（1969）的社會控制
理論，Sampson and Laub認為童年的反社會行為、少年犯罪與成年犯罪三者之間有強
烈地關聯性，但仍然有重要的事件與情況會使得犯罪情況有所改變。理論之重要內涵
為，不管早期的犯罪傾向如何，成年時期的重要事件-結婚、就業，可解釋成年犯罪狀
況之改變。一個人的人生經驗中，有二個重要的轉捩點-結婚與就業，這二個轉捩點可
使得即將步入犯罪歧途之人及時折返，轉而從事合法行為。
逐級分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包含了三個不同之主題。第一，他們認為結構性因
素例如貧窮，將減少或削弱父母親之水平與其他家庭功能的發展進程，進而造成與學
校的微弱連結並提高了少年犯罪機率。第二，他們認為在反社會行為之發展歷程中有
很多的固定模式。例如，其中一個對於未來犯罪與吸毒用藥之強而有力的預測，就是
先前曾參與這些反社會性的活動。簡言之，他們觀察到成人偏差行為與青春期及童年
時期之異常行為有關。第三，於成年時期非正式社會控制事件之發展將會改變犯罪狀
況，即發展有力的社會連結。例如健全的婚姻關係、就業與穩定的工作，將導致犯罪
狀況之改變，使即將步入歧途之人及時折返，縱使他們在青春期與青年時期具有嚴重
的反社會性傾向。
逐級分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代表了社會控制理論下一個很重要的延伸領域，因
為該理論更明確說明了在犯罪生涯過程中之穩定性與變化性，他們的理論代表著異常
行為的普遍模式，基於該理論發現，「就業」可以是改變成年時期犯罪狀況之重要因
素，可作為人生歷程之重大轉捩點，能夠使即將步入歧途者及時轉向為合法行為。由
此亦可推論，現今矯正機關進行收容人之技能訓練，增加收容人一技之長，使其得以
順利回歸社會就業謀生，進而停止不法行為或者打消不法念頭，應有助於犯罪狀況之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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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業率與犯罪之關係-實證文獻比較
作者
年代 主要內容
研究結果
Cook & Zarkin 1985 使用美國失業率（1935-1979年） 1.無論在長期或短期下，強
及就業率（1949-1979年）資料， 盜和竊盜犯罪率與失業率均
在一階差分估計下，研究景氣循 有正的顯著關係，而兩者與
環與犯罪率關係。
就業率則有負的顯著關係；
即經濟衰退期會使得這兩種
類型之犯罪行為增加。
2.在短期下，汽車竊盜犯罪
率與失業率有負的顯著關
係，而與就業率有正的顯著
關係。
3.殺人罪對經濟循環波動是
不敏感的，僅在長期下，與
失業率有正的顯著關係。
Raphae
2001 使 用 1 9 7 1 - 1 9 9 7 年 美 國 s t a t e - 失業率對暴力犯罪及財產犯
&Winer-Ebmer
level panel data，分析失業率 罪皆有正的顯著關係。
與犯罪率的關係
楊雅惠
1992 以效用函數探討人口因素、失業 失業率與總犯罪率、竊盜犯
率、警政支出、經濟環境等相關 罪、經濟犯罪均有正的顯著
變數對犯罪的影響。
關係。
劉仲偉
2005 探討1978-2003年臺灣地區失業率 失業率對全國刑案、財產犯
與犯罪發生之關係
罪、竊盜、汽車竊盜、強盜
搶奪有正的顯著關係。
姚雅清
2008 以 經 濟 學 的 觀 點 來 分 析 犯 罪 行 失業率對全國刑案、竊盜、
為，從犯罪者的角度，考慮其犯 暴力犯罪案件犯罪發生率均
罪成本與利益，再根據犯罪嚇阻 有正的顯著影響。
理論，以實證來探討社會、經濟
及政治因素的變動對全國刑案、
竊盜及暴力等三種類型犯罪發生
率的影響。
綜合上述文獻研究結果多指出，失業率與犯罪率（尤其是財產犯罪）之間有正的
顯著關係，意指失業率若增加則犯罪率亦將隨之提高，若失業率下降則犯罪率亦將隨
之降低，此研究結果更可強化上述推論，當矯正機關進行收容人之技能訓練，使其得
以順利回歸社會就業謀生，將有助於犯罪率之降低。

第二節

國外矯正機構技能訓練制度與現況

一、美國
(一)美國聯邦監獄作業公司簡介
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於1934年設立了美國聯邦監獄作業制度
（Federal Prison Industries，簡稱FPI），目的使收容人學得一技之長。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95%的監獄作業產品主要是做為戰爭時的物資。1950年代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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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960年代初期，並先後建立及整修31座監獄中的18座，以為產品之製造工
場。1974年更設立了地方性的販售處所，並於1977年正式成立美國聯邦監獄
作業公司（UNICOR）。此後並迅速大量生產與擴張經營，且在1996年將產品
型錄建置於網路上。目前大約有13%（約19,300人）的收容人分布在全美71座
監獄的100個作業工場中，主要提供作業產品與服務，銷售對象為政府部門、
社會大眾與民間企業等，擁有良好的作業產銷制度（矯治作業系統與各州訂
立契約上所享有的固定銷售網），作業涵蓋辦公室組合傢俱（目前熱門的作
業項目）、飛彈代用電纜的製造、成衣製作、農業耕作、燃料酒精及資料輸
入系統等高科技產業與公共服務業等工作。公司為一法人團體，由六位指導
委員所組成的委員會管理，經營之型態採取企業化、大規模化之經營方式；
其特色是統整各監獄之作業項目，採聯合經營之方式營運，著重於有效率的
企業化經營管理，及不斷的評估檢討 運作績效，保持對各監獄作業項目之正
確的領導方式，使得聯邦監獄作業公司的業績能夠有效地持續成長，對於各
監獄生產操作以系統化管理，例如物品採購、生產流程、品質管控、市場銷
售等均有具體的管理模式，並負責所有聯邦監獄作業之營運，非如各監獄個
別經營，並以累積之資金增加設備、新聘短期人員以從事最新型態的技能訓
練項目，並以此為其核心價值。每年的歲入營收完全由銷售產品與提供服務
給聯邦各機構而得來，並避免與當地私人企業進行競爭性的銷售，完全自給
自足，政府並未給予任何財務上支持。其盈餘被用來做為生產運作、資本改
進、設備更新、付費給接受職業訓練的受刑人以及監獄派到外面工作與訓練
的受刑人，例如視同作業人員的工資、接受結合職業訓練與監外作業合作計
畫之收容人工資即是。而其支出之中，更包含了應由公部門所支出的對受刑
人因職業訓練或作業生產而遭受意外傷害的賠償。
(二)聯邦監獄作業公司與技能訓練
聯邦監獄作業公司最重要之成就之 一，即是提供充足的基金辦理各監獄
收容人之職業訓練。近年來，在現存的盈餘之外，更提供了特別基金用來實
地示範操作，以及新的智力訓練計畫，並利用私人企業的設施和資源，以及
配合州立職業訓練機構，共同策劃研究，使技能訓練業務不斷發展，以1985
年4月底為例，僱用在監受刑人已達9,532人，為了訓練僱用及支付勞作金有關
職業訓練的費用，亦超過了5百萬美元。如各監獄能產銷多種市場上需求之作
業成品，則必帶動技能訓練之順利進行，能夠運轉之資本增加，又如品質之
管制嚴格，使顧客信賴，則成品必能暢銷，彼此相輔相成，使整體作業能有
效率地運作。
作業受刑人如從事專業性的生產工作，則必須先接受職業訓練，經過專
業知識技能之授受，才能順利地與生產環境相結合，同時提高產品之品質與
數量。於每個設有作業生產部門的監獄都附設了一項以上的學徒訓練計畫，
該計畫在提供受刑人標準的訓練，結業後可得到國家認可的結業證書，且得
到聯邦及州政府部門訓 練單位與工會的共同認可；並且視各個監獄之實際狀
況與開辦能力，推動具有前瞻性、高科技、符合現代化需求的技能訓練項

第八篇.indd 607

2010/12/10 下午 04:03:13

608

98年度法務研究選輯

目，既顧及現實需要，也提供社會未來發展的需求。
(三)聯邦監獄教育與訓練制度
1.就業培訓課程：
除了創造監獄受僱之勞動力，減低再犯率是聯邦監獄另一個提供教育課
程之重要理由，就業培訓課程與學徒資格取得課程，是為了讓收容人出監後
順利就業所提供最重要的二項計畫，如同收容人所涉罪名之差異性，聯邦監
獄提供之教育課程也因人而異，各式各樣的培訓設施從木工到烹飪，至於與
高度安全性的課程則受到較多的限制。不管是技術證照或學業證書上，皆不
會提到受刑人是於服刑時所取得者，由於職業培訓課程與學徒資格取得制，
聯邦監獄亦為即將出監之受刑人提供生涯規劃與各種的自我協助課程。此
外，聯邦矯正當局舉辦模擬就業徵才博覽會，使得收容人出監後能順利受僱
於當地之企業。然而似乎這樣的策略對收容人幫助仍然有限，因為就業覽會
並不是常常舉辦，以1998年為例，聯邦監獄僅舉辦了14次，計550名受刑人
與213名自願者參與就業博覽會。
2.教育課程：
聯邦矯正當局提供各種各樣的課程使收容人學習識字與銷售技能，協助
他們出監後能順利就業。聯邦監獄提供課程有識字課程、英語課程（作為第
二種語言）、父母角色學習、健康教育、成人繼續教育、圖書服務、休閒活
之指引。沒有高中畢業證書或普通教育發展證明（GED）的收容人必須參
加至少240個小時的識字課程直到他們獲得GED為止。不會講英語的收容人
必須學習英語作為第二種語言。職業技能培訓課程須根據收容人之需求、一
般勞動市場條件和勞方企業的需求。其中一個重要的部份是在職培訓，通過
在職培訓的收容人能夠獲得聯邦監獄產業相關的工作任務。聯邦矯正當局也
促使高中後教育朝向以專業、職業為導向之領域。一些傳統的大學課程亦可
利用，但是收容人要自己負擔學費。父母角色學習課程幫助監禁中之收容人
學習到為人父母適當的之技能。休閒和健康活動課程使收容人學習到健康生
活方式與習慣。聯邦監獄之圖書館，館藏有各種各樣小說和非小說書類、雜
誌、報紙和參考資料；其中也提供相關資料供收容人開展對法律研究與準備
法律文件。
(四)全國監獄收容人教育培訓情形
由Caroline Wolf Harlow,Ph.D.（卡羅琳狼哈洛博士） 美國司法統計局統計
員提出之統計報告，比較各州、聯邦監獄與地方監獄之收容人與一般民眾的
教育程度，描述各州、聯邦監獄與地方監獄提供收容人之教育培訓課程，調
查結果分析的重點如下：
‧68％的國家監獄收容人沒有獲得高中畢業文憑。
‧約26％的國家監獄收容人表示，他們在懲教設施服刑
同時已經完成了普通同等學歷證書
Caroline Wolf Harlow,Ph.D.於2003年1月發表之研究統計情形如下：
1.於1997年在聯邦與州立監獄約有41％的收容人、31％受感化者尚未完成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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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等學歷，相比之下，其中佔18％的18歲以上的收容人尚未完成12年國民
教育。
2.1991年到1997年，受監禁者沒有高中畢業文憑或普通同等學歷證書的比例仍
然維持約40％，如1997年的40％、1991年的41％。在國家監獄於1991年有
293,000名、在1997年有420,600名收容人，於入監時沒有高中文憑。
3.於10個州超過9個監獄，為其收容人提供教育計畫，有一半的各州監獄收容
人指出，從他們入監服刑，即參與了教育計畫。四分之一的各州監獄收容人
接受基礎教育或高中教育課程與接近三項的職業訓練。

受懲教者與一般民眾之教育程度一覽表
教育程度
受監禁者 各州監獄 聯邦監獄 地方監獄 受感化者 一般民眾
沒有高中畢業文憑
41.3
39.7
26.5
46.5
30.6
18.4
普通同等學歷證書
23.4
28.5
22.7
14.1
11
-高中畢業
22.6
20.5
27
25.9
34.8
33.2
中學後學歷
12.7
11.4
23.9
13.5
23.6
48.4

全國監獄收容人沒有完成高中或普通同等學歷證書情形
性別
種族
年齡
公民資格
智能
兵役

男性40 ％
白人27 ％
24歲以下者52％
非公民61 ％
語音殘疾者59 ％
已服兵役者12 ％

女性42 ％
黑人44 ％
45歲以上者35％
美國公民38 ％
學習障礙者66 ％
未服兵役者44 ％

各州監獄近來入監收容人已參加教育培訓計劃之群體情形
54 ％沒有高中文憑
42 ％有高中畢業文憑
男性52 ％
白人49 ％
24歲以下者58 ％
非公民54 ％

60 ％有普通同等學歷證書
43 ％有中學後教育學歷
女性50 ％
黑人54 ％
45歲以上者47 ％
美國公民52 ％

約90％的州立監獄、所有的聯邦監獄與幾乎90％的私營監獄為其收容人提供教育
培訓計畫，這些懲教機構通常會給與收容刑期一年以上者一段長時間去集中達成教育
培訓目標，相較之下，地方監獄為短刑期收容人安排教育培訓，大約10分之6的地方監
獄針對之收容人提供教育培訓計劃，即使收容人僅為短暫拘留。
為其收容人提供教育培訓計畫的國家監獄與私營監獄從1995年到2000年開始增
加。於1995年，88％的國家監獄和72％的私營監獄提供教育培訓計畫；於2000年，
91％的國家監獄和88％的私營監獄提供教育培訓機會，於1995年至2000年這段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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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所有的聯邦監獄皆提供教育課程。
中等教育課程，著重於取得普通同等學歷證書，是2000年最普遍盛行的教育課
程，所有的聯邦監獄、超過80％的州立監獄、70％的私營監獄與一半以上的地方監獄
提供如高中水平的教育課程，下一個最常見的是基礎課程-算術與閱讀，所有的聯邦監
獄、80％的州立監獄、60％的私營監獄與25％的地方監獄提供這些基礎課程。
職業培訓，專為收容人未來就業所設計之技能訓練課程，據統計有56％的州立監
獄、94％的聯邦監獄、44％的私營監獄與25％的地方監獄提供收容人職業培訓課程。
於監獄所提供之教育培訓課程中，以高中教育課程與普通同等學歷證書課程最受歡
迎。

全國監獄收容人參加培訓課程情形如下：
收容處所
各州監獄
聯邦監獄
全國監獄

收容人參加之人數比例與培訓課程
33％收容人已參加職業訓練課程-以學習特定專業工作技能為主
33％收容人已參加職業訓練課程
25％的監獄收容人已接受高中教育課程。

(五)女子監獄職業訓練現況
1.簡介：俄亥俄州女子教養院Ohio Reformatory for Women，1916年成立，97年
每日平均收容人數2,453人，工作人員共474人，該女子教養院為新入監短刑
期之女收容人提供合適的教育課程使罪犯順利賦歸社會。每日生活技能課程
有因應策略、家庭服務、健康教育、康復問題、就業準備、修整成功、財務
管理和其他主題以彌補這一全面性的課程，為這些短刑期女收容人提供8項
復歸之處理方式-教育、就業、婚姻、家庭、同事與人際關係、藥物濫用、
社會運作、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和態度。技能訓練方面，提供教育學術課程
有識字班、成人基礎教育班、哥倫布州社區學院班；除了教育課程另開辦職
業培訓班有建築業、環境美化和園藝、通用辦公系統、美容、鍋爐操作員學
徒、蒸汽工程師學徒。

技訓成果-烘焙（左圖）與縫紉（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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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國中西部女子監獄之收容人從事各種監內服務工作如食堂服務、清潔衛生
與縫紉製衣。這些工作都是有報酬的，女性收容人也樂於掙點零用錢與消磨
獄中時光。監獄管理部門主要目的係為了讓收容人學習一技之長，使其日後
出獄能夠自食其力，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守法公民。
3.女子監獄職業訓練之沿革，從學者Glick ＆ Neto（1977）的研究報告中發
現，女監所提供的職業訓練遠較男監來得少，且現有的職種類別也不夠多樣
化。而後的學者Mosash, Haar,＆Rucker（1994）研究中發現女監所提供之職
業訓練較男監少之情況到了1980年代已有改善，但是監獄設置職類仍然受到
性別的歧視，所提供的教育與職訓僅限縮於符合女性的科目而已。
(六)內華達州監獄之教育與訓練情況
教育統籌司透過內華達州管教部的監獄系統管理多個教育計劃。教育
司會同地方學校、社區學院和大學，提供各級學術及職業訓練課程。我們
（Nevad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的使命是“提供罪犯教育、培訓、工作和
心理發展機會，使其成功地重新進入社會。”自1990年以來，各項關於累犯
之研究發現，如果罪犯完成教育計劃課程並學會成功地閱讀和書寫技巧，就
不太可能再次犯罪而重新回到監獄。
內華達州的監獄有約58 ％ 的犯人入監時尚未完成高中教育。我們的目標
是，讓每一個犯人離開監獄時都能獲得普通同等學歷證書或高中文憑。在我
們每個主要監獄的學區學校，提供了一系列的懲教教育，包括基本識字-針對
測試低於第八級的罪犯，並將英語作為第二語言，除了傳統的高中課程並教
授生活技能、普通同等學歷證書和職業培訓課程。當罪犯取得20½信貸並通過
能力考試時，國家教育委員會依規定頒予其成人高中文憑。於2008年期間，
超過5000名囚犯已報名參加成人教育計劃。
超過78 ％ 的囚犯於入監時僅有微乎其微的工作技能。內華達州的學校傳
授該州監獄囚犯職業技能，職業訓練課程有烹飪技巧、建築技術、消防、汽
車修護、商業管理、設備維修、空調安裝和維修、焊接、傢俱木工、服飾乾
洗、電腦技能等。受訓之犯人於監內也能得到較好的工作，例如記帳員、廚
師、工友、維修工人、園丁等。目前，西內華達與南內華達州的學院為該州
監獄提供了大學課程。少年罪犯-格蘭特Grant獲得美國教育部提供獎學金（專
為25歲以下出監後5年內完成學業之少年罪犯），用以支付大學學費和雜費。
內華達州特以法律規範-獎勵罪犯於服刑時研習教育課程，其中一項激勵措施
是以教育學分來抵減刑期；只要獲得了證書、完成教育或職業培訓課程，縱
使身陷囹圄，仍可取得縮短出監日期之資格。
二、日本
(一)刑務作業之種類
日本現行監所行政及業務係於法務省下，設矯正局主管其事，日本之
「刑務所」即監獄，乃執行自由刑之場所，日本現有76個行刑設施（刑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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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少年刑務所及拘置所）實施刑務作業，至平成20年（2008年）9月末約6
萬4千名收容人從事作業，作業種類有木工、印刷、縫紉、金屬機械加工、皮
革加工、農業及生產作業等大約20餘種，每人按照適性從事指定之作業。
各刑務所下設作業課，掌管有關作業之企劃及指導與職業教育事項。刑
務作業之型態有三，分述如下：
1.生產作業：又分為製作作業、事業部作業及提供勞務作業三種方式，「製作
作業」即由國家供應原材料之製作作業收入，「事業部作業」係由該事業部
提供全部或部分原材料給監所，由收容人製成產品販賣之作業型態。「勞務
作業」即生產所用原物料之全部由契約之對方提供或國家僅提供受刑人勞務
之工資收入作業。
2.職業訓練，分為專門職業訓練與標準職業訓練兩種。
3.自營作業，分為經理作業與營繕作業兩種，前者如炊事、洗滌、清掃、看護
等行刑設施本身營運上所必要之作業；後者如從事營建、修繕等矯正設施所
必要之修理工程作業。
自昭和58年（1983年）開始，為順應政府財政改革計畫，於是削減原材料
費之預算，改由國庫交付補助金給財團法人矯正協會刑務作業協力事業部（以
下簡稱事業部），由該事業部取代國家提供監所作業所需原物料，由收容人製
成產品販賣之作業型態，係以官、私、民三者共同組成之非營利組織模式經
營。此新作業型態自昭和58年7月14日開始實施，營運情況大致順利，以昭和
60年度為例，製成品出售所得總共約111億日圓，參加作業人員約6千人，佔全
部作業者4萬3千人的百分之14，成效尚稱良好。由此可知，日本事業部刑務作
業類似我國自營作業，惟與我國不同之處，在於生產產品所需原物料與產品銷
售係由事業部負責辦理，我國則由監所自營採購與行銷。日本刑務所自營作業
係指經理作業與營繕作業，類似我國之視同作業。
職業訓練之實施，目的使受刑人取得證照或資格，以及取得職業的重要知
識、技術，此為防止受刑人再犯，與更生向善及重要的方策之一。受刑人職業
訓練根據法務省「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規定，分為綜合訓練、集中訓練、機
關訓練三種。訓練科目有溶接科（焊接）、小型建設機械科、堆高機運轉科、
資訊處理科、電工科、理容科、美容科、在家護理科等三十種。凡經綜合訓練
機關一年1400小時之訓練者，可獲得勞動者職業能力開發局長發給履修証明
書。各監所收容人均著制服與戴帽子，帽子上有各種顏色條紋，以分級別，易
於辨認與控制；各監獄工場中除有正主管外，並配有一位備勤主管，予以協助
維持秩序。看守所被告因身份地位未定，一般均不參加作業，同時為尊重人權
也不准外界參觀看守所。各監所均設置統一的作業洗衣工場，收容人衣物、被
單及戒護人員制服，一律由公家清洗，亦可向外承攬各種衣物洗滌與整燙。大
部分監獄內設置汽車維修廠，除予收容人汽車維修訓練外，並為監理站代辦各
種車輛檢驗工作。

第八篇.indd 612

2010/12/10 下午 04:03:14

國內外矯正機關收容人技能訓練制度之比較研究

刑務所作業工場景觀

作業情形-工作椅製作

堆高機運轉科職業訓練

溶接科(焊接)職業訓練

613

(二)頒布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
2006年5月23日法務省矯成訓3327號，頒布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以下僅
擇與職業訓練有關之法規介紹之。
1.職業訓練之種類有：
(1)專門職業訓練，乃為期一年的培訓期間，訓練受刑人考取證照或取得專
業資格，職業培訓以學習先進的技能和專業知識為主。科目有（1）矯正
局長認定職業訓練基準之科目（2）相關行政機關指定培訓機構之訓練科
目（3）除上述外，刑事機構首長認為必要之科目。
(2)標準職業訓練，在提供一個機會進行廣泛的培訓，使受刑人學習職業的
重要知識與技術，並基於每所刑務機構的現實狀況，改進標準職業訓練
之種類與內容。科目，除了矯正局長認定職業訓練基準之科目外，尚有
刑事機構首長認為必要之科目。
2.職業訓練之方法有：
(1)綜合訓練，針對全國各監獄適格之收容人，指定7所設有特別訓練種類之
監獄，實施專門職業訓練。
(2)集合訓練，針對各矯正管區內或自己管區內之收容人，指定28所設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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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訓練種類之監獄，實施職業訓練。
(3)機關（自所）訓練，係針對各自監獄內之收容人挑選合適者實施職業訓
練。
刑事機構首長可從下列適當受刑人中選定受刑人接受職業訓練：（1）希
望接受職業訓練者（2）殘刑超過職業訓練期間者（3）健康狀態堪受職業訓
練者（4）服刑態度良好，有改善更生意願者。（5）適性檢查結果，適合職
業訓練者。（6）有接受職業證照考試資格者（限受過專門職業訓練者）。刑
事機構首長對完成職業訓練成績及格者得授予修了証書，並得對成績優良之
訓練生得予表揚。
(三)女子監獄作業與技訓情形
日本全國共設有8所女子監獄，女性受刑人約佔全國受刑人百分之四，女
子監獄之一般作業以洋服裁縫作業與金屬加工為主。職業訓練分兩種：1.監獄
自辦職業訓練（機關自所訓練），訓練職類有和式裁縫、毛線編織、家事服
務、英日文打字訓練等科目，訓練時間三個月到一年不等。2.集合訓練，從自
己監獄及其他女子監獄招訓受刑人接受訓練課程。
以栃木女子監獄（屬法務省東京矯正管區、日本最大的女子監獄）為
例，職業訓練以適合女性特質為考量，有美容、堆高機操作、居家照護、綜
和美容與鍋爐操作等科別，訓練內容均依國家職業訓練課程規定標準，訓練
時間為期二年，包括授課一年及操作實習一年，例如美容科於訓練結束通過
國家舉辦之資格檢定考試，正式取得美容師執業執照，出獄後即有謀生技
能，相當實用，成為年紀較輕及長刑期受刑人學習意願最熱門之科目。
(四)開放處遇之作業與技訓情形
日本最具代表性之開放機構，首推「交通監獄」的市原監獄，該監專收
因交通犯罪被處徒刑或監禁之受刑人。在喜連川農業土木學園是日本最先為
受刑人所開設之開放機構。大井造船作業場的受刑人則與一般造船工人一
起從事造船工程，在工寮生活，享有大幅度的自由，與一般社會生活相當接
近。在開放機構內，寢室、餐廳、工場，原則上不加鎖，受刑人與家屬會面
時盡量不加監視，機構藉生活指導與職業訓練方式，積極進行受刑人復歸社
會的各種必要訓練。

市原監獄之作業與職業訓練之簡介
作業內容
種類
金屬加工
農業
其他日用品
職業訓練
訓練人數
平均2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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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人數
81人
20人
180人

作業面積
432平方公尺
22000平方公尺
3579平方公尺

工作項目
拋光機零件
自給自足之蔬菜
大豆醬油之生產

作業面積
864平方公尺

訓練職類
焊接、電工、鍋爐操作、資訊處理、汽車、手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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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韓（大韓民國）
(一)技能訓練制度
矯正（校準）機關職業培訓計劃，目的在培養受刑人之就業技術與能
力，使其出監後能順利地就業謀生。自1969年以來，在勞動部事務司主導下
已於全國各地30個矯正機關成立了公共職業培訓中心。在每一個培訓中心，
六個月至二年的培訓課程提供了66種職類的技能訓練，如電腦圖像設計，動
畫，建築，機械，電子領域等等。監獄鼓勵完成培訓課程的受刑人參加由韓
國產業人力資源管理機構主辦的技術技能競賽；此外，他們（人力資源管理
機構）也可以授權省市級相關機構進行技能檢定之考試。
針對擁有優秀技能的14歲以上年輕受刑人，鼓勵參加由韓國國際職業技
能競賽委員會贊助的國家或地方技能競賽。這些年輕受刑人與社會上優秀的
工匠一較高下，與賽的年輕受刑人每年在多個技能領域贏取許多獎項，甚至
包括金牌。這些獲獎之受刑人，在提供職業介紹與假釋核准上可獲得優先考
慮之機會。
(二)永登浦矯導所（監獄）辦理技訓情形
該所原名富川矯導所，於1949年12月設立，至1968年9月才改稱永登浦矯
導所。該所為加強收容人之技藝訓練，於1979年9月附設職業訓練中心，訓練
中心佔地3,554坪、各項設備齊全，訓練種類頗具實用性，計有砌磚、水泥、
模板、貼磁磚、建築、油漆、建築、木工、焊工、車床、板金等。訓練對象
由矯導所選送，結訓後再回原矯導所執行，訓練目標以使受刑人獲取二級技
術士為主，使其獲釋後能自力更生防止再犯為目的。此外，韓國矯導所尚實
施「外部職業訓練」，選送受刑人至所外之職業訓練機構參加職業訓練。
收容人於工場均戴帽子，職業訓練所需材料均由政府供應，如砌磚、抹
牆、美工、車床、理髮、木工及電器熔接等訓練。
(三)仁川少年矯導所辦理技訓情形
該所於1938年3月設立，所內職業訓練場為679平方公尺、工場3,071平
方公尺，該所與大宇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實施電器熔接及配管訓練，
以使收容人習得一技之長。於1953年成立「忠義少年團」，訓練少年團成員
學習自治、手旗、儀式、樂隊及社會服務活動，並於1954年加入世界童子軍
協會，除參與各項童子軍活動外，其活動內容以擴大少年與社會接觸層面為
主，如社區環境清潔維護、農耕支援農忙助割、參與演奏表演、各種野營訓
練等，藉此接觸重建少年犯罪者與社會之凝結力，減少疏離感，促使少年犯
罪者適於社會生活。
(四)青松監獄-現代化職業培訓行動
1.第一個辦理專門職業訓練之監獄
青松監獄係南韓第一個辦理專門職業培訓的監獄，一般監獄主要是職業
資格之培訓，而青松監獄主要在培訓就業技能，因此會從一般監獄中已取得
培訓資格之收容人選擇一部份，送至青松監獄進行技能培訓。該監開辦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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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課程有汽車維修、工業設施、電腦維修和工程應用課程，並延聘優秀教師
入監指導受刑人，透過各種教育與培訓課程使受刑人成功重返社會，採購先
進的專用設備和設施。此外，為幫助受刑人出監後順利就業，該監獄與大
邱•慶北機械工業與首爾遊戲機公司達成合作協議，於企業的支持下增設各
項培訓設施與成立公共組織，用以推展多元的職業與專業培訓計畫。在青松
監獄接受教育和培訓的受刑人，若在工業領域取得優越的技術能力，即會取
得資格可進入與青松監獄合作的企業中工作。
2.通過技術能力認證以尋找就業機會
目前該監與矯正（校準）機構的職業培訓重點在於使受刑人獲得就業市
場所需要的技術認證，青松監獄的職業培訓當然不只是使受刑人獲得資格認
證，更要培訓受刑人發展適應企業工作文化的能力。近來青松監獄投入50億
韓元辦理一項新的就業培訓計畫，除了採購新穎的職業訓練設備，並與天主
教大學、慶尚北道經度城市大學、慶尚北道機械工業合作、慶尚北道的汽車
維修企業合作，簽署了一項科技合作的未來網絡，將職業培訓工作穩步推向
新旅程。新成立的合作小組成員有13人，任務在聯繫培訓工作、提供就業信
息和經濟發展趨勢，使合作的培訓計畫順利推展。此外，為使技能培訓能有
效地運作，增加職業培訓教師10名，每位教師兼有兩個職位。

職業培訓-電腦應用、糕點烘焙與汽車維修
3.職業培訓和標準的選擇程序
職業技能培訓，從既有的賽車維修、一般建築、工業設備、焊接與刻
印，從2008年開始加入電腦應用、機械維修、電器、糕點烘焙、美髮、電腦
維修，每個職業培訓訓練期間為期一年培訓對象，針對剩餘刑期為2年且在
監表現與生活態度良好之受刑人進行職業培訓。每季矯正局指示各監獄推薦
適合培訓之學員，這些學員素質經過嚴格挑選，挑選出來的學員稱為「研修
生」。
4.研修生的待遇和設施：
為了使參訓受刑人能與社會產生正面有益的連結並減輕監禁的壓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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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培訓期間，會安排幾週至市政府執行夜間工作（維修工作）。學員除了
接受職業專業培訓課程也可以召開小團體會議。除工作時間外，於假日可以
利用福利中心之設施。

青松監獄研修生之待遇與福利設施
樓層

1樓

2樓

設施
文康室
圖書與輔導
個人宗教堂
多媒體影音室
就業信息欄
健身房
乒乓球
多功能體育館

現有資料
卡拉OK設施
一般教育和職業培訓必要的專業書籍
個人祈禱和宗教儀式
個人外語學習、聽音樂、看電影
公告企業徵才訊息
30餘種健身器材
乒乓球桌與用具
室內籃球、排球、足球

開放時間
․平日
15:30~17:00
․星期六
09:30~15:00
․星期日
09:30~17:00

四、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推動全國監獄三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監所行政及業務，係於司法部下設監獄管理局主管
其事，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相當我國之監獄行刑法，該國監獄法第3條規定
「監獄應對罪犯實行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原則，將罪犯
改造成為守法公民。」第4條規定：「監獄對罪犯應當依法監管，根據改造罪
犯的需要，組織罪犯從事生產勞動，對罪犯進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術
教育。」第70條規定：「監獄根據罪犯的個人情況，合理組織勞動，使其矯
正惡習，養成勞動習慣，學會生產技能，並為釋放後就業創造條件。」，近
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大陸）為建設文明監獄，積極推動「全國監獄
三化」政策，即推動監獄工作之法制化、社會化與科學化。
1.監獄工作法制化：
法制化的核心是公正執法，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樹立依法治監理念，就是
要圍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此一方針而展開。要
切實增強幹警的法制觀念，事事、時時、處處都要把監獄的一切活動一絲不
苟地納入法制的軌道。要繼續完善、規範獄務公開制度，只有公開、透明，
才能保證執法的公平、公正。要多管齊下，內外結合，加強執法監督，特別
要加強對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等涉及罪犯切身利益的執法環節的監督，以
確保司法公正。另外，對罪犯人權的保障，經歷了一個由實行人道主義政策
上升到依法保障罪犯合法權利的過程。1994年頒布的《監獄法》，以法典形
式將保障罪犯30多種權利公佈，這是歷史性的進步。罪犯是人，是公民，
是監獄人權保障的出發點。對罪犯權利保護不僅是全方位、多層次、寬領
域的，而且是真實可信的，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監獄人權保障具有3個明
顯的特點：（1）既重視罪犯權利保障，更重視人民群眾特別是受害人的權
利保障。（2）把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是對罪犯權利最富有實質性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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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3）罪犯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的一致性。
2.監獄工作社會化：
主動與社會勞動技術培訓部門合作，在各監獄都成立了技術培訓學校，
市勞動社會保障局與監獄積極合作，定期派專業技術教師到監獄授課，培訓
後，獲得勞動部門發放的技術等級證書。這項工作使參加學習的犯人受益很
大，對提高教育改造質量起到了促進作用，為罪犯回歸社會自謀生路創造條
件。
為樹立監獄人民警察的執法形象，向社會宣傳監獄工作和改造成果，例
如利用天津日報等主流媒體設立“懺悔錄”、“獄警手記”、“走過昨天”
等近10個專欄，在天津人民廣播電台開辦“大牆內的聲音”直播節目，這種
做法得到社會各界對監獄工作的理解和支持，配合社會的法制教育，增強了
服務社會的功能，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也
充分體現了監獄工作與社會進步同步發展的良好形象。
3.監獄工作科學化：
監獄工作的科學發展，亦指要按客觀規律辦事。有兩項必須把握的原
則：1.辯證法，亦指「說兩句話，防止片面性」。例如監獄的職能，既要講
懲罰，又要講改造；監獄的定位，既是刑罰執行機關，又是改造場所，而
且它們是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的。2.劃清一個界線，把握好一個“度”，防
止極端化。例如人性與人的階級性、社會性的界線，注重罪犯的人性是應當
的，但提出人性化管理，則容易引起誤解。
要實現教育改造罪犯的科學化，就要科學認識罪犯，要探索分類教育，
切實做到因人施教。推行對頑劣犯個別教育承包的公開競標機制，辦理優秀
個別教育能手的評選活動，完善考評標準和機制，並對於提高教育改造質量
之積極改革、貢獻者給予獎勵。
(二)下達教育和技能培訓的通知令
1995年11月8日司法部、國家教委、勞動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對罪犯的文化
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通知，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廳（局）、教育
委員會、勞動（勞動人事）廳下達通知事項如下：
1.對罪犯的文化、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是一項對特殊對象的特殊教育，是一
項系統的社會工程。根據《監獄法》關於“罪犯的文化和職業技術教育，應
當列入所在地區教育規劃”的規定，各地及有關部門和監獄系統的各級領導
必須高度重視對罪犯的教育工作。監獄所在地的教育和勞動行政部門應當把
罪犯的文化、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作為一個組成部分列入本地區的教育和
培訓規劃，在有關計劃安排、參加有關會議、閱讀文件、溝通信息、交流經
驗、教研活動、培訓師資及教育設施建設投資等方面，為監獄教育與培訓工
作提供便利，解決困難。監獄的學校應當建設教學場所、設立教學機構、建
立教師隊伍，為教育與培訓工作提供必要的條件。
2.根據《監獄法》的有關規定，對罪犯的文化教育，應以掃盲、小學和初中教
育為主。對成年犯教育的教材，應選用經國家教委審定、司法部監獄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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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寫的文化教育課本；對未成年犯教育的教材可以採用普通中、小學課
本。有條件的監獄可開展高中教育。申請舉辦高中學歷教育的校（班），須
經當地（市）以上教育行政部門批准，報省（或計劃單列市）教育行政部門
備案。高中教育可選用人民教育出版社或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成人高中教材。
對於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罪犯，鼓勵其自學，並為他們參加社會舉辦的刊
授、函授、業大、電大及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提供條件，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門
在監獄設置考場，經考試合格，按規定發給相應的學業（包括學歷證書等）
證書。有關教育行政部門應積極配合，協助監獄部門做好這一工作。
3.對罪犯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要根據監獄的生產需要安排，同時考慮罪犯
期滿釋放後的不同去向和社會需要，開設各種週期短、投資少、實用性強、
見效快的綜合職業技能培訓班。設備充分的監獄可與地方學校聯合舉辦職業
學校或技工學校、職業培訓中心。教材主要選用普通技工學校、職業學校的
有關教材，亦可自行編寫部分補充教材。
4.關於罪犯的文化考試、技能鑑定及發證問題，根據《監獄法》第63、64條規
定，罪犯凡完成小學或初中文化教育課程或單項課程的，由監獄按當地教育
行政部門的有關規定組織考試，成績合格，按規定發給相應的學歷證書或單
科結業證書。對參加職業技能培訓和有一定技術專長的罪犯，其職業技能的
考核鑑定，應在當地勞動行政部門的指導下，按照有關規定進行。凡經考核
鑑定合格的，由當地勞動行政部門或主管產業部門頒發《技術等級證書》和
《技術合格證書》；符合評定技術職稱條件的，可以評定技術職稱。教育、
勞動行政部門頒發或由其授權監獄頒發的證書，社會應當承認。證書上不表
明獲證者的罪犯身份，證書按規定只收取工本費。
5.對未成年犯的教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關於“國家、社會、家
庭、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應當為有違法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接受教育創造
條件”和《監獄法》關於“監獄應當配合國家、社會、學校等教育機構，
為未成年犯接受義務教育提供必要的條件”的規定，教育、勞動行政部門和
社會、家庭、學校等都應當配合監獄為未成年犯接受義務教育提供必要的條
件，切實幫助監獄部門解決未成年犯的文化、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中存在的
困難和問題。
6.目前監獄部門的師資力量仍很薄弱，人員數量不足，且缺乏穩定性，無法符
合新形勢下教育改造罪犯工作的要求。各地教育、勞動行政部門應積極協助
監獄部門切實加強師資隊伍的培養和建設。一方面，在現有基礎上對專職教
師進行定期培訓或組織進修，不斷提高教師隊伍的業務素質和專業水平；另
一方面，有關部門要定期分配一部分高、中等院校畢業生，充實監獄部門的
教學崗位，並列入計畫，形成制度。
7.為進一步取得教育和勞動行政部門對罪犯進行文化、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工
作的支持和指導，各地監獄部門應進一步加強與所在地教育和勞動行政部門
的聯繫，將有關教學計畫和文化、技術教育及技能培訓的辦理情況，定期上
報當地教育和勞動行政部門，並使這一工作形成制度。當地教育和勞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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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要對監獄的教育與培訓工作進行經常性的檢查、監督和指導，並協助解
決具體困難。
(三)河南省豫西監獄辦理技訓情形
豫西監獄以人為本，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在確保安全穩定的基礎
上，把教育改造人放在監獄工作第一位，開創了教育改造工作的新模式，為
服刑人員拓寬了回歸社會的“綠色通道”。該監獄實現了連續16年安全無事
故，83％的受刑人獲得國家和社會勞動保障部門頒發的各類技術等級證書，
出監者重新犯罪率僅為2.88％,被司法部命名為「部級現代化文明監獄」。
1.配好一張“綠卡”
做好受刑人的技術教育培訓和技術升級、定級工作，使絕大多數受刑人
在服刑期間學到實用技術，並獲得相應的技術等級證書。為了讓受刑人擁有
一技之長，該監獄藉受刑人勞動改造的優勢，廣開技術教育渠道：
(1)開設機械製造、熱處理、電工、鉗工、焊工等19個專業技術訓練類別，
遍布受刑人勞動改造的各個崗位，對受刑人進行有系統的技術培訓。
(2)開設“陽光工程”培訓班。為了對符合農村勞動力轉移條件的受刑人分
期、分批進行培訓，該監獄積極與地方部門聯繫，為受刑人開辦SYB創
業培訓班，使SYB這一主要針對下崗職工開辦的創業培訓走進高牆，拓
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新途徑。
(3)開設果樹實用技術培訓班，實施網絡遠程教育。大陸司法部領導在豫西
監獄視察時曾稱讚他們的果樹栽培教材編的好，功夫下得足。
(4)受刑人職業技術鑑定工作，該監獄透過省監獄管理局育新國家職業技能
鑑定所，積極做好服刑人員職業技術資格辦證工作。監獄推出一系列激
勵措施：參加鑑定學員，一切辦證費用由監獄支付。五年來，先後有
2,177名受刑人獲得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頒發的技術等級證證書，拿到了
回歸社會再就業的“綠卡”。許多出監受刑人憑藉這張“綠卡”和專業
的技術，高高興興地步入了新的工作崗位。
2.搭建一個“平台”
為給刑釋人員搭建一個就業平台，豫西監獄先後聯繫了鋼球製造、礦山
設備、機械模具、電氣製造、玻璃製造等80餘家企業，與他們定期在獄內舉
辦服刑人員就業推介會，使企業代表走進高牆，與服刑人員面對面接觸。
2006年底舉辦的一次大型就業洽談會上，來自各地的40餘家企業與300餘名
即將刑釋人員當場簽訂就業意向書190份，就業合同50份，此活動受到社會
各界的稱讚。
該監獄落實省司法廳提出的司法行政系統要發揮職能作用，提高服務農
村改革發展的能力和水平的工作要求，對服刑人員職業技術教育又推出兩個
舉措：一是以服務“三農”為目標，及時改進教育培訓工作，讓農村籍服刑
人員根據年齡和文化程度的差別，選擇不同專業進行學習；二是擴大農學範
圍，興辦“綠色課堂”。在辦好果樹培訓班的基礎上，又增設了花卉、養
殖、高效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等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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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架起一座“金橋”
如何進一步拓寬服刑人員的就業渠道，如何有效地將監獄工作向社會延
伸，實現與社會的有效對接？該監把服刑人員技術教育工作放在構建和諧社會
的大背景中去謀劃。使身獲“技藝”的服刑人員與急需人才的社會企業早日聯
姻，在服刑人員與社會之間架起一座“金橋”，讓其順利回歸並融入社會，成
為和諧社會的建設者。2006年初，監獄開通了服刑人員新生就業推薦網站。
通過就業網、易典通網、人才網，定期向社會發布服刑人員的專業特長和技術
等級證書獲得情況等信息。與此同時，該監還與各地人才市場、勞動力市場和
職業介紹中心建立長期聯繫和合作關係，為企業和服刑人員牽線搭橋，擴大刑
釋人員就業打下了良好基礎。
從一張“綠卡”、一個“平台”、一座“金橋”，豫西監獄把監獄工作向
社會延伸，為刑釋人員回歸社會拓寬了就業的“綠色通道”，使正在服刑的人
員看到了希望。既提高了改造質量，又有效地穩定了監管改造秩序，可供我國
參考。
五、德國
(一)人性化監獄- SIEGBURG（錫格堡）監獄
在德國，刑罰執行權屬於各州內部事務，針對不同的收容對象，各州司
法部門專門設立了未成年人、成年人、婦女等不同類型的監獄，此外，還有
針對拘留候審人員的司法場所。位於北威州的錫格堡（SIEGBURG）監獄，
是收容未成年及成年男性的混合型監獄。這所監獄已經擁有100多年的歷史，
該監獄中有將近一半的收容人是未成年人，因此，對於未成年人的教育培訓
是該監很重要的工作，監獄長沃爾夫岡.諾伊法因德說：「我們應該重視青少
年犯罪者的教育以及他們的未來，以足球賽為例，我們監獄就是守門員，家
庭在球場上處於前鋒的位子，接下來是學校、職業教育領域，如果球場上出
了問題，那麼監獄的任務就是守好球門，如果監獄的教育工作也失敗了，那
麼就會給社會帶來很嚴重的後果」。
1.青少年收容人：
學術教育方面，安排了中學基礎教育課程；職業教育方面，安排了職業
教育課程有基本技能-金屬加工、木工、繪畫與嚴重水災特殊裝備講習、模
板培訓課程，近來最特別的是SIEGBURG監獄提供青少年足球裁判培訓課
程，該監目前開辦4個足球裁判培訓班，分理論與實務課程，且最後需通過
考試始能取得裁判資格，該培訓課程不僅可降低足球賽中之裁判成本支出，
且可藉此達到明確之教育目標-教導少年犯除了尊重規則，且必須謹慎地履
行規則，此外，藉著少年犯擔任裁判之角色，以學習如何控制與處理自己
的情緒。SIEGBURG監獄目前550名少年犯已有60名自願申請加入該培訓課
程，參加足球裁判培訓課程之少年犯指出，在此可以為自己學會負責任與獲
得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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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足球裁判培訓班
2.成年收容人：
該監安排有職業教育課程-針對就業技能之培訓，課程有木工、鎖匠、
裁縫、汽車維修、機械電子課程，接受培訓課程後收容人需參加培訓結業考
試以獲取技術檢定資格。專業技術培訓期間為2年，最長時間2年半。為了讓
收容人在期滿釋放後可以很快地融入社會，在學習過程中監獄會定期進行考
核，以便確保與維持學習品質，獄方表示2009年初剛好有5位汽車維修培訓
班之收容人參加期中考核，全部合格，成績相當好。

職訓課程-電腦應用（左圖）與機械操作（右圖）
3.個人化處遇
除了教育培訓課程，該監同時採取各種方式為收容人提供心理輔導與治
療課程。特別的是，該監針對各個收容人制定「個人計畫」，教他們如何渡
過監禁期間。在監獄工作人員看來，監獄的工作不僅僅是對收容人進行法律
上的處罰，更重要的是要幫助收容人調整心態、建立自信心、學會正確處理
與他人的關係，以便在出獄後能順利地融入社會。在勞動之餘，監獄為收容
人提供了不同的娛樂生活，比如體育運動、美術與音樂等等，除此之外，收
容人還自行組成了一些興趣小組，比如音樂、朗誦、話劇表演等等，這些活
動對調整犯人良好的情緒、創造監獄安全與和睦的氣氛都起到了積極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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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羅斯多夫監獄
靠近Kauf Park，是一間啟用不久的新監獄，監獄外型建築呈現如阿拉伯
數字3之形狀（如下圖左），負責執行拘留和監禁的男性成年犯目前收容人數
為379名。該監獄之作業產品強調高品質、低價格與大規模生產，目前生產
之作業產品有電纜線、零件組裝加工、服裝配件、清潔工作、資源回收工作
等。該監對於被拘留之收容人先予職業培訓與工作指導後，充分賦予被拘留
者於監內作業之機會，設有5間裝配精良之工作場所、180個工作位置，由2位
工匠協助指導使收容人從事五金加工、金屬車間等工作，從作業收入中提撥
作業盈餘挹注於收容人將來重返社會創業所需之資金。

監獄建築外型

作業場所

(三)薩克森州青年監獄Raßnitz技訓現況
薩克森州青年監獄Raßnitz係一個收容男性青少年犯罪者之監獄。該州規
範了青年監獄執行細節，其中第44條規範了收容人職業培訓與教育：
1.針對有能力之收容人採取教育與職業培訓以維持或促進出監後之就業能力，
對應收容人之能力與技能傾向予以分配工作。
2.對於分配工作之收容人，優先為職業指導、教育與培訓，以促進其教育，專
業或個人發展。其餘收容人如果願意或承諾工作，亦同。
3.各社會機構、學校與教育當局有義務給予合作。
4.如果收容人適合，應該被允許免費外出就業或由青年監 獄本身聘用於職業
培訓之基礎上從事研究。
青年監獄根據法定任務，以教育青少年為主要執行方式，學校教育與專
業資格培訓為必要之先決條件。以青少年初犯案件為例，尤注重奠定教育之
基礎和培訓領域之機會。專業培訓為期一年，有三間工場、8000平方米可
用空間供培訓之收容人使用。青年監獄Raßnitz為拘留之未成年人規劃不同
之職業教育和培訓活動。為期一年之職業培訓科目有金屬加工、電氣工程、
塗料、室內設計、農業經濟、木材技術；初始培訓課程有建築、物體塗層、
零件加工、木工、園藝技術、金屬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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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培訓-機工（左圖）與金屬加工（右圖）
薩克森州於2006年在其辦事處（LBBG），舉辦總年度收容人學校教育
與職業培訓，LBBG係該州司法部之分支機構，負責該州收容人之教育與培
訓任務，以下簡介其機構特色：
1.有鑑於監獄收容人數眾多，已經成為技術培訓之重點對象。
2.新結構LBBG下一個目標是進一步改善青年監獄並與其他監獄密切合作，並
爭取歐洲聯盟之資助進行收容人之職業培訓與學校教育。
3.於2006年有較高的執行水平，與2005年相比，參與者人數增加了26 ％ ，約
將近佔歐盟結構基金提供培訓資格措施的50 ％ （2004年約9 ％ 、2005年約
30％）。
4.該州所有LBBG分支機構提供了男性收容人教育與培訓之機會，並計畫整合
女性收容人之行動教育學院，在2006年度，共2,153人參加時間長短不一之
學校教育與培訓措施，與會者分為15名女性收容人與2,138名在成年與青年
監獄執行之男性收容人，在此期間，與會者共完成了1,986名收容人擬議之
培訓措施。

薩克森州-安哈爾特-自2005年以來LBBG培訓和教育收容人之概況
訓練種類
學校教育
高職專業培訓BVJ
初始培訓
再培訓
職業培訓BVB
教育學院
其他教育
合計

訓練人數
402人
160人
115人
28人
249人
520人
233人
1,707人

（BVJ-一年專業培訓 BVB措施-職業培訓機構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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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克森州-安哈爾特-收容人培訓和教育措施之資助者與參與者人數
資助者
歐洲聯盟基金
LBBG
就業機構
職業介紹所
合計

參加人數
1,060人
691人
246人
156人
2,153人

全國性收容人職業培訓和學校教育組織之分支機構培訓名額概況
分支機構
荷德紹
國聯大會堂
國聯大會堂（索塔）
荷蘭館三
荷馬格德堡
荷瑙姆堡
國聯Raßnitz
國聯Volkstedt
總 計

2005年培訓名額
85人
60人
-278人
65人
30人
491人
50人
1,059人

2006年培訓名額
67人
60人
25人
155人
53人
30人
350人
66人
818人

2005年與會者
119人
86人
78人
418人
113人
20人
646人
212人
1,692人

以上分別介紹五個國家之技能訓練制度與現況後，茲以下表就各國矯正機關技能
訓練制度進行簡要之比較：
比較點
美國
日本
南韓
大陸
德國
技能訓練經費 民 營 企 業 - 聯 政府公務預算 政府公務預算 政府公務預算 歐洲國家聯盟
來源
邦監獄作業公 為主
為主
為主
基金與就業機
司
構資助為主
技訓課程視年
是
是
是
是
是
齡與性別而定
辦理技能檢定
有
有
有
有
有
認證
有，甚至於清
提供學歷教育
課程
州與釜山監獄
有
有
為肢體障礙與
有
有
盲人提供特殊
教育
就業連結
1.聯邦監獄作 職業訓練與外 監獄與企業簽 如豫西監獄定 如薩克森州係
方式
業公司雇用經 界委託業務結 訂合作協議， 期舉辦就業推 由司法部之分
培訓之收容人 合 - 車 輛 檢 驗 使優秀結訓收 介會與設立就 支機構-LBBG
為員工
與維修
容人順利就業 業推薦網站 與企業簽訂合
2.設有職業輔
作協議，使優
導員協助技訓
秀結訓收容人
順利就業
與就業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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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矯正機關技能訓練之制度與現況
一、技能訓練之法源依據與主管法規
(一)法源依據
1.監獄行刑法第27條第1項規定：「作業應斟酌衛生、教化、經濟與受刑人之
刑期、健康、知識、技能及出獄後之生計定之」。
2.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36條第1項規定：「監獄作業，以訓練受刑人謀生技
能，養成勤勞習慣，陶冶身心為目的。」
3.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38條規定：「受刑人作業採分工制度，並按作業科目
及學習進度調換授藝，務使人人習得完整之技能。考核受刑人作業技能，以
成績定之。
4.監獄組織通則第5條第1項規定：「作業科掌理下列事項-作業之指導及受刑
人技能訓練事項」
(二)法務部主管法規
1.法務部所屬矯正機關辦理收容人技能訓練實施要點（95年4月21日修正），
針對各職類技訓收容人之遴選條件、矯正機關辦理技訓報部事項、對於教學
材料、機具、實習成品之控管、結訓學員調查就業情形等事項規範之。
2.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95年11月13日修正），針對設立職業訓練機
構之名稱、組織、設備規劃、教室面積、申請設立應檢附文件、申請許可之
程序、設立證書應記載事項、停辦與解散應報請核定等事項規範之。
3.矯正機關收容人技能訓練實習成品處理要點（96年4月4日函頒），為有效規
範矯正機關技訓實習成品之處理方式，規範實習成品之定義、成品樣式與數
量應填具成品完成通知單、技訓主管單位應依據通知單驗收入庫、成品應分
類、編號、保管、材料與製成品、實習成品應嚴予區隔列管，並建立登記帳
務資料、成品得用以公開展示、義賣、推廣、回收再利用，主管單位應設置
實習成品分類備查簿以記錄收受、發送、入庫情形、每半年至少盤點1次等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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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矯正機關最具實益之技能訓練項目參考表（96年4月24日法矯決字第
0960901565號函頒）
適用對象 行業分類
男性收容人 製造維修業
餐飲業
營造土木業
電腦資訊業
農林漁牧業
服務業
女性收容人 餐飲業
電腦資訊業
造型設計業
農林漁牧業
服務業

最具實益之際能訓練項目
1.汽車修護2.機器腳踏車修護3.室內配線4.焊接5.汽車美
容6.水電裝修
1.烘焙食品2.中餐烹飪3.中式麵食加工4.冷熱飲調製5.西
式及日式餐飲烹調
1.泥水-面材鋪貼2.泥水-砌磚3.建築製圖4.裝潢木工5.家
具木工
1.電腦軟體應用2.網頁設計3.電腦硬體維修4.網路架設
1.園藝2.造園景觀
1.照顧服務員2.餐旅服務3.廣告設計4.環保清潔服務5.生
命禮儀服務
1.烘焙食品2.中餐烹飪3.中式麵食加工4.冷熱飲調製5.西
式及日式餐飲烹調
1.電腦軟體應用2.網頁設計
1.美容2.美髮3.花藝4.新娘秘書5.飾品設計與製造6.廣告
設計
園藝
1.餐旅服務2.照顧服務員3.環保清潔

二、犯罪狀況及其與職業別、就業之關係
(一)95年犯罪狀況及其與職業別之關係
95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之判決確定有罪人數，總計145,741人，普通刑
法方面，以公共危險罪之28,696人為最多，占全部確定有罪人數的19.69%，95
年較常發生的犯罪行為，依犯罪人數排序為1.公共危險罪19.69％ 2.毒品犯罪
16.84％ 3.竊盜罪12.27％ 4.輕傷害罪5.30％ 5.賭博罪4.71％。（資料來源-法務
部）
95年判決確定有罪之罪名與職業關係 （資料來源-法務部）
罪名
職業別（人數） 比例
職業別
比例
竊盜罪
無業者 7,791人 43.56％ 勞動工作人員6,523人（指技 36.47％
術工、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
工、體力工及非技術工；下
同）
詐欺背信及重利罪 無業者2,942人 30.55％ 勞動工作人員2,370人
24.61％
強盜、搶奪罪
無業者1,292人 52.97％ 勞動工作人員598人
34.52％
妨害性自主及妨害 無業者1,030人 24.24％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914人 21.51％
風化罪
毒品犯罪
無業者9,735人 39.66％ 勞動人員9,201人
37.49%
賭博罪
無業者2,242人 32.63％ 勞動工作人員1,774人
25.82％
公共危險罪
技 術 工 等 有 關 49.79％ 無業者4,594人
16.01％
勞動工作人員
14,28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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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6年犯罪狀況及其與職業別之關係
96年各級法院檢察署執行之判決確定有罪人數，總計173,711人。96年較
常發生的犯罪行為依犯罪人數排序為1.公共危險罪23.65％ 2.毒品犯罪15.66％
3.竊盜罪13.38％ 4.賭博罪4.56％ 5.輕傷害罪4.36％。（資料來源-法務部）
96年判決確定有罪之罪名與職業關係（資料來源-法務部）
職業別
罪名
比例
職業別
比例
（人數）
竊盜罪
無業者10,026人 43.12％ 勞動工作人員8,772人（指技 37.73％
術工、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
工、體力工及非技術工；下
同）
詐欺背信及重利罪 無業者4,299人 27.65％ 勞動工作人員4,127人
26.54％
強盜、搶奪罪
無業者1,223人 52.02％ 勞動工作人員621人
26.41％
妨害性自主及妨害 服務工作人員及 23.57％ 無業者1,011人
22.46％
風化罪
售貨員1,061人
毒品犯罪
勞動人員11,345 41.71％ 無業者10,056人
36.97％
人
賭博罪
無業者2,827 人 35.66％ 勞動工作人員1,958 人
24.70％
公共危險罪
技 術 工 等 有 關 51.03％ 銷售員及服務工作人員6,240 15.19％
勞動工作人員
人
20,962 人
綜上95-96年犯罪狀況統計可知：
在判決確定有罪之犯罪者人數最多之前幾名中，分析其中各犯罪類別犯
罪者之職業發現，以「無職業者」所佔比例最高，其次為勞動工作人員（指
技術工、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工、體力工及非技術工），尤其於95年判決確
定有罪之罪名與職業別關係分析，更顯示出無業者與各類犯罪呈現高度正相
關之關係，以此近年來之犯罪狀況正好可對應出一般矯治理論觀點：「只要
行刑機構加強受刑人之技能訓練，使其學得一技之長，可藉以謀生，則再犯
之可能性必然降低」。再對照Sampson and Laub之逐級分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
論重點：「於成年時期，發展有力的社會連結例如健全的婚姻關係、就業與
穩定的工作，將導致犯罪狀況之改變，始即將步入歧途之人及時折返，縱使
他們在青春期與青年時期具有嚴重的反社會性傾向。」，可見 技能訓練作為
矯治處遇之一環仍有其不可忽視之重要性。

第八篇.indd 628

2010/12/10 下午 04:03:17

國內外矯正機關收容人技能訓練制度之比較研究

629

三、辦理短期技能訓練班之現況
(一)97年辦理短期技能訓練班之人數、班次與經費情形
職訓種類
電腦資訊班
食品烘焙班
烹飪小吃班
園藝景觀班
手工藝品班
機電修護班
室內配線班
木工班
陶藝班
車輛修護班
縫紉班
美容美髮班
調飲.輕食班
竹草編織班
麵食加工班
石才技藝班
其他技訓班
合 計

辦理97年短期技能訓練班統計表-依類別
訓練人數
開辦班次
1481
82
1085
62
694
34
532
33
543
35
474
36
453
32
427
28
301
15
263
12
204
11
193
13
160
8
134
9
157
8
85
6
878
97
8064人
521班

所需經費（萬）
1517.7
1045.4
620.3
456.9
532.6
179.7
349.4
571
440.8
594.7
181.8
320.1
46.2
108.6
166
98.8
491.4
7039.2萬

（詳細內容請參表1-1與表1-2）
(二)95-97年辦理短期技能訓練之人數、班次、經費情形
年度
95
96
97
合計
平均

95-97年短期技能訓練人數.班次.經費比較表
訓練人數
開辦班次
所需經費（萬）
8738
578
7218.5
7987
571
6882.6
8064
521
7039.2
24789
1670
21140.3
8263人
557班
7047萬

備註

四捨五入

近3年平均每年訓練收容人人數達8,263人、平均每年全國矯正機關開辦
557個訓練班次，平均每年全國矯正機關所需技訓經費為7,047萬元；比較近3
年發現，95年訓練人數、班次與經費需求最高，因96年7月全國大減刑故收容
人數減少，以致96年與97年訓練人數較95年減少，其中又以96年訓練人數減
少最多。以下表1-1與表1-2為矯正機關辦理97年度技能訓練職類、班次、人
數、經費一覽表。

第八篇.indd 629

2010/12/10 下午 04:03:17

630

98年度法務研究選輯

表1-1法務部所屬各矯正機關辦理97年度技能訓練班次、人數、經費一覽表
訓練 機關 1基 2臺 3 4 5 6 7 8雲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職類 名稱 隆 北 桃 新 臺 彰 雲 林 嘉 臺 高 高 高 屏 臺 花 宜
監 監 園 竹 中 化 林 二 義 南 雄 雄 雄 東 東 蓮 蘭
獄 獄 監 監 監 監 監 監 監 監 監 二 女 監 監 監 監
獄 獄 獄 獄 獄
獄 獄 獄 監 監 獄 獄 獄 獄
1 電腦應用班 45
60 75 90 60
25
15
10
30
2 各式烹飪班 15 72
14 156
48 10 44 15 21
24
48 10
3 調飲班
30
48
4 竹編.草編班 15
10
20
5 園藝.農作班 20 24
40
60
48
20
30
20
20
6 室內配線班
24
30 24
7 烘焙食品班
60
120
39
30 40 150
24
8 家具木工班
36
15 52
30
20
9 電器修護班
24
20
10 陶藝班
40 30
80 34 32
24
11 食用油製作
20
12 美容美髮班
15
13 麵食加工班
48
24
14 照顧看護班
72
20
15 印刷排版班
30
30
16 縫紉.刺繡班
24
30
30 25
17 傳統手工藝
50
12 30
20 8
30
18 水電班
20
19 木器加工班
40
20 40 15
15
20 手工皂班
24
15
12
21 琉璃彩繪班
24
22 建築製圖班
25
23 廣告設計班
25
24 電 腦 硬 體 裝
56
20 30
修
25 服裝設計班
25
20
26 洗 滌 清 潔 用
20
40
品
27 皮影戲班
20
28 石材技藝班
15
訓練人數
125 280 90 177 492 265 172 226 142 228 112 191 95 348 62 142 162
支用經費
59 484 172 372 574 452 318 108 358 271 354 122 249 202 101 210 56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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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法務部所屬各矯正機關辦理97年度技能訓練班次、人數、經費一覽表
訓練 機關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職類 名稱 桃 臺 澎 綠 明 自 泰 東 岩 桃 彰 誠 明 臺 臺
園 中 湖 島 德 強 源 成 灣 園 化 正 陽 北 中
女 女 監 監 外 外 技 技 技 少 少 中 中 看 看
監 監 獄 獄 役 役 訓 訓 訓 輔 輔 學 學 守 守
監 監 所 所 所 院 院
所 所
1 電腦應用班
60
25 15 45 20 50 25 75
2 各式烹飪班
40
15
18
50
3 竹編草編班 15
10
30
18
20
4 園藝農作班 30
20
15 15
36 15
5 室內配線班
20 25
20
15
6 烘焙食品班
24
15 40
49 50 54 30
7 家具木工班
10
20 30 40
15
8 電器修護班
15
9 陶藝班
30
10 美容美髮班 60
40
18
11 花藝造型班 30
12 麵食加工班
20
15
13 印刷排版班
30
14 縫紉.服裝班
10
40
15
15 傳統手工藝
20 20 15
40
18
30
16 水電空調班
40
20
15
17 木器加工班
12 15 40
18 建築製圖班
20
19 廣告設計班
20
25
25
20 泥水鐵工班
20
18
21 電 腦 硬 體 裝
40
修
22 畜產班
23 商業服務班 15
25
24 洗 滌 清 潔 用
12
品
25 汽機車修護
70 38 50 50
26 石材技藝班
15
48
27 板金美容班
35
訓練人數
150 104 130 15 20 15 220 204 235 195 172 174 200 324 95
支 用 經 費 231 83 62 12 15 58 237 240 475 379 315 427 169 120 44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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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技術士檢定現況
技能檢定是政府針對技術人員及從業人員的技能程度，依一定的標準予以測定的
一種制度。經檢定合格者，由政府頒發技術士證，技能檢定不但可以提高人力素質，
增加技能檢定合格人員之就業機會及工作權益，又可以促進職業證照制度的建立，保
障國民就業安全。為符合社會服務趨向專業證照制，矯正機關於訓練收容人之外並積
極協助收容人參加電腦維修、烘焙烹調、室內配線及汽車維修等檢定取得證照，並廣
泛結合社會資源，定期邀請廠商及企業主合作，建立收容人正確之求職技巧與職業道
德觀念，以利出獄後易於就業。目前各監院所登記設立在案的職業訓練機構共有32
所，因受訓練場地、收容人參訓條件、訓練師資等限制，以輔導收容人考取丙級技
術士為多數，據法務部統計資料，可知96年參加丙級檢定995人次中，以烘焙食品班
151人次佔15.2%最多，網頁設計班118人次佔11.9%次之，再者為電腦軟體應用班116
人次佔11.7%，其他如電腦硬體維修班、室內配線班及汽車修護班各佔7.0%、6.6%及
5.4%。
94至97年矯正機關各類型技能訓練項目及參訓人數情形表
就業謀職類
藝術人文類
技術士檢定情形
合計
技術士檢定 非檢定之實
檢定
年度
傳統工藝 陶冶心性
參檢
合格
職類
用謀生類
合格
人數
率
人數
班次 人數 班次 人數 班次 人數 班次 人數 班次 人數
94
91 2304 200 3210 36 524
9
102 336 6140 1972 1967 99.7%
95
60 1540 185 3066 61 852 10 122 316 5580 1391 1378 99.1%
96
62 1454 182 3103 72 1080 7
73 323 5710 995 988 99.3%
97
54 1272 201 3226 70 953 11 138 336 5589 969 964 99.5%
98年3月矯正機關各類型技能訓練項目及參訓人數情形表
技訓類別
主要項目
例示
班別
參訓人數
就業謀職類 丙級技術士檢定職類 汽 車 修 護 、 室 內 配
線、網頁設計、電腦
硬體裝修、烘焙食
32
986
品、建築製圖、廣告
設計、工業配線
非檢定之實用謀生 傳統小吃、冷熱飲調
製、園藝、縫紉、傢
85
1354
俱木工、麵包西點、
鐵工
藝術人文類 傳統工藝
漆器、交趾陶、美濃
紙傘、磚雕、陶藝風
14
1875
獅爺、竹編、大溪傳
統傢俱
陶冶心性
沙畫、手工皂、蛋雕
26
399
彩繪、石雕彩繪
合
計
157
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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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機關技能訓練辦理技術士檢定之情形
項目別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開辦班次

參加丙級檢定
檢定合格人數
人數
6,140
1,674
1,667
6,140
1,972
1,967
5,580
1,391
1,378
5,710
995
988

參訓人數

320
336
316
323

合格率
99.60%
99.70%
99.10%
99.30%

五、致力於保存瀕臨失傳之傳統工藝
有感於臺灣各種傳統工藝逐漸面臨謀生困難窘境，很難變成一技之長，逐項技藝
瀕臨失傳，法務部自94年推動一監所一特色，甚至數特色，尤其以即將失傳的傳統工
藝為重點，將保存本土傳統工藝列為監所政策之ㄧ，外界不易傳承的傳統技藝，三、
五十年後可能因此只見於監所，此一政策的推動，除使外界人士感佩法務部對於延續
傳統藝術的用心外，並進而接受此一政策理念，給予高度正面評價，扭轉以往對於監
所高牆、陰暗的刻板印象。
為協助振興地方產業及傳承瀕於失傳之傳統工藝，並培養收容人實用謀生技能，
各矯正機關自94年起規劃開辦傳統傢俱、燈籠製作、交趾陶、漆藝、磚雕、籐藝、
美濃油紙傘、陶藝風獅爺、貝殼砂畫、竹編、石雕、閵草編製、手工編籃、中國結、
原住民皮雕、原住民手工藝品編織、原住民琉璃珠、藍染、花燈等傳統工藝技藝訓練
班，由下表可知自94年開辦以來於開辦班次與訓練人數都有逐年增加趨勢，惟96年較
95年略為減少係因96年7月全國減刑緣故。
各監院所並以技藝訓練成果，積極參與地方民俗節慶、產業文化等活動之展示，
例如於近年來全國燈會與聯合展示會常可見彰化監獄之大型主題花燈，可見法務部該
項政策不但協助振興地方產業文化，又可達到敦親睦鄰，在地生根之目標。
年度
94
95
96
97

班次
36班
61班
72班
70班

訓練人數
524人
852人
1,080人
953人

備註

六、參訓收容人出監後就業情形
(一)97年參加短期技能訓練班收容人出監就業情形
職訓種類
電腦資訊
食品烘焙
烹飪小吃
園藝景觀
手工藝品
機電修護
室內配線
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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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總人數
114
93
125
83
61
56
16
46

就業與技訓相關人數 就業與技訓相關比例
33
29%
42
45%
47
38%
21
25%
5
8%
38
68%
14
88%
1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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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訓種類
陶藝
車輛修護
縫紉
美容美髮
調飲.輕食
竹草編織
麵食加工
石雕
泥磚雕砌
其他
合計

就業總人數
33
30
5
43
31
3
12
19
22
197
989人

就業與技訓相關人數 就業與技訓相關比例
10
30%
6
20%
0
0%
19
44%
11
35%
0
0%
9
75%
8
42%
18
82%
35
331人
平均33.5%

(二)97年取得技術士證照收容人出監就業情形
職訓種類
電腦資訊
食品烘焙
烹飪小吃
園藝景觀
砌磚板模
電工水電
室內配線
木工
車床板金
車輛修護
西服.縫紉
美容美髮
建築製圖
面材鋪貼
麵食加工
廣告設計
其他
合計

就業總人數
111
84
19
9
7
7
84
29
3
44
7
27
14
9
8
14
3
479人

就業與技訓相關人數 就業與技訓相關比例
42
38%
24
29%
8
42%
2
22%
3
43%
6
86%
44
52%
16
55%
1
33%
20
45%
0
0%
8
30%
8
57%
5
56%
2
25%
2
14%
1
33%
192人
平均40.1%

由以上二表可知：
(一)短期技能訓練班出監收容人之就業總人數，以烹飪小吃技訓班125人、電腦資
訊技訓班114人、食品烘焙技訓班93人、園藝景觀技訓班83人之參訓收容人最
多。
(二)依就業與技訓相關人數佔就業總人數之比例中，各短期技訓班之出監收容人
就業人數與技訓相關之平均比例為33.5%，其中高於平均比例之職類為：
1.室內配線技訓班之相關比例為88%
2.泥磚雕砌技訓班之相關比例為82％
3.麵食加工技訓班之相關比例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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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機電修護技訓班之相關比例為68%
5.食品烘焙技訓班之相關比例為45%
6.美容美髮技訓班之相關比例為44%
7.烹飪小吃技訓班之相關比例為38%
(三)依就業與技訓相關人數佔就業總人數之比例中，取得證照之出監收容人就業
人數與技訓相關之平均比例為33.5%，其中高於平均比例之職類為
1.電工水電技訓班之相關比例為86%
2.建築製圖技訓班之相關比例為57%
3.面材鋪貼技訓班之相關比例為56%
4.木工技訓班之相關比例為55%
5.室內配線技訓班之相關比例為52%
6.汽機車修護技訓班之相關比例為45%
7.烹飪小吃技訓班之相關比例為42%
(四)交叉比對各短期技訓班與取得證照之出監收容人，得知，室內配線技訓班、
機電水電技訓班、烹飪小吃技訓班之開辦不論有或無辦理證照檢定，其就業
人數與技訓相關之比例皆高於平均值（33.5%），然建築技圖、面材鋪貼、汽
機車修護技訓班若辦理證照檢定，將增加其就業人數並提高其就業人數與技
訓相關之比例。

第四節 國內外技能訓練制度之比較
一、國內外技能訓練制度之差異
(一)從事專業性生產工作須否先接受技能訓練
美國，作業收容人從事專業性生產工作須先接受職業訓練，於每個設有
作業生產部分的監獄都附設有一項以上之學徒訓練計畫，該計畫在提供受刑
人標準的訓練，結業後可得到國家認可的結業證書，又如德州監獄對收容
人作業方面係以一般公司經理人才培訓的方式來要求，並極力為收容人尋找
工作機會，如公立學校書籍印刷、汽車車牌、高速公路之看板等。我國作業
收容人從事專業性生產工作如自營作業制度上並未強制要求需先接受技能訓
練，然國內事實上有七成以上監所已採用「訓用合一」方式，將自營作業與
技能訓練種類結合，先針對技訓種類有興趣之收容人加以專業訓練後，經其
意願後選擇優秀學員加入自營作業生產行列。
(二)技能訓練所需主要經費來源-政府或民營企業
相較於美國聯邦監獄以及州立監獄實施已久的民營化作業方式，我國的
矯正機關有著不同的作業、技訓型態，而且長期以來便一直是以官式公辦為
主，雖然 有更生保護會贊助部分技訓班別之師資或材料費，然技能訓練主要
經費係來自政府-法務部監所作業基金；美國監獄辦理技能訓練雖有來自政府
之經費但主要經費來源為聯邦監獄作業公司（UNICOR）提供充足的基金辦理
各監獄收容人之職業訓練，此點正是聯邦監獄作業公司最重要的成就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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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現存的盈餘之外，更提供了特別基金用來實地示範操作，以及新
的智力訓練計畫，並利用私人企業的設施和資源，以及配合州立職業訓練機
構，共同策劃研究，使技能訓練業務不斷發展，如各監獄能產銷多種市場上
需求之作業成品，則必帶動技能訓練之順利進行，能夠運轉之資本增加。
(三)訓練課程之分階段性與主題性
根據美國法務部國家矯正協會的資訊中心針對美國女子監獄的調查發
現，戒護人員與受刑人的配置比例約為1比3.8～4.6，平均為4.4。管理女性受
刑人的訓練大約分職前、在職和特殊訓練、實施主題式訓練，這些都值得為
我國所借鏡。反觀我國女子監獄，戒護人員與受刑人比例為1比15（法務部，
2003），顯然比美國欠缺人力，也較少對女性受刑人的作主題式的課程訓
練。
(四)提供教育培訓課程取得學歷證書
根據美國司法統計局之統計報告得知全國所有監獄有68 ％ 的收容人沒有
獲得高中畢業文憑，為提升收容人教育水平以減低再犯率，美國所有的聯邦
監獄、約90 ％ 的州立監獄、與88 ％ 的私營監獄皆為其收容人提供教育培訓
計畫，分別有中等教育課程（著重於取得普通同等學歷證書）與高中水平課
程，這些懲教機構通常會給與收容刑期一年以上者一段長時間去集中達成教
育培訓目標，約26％監獄收容人表示，他們在懲教設施服刑同時已經完成了
普通同等學歷證書，而至2003年美國監禁收容人參加教育培訓計畫中，已有
60％收容人擁有普通同等學歷證書，其中內華達州並以法律規範，鼓勵收容
人得以教育學分來折抵刑期。
相較之下，我國除了少年輔育院與矯正學校（誠正、明陽中學）有為少
年提供國中、高中教育課程外，一般監所僅存台北、台南與花蓮監獄有為成
年收容人提供教育培訓課程，如台北監獄提供國中基礎教育、高級商工教育
與空中大學教育，由此可見於我國約8成以上之成年收容人並無法於監所中參
加教育課程而獲得學歷證書。
(五)建立多元化就業連結管道
大陸之豫西監獄為給即將出監之收容人搭建一個就業平台，該監定期於
監獄內舉辦就業推介會，使企業代表走進高牆，更於2006年底舉辦大型就業
洽談會，促使40幾家企業與300多名即將出監之收容人當場簽訂就業約聘契約
書達50份，並通過就業推薦網站，定期向社會發佈收容人的專業技能與技術
等級證書。在美國，有德克薩斯勞工委員會與地方勞工發展委員會合作-里約
計畫（協助收容人就業輔導），於該州（Texas）設有職業輔導員，內容係針
對即將出監的收容人提供教育、訓練和就業之間的連結。因眾多的研究顯示
出監收容人若能夠被雇用則勢必大大減少再犯之機率，故職業輔導員針對即
將出監之收容人進行全面性評估，針對其個人條件與需求，為其尋找與推薦
適合之就業機會，另外，於該州之Windham學區的職業輔導員，已於34個職
業商業區為12,182名收容人進行專業技術訓練，例如汽車維修、砌磚、企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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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環境美化、計算機維護、家具製造與建築等。
確保收容人出監後能順利就業，司法部韓國服裝工業協會簽署了收容人
就業支援服務協議，該協議同時使得協會會員能獲得專業技術之人才，矯正
機關依約定擇某矯導所（監所）專門辦理縫紉製衣之技能訓練，使收容人在
監服刑時的同時能學習與工作有關的技能，訓練期間連續不中斷，待其出監
後順利進入合作之公司就業，積極確保收容人之工作機會。韓國服裝工業協
會，成立於1962年，原本係以出口為主的服裝業，近年來開始成為一個縫製
成衣業之研究合作和支持國際貿易業務的知識經濟貿易委員會。由於韓國服
裝工業協會會員之企業正在經歷一個長期短缺技術人員之情況，為解決該協
會面臨之人力短缺情況，並確保收容人出監就業機會與防止再犯，該收容人
就業支援服務協議預計將成為一個里程碑。
相較之下，我國雖然各監所均定期辦理技能訓練成果發表會，邀請工商
企業界、社會民間團體至監所參觀，瞭解其技能訓 練情形，以增加企業界僱
用之信心，惟甚少有透過舉辦就業徵才活動直接引薦就業約聘，亦無專為收
容人架設就業推薦網站，諸多國外制度皆值我國參考。
二、國內外技能訓練制度相同之處
(一)制定收容人技能訓練之法源依據
我國有監獄行刑法與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詳見第三節），而國外部
份，美國法典（United States Code），是美國全部聯邦法律的官方彙編和法
典化，其中第18篇第3部份針對監獄與收容人制度有所規範；日本有受刑人作
業實施辦法，規定了刑務所（監獄）職業訓練之種類、方法等制度。南韓監
獄行刑法第32條規定監獄應針對收容人依其年齡、知識程度及其他狀況，實
施教育訓練，並促使其學習各種技能訓練；德國監獄行刑法第37條規定，監
獄應給予受刑人職業訓練、職業進修或參加其他訓練進修之機會，第44條規
定，受刑人如參與職業訓練、職業進修或課程，得以免除作業義務，可依所
缺之工作薪資獲得訓練補助津貼。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第4條規定：「監獄
對罪犯應當依法監管，根據改造罪犯的需要，組織罪犯從事生產勞動，對罪
犯進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術教育。」第70條規定：「監獄根據罪犯的
個人情況，合理組織勞動，使其矯正惡習，養成勞動習慣，學會生產技能，
並為釋放後就業創造條件。」
(二)辦理技能訓練檢定
美國、日本、南韓、中國大陸、德國皆有針對參加技能培訓之收容人輔
導考取專業技術證照之制度。我國亦然，據法務部統計資料，96年參加丙級
檢定995人次中，以烘焙食品班151人次占15.2%最多，網頁設計班118人次
之，再者為電腦軟體應用班。觀察95年及96年這二年參加丙級技能訓練檢定
人數，分別為1,391人次及995人次，經檢定合格人數為1,378人次及988人次，
合格率達高達99.1%及99.3%。96年檢定項目中除室內配線、美容及美髮外，
其餘檢定合格率均達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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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年齡與性別分監戒護與教育培訓
觀之各國皆採用成年犯與未成年犯、男性收容人與女性收容人分別監
禁，並依年齡與性別之不同，提供不同之教育培訓課程，未成年犯之教育培
訓首重教育學歷課程，輔以多元化之職業培訓課程，強調與社會之連結性，
如南韓仁川少年矯導所成立之「忠義少年團」，參與社區環境清潔、農忙助
割、演奏表演與童子軍活動。德國SIEGBURG監獄提供青少年足球裁判培
訓課程，使少年犯從培訓中學習尊重規則並親自履行規則，從比賽裁判員之
角色學習責任與自我控制，並與社會產生正面連結。如各國女子監獄與男性
成年收容人監獄所提供之技能培訓課程亦有所不同，女子監獄之技能訓練課
程多屬家事與服務類如裁縫、烹飪、烘焙、美容美髮，較少如男性監獄之電
器、汽車修護、木工、建築等課程。
(四)辦理技能訓練成果展示活動
日本矯正局為使外界能夠了解收容人於監獄內之改變，透過收容人之技
訓作品與社會建立正面之連結，自昭和34年（195 9）開始舉辦「全國刑務所
作業製品展示會」，並在展示會辦理「法務大臣賞」得獎製品之審查會，
以競賽方式提高收容人職業技能水準，每場展示會上皆擠滿了許多參觀之民
眾，1989年矯正展進入嶄新時代，持續擴大辦理的規模，如邀請人氣歌手或
演員擔任嘉賓，吸引人潮盛況空前。此外，美國聯邦監獄作業公司，針對其
作業產品-服裝與紡織品、辦公家具、電子產品（電纜、元件、連接器等）、
工業產品（貨架、圓滾床），除於網路上接受訂購外，並固定於每月於各州
配合商業貿易展售會展示各種作業產品。

北海道刑務所作品展示會
(五)開放性處遇作業
日本最具代表性之開放機構，首推「交通監獄」的市原監獄，該監專收
因交通犯罪被處徒刑或監禁之收容人，收容人在此享有較多的自由，與一般
社會生活相當接近。在開放機構內，寢室、餐廳、工場，原則上不加鎖，收
容人與家屬會面時盡量不加監視，市原監獄藉生活指導與職業訓練方式，積
極進行收容人復歸社會的各種必要訓練，開辦職業訓練班有焊接、電工、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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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操作、資訊處理、汽車、手工藝品，平均每班學員25名。我國開放處遇機
構為外役監獄，無圍牆限制並採開放性自治之低度管理方式，依法規定收容
人工作時不得施用連鎖，以明德外役監為例，開辦技能訓練之種類有畜牧培
育班；作業以戶外農牧或外雇工為主，作業分成農作組、畜牧組、環境維護
組、外役勞務組、營繕組、園藝組、水電工作組、木工、鐵工與汽車維修
組、蔬菜培育組。

第三章
第一節

我國技訓實務現存之問題

研究方法與對象

為探求並如實反映出我國目前辦理技能訓練業務所面臨之問題，本文採「焦點訪
談」研究法，亦即列出焦點問題針對監所辦理技訓業務之作業導師等進行訪談，欲藉
由訪談過程中了解各監所辦理技訓之情形與業務推展面臨之問題。（以下為本文訪談
大綱）
表3-1訪談大綱
題號 問 題
收容人從事專業性生產工作（如自營作業、合作社業務）須否先接受技能訓
1
練？
貴監所如何廣與外界機構如民間企業合作，引進資金、技術與經驗，藉以提升
2
內部技訓成效，兼能幫助收容人出監後之就業？
3 除了矯正學校外，是否有監所提供教育培訓課程取得學歷證書？
為加強技能訓練之成效，是否建立多元化就業連結管道？如有請說明。（更生
4
輔導、就業博覽會、企業徵才、就業服務站宣導等等）
您覺得目前監所（或任職機關）技能訓練規劃的事項如：技訓種類、訓練時
5
數、師資陣容、場地空間、教材內容等，能否達到技訓應有的效益？
6 您覺得目前監所技能訓練業務有何窒礙難行之處？有何需改進之建議？
貴監技訓與作業業務是否能如期結訓與推展，承辦業務與教化科舉辦之活動間
7
關係為何？是否協調？
8 就您所知國外技訓制度中有無可供我國學習、借鏡之處？
表3-2受訪人員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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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作業導師
承辦員
作業導師
承辦員

任職機關
雲林監獄
雲林第二監獄
彰化監獄
彰化監獄

資歷
6年
3年
8年
3年

訪談方式
面 談
面 談
面 談
電話訪談

訪談日期
98.09
98.09
98.10
98.10

2010/12/10 下午 04:03:19

640

98年度法務研究選輯

5
6
7
8
9
10

第二節

受訪者
作業導師
作業導師
作業導師
作業導師
助理訓練師
作業導師

任職機關
高雄監獄
高雄二監
台南監獄
台中監獄
岩灣技訓所
嘉義監獄

資歷
6年
11年
11年
8年
4年
11年

訪談方式
電話訪談
電話訪談
面 談
面 談
電話訪談
面 談

訪談日期
98.10
98.10
98.10
98.11
98.12
98.12

研究結果

以下乃根據我國辦理技能訓練之資深人員進行焦點訪談，反應出監所技能訓練實
務運作上面臨之困難與窘境，希能引起主辦技訓當局之重視並協助解決。
一、缺乏整合及連鎖運用的機制
各監所自辦技能訓練、職業訓練班次、人數雖不在少數，但卻缺乏整合及連鎖運
用的機制，有些資源是閒置的、重複耗用而浪費了，例如東部地區技能訓練單位過
多，且訓練職類多有重疊易產生排擠效應，致使在東部地區之技能訓練所招生選訓不
易。又各監所開辦技訓職類須考量自身之場地、設備、人員等條件，目前監所為達到
「教、訓、用」三合一政策，技能訓練較多係配合自營作業或監內作業種類辦理，然
各監所技訓與自營作業特色有日趨相近之虞，形成各監所自行籌設同職類之技訓班、
重複投資機器設備與材料、爭相邀請同一師資及技訓與作業同質性過高之現象。
二、技訓成效與就業高度相關之期待太過理想
監所收容人平均6~7成比例為國中畢業、2~3成為國中肄業及國小畢業、1成為高中
職及專科學歷，依2009年勞委會職訓局統計資料得知，企業雇用人力之教育程度以高
職最多、高中次之、大學與國中畢業者居後，國中肄業及國小畢業者受僱機會最少，
受僱機率約為國中畢業者的5分之1。國中畢業者之月薪資為18,000至23,000元，高達
8成之收容人（國中畢業及以下學歷）係位於該薪資水平，然收容人多數不滿意此薪
資條件，其工作態度、就業競爭力與就業市場對照下較為不切實際。以目前（20082009年）失業率頗高之情形下，期待收容人出監後能順利就業確有期待過高之疑慮，
因收容人本身工作態度與就業意願較不積極，價值觀與道德觀念尚有待提升，在監受
訓期間並不長（短期班約為4-6個月），出監後於高失業率之環境下與一般求職者競爭
更顯困難。
三、學員參訓意願低落、招生日益困難
據訪談技訓承辦人員問卷發現，近來不論是長刑期或短刑期監獄都面臨招生不易
之窘境，蓋因刑事訴訟法重視人權保障後導致收容人在監享有的權利與福利較以往增
加，在監服刑之痛苦指數亦相對減少，導致收容人普遍心態變成入監是暫時停歇與休
息，本身學習意願低落。長刑期監獄因流動性低且不能重複受訓致招收新學員日漸困
難；短刑期監獄雖出入監頻仍，但因收容人刑期短難以符合技訓班之遴選條件，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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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訓然於結訓後能留用於機關之時間亦屬短暫，並不利於訓用合一政策。此外收容人
於工場生活安定，多數不願意參加技訓班，因參訓後可能面臨舍房異動而離開熟悉之
環境，需重新適應新環境，上述諸原因皆導致招生日益困難，較難以克服的是收容人
本身學習意願低落之問題。
四、為達訓練人數反而降低訓練的品質
有些監所為凸顯技訓業務成效，每年訓練人數可達收容人數10分之1，然為求訓練
總量並無法兼顧訓練品質，無形中浪費訓練資源。從訪談監所經驗得知，每個技訓班
別招生名額平均為15-20人，雖有些監所因場地與設備許可於容額上多要求達到場地可
容額最多數，惟要求達到場地容額最多數，往往因人數太多，授課老師並無法充分掌
握每位學員之學習進度，且學員吸收能力各有差異。
五、技訓場地分散缺乏整體規劃
據訪談結果，多數成立超過10年之監所皆面臨技訓場地空間不足之情形，亟待擴
建與統籌規劃，因技能訓練開辦職類日益增加且受訓學員越來越多，加上十幾年前規
劃之技訓場地已不敷使用，技訓教室分散於監所內各區域、無整體規劃之場地，若能
於監所成立技訓大樓或技訓專用教室，相信應可提升技能訓練業務之效率與技能訓練
本身受重視之程度。
六、其他處遇活動影響技訓與作業成效
以本監教化活動為例94年至98年集體教誨場次每年平均達163場次、平均每場次
120名收容人參加，以上班日而言平均每1.4天舉辦1場集體教誨活動；就業輔導與更生
宣導活動每年平均達22場次、平均每場次79名收容人參加，以上班日而言平均每10天
舉辦1場就業或更生輔導活動；戒護科之不定期實施擴大安全檢查（每年平均5次）及
常年教育每年約25場，以上數據尚不包括懇親活動不開封時間及其他臨時性與衛生教
育宣導活動，科室活動舉辦頻繁，以致於嚴重影響工場作業時數與技能訓練班之教學
進度，減低技能訓練成效與作業收入。就其他監所統計數據而言亦面臨如同本監之情
形，可見各科室之間舉辦活動與業務量面臨此消彼長之狀況，如何於教化、作業與技
訓、衛教、就業宣導業務績效間求得一個平衡點，誠值各矯正機關內部統籌規劃並可
為自己監所特色定位之處。
七、師資鐘點費比照勞委會之標準不夠彈性
為控管終點費不流於浮濫，目前以勞委會頒布之終點費為依據，每小時新台幣400
元，然此種標準於實務上很難延聘企業界人才或大師級人物至本監授課，例如巨匠電
腦公司講師費每小時鐘點費為1300元、大學助理教授每小時鐘點費為630元、大學副
教授每小時鐘點費為685元。目前監所技能訓練師資來源大部份是洽請鄰近學校教師支
援或聘請退休老師擔任授課老師居多，雖有些監所聘請到業界人士但比例上而言屬於
少數。
八、輔導考取技術士檢定辦理流程繁雜且限制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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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訪談承辦檢定業務之監所結果發現，承辦人員皆表示雖然輔導收容人考取技術
士證照能提升就業信心，惟亦大都認為收容人出監能順利就業與取得技術士檢定並無
必然關係，據追蹤調查收容人出監後多以臨時體力工或小吃營生，並不須要有證照即
可就業，又勞委會職業訓練局關於檢定之規範與業務流程變動頻繁，監所受限於戒護
安全與人力考量，致執行該業務之人員常有捉襟見肘之感。
九、實驗技訓班成效有檢討之虞
接收調查制度，係引進美國及日本行之多年的經驗，使我國調查分類制度更加的
完善及細膩，在矯正史上可謂一大創舉，使受刑人不因罪質混淆致監獄變成犯罪學校
而相互切磋技術及手段。目前以雲林第二監獄與高雄第二監獄為接收調查專業監獄，
為落實調查分類之功能及配合接收調查監獄實施運作，安排收容人於新收調查第二階
段參加實驗技訓班，藉以探查收容人職業性向、了解真正潛能，並校正檢驗心理測驗
分析之準確度，作為建議分發至各專業監獄安排技訓處遇之參考。惟該實驗技訓業務
近面臨成效有限之疑慮，蓋技訓每年編列預算約200萬元，以本監目前開辦8個職類
為例，每年約花費一接收調查監獄60％之技訓經費（短期技訓班僅支用40％預算經
費）；又實驗技訓職類過多，每個班別受訓學員大約5~8人，接收調查完竣後又分審至
專業監獄，後續難以追蹤評估因此大大減低開辦實驗技訓班之實益。

第四章 結語與建議
本研究係針對國內外技能訓練制度之比較研究，然限於研究時間不足與涉及外國
語言之差異，文僅就美國、日本、南韓、中國大陸與德國，介紹該國監獄辦理技能訓
練之情形，使國人能一窺國外技能訓練制度之概況，並能由國內外矯正機關辦理技能
訓練現況中，發現我國獄政革新腳步與進展與他國相較之下絲毫不遜色，甚至更有特
色與內涵，例如我國技能訓練能兼顧傳承及保存傳統工藝文化。
本文最困難之處同時也是本文研究之核心所在，即從所介紹之五個國家監所之技
能訓練制度中比較出與我國監所技能訓練制度之不同與相似之處，使國人能進一步瞭
解國內外矯正機關於辦理技能訓練業務上之差異，並能從國外制度中擇優仿效實行。
因我國圖書館館藏中針對外國監獄技能訓練介紹者十分有限，故國外資料多係連
結到國外司法部或監獄之網頁上取得資料後加以翻譯而成；或因本人翻譯功力淺薄，
或因他國司法部網頁上資料有限，無法作到深入探究之地步，也希望能以本文拋磚引
玉，引起更多先進繼續研究該主題之興趣，引進更多國外矯正機關之技訓、作業、戒
護、教化等制度與實務運作情形，提供我國矯正機關革新之參考。
以下針對前述訪談結果所得之我國監所技能訓練業務現存之問題提出具體建議，
以做為矯正機關未來辦理技能訓練工作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分述如下：
一、引進民間企業資金和經驗，以提升技訓成效
本監為國內第一個針對感染HIV收容人開辦技能訓練之監獄，也是第一個獲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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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企業全額贊助並相互合作辦理全方位處遇計畫之監獄-彩虹計畫，自96年開辦以來，
獲得各界不少之掌聲與鼓勵，參訓學員亦皆深表感謝與肯定該計畫，嘉惠許多社會邊
緣人使其重拾自信心願意正面看待社會與自己之人生規劃。該計畫分成2年3期辦理，
成立電腦暨美工技藝訓練班，訓練期間為半年，並於每年舉辦執行成果發表會，透過
成果發表會將彩虹計畫向外界推廣介紹，邀請其他矯正機關、法務部長官與鄰近社區
學校與機關共同研討與交流計畫之執行方式與成效，一方面可讓外界感受到收容人之
改變與進步，另一方面可結合社政與更生支持系統，透過接觸建立良好之互動關係，
進一步增進收容人出監後尋求就業與衛教資源協助之意願。雖然這是一項新的工作試
探，在缺乏專業人力及有限經費運用下，遭遇不少困難，但這是第一次私人企業與監
所的結合，本計畫顯現民間企業重視社會責任與矯正機關合作樹立戒毒與矯正之典
範。

彩虹計畫技訓班環境設備

部長參訪彩虹計畫成果展

二、成立北、中、南、東技訓專區
各監所自辦之技能訓練訓練職類多有重疊且各監所技訓與自營作業特色有日趨相
近之虞，缺乏整合及連鎖運用的機制與技訓資源之重複耗用與浪費，為化解上述諸多
問題，建議可成立區域性技訓專區，集中經費及人力在專業訓練單位以推展技能訓練
工作，配合分區聯合招訓制度，避免監所各自為政，將有意願人員送至專業承辦技訓
之監所，以提升技能訓練之成效、整合現有技訓資源並節省重複性支出。
三、著重訓練品質而非訓練人數
技訓開辦前須將實質效益評估分析表陳報法務部核備，然實質效益評估分析表中
要求之最大招訓容額與預定招訓人數比例，無形中增加招訓壓力，為求數字好看，大
部分監所皆朝最大招訓容額與預定招訓人數相符或接近之方向辦理，在自願報名人數
驟減之情形下，不免要強力宣導或者力勸無意願者參訓，參訓人數與師資比例越懸
殊，則教學品質與訓練成效落差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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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充分發揮作業基金功能
法務部成立之作業基金管理委員會未來可仿效美國聯邦監獄作業公司制度，朝向
籌設法人團體、轉型為非官方機構，以更靈活的組織形式，協助公部門在去業務化的
同時也能落實政策之施行，節省機關人力與公帑支出。該組織可採行聯合行銷之經營
方式，並以提供公部門各項服務及需求、避免與當地私人企業競爭為首要之目標，整
合公務機關日常耗用產品之需求，交由特定監獄生產，開拓公用作業自足制度及政府
機關行銷之通路。從該組織營運之盈餘中提撥技能訓練經費，並利用該項經費逐年汰
換老舊之技訓機具設備、擴充職業訓練場地，蓋部分監所已出現訓練場地空間不敷使
用、訓練機具過於老舊且已逾使用年限之問題，該組織營運績效越好越能夠提供技訓
充足之經費，技訓之經費越充足則越有能力擴充技訓之軟硬體設施，期藉此提升辦理
技能訓練之成效。
五、建立多元化就業連結管道
建請法務部成立本部所屬之就業輔導單位，針對出所後之收容人進行就業輔導、
就業追蹤、就業市場調查與評估、與結合企業界舉辦大型徵才活動等工作，仿效國外
為更生人架設就業推薦網站，定期向社會發佈出監收容人之專業技能與技術士證照訊
息，進一步可考慮將某些屬技術性之公務業務交由表現優異之出監收容人來做，例如
監理站之車輛檢驗工作。抑或考慮成立基金會模式以開辦洗車工作坊、洗衣工作坊或
烘焙坊等，並聘用出監收容人，確保有意願就業之收容人能減少出監後求職到處碰壁
或遭受社會異樣眼光甚至被排斥之情形，蓋諸多研究報告皆指出，擁有一份穩定之工
作是降低再犯率重要原因之ㄧ。
六、技訓職類之選定應有長遠之計
由於監所首長、副首長甚至科室主管異動頻繁，監所技訓特色與開辦之職類可能
因長官看法不同而有所更動，自95年起法務部推動一監所一特色後，各矯正機關莫不
在既有技訓種類、自營作業下精益求精，創造自己監所之特色；然近來在要求作業收
入績效前提下，不少監所以作業收入正成長為工作導向，如趨向開辦食品類或公務大
宗採購類產品為技訓職類與作業項目，使得監所技訓與作業特色日趨相近而有重疊之
虞，雖不應硬性規定每一監所之特色需有所不同，然技訓職類之選定中需畫分出保存
傳統工藝特色此項，儘量做到自監所獨有之特色並區隔出與他監所之異質性為是。
七、培訓監所自有師資
目前監所技訓師資多係鄰近學校派師支援或聘請退休老師擔任授課老師，來自企
業界之師資仍屬少數，又學校老師至校外教學需配合學校開學時間且排課尚需考慮諸
多事宜，故無法彈性配合支援監所之技訓班開辦時間，為安定人事、減少監所尋找師
資之不易及健全技訓師資結構，擬請勞委會職訓局師資培訓班協助甄選合格之訓練
師，及符合開辦職類規定和職類評鑑標準。
八、委外辦理技訓業務
監所自辦技能訓練面臨場地與硬體之不足、招生日顯困難、重複投資機器設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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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等問題，每年投入上千萬元經費然成功輔導就業比例卻很低，若能將部分技能訓
練業務予以委外辦理，例如先將輔導考取技術士檢定此部分業務委託外界辦理，簽訂
委辦契約以一年約期方式，由各監所挑選10名符合遴選條件且具強烈參訓意願之收容
人，集中於北、中、南、東之監所技訓專區接受訓練，並於結訓後由受委託機關接續
辦理就業輔導、結合企業界徵才與後續就業追蹤，如此一來，不但可減少公務人力資
源、節省每年龐大技訓經費之支出並可成功引進民間企業實務經驗與企業化管理模式
以提升技能訓練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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