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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坐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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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7月1日：

刑法的爆炸性變革—沒收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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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宣告没收的主體

Q：

毒販阿明把販毒所得現金200萬元贈
送給小三，小三用於買超跑，後來
超跑撞壞了。

＊可以沒收犯罪所得200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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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宣告没收的主體
新法

除了被告之外，第三人所有的資產在一定要件之下，如：
無償取得、明知違法、為他人取得（公司、法人）也可
沒收。

在舊法時代，因犯罪所得已贈與第三人，且該所得已滅
失，在沒收上難以執行。

在新法時代，因沒收主體擴大對第三人沒收，且
犯罪所得滅失也可對其他資產進行追徵。所以

小三雖然不是被告，而且超跑也撞壞了，但仍可對小三
其他資產沒收追徵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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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之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規定

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
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應
沒收之：

 (1)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

 (2)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
對價取得。

 (3)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
因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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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所得
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則將犯罪

所得擴大包含違法行為所得、其變
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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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宣告沒收的客體

Q：

阿明受雇殺人，得到報酬100萬
元，到酒店吃喝花盡，阿明之前
有合法投資獲利100萬元。

可以沒收阿明之前投資獲利的
100萬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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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宣告沒收的客體
 新法

原物沒收，任何罪名的犯罪所得，都可以没收追徵被告
的其他資產。

在舊法時代，殺人只能没收犯罪所得原物，不能追徵被
告其他資產，所以阿明將殺人的報酬款項花盡，即無法

進行沒收。在新法時代，任何罪名在犯罪所得原
物無法沒收時，可以追徵其他資產，因此，本
件仍可對阿明其他資產進行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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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性質
 新法

不再是從刑。甚至在犯罪行為人死亡、逃匿、或曾經
判決確定而為不起訴、不受理或免訴判決者、或因心
神喪失、疾病不能到庭而停止審判等，於修法後均得
單獨宣告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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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制度

為落實犯罪所得之剝奪，防止債務
人進行脫產，修正後之刑法第38條之
3新增沒收物之所有權或其他權利，

於裁判確定前具有禁止處分之效力，
於裁判確定時移轉為國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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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時期（2016/7/1後）

依我國新法，第三人A公司因為自然人犯
罪而獲取的不法利得，亦在沒收範圍(總
額vs利潤)，故應沒收3億1千萬元。等於說
A公司在這5年工程期間做的都是「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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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時期（2016/7/1後）
節省之成本支出，解釋上應計入「犯罪
所得」，故不法利得估算為30億元，皆應
悉數宣告沒收。除非B公司要宣告倒閉，
否則至少還要再掏出30億元來補蓋合格污

水處理廠，完工前還要被迫暫停營業，
經濟損失難以估計；這種自始消滅經濟
犯罪誘因、徹底剝奪不法利得的制度，
才是對抗經濟犯罪的終極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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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時期（2016/7/1前）

C矇騙全台消費者，卻只花了幾百萬

律師費和公關費就擺平，但是，若
依沒收新法，C公司將被剝奪10億元
不法利得。新法的威力，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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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社區發展協會向文化局申請計畫補助，書面核銷要件如講師領據、

學員簽到表、成果報告書等均齊全，惟成果報告書上所貼附各課程照

片有下列情形：

 照片上標註日期為非當年度，明顯非計畫執行當年度拍攝

 同協會用於報告書之課程照片，明顯為文化局其他專案課程照片

 同協會申請其他局處計畫補助之成果報告書使用相同照片，但課

 程名稱及時間皆不同

 協會補送之課程照片，以修圖軟體photoshop置換課程講師(同張

 照片P上不同人物)、布條圖樣(在前年度計畫照片上，P上當年度

 計畫布條圖片)



一、詐欺取財罪

法令內容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

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

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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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申請人不注意法律規範，只要申請領取款項時「名

實不符」，就有可能觸犯詐欺取罪，例如：冒領補助

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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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內容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11條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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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213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

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

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

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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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

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7條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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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說明

刑法處罰偽造文書罪之主旨，在於保護文書實質的

真正，雖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犯罪要件之一，

亦衹以有損害之虞為已足，有無實受損害，在所不

問，且此所謂損害，亦不以經濟價值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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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213條所謂公務員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係

謂依法令規定，某種公文書之製作，應屬其職權範

圍，然亦只須有抽象之權限，即為已足，就具體事

件有權製作與否，並非所問，且只須其明知所記載

之內容與事實不符為已足，並不以有違法之認識為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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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行使偽造之文書，乃依文書之用法，以之充作

真正文書而加以使用之意，故必須行為人就所偽造

文書之內容向他方有所主張，始足當之；若行為人

雖已將該文書提出，而尚未達於他方可得瞭解之狀

態者，則仍不得謂為行使之既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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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上之行使變造文書罪，只須提出變造之文書，

本於該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即已成立，其行使之

目的能否達到，與該罪之既遂與否毫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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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之法律效力

相關法律規定

刑法第62條

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但有

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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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57條

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

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一、犯罪之動機、目的。

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三、犯罪之手段。

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十、犯罪後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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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
計事 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6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

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

實之結果 。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

生不實之結果。



法律常識：認識緩起訴制度
 構成犯罪但暫緩起訴（留校察看），期滿未撤
銷則不再起訴。

 刑事訴訟法第 253-1條 （緩起訴處分之適用
範圍及期間）

 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3年以上
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檢察官參酌刑法第57條所
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
者，得定1年以上3年以下之緩起訴期間為緩起
訴處分，其期間自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算。



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1. 100年6月29日增訂。

2. 行賄客體：對公務員行賄。

3. 針對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賄。

4. 行為態樣：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
利益。

5. 具相當之對價性

6. 法定刑：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貪污修法三讀 送紅包行賄有罪

 （中央社記者賴又嘉台北7日電）立法院今天三讀通

過增訂治罪條例中的「不違背職務行賄罪」，未來
送紅包給公務員都可能觸法。但法務部解釋，須民
眾主觀有行賄意圖才會成罪，只要守法，並不會受
到影響。

 舉例，若建商在施作工程時，送紅包或提供其他
好處給承辦公務員，讓符合驗收標準的工程加速
通過驗收；民眾在春節期間給付清潔隊員茶水費
或紅包；對尋獲失車、協尋人口、遺失物、破獲
刑事案件的員警致贈紅包或禮品答謝，或是校長
收受符合教師資格者的紅包，聘任對方，送錢的
可能都涉犯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實務常見貪凟案件的類型

 政府採購相關類型

 洩密、舞弊、收賄、圖利

 稽查准駁相關類型

 核照、安檢、車檢、建物檢查

 偵審裁罰相關類型

 法官收賄、警察抽單、包庇賭色、行政裁罰

 其他特殊類型

 監所管理員



三方合作，打擊貪瀆

• 建立公司內部反賄賂方案，讓公司同仁拒絕賄賂

• 企業以公平、誠實、公開的方式經營，讓公務員不敢
索賄

• 主動檢舉減少風險

廠商

• 建立廠商相關業務聯繫申訴管道，避免業者被迫行賄。

• 政風單位主動訪查，杜絕少數不肖公務員僥倖心態

• 主動提供反貪保密檢舉方式及保護撿舉人之權益
市政府

• 提供反貪保密檢舉方式

• 主動查緝，將少數不肖人士繩之於法地檢署



古典犯罪學的理性選擇理論

獎勵檢舉貪污辦法

揭弊者保護法

證人保護法

行動蒐證

通訊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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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記者網路時代

檢警調搜索扣押

警察王國到處監視

白紙黑字證據俱在

隨時逮捕現行犯

紙包不住火後患無窮

查扣犯罪所得或追繳

窩裡反
污點證
人

偵查中
自白減
輕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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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完畢

謝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