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結語
第一節 我國現行多軌模式的不妥之處
本文認為現行我國採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及核心刑法典二軌並行的
立法例，在實體法部分有諸多之處：
本文認為現行的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有如下不妥之處：

一、犯罪組織定義不明
現行的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立法模式，以「脅迫性、暴力性」犯罪
組織為核心，對於與此種特別犯罪組織「相關者」，加以處罰。但我國現
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2 條對於「犯罪組織」的定義始終不清。不但無
法釐清與一般組織的差異，亦無法與我國刑法第 154 條之犯罪結社有效
的區分；更無法與「結夥」或「共同正犯」加以區隔。導致本條例有被
濫用的高度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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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犯罪組織行為態樣的過度簡化

n

er

io

sit

y

Nat

與「脅迫性、暴力性」犯罪組織「有關者」，我國現行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主要於第 3 條及第 6 條規範。在第 3 條部分，將與犯罪組織內部成
員區分為 5 種型態：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但是我國立法者
顯然過度強調犯罪組織內部的「形式地位」
，卻不由實質掌控的角度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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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且對支援、召募等角色，完全未加以規範；導致我國組織犯罪條
engchi U
例第 3 條的規範過度單調，只能將無法納入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的
情形，全部歸入「參與」型態。顯然在規範技術上，尚未真正達到精緻
化的程度！

三、未設計犯罪組織的例外條款
由於我國現行犯罪組織防制條例第 3 條的立法模式，顯然採取「犯
罪結社」模式。犯罪結社罪乃是針對以犯罪為目的活動，且具社會公共
危險的特殊團體加以處罰，並不以其已為犯罪行為為必要。此種立法乃
是大幅提前處罰範圍至「結社階段」，即認定具備抽象危險。
我國立法者於審議過程中，雖然曾經討論是否需要立法設計出「例
外」。包含「政黨例外」及「次要意義例外」，但當時多數立法者認為增
設例外情況，不但大開方便之門，亦容易造成司法實務上的重大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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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多數意見否定創設「例外」。但是經由前述第 3 章、第 7 章的介紹與
比較，可以發現德國立法者不論對於犯罪結社或恐怖主義結社，均創設
「例外」。蓋因立法者既然創設大幅提前處罰界線的「結社罪」，在操作
上易造成濫用而殃及無辜之情形。再加上考量憲法上對於政黨及結社自
由等誡命，因此創設上述例外。但我國立法者，卻僅以易大開脫罪之門
為由，徹底否決，顯然對於刑罰權的發動過於輕率。

四、異種加重型態的荒謬
立法者對於犯罪組織成員的加重，規範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4 條
及第 5 條。第 4 條部分，我國立法者將 3 種完全不同的行為型態，全部
納入第 4 條的範疇，並且統一法律效果。3 者間是否真的具有此種同質性，
顯然值得懷疑！
此外，在第 4 條的立法理由，
「號稱」參考本條日本暴力團對策法相
關規定。但經由本文在第 4 章的介紹與比較，可以發現日本對於「強迫
他人參加或妨礙他人脫離暴力團」及「吸收未成年人加入」兩種型態，
除達到刑法強制罪等情形外，並非將其列入刑事不法的範疇，僅將其列
為下達「中止命令」及「再發防止命令」的事由。因此行政院版的立法
理由，顯然有「指鹿為馬」之嫌！
至於第 1 款的公務員加重部分，由於並無法清楚說明公務員的範疇
及其加重的實質正當基礎，因此我國實務至今尚無實際案例可供檢討。
似乎對於當時堅持將本款加入的立法者而言，無法達到所預設的效果。

五、未設計參與程度輕微者的減刑條款
現行組織犯罪條例第 3 條在立法時，除對「結社、組織」例外加以
檢討外，尚對於組織內部參與程度輕微者，是否需要給予減刑或免刑的
優惠，以利其回歸社會有所討論。但與犯罪結社或犯罪組織是否增設除
罪的例外條款情形相同，多數立法者為避免大開脫罪的方便之門，且我
國已有自首、自新等規定，足供誠心悔悟之人使用，因此否決之。
但不論是核心刑法的「犯罪結社罪」或是本法的「參與犯罪組織罪」
，
均大幅提前處罰界線。但是對於該團體中的個人，是否非「發起、主持、
操縱或指揮」者，即為一般的「參與」？是否不需要對於參與者中，情
節輕微而居於不重要地位的小角色，進一步在法條設計上加以區分？立
法者顯然完全未加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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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助犯罪組織的錯誤思考
本條所規範的對象乃是雖未參加犯罪組織，而不適用本法第 3 條之
規定。但因長期「資助」犯罪組織使其存續，惡性亦極為重大，特設計
此條加以處罰。但是如前所述，本條之規定一來與現行洗錢防制法的相
關規範與重疊之處。二來，「資助」與現行刑法的「幫助」，有何不同？
兩者間的關係為何？在現行幫助已可依刑法第 30 條之規定加以處罰後，
本法所設之「資助」在法律效果上反而較幫助型態減輕，反而有變相鼓
勵之嫌；顯見本法並未經過深思熟慮，而在設計上過於草率。

七、自新條款不足以使人自新
我國現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8 條對於自首及自白的情形，在刑度
上給予優惠。但立法者僅對「自首而脫離或解散犯罪組織」及「提供資
料查獲犯罪組織」之情形予以寬待。但對於犯罪組織或犯罪結社內部成
員，防止該組織或結社為犯罪行為之情形，予以考量。
審查過程中，雖有立委提出相關看法，但被法務部以當時刑法尚未
採行「準中止未遂」之立法，因而予以否決。但犯罪組織或結社成員阻
止結社或組織為犯罪行為，就實質的法益角度思考，內部成員阻止犯罪
發生實害，不正是立法者所期待？就內部成員的角度思考，其雖身陷犯
罪組織或結社中，卻仍盡力防止法益被侵害，其所承受的危險，相較於
一般中止犯的情形，更是有增無減，立法者難道不該加以鼓勵？
更何況，內部成員阻止犯罪發生，並非中止未遂及準中止未遂的情
形，法務部以此作為反對理由，顯然說理不足。更何況自 2005 年我國刑
法修正通過後，第 27 條亦接受「準中止未遂」的思考。因此本文認為現
行第 8 條為德不卒！

八、誤競合為加重條款
本法第 5 條的規定，乃是本條例爭議最大，版本最多，前後變動也
最大的問題條文。本條不但牽涉到犯罪組織成員為犯罪行為的法律效
果，更牽涉到我國立法者如何認定「組織性犯罪」。
由不同的版本可以看出，起初多數立法者認為犯罪組織成員在為表
列犯罪行為時，有必要予以加重。但在最後經過朝野協商後，竟然改採
第六章第三節所介紹的「概括加重模式」，顯然認為利用犯罪組織所為的
「任何犯罪行為」
，都是組織性犯罪。將徹底破壞現行刑法總則對於競合
論的設計方案，卻又無法清楚說明其加重的正當性基礎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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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文建議的修正立法例
對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及現行核心刑法典的犯罪結社罪、結夥，始
終處於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經由上述的分析，本文建議 2 種立法
模式以供未來立法選擇：

第一項 行政—刑事二軌立法模式
行政—刑事二軌立法模式的修正方案，乃是刪除現行的組織犯罪防
治條例及核心刑法典的犯罪結社罪，僅保留核心刑法典中結夥加重的規
定，此外另行訂立管制幫派對策條例。概述如下：

一、管制幫派對策條例
（一）幫派的定義
本條例所稱之幫派乃是該當以下各款，具集團性、常習性地助長暴力不
法行為產生巨大危險，而由直轄市警察分局、縣（市）警察局提出具體
事證，會同治安委員會審查後認定之：
（1）不問名目，其實質目的為：該幫派成員利用幫派的威力，而獲取
維持生計、形成財產或遂行事業的資金；該幫派容任幫派成員利用其威
力者，亦同。
（2）治安單位所定之施行細則中，該幫派的幹部在幫派的人數中有前
科者的人數比例；或幫派的全體成員中有犯罪前科的比例，超過施行細
則對幫派以外之集團一般的前科比例者：
i.因暴力不法行為，而被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刑之執行終了或不受
刑之執行日起算，未經過十年者。
ii. 因暴力不法行為，該不法行為被處罰金以下之刑者，刑之執行終了
或不受刑之執行日起算，未經過五年者。
iii. 因暴力不法行為，該不法行為被處有期徒刑並宣告緩刑者，經過緩
刑期間未被撤銷者，自判決確定之日起算，未經過十年者。
iv. 因暴力不法行為，該不法行為被處罰金刑並宣告緩刑者，經過緩刑
期間未被撤銷者，自判決確定之日起算，未經過五年者。
v. 因暴力不法行為，該不法行為被處有期徒刑以上，但涉及大赦法或特
赦，自大赦或特赦之日起算，未經過十年者。該判決日系刑之執行終了
或未受刑之執行時，自該執行終了或未受刑之執行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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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因暴力不法行為，該不法行為被處罰金刑以下，但涉及大赦或特赦，
自大赦或特赦之日起算，未經過五年者。該判決日系刑之執行終了或未
受刑之執行時，自該執行終了或未受刑之執行日起算。
（3）該幫派在代表或居於營運支配地位者的統治下，由階層形成的團
體。

（二）書面通知與註銷
經認定為幫派者，由直轄市警察分局﹑縣 (市) 警察局，依左列規定
處理：
一、以書面通知，並予列冊輔導。
二、上述之幫派，於書面通知後以一年為限，但必要時得經有關單
位同意，延長一次。但該延長，亦需以書面通知。

（三）禁止暴力脅迫行為
一、禁止暴力脅迫行為
被列冊輔導之幫派成員，禁止為下列各款所列之威力展示行為：
（1）對他人，與其相關而未宣傳之事或與其相關而未為公眾所知之事，
以不公示為手段，要求金錢或其他財產上利益或金錢之供應。
（2）對他人，不問是以捐助金、贊助金或其他名目，過份地為金錢等
贈與要求。
（3）對關於承攬、委任、委託契約相關勞務提供的業務的邀約方或收
受方，儘管其拒絕，仍然要求其接受：該業務的全部或一部；或收受與
該業務相關之材料或相關物品；或接受所提供的勞務。
（4）對於勢力範圍內的營業者，不問名問，以容任其營業作為代價，
而要求金錢等供應。勢力範圍乃無正當權力來源，但設定其所認定的區
域為自己的權益對象範圍。
（5）對於勢力範圍內的營業者，在其營業處所要求：購入日常業務所
需之物品、與其日常業務相關的歌謠秀或其他演出的入場券、舞會卷或
其他證券或證書；或接受保全等其他與日常業務相關的有償勞務提供。
（6）以金錢為目的之消費借貸債務上，訂定超越法定利率，而對於債
務人要求履行者。
（7）受他人委託，以有償或有償約定，於金錢等目的之債務中，對於
債務人以粗野或粗暴的言行，或以使其困擾的方法為訪問或電話，而要
求其履行。但與行為人有密切關係者，或公安委員會規則所定以外之人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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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對於他人，要求免除債務之全部或一部，或延期履行。
（9）對從事金錢貸款業務者以外之人，過份地要求借貸金錢；或對於
從事金錢貸款業務者，雖其拒絕，仍要求金錢借貸；或對於從事金錢貸
款業務者，要求其對於貸款利率或其他金錢貸款條件為特別有利的條件。
（10）證券公司雖拒絕，仍要求有價證券的信用交易，或對於證券公司
要求寄存金錢額度或其他有價證券的信用交易，較該證券公司所示之條
件為顯著有利條件。
（11）對股份有限公司或該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要求為股份的買取
或相關媒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執行董事、監察人或股東雖拒絕，
但仍要求買取該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或對於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等，
要求買取的價格或其他買取的條件，較該董事等所示的事項，為顯著有
利的條件。
（12）對基於正當權利來源而供居住或事業用途的建築物或基地擁有
者，在其反對後仍要求轉讓之。
（13）關於土地或建物，佔據其全部或一部，在該土地或土地之周邊，
以表示姓名或其他方法，故意宣示其對於土地等的所有或佔有；對於該
土地的所有者之債權人，或使用收益權人、擔保債權人，為取得該權利，
儘管上述權利人拒絕，仍要求停止土地相關支配誇示的對價、轉讓費等
其他類似名目的金錢等供應。
（14）除有行為人有密切關係者，或施行細則所定之人以外，受他人委
託，在有償或有償約定下，對於交通事故或類似事故的原因者，談判交
涉該事件所生的損害賠償，並要求以該損害賠償作為金錢等的供應。
（15）對於他人，購入商品、購入有價證券所表彰的權利或接受其所提
供的勞務，儘管無瑕疵，卻仍表示有瑕疵；或交通或其他類似事故中，
儘管無損害卻表示有損害；或誇大上述瑕疵或損害的程度，而要求損害
賠償或其他類似名目金錢等的供應。或勸說接受商品或有價證券或相類
似的交易，並彌補該價格較商品指數、有價證券指數、有價證券店頭指
數高或地所造成的損害，並以損害賠償或相類似的名目而過份要求金錢
等的供應。
二、違反的法律效果
1.相關治安單位，對於被列冊輔導幫派的暴力脅迫行為，認定已危害
他人之生活平穩或業務遂行平穩時，對於該指定幫派成員，得以行政處
分令其中止該暴力性脅迫行為，或令其確保中止該暴力性脅迫行為的必
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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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關治安單位，對於被列冊輔導幫派成員的暴力性脅迫行為，認定
其反覆為暴力性脅迫成員或類似的暴力行為時，得對該指定幫派成員，
以一年為期，以行政處分令其防止該暴力性脅迫行為的一切必要事項。

（四）禁止挑唆暴力脅迫行為
1.任何人，對於被列冊輔導幫派成員，不得要求、委託、或唆使其為暴
力的要求行為。
2.任何人，不得在現場對於被列冊輔導幫派成員的暴力脅迫行為助勢。

（五）禁止強迫加入列冊輔導幫派
1.禁止強迫加入被列冊輔導幫派
1.被列冊輔導幫派成員，不得強制或勸誘少年（未滿二十歲者。）加
入指定暴力團等。亦不得妨害少年脫離被列冊輔導幫派。
2.除前項規定外，列冊輔導幫派成員不得以威迫的方式，強制、勸誘
他人加入被列冊輔導幫派。亦不得妨礙他人脫離被列冊輔導幫派。
3.被列冊輔導幫派成員，不得：威迫他人或其親族、雇用者或其他依
施行規則所定，具緊密關係者支付脫離組織費用等；或強制其提供緊密
關係者的住所、居所或其他緊密關係者的情報；或勸誘使其他緊密關係
者加入被列冊輔導幫派等；或為實行規則所定，妨礙緊密關係者脫離被
列冊輔導幫派等行為。
4.被列冊輔導幫派，不得：命令其屬下被列冊輔導幫派成員違反前條
之行為；或助長其屬下成員違反前條之行為。
5.除前項之規定外，被列冊輔導幫派不得委託、唆使其他違反前條之
規定；亦不得助長之。
2.違反的法律效果
（1）治安委員會，對於被列冊輔導幫派成員行為違反前條之規定，造
成相對方困擾時，對於該被列冊輔導幫派成員，得以行政處分令其中止
該行為，或令其中止該當行為其他必要之事項。
（2）治安委員會，對於被列冊輔導幫派成員違反前條第 1 項規定之行
為，且該行為使少年加入該被列冊輔導幫派等，或無法脫離該被列冊輔
導幫派；或不能脫離違反該少年之意思；或該少年的保護者請求該少年
脫離時，對於該被列冊輔導幫派成員，得以行政處分令其使該少年脫離
該被列冊輔導幫派等必要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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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刑法典
（一）犯罪結社罪
刪除。

（二）結夥
本文建議現行核心刑法典第 321、326、330 條的結夥概念，可以保
留。但結夥的要件解釋，仍有討論餘地。

第二項 核心刑法典之「犯罪結社－結夥加重」模式
若立法者無法採取將刑罰的發動時點全面後撤至著手以後的思考。
本文建議退而求其次的作法，始為採用「犯罪結社－結夥加重」模式，
即刪除組織犯罪防治條例，亦不另訂幫派對策防治條例。完全回歸核心
刑法典，調整如下：

一、犯罪結社罪
本文建議將現行的犯罪結社罪修正為：
1.建立旨在犯罪之組織，或作為成員而參加此組織、招募成員或招募支
援、支援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一千萬元以下罰金。
2. 具備下列情形之一者，不適用第一項之規定
（1）該組織為政黨，尚未經大法官所組成的憲法法庭宣告違憲者
（2）所實施的犯罪行為，僅為該組織的次要目的或活動
3. 第一項之建立犯罪組織而未遂者，罰之
4. 行為人為犯罪組織領導、幕後策劃者或具有特別嚴重情節者，處六月
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5. 責任輕微、僅具次要作用之共犯，減輕或免除其刑
6. 如有下列事由者，法院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1）行為人自願且真摯地防止該結社之存續，或防止其實施所計畫的犯
罪行為，或
（2）在犯罪行為尚未被阻止前，即時向官方自首並告知其犯罪計畫，而
能被防止
（3）行為人為上述第 1、2 款之行為，達成阻止該犯罪組織存續之目的，
或該目的雖非因其真摯努力努力而達成者，不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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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設結夥加重條款
在廢除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及檢肅流氓條例後，我國立法者或可考慮
除現行之 321、326、330 條以外，在下列各罪，將結夥列為加重事由：
偽造變造通用貨幣的 199 條；偽造變造有價證券的 201 條 1 項及 201
之 1 條 1 項；偽造文書的 210 條、211 條；偽造電磁科技記錄罪的第 220
條 2、3 項；圖利供給賭場或聚眾賭博罪的 268 條；人口買賣的 296 條第
1 項、296 之 1 條 1、2、4 項、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5 條第 1、
2、4 項、27 條第 1、2、3、4 項、第 28 條第 1 項；加重強盜罪的 330 條；
詐欺的 339 條 1、2 項；背信的 342 條 1 項及；贓物罪的 349、350 條；
妨害電腦使用罪的第 358、359、360、362 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
第 1 項至第 3 項、第 5 條第 1 項至第 4 項、第 6 條第 1 項至第 4 項、第 7
條第 1 項至第 4 項、第 8 條第 1 項至第 4 項、12 條 1、2 項、13 條 1、2
項、14 條 1、2 項；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懲治走私條例第 2、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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