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現狀分析
在介紹德國及日本 2 種不同的立法模式後，本章將重新回頭檢視我
國現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運作情況。但因我國立法上，對團體或數人
犯罪，尚有檢肅流氓條例等特別法加以規範。因此本章在檢討時，亦將
一併提及。

第一節 我國對組織性犯罪概念的探討
我國對於「組織犯罪」的探討文獻不多，在犯罪學上對於「組織犯
罪」的介紹，多流於外國對組織犯罪的形成過程的研究理論及我國現行
組織犯罪的數字堆積。但對於定義及特徵的探討，仍然顯著不足。本文
嘗試歸納出我國現行犯罪學界，對於此領域的定義及特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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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可以得到清楚區分。恐怖份子雖有嚴密的分工與計畫，且與組織性
犯罪同樣不惜採取暴力行動，但恐怖份子的主要訴求，在於政治的變革，
而非經濟利益的獲取。亦即，組織性犯罪要在既有的社會體制下圖利；
恐怖份子要推翻現有的社會體制 733 。

第二項 特徵 734
1.目標：組織性犯罪採取理智而有計畫的行動，希求在最短時間內，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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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hard/Herold/Hamacher/Schreiber/Stümper: Kriminalistik Lexikon, 2. Aufl., 1986, S. 172.轉引
自林山田、林東茂、林燦章，犯罪學，增訂第 3 版，頁 37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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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7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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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山田、林東茂、林燦章，犯罪學，增訂第 3 版，頁 372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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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風險，獲取最大可能的利潠。追求勢力與影響力則是附隨現象。
2.行為方式：犯罪組織由一群人組成，在組織中有明確的分工，每個人專
門從事某種策劃或執行計畫。
3.職業化：一切有組織的犯罪者都是職業犯，長期依靠犯罪活動維持生
計，熟練掌握犯罪技巧，具有明確的犯罪生涯、犯罪自我形象及犯罪價
值觀念。可以在政治、經濟或科技領域中有良好的適應，也可以在犯罪
人群體中，有良好的掩飾，不易被追訴，也不易被競爭者干擾。
4.掩飾性：以合法的行為或商業活動作護身符。帶給追訴機關極大的困擾。
5.階層組織：犯罪組織中都受一個決策中心指揮領導。該中心負責權衡風
險、評估代價與利潤，並監控犯罪計畫的實施。
6.隔絕與紀律：為避免被追訴機關破獲，因此決策與領導階層不直接與犯
罪活動的成員接觸。透過隔離聯絡人員，監視犯罪計畫的實施，且該聯
絡人員往往以具合法職業之成員組成，只負責轉達命令給執行小組，並
將犯罪成果回報。而造成追訴上的極大困擾。

第三項 我國學界對現狀的觀察
我國學者觀察台北市幫派及組織性犯罪團體的內部組織及權力結構
情形後，認為除一清專案前的竹聯幫較具制度化外，其餘並無明顯的層
級結構及分工，並無正式組織。即使是現在的竹聯幫，距離企業化組織
模式仍遠，僅為小集團散存於各地。因此其認為我國現行的組織性犯罪
內部組織及結構的狀況，並非由統一的企業集團所掌控 735 。

735

許春金，犯罪學，修訂五版，頁 70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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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組織犯罪」
我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對所謂的組織性犯罪，雖然在立法理由中，
洋洋灑灑詳列參考的外國立法例。但經由上述的介紹及觀察後，我國立
法者所採用的立法模式其實並非上述德國、美國及日本等立法模式。我
國立法者對組織性犯罪的立法圖像，乃是以「犯罪組織」為核心，對該
犯罪組織「相關」 736 者施加刑事處罰。因此本節在檢討上將先檢討我國
立法定義的「犯罪組織」，再檢討「參與犯罪組織」及「資助犯罪組織」
兩個立法規範。最後，本文對於我國立法院多數意見決議刪除「例外條
款」的思考深感不妥，亦將一併陳述如下：

第一項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2 條的犯罪組織
第一款 「犯罪組織」的定義
在我國組織犯罪條例中，對於「組織犯罪」的理解乃是參與犯罪組
織及利用犯罪組織在為其他犯罪。因此「犯罪組織」的概念界定，即為
本立法的核心概念。
而我國立法者在立法過程中，若僅觀察行政院版本及各立法委員版
本的異同，可以說相去不遠。但我國立法者當時在立法過程中，是否對
於犯罪組織的理解相當一致？恐怕未必。尤其在一讀會審查時，最大的
爭議之處仍在於所謂的「組織犯罪」究竟為何？
若仔細分析後可以發現，我國立法者對於組織犯罪的立法圖像乃是
多數人已經形成「組織」，並以犯罪為目的，即屬組織犯罪。但是在這樣
的理解下，將面對以下 2 個問題：
1. 究竟什麼是「組織」？2.該組織以「犯罪」為目的，所謂的「犯
罪」是什麼犯罪？是否有所限定？是否包含經濟犯罪，還是僅限於所謂
的「暴力犯罪」？因此分述如下：

第一目 犯罪組織的「組織」為何？
一、立法定義歸納
組織犯罪條例第 2 條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係指三人以上，
有內部管理結構，以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具有集團性、
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組織。」
從上述的立法文字，對於犯罪「組織」的定義大約可以歸納如下：

736

包含各種形式的參與或資助，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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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數：3 人以上。
2.有內部管理結構。
3.以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
4.具有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組織。

二、立法定義分析
1.人數
觀察所謂的「犯罪組織」，其與一般犯罪不同之處，乃是透過團體內
部的所形成的「特殊團體動力」而「分工合作」
，使犯罪的實現可能性提
高、法益侵害程度增強以及事後發現的可能性降低。因此關鍵即在於特
殊動力及分工合作。但就人數的爭議而言，我國立法者明確規定以 3 人
以上為限。但不論是德國立法者在 StGB § 129 條及日本立法者在組織性
犯罪處罰法中，對於「犯罪結社」及「犯罪組織」均未明文規定。德國
是以司法解釋的方式，表示「犯罪結社」若未達 3 人，即無法形成所謂
的「特殊團體動力」。至於日本則未在條文中明文規定，因此實務及學說
爭議叢生。因此對於我國立法者將人數明文規定為 3 人以上，本文以為
並無不妥。
2.組織內部結構
在具體定義「組織」而言，我國立法者僅以「內部管理結構」六字
為之。但是何謂內部管理結構，行政院本及最後通過的正式版本均未具
體說明。反觀當時立法委員的各版本中，有：
「內部指揮從屬關係」或「互
為歸屬之管理結構」加以說明。就條文規範的理解可能性及操作可能性
而言，行政院版未見高明之處。蓋因何謂內部管理結構，本身即為尚待
說明的「待澄清事實」
，以之說明組織，並不妥當。但是「互為歸屬關係」，
並未見於中文的日常用語中，因此作為立法的要件，恐怕亦無法清楚交
代該種「特殊團體動力」及「分工合作」的關係。而「內部指揮從屬關
係」
，本質上乃是指明組織中的分工系統型態，亦即需要具備上下階級的
關係。但是尚須檢討者為：何謂指揮、何謂從屬關係？雖然尚有需要進
一步解釋之處，但就規範的理解可能性而言，已經較前述版本，大幅提
高。此外，此處亦牽涉到立法價值的選擇，究竟我國所探討的「組織」
是否需限於「上下從屬」類型？平行的協議分工所構築的水平分工類型
是否也可納入「組織」的概念中？
就本文的立場而言，在我國現行立法架構下，我國尚有核心刑法典
的共同正犯及結夥兩種類型。因此若將組織的關係擴張至水平分工類
型，恐怕會進一步導致概念解釋及區分上的困難。但是就指揮從屬關係
的檢討，關鍵即在於該數人是否已經形成「決策單位」
；且該決策單位所
形成的決議，是否形成足以壓抑個人意見的團體的「整體意志」
。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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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為決策單位的認定及整體意志的形成，始為判斷組織的核心操作要
素。至於現行的立法文字，恐怕無法描述狀態。
3.組織目的或活動
組織是否為犯罪組織，通常要透過觀察其具體活動，及其目的加以
判斷。但是犯罪組織是否具備犯罪目的即足？抑或是除了犯罪目的外，
尚須為犯罪行為始該當構成要件？
立法過程中，除了姚立明委員版主張「以犯罪為目的並多次從事犯
罪活動」以外，其他皆認為只要「以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
動」即足。在此牽涉到立法價值的選擇，究竟我國所認定的犯罪組織，
是否只要具備犯罪目的，即屬犯罪組織？抑或是除了具備犯罪目的外，
尚須以已經其成員為犯罪活動，始足該當？
在第 3 章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德國不論是 StGB § 129 條的犯罪結社
或 StGB § 129a 條的恐怖主義結社，均認為只要具備該目的，不需要已
經具體為犯罪活動，即足以認定犯罪結社。但是日本在組織性犯罪處罰
法第 2 條及第 3 條的規定中，可以發現日本立法者有鑑於治安維持法的
濫用經驗，因此雖然在犯罪團體的定義上，並未明文表示需要具體為犯
罪活動始足該當；但是在具體發動刑罰權的第 3 條構成要件，卻明文規
定需要該犯罪團體為表列的犯罪活動，始可認定為犯罪組織。由此可知，
日本立法者在傳統客觀主義思潮下，選擇必須要達到具體危害到個別刑
法分則條文的法益時，始可認定為犯罪團體。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德國雖然只要該結社具備犯罪目的，即可認定
為犯罪結社，對結社成員加以處罰。但德國卻在第 2 項以下，增設例外
條款，以避免該條文的立法侵害到人民的其他憲法上權利。日本未增設
例外條款，是因其處罰界線並未因為特別法的訂立而前置，該法僅在犯
罪團體成員為具體表列犯罪時，認為具備較高的不法性，而加重處罰，
因此並未如德國增設數項例外條款。
最終，我國立法者多數認為犯罪組織只要「以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
員從事犯罪活動」即足，就立法例而言較接近德國 StGB § 129 條及 StGB
§ 129a 條的規定。只是我國並未如同德國立法者一般，增設例外條款，
將留待本章第 3 節探討例外條款時，一併檢討！
至於何謂以犯罪為宗旨？何謂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分述如下：

（1）以犯罪為宗旨
本用語乃是承襲自普通刑法刑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737 ，「以犯
罪為宗旨」的意義乃是：以觸犯普通刑法或特別刑法之刑罰法規為目的
7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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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年台上字第 2747 號判決：非法結社罪，屬危險犯，以參與之結社係以犯罪為宗旨為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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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實務對此於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即於 27 年上字 2118 號判例
指出：「刑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所稱以犯罪為宗旨之結社，係指其
結社以妨害公共安寧秩序及其他某種類之犯罪為目的者而言，若因對於
某人挾嫌，希圖加害，而與多數共犯結合商議，相約為特定之一個犯罪
之實行，不能依該條項論罪。」而遷台後，74 年台上字 2721 號判決指出：
「刑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首謀參與以犯罪為宗旨之結社罪，祇須有
首謀參與該結社，犯罪即告成立。並非以該結社確已實施犯罪為必要。」；
87 年台上字第 2747 號判決：
「刑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之非法結社罪，
屬危險犯，以參與之結社係以犯罪為宗旨為已足，不以果已實施其他犯
罪為必要，如進而實施具體之犯罪 (如恐嚇、重利等) ，自另犯各該罪。」
觀諸實務，該條雖已立法多年，但實際上被運用的次數屈指可數，
除了我國過去有檢肅流氓條例、懲治叛亂條例等特別法外，多數幫派及
犯罪組織多以忠義或社會公益等為口號，難以舉證其以犯罪為宗旨，亦
可能為鮮少被適用之原因。
雖然現行實務適用的機會不多，然而在特別法規定的情形下，是否
需要一味的承襲普通法要件？仍然值得討論。尤其是本條例在擴大處罰
範圍及加重刑罰之餘，必須考慮所謂的以犯罪為宗旨，是否要限於得利
或暴力性質，排除單純政治性、宗教性的組織被納入的可能性，以避免
被政府單位濫用！

（2）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
在立法時是否要有「以」字，曾經引起爭執，雖有立委指稱 739「以」
字易使人誤會僅限於間接正犯，而建議刪除；但是多數立委卻表示：
「以」
字尚包含共同正犯、間接正犯及教唆犯等各種情形；且刪除「以」字，
將造成組織中只要有成員為犯罪行為，該組織即成為犯罪組織的誤解，
殊為不當。因此仍保留之。
由上述檢討可知，因為實務上對於「以犯罪為宗旨」的要件，證明
上過於困難，因此增列「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擴大適用範圍。也因
此往後實務的運用上，如何區別：僅為個別成員犯罪的「偶發事件」或
「以其成員從事犯罪」？將是區別該組織結社，究竟是否為犯罪組織的
關鍵。
至於就操作上，或許必須合併觀察本條例第 2、3 條，僅有在發起、
主持、操縱或指揮的行為主體對於下手實施者所為的犯罪，成立共同正
犯、間接正犯、教唆犯或幫助犯，始有作此認定的可能。否則僅為組織
不以果已實施其他犯罪為必要。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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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劍鴻，刑法分則釋論上冊，頁 248 以下。
詳見立法委員姚立明之發言，法務部編印，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立法資料彙編，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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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成員間單純的共同犯罪，是否即可將該組織認定為犯罪組織，將產
生疑義。例如：兩個政黨的黨員，僅是私下討論後，以球棒脅迫鄰居支
持特定候選人，是否即可將該政黨認定為犯罪組織？
4.特徵
行政院版或部分委員版本認為，犯罪「組織」必須具備：集團性、
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姚立明版及劉進興版，均認為只要具備「脅
迫性或暴力性」即足。
上述 4 種特徵，經過第 3 章的考察後，可知其並非源自於 StGB § 129
條及 StGB § 129a 條的規定。反而是在日本的暴力團對策法第 2 條第 2
款，始可發現這樣的定義。但是日本暴力團對策法第 2 條第 2 款僅是法
律名詞的說明，並非具體的判斷基準，更非認定有罪無罪的構成要件。
因此在探討我國立法文字的集團性、常習性是否必要前，必須先予
以釐清的問題包括：其是否為構成要件？還是只是描述犯罪組織的特
徵？若其為構成要件，其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就行政院版在一讀審查會上的理由而言，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
或暴力性乃是組織犯罪表彰於外之組織性質，而上開四大特性，毋須兼
具，時或顯露其一。概觀其文字時，會認為犯罪組織需具備四大特性；
但細究文字後，可發現似乎只要具備其中一種即該當，立法文字顯然失
之過寬，而有與一般常業犯、共犯或結夥情形混淆之虞。例如：一群人
常常聚眾吸毒，開轟趴，很可能即該當本構成要件。因此有論者指出，
上述四大特性，本質上為三個：集團性；常習性；脅迫性或暴力性。且
需三者兼備，始該當此要件；此亦為立法委員及法務部長於審查會時的
意見。而此意見在司法院第三十二期司法業務研究會亦得到呼應：應具
備其中「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
，或其中「集團性、常習性及暴力性」，
始構成該條例所稱之犯罪組織。
但是就上述的特性，是否為構成要件，立法者雖未明示，但是由三
要件乃是與「組織」相互解釋，始可定義出「犯罪組織」的邏輯而言，
上述的要件乃是規範性構成要件 740 。
但是若以之為規範性構成要件，最大的疑義在於定義法律明確性的
問題。因此以下將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等用語一一拆解分
析：
（1）集團性
就最高法院之判決，大多對於集團性用語，僅引用法條鮮少加以著
墨。而 93 年台上字第 398 號判決則指出：「集團性而言，除應要有三人
以上外，該組織須有內部管理結構，主持人與成員間應有層級之分，且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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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本身亦不應因主持人或其他管理人或成員之更換而有所異同。」由
此可知，在實務界集團性的用語必須與內部管理結構整體解釋，始能彰
顯其意義。亦即，必須藉由不因主持人或其他管理人或成員之更換而有
所不同，證明該組織之永續存在性，而與刑法上單純的共犯不同。該判
決所提供的基準，對於未來法條之操作應有助益！
（2）常習性
此用語易與刑法上「常業犯」混淆，而目前實務對於常業犯的定義
乃是：
「常業犯，指反覆以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之職業性犯罪而
言，至於犯罪所得之多寡，是否恃此犯罪為唯一之謀生職業，則非所問，
縱令兼有其他職業，仍無礙於該常業犯罪之成立。741 」但常習性的定義，
是否亦需要「反覆以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之職業性犯罪」的要
件，則有待討論。
法務部 (87) 法檢 (二) 字第 012040 號函表示：
「常習性指組織以長
期存續為目的。且有多次犯罪之發生而言，與實際存續時間之長短無關。
例如甫宣誓成立之幫派，並已從事多次犯罪，但於翌日即被查獲，亦不
能指為欠缺常習性。」依 93 年台上字第 398 號判決：「常習性而言，該
組織之存續在時間上具有永久性，且並非為某一特定犯罪，或某特定人
士而組成。」顯然我國實務對於常習性的看法，已非單純常業犯之範疇。
本要件的功能在於區別：偶一為之的臨時性犯罪群體及經常性並以之為
業的犯罪集團。但其與結夥犯罪的差異，仍然無法清楚得知！
雖學界有論者以為：常習性的判斷，必須判斷本條中的常習性是針
對「組織」，抑或是針對其成員之「行為」，而有不同的結論。而該論者
認為本條乃是針對「組織」之特性，而非成員行為特性。因此針對結夥
犯罪，應先跳離行為的因素，而考慮該團體是否與本條例外在的特性相
符。因此成員的行為未必能代表組織的特性；但若組織成員於犯罪前即
已計畫要如何為之，則其成員表彰於外的行為，始為組織行為 742 。但是
該意見僅以「事前計畫」，區分究竟是單純的成員行為或組織特性，不但
無法釐清結夥犯罪與組織犯罪的關係，甚至與共同正犯的關係亦有待進
一步驗證，相較於實務見解未見高明之處！
（3）脅迫性或暴力性
觀察我國核心刑法典的用語，雖在財產、自由及性自主法益中大量
使用脅迫的用語，但是並未有「暴力性」的用語。因此此二者的關係究
竟為何？值得深入分析！
脅迫：依照我國核心刑法典的用語，脅迫乃是指針對被害人為一個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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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害的告知，使其受到強制 743。但是暴力性的用語則未見於核心刑法典。
因此在邏輯上有兩種可能性：第 1 種：暴力性乃是一個概括用語，指涉
的對象包含強暴、脅迫、恐嚇等各行為態樣。第 2 種是暴力性應該限縮
解釋，因法條乃是將暴力性及脅迫性並列，因此應該將暴力性解釋為脅
迫以外，施以作用力者，相當於刑法典上最廣義的「強暴」。
而由立法院的審查會上的討論，可以發現雖有立委提出應配合刑法
典的用語將暴力性改為強暴性，但多數委員及法務部的意見認為，第 2
條只是探討組織犯罪條例的特徵，並不侷限於刑法上強暴的性質態樣，
因此仍然保留此用語。由此可知，立法者的意旨乃是將暴力性當作一個
概括性用語，以避免將犯罪組織僅侷限於以強暴、脅迫等犯罪行為態樣
的組織。
由此脅迫似乎僅具有例示作用，在具體案件中，僅以「暴力性」作
為界分功能。雖然可彰顯本法乃是以含有暴力性質的組織為規制對象，
而不包括單純的智慧型、白領型犯罪組織。但是所謂的暴力性，是否必
須限於該組織中的成員曾經為暴力犯罪始適用之？答案若為肯定，則需
要重新界定刑法的構成要件中何者為暴力性犯罪。若答案為否定，則組
織的暴力性又該如何界定？若無法清楚界定，則暴力性僅為一個不確定
法律概念，且在刑法上不具備可操作性。
而我國最高法院在 92 年度台上字第 4563 號判決：「被告於八十年
間，在嘉義市竹仔腳地區，糾合手下蔡文溪、邱 X 欽等人組成不良組合，
從事賭場或特種行業之經營，或由細故即動輒以暴力傷人等不法行為，
係一有內部管理結構而具集團性、脅迫性、暴力性之犯罪組織」
；94 年台
上字第 4926 號判決：「本件槍擊事件，被告雖與黃○○、賴○○、「阿志」、
張○○等人共同非法持有槍彈，黃○○、賴○○、「阿志」等人且共同毆打王
○○，惟尚無從僅憑此單一事件，即認定被告等人已形成一具有常習性之
暴力犯罪組織。」等判決中可知，我國實務對於「暴力性」往往是由該
組織以其成員從事暴力犯罪，如：傷害、持有槍械等，作為入罪的判斷基
準。

第二目 組織以「犯罪」為宗旨，何謂犯罪？
在立法過程中，立法者對於犯罪組織的「犯罪」範圍，有所爭執。
有以下的 2 種思考：第 1 種思考認為：透過犯罪組織所為的「任何」
犯罪，都是所謂的組織性犯罪。蓋因組織性犯罪乃是透過「組織」而為
犯罪行為。因此不論是暴力犯罪、經濟犯罪等，都是組織性犯罪。
第 2 種思考則為：必須透過「組織」為表列的犯罪，始為組織性犯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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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第 2 種思考，往往是基於「組織」概念的不明確性，在構成要件化
的過程中，會有違背罪刑法定之疑慮，因此透過「列表」的過程，加以
特定。
而我國立法者在一讀會的審查時，即可見到上述兩種不同的思考。
但是不論是行政院版或各委員版本，所採用者乃是上述兩種思考的折衷
模式。亦即並未如同日本組織性犯罪處罰法第 3 條，明確表列具體刑法
分則犯罪條文；但亦未如同周伯倫委員的發言一般，認為任何犯罪皆可
含蓋在內。認為組織性犯罪乃是必須與暴力性或脅迫性有關。
但若深究第 2 條之法條文義：犯罪組織，係指三人以上，有內部管
理結構，以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具有集團性、常習性
及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組織。所謂的「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
所指涉者，為組織的特徵或組織的性質。並非描述何謂「犯罪」組織的
「犯罪」概念。但是透過前述對於上述特徵的介紹與思考，可以發現立
法者乃是將「犯罪」的概念透過組織特徵的描述時一併加以表示。
因此可以說我國的「犯罪組織」，主要是以「暴力性或脅迫性」組織
為規範對象。而自始排除金融犯罪集團、環保犯罪集團及逃漏稅企業等
所謂的「白領犯罪」。與日本暴力團對策法的規範對象相當。雖然限縮刑
事立法處罰範圍，避免過於寬泛，而有濫用可能性的出發點，值得肯定。
惟我國對於暴力團體或所謂的幫派，目前已有檢肅流氓條例的規範加以
規範，是否尚須對所謂的暴力團體、幫派，再為此種疊床架屋的特別立
法，導致解釋上的困難？將留待第 7 章加以檢討。

第二款 司法實務的解釋
對於集團性及常習性的操作標準，我國實務在 93 年台上字第 398 號
判決認為：「集團性而言，除應要有三人以上外，該組織須有內部管理
結構，主持人與成員間應有層級之分，且組織本身亦不應因主持人或其
他管理人或成員之更換而有所異同；常習性而言，該組織之存續在時間
上具有永久性，且並非為某一特定犯罪，或某特定人士而組成。」
本判決認定「集團性」乃是「主持人與成員間應有層級之分，且組
織本身亦不應因主持人或其他管理人或成員之更換而有所異同」。已指
出集團性已經擺脫一般個人式的共同犯罪，而必須到達該組織集團已成
為獨立有機體之情形，該標準有助於我國釐清「組織性犯罪」及一般「共
同犯罪」之差異。「常習性」乃是「組織之存續在時間上具有永久性，
且並非為某一特定犯罪，或某特定人士而組成」。該標準排除針對特定
行為客體的一般共同正犯情形，但對於何謂「某一特定犯罪」？則未進
一步說明。就文義分析，「某一特定犯罪」可能指涉某一種特定犯罪，
亦可能指涉某一次特定犯罪。雖然實務未表明其立場，但是由實務一貫
立場可推知，其所指應為某一次特定犯罪，才能與並非針對特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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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後一貫之解釋。但是此種標準，雖然能釐清「組織性犯罪」及共同
正犯的差異，但是對於我國現行刑法分則中的「結夥」概念，仍然無法
區分兩者之差異，誠屬遺憾！
此外，由此判決可知：我國實務將集團性及常習性作為「組織」概
念的具體性質來理解。而非將集團性、常習性來描述其「犯罪」性質。

第三款 小結－指鹿為馬的定義
由於我國立法者所理解的「組織性犯罪」，是透過「犯罪組織」所為
的暴力性或脅迫性犯罪。因此犯罪組織的定義，為本條例的核心概念，
因此在本節中本文逐一檢視各種立法上的策略與價值，並可發現我國立
法者在價值選擇上的爭議及軌跡。包含：「組織」的概念及「犯罪」組織
的犯罪概念為何？
至於我國實務在具體操作上，將集團性、常習性當作組織的性質加
以理解；脅迫性或暴力性作為其所為的犯罪性質。但此種描述方法，雖
然使得「組織」概念在實務操作上，有較立法者更明確的依據，但是就
何謂「犯罪」組織的犯罪概念，依然不清的問題，並未隨實務的解釋而
獲得解決！
此外，我國立法者當時在立法時，雖在立法理由中宣稱參考德國刑
法 StGB § 129 條及日本立法例。但是經過本文在第 3 章的考察，可以發
現日本的暴力團對策法，由於違反上述規定的法律效果，並非刑罰；因
此該法本質上乃是行政法的性質，我國組織犯罪條例乃是發動刑罰權的
刑事立法，卻以之做為我國立法例的參考，恐怕亦有客體錯誤之嫌！

第二項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的犯罪處罰
我國組織犯罪條例第 3 條，將「參與」犯罪組織者入罪化，相較於
一般犯罪，必須「著手」，而實行接近構成要件的行為或對於刑法法益已
有具體的風險始具備可罰性，顯然大幅提前處罰的界線。相較於我國固
有的刑法第 154 條犯罪結社罪，雖然就處罰的界線及處罰的行為態樣並
無太大改變，但就法律效果而言，卻大幅度加重。因此本節將分別說明
我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的構成要件類型，並比較
刑法分則第 154 條的異同，最後參考我國司法實務的具體操作上的解釋
及難題。

第一款 固有的刑法第 154 條犯罪結社罪
刑法第 154 條之規定：參與以犯罪為宗旨之結社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首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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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前項之罪而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本罪在實質上，因為組織犯罪條例及檢肅流氓條例，而使得實務上
適用的機會極低。而國內學界與實務對本條之爭議主要在於：繼續犯之
性質及檢察官之舉證責任範圍。後者因其乃是刑事訴訟的領域，本文暫
且不加以討論；而就前者因涉及該條條文之釋義，容後敘之。
就本條條文觀之，本條之客觀構成要件可分述如下：

第一目 參與或首謀行為
就本要件而言，所謂參與行為，究竟指涉對象為「加入結社行為」，
或仍須包含「參與活動」，即可得出截然不同之結論。

一、學界看法
依部分學者之見：參與行為乃是加入以犯罪為宗旨之結社，並參加
其犯罪活動。因此行為人只需一有參與行為，即可構成本罪，不以果有
犯罪行為為必要 744 。惟亦有學者認為參與行為，乃是對已有之犯罪結社
而為參加之行為 745 。
而國內晚近有學者指出：參與應細分為「加入」組織之行為與「參
加」活動之行為。加入行為並無繼續犯之性質，而參與行為則有繼續犯
之性質。而其推論如下：行為人在「加入」犯罪結社時，刑法所保護的
法益－社會治安，固然有受到侵害的危險性，但於加入行為後，社會治
安之法益則不受加入行為的繼續侵害。若謂社會治安法益，因為結社繼
續存在而繼續受侵害，或有繼續受侵害的危險性，則並非「加入」行為
所致，而是「社團」所造成。而社團所為之行為在此亦可分為「行為人」
或「他人」所為。若是行為人所為，則行為人已非單純加入社團，而是
參加結社活動之行為。若是他人所為，則就他人所為之部分行為人不需
負責 746 。此外就時間繼續之性質及特色而言，組織活動常有繼續持續的
狀態，但犯罪組織乃是一抽象的非自然人組織，其危險性完全來自於組
織成員，抽象的組織事實上不可能有任何行為，成員的行為構成組織的
行為。若無成員參加活動，即無組織的活動行為，組織犯罪危險性的持
續實源自於其成員對活動的繼續參加，故行為人若對組織犯罪之活動繼
續參加，則其行為對社會法益繼續侵害。因此參加行為具繼續犯性質 747 。

744
745
746
747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下冊），頁 196。
蔡墩銘，刑法各論，頁 623。
王兆鵬，大法官釋字五五六號之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頁 60。
王兆鵬，大法官釋字五五六號之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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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實務界對於參與之定義
我國實務界對於「參與」的定義，主要爭執處在於：
（一）參與之犯罪結社，是否以犯罪為宗旨即足？抑或是必需該結
社有犯罪活動？對此 87 年台上字第 2747 號認為：刑法第一百五十四條
第一項之非法結社罪，屬「危險犯」，以參與之結社係以犯罪為宗旨為
已足，不以果已實施其他犯罪為必要，如進而實施具體之犯罪(如恐嚇、
重利等)，自另犯各該罪。
（二）參與犯罪結社行為是否為繼續犯？若為繼續犯，其參與期間
如何計算？又如何認定其脫離？是否有過去刑法第 2 條從新從輕原則的
適用？對此我國實務的看法，可以釋字第 556 號解釋為界線區分出前後 3
期：
1.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
我國實務最早對於參與結社或團體的認定，乃是基於「參與叛亂團
「暫行反革命治罪法有效期內，加入以危
體」所作出的解釋 748 ，其指出：
害民國為目的之團體，於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施行後始發覺或捕獲者，
如在同法施行前已脫離其團體而未經過起訴時效者，應依刑法第二條但
書比較兩法適用較輕之刑，反之如在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施行後，仍在
團體之中，則因加入行為之繼續性而成為組織團體之行為，應依同法第
六條處斷，不適用刑法第二條但書之規定。」由此可知，其認為認定「加
入行為」的性質乃是繼續犯。但對於如何認定「脫離」，顯然仍未清楚地
提出任何標準。
2.戒嚴時期懲治叛亂條例之解釋
在戒嚴時代對於參與犯罪組織者於參加後的時點問題，大法官釋字
「凡曾參加叛亂組織者，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
68 號解釋：
脫離組織以前，自應認為係繼續參加。」而大法官釋字 129 號解釋：
「但
參加叛亂組織之行為具有繼續性，未滿十四歲人參加叛亂組織，於滿十
四歲時，尚未經自首，亦無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者，其行為既在繼
續狀態中，自應負刑事責任。」
由上述釋字主文可以得知，當時司法院大法官認為「參加」叛亂組
織乃是繼續犯，且自首或脫離的舉證責任均由被告負擔。

748

院字第 667 號：
「暫行反革命治罪法有效期內，加入以危害民國為目的之團體，於危害民國
緊急治罪法施行後始發覺或捕獲者，如在同法施行前已脫離其團體而未經過起訴時效者，應依
刑法第二條但書比較兩法適用較輕之刑，反之如在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施行後，仍在團體之
中，則因加入行為之繼續性而成為組織團體之行為，應依同法第六條處斷，不適用刑法第二條
但書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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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釋字 556 號解釋前對組織犯罪條例之解釋
釋字 68 號及 129 號之解釋於懲治叛亂條例廢止後，並未壽終正寢；
反而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制訂後在實務界死而復生。亦即實務界對於組
織犯罪條例第 3 條的解釋，不論是內部的法律座談會 749，或是 90 年台非
字 356 號 750 、91 年台上字 6775 號判決 751 等，均認為：「參與犯罪組織之
罪，係行為之繼續，一經參與，固即成罪，但在未經自首或脫離、解散
該犯罪組織之前，其犯罪行為仍在繼續實施中，並未終了。而發起係參
與行為之一種態樣，當然涵蓋參與行為在內，發起之後至自首或脫離、
解散該犯罪組織期間，法律縱有變更，其行為既繼續實施至新法施行之
後，自無行為後法律變更之可言」。
由上述判決可知，實務認為「參與」及「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
行為，乃是不同的性質；前者具有繼續犯的性質，因此在「行為時」的
認定上，自然與非繼續犯性質的「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行為不同 752。
749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88 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 第 16 號：
「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六

八號解釋：「凡曾參加叛亂組織者，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組織前，自應
認為繼續參加」之意旨，甲既已加入該「松×幫」即係參與犯罪組織，自應成立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後段之罪」。
750

90 年台非字 356 號：
「本院按參與犯罪組織之罪，係行為之繼續，一經參與，固即成罪，但
在未經自首或脫離、解散該犯罪組織之前，其犯罪行為仍在繼續實施中，並未終了。而發起係
參與行為之一種態樣，當然涵蓋參與行為在內，發起之後至自首或脫離、解散該犯罪組織期間，
法律縱有變更，其行為既繼續實施至新法施行之後，自無行為後法律變更之可言。本件原判決
認定被告吳明貴於八十四年九月七日在基隆市富豪園餐廳，發起成立不法幫派組織「天道盟基
隆同心會」，嗣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於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公布施行後，被告仍參與該犯罪組
織等情。理由內並說明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生效前，關於參與犯罪組織，係依刑法第一百五十
四條規定處罰。被告發起前揭犯罪組織時，上開條例尚未施行，然被告發起並參與該犯罪組織，
因係犯罪行為之繼續，故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生效後，應依新法即該條例處斷。惟被告於新法
施行時，其發起之行為早經完成，自不得論以新法之發起犯罪組織罪名，應依參與犯罪組織之
罪名處罰。又參與或發起犯罪組織之罪，並不以果於發起、參與該組織後有實際之犯罪行為或
並無其他職業為必要，縱長期未參加該犯罪組織之不法活動，仍無解於其繼續參與該犯罪組織
之責任。…又從文義及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三條第一項前後段之刑度觀之，發起固較參與為
重，但被告發起成立前揭犯罪組織時，組織犯罪防制條例尚未施行，雖因被告發起並參與該犯
罪組織行為，繼續至該條例生效後方才終了，依法應適用該條例處斷，但被告於新法施行時，
其發起之行為既早經完成，自不得溯及既往論以新法之發起犯罪組織罪名，僅能依參與犯罪組
織之罪名處罰，此為基於法律不溯及既往原則所得之當然結論，並無適用法則不當之情形。」
751
91 年台上字 6775 號判決：「參與以犯罪為宗旨之結社，或參與犯罪組織，在未經自首或有
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該結社或組織以前，應認為係繼續參與，而為行為之繼續，乃單純一
罪，其行為繼續中，法律縱有變更，因其行為既繼續實施至新法施行以後，無行為後法律變更
之可言，仍應適用行為時之新法即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處罰；惟該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前段之罪，
係以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為構成要件，行為人須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政府公告施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後，仍有上開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之行為者，始
得依該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處罰，否則只能論以同條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752
91 年台上字第 5797 號判決：「刑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後段之首謀犯罪結社罪，其行為並
無繼續性，發起人因首創謀議而聚合成立犯罪組織時，其首謀犯罪結社之犯罪行為即已完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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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高法院認為若在組織犯罪條例制訂前，為發起、主持犯罪組織等
行為，若於制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後，仍繼續發起、主持，但亦未能證
明脫離犯罪組織者，只能就「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論罪，且因參與犯
罪組織乃是繼續犯，因此並無時效問題。
4.釋字 556 號解釋對我國實務之影響

（1）釋字 556 號解釋
在廢止懲治叛亂條例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68 號之見解，仍然繼續
影響著實務界。對此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556 號對於參與犯罪組織的
性質及參與後自首、脫離的舉證責任均作出不同的解釋：
「該條例第三條
第一項及第三項所稱之參與犯罪組織，指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
員，而不問參加組織活動與否，犯罪即屬成立。至其行為是否仍在繼續
中，則以其有無持續參加組織活動或保持聯絡為斷，此項犯罪行為依法
應由代表國家追訴犯罪之檢察官負舉證責任。若組織成員在參與行為未
發覺前自首，或長期未與組織保持聯絡亦未參加活動等事實，足以證明
其確已脫離犯罪組織者，即不能認其尚在繼續參與。」大法官亦於理由
書中指出：
「組織係一抽象組合，其本不可能有任何行為或動作，犯罪宗
旨之實施或從事犯罪活動皆係由於成員之參與。該條例所稱參與犯罪組
織，指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員，而不問參加組織活動與否，犯罪
即屬成立」。

（2）解釋對我國實務判決的影響分析
在釋字 556 號解釋後，我國實務見解將過去對於組織犯罪條例第 3
條及刑法第 154 條的解釋，幾乎完全推翻。不但認為：檢察官必需證明
，且認為「組織成員在參
「如何持續參加組織活動或保持聯絡之證據 753 」
加行為未發覺前自首者，或長期未與組織保持聯絡亦未參加活動等事
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犯罪組織者，即不能認其尚在參與」 754 。
由此可知在釋字 556 號解釋後，實務界對此之爭議不再是單純的新
舊法適用問題，轉而落在重新界定是否有「繼續參與犯罪組織」的標準
後於其未脫離該組織之前，僅係參與犯罪結社行為之繼續，而非實施首謀犯罪結社行為之繼續。」
92 年台上字第 1705 號：「原判決並未就上訴人等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一
日公布施行以後，有如何持續參加組織活動或保持聯絡之證據及理由，加以載明，仍引用上開
釋字第六十八號解釋，謂參加犯罪為宗旨之結社者，一經參加即屬成立，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
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組織以前，自仍應認為繼續參加，論處上訴人等應負參與犯罪組織罪責，
不無違誤」。
754
93 年台上字第 238 號：
「依大法官釋字第五五六號解釋意旨，所謂參與犯罪組織之成員，係
指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員，而不問參加組織活動與否，犯罪即屬成立，至其行為是否仍
在繼續中，則以其有無持續參加組織活動或保持聯絡為斷，此項犯罪行為依法應由代表國家追
訴犯罪之檢察官負舉證責任。若組織成員在參加行為未發覺前自首者，或長期未與組織保持聯
絡亦未參加活動等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犯罪組織者，即不能認其尚在參與」。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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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亦即解釋前，因為實務仍舊依循釋字 68 號的解釋，因此自然會產生
「繼續參與犯罪組織」行為，橫跨新舊法的法律適用問題。但是在 556
號解釋之後，提出參與組織行為繼續性的兩個認定基準：
「有無持續參加
組織活動」或「保持聯絡」
。因此多數的案例即爭執該案被告並不符合上
述兩基準，無法證明繼續參與組織，而不再爭執新舊法適用問題！而解
釋後至今尚無具體案例探討如何操作此二基準，後續發展仍然值得觀
察！
此外需要注意者，乃是自大法官釋字本文中，可以發現立法者及司
法者皆認為犯罪組織，本質上即有侵害法益之危險，因此認為其有入罪
化的 必要。但是對於加入犯罪組織及參加組織活動二者，採取只要加入
犯罪組織即屬犯罪的解釋，不論在解嚴前或解嚴後的立法及司法實務皆
然，亦未因釋字 556 號而改變。

第二目、犯罪為宗旨之結社
依據學者之見解 ，所謂犯罪，乃是主刑法與輔刑 法所規定處罰的各
種犯罪。而結社依據學者之定義：乃是多數人出於共同的目的，結合組
織而 成具有持續性的幫會或社團。且該結社需多數人彼此間互負義務，
共同努力實現其結合的目的。由此可知：該組成份子必須服從結社的組
織意志，而相互協力實現結社目的。此外該結合期間必須具有相當時間
的持續性，而非以一次目的而為之短暫結合 755 。

第二款 粗糙的構成要件類型
第一目 構成要件定義及歸納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
我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1 項規定：
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
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千萬
元以下罰金。」第 2 項規定：「犯前項之罪，受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
再犯該項之罪，其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台幣二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台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由第 1 項的規定規定可知，我國將犯罪組織中的成員，依其在組織
中的地位，區分為 2 種：1.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2. 參
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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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下冊），5 版，頁 19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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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與第 1 項之差異為：犯第 1 項之罪，受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
後，再犯第 1 項之罪。

第二目 立法定義分析
就組織犯罪的犯罪型態而言，我國的立法者，主要規定於第 3 條 1
項。但是上述的行為型態，亦有值得檢討之處：

一、分類的界線及實益
同樣是行為人，規範予以分類，並定為差別待遇，以彰顯分類實益。
但該分類的基礎為何？攸 關由該分類所產生的差別待遇，是否為合理差
別待遇。因此將先檢討分類的基準及其基礎，始能探究差別待遇的合理
性。
由我國組織犯罪條例第 3 條的規範模式，可知我國立法者對於組織
內部的成員做出雙重分類。第一種分類，乃是依行為人對組織所為的行
為或其 在組織內部所扮演的角色而區分；第二重則由刑法規範的角度出
，亦即由「對規範的反應」加以考量。
發，視該行為人究竟是否為「再犯」
就第一種區分而言，可以說是由行為人所為的行為性質及行為人的
角色（身分）所構築。「發起」犯罪組織，乃是使組織無中生有，而產生
對於社會上有公共危害團體的始作俑者；主持、操縱、指揮組織者，則
是在 組織已經存在後，對於組織居於一定地位，而能下達命令之人。依
據本文的理解，上述行為人在組織中居於上級階層，並因上級階層而產
生實質掌控的支配關係！在我國的立法例下，上述「發起、主持、操縱
或指揮犯罪組織者」，相較於「參與者」，有截然不同的法律效果。但是
我國立法者這樣的分類，是否能夠突顯出居於上及階層並具有實質掌控
支配關係，仍有疑義。
反觀德國對於犯罪結社罪在 StGB § 129 條第 1 項規定，將行為態樣
區分為：
「建立」
、
「以成員身分參與」
、
「招募成員及招募支援」及「支援」
四種行為態樣，一律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對於所謂的特殊情形，
在第 4 項規定：首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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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居於上級階層地位，而具備特殊的支配關係
情形或其他特別嚴重情形，得加重其刑。
就兩者之差異而言，差異如下：1.「建立」在 StGB § 129 條僅為普
通構成要件，並非加重態樣；與我國將「發起」視為加重類型不同。2.
「以成員身分參與」、「招募成員及招募支援」及「支援」這 3 種行為態
樣，在 StGB § 129 條第 1 項中，亦被視為普通構成要件；但我國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第 3 條將「參與者」
，置於普通構成要件，但對於資助等類型，
置於第 6 條，視為不同的構成要件。3. 首領、幕後策劃者或具有特別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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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情節者，在 StGB § 129 條規定於第 4 項，歸類為加重類型；我國則是
將「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者」都歸類為加重類型。
就立法技術而言，StGB § 129 條第 1 項對不具備特殊情形者，做出
較為詳細的區分，亦即對參與組織或其他與組織相關者，依其身分及對
於組織所為的行為而設計不同的構成要件加以入罪；StGB § 129 條第 4
項，對居於組織上級階層且具備支配關係者，則以特別的立法設計。兩
種分類不但就條文的排列一目了然，且在普通構成要件因為已經具體描
述其行為，故在實務運作上，將可有效減少何謂「參與」等爭議，均值
得我國立法者借鏡！

二、不區分「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相較於刑法第 154 條，新法是將原本的「首
謀」擴張且區分為：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 4 種行為態樣；但是在法
律效果的刑度方面，卻仍為相同的處理，喪失區分的實益，只剩下擴張
首謀處罰範圍的功能。
而法務部對於上述行為態樣的解釋乃是：「發 起」：發動起意；「主
持」：主事把持；
「操縱」：幕後操縱把持；
「指揮」：指使命令 756 。但認為
上述行為的行為主體，不以組織成員為限。但逐一檢討要件後，發起時，
因尚 無組織，故發起者自然不會是組織成員。操縱，可能是指雖非成員
或無法證明其為成員，但是對於該犯罪組織有實質影響力者。但是在主
持及指揮兩種行為態樣，行為主體若非組織成員，殊難想像。且後續的
實務發展，亦無相關案例！

三、什麼是「參與」犯罪組織？
參與的要件，在立法審議時有所爭執。蓋因對於參與是否要陷於「明
知」其其為犯罪組織？何謂參與？是否要以組織內部成員為限？
就核心刑法典 154 條之規定，有論者以為該參與必須以「明知」為
要件 757 ；但是就審查會時，多數立法者之意乃是認為應不限於明知，而
未對文字加以修正。
至於參與的要件，是否只要以「成員」的方式參加即足？抑或是仍
須進一步為犯罪行為？在此牽涉到釋字 556 號解釋，而造成實務在此前
後不同的認定基準！
實務界長期以來受到釋字 68 號解釋之影響，而認為「未經自首或有
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組織以前，自應認為係繼續參加」。而 91 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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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編印，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立法資料彙編，頁 689 以下。
褚劍鴻，刑法分則釋論上冊，頁 24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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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字第 5797 號判決亦呈現此種解釋精神，而認為：「發起或參與犯罪組
織之罪，並不以果於發起、參與該組織後有無實際之犯罪行為或並無其
他職業為必要，縱長期未參加該犯罪組織之不法活動，仍無解於其繼續
參與該犯罪組織之責任。」但在釋字 556 號解釋，則認為：「參與犯罪組
織，指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員，而不問參加組織活動與否，犯罪
即屬成立。至其行為是否仍在繼續中，則以其有無持續參加組織活動或
保持聯絡為斷，此項犯罪行為依法應由代表國家追訴犯罪之檢察官負舉
證責任。」
但是何謂參與？是否只要參與入會儀式、登記、宣誓等行為即足？
若未有此等行 為，但積極為組織宣傳、召募吸收成員，是否屬於參與？
不但 在立法條文尚無法獲得解答，將留待下述實務介紹部分一併分析檢
討。

四、過度粗糙的抽象危險犯設計模式
就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及核心刑法典第 154 條的規定，其乃是
針對參與以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員為犯罪活動之結社加以處罰，不以其
已具體的對於特定法益造成危險或實害為必要。雖其立法理由乃是避免
公共危險等，而有必要為處罰的前置化。但是本法的犯罪組織，並未區
分犯罪組織的犯罪目的及宗旨，因此任何具有暴力性及常習性並具有集
團性犯罪的組織皆可納入，但是在具體案例中在邏輯上，極易產生嚴重
的失衡現象。
以下舉 3 個例子：
【案例一】一個以暴力討債為業的集團，若其僅為一次暴力討債即
被破獲。
而依據刑法第 346 條不論主從，均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是依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之規定，參與者卻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發起、主持、操縱或指
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
下罰金。亦即在造成具體實害的狀況，處罰較輕，但該在抽象危險階段
的行為，卻論以較重之刑。
【案例二】網路上成立的「去死去死團」，在台北市西門町集結後以
教訓街上的情侶黨為宗旨。一日發現街上擁吻的情侶即一擁而上，但是
該對情侶溜之大吉，去死去死團敗興而歸。
依照刑法第 277 條之規定，傷害罪並不處罰未遂犯；但是依據組織
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卻對抽象危險階段加以處罰。可凸顯不區分具體
刑法分則犯罪類型，對於該種犯罪結社一律加以處罰的失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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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賭博組織長期從事賭博被破獲。
依據我國於 2005 年廢除 267 條常業賭博罪以後，只剩下 266 條的賭
博罪，而該罪並不科處自由刑。但是賭博集團在本法皆不區分具體犯罪
類型，而為抽象危險的立法模式後，將造成實際上賭博罪不處自由刑，
但是在成立賭博組織時，卻可被論以重刑的情形。

第三款 司法實務的解釋
在實務的案件中，對於被告是否成立組織犯罪，論證上可以分成兩
個層次：1.該組織，是否得證明為犯罪組織？是否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第 2 條之規定？2.被告是否為該組織之成員？
我國實務在該組織是否為犯罪組織的認定 上，主要是以「警政單位
書函」作為證據；而被告是否為犯罪組織之成員，則往往以警政單位製
作之「名冊」或其他共同被告之供述證據。此外，對於是否為犯罪組織
成員，過去實務亦常以其他共同被告的互相指證為證據加以論罪。但在
證據法修正後，該證據是否能被採用，即面臨嚴峻的考驗。相關的判決
整理如下：

1.警政單位書函、名冊之證據認定
由於我國實務對參與犯罪結社罪的證據認定上，名冊及警方書函始
終居 於關鍵地位。但對於以名冊作為證據，實務的態度始終搖擺不定。
在 88 年台上字 6690 號判決中指出：「竹聯幫和堂成員名冊及組織架構，
係警方事後依據本件林志仁等人之警訊筆錄製作，乃屬上訴人等自白或
對己不利供述之範疇甚明，自不足為補強上訴人等自白之證據」
。該判決
乃是以名冊及調查表之證據方法不足以作為補強證據等，作為調查未盡
之理由而發回。但是並未對名冊本身的證據能力作表態！
但自 91 年起實務開始明確地對於名冊在認定「參與犯罪結社行為」
上，加以否定。91 年台上字 3844 號判決指出：「是三人以上，有內部層
級管理之特性，而以企業化、組織化實際從事犯罪行為者，即足認為犯
罪組織，並不以有無參與幫派之名冊為斷。」94 年台上字 4926 號判決 758，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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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年台上字 4926 號判決：「四海幫海中堂名冊，雖將黃○○、賴○○列為海中堂成員，惟查
無彼二人參加入幫儀式之證據資料，且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對於該局何時將黃○○、賴○○列
入海中堂名冊，及依據何具體不法犯罪事實而將彼二人列入名冊一事，函稱由於建管時間久
遠，已查無係於何時納入名冊及依據何具體不法事證，並且無跡可循建管之時是否經該局開會
審查議決。則不能以該局所列冊輔導之四海幫海中堂成員名冊中，出現黃○○、賴○○之名字，
即據以認定彼二人為四海幫海中堂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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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判決就認定「組織是否為犯罪組織時不以有無名冊為必要」這
點而言，值得肯定。

2.共同被告之供述
國內自從刑事訴訟證據章修正後，對於證據能力的標準已嚴謹許
多，可參照下述實務見解之變化：
對於共同被告「自白」的部分，是否可以採證？實務見解在司法院
釋字 582 號解釋前，採取搖擺的立場。認為應該採認者，以 92 年台上字
959 號判決 759 為代表。
但 93 年台非字第 77 號判決卻指出：「惟查被告於押解返台後，始
終否認加入犯罪組織「太陽會」為成員，而原判決認定其有加入太陽會
為成員之事實，無非引用證人吳 0 潭等人於警方調查時之供述為主要證
據。然該等證人之警訊筆錄，既非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且未經踐
行刑事訴訟法所規定訊問證人之程序，則依上開犯罪組織防制條例第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該等證人供述之筆錄，即無證據能力，不得採為證據」。
由此可知我國刑事訴訟證據章修正後，對於共同被告陳述已有較嚴謹的
證據標準，而該判決即以修正後的標準，否定本案共同被告對於本案被
告不利陳述的證據能力！

第四款 抽象危險犯的立法與詮釋
不論是核心刑法典的犯罪結社罪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的犯罪
組織參與罪，都是以「抽象危險犯」的立法方式為之。但是本文認為所謂
的「抽象危險」是否如同通說所認為的舉動犯？誠有疑義！此處抽象危險
犯的解釋，攸關我國上述規定的解釋方法，因此本文特別加以探討，以利
後續分析：

第一目 抽象危險犯的定義及解釋
抽象危險犯概念，長期以來與具體危險犯相對；在介紹抽象危險犯
時，必須將兩者概念一併解釋，本文決定分列如下：

一、抽象危險犯
對於法益客體帶有典型危險的行為方式。藉由經驗歸納之後，有鑑
759

92 年台上字 959 號判決：「依據上訴人於警詢及偵審中之供述，共同參與「天道盟基隆同
心會」之成員張 0 福於警詢中之供證，認定上訴人確有於八十四年九月七日在基隆市仁一路富
豪餐廳內，參與以對抗「天道盟太陽會」勢力及為基隆市各特種行業圍勢等犯罪為宗旨，具有
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之「天道盟基隆同心會」犯罪組織成立大會，並擔任該一組織顧問之
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參與以犯罪為宗旨之結社部分之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參與
犯罪組織罪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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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附隨於特定行為的典型危險，直接由立法方式推定行為的危險性，不
再以行為在個案中確實已經招致一定的危險狀態為構成要件要素 760 ；換
言之 ，附隨於行為的典型危險只是入罪要素，並非構成要件要素。因此
以類型化的危險行為本身加以處罰，亦即該行為符合構成要件的描述即
可成立抽象危險犯，無待法官就具體情節認定 761 。防止實害或具體危險
雖為立法者的動機，但非構成要件存在的前提。。

二、具體危險犯
對構成要件所要保護的客體，已發生一定的具體 危險狀態為「構成
要件要素」的犯罪 762。由於行為對於法益客體造成了實害的密接可能性，
因此具備可罰性，法官必須就個案判斷行為是否招致構成要件所定的危
險狀態，始能肯定之 763 。該危險乃是客觀、事後的預測 764 。
就德國實務經驗的歸納，主要判準可以區分如下：1.行為客體存在，
且進入危殆化者的作用領域；2.該行為已製造對行為客體產生迫切實害的
危險。該危險的判斷並非以百分比計算為基準，而是就個別情況判斷是
否有迫切的危險 765。至於最近的判決，則對行為是否產生危險狀況以「對
法益高度威脅的危機」、「就第三者觀察，只是本次被巧妙地迴避」、「千
鈞一髮」等為判準 766 。
但上述的標準，最大的缺陷在於：所謂迫切的危險或實害的蓋然性，
不過是法官的生活經驗總和而已，並未提出具體的客觀基準 767 。

第二目 抽象危險犯的限縮解釋方案
對於抽象危險犯的立法，學界長久以來，多採取限縮處罰的 解釋方
向，其論述的路徑如下：

一、結果不法限縮方案
採取此種解釋途徑的學 者，認為抽象危險犯可以在訴訟程序上予以
限縮。亦即在個案上，以「不危險」的反證，節制可罰性。在德國採取
這樣論述途徑的學者包含：Rabl 與 Schröder。但兩者仍有部分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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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上），3 版，頁 464 以下。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頁 94 以下。日本文獻：內藤謙，刑法講義總論（上）
，頁 208 以下。
德國文獻：轉引自Roxin, AT I3, § 11, Rdn. 127.
762
Roxin, AT I3, § 11, Rdn.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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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文獻：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
，3 版，頁 619 以下；林鈺雄，新刑法，頁 94 以下。
日本文獻：內藤謙，刑法講義總論（上）
，2001 年 3 月，頁 208 以下。Roxin, AT I3, § 11, Rdnr. 127.
764
Roxin, AT I3, § 11, Rdn.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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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HSt 18, 272 f.; 19, 268 f.; 22, 344 ff.; 26, 179. 轉引自Roxin, AT I3, § 11, Rdn. 122.
766
BGH NStZ 1996, 83 f. 轉引自Roxin, AT I3, § 11, Rdn. 123.
767
Roxin, AT I3, § 11, Rdn.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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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l認為：危險行為的處罰，僅有其對法益進行實質攻擊時，始具備
正當性。
「對法益進行實質攻擊」乃是一個行為對外在世界造成實際上的
改變，具有外顯結果，該結果即為對保護法益的實害或具體危險。但該
結果立法者在抽象危險犯是以「推定」的方式規定。故抽象危險犯仍須
有危險結果，但須由行為人舉反證推翻 768 。
Schröder則引進「抽象－具體危險犯」的概念。在傳統的抽象危險犯
及具體危險犯的區分中，增加新類型。抽象危險犯：仍為不許反證推翻
的危險：例如針對不特定一般人的交通違規行為及毒品交易行為；2.抽象
－具體危險犯：例如放火罪，應由法官就構成要件為明文的「適性」要
素，做出解釋。總之並不需要具體的危險結果 發生，但對於具體危險化
的重要情勢，應該基於法律的文義明確地排除 769 。
至於日本學界，亦有認為當法律所規定的行為實行時，具體的情形
並未發生特定的事情時，不成立抽象危險犯 770 。
但是上述的解釋方案，亦受到學界不少質疑：由行為人舉反證推翻，
將違反「有疑唯利被告原則」；由法官就個案推翻抽象危險犯，無異將抽
象危險犯變更為具體危險犯 771 。

二、行為不法限縮方案
Cramer認為：一個行為不必有結果或失敗的結果，才可以加以評價；
評價一個行為可以不管事實上有沒有具體的結果，只要行為顯現出對法
益的攻擊，即具備應罰性。但行為應區分為：應非難的攻擊行為與不值
得非難的攻擊行為。區分的要素在於：攻擊強度。因此具體危險是實害
的可能性；抽象危險是具體危險的可能性。若該行為完全不足以使攻擊
客體陷於危險時，則不可罰 772 。
Horn及Brehm則以注意義務違反為結構，亦即使其可罰性從屬於過失
犯的注意義務，使抽象危險犯的構成要件成為無結果過失犯的構成要件
773
。Frisch認為：限縮抽象危險犯的方案，應該重視具體、事前地應迴避
結果惹起的行為「適性」為判斷，亦即以「適性犯（Eignungsdelik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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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l, Die Gefährdungsvorsatz, 1933, S. 16. 轉引自林東茂，危險犯的法律性質，收錄於「危險
犯與經濟刑法」，頁 42 以下。
769
Schröder, Die Gefährdungsdelikte im Strafrecht, ZStW 1969, S. 10, 18. 轉引自Roxin, AT I3, § 11,
Rdn. 128, 135.
770
山口厚，危險犯の研究，1982 年，頁 3 以下。
771
Roxin, Strafrecht AT I4, 2006, § 11, Rdn. 154.
772
Cramer, Der Vollrauschtatbestand als abstraktes Gefährdungsdelikt, 1962, S. 63. 轉引自林東茂，危
險犯的法律性質，收錄於「危險犯與經濟刑法」
，頁 43 以下。
773
Horn, Konkrete Gefährdungsdelikte, 1973, 28, 94; Brehm, Zur Dogmatik des abstrakten
Gefährdungsdelikts, 1973, 126 ff. 轉引自Roxin, AT I3, § 11, Rdn. 129. 就StGB § 306 條縱火罪部
分，贊成者：Jakobs, AT2, § 6, Rdn.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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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抽象危險犯 774 。
Schünemann則認為：重點並非在客觀注意義務的違反，而是「主觀
注意義務的違反」。在此種狀態下，抽象危險犯將成為過失未遂的規定。
此時需就整體預防措施等情事加以考慮，即使在客觀上已充分排除客觀
的危險，但卻忽略行為人主觀觀點下的必要預防措施，仍然可罰 775 。此
外其將抽象危險犯區分為 3 種：單純違反禁止規範；（與交通有關）大量
的行為（Massenhandlungen）及精神化的中介法益（Zwischenrechtsgut）。
只有「單純違反禁止規範」使用「主觀注意義務」是否違反來界定可罰
性。「大量的行為」，則因構成要件的立法嚴密性及一般預防的必要，縱
使完全排除危險的情況，亦不得舉反證推翻；亦即將特定的行為絕對禁
「精神化的中介法益」則因屬於中介類型，原則上因行為不法而
忌化 776。
具可罰性，不得舉反證推翻；但若能證明規範違反的輕微性，則不在此
限 777 。
對於Cramer的看法，被認為是空洞的；蓋因何謂「法益侵害可能性
的可能」？無法讓人理解 778 。至於Schünemann的分類，被批評欠缺清楚
的分界，且沒有實證上的基礎 779 。因此國內文獻有認為：應由「構成要
件行 為」著眼，不論是抽象危險犯或具體危險犯，都應該有「發生實害
之虞」且「逾越應容許程度的危險」；兩者的危險程度相同。只是有些行
為本身即可表現出具體危險性，有些行為必須加上一些具體的危險始能
達到法律危險的臨界點 780 。同樣是對抽象危險犯在行為部分，透過解釋
理解其危險的實質含意，殊值贊同。

三、主觀危險理論限縮方案
部分學者認為，並無客觀危險的概念，結果發生就是有危險；沒發
生就是沒危險。因此並無危險結果概念存在的可能；具體危險犯並沒有
存在的意義 781 。從而認為僅能由主觀構成要件限縮可罰性；由行為人是
774

W. Frisch, An den Grenzen des Strafrechts, Stree/Wessels-FS, 1993, 93. 轉引自Roxin, AT I3, § 11,
Rdn. 129.
775
Schünemann, Moderne Tendenzen in der Dogmatik der Fahrlässigkeits-und Gefährdungsdelikte, JA
1975, 435, 511, 575, 647, 715, 787. 轉引自Roxin, AT I3, § 11, Rdn. 129.
776
Schünemann, Moderne Tendenzen in der Dogmatik der Fahrlässigkeits-und Gefährdungsdelikte, JA
1975, 798. 轉引自Roxin, AT I3, § 11, Rdn. 133.
777
Schünemann, Moderne Tendenzen in der Dogmatik der Fahrlässigkeits-und Gefährdungsdelikte, JA
1975, 793, 798. 轉引自Roxin, AT I3, § 11, Rdn. 133.
778
Arthur Kaufmann, Unrecht und Schuld beim Delikt der Volltrunkenheit, JZ 1963, 433. 轉引自
Roxin, Strafrecht AT I3, 2006, § 11, Rdn. 154.
779
SK6-Horn, vor § 306, Rdn. 17. 轉引自林東茂，危險犯的法律性質，收錄於「危險犯與經濟刑
法」，頁 48 以下。
780
許玉秀，無用的抽象具體危險犯，台灣本土法學第 8 期，頁 85 以下。
781
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3 版，頁 622 以下；黃榮堅，
「論危險故意」，月旦法學 118 期，
頁 225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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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具有「侵害結果的實現認知」也就是「實害故意」加以判斷，若無實
害故意，則無可罰性之基礎 782 。

四、小結－立法論上的建議
有鑑於大量公安事故的發生，立法者往往在刑事領域藉由危險犯的
立法方式，將可罰性前置。而抽象危險犯，更是立法者將部分行為推定
具有「危險」。
但對於立法者的推定危險， 學界亦有不少反對聲浪，企圖藉由抽象
危險概念的重新解釋，使立法者的推定更具彈性。但如上所述，現行學
界尚 難在解釋論上，即能完全解決此種立法模式所可能造成的刑罰權過
度前置的問題。因此德國立法者在如：StGB § 129 條的立法文字結構上，
才設置許多的例外加以平衡 783 。我國立法者不論在普通刑法或特別法的
設計上，目前卻仍未見到如此精緻的思考！

第五款 小結－倉促立法下，欠缺精緻的立法產物
立法當時我國已有刑法第 154 條之犯罪結社罪，但我國立法者對於
本條例的設計，仍然不脫刑法 154 條「首謀」及「參與」兩種犯罪行為
態樣。但是對於犯罪組織的各參與者，卻未進一步區分其究竟是單純以
成員身分參與，或雖非成員但仍對於該犯罪組織有召募成員或召募支
援、支援者等情形，這樣的疏漏，我國立法者似乎想透過第 6 條的規定，
加以填補。但是該補充規定，反而形成更大的問題，將於下節詳述。

第三項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6 條資助犯罪組織
第一款 資助犯罪組織的定義
資助犯罪組織，在行政院版本並無相關規範，但在立法院審查時，
卻因當時發生非四海幫成員長期資助四海幫，使四海幫壯大，使朝野委
員均主張對於非犯罪組織成員，卻對其資助者，有必要入罪加以遏止。
因此在協商程序中，增定入本條例。但是在我國已有刑法第 30 條幫助犯
的規定情況下，制訂本條是否如同立法者的想像，能夠達到遏止的效果，
將檢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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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3 版，頁 620 以下。
國內對抽象危險犯的立法建議：林東茂，危險犯的法律性質，收錄於「危險犯與經濟刑法」，
頁 52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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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立法定義歸納
由立法過程中的討論，可以發現我國將資助理解為非犯罪組織成員
以資金援助犯罪組織。將此種特殊幫助犯正犯化，以利獨立處罰。

第二目 立法定義分析
「資助」，就我國的立法者而言，乃是對於以資金援助犯罪組織。在
德國 StGB § 129 條第 1 項的規定，將「招募成員及招募援助」與「援助」
兩種行為態樣皆訂定為正犯類型，與「以成員身分參與」及「建立 」同
為一般構成要件型態，亦論以相同的法律效果。 因此將此種特殊幫助類
型正犯化，有利於構成要件的明確性。
但我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6 條之規定，雖然明訂「資助行為」為
正犯化類型，但是卻在法律效果方面，反而較一般正犯類型減輕，雖然
有獨立處罰之可能，卻如前述第二章第七節所探討，反而使得原本依刑
法第 30 條得減輕其刑法律效果，變成必減輕其刑。不但無法達到類型化
之效果，若依條文的立法意旨反而如同立 法者變相鼓勵資助。蓋因一般
的幫助行為，依刑總第 30 條之規定只能減輕其刑，但若具體提供資金，
反而變成必減輕其刑。不見立法者有深惡痛絕，特別遏止必要之本意。

第二款 司法實務的相關案例及解釋
對於「資助」行為是否限於金錢贈與或給予？抑或是資金借貸等金
錢往來皆屬之？因資助犯罪組織罪在實務上罕有相關案例，經司法院及
法源網的判決搜尋，僅找到 91 年台上字 3844 號判決。其指出：
「被告王
0 華與王樹堂所主持之地下錢莊間，有高額且長期而頻繁之金錢往來，及
承租場所，供王樹堂等人繼續經營地下錢莊之事實。而王樹堂所主持之
「舢舨橋幫」經營地下錢莊業務，非一朝一夕而已，則其不知王樹堂所
經營之地下錢莊為犯罪組織，似與常情不合。」
本判決將「高額且長期而頻繁之金錢往來」作為認定基準，但何謂
高額？何謂長期而頻繁？均未交代。對於「資助」是否限於金錢？亦未
交代，顯然至今實務仍未能提供明確之基準！

第三款 小結－幫助型態正犯化的利弊
觀諸我國刑法分則，可以見到立法者對於特殊的行為型態，雖在總
則僅為教唆或幫助行為。但因刑事政策之必要，或因該種教唆或幫助行
為的特殊性質，已經具有高度之不法性，而有獨立加以規範之必要。例
如：刑法分則第 315 之 2 第 2 項等。但在刑法第 315 之 2 條，刑度不但
未減輕，反而加重，雖然就加重的基礎仍有進一步說明的必要，但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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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形式邏輯觀察，可以彰顯立法者的特殊意旨，足見類型化的實益。但
本條立法者因為適值社會個案，因而「突發奇想」增定本條，卻未在法
律效果部分，作整體的體系性觀察，誠屬遺憾！

第四項 刪除參與程度輕微者之例外條款
第一款 參與程度輕微的定義
第一目 草案的定義歸納
在一讀時的各版本中，只有姚立明委員參考德國 StGB § 129 條，對
於輕微的 犯罪及參加程度輕微的成員，給予量刑上的優待。因此 依照姚
立明委員版本，應該區分兩點加以討論：
1. 犯罪目的輕微
依照姚立明委員版本的條文前段，犯罪目的輕微乃是組織的犯罪目
的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罪，亦即發起、主持、 操縱或指揮的犯罪組
織，若該組織的犯罪目的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者，享有得減輕其刑
的優待。但由條文的文字觀察，主體僅限於第 3 條第 1 項前段者。
2. 參與程度輕微
參與程度輕微乃是 若參與犯罪組織成員「參與程度輕微或其刑無足
輕重」，則享有得免除其刑的優待。由條文文字觀察，主體似乎僅限於第
3 條第 1 項後段者。

第二目 草案分析
由於該條文版本，後來並沒有獲得法務部的認可，亦未獲得多數立
法者的支持，因此該條文胎死腹中。因為並未有具體的條文，故我國對
此並 無相關的判決可資參照。因此本文僅能分析該條文可能的運作邏
輯，以及缺少該條款所可能產生的問題。
對於參與程度輕 微者的處罰與否，因為日本並沒有犯罪結社罪或相
關罪名，因此並沒有可資參照的思考。美國則因為自始沒有單純的犯罪
結社思考，因此僅能在刑法各分則去檢討處罰的提前與否，亦無可包含
所有犯罪目的的犯罪組織或結社的處罰立法，因此亦無比較基準。因此
針對犯罪結社罪的例外條款，目前本文以德國 StGB § 129 條第 2 項第 2
款作為分析比較基礎。
StGB § 129 條第 2 項第 2 款，必須與該法第 1 項的結社罪作體系性
解釋 始能觀其全貌。該例外條款乃是針對結社僅偶然為犯罪行為或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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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輕微犯罪的結社，將之排除於處罰範圍以外。因此並沒有如同姚立明
委員版本一般，區分犯罪主體而適用不同的優待規定。
再者，若增設該例外條款是否意謂我國犯罪組織，僅限於犯罪為該
組織的主要或唯一目的或主要的組織活動？從而改變犯罪組織的解釋？
其實大可不必。畢竟，增設例外條款並非認定犯罪組織的解釋必須改變，
而是僅排除偶一為犯罪活動的組織，避免過度擴大處罰的範圍。
至於「參與程度輕微或其刑無足輕重」是否指對於公共安全無足輕
重，抑或是就犯罪組織整體的活動及目的觀察，該參與者的行為僅具備
次要意義？在德國文獻上雖有爭議，但姚立明委員版在 本草案條款後
段，似乎兼採二者；本文以為姚立明委員版在後段所採酌的精神並無不
妥。

第二款 多數立法者的誤解與危險
多數立法者在二讀與三讀時，與法務部採取同一立場。認為我國在
刑法已有 57、59 條之規定，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中，亦有第 8 條的優待
規定，因此增設例外條款，容易大開方便之門，徒增困擾。因此本文將
逐一分析上述所謂的「相關規定」，以及所謂的「大開脫罪的後門」是否
真是後門？
就上述相關條文而言，我國刑法 57 條之規定，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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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並非調整法定刑的規範，僅是在法定刑度內的量刑規則而
已。因此對於犯罪目的輕微或參與程度輕微的特殊情形，刑法第 57 條並
無法發揮調節的功能。
刑法第 59 條之規定，乃是「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
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依據我國一貫的實務見解，所謂「犯罪
之情狀顯可憫恕」乃是「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
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 784 。因此所檢驗
者，並非針對該犯罪結社的犯罪目的是否輕微；亦非針對參與的程度是
否輕微或是否對於社會公安產生危害等情形。純粹是以行為人於犯罪
時，是否有顯可憫恕的情形而定，與本草案的情形不同。
且以我國已具備刑法第 57、59 條之規定，而不需要增設例外條款以
調整法定刑的思考，與釋字 263 號的解釋不謀而合。但是刑法第 59 條乃
是量刑上的帝王條款 785 ，實務在適用上需要謹慎為之，以避免終結立法
者對於刑法法定刑的設計。我國在 2005 年刑法修正案中，將條文從可憫
恕改為「顯可憫恕」，更是彰顯此種精神。因此若以已具備刑法第 59 條
784
785

38 年台上字 16 號判例、45 年台上字 1165 號判例、51 年台上字 899 號判例。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頁 64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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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即不需要增設更精緻的條文設計，就如同民法已規定 148 條第 2
項誠實信用原則，是否意謂不需要設置各種請求權的規範基礎，答案昭
然若揭！
至於本條例第 8 條之情形，則是事後自首或自白的減輕規定，該規
範的目的乃是基於刑事政策的追訴便利考量，更與本例外條款無關。因
此以已經有本條例第 8 條之規定為藉口，而不需要增設例外條款的說法，
顯然在理解的前提上即有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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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加重型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設有多種加重處罰型態，可謂本特別法之重要特
色。但是在一味增設加重規定時，似乎未仔細思考形式上的立法文字技
術，及實質上加重處罰的正當化基礎。因此本節將依序分析我國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第 4 條及第 5 條的規範。

第一項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4 條的加重型態檢討
第一款 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加重基礎？
第一目 何謂「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者？
由我國立法審議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原本法務部所預設的加重型
態，乃是參考義大利刑法典的規定，認為：犯罪組織之人數在十人以上
時，具有較高的危險性，因此加重刑罰。在審議時，一開始即陷於人數
上的爭議。但在討論過程中，卻在葉菊蘭、蔡明憲等委員發言支持姚立
明委員版本的精神後，發生重大變化。認為人數的多寡並無重大意義，
但是本法主要的精神乃是反黑、反漂白，因此將規範的適用範圍，經討
論後較姚立明委員版及葉菊蘭委員提案，更進一步擴大至「公務員或經
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以避免政府被黑道滲透或黑道藉由選舉漂
白。
但本法通過至今，已超過十年的時間。至今實務卻仍未有相關案例，
因此並無相關的判決基準可供檢驗。

第二目 立法衝動下的產物
在立法當時，立法者的討論過程中，其思考圖像乃是針對當時黑白
兩道勾結及軍中幫派文化情形深惡痛絕，因此對於公務員加入黑幫者決
議加重其刑。再者，針對當時立院中某黑道透過選舉漂白成為立委的情
形，除了透過本法第 13、14 條的立法阻絕黑道成為候選人，並對於政黨
課以連帶責任之外；並明示公務員包含「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成為加
重其刑的特殊身分。
上述的立法目的乃是為避免組織犯罪成員潛伏於公務機關中，而與
犯罪組織互通聲氣。但是細究之後，公務員若包庇犯罪組織已有第 9 條
加以處罰，單純的公務員參與犯罪組織其是否有特殊危險性？特殊危險
性何在？均未見進一步說明。
而經過十多年來，實務從未有相關案例，不禁讓人懷疑，究竟是該
立法純屬想像？抑或是我國執法機構，只敢打蒼蠅，不敢打老虎？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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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款在訂立後，始終處於休眠的狀態，值得未來立法者在增訂相關特
別法時深思！

第二款 「強迫加入或妨礙脫離犯罪組織」之加重基礎？
第一目 我國固有的刑法第 302 及 304 條
對於侵害他人自由法益，已規定於刑法第 296 條以下之妨害自由罪
章。在適用上，以 304 條及 302 條為本章的核心規範。
第 302 條針對以私行拘禁等手段，妨害他人行動自由的情況，予以
處罰。亦即是對他人身體移動自由的侵害。第 304 條乃是以剝奪或妨害
他人的意思形成、意思決定或意思活動的自由的方式，迫使他人其行無
義務之事或妨害他人行使權利。

第二目 複雜的體系定位
在我國現行刑法已有 302 及 304 條等相關規定下，另行規定「以強
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他人加入犯罪組織或妨害其成員脫離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首先面臨到的問題是：體系上解釋的困擾。
誠如上述，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4 條第 2 款，究竟是加重要件抑或
是獨立處罰要件？雖然法務部長當時表示，本款為獨立犯罪，不適用競
合關係。但由條文結構上觀察，其規範結構與我國刑法第 320、321 條；
221、222 條等情形相當，為加重要件的規範模式。
此外，第四條本款本質上乃是犯罪組織成員對於他人行使強暴脅迫
之方式，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與刑法第 304 條的罪質相當。
因此本款不論是加重要件或獨立要件，立法者似乎在此部分已不再採取
刑法競合部分的價值選擇；而認為觸犯本法第 3 條構成要件者，若再為
本款加重事由，則並非數罪併罰或想像競合，而是直接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但在同條例已有第 5 條之特殊競合加重模式後，是否還有必要保
留第 2 款之規定，造成疊床架屋之窘境？有待下述討論。

第四目 小結－未經深思的立法
由於本法訂立以來，經查詢後從未有相關案例，因此並未有可供參
考的司法操作經驗可資參考。但本款的訂立，不論是法務部的版本或各委
員的版本，都將「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他人加入犯罪組織
或妨害其成員脫離」納入加重條款中。因此本款在立法過程中，獲得朝
野高度的共識。但是經過分析後，可以發現本款的訂立，除了在造成解
釋體系上的困擾外，亦造成競合上的難題。且經查詢，法務部於立法當
時所宣稱參考的香港社團條例第 22 條，其規定：
「(1) 除第(2)款另有規定
外，任何人煽惑、誘使或邀請他人成為非法社團成員或協助管理非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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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或對他人使用暴力、作出威脅或恐嚇以誘使該人成為非法社團成員
或協助管理非法社團，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50000
及監禁 2 年。(2) 任何人煽惑、誘使或邀請他人成為三合會社團成員或協
助管理三合會社團，或對他人使用暴力、作出威脅或恐嚇以誘使該人成
為三合會社團成員或協助管理三合會社團，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
定罪，可處罰款$250000 及監禁 5 年。」從香港條文觀察，其並未將強迫
他人成為犯罪結社成員行為，規定為「加重條件」，而是以獨立犯罪要件
的方式規範。不但在解釋上，較不會產生是否行為人必須具備犯罪結社
成員身分的疑義；亦不會造成法律效果－刑度上計算的困難。蓋因依照
我國組織犯罪第 4 條的規範結構，除了必須是同條例第 3 條的行為人外，
法律效果－加重的刑度亦會因為其為第 3 條行為主體身分的不同，而具
備不同的刑度處遇，可謂極度複雜！且與刑法第 302 及 304 條相關規定
的關係，更是剪不斷、理還亂，誠屬不當的立法結構！
除了香港有相關規範以外，日本在暴力團對策法中，亦有對於「強
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他人加入犯罪組織或妨害其成員脫離」
的情形加以規範。但是誠如第 3 章相關部分的介紹，日本對於該種情形，
認為若未達到犯罪之程度者，僅能以中止命令及再發防止命令的方式為
行政法上的規制。國家的刑罰權僅對於中止命令及再發防止命令的規制
對象違反該命令時，始得以發動。至於若強暴、脅迫的方式已達到違反
日本相關刑法規定時，自然以刑法相關條文論處，不但在體系上較為清
晰，亦不會造成一連串複雜的適用情況！誠值借鏡。

第三款 教唆、幫助、吸收未成年人加入的加重基礎？
第一目 固有的少年事件處理法
依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5 條之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
未滿十八歲之人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者，依其所犯之罪，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
該條之規範意指乃是對於成年人利用青少年為犯罪行為，不論該成
年人最後是論以間接正犯、教唆幫助或共同正犯型態，一律加重其刑二
分之一，以遏制利用未成年人犯罪的歪風！

第二目 共犯型態正犯化的利弊
與前述的資助犯罪組織罪類似，本款的情形乃是針對特殊的狹義共
犯型態，認為因為惡性重大而有正犯化的必要。但是立法者的思考，是
否能達到其所預設的目標？抑或是適得其反？分析本款的立法文字及結
構，可以得出以下三點：

218

1.犯罪主體的限縮
由於組織犯罪條例第 4 條的規範結構，採用加重要件的方式，已如
前述。因此必須限於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之行為主體，始有第 4
條的適用可能。若非第 3 條之行為主體，卻教唆、幫助或吸收未成年人
加入犯罪組織，僅能論以第 3 條第 1 項的教唆或幫助。

2.行為客體的限縮
由條文的文字分析，將得出：（1）教唆、幫助、吸收「已滿」十八
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者，可論以第 3 條第 1 項後段的教唆或幫助，依
刑法第 29 條或 30 條，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減輕之。（2）若
已觸犯第 3 條第 1 項之行為人，再為教唆、幫助、吸收「已滿」十八歲
之人，加入犯罪組織者，可論以第 3 條第 1 項後段的教唆或幫助，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與第 3 條第 1 項之本罪，論以數罪併罰或想
像競合。（3）若已觸犯第 3 條第 1 項之行為人，再為教唆、幫助、吸收
「未滿」十八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者，僅能論以本條例第 4 條第 3 款
的加重罪刑。至於加重的刑度，視行為人的身分為第 3 條的何種行為主
體而定。

3.法律效果的加重或減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本款將主體限於已觸犯本條例第 3 條者，並將
行為客體限於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但是將產生非第 3 條之行為主體
為教唆或幫助，或雖為第 3 條之行為主體，卻教唆幫助吸收成年人加入
時，均論以第 3 條第 1 項之教唆或幫助犯。
但同為第 3 條行為主體，若教唆或幫助之客體為成年人，若論以想
像競合，則因為刑度相等或減輕，因此在刑度上無法反應出再為教唆或
幫助加入的犯罪行為；若論以數罪併罰，則因為依 50 條規定處理，因此
刑度反而較教唆、幫助或吸收對象為未成年者高。
非第 3 條行為主體，則因皆不適用第 4 條第 3 款之規定，僅能論以
第 3 條第 1 項之教唆或幫助犯。
因此在不探究第 5 條的適用範圍前提下，單純上述適用方面的排列
組合即以產生令人頭昏眼花的結果。但若無本款規定，回歸少年事件處
理法第 85 條，不論是第 3 條的犯罪主體或非第 3 條犯罪主體，教唆、幫
助或吸收未成年人加入犯罪組織，皆得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加重其刑二
分之一的適用範圍不但未見縮減，反而清晰。由此可見，立法當時審議
過程之粗糙。在訂立本款後，加重其刑的適用範圍反而產生爭議，顯然
並非解決社會問題的條款，而是製造法律問題的條文！更何況，若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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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第 5 條再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的適用範圍後，將使得本法的適用困難
度，舉世罕見！

第三目 司法實務的適用
至今，經查詢僅在地院有 89 年訴字 328 號判決：「被告吸收未滿十
八歲之少年加入犯罪組織，均應各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三款之
規定，加重其刑。至於吸收未滿十八歲之少年加入，因僅係屬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之加重條件，被告雖係先後吸收，亦不得再依連
續犯予以加重。」由上述案例，顯見實務對於本款的解釋，亦認為本款
為加重條件，而非獨立構成要件。但與少年事件處理法之間的關係，則
未交代。

第四款 小結－恣意的加重
經由上述的檢討可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4 條乃是立法者將 3 種
截然不同的情狀，規定為第 3 條之加重條件。但是上述的 3 種加重方式，
就立法技術而言，不但因為我國各種特別法與核心刑法典的交叉重疊，
而產生體系解釋上的諸多疑義，更在競合上產生困難。不但可能無法達
到立法原意的加重，更使得加重其刑所適用的範圍受到縮減，甚至產生
變相鼓勵的負面誘因！
再者，若不論立法技術上的瑕疵，就實質面而言觀察加重的正當化
事由，亦會發現不論是官方或各委員版本，鮮少論及加重的原因。往往
僅以有遏止之必要或罪當其罰等寥寥數語帶過，使人對於立法者在加重
適用對象的立法調查上，產生諸多問號！
至於實務界的鮮少適用本條，尤其是 1、2 款的休眠狀態，恐怕才是
在政治熱潮退燒後所留下的最大諷刺！

第二項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5 條的加重型態檢討
第一款 「組織成員在犯罪組織目的下所為之犯罪行為」的
定義及法律效果檢討
第一目 競合模式、特定加重併罰模式或概括加重模式？
行為人在參加犯罪組織或結社後，進一步地在該組織或結社的目的
下為犯罪行為，究竟應該如何處理，一直困擾著我國的法務部與立法者，
從立法審議過程中可知，本條不但修正幅度最大，亦是各委員版本及意
見最多的條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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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院最初的版本中，採取「特定加重併罰模式」，亦即犯罪組織
成員為表列的犯罪行為，將對表列的犯罪行為加重二分之一，再數罪併
罰。但是因為將導致過度重刑化的結果，因此沒有獲得多數立法者贊同。
除此以外，是否犯罪組織之成員為各該犯罪行為，即一律適用？或必須
利用組織的威勢為之？在法務部提案版本中，並未獲得釐清。
至於各委員的版本，卻呈現歧異的狀態。姚立明委員版，採取「特
定加重模式」；劉進興版，採取「特定加重併罰模式」。但是劉進興版特
別強調必須利用組織的威勢為之，不能僅因犯罪組織成員為表列犯罪即
達到加重的門檻。
由當時朝野各版本，可以得知當時對於本條採取加重處罰及表列特
定犯罪的立法方向，並無歧異。但是對於加重的方法、表定的犯罪內涵
以及達到加重的門檻要件，卻有所爭執。
上述表列出特定犯罪內涵的立法方式，足以使人清楚知悉構成要
件，不但利於操作，亦有助於一般人民理解，值得肯定。但究竟採取「加
重後併罰」抑或是「單純加重」模式？則值得仔細分析。併罰的優點在
於操作上的方便，避免刑度計算上的複雜；在適用上其實與我國現行刑
法第 50 條的操作幾乎無異！但是將表列犯罪先加重二分之一後，再併罰
的模式，在我國現行立法上，幾乎絕無僅有；在此亦無相關可供參照的
外國立法例。可謂是我國法務部所獨獲的「創見」！但此創見，僅以遏
制犯罪等語，是否足以作為加重處罰的正當化基礎？頗具疑義！
至於姚立明委員版的「單純加重模式」，首先面臨的是操作上的難
題。尤其是第 4 條已經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後，第 5 條又要再加重其刑二
分之一，將產生計算上的複雜難題。再加上對於加重的門檻要件，是否
只要犯罪組織成員為表列犯罪即加重？該版本亦未清楚說明。且對於加
重的理由以及所表列的犯罪內涵，皆未清楚說明，亦非妥適的立法例。
相較於此劉進興委員版，雖然與行政院版大同小異，但是在門檻部分，
必須犯罪組織成員利用組織威勢為之，始可開啟加重併罰的要件，就此
點而言相較於前述其他版本，已有進步。
相較於外國立法例，日本因為暴力團對策法並非刑法，除了違反中
止命令及再發防止命令者外，並無刑法構成要件性質的規定，因此不再
探討範圍。至於日本組織犯罪處罰法，因為本質上是獨立的構成要件，
亦即若是利用犯罪組織作為犯罪手段而觸犯表列的刑法構成要件，則重
新調整法定刑度。日本立法者對於犯罪組織重新設計新的刑法規範，因
此避免了競合模式或加重模式的爭議，更避免計算上的複雜，以及行為
主體的種種爭議，可以說是一個較為高明的立法例。
德國並無特別法的規定，因此 StGB § 129 條及 StGB § 129a 條，皆
回歸一般刑法競合章的相關規範，並無特別加重或併罰後加重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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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上的爭議至多也僅是牽涉「一行為」與「數行為」。若在一行為出現
不妥適的現象，再以「夾結理論」以彌平矛盾，實屬以簡馭凡的解決方案！

第二目 我國立法者的選擇－概括加重模式的檢討
我國立法者最後所通過的版本，為朝野協商後所通過，所通過的版
本。卻發生重大的變更，除了廢除「表列犯罪」外，亦改為「從重再加
重」的「特殊競合模式」。且為避免使組織犯罪條例第 3 條的主體，成為
「特殊身分」，因此條文雖然規定：「依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與本條例
所規定之罪從一重處斷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但在立法理由中特別
強調，此處刑法第 55 條乃是第 55 條後段，不包括前段。
但是本條所衍生的問題如下：

一、不當的身分犯立法模式？
依據本條規定，只要是犯罪組織的成員，為其他的犯罪，不但被本
法 3、4 條處罰，亦極易被納入本條的加重事由。蓋因本法就條文而言，
僅規定「犯本條例以外之罪，而依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與本條例所規
定之罪從一重處斷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而未在條文中表示從一重
處斷之情形，是否包含想像競合及牽連犯？若皆包含之，則本條將成為
「超級法」，一旦是第 3 條的行為主體，又犯他罪者，一律加重，不但與
犯罪組織無關之犯罪，如：過失致死、酒醉駕車、包攬訴訟、妨礙考試
等，皆需要加重處罰，顯然欠缺刑罰正當化的事由。
雖然立法理由中明示：本條排除 55 條前段想像競合及數罪併罰的適
用，只適用於牽連犯的情形。其立法意旨乃是並非參與犯罪組織，又有
其他犯罪行為，一律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必須如同牽連犯一般，其犯
罪與犯罪組織必須具備「犯一罪而其方法或結果之行為犯他罪名」的關
係者，始得加重其刑。而實務見解，亦同於立法理由之說明。但是我國
於 2005 後廢除牽連犯，而重新界定想像競合及數罪併罰的關係以後，如
此的理由顯然已經無法對於實務界給予任何指引。在未修法前，未來此
處是否為我國牽連關係所剩的最後堡壘？抑或是實務界隨著牽連犯的廢
除而自動放棄原先的標準，仍然需要時間觀察！

二、紊亂的競合體系
本法在第 4 條的部分，即已規定 3 款加重事由，而在第 5 條又加上
此概括條款。將會面臨競合體系的雙重困難：
（a）同時具備第 4 條及第 5 條事由者，究竟是否要加重再加重？若
是依照文義解釋，將會得出此等結論。但是觀諸於第 4 條的 2、3 款規定，
本身並非單純的身分加重，而是在成為第 3 條的行為主體後，進而為上
述犯罪行為時始加重其刑。但是第 5 條又加上概括條款，而未排除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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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2、3 款行為，將產生究竟是立法者有意省略，抑或是單純的立法
技術瑕疵的爭議。
（b）過度嚴格的加重：依據刑法第 55 條之立法技術，本意在於避
免雙重評價，因此在立法上做出「從一重」的立法選擇。但是本法的立
法選擇是「從一重處斷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將造成許多輕罪，如：
毀損、賭博等，其法律效果在「從一重處斷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後，較數罪併罰還要嚴厲，其立法基礎何在？對於被告是否產生較雙重
評價更差的待遇？
由此可知，本條的錯誤立法，不但無法修補前述「過度粗糙的抽象
危險犯設計模式」的立法瑕疵，更進一步使本法成為完全逸脫核心刑法
典立法思考的「怪獸」。

第二款 我國司法實務的相關案例檢討
本法通過後，對於諸多加重條件的規範，如何適用？其與刑法競合
章的關係為何？上述問題耐人尋味，分列如下：
1.就複雜的刑度計算而言，實務界的計算方式，以 93 年台上字 385
號判決為代表，其指出：
「如參與犯罪組織，從而利用所參與之犯罪組織
進而實現其與該犯罪組織之目的相關之犯罪行為者，應有刑法第五十五
條後段之適用，且因其惡性較其他單純犯罪者及單純組織犯罪結社者為
重，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五條乃規定：犯罪組織成員犯本條例以外之罪，
而依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與本條例所規定之罪從一重處斷者，加重其
刑至二分之一，以懲其惡。故對犯罪組織成員牽連犯該條例以外之罪，
就其所犯數罪間，依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從一重處斷後，即應就該重罪
所定之法定刑最高度及最低度同加減至二分之一之範圍內定其宣告刑。」
2.犯罪組織之成員，於其為其他犯罪行為時，其與本法第 3 條之罪的
關係，究竟屬於競合上之數罪併？抑或是牽連犯？實務對此最明確的判
決乃是 88 台上字 6690 號判決，其指出：
「參與犯罪組織，係為達到妨害
公共安寧秩序及其他種類之犯罪為目的，從而利用所參與之犯罪組織進
而實現其與該犯罪組織之目的相關之犯罪行為，應有刑法第五十五條後
段之適用」。92 年台上字 3902 號判決 786 ，亦同此見解。但是我國刑法自
94 年修正通過而廢除 55 條後斷牽連犯之規定後，究竟如何適用？屬於想
像競合？抑或是數罪併罰？實務界迄今尚未表態。

786

92 年台上字 3902 號判決：
「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犯一罪而其方法或結果之行為犯他罪名者，
從一重處斷。係指其一罪與他罪間，具有方法或結果之牽連關係，即通常以之為必要之手段或
必然之結果，始為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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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小結－又見立法者的恣意加重
在檢視組織犯罪條例第 5 條的立法審議過程及參考外國法的立法模
式後，可以發現我國立法者受困於以下問題： 1.加重的基礎：究竟是犯
罪組織成員利用犯罪組織為「任何」犯罪行為？還是犯罪組織成員為「任
何」犯罪行為？抑或是犯罪組織成員為「表列」的犯罪行為？或犯罪組
織成員利用犯罪組織為「表列」的犯罪行為？2.法律效果：是採取單純加
重二分之一？或是對於表列犯罪行為先加重二分之一再併合處罰？抑或
是從重後加重二分之一？
從上述問題，其實正可以凸顯本條例欠缺核心思考的整體設計。蓋
因我國組織犯罪條例在基礎規範上，並不如日本立法者在組織性犯罪部
分，基於其特殊性而對原本的刑法分則構成要件，選定表列的 11 種，重
新為法定刑的設計。日本立法者的設計特色，除了遵循該國一向對犯罪
結社罪的恐懼及客觀主義的傳統，避免將刑事處罰提前，而為考量外；
亦可避免如我國立法者以「加重其刑二分之一」等規範方式，易產生的
計算複雜與不公平的現象。
至於德國立法者因為並無特別的附屬刑法規範，因此在刑法典中，
自然回歸刑法競合章的解決模式。且若論及犯罪結社的特殊性，亦可針
對各種不同的參與結社行為態樣，而重新解釋「一行為」的概念。如此
的方式不但簡便，亦可確保量刑上的正義。
至於我國立法者，在打擊黑道的呼聲中，似乎除了加重刑罰外，已
經別無他法。由審議過程中的各版本及協商後的版本，皆一致以「加重」
為職志，卻對於一變再變的加重方式，未提出值得令人信服的理由，誠
屬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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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檢肅流氓條例何去何從？
我國立法者對於所謂的「流氓」，設有特別法－檢肅流氓條例。但檢
肅流氓條例不但在立法的性質上曖昧不清，更在操作上與現行刑法時有
競合之處。上述問題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制訂後，勢將變本加厲。但我
國立法者多數卻在立法時，未重新全盤思考檢肅流氓條例與刑法及組織
犯罪防制條例的關係，造成如今 3 法並存的立法現狀。有關檢肅流氓條
例的存廢問題，國內長期以來保持沈默。但在釋字 384 號等解釋後，檢
肅流氓條例又因多次受到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的違憲審查，使得各界重新
思考本條例的存廢問題，近來的釋字 636 號解釋更將本問題推向高峰。
因此本文將透過以下的脈絡，分析檢肅流氓條例現階段在規範上的體系
定位，及其未來可能的走向：

第一項 流氓行為入罪化？
我國檢肅流氓條例對於所謂的「流氓」，不但可以拘提，亦可加以感
訓，對人民行動自由的侵害，不可謂不大。但流氓不論在體系定位、定
義及法律效果上，均有許多曖昧模糊之處。本文礙於時間及能力，僅能
將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相關部分予以介紹，並透過兩個特別法間的重疊
部分加以比較，希冀能為此兩條例交錯的複雜關係，予以澄清！

第一款 檢肅流氓條例的性質
在探討檢肅流氓條例具體規範前，必須先釐清該法的性質，始能有
效檢討其應適用的基礎原理。而該法主要目的在於「防止流氓破壞社會
秩序﹑危害人民權益」。因此該法在性質上究竟屬於行政法抑或是刑法，
在學說及實務屢有爭議，將分述如下：

第一目 刑事法說
認為檢肅流氓條例具備刑事法之性質者，主要依據將敘述如下：

一、 拘提程序
檢肅流氓條例第 6、7 條之規定，對經認定為流氓而其情節重大者，
直轄市警察分局、縣 (市) 警察局經上級直屬警察機關之同意，得不
經告誡，通知其到案詢問；僅執行後應即報請法院核發拘票。第 11
條第 5 項規定留置之期間，應折抵感訓處分執行之期間。

二、審理程序
檢肅流氓條例第 23 條規定法院受理流氓案件，於本條例未規定者，
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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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效果
檢肅流氓條例對「流氓」
，除本法第 11 條、11 條第 1 項及第 11 條 2
項之規定外，尚可對之施以感訓處分。
檢肅流氓條例第 11 條第 5 項規定留置之期間，應折抵感訓處分執行
之期間。第 11 條第 6 項規定聲請重新審理，經法院更為裁定不付感訓處
分確定者，其留置或感訓處分之執行，得準用冤獄賠償法之規定請求賠
償。

四、小結
上述的措施與程序，除因涉及人身自由，而在社會秩序維護法及行
政執行法有所規定外，甚少出現於一般的行政法中。且內政部警政署所
編之「警察實用法令」中，亦將該條例納入刑事篇。並將檢肅流氓任務
交付刑事警察局處理。因此自予人本法具備刑事法性質之認知 787 。

第二目 行政法說
本法具有行政法性質的論據主要可分為：

一、救濟程序
檢肅流氓條例第 5 條對被告誡為流氓不服者，得聲明異議、訴願及
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亦即認定流氓之告誡行為，以行政法院為終
審法院。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523 號理由書亦指出：
「該留置處分係法院於
感訓處分裁定確定前，為確保日後審理程序之處置，與刑事訴訟法之羈
押在處分目的上固有相類之處，惟同條例有意將此種處分另稱『留置』
而不稱『羈押』
，且其規定之要件亦不盡相同，顯見兩者立法之設計有異，
自不能以彼例此」 788 。

二、事務管轄
雖然檢肅流氓條例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地方法院及其分院、高等
法院及其分院設治安法庭審理本條例之案件。且由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384
號解釋文：「依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
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律規定，其內
容更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相關之條件。」即可發現，
大法官並無將流氓列入刑事被告概念範疇之列，因此我國大法官似乎區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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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雜誌第 52 期，頁 180 以下。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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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雜誌第 52 期，頁 18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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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氓與刑事被告，並無將兩者混同之情形 789 。

第二款 我國檢肅流氓條例相關規範及操作
第一目 流氓的定義
檢肅流氓條例第 2 條：本條例所稱流氓，為年滿十八歲以上之人，
有左列情形之一，足以破壞社會秩序者，由直轄市警察分局、縣 (市) 警
察局提出具體事證，會同其他有關治安單位審查後，報經其直屬上級警
察機關複審認定之：
一、擅組、主持、操縱或參與破壞社會秩序、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
由、財產之幫派、組合者。
二、非法製造、販賣、運輸、持有或介紹買賣槍砲、彈藥、爆裂物者。
三、霸佔地盤、敲詐勒索、強迫買賣、白吃白喝、要挾滋事、欺壓善良
或為其幕後操縱者。
四、經營、操縱職業性賭場，私設娼館，引誘或強逼良家婦女為娼，為
賭場、娼館之保鏢或恃強為人逼討債務者。
五、品行惡劣或遊蕩無賴，有事實足認為有破壞社會秩序或危害他人生
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習慣者。

第二目 列管流氓的處遇
一、檢肅流氓條例第 4 條
經認定為流氓者，由直轄市警察分局﹑縣 (市) 警察局，依左列規定
處理：
(1)書面告誡並予列冊輔導。
(2)經告誡後一年內無第二條各款情形之一者，陳報原認定機關核准
後註銷列冊及停止輔導，並以書面通知之。

二、檢肅流氓條例第 6 條
1.經認定為流氓而其情節重大者，直轄市警察分局、縣 (市) 警察局
經上級直屬警察機關之同意，得不經告誡，通知其到案詢問；經合法通
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報請法院核發拘票。但有事實足認為其有
逃亡之虞而情況急迫者，得逕行拘提之。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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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雜誌第 52 期，頁 18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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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項逕行拘提，於執行後應即報請法院核發拘票，如法院不核發拘
票時，應即將被拘提人釋放。

三、檢肅流氓條例第 7 條
1.經認定為流氓於告誡後一年內，仍有第二條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
市警察分局、縣 (市) 警察局得通知其到案詢問；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
由不到場者，得報請法院核發拘票。但有事實足認為其有逃亡或嚴重破
壞社會秩序之虞，且情況急迫者或正在實施中者，得逕行拘提之。
2.前項逕行拘提，於執行後應即報請法院核發拘票，如法院不核發拘
票時，應即將被拘提人釋放。

四、檢肅流氓條例第 10 條
警察人員發現年滿十八歲以上之人，正在實施第二條各款情形之一
時，得逕行強制其到案，由直轄市警察分局﹑縣 (市) 警察局檢具事證，
逕報其直屬上級警察機關審核之。經認定為流氓者，視其情節，依第四
條或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處理。

五、檢肅流氓條例第 13 條
1.法院認為聲請或移送之程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程
式可補正者，應定期先命補定。
2.法院審理之結果，認應交付感訓者，應為交付感訓處分之裁定，但
毋庸諭知其期間。
3.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裁定不付感訓處分：
（1）不能證明有流氓行為者。
（2）以流氓行為情節重大移送之案件，經認為情節尚非重大者。
（3）被移送裁定人未滿十八歲或心神喪失者。
（4）被移送裁定人死亡者。
（5）時效已完成者。
（）同一流氓行為曾經裁定確定，或重複移送者。

六、檢肅流氓條例第 18 條
1.經裁定感訓處分確定者，由法院交原移送機關轉送感訓處所執行
之；其執行辦法，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2.前項之感訓處分，由法務部所屬技能訓練所執行之。
3.感訓處分自裁定確定之日起，逾三年未開始執行者，非經原移送機
關聲請裁定法院許可，不得執行；逾七年未開始執行者，不得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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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檢肅流氓條例第 19 條
1.感訓處分期間為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但執行滿一年，執行機關認為
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經原裁定法院許可，免予繼續執行。
2.感訓處分執行完畢或經法院許可免予繼續執行者，施以一年之輔
導。
3.輔導期間內再有第二條各款情形之一者，由直轄市警察分局﹑縣
(市) 警察局檢具事證逕行移送管轄法院審理。

第三目 與其他規範競合時的處理規定
檢肅流氓條例第 21 條
1.受裁定感訓處分之流氓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者，經判決有罪確
定，其應執行之有期徒刑、拘役或保安處分，與感訓期間，相互折抵之。
其折抵以感訓處分一日互抵有期徒刑、拘役或保安處分一日。
2.被移送裁定人所涉流氓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者，法院得於判決
確定前，停止移送案件之審理。

第三款 檢肅流氓條例引起的爭議
檢肅流氓條例雖經我國大法官會議第 384 號解釋及 523 號解釋，宣
布部分條文違憲。但此特別法仍有許多爭議之處，除了在程序法上的公
開審判原則及正當法律原則頗有疑義外，在實體法部分，亦有構成要件
不明確及過度或重複評價的重大爭議。因所牽涉的範圍過廣，因此本文
僅先就實體法的爭議部分，予以簡介：

第一目 明確性原則
法規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須力求明確，俾使人民可得預見其行為
為法規所禁止或允許，為法治國原則之基本要求。在刑事法領域，上述
憲法上明確性原則，內化為罪刑法定原則之基本內涵；於行政法領域，
除行政程序法第五條：
「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外，經司法院多號解釋
所闡明之「授權明確性原則」，亦屬憲法上明確性原則之範疇。釋字第五
二三號解釋理由書有云：
「檢肅流氓條例授予法院就留置處分有較大之裁
量權限，固係維護社會秩序所必須，然其中有關限制人民權利者，應符
合明確性原則，並受憲法基本權保障與比例原則之限制」則無不同 790 。
790

相同看法，見：尤伯祥律師，檢肅流氓條例違憲論，收錄於「流氓檢肅法制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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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針對我國檢肅流氓條例第 2 條的流氓定義，本文將逐款分析：

1.擅組、主持、操縱或參與破壞社會秩序、危害他人生命、身體、
自由、財產之幫派、組合者
本款使用「幫派」、「組合」等日常生活用語，但何謂幫派？何謂組
合？是否兩人以上，即屬此處之幫派、組合？顯然欠缺定義說明。
此外所謂的「破壞社會秩序」為何？是否以違背刑事法規為必要？
若否，則違反交通法規、集會遊行法或稅捐稽徵法是否皆包含在內？但
本法對上開疑問，未置一詞。

2. 霸佔地盤、敲詐勒索、強迫買賣、白吃白喝、要挾滋事、欺壓善
良或為其幕後操縱者
何謂「霸佔地盤、強迫買賣、白吃白喝、要挾滋事」？是否違規佔
停車位、圖書館位置即屬霸佔地盤？違反公平交易法不正競爭規定的搭
售行為，是否即屬強迫買賣？竊盜、侵佔、詐欺他人食物，是否即屬白
吃白喝？公然侮辱他人是否即為要挾滋事？與親戚朋友吵架、拍桌，是
否即屬欺壓善良？顯然從上述的規定中，無法使人理解！
此外，上開行為是否限於達到刑法第 304 條強制罪的不法程度，始
足該當？ 若否，上開情狀如何認定？若肯定，則回歸 304 條即可解決，
何需多此一舉？

3. 經營、操縱職業性賭場，私設娼館，引誘或強逼良家婦女為娼，
為賭場、娼館之保鏢或恃強為人逼討債務者
「經營賭場」，已有刑法第 268 條加以規範，本身即屬犯罪行為。至
於「私設娼館」，除事涉未成年人性交易外，我國僅以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0 條、81 條加以規範，並非犯罪行為。而「賭場、娼館之保鏢或恃強為
人逼討債務者」，若已達刑法 302、304、346、347 條之情況者，自有相
關法規可依，何需另立特別條例蛇足？

4. 品行惡劣或遊蕩無賴，有事實足認為有破壞社會秩序或危害他人
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習慣者
本款為本條最不明確之規定，蓋因所有違反刑法、行政法的案例，
文義上皆可含蓋在內，適用範圍及對象，令人無法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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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過度或重複評價禁止原則
大法官釋字 384 號解釋，對於檢肅流氓條例中，施以感訓處分的部
分，有所針砭。蓋因修法前，檢肅流氓條例第 21 條前 3 項規定：受感訓
處分人，其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者，直轄市警察分局、縣（市）警察
局應將卷證移送檢察機關。檢察或審判機關因偵審或執行必要，對感訓
處分執行中之人，得向感訓執行機關借提之。
受感訓處分人經判決有罪，執行徒刑、拘役或保安處分合計滿五年
者，由原移送警察機關，感訓執行機關或受感訓處分人檢具事證，聲請
原裁定法院裁定，免除其感訓處分之執行。
受感訓處分人經判決有罪、執行徒刑、拘役或保安處分合計未滿五
年者，於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感訓執行機關應繼續執行其未執行之感訓
處分。但認其行狀良好者，得檢具事證，報經原裁定法院許可，免除其
感訓處分之執行。
釋字 384 號解釋對此認為：
「使受刑之宣告及執行者，無論有無特別
預防之必要，有再受感訓處分而喪失身體自由之虞，均逾越必要程度，
欠缺實質正當，與憲法意旨不符。」理由書中，更明確指出：「同條例第
二十一條關於受感訓處分人其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者之執行規定，使
受刑之宣告及執行之人，不問有無特別預防之必要，有再受感訓處分而
喪失身體自由之危險。又同一行為觸犯刑事法者，依刑法之規定，刑事
審判中認須施予保安處分者，於裁判時併宣告之，已有保安處分之處置。
感訓處分為刑法及保安處分執行法所定保安處分以外之處分，而受感訓
處分人，因此項處分身體自由須受重大之限制，其期間又可長達三年，
且依上開規定，其執行復以感訓處分為優先，易造成據以裁定感訓處分
之行為事實，經警察機關以同時觸犯刑事法律，移送檢察機關，檢察官
或法院依通常程序為偵查或審判，認不成立犯罪予以不起訴處分或諭知
無罪，然裁定感訓處分之裁定已經確定，受處分人亦已交付執行，雖有
重新審理之規定，但其喪失之身體自由，已無從彌補。凡此均與保障人
民身體自由、維護刑事被告利益久經樹立之制度，背道而馳。檢肅流氓
條例上開規定，縱有防止妨害他人自由，維護社會秩序之用意，亦已逾
越必要程度，有違實質正當，自亦為憲法所不許。」
因此檢肅流氓條例第 21 條始於 1996 年，對此加以修正。但對於服
刑期滿已無施以特別預防必要者，是否仍須送交管訓？對此問題，條文
僅規定感訓期間與有期徒刑、拘役或保安處分相互折抵，但對無特別預
防之必要者，治安法庭均仍得對受刑之宣告及執行者為交付感訓處分之
裁定，與修正前之條文並無不同。仍違反比例原則且欠缺實質正當，而
與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之意旨不符。此外同條第二項雖已修正為：法院
得於判決確定前，停止移送案件之審理。但停止移送案件之審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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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避免發生感訓處分確定並執行在先，嗣後被移送事實卻經不起訴處
分或諭知無罪，致受處分人喪失之身體自由無從彌補之憾；與治安法庭
為交付感訓處分之裁定前，應否斟酌有無特別預防必要無關。是以對感
訓處分的規範密度仍嚴重不足，本條尚難謂非無違憲疑義！

第四款 小結－檢肅流氓條例的規範體系定位
檢肅流氓條例第 2 條所規定者，除第 2 款已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加以規範以外，其餘的行為態樣往往處於可能僅達違反刑法規範的「灰
色地帶」
。因此在規範上對於該行為態樣及法律效果是否需要為特別的立
法設計，即為爭執所在。
我國檢肅流氓條例，顯然對於上述「灰色地帶」行為，採取立法干
涉的策略。除了傳統的刑事不法及合法以外，尚另行劃定「流氓」的新
領域加以規範。該新規範領域將部分涵蓋傳統的刑事不法領域，亦涵蓋
部分的刑事合法領域。至於在法律效果上，因為尚處「灰色地帶」，並非
直接科以刑罰，而是以「感訓」此等剝奪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加以對
待。
只是這樣的立法思考，首先面對的就是「灰色地帶」的定義問題。
因其有別於傳統以明確的刑法構成要件作為判斷基準，剛性的區分合法
與非法，而是以不明確的軟線劃出新的中間地帶。因此在操作上，容易
因為不明確的要素，導致灰色地帶不斷擴張，而過度侵害人民行動自由
之可能。尤其是我國檢肅流氓條例第 7 條，只要「有事實足認為其有逃
亡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之虞，且情況急迫者或正在實施中者，得逕行拘
提之」及第 13 條規定：「法院審理之結果，認應交付感訓者，應為交付
感訓處分之裁定，但毋庸諭知其期間」
，將可使執法單位直接依本法剝奪
人民行動自由，因而有很強的違憲爭議！
反觀日本雖亦有針對暴力團的特殊立法，但其將暴力團對策法明確
的定位為行政法的性質，對於一般團體若已達暴力團對策法第 3 條或第 4
條所規範的程度，可透過公安委員會指定為「暴力團」或「廣域暴力團」。
並且對於暴力團的暴力要求、加入強要及對立抗爭等行為，除已達刑事
不法的程度以外，並不能逕行剝奪人民的行動自由，僅能透過中止命令
及再發防止命令等行政處分手段，加以警告。僅在違反該中止命令或再
發防止命令時，始可發動國家權力干涉當事人的人身自由。此種立法政
策，既可有效的對暴力團等團體，在其為刑事不法行為前，給予有效的
警告與監控；又可在其違反上述命令時，發動刑罰權以維護社會秩序。
因為行政處分先行，且賦予完整的行政救濟管道，對於違背行政處分所
生的拘束人身自由，違憲的爭議自然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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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檢肅流氓條例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分合
第一款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17 條的檢討
承如上述，我國立法者於釋字 384 號後，對於檢肅流氓條例採取只
修不廢的態度。但是上述針對中間型態所劃定的「灰色地帶」所造成的
構成要件不明確，及「感訓」過份評價的問題，仍然未能得到有效解決。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在第 3 條已對犯罪組織為入罪化的規定，將更進
一步加深規範體系彼此間因互相重合所導致的複雜性及適用困難。蓋因
法務部雖聲稱檢肅流氓條例僅為行政法性質，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不
同，但檢肅流氓條例可為的「感訓」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可為的「刑罰」，
兩者皆干預人民人身自由。例如：檢肅流氓條例第 2 條第 1 款與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1 項前段，彼此間就可能有重合之處。因此在競合
時的法律適用問題，即受到關注。
我國多數立法者最後決定遵循法務部版本，訂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第 17 條規定：
「本條例之規定與檢肅流氓條例之規定適用上發生競合者，
優先適用本條例」。亦即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優先適用，居於特別法的位
階。再加上檢肅流氓條例第 21 條之規定，使治安法庭在面對兩法競合時，
得先裁定停止審理，並在刑事法庭為有罪判決後，依照檢肅流氓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之規定，與感訓期間，相互折抵。

第二款 兩法合併的呼聲
由立法過程中可知，我國立法審議過程中，曾有委員主張應該將檢
肅流氓條例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兩法合併。但我國立法者的方式，如前
述增訂 10 條入罪化條文，將灰色地帶的行為皆納入處罰範圍。
但黃國鐘委員的版本，不但構成要件仍有許多不明確之處，且因與
現行核心刑法典的規範有許多重複之處，再加上法律效果欠缺評估，一
旦通過勢必產生許多適用上的問題。但兩法合併，是否只有在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中增列犯罪型態？顯然答案是否定的！

第三款 小結－兩法合併的優劣
德國 StGB § 129 條對於犯罪結社已有入罪化的刑法規範，因此並無
相關特別法為重複規範，因此適用上的困難度，自然降低許多。而日本
立法例，同時以組織犯罪處罰法及暴力團對策法兩法並行，但不論在構
成要件、法律效果及救濟管道上，均能夠清楚界分兩者；前者為刑法，
後者為行政法，在適用上自然不會產生太大的爭議。
我國立法者，從立法審議過程中，可發現我國法務部及立法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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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我國現行兩法併立，但是對於兩法併立的情形：法務部主張在組
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17 條，增訂競合時的指示條款，以指引司法者在操作
上可能面對的難題。至於黃國鐘等委員所提出的對案，除了在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增訂十條犯罪型態以外，一併建議廢除檢肅流氓條例。此種建
議曾經引起不小的討論，但最後卻未被多數委員接受。
相關立法論的部分將留待下章說明，本文在此僅就解釋論的部分進
行嘗試。由於我國對於流氓區分為書面告誡及逕行拘提兩種，拘提後得
依情形逕予留置，並裁定管訓與否。因此在我國現行檢肅流氓條例的運
作下，僅能嚴格解釋第 6 條之「經認定為流氓而其情節重大」之要件，
除已達第 10 條之現行嫌疑犯狀態者外，其餘均無法被認定達到「情節重
大」程度！
使檢肅流氓條例的感訓，以第 7 條的「告誡後一年內，仍有第二條
各款情形之一」者，始能通知到案詢問或逕予拘提。
如此一來，始能使我國檢肅流氓條例在構成要件不明確及法律效果
有過度評價的疑義下，在適用上的機會降到最低。以避免違憲案例，繼
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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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敵人刑法思潮的展現？
第一項 敵人刑法（Feindstrafrecht）概念的核心及範疇
第一款 敵人刑法概念的簡介
敵人刑法的概念，在近世為德國學者Jakobs所提出，其指出：在刑法
的脈絡中，有兩個相反的發展趨勢，一個是認為行為人乃是具有人格之
人，並以此待之；另一個則被當作「危險源」 791 。因此刑法體系被區分
為市民刑法及敵人刑法。在市民刑法中，刑罰的功能在於否定，但在敵
人刑法中，刑罰的功能則是將個體（Individum）當作危險加以排除。
其藉由 Hobbes 及 Kant 的論述，引伸出在市民刑法中，權利為全部
的人所擁有；在敵人刑法，權利則屬於反對敵人的人所享有，敵人所遭
受到的只有身體上的強制，甚至是戰爭。也就是市民刑法在於維護規範
的效力，敵人刑法則是在抗制危險。
但是何謂「敵人」？何謂「市民」？Jakobs認為：能夠以合法與不法
作為出發點判斷行事之人，乃是具有人格之人，規範就其行為會有一定
的期待 792 ，也就是所謂的「市民」。也就是對於非根本性的偏離規範者，
保留其市民的地位。
但根本性的偏離者，則不能被當作一個市民予以對待。他是必須被
徵討的「敵人」。與刑罰不同，遭到制裁的人並無權利，而是作為一個敵
人被排除。實際上，當規範的期待被長期落空時，該犯罪者被視為一個
具有人格之人的可能性也日益降低。
因此刑事立法上，可以區分為：市民刑法－當犯罪行為已經外顯於
外在世界時，才加以回應；敵人刑法－當敵人還處於預備階段時就予以
截堵，並抗制其危險性。因此同為殺人，在單獨正犯必須著手於構成要
件實現的行為，才會被處罰；但犯罪結社或恐怖主義結社中的首領，卻
可在犯罪計畫實施的前幾年即加以處罰。雖名為刑罰，實則為先行的保
安處分處所收容措施 7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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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ünther Jakobs, Bürgerstrafrecht und Feindstrafrecht. 徐育安譯，市民刑法與敵人刑法，收錄於
刑事法之基礎與界線－洪福增教授紀念專輯，頁 1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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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敵人刑法的適用範圍
由於Jakobs認為，一個清晰的敵人刑法，相較於現行德國的市民刑法
四處混雜著敵人刑法的規定，對於法治國的危險性，反而較低。例如：
現行StGB § 30 條的共犯未遂規定，並非其具體的危險性，而是在於其對
於公共安全的損害程度。因而處罰完全變成一個預備行為的處罰，其並
非建築在已經實現的規範效力損害上，而是建立在未來的犯罪上。亦即，
這種以將來發生損害的危險性取代現實規範效力的損害，正好符合敵人
刑法的規範精神。對於恐怖份子可能還算適當規定，但對每個犯罪的計
畫行為，卻屬於沒有必要的敵人刑法 794 。
也因此其認為要將敵人刑法限縮於上述 3 種例示概念下：1.態度上
（例如：性犯罪）；2.職業生活上（例如：經濟犯罪、麻醉品犯罪或組織
性犯罪）；3.與某種組織有關（恐怖主義結社、組織性犯罪）等。被推測
是具有經常性，至少是明顯與法律相違背，因而無法提供最低限度的保
障，也不需被當作具有人格之人加以處遇。對此規範反應的目的，並非
彌補規範效力的損壞，而是將危險予以排除。並且將可罰性提前至預備
階段，刑罰被運用於防範將來的犯罪，而非制裁已發生的犯罪 795 。
若 比 較 Jakobs 教 授 前 後 期 的 看 法 ， 可 以 發 現 其 在 1985
年”Kriminalisierung im Vorfeld einer Rechtsgutsverletzung”一文中，指出：
敵人刑法有效地保護法益，而市民刑法有效地保障自由領域 。但現行德
國刑法，有許多規定落在市民刑法之外而屬於敵人刑法，例如：對於尚
在私領域內的所有實質預備犯入罪化的規定。除了StGB § 30 條之共犯未
遂外，尚有一些保護國家罪名屬於此類，例如：建立犯罪或恐怖結社（StGB
§ 129、StGB § 129a條）
。從未遂的著手開始，行為的影響才是明顯的 796 。
不論是犯罪結社或恐怖主義結社，皆被理解為「共同協助破壞法和
。由結社所製造或散佈的威脅，例如：宣告將繼續進行恐怖行動時，
平性」
由於恐怖行動可能意謂著殺人、擄人勒贖、或縱火等各種威脅，因而可
以被理解為符合恐嚇他人或恐嚇公眾罪之構成要件。然而，縱使沒有預
告結社的行動（如同徒黨或連續犯），仍可由結社的行動，將個別活動理
解為系列事件的部分。雖然所可能採取的後續行動，往往僅因被一再地
宣傳而產生，但相較於已被實行之行為所造成之嚴重性，該恐嚇仍產生
相當的效果。因此每個促進結社、提高恐嚇可信度的行為，在個案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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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ünther Jakobs, Bürgerstrafrecht und Feindstrafrecht. 徐育安譯，市民刑法與敵人刑法，收錄於
刑事法之基礎與界線－洪福增教授紀念專輯，頁 34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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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為支持結社而被論為不法。但其並非「預備階段」的不法，其僅因
「破壞法和平」而具備部分不法。行為人僅聲稱：動搖到規範效力認識
基礎的形成。行為人僅妨害「公共」
、
「內部」或其他和平，而非妨害「法
和平性」時；若不顧行為人之私領域而違反「行為原則」
，並且以「預防」
未來的外顯行為（extern Verhalten）而發動刑罰，乃是將行為人定義為「敵
人」。只要迴避被定義為敵人刑法，因為它不涉及對於違反「主要規範」
之提前處罰，而是對於違反「側翼規範」之處罰，因此對涉案行為所科
處之刑罰必須是合理的。例如：「恐嚇他人」與「恐嚇公眾」二罪的刑度
（StGB § 241 條、第 126 條），並未如同共犯未遂（StGB § 30 條）、建
立犯罪結社（StGB § 129 條）
，或建立恐怖主義結社（StGB § 129a條）之
797
嚴厲 。整體而言，「法和平性」之保護也只被允許在預備犯的「邊緣」
重新建構，卻無法改變本文提出的核心領域界線，尤其是破壞法和平的
不法與破壞主要規範之不法間的關係，永遠只是一種部分不法的關係。
這個結論是一個自由國家的刑法中自明之理 798 ！因而敵人刑法只能在緊
急狀態下，因例外的適用而被正當化。因此相關的刑法規定必須被嚴格
地與市民刑法區辨，最好是另外立一部法。敵人刑法與市民刑法必須被
明確區隔，才不會存在危險，使敵人刑法藉著體系解釋或類推解釋或其
他方式，而滲透到市民刑法當中。德國刑法典之當代面貌，卻掩飾其在
不少地方都違反了自由國家應有的界線 799 。
卻在 2006 年的”Terroristen als Personen im Recht?”一文中，有了重大
的改變。其認為：
歐洲早在 1986 年即簽訂「對抗恐怖活動法」
；2003 年簽訂「對抗恐
怖主義法案」，德國立法者很快地跟進通過第 34 次刑法修正法案加以配
合。這些法案不是用恐怖份子（Terroristen）而是用恐怖主義（Terrorismus）
來稱呼要對抗的對象。
刑法不是適用在恐怖主義，而是適用在恐怖份子身上。然而正如法
案名稱所示，對恐怖份子的處罰只是中間目標，而不是法案的主訴求；
顯然是藉由處罰恐怖份子而整體對抗恐怖主義，換言之，刑罰是一種警
察工具，為了安全而向前邁進。就算是這樣，還是存在這問題：「作戰」
是字面還是概念 800 ？
這兩個新法案主要都涉及對抗成 立恐怖主義結社的法條（StG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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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a 條），加強它並且將適用範圍延伸到境外結社（StGB § 129b 條）；
亦即其涉及從可罰的重罪預備範圍裡制定特別法。現在對於這種處罰沒
有任何原則性的異議：嚴重犯罪行為的預備擾亂了公共安全，並可因這
種擾亂行為（als soche Störung）而發動刑罰。帝國刑法典的「Duchesne
增補條款」（RG 第 49a 條）當中關於重罪預備行為的處罰規定為三年以
下，最嚴重案例中可達五年有期徒刑（而非送強制矯治所），這可能是對
應於那時候的不法性，當時謀殺最高可處死刑。這條款自 1943 年被廢棄，
並自那時起對於所有的重罪預備行為適用（戰後）StGB § 30 條，完全按
照各罪的未遂犯處罰，只能依 StGB § 49 條做輕微的刑度減輕。提高法
定刑度上限：建立恐怖主義結社之最高刑加到 10 年，領導提高到 15 年。
在一般性地處罰重罪預備行為時，也許立法者忽略了一件事－刑度
在實 務上幾乎不會被用到上限－不過這件事在成立犯罪結社或恐怖主義
結社的處罰上有些解套說法：雖然這裡要討論的行為可能多少是模糊
的，但所謂對公共安全的擾亂也只能被某程度模糊地認定，因此它需要
更強的刑罰威嚇，以避免危險升高；因為只有刑法，而不是職司危險防
禦的警察，才能將從事危險結社者認定為犯罪主體，也就是刑法第StGB §
129a條的犯罪主體，並且依偵查中羈押或判刑監禁而使其長期無法發作。
因此關於建立恐怖主義結社之處罰規定，多少有著刑法形式的警察法性
質 801 。
對恐怖份子的排除是一種「自我排除 802 」（Selbstexklusion）：尤其是
基於消極的「一般預防」思想，若恐怖份子由於參與恐怖結社（StGB §
129a條），僅因該行為即被嚴厲刑罰，並非基於「自己的危險性」而受到
「管制」，乃是因為「他人的犯罪傾向」受管制。亦即，當他不是被當作
潛在者，而是被視為「整體敵人之一員」來對待時，其他參與者會因而
被嚇阻。不過此處所牽涉的根本不是刑法於對抗恐怖份子時的特別問
題，而是刑法一般理論的問題。此理論認為，不只消極一般預防理論，
某些特別預防理論也是親近於敵人刑法的，正如人們所習慣的解讀那樣
803
。
「能否用法治國的刑法手段來進行『對抗恐怖活動的戰爭』？」一個
全面（alles umfassend）的法治國可能沒有能力進行這種戰爭，因為它必
須將敵人也當成人格者來處理；也因此不能將其視為危險源。但一個務
實的法治國卻可望另闢蹊徑，使其不至於在面臨敵人攻擊時遭到瓦解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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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犯罪組織（結社）是規範上的敵人？
第一款、立法者的思考
不論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立法當時，我國並未受到恐怖份子的攻
擊， 或者是我國不論是官方或民間，都未意識到恐怖主義的情況。且由
本法在立法時的審議過程，並非以恐怖主義為規劃藍圖，而是以猖獗的
黑道作為主要的打擊對象。
但是從我國立法的設計上，可以發現主要的規範對象，皆以「犯罪
組織 」為核心。但經由前述的考察可以發現，本法的犯罪組織，只是對
於暴力性犯罪結社的加重條款。也就是立法者當時認為我國已經陷入黑
道治國的「高度危險」，因此有必要透過一連串的掃黑及「變法」，救亡
圖存！也因此在刑度的設計上，在基礎條文的第 3 條刑度設計上，不論
是對於首謀或參與者，均明顯加重甚多。再者，透過第 4 條、第 5 條的
一連串加重，使得黑道在我國彷彿一旦被抓到，將落入萬劫不復的黑牢
中，難以翻身。更對於犯罪組織外的資助者及推薦犯罪組織中人為代表
的政黨，分別訂立相關的處罰。更甚者，對於因組織犯罪條例而被定罪
者，終身不得參選公職，與我國過去對於所謂的「叛亂份子」相當。
上述的設計，主要是避免我國的黑道坐大以及黑道滲透政府，甚至
透過公職人員的選舉「漂白」。但也由上述的立法規定，似乎可以發現我
國對於「犯罪組織成員」及相關人士，不但以新的法典方式加以規範，
更在刑法上的競合、刑事訴訟的對質詰問等處，設下一連串的「新規範」
。
對照於 Jakobs 教授的思考，似乎可以發現我國立法者當時已將所謂的黑
道，也就是本法所指涉的「犯罪組織」，視為國家的敵人！國家非對「犯
罪組織」發動「戰爭」，不足以證立規範體系。亦即，是國家再不採取斷
然措施，我國將被黑道給統治。

第二款、犯罪組織不應為規範上的「敵人」
敵人刑法的提倡者 Jakobs 教授，在其早期的文章中，雖然已可發現
其在 所謂的「古典自由主義」下所引伸出的「敵人刑法」概念。但是必
須注意的是，其在提出該概念之餘，亦不斷反覆強調敵人刑法的適用界
線，也就是只有在國家陷入緊急狀況的例外狀態，始可適用。
雖然其後，對於敵人刑法的概念不斷擴充，也不斷擴大敵人刑法的
適用可能範圍。並指出 3 種可能潛藏於市民刑法中的敵人刑法規範，若
先不探討敵人刑法概念的恰當與否，亦必須特別注意其將「組織」連結
於敵人刑法的論述中，主要強調的核心案例是恐怖主義結社的 StGB §
129a 條，亦即自始以特定重大犯罪為其目的的恐怖主義結社，始為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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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核心領域。蓋因適用敵人刑法此種法治國原則下的「例外」，乃是
是國家陷於緊急狀態或是人自己放棄人格者的地位，始有敵人刑法的適
用。
但反觀我國組織犯罪條例的的對象「黑道」
，其並非自始以推翻國體
或整 體憲政秩序為目標，反而是在現行的憲政秩序體制下，才能達到該
群體利益最大化的目標。亦即，只有在現行社會秩序的框架下，所謂的
「黑道」才能繼續或擴大其勢力或觸角。因而將此類型之犯罪者，被視
為自外於規範體系，不具備人格，是否過於武斷？
再者，如果輕易的認定「黑道」或犯罪組織為規範上的敵人，非發
動戰 爭不足以維持現行的法秩序。那麼貪污、貧窮、疾病、毒品、娼妓
等問題，一樣長期地受到民眾厭惡。是否在政府發動掃除上述「現象」
的運動時，只要冠上「XX 戰爭」的名義，就可以動用非現行刑法體系的
「敵人刑法」體系，架空現行的立法架構，另起爐灶？

第三項 敵人刑法的反思
對於敵人刑法，不論是在德國或是我國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在
德國，1985 年 Jakobs 首次提出時，由於立場並不鮮明，因此並沒有引起
太大反擊。但在 1999 年後，由於其立場逐漸明朗，因而受到各方的關注
及攻擊。因此本文僅對各方所批評的重點區分如下：

第一款 敵人刑法的前提假設
第一目 哲學外觀的前提假設
Schünemann 即指出：Jakobs 所列出的哲學家，僅是啟蒙時代的少數
哲學家。且其所列之哲學家並未明確區分市民刑法與敵人刑法。
蓋因康德僅主張：「犯罪行為的實現使行為人不可能成為國民」。但
康德的主張不應該帶來社會針對個人的排斥或其他維護社會的措施，犯
罪行為僅帶來的措施是應報性的刑罰。因而上述的康德學說並不能解釋
刑法問題。

第二目 功能上之前提
針對Jakobs的觀點：市民刑法維護規範效力；敵人刑法防制危險。Sch
ünemann認為：若刑法僅維護規範的效力，將使刑法保障法益的的一般任
務模糊化，刑法將淪為防制危險的工具。況且若刑法的目的在於防制危
險，且所運用的是：具有威嚇性的「一般預防」心理壓力，那麼市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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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敵人刑法亦無區別必要 805 。

第三目 經驗上之前提
Schünemann 認為在諸種犯罪者中有特別的類型，其特徵在於此人大
概長期性的決定要與法敵對，或至少是當前很堅持的。但此種判別方法
過度個別化，且難以想像其心理現實為何？且在語意學方面，沒有人原
則性與法敵對，例如：黑社會老大可能仍然遵守親屬法等。

第二款 區別標準及定位不明確
對於現行市民刑法與敵人刑法混雜的現象，Jakobs企圖以「類型學說」
（Typuslehre）加以解釋。但德國法哲學界認為類型學說具有：
「層級性」、
「邊界不明確性」
、
「組成因子的不固定性」等特徵。但在實踐上，Jakobs
卻以嚴格區分二者做為解決方案。但此種解決方案，將面對手段及主體
區分上的困難。亦即，哪些手段是對抗市民手段，哪些是對抗仇敵的手
段？且何主體何者為市民，何者為敵人？都將陷入困境 806 。

第三款 敵人刑法所產生的疑問與危機？
1.將人區分為市民與敵人，將使得部分違反規範主體，被無人格無權
利，而被置於漫無目的被剝奪權利及隨意處置的風險下 807。但如此一來，
是否等於放棄法之普遍效力原則 808 ？
2.Jakobs所提出的刑法是否承認國家公權力的掌握者也可能成為法
秩序的破壞者或仇敵？若可，則人民可以用什麼方式可以從事對抗暴虐
治國者的戰爭？且在敵人刑法的運用下，民眾或公務員是否會質疑政府
採用不顧手段的一切方式對待反抗者 809 ？

第四款 小結－現狀的反思
但由我國立法者在立法制訂上的特別立法及眾多加重刑罰規定及剝
奪部分對質詰問權、被選舉權等規定可以發現，我國立法者卻已將暴力
性犯罪結社作為規範上不同對待的「特殊分類」，而給予差別對待，已隱
805

Bernd Schünemann著，Georg Gesk譯，評論市民刑法與敵人刑法，台德 2003 年刑法學術研討
會 4A，頁 4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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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由Jakobs「仇敵刑法」之概念反省刑法「規範論」傳統對於抵抗國家暴力問題的侷限
性，台德 2003 年刑法學術研討會 5A，頁 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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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由Jakobs「仇敵刑法」之概念反省刑法「規範論」傳統對於抵抗國家暴力問題的侷限
性，台德 2003 年刑法學術研討會 5A，頁 1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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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4A，頁 6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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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台德 2003 年刑法學術研討會 5A，頁 14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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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敵人刑法的雛形。
但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發現，我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規範對象－暴
力性犯罪結社，並無法論證其為規範上的敵人，而作為加重刑罰的正當
性基礎。況且敵人刑法此種概念，至今在德國學理上，仍然甚具爭議。
有架空法治國原則及違背規範效力普遍性原則的可能。因此在對於行為
主體及應用手段，尚未提出更有效的分類標準前，實不宜貿然採行此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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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錯誤的立法背景理解
第一項 立法過程中的名稱爭議
由立法審議過程可知，當時已有委員意識到本法所防制的對象，其
實並非廣義的組織性犯罪，充其量也僅是「幫派」或「暴力性犯罪結社」
而已。此外，亦有委員發覺：組織犯罪，若以英文表達，乃是「organization
crime」
，其本意恐指為犯罪行為的組織。若要規制的對象為利用組織的威
勢，進而為犯罪行為的現象，應該採用「組織性犯罪」，也就是英文的
「organizational crime」
，始能清楚表達。但是在法務部長的堅持下，上述
兩種建議最後均未獲多數意見及官方採納。
就條文的名稱而言，若條例名稱象徵著規制的對象及精神。那麼本
條例從訂立之時，即有重大瑕疵！蓋因組織犯罪，誠如部分委員所稱，
乃是為犯罪的組織，因此在日本或美國所探討多為法人或企業犯罪等問
題；與我國立法者在想像上的「黑道」等，有極大差距。
其次，不論是「黑道」、「幫派」等，雖然通常為多數人經過聚集為
計畫性的犯罪行為。但是黑道、幫派等，與立法上的「犯罪組織」，是否
能劃上等號，即有疑義。更何況僅將黑道、幫派所為的犯罪行為，定義
為組織性犯罪，將使得我國立法上的組織性犯罪概念，受到極度的侷限！

第二項 誤「犯罪結社」為「組織性犯罪」的立法
由上述的介紹可知，組織性犯罪乃是數人在一定的結合下為犯罪行
為；且使用暴力或類似暴力以獲取利益。至於犯罪結社，不論在我國或
德國皆指以犯罪為宗旨之結社。
組織性犯罪乃是犯罪學上的類型概念，其因難以定義已如前述，因
此只能羅列出其特徵，並以該特徵檢討該類型犯罪的特色與防制方法。
至於犯罪結社乃是刑法對於威脅到法和平性或公共安全的結社，以刑法
的手段加以遏止。
因此德國學理上，甚至指出直接將組織性犯罪構成要件化，是幾乎
不可能的。只能在刑法上，透過犯罪結社、徒黨及共同正犯等概念「逼
近理解」之。因此可知，兩者並不能直接劃上等號。
組織性犯罪乃是利用組織所為的具體犯罪行為，其因為所為的犯罪
行為不但所侵害的法益往往較為重大、實現的可能性明顯提高及事後被
追訴的機會明顯降低，甚至利用犯罪所得而進一步影響正常的金融或經
濟秩序，因此對於社會或現行政府體制有極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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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2 條及第 3 條之條文內容及條文名稱觀
察，我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是以「犯罪組織」，作為規範的核心概念。但
此處的犯罪組織，與我國刑法典 154 條相較，其實乃是暴力性或脅迫性
的犯罪結社。因此我國立法者，似乎認為所謂的「組織犯罪」乃是組成
暴力性或脅迫性結社行為，即為「組織犯罪」。至於暴力性或脅迫性結社
所為的具體犯罪行為，僅為加重刑罰事由之一。
殊不知德國刑法對於犯罪結社加以入罪，乃是有感於其對整體社會
法和平性及公共秩序的威脅，因此透過刑法的前置處罰加以規制。但暴
力性或脅迫性犯罪結社絕非等同於「組織犯罪」。因此在立法圖像上，乃
是將外國為防制對社會公安有危害的團體，加以前置處罰的手段客體，
誤為「組織犯罪」。至於犯罪組織所為的犯罪行為，就犯罪階段觀察，僅
為對社會公安危害的具體化或實現。兩者間的關連性，與持槍殺人，立
法者為避免槍枝的危險，而將持槍亦納入前置處罰範圍的情況類似。因
此絕非僅為單純的加重或競合後加重可以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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