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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沒收新制上路─詐騙別再心存僥倖 

刑法沒收新制上路，詐欺案件被害人最關心的求償問題有解了！以往詐欺犯

被逮捕時，必須等起訴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另提起民事訴訟向被告求償，整個

訴訟流程需花費許久時間，然而在新制中，案件偵辦中檢察官就把扣押物先行變

價拍賣，等判決確定後即可發還被害人，避免被告趁訴訟期間脫產。 

刑法沒收新制自 105 年 7 月 1 日起開始施行，與舊制最主要的差別在於不再

限於被告名下的犯罪所得才能沒收，第三人所有的資產在符合特定要件下（詳見

附註）也可以沒收；此外，詐欺案在舊制時僅能針對犯罪所得原物沒收，而在新

制中，在犯罪所得原物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可以追徵其他資產。意即沒收新

制在被告死亡、逃亡經通緝等情形均可適用，就算被告將不法所得轉投資、購買

豪宅、名車、裸鑽，或轉登記第三人名下，檢方都有權追討，在案件偵辦初期就

把扣押物變價拍賣，法院審理終結後可優先發還被害人，以保障被害人權益，查

扣物品也不致因審判期間持久，導致價值過度減損。 

舉例來說，如果小明因詐騙所得新臺幣（以下同）500 萬元，並將其中 300

萬元拿去買房子送給父親，剩下 200 萬元拿來買跑車，在過去，小明雙手一攤表

示詐騙所得都花光了，司法機關即無法進行沒收，然而在新制中，檢方即可將小

明名下的財產進行扣押並拍賣，同時扣押小明父親因小明違法行為而無償取得的

房子或追徵其價額，並於法院審理終結後發還被害人。 

另詐騙集團趁暑假期間，打著「高薪無經驗可」、「輕鬆致富、高額獎金」的

口號，吸引缺乏社會經驗的學生擔任車手，負責至 ATM 提領詐騙不法所得。然

而車手是詐騙集團中最容易為警察所查獲的，一旦被警方逮捕，除了須面臨刑責

外，如果是未成年（未滿 20 歲）人，被害人尚可依據民法第 187 條「限制行為

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提起民事

訴訟向車手的父母求償，故 105 年 5 月時有案例係未成年車手僅分得 1 萬元，卻

遭法院判父母須連帶賠償被害人 230 萬元，實在是得不償失。 

警方呼籲，莫因一時的利益蒙蔽了雙眼，而冒險加入詐騙集團，除了背負刑

法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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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責任影響前途外，也可能連累到家人，實在得不償失。同時邀請民眾一起至「檢

舉詐欺車手專區」（http://www.cib.gov.tw/Wanted/FraudDriver）指認詐欺車手，如

有發現可以直接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共同打擊詐欺。 

[附註] 

刑法第 38 條之 1 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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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同： 

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 

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 

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 

 

    ─本文摘自「內政部警政署165防詐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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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緩起訴」，有再被起訴可能嗎？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酒後駕車，在現行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公共危險罪的規定下，犯罪的性 

質是一種 「危險犯 」。危險犯的成立，不以發生實害行為為必要，以「酒駕」

的犯罪作為例子來說，只要有飲酒的情事，酒精值又達到法律規定標準，再加上 

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的行為，二者結合在一起，犯罪便告成立。一個人在幾杯黃

湯下肚後，仍堅持自己駕駛機動車輛，偏運氣不佳，路上遇到警方的臨檢，就成 

為被移送檢察官偵辦的犯罪嫌疑人，所以對一些喜歡喝上兩杯，又喜歡摸方向盤

的人來說，酒後駕車是一種非常容易觸犯的罪。 

幾天前的新聞報導：一位將要派駐國外的高級外交官，因與友人餐聚，把持 

不住自己的酒量，多喝上幾杯，又自行駕車上路，半途被警攔查，吹氣的酒精值 

超過法律規定的標準，結果被移送法辦。由於這位外交人員犯後態度良好，承認 

自己的過錯，又屬初犯，並願意支付國庫處分金六萬元，檢察官即宣告對他為期

一年的「緩起訴」處分。在走完法律所定程序以後，自緩起訴處分確定那一天開

始起算，一年以內沒有違反緩起訴處分書內所規定事項，緩起訴的案件即一筆勾

消。富有人情味的緩起訴制度，因這案件又成為社會人士爭相樂道的話題了。 

「緩起訴」在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上，是一種起步較慢的新制度。可是國外一 

些大陸法系國家，早已行之多，像日本的起訴猶豫制度及德國附條件及履行期間

的暫不提起公訴制度，在轉化犯罪方面：的確具有顯著的成效，值得我們借鏡。 

我國近年來社會變遷迅速，影響社會治安的事件，隨之增多，在犯罪人數只 

升不降的情況下，首先告急的便是監禁人犯的看守所與監獄人滿為患，亟需在刑 

事訴訟制度中，增列轉化犯罪的機制，用來疏解犯罪增加所帶來的各種壓力。經 

過多方的慎密思考，主管機關決定參考國外的立法例，在刑事案件的偵查程序

中，增加檢察官猶豫起訴的功能，即本應提起公訴的犯罪，在一定條件下，暫時

不提起公訴。如果行為人在所定的緩起訴期間內履行應負責任，並保持善行，所 

專家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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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的罪便告消失。這種轉化犯罪的良好制度，在立法院經過漫長的立法程序，直 

至民國九十一年二月八日，總統公布《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時，千呼萬喚的「緩 

起訴」名詞，終於出現在新增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的法條中，內容是這樣規定的： 

「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檢

察官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

者，得定一年以上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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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訴權之時效，於緩起訴之期間內，停止進行。 

刑法第八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於前項之停止原因，不適用之。  

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於緩起訴期間，不適用之。」 

由上述法條內容觀察，並不是所有犯罪都可以緩起訴的，可以緩起訴的犯

罪，限於：「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也就是社

會大眾心目中的輕罪，才是緩起訴案件的範圍。舉例來說，單純的酒後駕車刑事

責任，依現行《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規定，最高的法定本刑是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是在允許緩起訴的最輕本刑三年以

上的刑度以下。依法是可以給予緩起訴的！倘犯罪行為人因體內酒精作祟，無法

控制所駕駛的機動車輛，鬧出「致人於死」的命案來！那便犯了同法條第二項所

定「因而致人於死」的罪，在學理上稱這種犯罪為「加重結果犯」。法定刑度是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時就不屬於可以緩起訴案件的範圍。在證據

明確下，檢察官唯一可做的事，便是將被告提起公訴，讓法院進行公開審判的程

序！ 

這次緩起訴制度的修法，除了增訂規定緩起訴處分適用範圍與期間的第二百

五十三條之一的法條以外，還增訂幾條與緩起訴有關的配套法條，其中第二百五

十三條之二，是規定接受緩起訴處分的被告應遵守或履行的事項：包括檢察官得

命被告向被害人道歉、立悔過書；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的財產或者非財產上的

損害賠償。將一些本應循民事程序解決的事項，在緩起訴程序中一併解決。免去

當事人在刑事案件了結以後，又再打一場民事官司的麻煩；沒有被害人又未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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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害的案件，檢察官也得命被告向公庫支付一定的金額作為處分金，這項處分

金，並得由該管檢察署依規定提撥一定比率補助相關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

這位外交人員是繳交國庫六萬元的處分金作為緩起訴的條件。如果被告窮得繳不

起處分金，也可以要求檢察官改為向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

他符合公益目的的機構或團體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的義務勞務

來取代。這些應履行的條件，都要載明在緩起訴的處分書中，被告不照著所定的

條件履行，或者在緩起訴期間內，故意更犯有期徒刑以上的罪，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者。檢察官依據增訂的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規定，應該將緩起訴處分撤銷，繼

續進行偵查或者逕行提起公訴。在這種情形下，被告在緩起訴的期間內，已經履

行部分，依同法條第二項的規定，是不可以請求返還或者要求賠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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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駕刑罰說從頭？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最近酒駕肇事案件頻傳，新聞媒體幾乎無時無刻都在報導，尤其是本年七月 

份下半個月裡，陸續發生了讓人怵目驚心的三件重大酒駕案： 

第一件是七月十六日上午七時許，一位在新北市蘆洲警察分局交通隊服務 

的陳姓警員，在當地台的陳姓警員，在當地台 65 線匝道執行交通管制勤務時，

被一名酒精值高達 0.87 的陳姓女子駕車自後方撞上，導致雙腿粉碎性骨折，為

了要保住他的性命，醫生忍痛將只有一層皮膚還連著的腿截肢。這名陳姓女子三

年前曾因酒駕肇事被吊銷了駕駛執照，還不知自行警惕，竟又酒後無照駕車傷

人，這種害人又害己的目無法紀行為，真是令人痛恨！ 

第二件是七月十九日大陸團火燒遊覽車事件，全車大陸客二十五人，連同司

機共二十六人都遭烈火焚身，無一倖存。事後檢方在司機遺體的血液中驗出高濃

度的酒精值，爆出火燒車時司機正處於酒後駕車的狀態。這名司機縱因個人素不

滿現實，想結束自己生命，也不該以殘暴的酒駕行為，讓二十五名大陸觀光客同

赴黃泉。加害者雖已喪命，無從追究他的刑事責任？我們社會也應該給予藉酒害

人者嚴厲的譴責！ 

第三件發生在七月三十日，一名陳姓「小黃」司機，酒後駕車自宜蘭南下花 

蓮，竟以破百的時速，在狹窄的蘇花公路上狂飆， 途經帄溪橋彎道處車輛失控， 

逆向衝進北上車道，當場將兩名騎單車旅遊的男大學生撞死，小黃駕駛事後的酒 

測值竟高達 0.79。誇張的行為立即被警方以公共危險罪與過失致死罪移送法辦！ 

「飲酒不開車，開車不飲酒。」是老掉牙的交通安全宣導口號，連三歲孩童

都能朗朗上口，唯獨那些有能力掌握動力交通工具的族群，碰到「酒」就不能自 

主，把這些警語忘得一乾二淨。非飲上幾杯就不肯甘休！有些嗜酒者雖然很清楚 

專家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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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在人體內作祟，會造成駕車的危險性，但偏偏不信邪，自以為福星高照， 

小酌一番，不致會發生問題？抱著「賭徒」心理賭一賭，飲酒又開車的人一多 ， 

想要行的帄安，就等於「天方夜譚」，社會怎能維持安寧？ 

我國《刑法》在民國二十四年公布施行之初，分則的公共危險罪章中，並沒 

有酒後駕車要受到處罰的法條，八十年代後國家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的荷包充

實，買得起動力交通工具的人愈來愈多，交通的硬體設施，道路的建設卻無法配

合提昇，道路上車輛多了！人民富裕以後，多彩多姿的吃喝玩樂生活也跟著多

了，酒後駕車肇事致人死傷與日俱增，嚴重影響人民行的安全！衛道人士忍不住

大聲疾呼，要政府儘速整頓交通秩序，嚴懲在馬路上橫衝直撞、視他人生命財產 

如兒戲的酒醉駕車行為！在多次重大事故發生後，政府終於廣集民意，在民國八

十年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公布了《刑法》分則修正案，其中就包括在公共危險罪章

中增訂的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應予處罰的法條，當時的

原始法條內容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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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立

法理由指此法條為：「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過量致意識模糊駕駛交通工具之

處罰規定，以防止交通事故之發生。」由於法條中未列有「不能安全駕駛」的明

確條件？適用時易生疑義？乃由法務部邀請有關機關集會研商對策，經討論決定

參考國外多數國家所採用的認定標準，凡酒精濃度呼氣已達每公升Ｏ‧五五毫克 

（Ｏ‧五五 MG/L） 或血液濃度達Ｏ‧一一％以上，肇事率為一般正常人之十

倍。依此數值，作為已達「不能安全駕駛」的移送刑罰標準；上項數值以下的行

為，如輔以其他客觀事實得作為「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時，亦應移送法辦。 

九十七年一月二日，又公布此法條的修正條文，將原規定處三萬元以下罰金

部分，修正為「或科或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想藉著罰金的提高，抑制酒後

駕車案件的增加，怎知酒後駕車者並不在乎罰金的數額，依然酒照飲，車照駕。

政府迫於形勢，又於三年後的一百年十一月三十日公布了這法條二度修正案，此

次修法不只是將低度或科或併科的罰金提高為二十萬元以下之外。高度的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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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分，也提高為二年以下，另外增訂了第二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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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二

度修法，酒駕案件仍然不斷發生，為了應付不怕罰的酒駕者，政府又再在一百零

二年六月十一日，公布了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的三度修正法條，內容如下：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

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

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拿新舊法條來比對，舊條文的內容已被大幅翻修了，原有可以判處「拘役」

與「罰金」的輕度刑罰都已不見了！目前只要觸法，起跳的刑罰就是「有期徒刑」。

對初犯的人來說，關係不大！但對那些無視法律規定， 一犯再犯的人可就不同

了，只要前案的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五年以內又再酒駕被逮，就得依第四十七條

累犯規定，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來處罰。最重可判三年，最輕也得判三個月徒刑。 

這次修法另一特色，是將原以會議方式作成酒精濃度的參考值，直接訂進法

條中，數據也大幅降低，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的判斷標準。遏阻酒醉

駕車事件的發生。以上提到的都是單一案件的處罰方式，如果查獲多次酒駕行

為，就應一罪一罰，合併來執行。酒駕刑責經多次修法後，已非當年增訂時的輕

微案件，既飲酒又駕車的人要三思了，等到刑責纏身失去自由時再來後悔，那就

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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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小百科 5-禮物可以收嗎？ 

廉政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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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小百科 6-遇到請託關說怎麼辦？

 

廉政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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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可夢 Pokemon─現實中的惡夢  

實境手機遊戲-寶可夢 

手機遊戲《精靈寶可夢》（Pokemon GO）運用 AR 擴增實境技術，讓玩家

在現實場景中捕捉神奇寶貝，一推出就受到熱烈歡迎。口袋怪獸、神奇寶貝都是

許多人兒時重要回憶，而這個「非現實」內容竟能活活出現在真實生活的感覺，

有著獨特吸引力。虛擬和真實生活的交錯，讓人期待轉角後會遇到什麼「驚喜」，

因此讓不少玩家動不動就拿出手機確認四周。 

現實中的惡夢 

【個人健康】 

一名男大生迷上寶可夢，最近連續多天到處抓寶，最長連玩十四個小時，結

果視力從原本的零點九驟降到零點二。 

【社會秩序】 

北投寶可夢亂象，時代雜誌評如同「世界末日」，有些玩家甚至連醫院急診

室門口也不放過。 

【交通安全】 

上百人及數十輛機車，就停在紅線抓寶，危及自身及他人行車安全。 

邊開車邊玩 Pokemon Go 釀禍，撞死 2 名路人。 

【國防、公務機密】 

有不少玩家誤入軍事管制區，或公告禁止進入之管制區域，只為了抓寶。 

安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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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闖稻田抓寶、不聽規勸造成居民困擾，近百人就算跑到田中央，弄得滿身泥

濘也甘願。 

南寮漁港"寶可夢惡夢"，垃圾量增 10 倍，千人湧入漁港抓寶碼頭推擠險象

環生，人車搶道，地中海風情消失，南寮港變"垃圾漁港。 

【治安】 

用「抓精靈」引誘孩童及青少年、少女。 

危及使用者的個人資料，被犯罪分子用來引誘受害者到孤立無援的地方。 

對機關安全及公務機密的影響及因應作為 

近來風行的手機遊戲寶可夢，可能衍生機關安全及公務機密風險顧慮，各級

行政機關應預先評估機關業務及資訊安全等實際狀況，協調權管單位預為因應及

落實安全管制措施，相關參考作為如下： 

（一） 提升員工危安意識及保密觀念： 

透過各項會議及業務時機加強宣導危安意識及保密觀念，如發現可能衍生安

全顧慮或影響機關公務正常運作之訊息，應即通報機關首長及相關單位研處。 

（二） 加強設施安全管制與宣導措施： 

針對業務性質較具特殊性機關（如存有軍事基地、交通管理或屬重要關鍵基

礎設施區域等），建議得適時對外公告管制區域及嚴禁使用手機遊戲之範圍，並

加強安全管制及相關法令宣導作為。如屬位於機關週邊無人管轄之設施、設備（例

如：變電所、加壓站等），則適時促請權管單位加強巡檢度，以維護相關設施之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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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落實機關門禁管制： 

各機關行政辦公區域與為民服務（對外開放空間）應有所區隔及採取不同管

制作為，輔以監視錄影系統等措施，俾利事前掌握與事後查證；至為民服務（對

外開放空間）區域，則適時提醒民眾注意洽公場所規定及自身安全。 

（四） 遵守公務機密維護及資安規範： 

加強宣導機關同仁應恪守公務機密維護及資訊安全規範，對於機關內部非屬

公開之辦公區域場景及公務資料，不得任意拍照及上傳雲端網路，以避免公務機

密及個資外洩之情事發生。 

正確思維 

能夠在全球引起轟動的遊戲，絕對是有原因在的。大家評論這遊戲對社會的

影響時，常見的都是道德面的質疑，認為會導致懶散，國家會失去競爭力，或乾

脆直白地說，這是玩物喪志、浪費時間，甚至說 Pokemon 是魔鬼。多數都是老

生常談與一廂情願，最重要的是，這些都僅是主觀的。 

比起爭議這些主觀對人的影響，更應注視那些，從遊戲中觸發也無爭議的「客

觀問題」，例如危險的地方會導致搶劫，危險的駕駛會導致交通意外，國家安全

與政府運作、社會秩序及影響他人等負面效應。 

結語 

行政機關必須以客觀的角度來看待寶可夢風潮，避免用主觀的態度來面對手

機遊戲玩家，以免發生不必要的衝突。面對新型態的手機實境遊戲，公務同仁應

加強宣導保密觀念、設施安全管制、機關門禁及資安規範，若遇大批玩家湧入行

政機關或辦公場所，除提醒現場手機玩家「虛擬暢遊和現實社會規範」之差別，

更要注意機關安全與公務機密之維護。 

─本文摘自臺東縣政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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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被冒用？健保署 3個月接獲逾 1萬 4
千餘通民眾反映電話 

「?先生，你的健保卡因違規使用，即將被停卡…」，詐騙集團假冒檢警單位

打電話給民眾，謊稱健保卡遭人?用或使用異常的頻率升高，光是最近 3 個半月

以來，健保署就接獲高達 1 萬 4 千通民眾反映疑似詐騙電話，其中以中部地區最

多，呼籲民眾應提高警覺，以免受騙上當，導致財產損失。 

健保署指出，根據該署 0800-030-598 免付費諮詢專線從 105 年 5 月至 8 月

中旬之來電統計，民眾反映接獲疑似詐騙電話的通數，竟高達 1 萬 4 千餘通，其

中以「健保卡違規使用（被盜用、使用異常、有違規紀錄），即將被停卡，如有

疑問，將為您轉接專人服務或警察人員…」之類型為最常見，可見詐騙集團甚為

猖獗。 

健保署表示，詐騙集團所使用的術語，是相中民眾帄日就醫需要以健保卡為

憑證，於是透過電話先讓民眾掉入恐慌的陷阱，包括健保卡遭人盜用或有不正常

使用紀錄，因而即將被停卡，再進一步引導民眾騙取個資；或以監管帳戶為由，

要求民眾匯款至不同戶頭，或提領現金交給所謂的「監管單位」，以致財務受損。 

健保署強調，今年 6 月 7 日起，健保欠費與民眾就醫權已完全脫鉤，亦即民

眾不致因欠費等事由，健保卡就被停卡。重要的是，該署不會主動以電話語音、

簡訊、Line 等方式，通知民眾積欠保費或健保卡被冒用的情形，進而要求匯款、

回電或點選連結，民眾如接到前開類似詐騙的電話，一定要提高警覺，切勿隨詐

騙電話指示做任何動作。 

健保署呼籲民眾，詐騙集團行使的伎倆會不斷翻新，以致詐騙案件仍層出不

窮，民眾若接到疑似詐騙電話，可撥打健保署免付費專線 0800-030-598 查證，

或撥打 165 防詐騙電話報案。 

   

─本文摘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網站─ 

 

消保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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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專區 
法務快訊 

本活動延長收件至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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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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