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V-Chapter VIII  Article 51-71 

1 
 

首次政府反貪腐報告第一輪審閱會議第 6 場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地點：廉政署第 1 會議室 

主席：陳委員荔彤                 記錄：黃吉鍾、李昆羲、林希恬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會議開始 

一、 主辦機關長官致詞（廉政署綜合規劃組高組長伯陽） 

本(24)日會議主要針對專論第 5 章「追繳資產」、第 6 章「技

術援助和訊息交流」、第 7 章「實施機制」及第 8 章「最後條款」

進行審閱，其中有關追繳資產，聯合國反貪腐公約(UNCAC)確立

了被貪污的公款必須追返原則，且在追回犯罪所得，已經有一套

完整的制度，希望能有效、即時地追回贓款。相關規定對於反貪

腐工作非常重要，請各位踴躍發言並提供意見。 

二、 會議主席致詞 

本(24)日審閱內容，主要是第 5 章規範之追繳資產，監測在

各國轉移的犯罪所得，以直接追繳或透過國際合作的方式沒收。

沒收犯罪所得的國家會計算花費多少勞力及經費，扣除必要經費

後，返還至原本被洗錢的國家。第 6 章是技術援助和訊息交流，

第 7 章、第 8 章則因為我國不是 UNCAC 締約國，無法參與聯合

國運作機制。追繳資產對臺灣來說，重點在於錢移到國外去，如

何從國外返還。 

貳、 逐條審閱 

一、 UNCAC 第 51 條(一般規定) 

（一） 主席：第51條規定追繳資產是以返還資產為原則，透過跨國

訂定雙邊或多邊條約來處理。法務部檢察司(下簡稱檢察司)

提到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國際及兩岸法律司(下簡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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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司)提到臺美、臺菲司法互助協定，因本條是概括性的規

定，只要將返還資產的一般原則彰顯出來即可。 

（二） 檢察司：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已修正，將更新條文及條號。 

（三） 楊委員永年：建議可使用個案說明，例如王又曾、王玉雲和

王志雄，牽涉到兩岸和美國的跨國洗錢，檢察司、國兩司、

調查局、外交部等相關單位可提供1至2個相關案例的成效或

困境，亦可引用媒體資訊；一個具體重要個案，與洗錢、追

繳資產、國際合作等很多條文都相關，可串聯起來，例如特

偵組解散後，拉法葉艦案的追繳後續，仍由法務部同仁持續

偵辦，便有其困境和機會，可納入報告使內容更加豐富。 

（四） 主席：個案非常重要，建議可針對臺灣發生的個案，除統計

數據外，搭配法條規定，簡要敘述成效與困境。 

二、 UNCAC 第 52 條(預防和監測犯罪所得轉移) 

（一） 主席： 

1. 除了第239、240、242點等3個重點外，其他如憑證保存5年、

情資交換、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相關刑罰規定，也都非常重

要。 

2. 第239點提到新臺幣（以下同）50萬元的標準，兆豐金洗錢

10億，50萬的標準值得考量。第240點的說明能否再簡化？

「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是不確定法律概念嗎？ 

（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簡稱金管會)：「重要政治性職務人

士」的範圍是由法務部依據洗錢防制法訂定。另外，目前依

洗錢防制法之授權，已訂定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及相關

內部控制要點，將再補充說明。 

（三） 楊委員永年：思考第239、240點，第239點提到的50萬元，

是一個指標，但不是唯一的指標；為什麼王又曾、王玉雲能

洗錢出去，一定是有許多問題，無法管制，裡面有很大的討

論空間，包括50萬元是否合理，是否還有哪些指標沒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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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四） 主席：財團洗錢出去都是幾十億，有沒有必要規定多少錢要

特別處理，才能夠有效扼阻？臺灣幾乎平均每2年發生1次掏

空案，是否有外國立法例可以參酌？以有效打擊財團掏空。 

（五） 楊委員永年：個案的討論非常重要，廉政署可思考一下，永

豐金案為何會爆發出來，是不是吹哨者的概念，若在報告中

呈現，將會非常生動。對於重大案件應如何處理，吹哨者法

令也是重要的指標，但不是唯一的指標，重點在是否有成

效，或這成效是否和吹哨者法有關，也應有所說明。 

（六） 主席：報告要有效獲得國際迴響，應針對這些重大掏空案

件，檢討是否有訂定一套辦法或機制，有效預防及追繳犯罪

所得。洗錢防制的通報門檻似可再斟酌，例如100萬或150

萬，洗錢洗50萬太少了。 

（七） 金管會：剛才提到加強客戶審查的措施，金融機構洗錢防制

辦法第6條訂有依風險基礎方法執行確認客戶身分措施及持

續審查機制等規定。另外，第4條規定金融機構確認客戶身

分時，如有疑似匿名、假名、人頭戶虛設帳戶等情形，應婉

拒建立業務關係及交易，也呼應UNCAC第52條之規定。以

上相關說明將配合第52條規定內涵，於報告中補充。 

三、 UNCAC 第 53 條(直接追繳財產之措施) 

（一） 主席： 

1. 第247點，檢察司所提洗錢防制法規定，沒收財產之全部或

一部，撥交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為何規定撥給國際

組織？相關規定繼受自哪裡？是否來自國際公約？錢若回

到原國家，扣除必要費用是理所當然，交給國際組織較奇

怪。另外，條文沒有規定扣除必要費用，但規定交給國際組

織，個人持懷疑態度，請檢察司再探討說明。 

2. 第248點，司法院說明民事訴訟法沒有限制訴訟主體，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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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的立法是像美國可以用民事扣押的方式，扣住犯罪所

得，是很特殊的立法，可再參酌。 

（二） 國兩司：補充第247點，剛才主席提到沒收財產撥交國際組

織的問題，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草案第34條也有相關規範，

是參考美國所採取的沒收財產制度，鼓勵國際間合作，共同

打擊犯罪行為，所以對於整個辦案過程，若相關國際組織或

國家有參與，或有支出、付出，可以作分享。不過在研訂過

程有學者提到「分配」，後來使用「分配」作為法條的定義。 

（三） 主席：若國際公約有如此規定，實務上相關配套措施一定要

取得合法性。 

四、 UNCAC 第 54 條(透過沒收事宜之國際合作追繳資產機制) 

（一） 主席：報告提到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3條第5項，以

及刑事訴訟法、貪污治罪條例與臺美、臺菲協定，其中仍以

洗錢防制法最重要。另外，何謂透過沒收事宜追繳？是否指

先沒收再透過國際合作追繳? 

（二） 楊委員永年：請教外交部、檢察司、金管會或調查局，我國

近3年有無成功或失敗的案例，可於報告中呈現？ 

（三） 王委員玉全：例如汪傳浦案，他的錢一直在瑞士銀行，瑞士

檢方也非常配合，願意把錢交還我國，但依瑞士的法律規

定，必須在我國有沒收的確定判決，又因汪傳浦已過世，問

題無法解決，直到沒收新制於去(105)年7月1日施行，沒收不

再是從刑的地位，不需要依附主刑，瑞士收到確定判決後，

就會把錢交還我國。 

（四） 主席：另外，沒收財產撥交國際組織的問題，剛才在第247

點已有討論，實務上我國如有相關案例，請補充說明。 

五、 UNCAC 第 55 條(沒收事宜之國際合作) 

（一） 主席：本條是沒收事宜之國際合作，重點仍在洗錢防制法，



Chapter V-Chapter VIII  Article 51-71 

5 
 

目前報告中還列有貪污治罪條例、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相關

規定，有個重點是，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所指贓物是不是貪腐

的洗錢犯罪所得？ 

（二） 王委員玉全：洗錢、贓物、沒收的客體不太一樣，但是有所

重疊，贓物在實務上的定義較廣，若與洗錢相比，洗錢是限

於重大犯罪。沒收區分兩個部分，利得沒收和犯罪物沒收；

舉例來說，搶劫的槍是犯罪物沒收，利得沒收是不法行為所

衍生出的財產上利益。沒收的對象和洗錢的對象不太一樣，

因為洗錢有重大犯罪的門檻。 

（三） 楊委員永年：第256點內容中，貪污治罪條例及刑法之規定，

似不應與司法互助協定一起敘述，這是二種不同層次的問

題，討論沒收的對象是一個層次，在互助合作上是另一個層

次。其次，可以多強調一些互惠原則的說明，若報告要給外

國人看，需強調我國對國際社會做出什麼貢獻。另外，王又

曾案，我國與美國有臺美司法互助協定，卻無法執行，此部

分有論述的空間。 

（四） 主席： 

1. 請依王委員意見敘明，釐清國內法刑事犯罪的贓物及

UNCAC第55條所規範之犯罪所得等規定之異同。 

2. 楊委員意見，請相關機關參考研議。 

（五） 國兩司：楊委員提到我國對國際合作或國際社會有貢獻的案

例，前次會議也已提到，例如曾有中南美洲販毒集團將錢洗

進臺灣帳戶，美國協助幫忙扣押等案例，可加以補充。 

（六） 主席：辦案的方式可以再斟酌，不過應注意移轉要有依據，

不要立刻轉往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我國是有權利這樣做

的，對方有權利要求，但是要依國際公約及內國法律的規

定，可再思考。之前嘉義選舉賭博案約50至60億洗錢到香

港，香港律政司原本拒絕與臺灣官方來往，後來用扣押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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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處理，好像還是回不來臺灣。 

（七） 楊委員永年：非法的錢若進入我國，我們可以參考過去這樣

的案例，學習香港的做法，是一個很有效的做法。 

六、 UNCAC 第 56 條(特別合作)及第 57 條(資產返還和處分) 

（一） 主席：第268點至第277點臚列刑法、刑事訴訟法、洗錢防制

法及相關互助協定，刑法、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請參考

UNCAC第55條的相關討論予以補充說明，並注意前後一

致。不過主要的規範還是在洗錢防制法和互助協定，因此相

關說明一定要具體清楚明確，例如資產返還應有一定比例，

但洗錢防制法沒有訂定比例，其實對於貪腐的刑事案件是不

周延的，必須要立法訂定一個適當的比例，若不訂，對我國

權利是重大的損害。目前沒有規定，大概是因為從外國洗錢

進來的情況很少，大部分都是臺灣人洗錢出去。 

（二）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兩岸在98年已簽屬兩岸共打協議，內容

沒有排除貪瀆犯罪，也已有一些犯罪合作。在協議第9點有

規定罪贓移交，規定雙方同意在不違反己方規定範圍內，就

犯罪所得移交或變價移交事宜給予協助。如需臚列具體的案

件執行情形，可請法務部協助撰寫，本會協助檢視相關內容。 

（三） 主席：兩岸的案件是最多的，是否訂定分配比例，建議檢察

司研究立法。 

（四） 國兩司：兩岸罪贓返還的統計資料從102年6月至106年6月底

止，我國返還大陸6件，大陸返還我國6件，總金額大約各一

千萬。過去一年較為緩慢，有幾個案子是直接返還給被害

人，事實上只是在實現被害人的正義補償思維；原本希望兩

岸針對罪贓返還進一步訂定合作方式，但後來中斷，目前國

內正研議各檢察機關有關罪贓返還的作業要點。 

（五） 主席：依立法的邏輯次序，因為有共打協議，所以進一步訂

定合作方式是應該的，但站在政治觀點，中國大陸當然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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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國對國簽訂，仍有待努力。無論如何，分配比例在各國

都有規定，可參考相關立法例，再作考量。 

（六） 王委員玉全：刑法第38條之3第2項有規定，第三人對於其可

以行使的債權不會受到影響，所指第三人沒有特定範圍，不

論自然人、法人、本國人、外國人皆可，我的看法是可以直

接適用；第38條之3第2項應列入報告，但仍存在沒收有無刑

法適用效力範圍的問題，涉及到的不是罪名的認定，而是單

純對物、對犯罪所得取得方式的規定，相關規定可以再更清

楚。法務部若要提出修法草案，關於反貪腐以及私部門貪腐

行為，要注意刑法總則第3條以下有關適用效力範圍的部

分，除了在我國境內犯罪外，其限定的罪名可能要加進去，

例如依法定刑，第7條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才可適用等等。

私部門貪腐行為是跨國犯罪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若不能適用

沒收的規定，會有點遺憾。 

（七） 主席：請依王委員意見，就刑法第38條之3補充相關說明。 

七、 UNCAC 第 58 條(金融情報機構)及第 59 條(雙邊和多邊協定及安

排) 

（一） 主席：調查局是國家金融情報中心，很有成效，也參與很多

國際會議，成為艾格蒙聯盟等組織的一員，同時跟18個國家

都有多邊和雙邊協定，是值得讚許的。 

（二） 調查局：第279點，請秘書單位參考第9頁第70點資料釐清修

正，目前已與38個國家簽署協訂及備忘錄。 

（三） 主席：請秘書單位協助修正。另外，是否只有調查局可作為

國家金融情報中心？廉政署成立後的作法？ 

（四） 調查局：國家金融情報中心設立時指定由調查局處理，因為

它是一個資料庫，資料庫的資料都可以分享，但是資料庫的

建置、更新是在調查局，無法分成兩部分，國際間也是由調

查局作聯繫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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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UNCAC 第 60 條(培訓和技術援助) 

（一） 楊委員永年：第60條第8項提到各締約國均應考慮向聯合國

毒品暨犯罪辦公室提供自願捐助，以利透過該辦公室，促進

開發中國家為實施本公約所進行之計畫及方案。請問為何特

別提到毒品犯罪？ 

（二） 主席： 

1. 第60條涉及非常多的層面，總共有8項，其中第5項提到應建

立專家名單，請法務部重視這項規定，專家能夠提供意見並

監督執行情形。請廉政署及調查局研議，由法務部統籌確

認，本報告審閱委員也可考慮納入名單，供國、內外組織參

考使用。 

2. 楊委員提到各締約國應考慮向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提

供自願捐助，這就是習慣法，有8成條文都是習慣法法典化，

提供捐助我們應該可以做到，也可考慮就沒收所得的財產，

提供一定比例的金額來做這件事。 

3. 第294點外交部提到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醫療團，相當不

錯，但是否與貪腐相關？若無，文字請再精簡。 

九、 UNCAC 第 61 條(貪腐資料之蒐集、交換及分析) 

（一） 廉政署（防貪組）：有關貪腐資料蒐集、交換及分析，廉政

署每年針對國際透明組織及國際主要機構所做與臺灣有關

之貪腐調查，持續掌握與分析，本條將就國際透明組織的「清

廉印象指數」排名及反貪腐趨勢的報告補充說明。 

（二） 楊委員永年：提供一個意見，是否可以將廉政體系在總論作

介紹，包括本報告召開會議過程、與會單位、相關具體意見

等，因為除廉政署之外，調查局、金管會及外交部等相關單

位都有貢獻與聯繫，建議在總論作敘述。基本上，本報告重

點在於各條文的執行情形，好的部分多加陳述，不好的部分

也希望國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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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席：請參考楊委員意見辦理。 

十、 UNCAC 第 62 條(其他措施：透過經濟發展和技術援助實施公約) 

（一） 主席：本條重點是永續經營的概念。雖然我國不是締約國，

但我們可以透過相關管道來捐助，並可就「預防、偵查及控

制貪腐」訂定雙邊或多邊的協定，相關作法請外交部及調查

局再依條文規定補充敘述。 

（二） 外交部：第294點及第298點所提「經濟發展和技術援助實施

公約」，應是指透過經濟發展和技術援助來實現公約，將再

作文字修正。 

（三） 王委員玉全：補充有關名詞定義的問題，如我剛才提到沒

收、洗錢及贓物的例子，撰寫時應注意UNCAC指涉的客體

與報告提到的客體應一致。另外也建議可多加敘述一些正向

作為。 

（四） 主席：針對追繳資產，如沒收、資產返還等規定非常重要，

希望能訂定專法，或考慮在現行法訂定專章，因為是跨國事

項，我國處理這類國際事務一定須有法律遵循，才能依法行

政，建議外交部及國兩司研究討論。 

十一、 UNCAC 第 63條至第 71條 

主席：因我國非聯合國會員國，無法參與聯合國機制，此部份

無疑義。 

參、 散會：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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