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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61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3月2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8653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為洲等 19 人，有鑑於我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構成
要件過於嚴苛，導致起訴及定罪率極低。現今組織犯罪並非
專以同一性質組織為之，如先前夜店殺警案相關犯罪成員透
過非正式、非常態性之「中山聯盟組織」彼此號召進行犯罪
活動，仍無法以本條例進行起訴或定罪。爰擬具「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符合現今組織犯罪趨勢，
有效打擊其犯罪活動。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新竹地檢署自民國一百年以來，收受組織犯罪條例案由的案件逾百件，多年來僅有一件組
織犯罪遭起訴處分，送到法院還以無罪結案。主因在於，組織犯罪條例自民國八十五年制
訂以來未依時代變遷而修訂，以組織犯罪條例第二條為例，要構成組織犯罪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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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性或暴力性的組織，因此還需有明文規定的組織章程、幫規、幫旗、幫徽才算數，造成
檢方、法官要以此條例起訴、定罪相當困難。
二、爰此，參酌《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第二條對於組織犯罪定義，修正第二條相
關組織犯罪定義。
三、新聞常見犯罪組織成員或朋友利用其名勢，脅迫民眾進行一定作為或不作為，故修正第三
條，規範其行為之處罰。
四、為阻止犯罪組織日益增大，防範有心人士使民眾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新增訂第四條之一
，並規範其行為之處罰。
五、因檢肅流氓條例已廢止，故第十七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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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

一、本條文第一項修正，並增

，指三人以上所組成，以實
施脅迫、強暴、恐嚇為手段

，係指三人以上，有內部管
理結構，以犯罪為宗旨或以

訂第二項。
二、原條文之「內部管理結構

或實施最重本刑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以上之罪，具有牟利

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具有
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或

」，依據最高法院 102 年度
台上字第 3449 號刑事判決

性、持續性之層級化組織。
前項有層級化組織，不

暴力性之組織。

要旨：乃指具有上下主從關
係之謂，足以顯示犯罪組織

以具有名稱、儀式、規約、
固定處所或明確分工為必要

內部指揮從屬等層級管理的
特性，以別於一般共犯、結

。

夥犯之組成，亦即組織之內
部，有主持人或首領與幫眾
層級之分，存有階級領導，
下屬須服從主持人或首領之
命令行事，至於有無組織名
稱、入幫儀式、明文之幫規
或內部規範懲處違抗之處罰
尚非內部管理之一定要件。
三、依據上述判決要旨，原條
文「集團性」、「常習性」
、「脅迫性」、「暴力性」
之解釋係為：自「集團性」
而言，除應要有三人以上外
，須有上揭內部之管理結構
，而組織本身不會應因主持
人、管理人或成員之更換有
所異同；自「常習性」而言
，係指經常性、習慣性，例
如具有機會就犯罪的企圖、
意圖，或不務正業等習性，
亦即以長期存續為目的，而
有多次犯罪之發生為特徵，
與實際存續時間之長短無關
；自「脅迫性、暴力性」而
言，指其組織成立之目的，
專以不正當之手段，從事某
種類或不特定種類之犯罪，
手段多係以脅迫、暴力之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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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所謂組織犯罪，本
屬刑法上一種獨立之犯罪類
型，其犯罪成員是否構成違
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
及成立要件之審查，原不以
組織成員個人各別之行為，
均已成立其他犯罪為必要，
而應就集團成員個別與集體
行為間之關係，予以綜合觀
察。若按原條文規定難以將
現行組織犯罪型態定罪，爰
刪除內部管理結構，及相關
定義；並參酌聯合國打擊跨
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以下簡
稱公約）第二條，所稱「有
組織犯罪集團」進行修正。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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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
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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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新臺幣二億元
以下罰金：參與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
金。
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
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
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
期間為三年；犯前項之罪者
，其期間為五年。
前項強制工作，於刑之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檢察官
認為無執行之必要者，得檢
具事證聲請法院免其執行。
第三項強制工作執行已
滿一年六個月，而執行機關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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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
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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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新臺幣二億元
以下罰金：參與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
金。
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
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
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
期間為三年；犯前項之罪者
，其期間為五年。
前項強制工作，於刑之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檢察官
認為無執行之必要者，得檢
具事證聲請法院免其執行。
第三項強制工作執行已
滿一年六個月，而執行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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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條文增訂第六項、第七
項、第八項。
二、新聞常見組織犯罪常見為
唆使成員或成員朋友進行暴
力討債、介入都更運作等行
為，為防止此類型組織犯罪
，參酌日本暴力團員不當行
為防止法第九條及澳門有組
織犯罪法第四條第一項等立
法例。就組織犯罪實務類型
，於第六項規範其行為之處
罰。
三、如以第六項序文之行為，
犯刑法強制罪，其犯罪情節
較該罪為重，爰於第七項規
定之；犯罪行為人有第六項
之行為，仍有處罰未遂之必
要，另第七項為刑法第三百
零四條第一項之特別規定，
故參酌刑法第三百零四條第
二項規定，增訂第八項對前
二項未遂行為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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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
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
請法院免予繼續執行。
以文字、口語、舉動或
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
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
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
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
一、出售財產、公司商號股
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
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
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
商之內容。
以前項之行為，使人行
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
利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
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
請法院免予繼續執行。

第四條之一 招募他人加入犯
罪組織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十七條

（刪除）

一、本條新增。
二、為阻止犯罪組織日益增大
，如有使人加入犯罪組織之
行為，無論是否為犯罪組織
之成員，應處罰之必要。據
刑法理論關於教唆、幫助犯
罪之對象須為特定人，然目
前犯罪組織之招募對象不限
於特定人，且或有利用網際
網路、手機通訊、交友軟體
等方式，吸收不特定人加入
犯罪組織之情形。其次，有
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
為即應處罰，不以他人實際
上加入犯罪組織為必要。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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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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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條刪除。
二、因檢肅流氓條例已廢止，
爰此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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