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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案第 25294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柏惟、趙天麟、林宜瑾等 20 人，鑒於《公務人員
任用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
籍。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但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亦即考量公務人員經任用時應具備基本
之國家忠誠度。雖公職人員財產設置於境外者與《公務人員
任用法》有關國籍規定之國家忠誠度或有不盡相等之評價，
若公職人員有高比例之財產設於境外，亦難謂對國家忠誠度
無所減損。又申報義務人多為對國家政策負直接責任之人員
，國家及公民對其忠誠度必然有一定程度之要求，並需以更
完善之申報落實及公開檢視，做為民眾參與選舉等政治活動
之評斷及抉擇基準。另，考量我國公職人員業已有財產設置
於境外之情事，惟《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法制面及查核執
行面之不足，造成申報義務人相關違法行為卻因接受查核之
期待不可能而毋須受罰，甚或依據法律以設於國外不動產即
無國內信託業者承受信託之規範，直接規避該等財產信託之
義務，使同法欲達成之可信賴嚇阻效果受限。爰修正《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五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規定公職
人員申報之財產於外國或大陸地區者，申報時應向受理財產
申報之機關出具切結書，及未出具切結書或所出具之切結書
記載不實者之罰則。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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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鑒於行受賄犯罪訴追之於及時嚇阻其不法行為發生效果有限，業已有許多國家同時以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制度，以公職人員任職時財產透明化之政策，並適時輔以財產不明來源罪等
方式進行訴追，做為相關貪瀆犯罪蒐集之依據（又稱「不法致富型財產申報制度」）。而
我國於一九九三年訂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時，立法目的為第一條所定之「為端正政
風，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建立公職人員利害事件之規範，特制定本法」；同時藉由
公職人員財產公開之機制，使公職人員接受全民檢視。
二、查學界對於《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研究，已肯認我國該法所主要採納之「不法致富型
財產申報制度」若要有效執行，必須搭配完善之查核機制，方能產生可信賴之嚇阻效果，
相關主要因素如查核單位是否具備發現不法致富徵兆之能力、調查行使之法規是否給予查
核人員適當之權責、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方式是否具查核實益等。依據我國現行依據該法之
查核實務，分為個案查核及比例查核。查核之母法依據為《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十一
條第一項之「各受理財產申報機關（構）應就有無申報不實或財產異常增減情事，進行個
案及一定比例之查核。查核之範圍、方法及比例另於審核及查閱辦法定之。」爰子法《公
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第七條就個案查核之規定為：「本法第十一條第一
項所稱個案之查核，指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一、陳情或檢舉人以書面或言詞敘明申
報人之姓名，且指明其申報不實或涉有貪瀆之情事。二、申報人生活與消費顯超過其薪資
收入。三、其他事證足認申報人有申報不實或貪瀆之嫌疑。」而就一定比例之查核之規定
為：「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一定比例之查核，指申報年度申報總人數百分之五以上」
、「受理申報機關（構）進行一定比例之查核時，應以抽籤前之財產申報資料為準。」
三、有關公職人員應申報之財產範圍，以《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五條規定之，亦即(一)不
動產、船舶、汽車及航空器；(二)一定金額以上之現金、存款、有價證券、珠寶、古董、
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三)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資。
就解釋上有申報義務之公職人員，不論其財產設置於境內或境外，皆為應申報範圍。
又就公職人員財產申報配套之信託，同法第七條規定「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
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政務人員、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直轄市長、縣（市）長於就（到）職申報財產時，其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下列財
產，應自就（到）職之日起三個月內信託予信託業：一、不動產。但自擇房屋（含基地）
一戶供自用者，及其他信託業依法不得承受或承受有困難者，不包括在內；二、國內之上
市及上櫃股票；三、其他經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院核定應交付信託之財產。」亦即在
各類申報義務人身分中，僅各級首長、政務人員、公營事業首長需信託其財產，各級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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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則不需信託其財產。又查該條立法討論時，法務部主張信託規範係為杜絕公職人員利
用職權遂行利益輸送或謀取私利，並考量較有可能構成利害衝突之財產類別，故有別於同
法立法架構所採之「財產動態申報」制度，而另要求各級首長、政務人員、公營事業首長
，其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有之一定性質之財產需信託予信託業。
惟無論義務人應申報財產範圍之規定，或針對特定義務人身分之強制信託，如財產設
置不在境內者，其法制面及查核執行面皆有不足之處。財產申報係行政義務，不若司法互
助或金融監理具備啟動國外協助調查之可能，廉政署僅能要求申報義務人應誠實申報國外
財產，難以依據同法第七條第一項、《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執行。又
，同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但書「但自擇房屋（含基地）一戶供自用者，及其他信託業依
法不得承受或承受有困難者，不包括在內」廉政署認定所稱信託業承受有困難者，實務上
即包括設置於國外之不動產。是故，縱我國公職人員業已有財產設置於境外之情事，惟《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法制面及查核執行面之不足，造成申報義務人相關違法行為卻因接
受查核之期待不可能而毋須受罰，甚或依據法律以設於國外不動產即無國內信託業者承受
信託之規範，直接規避該等財產信託之義務，使同法欲達成之可信賴嚇阻效果受限。
四、《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
為公務人員：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但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亦即考量公務人員經任用時應具備基本之國家忠誠度。雖
公職人員財產設置於境外者與《公務人員任用法》有關國籍規定之國家忠誠度或有不盡相
等之評價，若公職人員有高比例之財產設於境外，亦難謂對國家忠誠度無所減損。又申報
義務人多為對國家政策負直接責任之人員，國家及公民對其忠誠度必然有一定程度之要求
，並需以更完善之申報落實及公開檢視，做為民眾參與選舉等政治活動之評斷及抉擇基準
。
五、綜上，爰修正《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五條，增訂公職人員申報第一項所列之財產於外
國或大陸地區者，申報時應向受理財產申報之機關出具切結書；故意切結不實者除有使公
務員登載不實罪外，一併於同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增訂未具切結或切結不實者之相關罰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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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五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五條 公職人員應申報之財
產如下：
一、不動產、船舶、汽車及
航空器。
二、一定金額以上之現金、
存款、有價證券、珠寶、
古董、字畫及其他具有相
當價值之財產。

第五條 公職人員應申報之財
產如下：
一、不動產、船舶、汽車及
航空器。
二、一定金額以上之現金、
存款、有價證券、珠寶、
古董、字畫及其他具有相
當價值之財產。

三、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
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資
。
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所有之前項財產，應
一併申報。
申報之財產，除第一項
第二款外，應一併申報其取
得或發生之時間及原因；其
為第一項第一款之財產，且
係於申報日前五年內取得者
，並應申報其取得價額。
公職人員申報第一項所
列之財產於外國或大陸地區
者，申報時應向受理財產申
報之機關出具切結書。
前項切結書所應記載之
事項及格式，由監察院定之
。

三、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
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資
。
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所有之前項財產，應
一併申報。
申報之財產，除第一項
第二款外，應一併申報其取
得或發生之時間及原因；其
為第一項第一款之財產，且
係於申報日前五年內取得者
，並應申報其取得價額。

第十一條 各受理財產申報機
關（構）應就有無申報不實
或財產異常增減情事，進行

第十一條 各受理財產申報機
關（構）應就有無申報不實
或財產異常增減情事，進行

個案及一定比例之查核。查
核之範圍、方法及比例另於
審核及查閱辦法定之。
受理財產申報機關（構
）為查核申報財產有無不實
、辦理財產信託有無未依規
定或財產異常增減情事，得

個案及一定比例之查核。查
核之範圍、方法及比例另於
審核及查閱辦法定之。
受理財產申報機關（構
）為查核申報財產有無不實
、辦理財產信託有無未依規
定或財產異常增減情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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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增訂第四項之公職人員申報第
一項所列之財產於外國或大陸
地區者，申報時應向受理財產
申報之機關出具切結書；及第
五項之切結書所應記載之事項
及格式，由監察院定之。

修正第二項之違法行為態樣，
增訂未依第五條第四項未出具
切結書，或所出具之切結書記
載不實者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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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有關之機關（構）、團體

向有關之機關（構）、團體

或個人查詢，受查詢者有據
實說明之義務。監察院及法
務部並得透過電腦網路，請
求有關之機關（構）、團體

或個人查詢，受查詢者有據
實說明之義務。監察院及法
務部並得透過電腦網路，請
求有關之機關（構）、團體

或個人提供必要之資訊，受
請求者有配合提供資訊之義
務。
受查詢之機關（構）、

或個人提供必要之資訊，受
請求者有配合提供資訊之義
務。
受查詢之機關（構）、

團體或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
說明、為不實說明、未依第
五條第四項出具切結書，或
所出具之切結書記載不實者

團體或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
說明或為不實說明者，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經通知限期提出說明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
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提
出說明或切結，屆期未提出
、提出仍為不實、未出具切

，屆期未提出或提出仍為不
實者，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四
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受請求之機關（構）、團

結書或切結書記載仍為不實
者，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四萬
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受請求之機關（構）、團體

體或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配
合提供或提供不實資訊者，
亦同。

或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配合
提供或提供不實資訊者，亦
同。
第十二條 有申報義務之人故
意隱匿財產為不實之申報或
切結書者，處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鍰。
有申報義務之人其前後
年度申報之財產經比對後，
增加總額逾其本人、配偶、
未成年子女全年薪資所得總
額一倍以上者，受理申報機
關（構）應定一個月以上期
間通知有申報義務之人提出

第十二條 有申報義務之人故
意隱匿財產為不實之申報者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四
百萬元以下罰鍰。
有申報義務之人其前後
年度申報之財產經比對後，
增加總額逾其本人、配偶、
未成年子女全年薪資所得總
額一倍以上者，受理申報機
關（構）應定一個月以上期
間通知有申報義務之人提出

說明，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
、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
不實者，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有申報義務之人無正當
理由未依規定期限申報、故
意申報或切結不實者，處新

說明，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
、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
不實者，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有申報義務之人無正當
理由未依規定期限申報或故
意申報不實者，處新臺幣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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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第一項及第三項，增訂故
意切結不實者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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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六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

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元以下

元以下罰鍰。其故意申報或
切結不實之數額低於罰鍰最
低額時，得酌量減輕。
有申報義務之人受前項

罰鍰。其故意申報不實之數
額低於罰鍰最低額時，得酌
量減輕。
有申報義務之人受前項

處罰後，經受理申報機關（
構）通知限期申報或補正，
無正當理由仍未申報或補正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處罰後，經受理申報機關（
構）通知限期申報或補正，
無正當理由仍未申報或補正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申報之資料，基於
營利、徵信、募款或其他不

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申報之資料，基於
營利、徵信、募款或其他不

正目的使用者，處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
有申報義務之人受本條

正目的使用者，處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
有申報義務之人受本條

處罰確定者，由處分機關公
布其姓名及處罰事由於資訊
網路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
紙。

處罰確定者，由處分機關公
布其姓名及處罰事由於資訊
網路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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