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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815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9月29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951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運鵬等 17 人，擬具「遠洋漁業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法律中法律條文中之「中華民國人」文字規定，為一不明確之概念，易生混淆。
二、因依據法務部民國 82 年 08 月 05 日，（82）法律決字第 16337 號函釋略謂，「所謂『中華
民國人』，參照『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條第二款、第四款規定之意旨
，大陸地區人民亦為中華民國人民，……。」換言之，在目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及相關法律中並無明文排除大陸地區人民。
三、再者，據統計，自憲法以降，我國現行法律中，凡與人民權利義務有關者，都以「中華民
國國民」為主體，據統計，目前使用中華民國國民者有六十三個法律。為統一法律用語，
爰依據憲法第三條「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之規定，將「中華民國人」
文字修正為「中華民國國民」，俾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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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洋漁業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六條

中華民國國民從事遠

條

第六條

中華民國人從事遠洋

為統一法律用語，爰依據憲法

洋漁業，應依漁業法取得漁
業證照，並向主管機關申請

漁業，應依漁業法取得漁業
證照，並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第三條「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為中華民國國民。」之規定，

核發遠洋漁業作業許可。
前項作業許可之申請資

發遠洋漁業作業許可。
前項作業許可之申請資

將「中華民國人」文字修正為
「中華民國國民」，俾符合法

格、條件、應備文件、程序
、期限、總容許漁船船數、

格、條件、應備文件、程序
、期限、總容許漁船船數、

律明確性原則。

噸位數或魚艙容積、總容許
漁獲量、廢止條件及其他應

噸位數或魚艙容積、總容許
漁獲量、廢止條件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十三條 中華民國國民不得
有下列重大違規行為：

第十三條 中華民國人不得有
下列重大違規行為：

為統一法律用語，爰依據憲法
第三條「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一、無漁業證照、無第六條
第一項之遠洋漁業作業許

一、無漁業證照、無第六條
第一項之遠洋漁業作業許

為中華民國國民。」之規定，
將「中華民國人」文字修正為

可或收回漁業證照處分執
行期間，從事遠洋漁業。

可或收回漁業證照處分執
行期間，從事遠洋漁業。

「中華民國國民」，俾符合法
律明確性原則。

二、未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裝設船位回報器或電子漁

二、未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裝設船位回報器或電子漁

獲回報系統而出港。
三、未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

獲回報系統而出港。
三、未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經主管機關許可從事海
上轉載、港內轉載或港口

定經主管機關許可從事海
上轉載、港內轉載或港口

卸魚。
四、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經

卸魚。
四、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經

主管機關核准，進入他國
管轄海域從事漁撈作業。

主管機關核准，進入他國
管轄海域從事漁撈作業。

五、偽造、塗改或遮蔽中英
文船名、船籍港名、漁船

五、偽造、塗改或遮蔽中英
文船名、船籍港名、漁船

統一編號或國際識別編號
之漁船標識。

統一編號或國際識別編號
之漁船標識。

六、從事漁撈作業時，故意
使船位回報不正確或使船

六、從事漁撈作業時，故意
使船位回報不正確或使船

位回報器失去功能。
七、有配額限制之魚種，漁

位回報器失去功能。
七、有配額限制之魚種，漁

船總漁獲量已超過主管機
關依第十條第二項第四款

船總漁獲量已超過主管機
關依第十條第二項第四款

所定辦法規定許可配額百

所定辦法規定許可配額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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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十，仍繼續捕撈該
魚種。

分之二十，仍繼續捕撈該
魚種。

八、於禁漁期或禁漁區從事
漁撈作業。

八、於禁漁期或禁漁區從事
漁撈作業。

九、使用主管機關禁止之漁
具。

九、使用主管機關禁止之漁
具。

十、從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
之漁業種類。

十、從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
之漁業種類。

十一、捕撈、持有、轉載或
卸下、銷售禁捕魚種。

十一、捕撈、持有、轉載或
卸下、銷售禁捕魚種。

十二、未依第十條第二項所
定辦法填報、繳交漁撈日

十二、未依第十條第二項所
定辦法填報、繳交漁撈日

誌或漁獲通報，或漁撈日
誌或漁獲通報資料嚴重不

誌或漁獲通報，或漁撈日
誌或漁獲通報資料嚴重不

實。
十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主

實。
十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主

管機關、國際漁業組織或
漁業合作國指派之觀察員

管機關、國際漁業組織或
漁業合作國指派之觀察員

進行觀察任務。
十四、規避、妨礙或拒絕第

進行觀察任務。
十四、規避、妨礙或拒絕第

十一條第二項之查核，第
十二條第二項、第十六條

十一條第二項之查核，第
十二條第二項、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十五條第一項之檢查，第

、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十五條第一項之檢查，第

二十五條第四項所定辦法
中有關稽核之規定。

二十五條第四項所定辦法
中有關稽核之規定。

十五、偽造、變造、湮滅或
隱匿有關違反本條例規定

十五、偽造、變造、湮滅或
隱匿有關違反本條例規定

之證據。
十六、提供本船申領之漁獲

之證據。
十六、提供本船申領之漁獲

證明書供他船漁獲物使用
，或本船漁獲物持他船所

證明書供他船漁獲物使用
，或本船漁獲物持他船所

領漁獲證明書銷售。
十七、偽造、變造或冒用漁

領漁獲證明書銷售。
十七、偽造、變造或冒用漁

獲證明書，或故意使用經
偽造或變造之漁獲證明書

獲證明書，或故意使用經
偽造或變造之漁獲證明書

銷售漁獲物或漁產品。
十八、與國際漁業組織列入

銷售漁獲物或漁產品。
十八、與國際漁業組織列入

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
漁撈作業漁船名單之漁船

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
漁撈作業漁船名單之漁船

或無國籍船舶聯合從事漁
撈作業、轉載或補給。

或無國籍船舶聯合從事漁
撈作業、轉載或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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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明知漁獲物或漁產品
來源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買

十九、明知漁獲物或漁產品
來源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買

賣或加工：

賣或加工：

(一)有第一款至前款情事
之一。

(一)有第一款至前款情事
之一。

(二)為國際漁業組織列入
非法、未報告及不受
規範漁撈作業漁船名

(二)為國際漁業組織列入
非法、未報告及不受
規範漁撈作業漁船名

單之漁船所捕撈。
前項第八款之禁漁期及

單之漁船所捕撈。
前項第八款之禁漁期及

禁漁區、第九款禁止使用之
漁具、第十一款禁捕魚種及

禁漁區、第九款禁止使用之
漁具、第十一款禁捕魚種及

第十八款、第十九款第二目
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

第十八款、第十九款第二目
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

撈作業漁船名單，由主管機
關公告之。

撈作業漁船名單，由主管機
關公告之。

第十四條 中華民國國民除前
條第一項所列重大違規行為

第十四條 中華民國人除前條
第一項所列重大違規行為外

為統一法律用語，爰依據憲法
第三條「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外，並不得從事或協助其他
非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

，並不得從事或協助其他非
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撈

為中華民國國民。」之規定，
將「中華民國人」文字修正為

撈作業。
受僱於非我國籍漁船之

作業。
受僱於非我國籍漁船之

「中華民國國民」，俾符合法
律明確性原則。

我國國民疑似涉有前項情事
者，主管機關應在不侵害船

我國國民疑似涉有前項情事
者，主管機關應在不侵害船

籍國主權下，採取適當措施
防止之。

籍國主權下，採取適當措施
防止之。

主管機關應與國際漁業
組織或他國合作，避免及遏

主管機關應與國際漁業
組織或他國合作，避免及遏

止國人從事或協助非法、未
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作業。

止國人從事或協助非法、未
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作業。

第三十九條 經營者、從業人
及遠洋漁業相關業者以外之

第三十九條 經營者、從業人
及遠洋漁業相關業者以外之

為統一法律用語，爰依據憲法
第三條「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中華民國國民，有第十三條
第一項各款重大違規行為之

中華民國人，有第十三條第
一項各款重大違規行為之一

為中華民國國民。」之規定，
將「中華民國人」文字修正為

一者，處新臺幣三百萬元以
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者，處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
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

「中華民國國民」，俾符合法
律明確性原則。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

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

千萬元以下罰鍰。
經營者、從業人及遠洋

萬元以下罰鍰。
經營者、從業人及遠洋

漁業相關業者以外之中華民
國國民，最近三年內有第十

漁業相關業者以外之中華民
國人，最近三年內有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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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第一項之同款重大違規
行為達二次以上，或有第十

條第一項之同款重大違規行
為達二次以上，或有第十三

三條第一項之重大違規行為
達三次以上者，處新臺幣四

條第一項之重大違規行為達
三次以上者，處新臺幣四百

百五十萬元以上二千二百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最近三年

五十萬元以上二千二百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最近三年內

內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達三次以上者，處新臺幣三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達
三次以上者，處新臺幣三百

百萬元以上一千五百萬元以
下罰鍰。

萬元以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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