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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5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1年3月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7914 號

案由：本院民眾黨黨團，鑑於財產申報法制具有預防利益衝突及偵
測不法致富等目的，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發掘貪瀆的功能
容有改進之處，為實現本法端正政風，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作
為之立法意旨，爰要求凡符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所訂定之
公職人員應依法申報，另直轄市及縣（市）議員申報資料應
刊登公報並上網公開，現金及存款應辦理變動申報，受理財
產申報機關應查核財產流量，以及酌修本法罰則等，擬具「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說明：
一、現行應依本法規定申報對象，若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所產生之公職人員，僅要求部分人
員進行申報，現行卻仍發生許多瀆職情形，公職人員清廉風氣大打折扣，為有利政風單位
有效監督，爰修正第二條，將符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公職人員及相關候選人納入應依
法申報之對象。
二、本法匡列特定職務公職人員應將申報資料定期刊登公報並上網公開，利於公眾能不經申請
查閱程序，即可逕至監察院網站查詢電子書、公告資料或至各大圖書館查閱公報廉政專刊
，惟該特定職務並未包含直轄市及縣（市）議員。為提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透明度及
增進人民資訊近用權，爰修正第六條第二項，將直轄市及縣（市）議員納為申報資料定期
刊登公報並上網公開的適用對象。
三、就有無申報不實或財產異常增減情事雖應進行查核，但本法並未明定財產查核之方法，而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亦僅規定形式查核之方法。實務上，受理申報機關
之查核，係比對申報義務人提供之申報資料及有關機關（構）提供之申報日財產餘額資料
，兩者若無出入，即認定為如實申報。然而，該實務做法無法查核申報義務人於申報日前
後之財產流量，亦難以發掘申報義務人故意隱匿真實財產流向之情事，故已減損本法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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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致富、主動發掘貪瀆之功能。爰修正第十一條，明定包含財產流量查核之查核方法，
並得以電腦網路為之。
四、本法於 96 年全文修正時，增列「故意隱匿財產為不實申報」為獨立之故意申報不實行為類
型，現行條文普通故意申報不實設有「再度申報不實」之罰則，爰修正第十二條第四項文
字，補正故意隱匿財產而再度申報不實之罰則。又本條第三項以「故意」作為申報不實之
責任要件，然實務上時有公職人員因疏失而受本項之裁罰。然過失與故意有別，為免情輕
法重，爰刪除第三項「故意」文字，並酌降罰鍰下限。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張其祿

高虹安

蔡壁如

賴香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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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二條

下列公職人員，應依

現

行

條

文

第二條

下列公職人員，應依

說

明

一、考量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旨

本法申報財產：
一、總統、副總統。

本法申報財產：
一、總統、副總統。

為端正政風，確立公職人員
清廉之作為，然而綜觀近年

二、行政、立法、司法、考
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

二、行政、立法、司法、考
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

相關公職人員犯貪汙治罪條
例情形與日遽增，清廉風氣

長。
三、政務人員。

長。
三、政務人員。

大打折扣，為利相關政風單
位有效監督各級公職人員，

四、有給職之總統府資政、
國策顧問及戰略顧問。

四、有給職之總統府資政、
國策顧問及戰略顧問。

遏止瀆職歪風，爰將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產生之公職人

五、各級政府機關之首長、
副首長及職務列簡任第十

五、各級政府機關之首長、
副首長及職務列簡任第十

員及相關公職候選人納為應
依法申報之對象。

職等以上之幕僚長、主管
；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

職等以上之幕僚長、主管
；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

二、鑑於本條修正已將符合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公職人

之首長、副首長及相當簡
任第十職等以上之主管；

之首長、副首長及相當簡
任第十職等以上之主管；

員納為依法申報之對象，爰
將現行第一項第九款刪除，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
人之董事及監察人。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
人之董事及監察人。

並併入第八款，原第十至第
十三項配合調次變更。

六、各級公立學校之校長、
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

六、各級公立學校之校長、
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

三、所有公職之候選人亦納入
申報之對象，爰將經調查有

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
長。

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
長。

證據顯示其生活與消費顯超
過其薪資收入者之範疇，定

七、軍事單位上校編階以上
之各級主官、副主官及主

七、軍事單位上校編階以上
之各級主官、副主官及主

管。
八、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管。
八、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
九、法官、檢察官、行政執

選舉產生之鄉（鎮、市）
級以上政府機關首長。

行官、軍法官。
十、政風及軍事監察主管人

九、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
。

員。
十一、司法警察、稅務、關

十、法官、檢察官、行政執
行官、軍法官。

務、地政、會計、審計、
建築管理、工商登記、都

十一、政風及軍事監察主管
人員。

市計畫、金融監督暨管理
、公產管理、金融授信、

十二、司法警察、稅務、關
務、地政、會計、審計、

商品檢驗、商標、專利、
公路監理、環保稽查、採

建築管理、工商登記、都
市計畫、金融監督暨管理

購業務等之主管人員；其

、公產管理、金融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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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由法務部會商各該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其屬國

商品檢驗、商標、專利、
公路監理、環保稽查、採

防及軍事單位之人員，由
國防部定之。

購業務等之主管人員；其
範圍由法務部會商各該中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
經主管府、院核定有申報

央主管機關定之；其屬國
防及軍事單位之人員，由

財產必要之人員。
前項各款公職人員，其

國防部定之。
十三、其他職務性質特殊，

職務係代理者，亦應申報財
產。但代理未滿三個月者，

經主管府、院核定有申報
財產必要之人員。

毋庸申報。
公職之候選人應準用本

前項各款公職人員，其
職務係代理者，亦應申報財

法之規定，於申請候選人登
記時申報財產。

產。但代理未滿三個月者，
毋庸申報。

第一項及第二項以外之
公職人員，經調查有證據顯

總統、副總統及縣（市
）級以上公職之候選人應準

示其生活與消費顯超過其薪
資收入者，該公職人員所屬

用本法之規定，於申請候選
人登記時申報財產。

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之政風單
位，得經中央政風主管機關

前三項以外之公職人員
，經調查有證據顯示其生活

（構）之核可後，指定其申
報財產。

與消費顯超過其薪資收入者
，該公職人員所屬機關或其
上級機關之政風單位，得經
中央政風主管機關（構）之
核可後，指定其申報財產。

第四條

受理財產申報之機關

第四條

受理財產申報之機關

配合第二項之修正，已將符合

（構）如下：
一、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構）如下：
一、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公職人
員及公職候選人全數納入應依

第四款、第八款有關鄉（
鎮、市）級以上政府機關

第四款、第八款、第九款
所定人員、第五款職務列

法申報之對象，爰修正本條相
關文字。

首長及各級民意代表、第
五款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

簡任第十二職等或相當簡
任第十二職等以上各級政

等或相當簡任第十二職等
以上各級政府機關首長、

府機關首長、公營事業總
、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

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
首長、副首長及代表政府

長及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
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

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
及監察人、第六款公立專

第六款公立專科以上學校
校長及附屬機構首長、第

科以上學校校長及附屬機
構首長、第七款軍事單位

七款軍事單位少將編階以
上之各級主官、第十款本

少將編階以上之各級主官
、第十款本俸六級以上之

俸六級以上之法官、檢察
官之申報機關為監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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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檢察官之申報機關
為監察院。

二、前款所列以外依第二條
第一項各款規定應申報財

二、前款所列以外依第二條
第一項各款規定應申報財

產人員之申報機關（構）
為申報人所屬機關（構）

產人員之申報機關（構）
為申報人所屬機關（構）

之政風單位；無政風單位
者，由其上級機關（構）

之政風單位；無政風單位
者，由其上級機關（構）

之政風單位或其上級機關
（構）指定之單位受理；

之政風單位或其上級機關
（構）指定之單位受理；

無政風單位亦無上級機關
（構）者，由申報人所屬

無政風單位亦無上級機關
（構）者，由申報人所屬

機關（構）指定之單位受
理。

機關（構）指定之單位受
理。

三、總統、副總統及縣（市
）級以上公職候選人之申

三、公職候選人之申報機關
為各級選舉委員會。

報機關為各級選舉委員會
。

第六條 受理申報機關（構）
於收受申報二個月內，應將

第六條 受理申報機關（構）
於收受申報二個月內，應將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以「端正
政風，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

申報資料審核，彙整列冊，
供人查閱。總統、副總統及

申報資料審核，彙整列冊，
供人查閱。總統、副總統及

為」為立法目的，要求公職人
員依法申報本人、配偶及未成

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
之申報機關（構）應於收受

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
之申報機關（構）應於收受

年子女之財產以供公眾檢驗，
並期能增進人民對政府廉能之

申報十日內，予以審核彙整
列冊，供人查閱。

申報十日內，予以審核彙整
列冊，供人查閱。

信賴。本條第二項要求特定職
務公職人員應將申報資料定期

總統、副總統、行政、
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

總統、副總統、行政、
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

刊登於政府公報並上網公告，
然職務範圍並未包含直轄市及

院院長、副院長、政務人員
、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直

院院長、副院長、政務人員
、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

縣（市）議員。為實現本法立
法目的及增進人民對政府資料

轄市議員、縣（市）長、縣
（市）議員等人員之申報資

（市）長等人員之申報資料
，除應依前項辦理外，應定

之近用權，爰修正第二項，增
列直轄市及縣（市）議員為應

料，除應依前項辦理外，應
定期刊登政府公報並上網公

期刊登政府公報並上網公告
。

定期刊登公報及上網公告之特
定職務。

告。
如為前項公職之選舉候

如為前項公職之選舉候
選人，其申報機關（構）應

選人，其申報機關（構）應
於收受申報十日內，由各級

於收受申報十日內，由各級
選舉委員會上網公告。

選舉委員會上網公告。
申報資料之審核及查閱

申報資料之審核及查閱
辦法，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

辦法，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
、監察院定之。

、監察院定之。

第八條 立法委員及直轄市、
縣（市）議員於依第三條第

第八條 立法委員及直轄市議
員於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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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規定申報財產時，其本
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前

報財產時，其本人、配偶及
未成年子女之前條第一項所

申報時除外），應每年辦理變
動申請，然而縣（市）議員未

條第一項所列財產，應每年
辦理變動申報。

列財產，應每年辦理變動申
報。

被納入規範，爰修正本條將縣
（市）議員納入。

第十一條 各受理財產申報機
關（構）應就有無申報不實

第十一條 各受理財產申報機
關（構）應就有無申報不實

一、據學界研究，財產申報法
制具有「預防利益衝突」及

或財產異常增減情事，進行
個案及一定比例之查核。查

或財產異常增減情事，進行
個案及一定比例之查核。查

「偵測不法致富」二項，而
本法則側重後者功能。然本

核之範圍、比例及第二項方
法之執行另於審核及查閱辦

核之範圍、方法及比例另於
審核及查閱辦法定之。

法施行以來，財產申報制度
雖達成資訊公開的目的，但

法定之。
受理財產申報機關（構

受理財產申報機關（構
）為查核申報財產有無不實

其藉查核手段發覺貪瀆的能
力卻相當有限。為使財產申

）之查核，應以下列方式為
之：

、辦理財產信託有無未依規
定或財產異常增減情事，得

報制度發揮積極功能，實有
改進查核方法之必要。

一、比對申報人申報資料及
有關機關（構）提供之申

向有關之機關（構）、團體
或個人查詢，受查詢者有據

二、查本法原條文並未明定財
產查核之方法，而公職人員

報財產餘額資料。
二、分析申報人財產於申報

實說明之義務。監察院及法
務部並得透過電腦網路，請

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
法亦僅規定形式查核之方法

日前後之流量。
三、其他必要之方法。

求有關之機關（構）、團體
或個人提供必要之資訊，受

。實務上，受理申報機關之
查核，係比對申報義務人提

受理財產申報機關（構
）為查核申報財產有無不實

請求者有配合提供資訊之義
務。

供之申報資料及有關機關（
構）提供之申報日財產餘額

、辦理財產信託有無未依規
定或財產異常增減情事，得

受查詢之機關（構）、
團體或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

資料，兩者若無出入，即認
定為如實申報。然而，該實

向有關之機關（構）、團體
或個人查詢，受查詢者有據

說明或為不實說明者，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務做法無法查核申報義務人
於申報日前後之財產流量，

實說明之義務。監察院及法
務部為本條之查核或執行第

罰鍰；經通知限期提出說明
，屆期未提出或提出仍為不

亦難以發掘申報義務人故意
隱匿真實財產流向之情事，

二項之查核方法，並得透過
電腦網路，請求有關之機關

實者，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四
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故已減損本法偵測不法致富
、主動發掘貪瀆之功能。

（構）、團體或個人提供必
要之資訊，受請求者有配合

。受請求之機關（構）、團
體或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配

三、為使財產申報制度能主動
發掘貪瀆，應改善查核方法

提供資訊之義務。
受查詢之機關（構）、

合提供或提供不實資訊者，
亦同。

，爰明定申報查核辦法，並
移列於第二項：

團體或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
說明或為不實說明者，處新

(一)現行實務做法列作第一
款。

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經通知限期提出說明

(二)新增財產流量之查核，
受理財產申報機關亦應

，屆期未提出或提出仍為不
實者，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四

查核申報義務人財產流
量於申報日前後是否異

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受請求之機關（構）、團

常，列為第二款。
(三)保留受理財產申報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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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或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配
合提供或提供不實資訊者，

採用其它新查核方法之
彈性，為第三款之概括

亦同。

規定。
四、因應新增財產流量之查核
方法，為減輕受理財產申報
機關之負荷，爰修正原條文
第二項後段，明定機關得透
過電腦網路蒐集並查核流量
資料，以資明確。

第十二條

有申報義務之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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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隱匿財產為不實之申報者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四

一、本法於 96 年全文修正時
增列第一項「故意隱匿財產
為不實申報」為獨立之故意

百萬元以下罰鍰。
有申報義務之人其前後

百萬元以下罰鍰。
有申報義務之人其前後

申報不實行為類型，而與第
三項「故意申報不實」有別

年度申報之財產經比對後，
增加總額逾其本人、配偶、

年度申報之財產經比對後，
增加總額逾其本人、配偶、

。但現行條文第四項僅對普
通故意申報不實設有「再度

未成年子女全年薪資所得總
額一倍以上者，受理申報機

未成年子女全年薪資所得總
額一倍以上者，受理申報機

申報不實」之罰則，爰修正
第四項文字，補正故意隱匿

關（構）應定一個月以上期
間通知有申報義務之人提出

關（構）應定一個月以上期
間通知有申報義務之人提出

財產而再度申報不實之罰則
。

說明，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
、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

說明，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
、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

二、第三項以「故意」作為申
報不實之責任要件，然實務

不實者，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不實者，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上時有公職人員因疏失而受
本項之裁罰。然過失與故意

有申報義務之人無正當
理由未依規定期限申報或故

有申報義務之人無正當
理由未依規定期限申報或故

有別，又根據行政罰法第七
條第一項之意旨，行為違反

意申報不實者，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元以下

意申報不實者，處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元以下

行政法上義務，以出於故意
或過失，方予處罰，故為免

罰鍰。其申報不實之數額低
於罰鍰最低額時，得酌量減

罰鍰。其故意申報不實之數
額低於罰鍰最低額時，得酌

情輕法重，爰刪除第三項「
故意」文字，使行政機關之

輕。
有申報義務之人受第一

量減輕。
有申報義務之人受前項

裁量回歸行政罰法規定，並
調降罰鍰下限為三萬元。

項及第三項處罰後，經受理
申報機關（構）通知限期申

處罰後，經受理申報機關（
構）通知限期申報或補正，

三、第六項考量時代變遷與參
考其他法律用語，酌修用字

報或補正，無正當理由仍未
申報或補正者，處一年以下

無正當理由仍未申報或補正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金。
對於申報之資料，基於

對於申報之資料，基於
營利、徵信、募款或其他不

營利、徵信、募款或其他不
正目的使用者，處新臺幣十

正目的使用者，處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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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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罰確定者，由處分機關公
布其姓名及處罰事由於資訊

布其姓名及處罰事由於網際
網路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

網路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
紙。

有申報義務之人受本條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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