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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
105年修法部分 
刑事訴訟法：	中華民國105年6月22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500063081號令修正公布第133、

136、137、141、143、145、259-1、309、310、404、416、455-2、470、

473、475條條文；增訂第3-1、133-1、133-2、142-1、310-3、455-12～455-

37條條文及第七編之二編名；並自105年7月1日施行。

刑事訴訟法施行法：	中華民國105年6月22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500063091號令增訂公布第

7-9條條文；並自105年7月1日施行。

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含沒收特別程序及保全扣押程序）、刑事訴訟法施行法增

訂第7條之9條文草案，已經立法院於105年5月27日三讀通過，並於105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

屬於今年必須特別注意的部分。

一、 修法重點解析

本次修法係針對「刑事訴訟法沒收特別程序」修正，蓋沒收係針對供或預備供犯罪所用，

犯罪所生或所得等與刑事違法行為有密切關係之人民財產，及對於社會具有危險性之違禁物，

由國家以裁判剝奪其所有人之所有權，將之收歸國庫，屬干預人民財產權之強制處分，自應循

正當程序為之，俾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訴訟權等基本權之要求。

為建構新法中剝奪被告以外第三人財產，擴大單獨聲請宣告沒收之適用範圍，及現行特別

刑法中既有之沒收第三人財產等實體規範，所應恪遵之正當程序，將之納為刑事訴訟法專編，

俾與原有附隨於刑事本案沒收被告財產之一般沒收程序，相輔相成，以完備沒收法制之體系。

增訂之專編為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二「沒收特別程序」，同時配合修正同法第一編「總則」第

一章「法例」、第二編「第一審」第一章「公訴」、第八編「執行」等條文，計修正三條、增

訂二十七條。

二、 修正要點

1 第3條之1、第470條第1、3項
 明定本法所稱沒收，包括其替代手段；配合本法第3條之1之增訂，刪除財產刑執行規

定中，與沒收並列之沒收替代手段。

2 第259條之1、第309條第1款
1. 修正檢察官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時，得聲請法院宣告單獨沒收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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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修正後，沒收與犯罪有密切關係之財產，已不以被告所有者為限，除現行條
文所列之物外，尚包括犯罪所生之物，爰配合修正本條規定。

2. 增列沒收為有罪判決主文應記載事項

 刑法修正後，沒收已非從刑，爰配合增列沒收之諭知，亦為判決主文應記載事項。

3 「沒收特別程序」：第455條之12～第455條之37
1. 第455條之12

 為保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參與程序之權利，明定其聲請參與沒收及法院依
職權命參與沒收之前提、程式。

2. 第455條之13、14、20

 課予偵查中之檢察官、審判中之法院，對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之通知義務。
3. 第455條之15

 為促進司法資源之有效利用，增訂法院得經檢察官或自訴代理人同意，裁量免予
沒收之規定。

4. 第455條之17、22

 為使參與人知悉所參與本案訴訟進行程度，明定法院所為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裁
定之應記載事項及審判期日之應告知事項。

5. 第455條之18

 限制經裁定參與沒收程序之案件應行通常審判程序，以保障參與人訴訟上權利。
6. 第455條之19

 明定沒收程序參與人，就沒收其財產事項，與被告有同等訴訟上權利。
7. 第455條之21

 賦予參與人委任代理人到場之權利並明定代理人之權限。
8. 第455條之23、24

 為使本案訴訟程序順暢進行，明定參與程序不適用交互詰問規則及踐行言詞辯論
之順序。

9. 第455條之27

 為避免裁判矛盾及訴訟延滯，增訂對本案判決提起上訴之效力及於其相關之沒收
部分，並限制參與人單獨上訴時得爭執之事項。

10. 第455條之29、30、31、32、33

 為使非因過失而未能參與沒收程序之第三人得有救濟之機會，增訂第三人得聲請
撤銷沒收確定判決及其程序等規定。

11. 第455條之34、35、36、37

 對刑法所規定得單獨宣告沒收之情形，增訂單獨宣告沒收相關程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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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沒收特別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3條之1

本法所稱沒收，包括其

替代手段。

一、 本條新增。

二、 本法關於沒收之規定為

國家剝奪人民財產之正

當程序，沒收及其替代

手段追徵等同應遵循，

爰增訂本條以明確其適

用範圍。

第259條之1

檢察官依第二百五十三

條或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為

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

對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

第三項之物及第三十八條之

一第一項、第二項之犯罪所

得，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

收。

第259條之1

檢察官依第二百五十三

條或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為

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

對供犯罪所用、供犯罪預備

或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屬於

被告者為限，得單獨聲請法

院宣告沒收。

配合刑法關於沒收制度

之重大變革，沒收與犯罪有

密切關係之財產，已不以被

告所有者為限，且沒收標的

除供犯罪所用或犯罪預備之

物及犯罪所得外，尚包括犯

罪所生之物，爰配合修正本

條。

第309條

有罪之判決書，應於主

文內載明所犯之罪，並分別

情形，記載下列事項：

一、 諭知之主刑、從刑、

刑之免除或沒收。

二、 諭知有期徒刑或拘役

者，如易科罰金，其

折算之標準。

三、 諭知罰金者，如易服

勞役，其折算之標

準。

四、 諭知易以訓誡者，其

諭知。

五、 諭知緩刑者，其緩刑

之期間。

第309條

有罪之判決書，應於主

文內載明所犯之罪，並分別

情形，記載下列事項：

一、 諭知之主刑、從刑或

刑之免除。

二、 諭知有期徒刑或拘役

者，如易科罰金，其

折算之標準。

三、 諭知罰金者，如易服

勞役，其折算之標

準。

四、 諭知易以訓誡者，其

諭知。

五、 諭知緩刑者，其緩刑

之期間。

配合刑法關於沒收制

度之重大變革，沒收已非從

刑，故增訂主文記載事項包

括沒收，以應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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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諭知保安處分者，其

處分及期間。

六、 諭知保安處分者，其

處分及期間。

第七編之二  沒收特別程序 一、 本編新增。

二、 為建構刑法修正草案新

增剝奪被告以外第三人

財產，擴大單獨聲請宣

告沒收之適用範圍，及

特別刑法中既有之沒收

第三人財產等實體規

範，所應恪遵之正當程

序，爰參考德國刑事訴

訟法、日本關於刑事案

件中沒收第三人所有物

程序之應急對策法（下

稱日本應急對策法）之

規定，建制相關程序規

範，以資遵循，並參考

德國刑事訴訟法體例，

將之納為本法專編，以

「沒收特別程序」名

之。

第455條之12

Ⅰ 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

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

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

聲請參與沒收程序。

Ⅱ 前項聲請，應以書狀記載

下列事項為之：

一、 本案案由及被告之姓

名、性別、出生年月

日、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或其他足資辨別之

特徵。

二、 參與沒收程序之理

由。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賦予因刑事訴訟程序

進行結果，財產可能被

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

之地位，俾其有參與程

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

機會，以保障其權益。

爰參考德國刑事訴訟法

第432條第2項、日本應

急對策法第3條第1項之

立法例，於本條第1、2

項明定該第三人得聲請

參與本案沒收程序及其

聲請之程式。又為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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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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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A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終身壽險附加意外傷害醫療保

險。於近日朋友慫恿下，報名參加由B戶外運動有限公司舉辦之台東鐵人三項挑戰賽

（游泳、單車與路跑）。報名之初，其報名組別分為競賽組與挑戰組兩者。前者之競

賽組，會將比賽結果依據年齡差異分組後，前三名皆領有獎盃與完成紀錄，並可參加

年度積分排名。後者之挑戰組，因其主要目的為推廣鐵人三項活動，故參加者僅於完

賽領有完賽獎牌並無排名。因某甲為初次參加，故於報名時選擇挑戰組。於活動過程

中，因主辦單位疏於進行道路管制亦無明確標示，某乙開貨車不慎闖入活動進行道

路，且又一時緊張而撞及騎乘單車之某甲。某甲隨即送醫治療，於住院期間除全民健

康保險支付醫療費用共五十萬外，尚須自負二十萬之其他醫療費用。經查B戶外運動

有限公司投保有相關之戶外活動責任保險（每一人體傷應負賠償義務之給付上限為

一百萬元），且某乙之貨車亦保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醫療給付上限為二十萬）與任

意汽車責任保險（每一人體傷所應負賠償義務之給付上限為一百萬元）。

某甲於出院後遂執醫療單據向A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請求住院期間之醫療費用給

付，孰料竟遭A保險人以其從事單車競賽為由，依據其所投保之契約條款約定：「被

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

任。」為由，拒絕給付。

試問：

1	某甲可得向上述之各保險人請求之數額為何？如何請求？

台灣大學105法研所―丙、辛組商事法四Q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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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型分析

本題涉及保險競合、複保險、醫療費用

保險之定性、除外條款之解釋，以及全民健

康保險之代位等等問題。

▚ 擬答

1 就甲得向各保險人請求之數額及請求方

式，分析如下

1. 當不同要保人以同一保險標的分別訂

定數保險契約時，將形成外國立法例

或學理上所稱「保險競合」狀態，其

處理方式應依循保險契約之種類及條

款而定，惟學說有認為我國保險法上

複保險之規範即可涵蓋保險競合之情

形，是除有特別約款外，逕以複保險

相關規定處理即可。又實支實付型醫

療費用險於解釋上屬損害保險，應有

複保險之適用，先予敘明。

2. 本件情形，假設除醫療費用外甲並無其

他損害賠償請求權、該醫療費用屬實支

實付型醫療費用，且所涉保險契約均未

有約定保險競合狀態處理之約款，則甲

就其20萬元醫療費用損失，得因B疏於

進行道路管制亦無明確標示致甲受有體

傷，而B應對甲負損害賠償責任，向相

關之戶外活動責任保險人請求保險給

付；得因乙開貨車不慎闖入活動進行道

路致甲受有體傷，而乙應對甲負損害賠

償責任，向相關之汽車責任保險人請求

保險給付；得因甲自身受有體傷，而向

A人壽保險公司請求保險給付。雖A抗

辯甲係從事自行車競賽行為而符合除外

條款，惟該條款所稱「競賽」於解釋上

應限於有高速行駛及競逐等狀態者，而

甲於此活動中係參與「挑戰組」，該組

目的僅係為推廣鐵人三項運動，且無排

名機制，可推知其速度及參與者心態所

衍生之危險程度，應顯低於該除外條款

所稱「競賽」，是A之抗辯無理甚明。

3. 據上述，本件似存在不同要保人所訂

定之不同保險契約偶然的承保同一標

的之情形，而有善意複保險之適用。

惟依據保險法（下同）第35條，所謂

複保險須以數保險契約係承保同一保

險利益為前提，而本件除乙所投保之

任意汽車責任保險及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均係承保乙之責任保險利益外，戶

外活動責任保險係承保B之責任保險利

益，甲投保之意外傷害醫療保險係承

保甲對其醫療費用間之利害關係，均

屬不同之保險利益，是除乙所投保之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與任意汽車責任保

險間適用第38條比例分擔（即前者負

擔3萬餘元；後者負擔16萬餘元）外，

甲得就20萬元為全額請求，各保險人

間形成不真正連帶債務之關係。

2 全民健康保險人得向相關責任保險人代

位請求損失賠償

1. 按「保險對象發生對第三人有損害賠

償請求權之保險事故，本保險之保險

人於提供保險給付後，得依下列規

定，代位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一、

汽車交通事故：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保險人請求。二、公共安全事故：向

2	又如全民健康保險對甲已提供之醫療服務後，有無向他人請求之權利？其基礎何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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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依法規應強制投保之責任保險

保險人請求。三、其他重大之交通事

故、公害或食品中毒事件：第三人已

投保責任保險者，向其保險人請求；

未投保者，向第三人請求」，全民健

康保險法第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據此

規定，本件全民健康保險人就其所給

付50萬元部分，得依該條項第1款向乙

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人請求賠償。

2. 惟全民健康保險人得否代位向甲之傷

害保險人、乙之任意責任保險人或B
之戶外活動責任保險人請求賠償，或

有解釋上疑義，蓋本件保險事故是否

屬公共安全事故或其他重大之交通事

故，即可質疑，況第2款尚限於「依法

規應強制投保之責任保險」，或將直

接排除得向戶外活動責任保險人請求

賠償之可能，是學說認為於解釋上，

全民健康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應適

用或類推適用第53條之規定，擴大其得

代位之範圍，以貫徹利得禁止原則。

▚ 考情分析

本題設計上似與八仙樂園塵爆事件相類

似，即此類公共活動中多有各種不同之保險

牽涉其中，當活動參與者發生保險事故時，

其應如何向各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即有分

析之必要；又其中全民健康保險人通常為最

先為保險給付者，就其所為給付應如何為代

位請求，以符合利得禁止原則，現行法規之

規範範圍是否過狹等等，均屬本題所欲討論

者，應就個別問題逐一細部分析之。惟囿於

實際作答時間有限，考生可提要式敘及各爭

點，前揭擬答力求概念完整說明，或有冗贅

之嫌，敬供參考，併此敘明。

▚ 參考資料

‧ 汪信君，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八二條與請求

權代位─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一六二八

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145期，2007年6
月，頁257-270。

‧ 汪信君，醫療費用保險與複保險之適用，

月旦法學教室第7期，2003年5月，頁26-
27。

‧ 葉啟洲，保險法實例研習，2013年7月。

‧ 葉啟洲，全民健康保險法代位追償對象之

檢討─從八仙樂園塵爆事件談起，月旦

法學教室第161期，2016年3月，頁60-64。

李欲分、宋弭勤與郭鱈夫三人為好友，於2013年6月1日駕車出遊，駕駛人即汽車所

有人為宋弭勤，該車向華北產物保險公司投保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另，宋迷（註：

弭）勤亦向同家公司投保傷害保險。另，李欲分向半球人壽有投保實支實付型醫療保

險。行車中，宋弭勤與郭鱈夫因細故發生激烈爭執，致宋弭勤情緒失控，致所駕駛汽

車失控撞及高速公路護欄致宋弭勤頸椎受傷、副駕駛座之郭鱈夫雙膝脫臼韌帶斷裂，

李欲分雖因坐於後座未受傷，卻因過度驚嚇導致心因性休克，三人經送醫治療後均無

政治大學105法研所―財經法組商事法三Q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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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向海上運送人請求領取貨物，是實

務即發展出電報放貨及海上貨運單28。

2 本件出口商簽發電放切結書，迄未取得

載貨證券正本，該切結書記載以電報放

貨之方式將D/O交付受貨人，則出口商對

系爭貨物尚未取得所有權，故無法向運

送人請求賠償。

3 依據本件判決，可知受貨人僅持有電放

載貨證券之效力無法等同正本載貨證

券，不生物權移轉效力，是以出口商無

法居於所有權人地位請求賠償。

	貨輪漏油

一、 案例事實

「德翔台北」號貨櫃輪於2016年3月10
日在新北市石門近海擱淺，離台2線29.5公里

處岸際僅200公尺，24日因連日海浪衝擊致

船身斷裂，重油外洩， 汙染海岸線近1.5公
里，海巡署已調集攔油索，防油汙擴大。學

者憂心，該海域供應大台北七～八成魚貨，

恐都受到汙染。行政院長張善政25日現勘後

表示，政府會用百分之百的強度處理，全力

控制汙染29、30。

二、爭點

「德翔台北」號貨櫃輪船東可否就清理

沉船及油汙處理所生之費用主張船舶所有人

責任限制？

三、分析

1就清理沉船費用得主張責任限制

1. 依海商法第21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

船舶所有人對沉船或落海之打撈移除

所生之債務（但不包括依契約之報酬

或給付）所負之責任，以本次航行之

船舶價值、運費及其他附屬費為限。

是德翔台北號貨櫃輪船就清理沉船所

生之費用得主張責任限制。

2. 然有學者認為沉船或落海之打撈移除

28 按所謂海上貨運單（Sea Waybill），1977年國際海

運協會將其定義為：「係不得轉讓之單據，為海上

貨物運送契約與接收、裝載貨物之證明，運送人負

有將貨物交付其上所載受貨人之義務」，與一般海

運提單即載貨證券有別，並非物權證券，僅是託運

人與運送人間之契約。而所謂「電報放貨」，係指

託運人向運送人申請並提出保證書後，由運送人或

其代理人以電報通知目的港代理，將貨物無需憑載

貨證券正本放貨，受貨人可憑蓋有受貨人公司章之電

報放貨通知單，換取小提單（Delivery Order, D/O），

藉以結關提貨之運作方式，可參最高法院102年度台

上字第346號判決。

29 參考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16/3/25/
n7457402.htm。

30 請併參考97年司法特考第4題。

時事透析

海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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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債務，船舶所有人既得主張責任

限制，此無異變相鼓勵船舶所有人不

必自動實行打撈，尤其在自行打撈之

費用高於責任限制之金額時，不合理

之情形，更為顯著。為此，應盡速修

法，刪除本款之規定。

2	就清理油汙損害之費用不得主張責任限

制

1. 依海商法第22條第4款之規定，船舶

所有人責任限制之制度，於船舶運送

毒性化學物質或油汙所生損害之賠

償，不適用之。本條文為船舶所有人

責任限制之例外規定。是德翔台北號

貨櫃輪船東就清理油汙所生之費用不

得主張責任限制。

2. 惟有學者31認為前開規定係針對環境

重大損害所生之賠償，排除船舶所有

人責任限制之適用，考其立法理由在

於，此等事物所生之損害及賠償數

額均屬嚴重且鉅大，為嚴加防範此等

損害之發生，國際間採「嚴格責任主

義」，本法亦從之。然國際間雖採嚴

格責任主義，並非有意使船舶所有人

負擔無限責任，而係另以國際公約或

特別法規定其賠償方式，反觀我國僅

有核子損害賠償法可資運用，茍不符

該核子損害賠償法之法定事由，船舶

所有人將負擔無限責任，似嫌過重，

亦與國際立法精神不符。故為解決此

等問題，應增訂其他特別法規，以處

理此種特殊情形下之責任負擔；或於

本法內增設特別規定，以資因應。

	沖 之 鳥 是 「 島 」 還 是
「礁」？

一、 案例事實

我國屏東琉球籍漁船「東聖吉16號」於

本（105）年4月15日在西太平洋沖之鳥礁東

南東方約167浬海域作業捕魚時，遭到日本

公務船舶以在該島周邊200浬專屬經濟區內

非法捕魚為由，對該船登臨逮捕，隨後並遭

扣押並向該船人員強索保證金。「東聖吉16
號」在交付保證金700餘萬元後獲釋。針對

此事件，我政府亦多次向日方進行交涉，並

向日方表達嚴正抗議。

馬英九總統在4月27日的國安高層會議

中發表3項嚴正聲明，除要求行政院採取相

應措施外，並表示依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第121條對於島嶼的定義，日本主

張的「沖之鳥」不到3坪的大小，絕非適於

人居的島嶼，因此是「礁」不是「島」。

二、爭點

依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

定，沖之鳥為「島嶼（island）」還是「岩

海洋法

31 張新平，海商法，2012年2月，頁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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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rock）」？日本以沖之鳥為基準向外主

張200浬專屬經濟區及350浬大陸礁層，是否

符合海洋法公約的規定？

三、分析

1沖之鳥為「島嶼（island）」還是「岩

礁（rock）」

依據海洋法公約第121條第1項之規定，

島嶼是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的

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依此規定，原

則上只要一海洋地貌同時符合「四面

環水」、「高潮時高於水面」及「自然

形成之陸地」三要件，即屬公約所稱之

「島嶼」。

然而，依據公約同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

一海洋地貌雖於符合第1項揭櫫之要件，

惟倘該地貌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本身經

濟生活，該地貌應係「岩礁」而非「島

嶼」。

由於沖之鳥之總面積為東西4.5公里，南

北1 . 7公里，在漲潮時僅於海面露出兩

塊礁層，總面積不到10平方公尺，亦即

高潮時露出水面之部分約僅兩塊雙人床

板之大小。就實際情況而論，沖之鳥似

不適合人居住，亦無法維持本身的經濟

生活條件，故沖之鳥應為海洋法公約第

121條第3項所稱之「岩礁」，而非「島

嶼」。

2	日本以沖之鳥為基準向外主張200浬專

屬經濟區及350浬大陸礁層，是否符合

海洋法公約的規定

依據海洋法公約第121條第3項之規定，

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

的岩礁，不應有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

層。換言之，岩礁至多僅能主張領海及

鄰接區，不得再向外擴大主張200浬專屬

經濟區或350浬大陸礁層。因此，日本以

沖之鳥礁為基準向外主張200浬專屬經濟

區及350浬大陸礁層，應有違反海洋法公

約第121條第3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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