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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論 ? 關於組織犯罪之研究，可以從兩大面向切入，一為事實層

面，一為法規範層面，前者屬於社會學的研究範疇，後者則屬於法律學

的範圍，則本文所採取的面向為何？由於本文乃為一法律論文，當然應

以法規範的研究為重心，惟關於事實層面的研究，仍於本論文具有相當

的輔助作用，所以就本文的研究範圍而言，重心雖然擺在刑事法學的部



分，但關於犯罪學層面以及抗制面，仍屬無法忽略。 第二章? 對組織犯

罪之實體法規範 ? 在此章中，首先針對犯罪結社是否必須入罪化進行立

法上的檢討，而是否為入罪化，其關鍵在於針對犯罪結社後的不法行

為，依照目前的共犯理論是否能針對組織成員而為完整的歸責，這其中

又以組織首腦的歸責最為重要。本文為了能在討論上不至於天馬行空，

因此乃以黑手黨的組織結構為對象，進行探討，並在此基礎下，針對組

織內成員的角色分配進行責任歸屬探討。而因在現行的共犯理論下，對

於犯罪組織首腦的歸責會出現問題，因此有必要將犯罪結社入罪化，因

此就目前我國的組織犯罪規範乃具有兩元性，即針對犯罪結社為處罰，

並且對於結社後的不法，則依據所觸犯的法條來規範，因此關於犯罪結

社與結社後的不法間的規範競合，亦成為本章重要的探討核心。 ? 而除

了針對人部分的處罰外，為了能有效的根除犯罪組織，因此關於犯罪組

織的不法利得該如何剝奪，則成為本章另一個探討核心，依據筆者的見

解，關於不法利得的剝奪，除了有效運用沒收、洗錢防制外，也必須從

根本上，拋去道德的包袱，針對犯罪組織最依賴的毒品、色情、賭博

等，是否該除罪化為檢討。 第三章? 防制組織犯罪之程序法規範 ? 幫派

一旦進入高度組織型態，欲消除即變得相當困難，而要能及早於草創階

段消除，除了實體法的處罰整備外，更重要的，即是如何讓這些處罰規

定具有實效性，此非賴執法機關的落實不可。而因為犯罪組織的隱密與

日漸多元的不法行為，就偵查機關而言，可能會採取較積極、較嚴厲、

更隱密、更特殊的偵查手段，此代表這些偵查手段可能更嚴重的侵害人

權，更遊走於違法邊緣。本章即針對此類遊走於違法邊緣的偵查手段進

行法規範的探討，並因此提出，我國是否必須存有專責的防制黑金機

構。 第四章? 對組織犯罪者之刑事處遇 ? 行為人在判決有罪確定後，判

決本身即是對於犯罪人的懲罰，因此有罪判決，在某種程度等於是對犯

罪人的一個終身烙印，判決本身即是一種懲罰，所以刑事執行應該以個

別化為導引，而非以懲罰為目的。惟在傳統刑事執行上，仍是強調懲罰

與隔離，而這種趨勢並未因人權觀念的進化而改變，在我國未來的刑事

政策所採取的寬嚴並進模式觀察，針對輕微犯罪雖然將大量採用轉向處

遇，但關於中間型態與重罪乃採取嚴格政策，除了提高執行刑的上限

外，也同樣提高假釋門檻，雖然死刑的使用將被大量減少，但刑期的加

重，代表隔離社會的時間拉長，而在監獄人口可能增加，監獄空間短時

間無法因應下，強調懲罰仍將強過個別化處遇。 ? 就組織犯罪者的執行

而言，其並非屬於輕罪，所以必然採取重刑模式，而因死刑廢除的趨

勢，對這類犯罪人為死刑處的可能性偏低，而因犯罪有常習性，所以不

可能採轉向處遇，而是監禁模式，而在未來刑期加長下，其所待在監獄

的時間必然加長，此種結果將造成監獄成本的增加，且在儘可能為隔

離，個別處遇必然越來越困難下，監獄將可能更加助長幫派的形成與結

合，而因長期監禁所可能帶來的受刑人身生理、心理的疾病也將日趨嚴

重，以下即針對組織犯罪者所可能涉及的刑事處遇為探討。 第五章? 結

論 ? 筆者認為，所謂寬嚴並進的政策，對於防制組織犯罪而言，仍是一

個上位原則，雖然就組織犯罪而言，不管就國內或國際趨勢，明顯採取

的是一種嚴厲處罰的政策，這種走向似乎已經無法反轉，但若僅是嚴厲

的一面，所可能帶來的反彈與不滿，恐更為嚴重，在嚴厲政策下，必然



也必須有寬鬆的政策相對應。 ? 就筆者認為，在針對犯罪結社的處罰，

基本上是一種提前的處罰方式，所以本來就是一種預防性立法，是屬於

嚴厲政策的一面，而在牽連犯、連續犯、常業犯已經刪除下，犯罪結社

與犯罪結社後的不法行為間，所涉及的處罰規範，會傾向於以數罪併罰

處斷，因此刑期長期化乃必然，此皆屬於嚴厲政策的反應。而筆者認

為，實體法的重刑處罰乃以刑事訴追的確實與效率為保證，因此即使刑

罰再重，若訴追不利，重刑政策將落空，因此關於刑事訴追的確實性恐

比重刑化更具有防制組織犯罪的功效，甚至可以這麼說，刑事訴追的確

實性恐比實體法的重刑化重要，更何況就筆者的觀察，所謂輕、重刑

化，乃一種相對概念，其區分有時並無太大意義，試想，針對一個二十

歲的年輕人，以數罪並罰方式判三十年當然重，但是就一個四十歲、五

十歲，甚至六十歲的人而言，其阻嚇的效力就會相對減低。而在犯罪訴

追的確實性遠比重刑化重要下，是否代表刑事訴追也需採取嚴厲政策，

而給予警察更大的空間？筆者在前文已一再說明，給予警察空間，相對

的是對行為人的權利壓縮，所以應是在犯罪控制與正當程序保障間的平

衡，除非否定組織犯罪者的人權，否則這種思考是一種必然。至於行為

人受起訴後，由於審理時間可能很長，雖然以我國法院實務針對組織犯

罪者的有罪確定率幾乎高達百分之百，但不代表所能因此嚇阻相關犯

罪，因若以八七年至九三年的地方法院判決人數來看，總和不過一百七

十人，平均每年不過二五人，如此的比例，顯然與一般預期的有甚大差

距，若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我國組織犯罪不是很嚴重，若果如此解

釋，則我國的重刑政策似乎也無必要存在了，因此，可以想像的原因，

可能是得歸咎於偵查機關是否有效的訴追犯罪，因此光想利用重判來嚇

阻犯罪，恐是緣木求魚，此更突顯刑事訴追確實性的重要。 ? 而在判決

確定後的受刑階段，雖然基於組織犯罪者的特性，必須加強監控與列

管，但不代表完全否定其應有的權利，尤其是救濟的權利，因此關於監

獄處遇，也必然是寬嚴並進的策略。至於受刑後重入社會，筆者則反對

對組織犯罪者採取登記報到制度，因其已為其行為服完刑而付出代價，

若於出獄後再對其進行監控，不僅否定了刑罰的再教育功能，也是對其

的一種標籤，屬於一種雙重處罰，這明顯是違反憲法的。 ? 防制組織犯

罪，並非是一種單元性的工作，而是一種多元整合的任務，所以防制工

作不可能由單一的機關或環節來完成，更不可能是一蹴可及的目標，所

以任何倉促成立的防制立法或措施，即便是採取極度的重刑化，其所能

帶來的實效，肯定是有限的，也可能帶來更大的反彈與代價，因此種整

合工作非僅是刑事司法機關的努力，而是更大的整合，而關於此部分，

乃非本文探討範圍的社會政策上，畢竟最好的社會政策才是刑事政策的

終極目標與選擇。  

摘要

(英) 

1.0 Introduction Organised crim is a very big problem in many countries,including 

Taiwan.My research is about this topic,but not all this area,just about the legal 

norm.So about the concept of organised crime is depended on law,but our law is 

definite? In my opinion,defining the organised crime must divide two areas:the 

criminal organization and use the organization to commit,and the criminal 

organization will be define in a narrow sense,like the Mafia or Triad.These are my 

research keypoints. 2.0 Anti-Organised crime law In this chapter,I will dicuss the 



Anti-Organised crime law in our country.In our law,including the criminal law and 

special law,above all the organized crime prevent act.So in this chapter,I must 

centralize on this act.Aside from,how to exterminate the interests of the criminal 

organization is the important study too. 3.0 The procedural law of investigating 

organized crime The police must use the special means to combate the organized 

crime,these measures are always between the crime-control and due-process.These 

measures comprise:intrusive surveillance,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 use 

informer and undercover.This chapter is disscused about the control of police 

power,not to criminals. 4.0 The criminal treatment of organized criminals 

Organised criminals are always served a long term time in the prison,specially the 

three-strikes law will lead into our criminal law.But this tough punishment really 

can reduce the recommitments?In this chapter,I will allege the objective views and 

bring the alternatives to lead a new way. 5.0 Conclusion Combating the organized 

crime is not a unitary but a integral work.In our country,the criminal justice of 

combating organized crime to use the tough punishment from now on,but this 

thinking is proper? This question is my motive of research and criticizing point in 

all my disse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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