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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之一 沒收 

第 38 條 ◤一般沒收◢ 

 

Ⅰ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Ⅱ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

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Ⅲ前項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而無正

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Ⅳ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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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7 月 1日前條文 

Ⅰ下列之物沒收之： 

一 違禁物。 

二 供犯罪所用或犯罪預備之物。 

三 因犯罪所生或所得之物。 

Ⅱ前項第一款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Ⅲ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之物，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限，得沒收之。

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法律推理邏輯分析 

 

一、修正理由： 

沒收為獨立於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為使規範明確，依沒

收標的之不同，而分別規範其要件。 

違禁物之沒收係考量違禁物本身即具社會危害性，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均應沒收之，爰將現行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項合併在第 1 項

規定。 

犯罪行為人所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如偽造

之文書），係藉由剝奪其所有以預防並遏止犯罪，有沒收之必要，爰

將現行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前段及第 3 項合併在第 2 項規定，由法

官審酌個案情節決定有無沒收必要。但本法有其他特別規定者（如第

266 條第 2 項當場賭博之器具，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仍應

優先適用，以茲明確。 

為防止犯罪行為人藉由無償、或顯不相當等不正當方式，將得沒收之

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移轉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

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等第三人所有，或於行為時由第三人以可

非難之方式提供，脫免沒收之法律效果，將造成預防犯罪目的之落

空，爰參諸德國刑法第 74a 條之精神，增訂第 3 項之規定，由法官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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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情形斟酌，即使沒收物屬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

法人團體所有時，仍得以沒收之。 

考量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如價值昂貴，經變價

獲利或轉讓予他人，而無法原物沒收，顯失公平，爰增訂第四項，就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本條沒收及追徵之宣告，應審酌第 38 條之 2 過苛條款，以符衡平。 

二、沒收之性質： 

關於沒收追徵之法律性質，共計有下列五說： 

刑罰說 

主張刑罰論者認為沒收是對犯罪行為人非法所得之剝奪，在法律上否

定犯罪行為人之行為。由於犯罪行為人濫用其所有物或所有權，供犯

罪之用，嚴重侵害法律秩序，因此，沒收與犯罪相關之物品，乃是犯

罪行為人對自己過去之惡行所應承擔的責任，沒收犯罪行為人之非法

所得及犯罪工具，將造成犯罪行為人財產上之痛苦，而此種痛苦的性

質，當沒收對象之財產價值越大時，痛苦便會變得更強烈，具有鮮明

之刑罰色彩。此外，將沒收視為刑罰，亦有利於依罪刑法定主義保護

當事人權益。例如日本刑法第 9 條、韓國刑法第 41 條、我國刑法修

正前第 34 條均將沒收規定為從刑之一種，即屬於刑罰說之適例。依

此說，犯罪所得之沒收基本上只能被認為有刑罰之性質。至於 105 年

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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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局部緩和其刑罰性質。 

保安處分說 

本說認為違禁物不問是否屬犯罪行為人，基於維護社會安全之需要，

為防範未然，自應加以沒收。例如對行為人偽造之貨幣如不加以沒

收，則該偽造貨幣仍可能繼續使用，流通於貨幣市場，破壞金融秩

序。又沒收客體之財產價值如果不高，採刑罰說就毫無意義；尤其是

沒收之效力涉及第三人，刑罰之效力應僅及於犯罪行為人，為什麼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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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之痛苦轉嫁給第三人，顯然與罪責原則相違背，保安處分自較刑

罰說充分。在某些國家之刑法中，沒收是直接規定在保安處分中，例

如義大利刑法第 240 條即將沒收財產規範為對物之保安處分、希臘刑

法第 76 條亦是。 

獨立刑事制裁手段說 

由於沒收具有刑罰、保安處分之雙重性質，難以單純歸為哪一類，許

多國家之刑法遂將沒收單獨列為獨立之處分方式或法律措施，與刑

罰、保安處分相區別。例如德國刑法第 3 章將追繳、沒收與刑罰、矯

正、保安處分並列，其第 11 條第 1 項第 8 款中，沒收、追繳為獨立

之刑事制裁方式。依據沒收之目的，沒收又分為刑法上之沒收－從

刑，適用於（廣義上之）犯罪行為人，與安全上之沒收，用以保護公

眾免受危險物品之危害。其他如瑞士、挪威、瑞典、芬蘭等國之刑法

亦是。我國學者柯耀程採此說，其認為沒收與追徵概念，在作用之本

質上，是對於犯罪所用、所得及所生之物或利益之剝奪，在作用之對

象上，也是以行為之整體關係為適用客體，故其定位不應是一種從屬

於刑罰而存在之關係，反而應該是一種與刑罰並行之獨立法律效果，

即沒收與追徵，應當是一種獨立性之法律效果，在定位上不應該是一

種依附於刑罰存在之從刑概念。 

類似不當得利之返還請求權說（民事賠償手段說） 

原本德國刑法第 73 條以下之 Verfall 制度立法目的為「回復犯罪行為

前之財產制」，故其性質有理解為「類似德國民法第 812 條以下不當

得利返還請求權之回復原狀措施」。但因此非民法損害賠償請求權

（ zivilrechtliche Ersatzanspruch ） ， 而 是 以 公 法 追 償 請 求 權

（öffentliche-rechtliche Erstattungsanspruch），將因違法行為所獲取之

利益自非法收受者再度取走，使得被破壞之法狀態能夠再回復，有謂

為「類似的（準）－狀態衡平（補救）措施（quasi-konditionelle 

Ausgleichsmaßnahme）」。在法國刑法中，部分刑事沒收同時具有民

事賠償之性質。例如在智慧財產權之保護方面，「補充性罰金」之沒

收具有民事賠償之性質；在稅收部分，認為沒收財產是賠償對行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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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務利益所引起之損害，也是一種民事賠償性質。此外，由於美國

之沒收是一種「對物」之司法程序，不以對犯罪行為人之有罪判決為

前提，故對沒收之性質究為民事上之「回復原狀」，或者是刑罰之一

種一直頗有爭議。 

二元說－刑罰兼保安處分性質說 

在德國，單純認為沒收為刑罰或保安處分之學說稱為「一元說」，主

張「二元說」者則認為沒收兼具前述二種性質。有謂沒收究竟係刑罰

或保安處分，應依沒收各法條規定之立法主要目的決定，如為報復犯

罪之可罰行為者為刑罰，而以預防犯罪行為發生為目的者則為保安處

分。亦有謂對有刑事責任之犯罪行為人所為之沒收為刑罰，與處罰犯

罪行為人無關之沒收為保安處分。依德國刑法第 74 條以下之規定，

對犯罪工具或產物之沒收，原則上只能針對犯罪行為人或有類似罪責

行為之第三人，因其以罪責為宣告標準而具有類似刑罰之性質；但是

在犯罪工具及產物依其種類或情狀對公眾有危險性，或有被濫用於犯

罪之虞時，則擴及未參與犯罪之第三人，因其係以防禦客體之危險為

重點而類似於保安處分。依其第 73 條以下之規定，對犯罪所得之追

徵，則因其連繫行為不以罪責為前提，且追徵之對象也擴及犯罪行為

人以外之第三人，使得追徵無法被解釋為單純之刑罰或保安處分，而

普遍被認為是一種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 quasi-kondiktionelle 

Ausgleichsmaβnahme）。同樣採二元說之奧地利則明顯以危險防禦為

主要目的。依該國刑法第 26 條規定，無論犯罪工具或產物之所有權

歸屬，只要依其特殊性質，為實施刑事制裁行為所需時，原則上得宣

告沒收，體系上屬於防禦客體危險之預防措施。其刑法第 20 條，若

因實施刑事不法行為而取得財產利益，應剝奪其不法獲利之金額，其

性質為準不當得利之衡平請求權。此外，依其刑法第 20 條之 2，屬

於犯罪組織或恐怖主義團體、或用以資助恐怖主義之財產價值，應予

以追徵，此追徵則同時具有預防措施與刑罰之性質。日本學者大谷實

認為，從刑法之制度觀察，沒收是附隨有罪判決之從刑，自具有刑罰

之性質，但觀日本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對第三者沒收即非屬刑

罰之性質，故沒收應兼具刑罰及保安處分之性質。此亦為日本學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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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說。 

修正後沒收之規定雖未明言沒收之法律性質是否有變化，但依其修正

理由略謂：「本次沒收修正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

質，認沒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

性，而非刑罰（從刑）……。」相同修法理由在修正之數條文中反覆

出現，由此可見，本次修法已將沒收之法律性質採前述獨立刑事制

裁手段說，似未區分針對沒收客體之不同─一般沒收及利得沒收（詳

如後述）。惟於刑法第 38 條之 2 修正理由中略謂：「因犯罪所得之

沒收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非屬刑罰……。」又將犯罪

所得沒收之法律性質定位採前述類似不當得利之返還請求權說。如

此一來，勢必形成針對沒收對象之不同將沒收割裂為採獨立刑事制裁

手段說之一般沒收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兼具獨立刑事制裁手

段二元制之利得沒收雙軌並行。 

三、沒收之客體： 

依新法之設計，沒收依客體、對象（行為人或第三人）、取得理由之不

同，分別為強制或裁量沒收，如下表。 
 

一般沒收 利得沒收 

違禁物 

1.供犯罪所用之物 

2.供犯罪預備之物 

3.犯罪所生之物 

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

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 

任何人 屬行為人 
屬第三人（須無正當

理由提供或取得） 
行為人 第三人 

強制沒收 裁量沒收 強制沒收 

 
四、一般沒收之客體： 

違禁物 

凡依法令禁止私人製造、販賣、持有或轉讓之物均屬之。例如毒品、

軍用槍砲子彈、爆裂物、軍事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物品等。早期

實務見解有謂：違禁物如係第三人所有，則「其是否違禁，即應視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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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有無違禁情形為斷。」（29 上 1527）。修正後違禁物之沒收

乃規定於第 38 條第 1 項，不問該物是否屬於犯罪行為人皆要沒收，

且依刑法第 40 條第 2 項規定，得單獨宣告沒收。主要是因為該物本

身具有公共危險性與不可流通之特殊性質，或考量整體法秩序之維

護，特別由法律明確規範擴及第三人之沒收要件。判斷違禁物是否沒

收之重點不在於第三人是否有刑事不法之行為，而是著眼於第三人是

否存在擁有沒收標的之正當性法律基礎。 

供犯罪所用之物 

所謂「供犯罪所用之物」，乃指對於犯罪具有促成、推進或減少阻礙

的效果，而於犯罪之實行有直接關係之物而言。由於供犯罪所用之物

與犯罪本身有密切關係，透過剝奪所有權的沒收宣示，除能預防再以

相同工具易地反覆非法使用之外，亦能向社會大眾傳達國家實現刑罰

決心的訊息，對物之所有權人濫用其使用權利也產生更強烈的懲戒作

用，寓有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目的。在主觀要件上，本法雖未明文

限制故意犯或過失犯，但過失行為人欠缺將物品納入犯罪實行媒介之

主觀利用認識，並未背離其使用財產的合理限度或有濫權使用財產之

情形，故無剝奪其財產權之必要，自應將犯罪工具沒收適用範圍限縮

為故意犯，方符合目的性解釋。另在客觀要件上，應區分該供犯罪所

用之物，是否為實現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前提，即欠缺該物品則無由

成立犯罪，此類物品又稱為關聯客體，該關聯客體本身並不具促成、

推進構成要件實現的輔助功能，故非供犯罪所用之物，其沒收必須有

特別規定方得為之。例如不能安全駕駛罪，行為人所駕駛之汽車或機

車即為構成該罪之事實前提，僅屬該罪之關聯客體，而不具促成、推

進犯罪實現的效用，即非屬供犯罪所用而得行沒收之。至於犯罪加重

構成要件中若有特別工具，例如攜帶兇器竊盜罪、利用駕駛供不特定

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強制性交罪，該兇器、交通工具屬於犯罪

行為人者，分別對於基本構成要件之普通竊盜罪、強制性交罪而言，

仍具有促成、推進功能，即屬於供犯罪所用之物，而在得沒收之列。

（106 台上 1374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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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犯罪預備之物 

係指供犯罪之用所預備之物，而尚未使用之情形而言。刑法第 38 條

第 1 項第 2 款所定得沒收之供犯罪所用或供犯罪預備之物，必於犯罪

有直接關係者，始屬相當。（51 台非 13） 

因犯罪所生之物 

如偽造之文書、有價證券、賭博所贏之財物、侵占之物品等。 

五、對第三人為一般沒收： 

「第三人」 

依刑法第 38 條、第 38 條之 1 之規定，不論是一般沒收，還是利得沒

收，沒收對象之範圍包括第三人，指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

或非法人團體。而「犯罪行為人」包括正犯及共犯在內。 

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 

按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 15 條定有明文，雖新修正刑法

將沒收定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然實際上，沒

收仍有懲罰之效果，屬於干預財產權之處分，應遵守比例原則及過度

禁止原則，甚至在沒收被告以外第三人之財產時，仍應考慮該第三人

對於其所提供犯罪所用之物是否有所認識或有無正當理由提供，故刑

法第 38 條第 3 項規定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

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而無正當理由提供

或取得者，得沒收之，即認該犯罪所用或預備之物為犯罪行為人以外

之第三人所有時，仍須以該第三人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者，始得沒

收，另為符合比例原則及過度禁止原則，刑法第 38 條之 2 第 2 項規

定沒收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

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賦予法官在個

案情節上，審酌宣告沒收將過於嚴苛而有不合理之情形，得不予宣告

沒收，以資衡平。扣案之自用小貨車，雖為供本件犯罪所用之物，惟

非甲所有，而係不知情之租賃公司所有，且非屬違禁物品，亦非犯罪

所生而具有危險性需防免流通於外之物，更非專供本案犯罪所用之

物，具有相當財產上價值，是法院審酌犯罪情節、所生之損害，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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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係因汽車租賃之合法正當管道，於不知情之情況下提供上開車輛

使用等情，認為若予以宣告沒收或追徵，過度侵害第三人財產權，仍

得依刑法第 38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以沒收上開自用小貨車有違反比

例原則過苛之虞，不予宣告沒收。（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6 年

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 4 號） 

申言之，第三人雖然並未確切知道行為人究竟打算要犯何罪，但是至

少對於行為人之犯罪大致（一般）之輪廓已有所預料。又因我國刑法

第 38 條第 3 項是規定「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者，得沒收之」有謂

此給予第三人極大之抗辯空間，第三人對於可被沒收之標的只要提出

符合一般經驗的交易秩序，說明提供或取得沒收標的之緣由，即可對

抗剝奪財產權之國家干預；且本條項規定為「得沒收」，即賦與法官

得依具體案例情形依職權裁量，非為義務沒收，顯然立法時已經考量

第三人非為犯罪行為人，並無刑事不法歸責問題。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5 年法律座談會刑事提案第 2 號曾就「問

題：甲向其父乙借用某乙所有之車輛一部出遊（車上裝載絞盤、繩索

等工具），嗣某甲駕駛上開車輛撿拾因颱風漂流至河床上之漂流木，

甲經法院為有罪判決。試問：乙所有供犯罪所用之車輛一部是否得依

刑法第 38 條第 3 項沒收之？」研討意見採否定說，理由略謂「……

立法理由就此對第三人所有物沒收之規定，雖載明由法官依具體情形

斟酌，惟並無明定標準，而該規定既係干預第三人所有權，適用上認

應符合比例原則，始可於預防犯罪之目的外，亦維護憲法保障人民財

產權之意旨。本件乙為甲之父，親屬間借用車輛並未逸脫一般生活常

情，難謂『無正當理由而提供』」。似如學者所稱第三人對於可被沒

收之標的只要提出符合一般經驗的交易秩序，說明提供或取得沒收標

的之緣由即可。當然，亦有學者提出相對意見，認為所謂「無正當理

由」，係指第三人對於犯罪物之提供具有「可歸責（規咎、非難）

性」，包括客觀上之可歸責性（第三人所提供之物對於犯罪之實行具

有貢獻）以及主觀上之可歸責性（第三人主觀上對於行為人所實施之

犯罪至少具有重大過失但尚未達幫助故意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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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沒收 

一般沒收非屬強制沒收，是否沒收，為法官裁量事項。申言之，依刑

法第 38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如認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

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

宣告或酌減之。 

六、第二、三項但書之「特別規定」： 

此「特別規定」屬義務沒收性質，例如刑法第 200 條偽造貨幣罪章之沒

收、第 205 條偽造有價證券罪章之沒收、第 219 條偽造之印章、印文、

署押之沒收、第 235 條第 3 項猥褻之文字、圖畫、物品之沒收、第 266

條第 2 項當場賭博器具與在櫃檯、兌換處財物之沒收等。 

義務沒收，又可分為絕對義務沒收與相對義務沒收二者，前者指凡法條

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者屬之，法院就此等之物，無審酌

餘地，除已證明滅失者外，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或有無查扣，均應沒收

之，後者指凡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物，均應予以沒收，但仍以屬

於被告或共犯所有者為限（93 台上 2751 判決意旨參照）。相對地，職

權沒收，指法院就屬於被告所有，並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物，仍

得本於職權為斟酌沒收與否之宣告。例如商標法第 98 條規定係採義務

沒收主義，法院並無裁量沒收與否之權限；著作權法第 98 條規定，則

係採職權沒收主義，沒收與否，法院有裁量之權。 

七、追徵為沒收之替代手段： 

修正前刑法第 34 條第 3 款原規定，追徵、追繳或抵償是從刑。事實上

追徵、追繳或抵償都是無法執行沒收時之替代手段，其目的在無法執行

沒收時，自其他財產剝奪相當價額，既然如此，遂修正統一沒收之替代

手段－「追徵」，再依沒收標的不同，分別於第 38 條第 4 項、第 38 條

之 1 第 3、5 項規定之。 

由於追徵是沒收之替代手段，追徵之要件即為「沒收不能」。所謂沒收

不能，應包括應「得」沒收物事實上及法律上不能沒者而言。又依沒收

及追徵之目的，即使沒收可能，但如果尚有利得殘存、利得享有、妨害

剝奪利得之情事者，是否另須進一步適用追徵手段？又沒收不能之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