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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經濟犯罪是整體犯罪現象當中所匡列出來的一個群組，經濟刑法

是對於經濟犯罪的反應
1
。經濟犯罪及其對抗的最大利益都是在於鉅額

的損害金額
2
。經濟刑法的實現必須要透過有效率的刑事訴追。在刑事

訴訟程序的部分，對於檢察官或法院功能管轄的討論大多聚焦在經濟

刑法的概念範圍上面，像是，檢察機關辦理重大經濟犯罪案件注意事

項對於重大經濟犯罪的定義
3
、或是臺北地方法院重大金融專庭管轄損

                                                      
1  Wittig, Wirtschaftsstrafrecht, 4. Aufl., 2017, § 1, Rn. 1. 
2  Wittig (Fn.1), § 1, Rn. 3. 
3  檢察機關辦理重大經濟犯罪案件注意事項第 2 條：「下列案件為重大經濟犯罪案

件，適用本注意事項之規定： 
（一） 犯下列各目之罪，犯罪所得或被害金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或被害人數

達五十人以上，足以危害社會經濟秩序者： 
1. 刑法第 195 條、第 196 條、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第 3 條之罪。 
2. 刑法第 201 條、第 201 條之 1 之罪。 
3. 刑法第 336 條第 2 項之罪。 
4. 刑法第 339 條、第 339 條之 3、第 340 條、破產法第 154 條、第 155 條之

罪。 
5. 刑法第 342 條之罪。 
6. 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174 條之罪。 
7. 期貨交易法第 112 條之罪。 
8. 銀行法第 125 條、第 125 條之 2、第 125 條之 3、第 127 條之 2 第 2 項之

罪。 
9.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57 條至第 58 條之罪。 
10.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 58 條至第 59 條之罪。 
11. 信託業法第 48 條至第 50 條之罪。 
12. 信用合作社法第 38 條之 2、第 38 條之 3、第 40 條之罪。 
13. 保險法第 167 條、第 168 條之 2、第 172 條之 1 之罪。 
14. 農業金融法第 39 條、第 40 條之罪。 
15. 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 108 條、第 109 條之罪。 
16.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105 條至第 108 條、第 110 條之罪。 
17. 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第 42 條之罪。 
18. 懲治走私條例第 2 條至第 6 條、第 8 條之罪。 
19. 管理外匯條例第 22 條之罪。 

（二） 違反經濟管制法令，或以其他不正當方法，破壞社會經濟秩序，情節重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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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金額達一億元以上的案件
4
。 

經濟刑法規範標的的多樣性以及跨領域的複雜性，在有經濟刑法

的可罰行為嫌疑時，僅受過法律學養成訓練的檢察官和職業法官，想

要跟上相關的事實並且能準確地適用專業的法律，恐因為資訊與專業

養成上的落差不易立即進入狀況，嚴重影響到有效刑事訴追的利益。

經濟監理機關的參與因此獲得考慮，其在刑事程序中的地位及其聯繫

開始被討論。 

本文將根據以下的討論架構，分兩個部分來描述經濟刑法的刑事

訴訟程序。首先，在有經濟刑法可罰行為的嫌疑時，在刑事訴訟程序

中，經濟監理機關的地位，以及調查的模式。再來，是基於經濟監理

目的取得資料的保密義務及其突破。從刑事訴訟法的理論出發，同時

考慮到市場交易秩序以及刑事訴追效率的觀點，以此作為程序特殊化

的理由，藉此提出形成經濟刑法刑事訴訟程序的基本原則。並且檢討

現行程序的開啟機制模型。最後，在發現效率不彰的情況時，參考其

他屬於特殊化的規定，從面對問題時考慮條件上面的相似性，找出符

合理論且能提升效率的有效策略，建議在未來修法時能加以考慮。 

貳、刑事訴訟程序及其參與者的地位 

個人實行刑法的可罰行為，國家想因此來確定，是否根據刑法，

他的行為具有可罰性以及應處以相當的刑罰，亦即，是否國家對他有

刑罰權，應該走刑事訴訟程序去形成這個決定。刑事訴訟程序的起

                                                                                                                                  
案件，經報請各該檢察署檢察長核定者。」 

4  司法院於 2008 年 8 月 7 日正式發文指定臺北地院自 2008 年 8 月 28 日起設置審理

金融等社會矚目案件之專業法庭，金融專庭審理案件範圍：（1）違反銀行法、證

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洗錢防制法、信託業法、保險法、農業金融法等，被害

法益達新臺幣 1 億元以上之案件。（2）其他使用不正之方法，侵害他人財產法益

或破壞社會經濟秩序，被害法益達新臺幣 1 億元以上之案件。（3）其他認為於社

會有重大影響，且報經所屬法院院長核定之矚目案件。司法週刊，1404 期，2008
年 8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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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可能是偵查程序（刑訴法第 228 條5
），也可能經過調查程序（刑

訴法第 229 至 231 條）和偵查程序（刑訴法第 228 條）。司法警察主

導調查程序。檢察官是偵查程序的主導機關。 

一、司法警察主導調查程序 

按照刑訴法第 230 條第 2 項與第 231 條第 2 項，解釋上，司法警

察也是透過告訴、告發、自首等通報管道而知悉刑法可罰行為的嫌疑

時，應開啟調查程序。在程序結束時，把有可罰行為嫌疑的調查結果

移送（報告）檢察官。偵查程序係根據司法警察移送的調查結果而開

啟，並不會開啟法院的審判程序。 

刑訴法、法院組織法以及其他的組織法，像是，調查局組織法、

海岸巡防法、入出國移民署組織法、廉政署組織法……等，規定了能

同時取得司法警察地位的資格
6
。這些機關，有些是專職的司法警察，

例如，法警、檢察事務官；有些則是具有雙重的功能，比方，行政警

察、內政部移民署、廉政署所屬調查組、以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唯有取得司法警察地位者，才能實行刑訴法的司法警察的權力，

像是，詢問犯罪嫌疑人和證人、聲請命令執行強制處分措施（通知不

到的拘提、搜索、扣押、通訊監察）。如前所述，根據司法警察的調

查結果，並不會開啟審判程序。如果要終局地確定事實，應儘早把案

件移送給檢察官並開啟偵查程序，期能起訴並開啟審判程序。這一

點，觀察刑訴法規定，司法警察應根據檢察官的同意，才能對法院提

出特定的強制處分的聲請，可獲得印證
7
。 

司法警察主導的調查程序，僅是為了確定是否有支撐移送調查結

果的「初步嫌疑」（Anfangsverdacht）。這個階段不應停留太長的時
                                                      
5  刑訴法 = 刑事訴訟法 
6  吳俊毅，論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的指揮權，收於：刑與思─林山田教授紀念論文

集，2008 年，頁 355 以下。 
7  像是，刑訴法第 128-1 條。在德國，只有檢察官及其調查人員可對法院聲請搜索

（德刑訴法第 105 條第 1 項+德法組法第 15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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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因此，刑訴法給予司法警察有權實行強制處分措施就顯得非常

有問題。相反地，實務上卻是讓司法警察耗費許多時間，主導並且定

調事實調查的方向。 

二、檢察官主導偵查程序 

法院組織法第 60 條規定，實施偵查與提起公訴是檢察官的職

權。檢察官是偵查程序的主導機關，刑事審判程序係根據檢察官的合

法起訴而開啟。檢察官經由通報管道（比方，告訴、告發、自首等）

知悉有刑法的可罰行為嫌疑，應該開啟偵查程序（偵查法定原則）

（刑訴法第 228條第 1項）。 

偵查中，為了調查事實，刑訴法規定檢察官的權力和義務，像

是，傳喚訊問被告（刑訴法第 71條、第 94條至第 100條之 1）、依職

權可命令的強制處分措施：拘提（刑訴法第 75 條、第 76 條＋第 77

條）、身體檢查與解剖屍體（刑訴法第 204 條、第 204 條之 1），以及

須對法院聲請命令的強制處分措施：搜索、扣押（刑訴法第 122 條、

第 133 條＋128 條、第 128 條之 1；第 133 條＋第 133 條之 1）、羈押

（刑訴法第 101條、第 101條之 1＋第 102條）、鑑定留置（刑訴法第

203條＋第 203條之 1）、通訊監察（通保法第 5條8
）。 

在偵查的最後，檢察官根據偵查的結果認為有足夠的嫌疑，應該

針對被告向法院提起公訴（起訴法定原則）（刑訴法第 251 條）。按照

刑訴法第 268 條，最終確定對個人是否因為實行刑法的可罰行為，國

家對他因此具有刑罰權的審判程序，因為有檢察官的合法起訴而開

啟。 

                                                      
8  通保法 =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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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別程序的輔助機關 

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為了調查事實，會允許非被告、且非國家刑

事訴追機關以外的第三方的個人加入，比方，操作身體檢查措施與解

剖屍體、進入住宅處所、對物品完整性的破壞（刑訴法第 204 條）。

在實體法，這個「允許」則是可以作為阻卻違法事由。 

主要是因為這個第三方的個人具有專業知識，有能力防止因為實

行事實調查措施所引起的、對於措施相對人的基本權的過度影響，像

是，在檢查身體時，避免造成對於相對人身體完整性或健康的嚴重不

利影響。在這裡，第三方的個人參加偵查或審判程序，未必為了滿足

檢察官或法官的「鑑定需求」，而是以「鑑定人」這個總稱概念來稱

呼這個程序參與者的第三方的個人
9
。 

參、經濟監理機關與司法警察、檢察官的關係 

實體刑法須透過檢察官和法官適用刑訴法來加以實現
10
。經濟刑

法同樣要走刑訴法的程序來落實。在這裡，刑事訴訟的目的是在追求

對個人處以刑罰這件事的公正決定，而程序最後的結果不以宣告刑罰

為限，也包含無罪判決
11
。刑事訴訟程序的目的並不是封閉的，在經

濟刑法的領域，也融入了其他的目的，這些程序也依附在已經開啟的

刑事訴訟程序，且與之具有「從屬性」（akzessorisch）12
。在經濟刑法

的刑事訴訟程序，除了由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展開，依法可能由經

                                                      
9  在德國，刑訴法在特定的措施會要求醫師參與實行以避免造成對措施相對人身體

完整性或健康的嚴重侵害，像是，德刑訴法第 81a 條第 1 項，驗血和其他為達調

查目的的身體侵入，在對於健康沒有不利之虞時，為達調查目的，由醫師按照醫

師的技術規則來實行。 
10  Böse, Wirtschaftsaufsicht und Strafverfolgung: Die verfahrensübergreifende Verwendung 

von Informationen und die Grund- und Verfahrensrechte des Einzelnen, 2005, S. 18.  
11  Böse (Fn.10), S. 15. 
12  Böse (Fn.10), 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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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監理機關獨立開啟偵查程序，或者在檢察官的指揮下參與偵查程

序。 

一、經濟監理機關獨立調查模式 

為了調查經濟刑法的可罰行為，根據組織法或者主管法規，監理

機關取得相當於檢察官的地位，可以獨立開啟偵查程序。如果一個行

為因為想像競合或者因為實質競合而同時涉及到經濟刑法與其他的刑

法，監理機關也可開啟偵查程序。 

從比較法的角度觀察，比方，在德國，僅有在租稅刑法

（ Steuerstrafrecht ） 的 領 域 有 討 論 。 根 據 德 國 稽 徵 規 則

（Abgabeordnung，簡稱 AO）第 386 條第 1 項，在有租稅刑法的嫌疑

時，由財政機關調查事實。因為就業務上的關聯性以及必要的法認

識，財政機關是優於檢察官的
13
。 

德稽徵規則第 386 條第 2 項：「在稽徵規則第 399 條第 1 項以及

第 400、401 條的範圍內，財政機關14
獨立實行偵查程序，當行為

（Tat） 

1. 僅為租稅刑法，或者， 

2. 同時違反其他的刑法典，且該違反涉及到教堂稅、或他連結到

稽徵基礎、租稅計算數額或稅額的公法稅捐。」 

為了調查租稅刑法的可罰行為，原屬於行政機關的財政機關，可

以轉換成偵查程序的主導機關，地位上就如同檢察官，並且可以指揮

警察。此時，財政機關可以實行德刑訴法
15
檢察官的權力和義務。在

理解上，因為財政機關的專業能力與對於個案的事實歷程的熟悉度，

                                                      
13  Sinn, Wirtschaftsmacht Organisierte Kriminalität – Illegale Märkte und illegaler Handel, 

2017, S. 85. 
14  德稽徵規則第 386 條第 1 項第 2 句的立法定義，是指海關總署（Hauptzollamt）、

財政局、聯邦中央租稅暨家庭基金署（Bundeszentralamt für Steuern und die 
Familienkasse）。 

15  德刑訴法 = 德國刑事訴訟法 



 
 
 
 
 
 
 
 
 
 

 

經濟監理與刑事訴追 361

由其取得案件偵查程序管轄權的優先性。 

德稽徵規則第 386 條第 2 項的「行為」，理解上，係按照訴訟法

的行為概念，不但是實行特定可罰行為構成要件的行為，也包含可實

現多個可罰行為構成要件的生活事實（德刑訴法第 264 條）16
。按照

訴訟法的行為概念，並不限於「一個行為」（Tateinheit）的可罰行為

構成要件彼此間的關係，可能是基於「一個主題」（themeneinheitlich）

而實行多個可罰行為，亦即，可能是實體法上實質競合的情形，所

以，在程序法上，行為的概念，通常指的是比較多個的行為
17
。不

過，如果一個行為事件同時包含有租稅刑法的可罰行為和非租稅刑法

的可罰行為，對於財政機關的獨立調查權並不會有所影響
18
。 

財政機關有租稅刑法可罰行為的獨立調查權，檢察官對偵查程序

的管轄權就不具有優先性，但他對這一塊的調查權並不會遭到排斥，

按照德稽徵規則第 386 條第 4 項19
，財政機關得隨時將租稅刑法案件

移送檢察官。 

二、經濟監理機關非獨立調查模式 

在有經濟刑法可罰行為的嫌疑時，經濟監理機關是以「檢察官的

輔助機關」的地位，如同是司法警察，來參與偵查程序，特別是，行

為因為刑法的想像競合而同時實現經濟刑法與其他的刑罰規定
20
。 

從比較法的角度觀察，比方，在德國，在租稅刑法的領域，德稽

徵規則
21
第 402 條第 1 項：「若檢察官實行偵查程序，其他的財政機關

具有如同刑事訴訟法警察機關，同樣的權利和義務，以及本法第 399
                                                      
16  Sinn (Fn.13), S. 70. 
17  Sinn (Fn.13), S. 85. 
18  Sinn (Fn.13), S. 85. 
19  德稽徵規則第 386 條第 4 項：「財政機關得隨時將刑案移送檢察署。檢察署得隨時

接手刑事案件。在前述兩種情況，在財政機關同意下，檢察署得將刑事案件交還

財政機關。」 
20  Sinn (Fn.13), S. 85. 
21  德稽徵規則 = 德國稽徵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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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2 項第 2 句的權限。」雖然租稅刑法的構成要件含有的特定的構

成要件要素，不只是租稅刑法有，其他的刑法也有，財政機關也可調

查實現此要件的事實（德稽徵規則第 402 條以下）22
。在檢察官的指

揮下，財政機關不是唯一的調查機關，他也就只有司法警察機關的權

力以及義務，還有德稽徵規則第 399條第 2項第 2句的權限23
。 

德國實務上，檢察官還是會指揮財政機關去調查租稅刑法的可罰

行為（德刑訴法第 161條第 I項24
）

25
。除此之外，德刑訴法還有一個

潛規則，就非租稅刑法的事實，財政機關並不會獨自去調查，而是在

檢察官的參與下來作「分工」
26
。在同時涉及非租稅刑法的情況，管

轄權會被偏向一邊去作聚焦，亦即，非租稅刑法的可罰行為會被歸給

檢察官和司法警察去命令調查，財政機關想因為租稅刑法的關聯或是

以財政機關的專業權限加入會遭到阻擋。實際上，變成是檢察官或司

法警察會「委託」財政機關。不管是跟租稅刑法有沒有關係，案件的

指揮還是被檢察官牢牢地抓在手裡
27
。另外，被告在羈押中或鑑定留

置中，財政機關也不能獨立調查被告（德稽徵規則第 386 條第 3

項）
28
。原因可能是，在這個情形，對於羈押、鑑定留置的問題，檢

察官是比較被信賴的，且比較能駕馭程序的進行。 

                                                      
22  Sinn (Fn.13), S. 86. 
23  德稽徵規則第 399 條第 2 項第 2 句：「……財政機關可命令扣押、緊急處置

（Notveräußerungen）、搜索、檢查以及其他適用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檢察官調查人員

的措施。」 
24  德刑訴法第 161 條第 1 項：「1為了第 160 條第 1 項第 1 至 3 款所列之目的，檢察

官有權向所有機關要求提供資料，並自行或透過警察機關或公務員實行任何的調

查，若對他們的權限沒有其他特別的規定。2 司法警察與公務員有義務，滿足檢察

官的指揮或委託，並且在本案有權向所有的機關請求提供資料。」 
25  Sinn (Fn.13), S. 86. 
26  Sinn (Fn.13), S. 86. 
27  Sinn (Fn.13), S. 86. 
28  德稽徵規則第 386 條第 3 項：「因為行為而對被告命令羈押或鑑定留置，第 2 項不

適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