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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宗教團體」分攤給付「國外

宗教團體」合作辦理宗教活動經費

款項，應否課稅？ 
──評析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156號判決 

陳清秀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 

 

本案事實 
 

壹、事實概要 

一、財團法人美南浸信會台北市事

務所（下稱「台北浸信會」）與美國教

會團體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下

稱「國際傳道部」）簽訂勞務合作合約

（下稱「系爭合約」），約定委由國際

傳道部執行至全球各地宣揚基督福音之

勞務，基於該合約於 102年度支付國際

傳 道 部 新 臺 幣 （ 下 同 ） 45,467,698 元

（下稱「系爭款項」），此一款項，是

否屬於提供勞務之報酬或是捐贈，產生

爭議。上訴人臺北國稅局認為國際傳道

部於 102年度取得之款項為捐贈性質，

核屬所得稅法第 8條第 11款規定在中華

民國境內取得之其他收益。被上訴人麥

君係台北浸信會捐贈系爭款項予國際傳

道部當時之代表人，為扣繳義務人，未

依規定扣繳稅款9,093,539元，乃通報所

屬中正分局限期責令被上訴人補繳應扣

未扣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於被上訴人

依規定期限補繳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

後，按扣繳稅款9,093,539元處0.2倍之罰

鍰1,818,706元。  

二、被上訴人麥君不服，申請復

查，經上訴人以復查決定，追減扣繳稅

款1,818,710元及罰鍰363,741元，被上訴

人仍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

起行政訴訟。  

貳、被上訴人麥君（扣繳義務人） 
起訴主張 

一、台北浸信會為財團法人，具有

獨立法人格，系爭款項，屬國際傳道部

提供勞務之報酬，由系爭合約第6、7條

約定，倘國際傳道部無法提供台北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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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相關服務時，契約即無效或終止，顯

見台北浸信會給付之報酬與國際傳道部

提供之勞務間，確實存有對價關係。系

爭款項既屬國際傳道部於臺灣以外之全

球各地提供勞務所得報酬，依所得稅法

第8條第3款及所得稅法第8條規定中華

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4條第1項及第

4項規定，非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被

上訴人自無於台北浸信會支付系爭款項

予國際傳道部時辦理扣繳之義務。  

二、退步言之，縱認國際傳道部係

因贈與而取得系爭款項，故屬所得稅法

第 8條第 11款所稱「其他收益」，然國

際傳道部係於臺灣以外之全球各地宣揚

基督福音而取得系爭款項，依經濟活動

所在地加以判斷，亦非得認系爭款項屬

我國來源所得；況依所得稅法第4條第1

項第17款規定，非取自營利事業之贈與

免納所得稅，台北浸信會係以辦理公益

事務為目的之公益法人，非屬所得稅法

第 11條第 2項所定「營利事業」，則系

爭款項縱係台北浸信會對國際傳道部所

為捐贈，亦屬免稅所得，被上訴人依法

無扣繳之義務。  

參、上訴人國稅局則主張 

一、台北浸信會與國際傳道部簽訂

之系爭合約，內容係台北浸信會為幫助

國際傳道部發展全球福音計畫，願以臺

灣宣教之傳教士占國際傳道部總傳教士

人數比例（ 1.03%），以分攤國際傳道

部執行前開計畫所需經費 36,374,159元

（即計畫預算金額美金118,929,829元×

1.03%＝美金 1,224,977元，換算為新臺

幣 36,374,159元）。是依台北浸信會之

設立目的，其挹注國際傳道部費用，協

助國際傳道部執行全球福音計畫以完成

共同宗教願景，難謂係國際傳道部為台

北浸信會提供勞務之對價給付，其性質

核屬捐贈。系爭款項為國際傳道部辦理

社會慈善救助事業及派遣傳教士宣揚基

督福音以執行全球福音計畫之費用開銷

所需，國際傳道部所處理者，係與自身

相關之事務，無所謂「勞務之給付」，

亦非僅為台北浸信會處理事務，與民法

所定之委任尚屬有間；又國際傳道部對

系爭款項得自由處分，該款項縱有用途

上之限制，惟台北浸信會對之並無支配

運用權，亦無對價回饋，故被上訴人主

張系爭款項係國際傳道部為台北浸信會

提供勞務之報酬，並非可採。  

二、且國際傳道部係受贈取得中華

民國境內財產，依所得稅法第 8條第 11

款規定，即為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依

所得稅法規定課徵所得稅。另所得稅法

第 11條第 2項規定之營利事業，並不限

於組織型態，依有所得即應課稅之法律

原則，系爭款項自應課徵所得稅。  

肆、法院裁判認定之事實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年度訴字第

383號判決就本案事實認定：「依系爭

合約第 1至 3條約定，台北浸信會係於

101年1月1日起至103年12月31日止，委

託國際傳道部執行該合約附件所示之勞

務合作計畫，另由該合約附件則記載可

知，台北浸信會係為協助國際傳道部在

世界各地宣揚基督福音及推展社會慈善

事業而成立，其依系爭合約約定，給付

國際傳道部之款項，乃與世界各地其他

為國際傳道部宣教之組織，共同分攤國

際傳道部在全球宣揚基督福音及辦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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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承認繼承時報明債權期間屆滿前

之利息 
──評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 

第7號 

林秀雄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榮譽講座教授 

 

本件事實 

債務人乙積欠甲銀行信用卡帳款新

臺幣（下同） 10萬元，及自民國（下

同）95年1月3日起算之遲延利息，嗣乙

於104年1月 3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均

拋棄繼承，法院於105年4月3日裁定選

任丙為遺產管理人，並於105年8月 3日

公示催告債權人於1年2月內向丙報明債

權。其後甲於106年1月 3日訴請丙於管

理乙之遺產範圍內清償上開欠款本息，

丙則抗辯依民法第1181條規定，自乙死

亡後至106年10月3日公示催告期滿前未

為給付，不可歸責於丙，是依民法第

230條之規定，丙不負遲延責任，毋庸

給付此期間遲延利息等語，則甲得否向

丙請求自乙死亡後至公示催告期滿前之

遲延利息？  

本件爭點 
 

壹、遺產管理人是否負遲延責任？ 

遺產管理人丙於報明債權之公示催

告期間屆滿前未為給付時，是否負遲延

責任？  

貳、債權人請求本金之返還外，是否

得請求加計利息？ 

債權人甲請求遺產管理人丙給付自

債務人乙死亡後至報明債權公示催告期

間屆滿前之利息，是否有理由？  

法院見解 
 

壹、 肯定說、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
上易字第63號判決 

民法第1181條原規定：「繼承人之

債權人或受遺贈人，非於第 1179條第 1

項第3款所定期間屆滿後，『不得請求

清償債權』或交付遺贈物。」嗣於74年

6月 3日修正為：「遺產管理人非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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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9條第1項第3款所定期間屆滿後，不

得對被繼承人之任何債權人或受遺贈

人，償還債務或交付遺贈物。」並刪除

原有「債權人不得請求清償債權」之規

定；參酌其立法理由記載：「本條立法

意旨，應在限制遺產管理人，而不在限

制債權人或受遺贈人行使請求權。……

爰予修正之，使與本法第 1158條之規

定，前後一致。」基此以觀，民法第

1181條並非限制債權人行使權利，更非

謂繼承人無須負遲延責任或毋須給付遲

延利息。至於最高法院 77年8月16日77

年度第14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所涉爭議

係於民法第1179條第1項第3款公示催告

期間內，得否依照國民住宅條例第21條

第1項第2款准予強制執行收回房地，與

本件單純行使債權請求權以取得確定判

決情形有間，自無從比附援引。故甲仍

可請求丙給付自乙死亡後報明債權之公

示催告期間之遲延利息。  

貳、 否定說、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

上易字第1363號判決 

按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

未為給付者，債務人不負遲延責任，民

法第 230條定有明文；而遺產管理人清

償被繼承人之債務受有前揭限制規定，

亦係為使債權人公平受償，必須依民法

第1179條規定為遺產之清算程序，以公

示催告使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

於一定期間內報明債權及為願受遺贈與

否之聲明，如許於期間屆滿前為清償，

則此項目的勢將無法達成；依此規定，

遺產管理人於公示催告期間內既不得對

任何債權人清償債務，即不負給付義務

（最高法院77年度第14次民事庭會議決

議（一）參照），自難令其於公示催告

期間負遲延責任。故本件乙於105年1月

3日死亡後，其繼承人均拋棄繼承，依

民法第1175條規定，溯及於繼承開始時

發生效力，有事實上無人可為給付情形

存在。嗣丙於105年4月 3日經法院裁定

選任為遺產管理人，迄至106年10月3日

公示催告屆滿日止，依民法第1181條規

定，於公示催告期限內不得償還債務，

故丙不能對甲償還債務，有法律上不得

給付之事由，核均不可歸責於丙，參酌

前開最高法院民事庭會議決議（一）意

旨，難令遺產管理人丙於公示催告期間

負遲延責任。是丙抗辯依民法第 230條

規定，拒絕給付公示催告期間屆滿前之

利息，應為可採。  

評  析 
 

壹、前言 

依本法律問題之事實，法院於 105

年4月選任丙為遺產管理人，並於105年

8月公示催告債權人於 1年2月內向丙報

明債權。債權人甲於106年1月訴請丙於

管理遺產範圍內清償被繼承人乙之欠款

本息。丙則抗辯依民法第1181條規定，

自乙死亡後至 106年 10月公示催告期間

屆滿前未為給付，不可歸責於丙，依民

法第 230條規定，其不負遲延責任，毋

庸給付此期間之遲延利息。本案爭點有

二，一為遺產管理人丙是否應負遲延責

任？二為債權人甲得否向遺產管理人丙

請求自被繼承人乙死亡後至公示催告期

滿前之利息？本文擬就此二問題加以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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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不法與法律上不能之異同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03號民事裁定評釋 

林誠二 臺北大學法律學院名譽教授 

 

本案事實 
 

壹、本件被上訴人主張 

原審上訴人A前因積欠本件被上訴

人B若干債務，A於民國（下同）104年

4月 8日將其所有之花蓮縣某地號土地

（下合稱「系爭土地」）及其上某建號

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系爭土地及

系爭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以

「買賣」為原因向花蓮地政事務所辦理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本件上訴人C，然系

爭房地之實際買受人為原審視同上訴人

D，因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D並

非原住民，故系爭買賣契約雖由A、D

所訂立，但系爭買賣契約第5條第3項約

定「本件產權登記買方得以指定第三人

為登記名義人」，且參C所書立之同意

書明載「茲因係原住民保留地，本人同

意借予D為上述不動產之登記名義人，

無條件配合移轉予其指定登記之人」等

語，足見上開借名登記係為規避原住民

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條第1項之規

定，雖形式上登記於C名下，但實際上

仍係D擁有權利，可見D只是借用C名義

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間接取得原住民

保留地所有權，以逃避上開法律之限

制，應屬脫法行為，自無加以保護之必

要，仍應認系爭買賣契約為無效。  

從而，系爭房地之買賣係存在於A

與D之間，而C只是受D委託借名登記為

所有權人，足證A及C就系爭房地於104

年4月8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不動產所有

權移轉登記，係屬虛偽不實。是依民法

第87條第1項規定，A、C就系爭房地於

104年2月17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債權

行為及同年4月8日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

之物權行為均應無效，故B先位訴請塗

銷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回復登記

為A所有。惟如法院認為A與C間就該所

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仍有讓與合意存在

而有效時，則因其等就系爭房地於 104

年2月17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債權行

為無效，C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即屬欠

缺法律上之原因，依民法第 179 條規

定，A自得請求C返還，故B備位依民法

第242條、第243條但書，代位A請求確

認系爭房地之買賣關係不存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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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2月17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之債權

行為無效，並請求C應將系爭房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A。  

貳、本件上訴人抗辯 

系爭土地由D出面向A購買，但A依

約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與具有原住民身

分之C，可見當事人於締約及申辦移轉

登記當時，對於系爭土地買賣移轉與C

已有合意，其土地買賣契約及土地登記

移轉接續辦理完成，此有系爭土地買賣

契約書（尤其該契約書第3頁3.載明「本

件產權登記買方得指定第三人為登記名

義人，並應與買方同負連帶履行本契約

義務」等）益覺明顯，依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2189號判決、臺灣高等法

院104年度原上易字第4號判決、臺灣花

蓮地方法院102年度訴字第253號判決意

旨，原住民保留地之買賣，承買人雖非

原住民，惟如約定由承買人指定登記與

任何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第三人，或具體

約定登記與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特定第三

人，即非民法第246條第1項以不能之給

付為契約之標的，其契約自屬有效。  
 

參、歷審判決 

一、本件第一審法院1： 

按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

後，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其移轉

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原住民保留地

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 1項有明定。又

行政院頒布之山胞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現已修正為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

法），係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

及農業發展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授

權制定之中央法規，該辦法第18條第1

項規定，旨在保障依法受配原住民之生

活，避免他人脫法取巧，使原住民流離

失所，係屬效力規定，如有違反，依民

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又買賣契約

所約定之給付，既為移轉原住民保留地

之所有權於不具原住民身分之人，屬於

違反強制規定之行為，即屬法律上之給

付不能，亦即客觀的給付不能（自始不

能），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規定以不能

給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為無效。  

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A於104

年2月17日訂定買賣契約將系爭房地出

售予未具原住民身分之D，D並不能承

受系爭土地移轉登記，系爭買賣契約係

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而細觀該買

賣契約之約定內容，僅在契約第 5條約

定「產權登記買方得以指定第三人為登

記名義人」，並未就「系爭土地變更為

非原住民保留地後再為移轉」、「由承

買人指定登記予有原住民身分之第三

人」，或「登記與有原住民身分之特定

第三人」等事項有所約定，不符民法第

246條第1項但書之情形，系爭買賣契約

係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應為無

效。  

A、D間就系爭房地於 104年 2月 17

日所為之買賣關係無效而不存在；因D

指示借名登記予C，A與C間並無債權行

為，僅有物權契約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且該物權行為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

示，故A與C間無B主張債權行為、物權

1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228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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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設民法第184條法人自己 
侵權行為責任的美麗與哀愁



 
──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499號民事判決 

邱玟惠 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 

 

本案事實 

A公司是捷運某站高架工程（下稱

「系爭高架工程」）施工廠商，因其所

屬人員在施作系爭工程施工通行人行道

（下稱「系爭通道」）時未按設計施工

圖施作，將本應橫向擺放GRC版縱向擺

放，致支撐力不足，B則是經營公司並

承攬包含某站在內的噪音改善工程，某

日B擬進入施工場所行經系爭通道時，

因GRC版碎裂致B從高處掉落地面，受

有頸椎斷裂、腰椎碎裂、頭部裂傷、血

胸、胸椎脊椎損害合併下半身癱瘓等重

大傷害，B因此依民法第 184條第 1、 2

項、第188條規定，請求A公司賠償 1因

此事故所生損害2,200萬元等語。  

二審判決認為：A公司之施工人員

於施作系爭高架工程時，確實有未按圖

擺放GRC版之行為，且因為GRC版擺放

方式與原設計圖不符，影響系爭通道的

承載力，因此導致B自系爭通道跌落受

傷，雖然B撤回對A公司所屬監造及驗

收人員之起訴，且未對實際施作人員起

訴，但A公司所屬人員有過失未按圖施

作GRC版之行為，在客觀上可認為係A

公司基於其團體意思決定所為之自己行

為，即將其組織成員行為認係A公司自

己行為，故A公司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規定對B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2等

語。  

DOI：10.53106/207798362022040118004 
關鍵詞：法人侵權責任、民法第28條、民法第188條、民法第184條 
 本論文2022年3月9日於東吳大學民事法研究中心學術座談會發表，感謝孫森焱教授及與談人

何佳芳副教授之寶貴意見指導。 
1 本件訴訟原告即B原起訴請求應負賠償責任者，除施作系爭高架工程之A公司外，尚列其餘如

捷運公司及其所屬員工、工程顧問公司、工程局及其所屬員工等人為被告，並依侵權行為之

法律關係請求其等負賠償責任，然均經二審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重上國字第7號民事

判決）無須就B所受損害負責，就此部分事實因與本文擬評釋重點無涉，故省略不論，另就請

求金額部分，亦以整數表之。 
2 二審判決附帶論及：因A公司不能具體提出施作人員名單，B不知具體施工之加害人，其對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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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點 

本件爭點甚多，但筆者擬評析以下

爭點：  

壹、法人是否得為民法第 184條規

定之責任主體？  

貳、本件之事實是否法人應負民法

第184條規定之責任？  

判決理由 

高法院認為：法人自己侵權行為

之成立，須有侵害行為，包括作為與不

作為，直接侵害與間接侵害，其責任建

立在往來交易安全義務及組織義務。即

法人應有防範其所開啟或持續之危險致

侵害他人權利之義務，及應確保其配置

之人員須具備所從事工作及危險防範之

專業能力，如有不符專業之作為或不作

為，即屬組織欠缺而有過失，對侵害他

人權利之結果，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責任。故亦認A公司所配置人員如未按

圖施工而開啟往來交易之危險，即有修

復及防免危險發生之義務，如怠於為

之，致該工作使用者之權利受有侵害，

即應負法人侵權責任。並進一步認為：

法人依民法第 184條規定所負之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為自己之獨立責任，

與同法第 188條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

不同，倘被害人無法特定、指明並證明

該法人組織內之加害人及其行為內容，

尤其在法人曾否認其受僱人有不法侵權

行為，致被害人無法明知法人與該特定

受僱人間成立民法第 185條共同侵權行

為責任時，基於誠信原則，自不容法人

以被害人未對受僱人請求賠償為由，依

民法第276條第2項規定，就連帶債務人

應分擔部分為時效免責之抗辯等語，並

據上開見解駁回A公司之上訴3。  

依本件二審法院與 高法院見解，

均肯認法人可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甚至更進一

步認為A公司所配置人員過失未按圖施

工之行為，即是法人自己之行為，故法

人應為此負自己之獨立侵權責任。 高

法院判決意旨似認為，法人因此依民法

第 184條規定所負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責任，不會與受僱人構成民法第 188條

規定之連帶責任，而應與該特定受僱人

成立民法第 185 條之共同侵權行為責

任，並認為基於誠信原則，此時無民法

第276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評  析 
 

壹、問題意識 

就 立 法 論 言 ， 觀 民 法 第 28 、 188

條、甚至第 191條之1與之3之規定，法

人具有侵權行為之責任能力應無疑義；

然而法人得否為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之

主體，向來學說與實務多採否定見解4，

 

 工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期間無從開始起算；且公司負責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責情

形，須公司負責人執行職務違反法令及致他人因此受有損害為要件，但現場施作及監督非A
公司負責人執行業務範圍，且無法認定其有違反法令致B受損害情形，故A公司負責人毋須與

A公司連帶負責。 
3 本件最高法院僅就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賠償額計算部分發回二審法院，其餘上訴均駁回。 
4 參見孫森焱，論法人之責任能力，台灣法學雜誌，413期，2021年4月，45-46頁，即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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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法與證券交易法於收受 
射倖性投資之競合問題 
──評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金上訴字第6號刑事判決 

廖崇宏 東海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廖大穎 東海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本案事實 

本案被告等使用行動電話通訊軟體

LINE成立標題為「威尼斯400新人群1」

的群組，邀請不特定人加入該群組，並

向該群組成員宣稱其係成立「網路互助

會」，投資方式採「二進一出」之規

則，若有成員A投資新臺幣400元後，待

後續另有2名新成員B、C加入並各投資

400元匯入指定帳戶後，則該成員A即可

取得本金加報酬共 650元，換算報酬為

62.5% ，並限定每人每天最多可投資

4,000元。其後，有數人加入該LINE群

組，並分別投資若干款項匯入被告等指

定的郵局帳戶。案經新北地方法院檢察

署調查後，認定被告等明知非銀行不得

經營收受存款或吸收資金等業務，亦不

得以收受投資之名義，向不特定人吸收

資金，而基於共同的犯意聯絡經營上述

投資業務，而以其行為違反銀行法第29

條第1項及第29條之1非銀行不得經營收

受存款業務之規定，依同法第125條第1

項前段提起公訴。  

法律爭點 

銀行法第 29條之 1規定，非銀行以

收受投資等名義，收受款項、吸收資

金，是否不得逸出第5條之1有關收受存

款行為之定義，而以行為人依約定於收

受、吸收資金後，即負有當然且無條件

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為必要？  

判決理由 
 

壹、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判決理由 

臺灣新北地院判決認為，銀行法第

29條之1規定之「以收受存款論」，係

指收受款項、吸收資金者，於此行為存

續期間內，有給付相當紅利、利息、股

息或其他報酬之約定者，亦即其約定或

給付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

乃收受者使用所收受資金之存續期間依

DOI：10.53106/207798362022040118005 

關鍵詞：收受存款、違法吸金、投資契約、有價證券募集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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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一定比例當然發生，具有類似利息

之法定孳息性質者。而本案被告等之投

資方式採「二進一出」之規則，投資人

能否取回本金加報酬之條件，係取決於

是否於其投資後有另外 2名新投資人加

入，具有不確定性。若無投資人加入，

不僅無法取得報酬，甚至連本金亦無法

取回。投資人於投資時確實清楚此投資

方式可能有無法領回本金之風險，顯見

本投資案與銀行法第29條之1所謂「收

受存款」，無論其存款為零存整付、整

存整付之型態，或以每月獲取固定利息

之方式，向不特定人吸收資金，約定出

資人除能領取約定利息外，尚能收回本

金等情有別，而為被告等無罪的判決。  

貳、公訴檢察官上訴意旨 

公訴檢察官不服上訴臺灣高等法

院，其上訴意旨略以，銀行法第29條之

1所指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之方式，包

括「收受投資」，參諸投資行為本具有

風險，可能無法獲得報酬，甚至連本金

都無法取回。本案被告等所採投資方

式，正因具有原審判決所指之取得報酬

之不確定性，及無法收回本金之風險之

故，應屬該條規定之「收受投資」。而

將上開投資方式擬制為收受存款亦符合

該條立法理由「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

益，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之目

的。再者，依該規定內容，僅依行為人

有給付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之

「約定」，即應「以收受存款論」。  

參、臺灣高等法院判決理由 

臺灣高等法院判決駁回檢察官上

訴，理由略為：一、銀行法第 2 9條規

定，以「收受投資」等名義，向多數人

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約定

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

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而

所謂的「收受存款」，依同法第5條之1

規定，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

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

或高於本金之行為。亦即，銀行經營之

收受存款業務，應係於收受、吸收不特

定多數人之款項或資金後，即負有於約

定之時間無條件返還或給付之義務。而同

法第29條之1既規定「以收受存款論」，

自不得逸出第5條之1所謂收受存款之定

義，亦即，行為人收受、吸收資金後，

於存續期間內，負有當然且無條件給付

依約定之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

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始符合本條規

定之要件。若行為人之給付依約定須待

一定條件之成就，而非必然須給付上開

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即與

該條之構成要件並不相當。二、被告所

採之投資方式並非於投資人投資後，依

約當然即給予報酬或返還本金，投資人

取得報酬，須以另二名投資者加入為其

條件，條件尚未成就前，無法取得報酬

或本金。投資人均知悉參與本件投資案

有 無 法 獲 取 報 酬 或 取 回 本 金 之 「 風

險」，甚至以購買「樂透」視之，足見

投資人認本件投資具有射倖之性質。因

此，被告行為與銀行法第29條之1要件有

別，難以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相繩。  

評  析 

揆諸上述判決理由，法院主要見解

應係認為，銀行法第29條之1雖未如第5

條之1明文規定行為人須有返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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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競合中輕罪保安處分之適用 
──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2306號裁定 

蔡聖偉 臺北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背景事實 

猖獗的電信詐欺集團已成為另類的

臺灣奇蹟，這也是 2014年增訂刑法第

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的立法動機。最高

法院刑事大法庭的首件成品， 108年度

台上大字第2306號裁定，便和電信詐欺

集團的刑事制裁有關，也就是本文所要

評釋的對象。  

依照目前司法實務上的穩定見解，

電信詐欺集團的成員同時會構成刑法第

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的加重詐欺罪以及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條的參與犯罪組

織罪，二罪名處於行為單數的想像競合

關係1。就主刑來說，前者（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0萬元以下罰

金）重於後者（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 ， 得 併 科 新 臺 幣 1,000 萬 元 以 下 罰

金），但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

另定有加重詐欺罪所無之保安處分（強

制工作），依照刑法第55條適用想像競

合的規則從一重處斷後，法院是否仍得

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之規定

宣告刑前強制工作，司法實務上出現了

不同看法。採取肯定立場者認為，被告

於輕罪外又多違犯了重罪，不法內涵較

單獨違犯輕罪更重，更加應當諭知保安

處分，否則將會輕重失衡2。另則有判決

相反地主張，在「從一重處斷」之後，

便無適用輕罪諭知保安處分之餘地，否

則將有違「法律應整體適用，不得割

裂」的原則。此外，現行刑法第55條但

書僅規定了輕罪「科刑」的封鎖作用，

若擴及輕罪之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

分，會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嫌3。為求

消弭此一分歧，最高檢察署檢察官便提

案聲請刑事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  

於此要先說明的是，強制工作雖然

已於 2021年 12月間經司法院釋字第 812

號解釋宣告違憲，但其他的保安處分

DOI：10.53106/207798362022040118006 
關鍵詞：想像競合、保安處分、輕罪之封鎖效果 
1 相關實務見解的整理及分析，可參閱蔡聖偉，參與犯罪組織罪與加重詐欺罪的競合──評最

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292期。2019年9月，185頁以下。 
2 如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7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37號等刑事判決。 
3 如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號、108年度台上字第416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199號、108年

度台上字第1773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908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913號等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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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強制治療或監護處分等）仍可能會

發生相同的問題，故本裁定依然具有高

度的討論價值，促使大家進一步思考

「從一重處斷」這個規則的屬性以及具

體操作方式。  

爭  點 

被告透過一行為違犯輕、重兩罪，其

中輕罪設有保安處分之規定，重罪則否，

於適用刑法第55條本文從一重處斷後，法

院是否仍得宣告輕罪所規定之保安處分？ 

裁定內容 

對此問題，刑事大法庭做出以下的

裁定主文：  

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以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

詐欺取財罪，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

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

時，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

要，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由法院

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

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  

至於裁定理由部分，則有以下數項

重點：  

 壹、刑法第 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

定，既列在刑法總則編第7章「數罪併

罰」內，且法文稱「一行為而觸犯數罪

名」，則依體系及文義解釋，可知行為

人所犯數罪係成立實質競合，自應對行

為人所犯各罪均予評價，始屬適當。此

與法規競合僅選擇其中最適宜之罪名，

為實質上一罪，明顯有別。換言之，想

像競合犯本質上為數罪，各罪所規定之

刑罰、沒收及保安處分等相關法律效

果，自應一併適用，否則將導致成立數

罪之想像競合與成立一罪之法規競合，

二者法律效果無分軒輊之失衡情形，尚

非立法者於制定刑法第55條時，所作之

價值判斷及所欲實現之目的。  

 貳、刑罰評價對象乃行為本身；想

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避免

對同一行為過度及重複評價，刑法第55

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又刑法第

33條及第35條僅就刑罰之主刑，定有輕

重 比 較 標 準 ， 因 此 上 揭 「 從 一 重 處

斷」，僅限於「主刑」，法院應於較重

罪名之法定刑度內量處適當刑罰。至於

輕罪罪名所規定之沒收及保安處分，因

非屬「主刑」，故與刑法第55條從一重

處斷之規定無關，自得一併宣告。  

參、罪刑法定原則，指法律就個別

犯罪之成立要件及法律效果均應明確規

定，俾使人民能事先預知其犯罪行為之

處遇。參與犯罪組織罪和加重詐欺取財

罪之構成要件與刑罰，均分別在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及刑法中定有明文。行為人

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條

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刑法

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

罪，於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

為科刑時，因所犯輕罪（參與犯罪組織

罪）之刑罰以外之法律效果，即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第 3條第 3項強制工作之規

定，並未被重罪所吸收，仍應一併適

用。因此，上開對刑法第 55條前段規

定，在文義射程範圍內，依體系及目的

性解釋方法所為之闡釋，屬法律解釋範

疇，並非對同條但書所為擴張解釋或類

推適用，亦與不利類推禁止之罪刑法定

原則或罪刑明確性原則無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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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手機位置資訊之科技偵查 
──評論桃園地院M化車判決 

王士帆 臺北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摘 要 

M 化車的重要功能，如同桃園地院 106

易 164 刑事判決案情，是截收手機

IMEI 和 IMSI 及偵測手機位置。當手

機與用戶形影不離，探知目標手機的停

留位置，就能取得個人位置資訊，如果

長期追蹤，更能製作個人行動足跡，干

預個人資訊自主決定權。然而，經盤點

現行法，未找到 M 化車偵測手機位置

的干預基礎。因此，使用 M 化車取得

之資訊，由於違反法律保留即逾越法律

授權，成立《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

4 所稱「違背法定程序」，經權衡後應

證據使用禁止。 

 

壹、前言──M化車偵測手機位置 

現代人仰賴手機。手機APP五花八

門，網路通訊、拍照或限動上傳等，成

為使用手機的日常行為。手機科技之進

步，罪犯亦廣受恩澤，犯罪行為人手機

內儲存或串連龐大的隱私秘密，使手機

彷彿是一本數位的犯罪日誌。偵查機關

對被告手機內的個人資料有高度挖掘興

趣，不待多言。對手機的刑事訴訟干預

手段，除了傳統的無線電話監聽外，對

手機本體，從常見的搜索扣押保全、生

物辨識開鎖1，到近年來熱烈討論的秘密

植入木馬病毒，以實施德國法所稱的

「來源端通訊監察」 (Quellen-Telekom-

munikat ionsüberwachung)2或「線上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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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53106/207798362022040118007 
關鍵詞：M化車、科技偵查、證據禁止、手機位置 
 本文初稿提出於2021年12月25日台灣法學會2021年度法學會議，感謝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

究所溫祖德老師、中原大學法律系洪兆承老師與談。本文屬行政院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MOST 109-2410-H-305-043-MY3)成果之一。 
1 Vgl. Rottmeier/Eckel, Die Entschlüsselung biometrisch gesicherter Daten im Strafverfahren, NStZ

2020, 193 ff. 
2 參見王士帆，當科技偵查駭入語音助理──刑事訴訟準備好了嗎？，臺北大學法學論叢，112

期，2019年12月，223頁以下；林鈺雄，科技偵查概論（下）──干預屬性及授權基礎，月旦

法學教室，221期，2021年3月，47頁以下；鄭惟容，當國家成為駭客──論德國新時代的網

路偵查與線上搜索，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年，81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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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 (Online-Durchsuchung) 3 ， 森 羅 萬

象。這些干預手段的共同特色，都是在

蒐集使用人透過手機所儲存或傳輸的資

料內容。除了監察手機通話或蒐集其內

的訊息，偵查機關也會想方設法探知手

機位置。但手機使用者鮮少意識到的

是，洩漏手機位置資訊的，正是手機自

動發出的訊號。  

手機是行動電話，讓人行動自如間

享受電信服務。行動電話正如其名，不

像固網有線電話附著在固定地址，而手

機用戶與手機形影不離，使手機搖身一

變，成為偵查機關眼中的貼身追蹤器。

技術上何以如此？電信業者為了提供用

戶隨時使用電信服務，無論通訊服務中

或處於待機狀態，任何手機均在每數秒

鐘內，反覆向其所在行動電信蜂巢區的

所屬電信業者基地臺註冊4。所謂向基地

臺 註 冊 ， 指 手 機 設 備 本 身 的 IMEI

（ 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

tity：國際行動設備識別碼）和手機搭

載SIM卡內的IMSI（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ty：國際行動用戶識別

碼），會雙雙傳輸到基地臺，再從基地

臺傳輸到所屬電信業者留下紀錄。經由

IMSI和 IMEI，電信業者可辨識手機使用

者身分，並於何時、在哪個地址的基地

臺和哪些電信號碼通訊，或使用多少行

動上網流量，以對所提供的電信服務計

價收費5。由於電信業者長期記錄用戶手

機的註冊基地臺地址歷史資料，當偵查

機關調取其基地臺歷史紀錄，從而可製

作手機使用人的個人行動足跡6。對此，

依現行法，偵查機關得向電信業者調取

通信紀錄（參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3

條之 1第 1項、第 11條之1），以探知目

標 手 機 所 註 冊 過 的 基 地 臺 「 位 置 資

訊」 7。  

然而，調取手機的基地臺位置資訊

之歷史紀錄，只是探知基地臺的所在地

址。以基地臺為中心的輻射區域所形成

的「蜂巢區」，其覆蓋範圍視地理環境

和住宅稠密度而有差異，可從數百公尺

到數公里遠不等8。既然如此，調取目標

手機的基地臺位置歷史紀錄，充其量只

能探知目標手機所註冊過的基地臺地

3 參見如王士帆，同前註，196頁以下。 
4 Harnisch/Pohlmann, Strafprozessuale Maßnahmen bei Mobilfunkendgeräten – Die Befugnis zum

Einsatz des sog. IMSI-Catchers, HRRS 2009, 203 Fn. 17; Welp, Strafprozessuale Zugriffe auf
Verbindungsdaten des Fernmeldeverkehrs, NStZ 1994, 210 Fn. 14. 

5 Harnisch/Pohlmann, a. a. O., 203; Ruhmannseder, Strafprozessuale Zulässigkeit von
Standortermittlungen im Mobilfunkverkehr, JA 2007, 48. 

6 Demko, Die Erstellung von Bewegungsbildern mittels Mobiltelefon als neuartige strafprozessuale

Observationsmaßnahme, NStZ 2004, 57. 
7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3條之1第1項：「本法所稱通信紀錄者，謂電信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

後，電信系統所產生之發送方、接收方之電信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

態、信箱或位置資訊等紀錄」。文獻討論，可參見溫祖德，調取歷史性行動電話基地台位置

資訊之令狀原則──自美國Carpenter案之觀察，月旦法學雜誌，297期，2020年2月，130頁以

下。 
8 Harnisch/Pohlmann, a. a. O. (Fn. 4), 203; Ruhmannseder, a .a. O. (Fn. 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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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法】 

論適用國民法官法起訴書之 
預斷記載處理（下） 

林俊言 最高檢察署訴訟組調辦事檢察官 

壹、問題意識 

貳、本件事實梗概 

（以上刊於本誌117期91頁以下）  

 
參、 國民法官法之起訴書「餘事記載」

可否與「預斷記載」之處理 

得適用國民法官法的案件，計有：

刑法第120條公務員委棄守地罪、第185

條之1第2項、第4項以強脅等方法劫持

控制航空器等交通工具因而致死罪、第

185條之2第 3項以強脅等方法危害飛航

安全致死罪、第187條之2第2項前段放

逸核能、放射線致死罪、第187條之3第

2項無故使用放射線致死罪、第226條犯

妨害性自主罪因而致死罪、致被害人羞

忿自殺或意圖自殺而致重傷罪、第 226

條之1犯妨害性自主罪而故意殺害被害

人或使被害人受重傷罪、第271條第1項

殺人罪、第278條第2項重傷致死罪、第

286條第3項凌虐兒童或少年致死罪、第

4項營利凌虐未滿18歲之人致死罪、第

328條第 3項犯強盜罪致死罪、第 332條

強盜結合犯、第333條第3項犯海盜罪致

死罪、第347條第2項擄人勒贖致死罪、

懲治走私條例第 4條犯走私罪持械拒

捕、檢而傷害人致死或重傷罪、水利法

第91條第 2項毀竊水利設備釀災罪民用

航空法第100條第2項強脅劫持航空器致

死或重傷罪、第101條第3項強脅危害飛

航安全致死罪、第110條第2項以不合格

零件等製造或維修航空器致死罪、妨害

兵役治罪條例第16條第 2項阻撓兵役致

死罪者、第 17條第2項反抗兵役推行致

死或重傷罪、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第 3條

第2項偽造、變造幣券擾亂金融罪、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3條第 2項

營利性交或猥褻罪、藥事法第82條第2

項製造或輸入偽禁藥致死罪、國家情報

工作法第30條之1第1項前段間諜洩漏資

訊罪、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之貪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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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旦時論2022.4（No. 118） 

陸海空軍刑法第14條強脅破壞國體變更

國憲等罪、第18條意圖利敵罪、第19條

供敵人軍事利益罪、第24條投敵罪、第

26條無故開啟戰端罪、第31條第 4項中

段戰時委棄秘密罪、第 39條第2項戰時

脫免職役罪、第41條第 1項後段戰時離

去職役而攜帶直接供作戰軍用物品罪、

第48條第 2項戰時聚眾抗令罪、第 49條

第2項戰時對長官施暴罪、第50條第2項

戰時聚眾對長官施暴罪、第53條強脅劫

持軍用艦艇、航空器罪、第64條第 2項

供用竊取、侵占軍用武器、彈藥罪、第

65條未經許可製造、販賣、運輸軍用武

器、彈藥罪、第66條第 2項戰時為軍事

上虛偽命令等罪、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法第80條第 1項後段暴動破壞社會秩序

罪、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4條第 1項

後段暴動破壞社會秩序罪。  

縱非上述罪名，依照國民法官法第

7條68，檢察官亦可合併起訴之，而適用

國民法官法關於起訴書之要求。國民法

官法第43條規定，檢察官的起訴書，應

記載被告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住所或居所或其他

足資辨別之特徵、犯罪事實、所犯法

條，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

虞的內容，則既往起訴書載明被告在

押、被告在監、被告居無定所、被告曾

有之前科、與年籍不詳之共犯共同犯

之、被告與被害人感情不睦，屢有爭

執、被害人噴濺之血跡距離案發處長達

數公尺之遠，可見被告用力之深、無視

被害人要求將其送醫而載至山上、犯後

為脫免逮捕而丟棄行兇所用之物等，是

否均屬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的記

載，若屬之，當如何處理？  

一、 縱然記載前科、性格、素行、身分、

犯罪動機，未必違法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教導學員撰寫起

訴書 69，載以：先寫前科，後寫犯罪事

實，前科部分，包括累犯須加重其刑、

68 第7條「檢察官以被告犯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罪與非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罪，合併起訴者，應

合併行國民參與審判。但關於非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罪，法院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聽取

當事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前項裁定，當事人得抗告。抗

告中，停止審判。」 
69 以往並無管道得查詢檢察官書類。自2018年6月15日起，起訴書、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及經法

院採納為判決基礎之追加起訴書、併辦意旨書，均為「法務部檢察機關公開書類查詢系統」

（網址：https://psue.moj.gov.tw/psiqs/）所收錄並可公開查詢，然各該案件之查詢，須於第一

審判決後14日，始得為之。 

 該網站依2018年6月13日經總統公布，同年6月15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83條修正條文規定，

辦理第一審裁判書公開後檢察機關應公開之起訴書，並依法務部於2018年8月28日訂定之檢察

機關書類公開應行注意事項辦理。公開書類資料收錄範圍：提供自107年6月15日起之起訴書、聲

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及經法院採納為判決基礎之追加起訴書、併辦意旨書。「類別」為「其他」之

情況有二：（1）公開書類之名稱與「併辦意旨書」具有相同意義，例如「併案意旨書」、「移

請併辦意旨書」、「移送併辦意旨書」。（2）公開書類之名稱包含前述四項書類兩種以上，例

如「併案意旨書暨追加起訴書」、「追加起訴及移送併辦意旨書」、「追加起訴曁併辦意旨

書」、「追加起訴曁併辦意旨書」、「追加起訴書暨併案意旨書」、「追加起訴暨移送併辦意旨

書」、「移送併辦暨追加起訴書」。前揭資料於第一審判決後14日提供查詢。參照：臺灣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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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職合法性的實證研究


 

李紹嘉、廖弘州、蔡宗霖、張弘軒 
 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班 

黃詩淳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ˉˉˉ 

摘 要  

本文選取了2016年至2020年間地方

法院第一審判決共261件（274筆資

料），探究法院判斷調職是否合法時，

所重視之因素為何。整體而言，雇主調

動員工被法院判定合法者約60%，不合

法者約40%。以往學說有認為，勞動基

準法第10條之1第5款「考量勞工及其家

庭之生活利益」之新增未必值得贊同；

本研究亦發現，此款並未成為法院判斷

調職是否合法的常見要素。雖此款當中

的「是否不利作息安排」法院提及者不

多（僅三成），惟一旦為法院肯認其存

在，即高度影響判決結果。另，從相關

分析及羅吉斯迴歸得知，有五項因素：

是否加重職務負擔、是否出於與職務無

關之動機、是否影響勞工作息安排、勞

工工作表現是否不佳、是否為整體性調

整，與「調職是否合法」的關聯性較   

高。最後，從決策樹分析可得知，五項

因素當中的「是否加重職務負擔」為法

院最先考量且最關鍵之因素，可供未來

調職合法性訴訟攻防之參考。 

 

壹、問題意識與文獻回顧 

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1條規定：「為規定勞動條件 低標

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

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由

此可知，勞基法之制定主要目的在於強

化勞工與雇主間之關係，解決勞資雙方

糾紛。於實務上，雇主未經勞工同意而

任意調動勞工職務，是勞資糾紛之主要

原因之一。且調職後勞工可能發生薪資

變更、拒絕上班或因各種因素無法勝任

工作等情形，後續衍生請求資遣費或薪

資或雇主得否合法解雇等問題，而其先

決問題均在於當初之調職究竟是否合法。  

 

作者文獻 

DOI：10.53106/207798362022040118009 
關鍵詞：調職、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加重職務負擔、不利作息安排、決策樹分析 
 本研究接受臺灣大學計量理論與應用研究中心的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之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

畫(111L900203)以及科技部MOST 110-2634-F-002-045研究計畫資助。本文係自廖弘州、李紹

嘉、蔡宗霖、張弘軒，調職合法性的實證研究分析，法律資料分析課程期末報告，2021年6

月，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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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論是對於雇主或勞工而言，調

職的合法性均是兵家必爭之地（實際情

形參見下述參、一、（一））。  

對於調職合法性之判斷，在2015年

12月16日增訂勞基法第 10條之1前，內

政部於1985年9月5日內勞字第328433號

函，揭露了所謂「調職五原則」1。司法

實務上則有直接採用該標準予以判斷

者，亦有採取抽象的「合理性」、「正

當性」及「必要性」標準，抑或兼採之

者。勞基法第10條之 1則將調職五原則

明文化，亦即本條規定：「雇主調動勞

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

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

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

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

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

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

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

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其中，第1至4款

與過去的函釋有重合之處，至於第 5款

「考量勞工及其家庭生活利益」的部分

則係本次所增加。由此條文可知，本條

各款與單純之「合理性」、「必要性」

或甚至「社會通念」等抽象標準比起

來，已屬比較具體的規定。但若單純觀

察條文，仍無法得知法院在適用本條

時，究竟具體、細部考量了哪些因素

（比如要有如何之業務業績或營運情況

才能認為係「基於企業經營所必須」？

抑或是多長之通勤距離或多高之通勤成

本才會被認定為「工作地點過遠」，並

因此進一步認定是否已滿足「必要之協

助」？）。又，這些因素彼此間是否有

優先劣後之關係，亦即哪些因素是對法

院心證影響較大、或是否有特定因素法

院並不那麼在意而對判決結果不具重要

性？因此，本文希望透過法律資料分析

之方式，研究勞基法第 10條之1各款之

情形，與法院判斷勞工調職是否合法之

判決結果之關係為何。  

回顧既有文獻，發現臺灣目前勞動

法領域相關之實證研究並不多。雖有探

討勞動訴訟制度之實證研究2，然與本文

議題關係較薄。其他與「調職合法性」

相關之文獻，多寫作於勞基法第10條之

1增訂以前。於舊法時代，學者指出，

實務判斷調職是否合法，大致可分為三

種模式： (1)逕以上述內政部1985年函釋

（即過去俗稱之調職五原則）為依據者；

(2)以抽象的「合理性」、「必要性」為

標準者； (3)兼採 (1)與 (2)者。而於 (3)

中，存在 (1)與 (2)關係不明之疑慮 3。學

者對於過去的調職五原則的定位，亦曾

多有爭論，究係作為雇主調職命令權限

1 本件函釋認為：「如雇主確有調動勞工工作必要，應依下列原則辦理：(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

必需；(二)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三)對勞工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四)調動

後工作與原有工作性質為其體能及技術所可勝任；(五)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

協助。」 
2 黃國昌，第4章：我國勞動訴訟之實證研究──以第一審訴訟之審理與終結情形為中心，程序

法學的實證研究，2012年1月，129-217頁。 
3 林更盛，雇主調職權限的控制──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六○○號判決評析，裁判時

報，20期，2013年4月，7-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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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實務法學引介最高法院2018年

4月至6月之民事裁判5則，爰按照契約

法、侵權法、物權法、身分法、以及程

序法之領域類別，依序導讀說明之。  
 

壹、契約法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 
第1193號判決 

【裁判要旨】 

如仲裁程序有仲裁法第40條規定重

大瑕疵情形，仲裁已喪失公正解決當事

人之根本機能，仲裁庭已不能作成判

斷，雖仲裁庭仍為判斷，當事人得依仲

裁法第41條規定，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

訴，一經法院判決撤銷確定，該仲裁判

斷即失其效力，與仲裁不能達成判斷之

法律規定障礙相似，應依同一法理，類

推適用上開第 133條規定，時效視為不

中斷。……如仲裁判斷逾越仲裁協議之

範圍者，就該超逾部分，法院應駁回其

執行裁定之聲請，債權人無由就該超逾

部分，聲請強制執行以中斷時效；仲裁

法第37條第 1項復規定，仲裁判斷與法

院確定判決同一效力，在法院判決撤銷

該仲裁判斷確定前，依民事訴訟法第

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當事人不得就

同一事件再行起訴；均屬仲裁判斷作成

後，撤銷該仲裁判斷判決確定前，債權

人行使仲裁判斷債權之法律上障礙。倘

此法律上障礙延續至時效期間終止時尚

未排除，因民法未設有時效之停止制

度，及就法律上障礙無法繼續行使請求

權為規範，基於民法第 139條規定之同

一法理，應類推適用該規定，自該法律

障礙消滅時起 1個月內，其時效不完

成。  

【相關法條】 

民法第133、139條  

【實務觀察】 

甲營造公司承攬乙自來水公司之某

工程，乙已於民國97年10月14日辦理驗

收，但迄未給付工程款1,388萬餘元。該

承攬報酬雖非屬甲公司申請公共工程會

調解事項，甲仍於98年 8月21日就此提

付仲裁，經仲裁協會於 99年4月30日為

仲裁判斷乙應給付甲未付之工程款等費

用。惟乙不服前揭仲裁判斷，提起撤銷

仲裁判斷之訴獲勝訴判決，甲並於 100

年9月29日收受法院駁回甲上訴確定之

 

作者文獻 

DOI：10.53106/207798362022040118010 



 

 

曾品傑 民事法類 

97 

裁定。甲旋於同年10月 1日向乙發函請

求給付上開工程款，經乙於同年月 5日

收受，甲復於同年11月17日向法院訴請

乙給付工程款，詎乙提出消滅時效之抗

辯而拒絕給付。試問：甲之承攬報酬請

求權應自何時起算消滅時效？倘甲於消

滅時效期間終止時，仍無法聲請執行裁

定或再行訴請乙給付工程款，則乙之時

效抗辯是否有理？  

觀 諸 最 高 法 院 106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193號判決說道：「按民法第129條第2

項第2款固規定提付仲裁為消滅時效中

斷事由之一，惟仲裁不能達成判斷時，

除有仲裁法第21條第3項、第4項、第32

條第4項、第5項規定之情形外，依民法

第 133條規定，時效應視為不中斷。如

仲裁程序有仲裁法第40條規定重大瑕疵

情形，仲裁已喪失公正解決當事人之根

本機能，仲裁庭已不能作成判斷，雖仲

裁庭仍為判斷，當事人得依仲裁法第41

條規定，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一經

法院判決撤銷確定，該仲裁判斷即失其

效力，與仲裁不能達成判斷之法律規定

障礙相似，應依同一法理，類推適用上

開第 133條規定，時效視為不中斷。又

仲裁判斷債權人縱得依仲裁法第37條第

2項規定，聲請法院為執行裁定，但依

同法第38條第1款規定，如仲裁判斷逾

越仲裁協議之範圍者，就該超逾部分，

法院應駁回其執行裁定之聲請，債權人

無由就該超逾部分，聲請強制執行以中

斷時效；仲裁法第37條第1項復規定，

仲裁判斷與法院確定判決同一效力，在

法院判決撤銷該仲裁判斷確定前，依民

事訴訟法第249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當

事人不得就同一事件再行起訴；均屬仲

裁判斷作成後，撤銷該仲裁判斷判決確

定前，債權人行使仲裁判斷債權之法律

上障礙。倘此法律上障礙延續至時效期

間終止時尚未排除，因民法未設有時效

之停止制度，及就法律上障礙無法繼續

行使請求權為規範，基於民法第 139條

規定之同一法理，應類推適用該規定，

自該法律障礙消滅時起1個月內，其時

效不完成。查，系爭承攬報酬請求權消

滅時效期間，依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

為2年，自上訴人〔乙〕驗收合格日即

97年10月14日起算。該承攬報酬非屬被

上訴人〔甲〕申請公共工程會調解事

項，被上訴人仍於98年 8月21日就之提

付仲裁，經仲裁協會於 99年4月30日為

系爭仲裁判斷，上訴人不服系爭仲裁判

斷，提起臺北地院第16號撤銷仲裁判斷

之訴，經原法院第62號判決廢棄上開第

16號判決，改判撤銷系爭仲裁判斷，經

本院第1521號裁定駁回被上訴人上訴確

定在案，被上訴人於100年9月29日收受

本院該裁定……。」斯項見解，誠值重

視。  

析言之，甲之承攬報酬請求權，依

民法第 505條第 1項與第 120條第 1項規

定，應自驗收合格日 97年 10月 14日起

算，復觀民法第 127條第 7款及第 121條

第2項之記載，行使承攬報酬請求權至

遲應於99年10月13日為之，合先敘明。

衡諸本件甲就逾越仲裁協議範圍之承攬

報酬請求權事項，於98年8月21日提付

仲裁，依民法第 129條第 2項第 2款規

定，形式上仍發生與起訴相同之消滅時

效中斷的效力，但因該作成於99年 4月

30日、判斷乙應給付甲未付工程款等費

用之逾越仲裁協議範疇的仲裁判斷，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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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精選之最高法院實務見解共18

則，時間上包括2021年9、10月最高法院

做成之裁判。主題包括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作為證據之性質、測謊報告之

證據性質、鑑定證人之具結方式、誘導詢

問與不正詢（訊）問、委請司法詢問員協

助之必要性等實務上各面向的重要議題。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  
第223號刑事判決  

【導讀】在性侵害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常見

被告否認性侵，而檢察官以被害人患有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PTSD)為證據，被告則主張

PTSD不得作為證據之爭執。本則判決詳細

闡述PTSD作為證據之性質，係被害人（證

人）陳述之補強證據，因此應具備補強證據

之相關要件，始得以之補強被害人陳述的憑

信性。 

【相關條文】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 

【關鍵詞】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補強證據 

【判決摘錄】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disorder，簡稱PTSD）係患者經歷

一定原因的損害性作用下，出現嚴重、

持續或有時延遲發生的壓力疾患。因此

必須有創傷事件發生，始有討論患者有

無罹患此病之價值，該創傷事件即為疾

病定義中之一定原因。而創傷後壓力疾

患之症狀表徵不單隨著時間進行而產生

浮動狀態，患者之年齡因素、表達方式

及認知能力，也會影響此疾病之判斷。

性侵害被害人除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外，

亦常見與其共病或單獨存在之精神疾病

包括憂鬱症、恐慌症、失眠等。從而，

精神科醫生在鑑定處理此類病患時，也

應注意其背後之創傷事件（不限於性侵

害事件）。必也被害人呈現之創傷後壓

力疾患，經證實與因個案性侵害事件之

關連性，該項鑑定報告始足作為被害人

陳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雖論者有謂創

傷後壓力症候群研究之目的係為了診斷

與治療，並非為了判斷特定過去事件是

否為事實，或決定被害者對於過去事件

之描述是否正確，畢竟鑑定人欠缺獨立

之調查工具以確認受鑑定者或諮商對象

所述是否屬實，其職能亦非在質疑諮商

對象。然被害人於審判前或審判中之各

種反應，既均係協助法院判斷被害人證

述可信度之指標，則藉由被害人有否創

傷後壓力症候群或相關症狀之辨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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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被害人事件後之狀態，自可為法院綜

合判斷被害人證述之實質證據憑信性之

參考。且為使性侵害案件之審判重新回

歸性侵害行為本身之判斷，避免流於對

被害人進行各種行為反應甚至是人格之

檢驗，若法院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對於

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之被害人

就被害經過之陳述，已認無瑕疵外，並

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被害人指述

之真實性，復兼採被害人受侵害後之創

傷反應做為補強其指述憑信性之證據之

一，經整體判斷而為論處，即無不合。

原判決此部分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

後，既以甲女相關證述主要內容尚無瑕

疵可指，復有前述案內其他事證資為補

強，另根據第一審法院囑託○○療養院

對甲女為精神鑑定，經該院精神科醫師

綜合甲女會談當天陳述、心理檢測所得

資料及本案卷證，本於其醫療專業判

斷，於鑑定報告之結論載明甲女於性侵

害事件發生後所出現之症狀，符合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之診斷，合併有高度自殺

風險，而認甲女之創傷來源即係來自其

就醫及鑑定過程中所述之遭受上訴人性

侵害事件，並非僅以該鑑定意見之判斷

為此部分事實認定之唯一證據，復已述

明本件案發後甲女於INSTAGRAM分享照

片、前往韓國及曾有戀情等情，如何均

與常情無違。已於理由內論敘甚詳，核

其論斷，與經驗及論理法則尚無違誤。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  
第2464號刑事判決  

【導讀】在性侵害之被害人為智能障礙的案

件中，事實審法院判決往往重在論述被害人

能否清楚記憶、理解、表達其經歷；又是否

有誇大或造假之可能等，以說明「為何認為

智能障礙被害人之證言可信」。亦即事實審

法院多以能證明被害人記憶、理解、表達等

能力的證據，作為被害人指控被告對其性侵

害之補強證據。 

然而，正如最高法院本則判決指出：此類證

據儘管可以作為「被害人陳述能力是否有瑕

疵」的佐證，卻不足以補強「性侵害事件確

實發生」的指證或陳述。本則判決指出，若

欲補強性侵害事件確實發生的指述，仍應以

與性侵害事件本身具關聯性之事證為補強證

據，例如被害人所指遭性侵害後之神態、言

行、情緒等身心狀況是否與平日有異等。 

【相關條文】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 

【關鍵詞】 性侵、智能障礙、補強證據 

【判決摘錄】 

本件原判決理由雖載述：證人即A

女之導師B女於第一審審理中亦證稱其

為A女之導師，……知道A女有輕度智

能障礙；……觀察到A女平常行為、言

語都相較一般正常人較低等語。又A女

雖為輕度智能障礙，然司法詢問員吳○

○於第一審審理中證稱：被害人的表

現，如果是有經歷的事情，可以清楚說

出來等語，且經第一審委由○○醫療財

團法人○○醫院鑑定A女證詞可信度結

果，以個案整體智能相當於輕度智能障

礙（全智商 57），可描述基本事實經

過。對於事件記憶，即使經過一段時間

後，仍可記得大致內容，且事件主軸大

致未出錯，亦未出現刻意造假或誇大的

作答模式……亦堪佐證證人A女證詞之

可信等語。  

然細繹上揭證人證言及鑑定意見，

似僅就被害人A女之智商、與認知、記

憶、陳述等能力表達觀察及鑑驗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