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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刑事責任──以奧地利法為比較 

摘要 

  所謂刑罰，素來被認為帶有社會倫理之非難，故以處罰自然人為誡命，惟近年來

因法人社會與經濟活動發展蓬勃，致使相應的法人犯罪與日俱增，影響規模及損害甚

鉅，各國體認到解決法人犯罪之重要性，致力於思忖如何預防且有效治理法人犯罪，

此時法人刑事制裁遂成趨勢。縱使奉法人無犯罪能力為圭臬，然我國於附屬刑法中既

設有處罰法人規定，便無法規避建構法人歸責的課題。 

  如何建立法人處罰之立論基礎，得以歐盟和奧地利比較法作為榜樣。奧地利為謹

遵歐盟會員國的轉化義務，對於侵害歐盟法益之案件須設立有效、符合比例及發揮嚇

阻作用之制裁，故於限期內制定《刑事犯罪團體責任法》，以刑事制裁團體。《刑事犯

罪團體責任法》使法人意識到法令遵循之重要性，於預防犯罪方面成果卓越，且於奧

地利憲法法院宣告合憲後，儼然成為各國法人制裁之典範。是以，我國得以之作為借

鏡，重新思量並改進現行法人處罰規定，以因應現代之法人犯罪。 

 

關鍵字詞：法人刑法、法人刑事責任、法人犯罪、歸責理論、歐盟、奧地利、刑事犯

罪團體責任法 

  



doi:10.6844/NCKU202001296

 

 

II 

 

Research on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A Comparative Legal Study between Austria and Taiwan 

 

Author: Tzu-Ting Chiu  

Advisor: Shih-Fan Wang, Ph.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Law 

 

SUMMARY 

The so-called sentence/penalty/punishment is to punish a natural person as a compulsory 

warning to the person about the mistakes with social ethic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corresponding corporate crime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So far, countries have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solving corporate crime, so how to prevent and effectively manage 

corporate crime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Today, criminal sanctions of corporations 

have become a trend.  

How to establish the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unishment of the corporation can 

be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law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ustria. In order to strictly 

comply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bligations of EU member states, Austria must establish 

effective, proportionate and deterrent sanctions for cases of infringement of EU legal 

interests. Therefore, within a time limit, "Federal law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rporation 

for criminal offenses (Bundesgesetz über die Verantwortlichkeit von Verbänden für 

Straftaten)" was formulated to sanction groups with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ederal law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rporation for criminal offenses" made the corporation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compliance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achieved outstanding results 

in crime prevention. Therefore, Taiwan can use this as a reference to reconsider and 

improve the current punishment regulations for corporations in order to respond to 

modern corporate crimes. 

Keyword words: corporation criminal law, corporation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corporation crime, theory of imputation, EU, Austria, Federal law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rporation for criminal off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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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Subsidiary criminal law in Taiwan has provisions for punishment of corporations, but the 

normative language is messy and lacks the theory of liability of corporation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the criminal punishment regulations of Taiwan 

corporation with Austria's "Federal law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rporation for criminal 

offenses (Bundesgesetz über die Verantwortlichkeit von Verbänden für Straftaten)", and 

serve as a reference to further become the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riminal 

punishment regulations for Taiwan corporations. 

The European Union requires that Member States must further establish effective and 

proportionate sanctions for cases that infringe on the legal interes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mpose convertible obligations within a limited period. Therefore, all countries in the 

EU are trying their best to analyze the provisions of "Protocol II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Financial Interes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Zweites Protokoll zum 

Ü bereinkommen über den Schutz der finanziellen Interessen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en)". And Austria has also formulated the "Federal law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rporation for criminal offenses (Bundesgesetz über die Verantwortlichkeit von 

Verbänden für Straftaten)". "Federal law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rporation for criminal 

offenses (Bundesgesetz über die Verantwortlichkeit von Verbänden für Straftaten)" pointed 

out tha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crime of decision-makers" and "crime of employees", 

when the crime is related to the group, the corporation should bea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The liability structure of this corporation was also confirmed by the Austrian Constitutional 

Court and declared to b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Constitution. 

The liability standard in Austria’s ―Federal law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rporation for 

criminal offenses (Bundesgesetz über die Verantwortlichkeit von Verbänden für Straftaten)‖ 

constitutes a model of criminal sanctions for corporations. Even in Germany, which has 

always believed that corporations cannot commit crimes, it is also in response to the crimes 

of corpor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ends, "Cologne Corporation Sanctions Law Draft 

(Kölner Entwurf eines Verbandssanktionengesetzs)" and "ntwurf des 

Verbandssanktionsgesetzes" were proposed in 2017 and 2020 respectively, for which used 

"VbVG" as a model and amend it.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Austria's "Federal law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rporation 

for criminal offenses (Bundesgesetz über die Verantwortlichkeit von Verbänden für 

Straftaten)", supplement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other legal systems. And,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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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 "Cologne Corporation Sanctions Law Draft (Kölner Entwurf eines 

Verbandssanktionengesetzs)" and "Corporation Sanctions Law Draft (Entwurf des 

Verbandssanktionsgesetzes)" as references, the author looks forward to constructing a 

suitable corporate liability system, so that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and practice can be 

relied up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research methods used in this thesis include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s,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For the materials, 

Taiwanese and Austria scholarly journal articles and books are the main materials in this 

thesi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After a detailed analysis of both the criminal penalty provisions of corporations in Taiwan 

and the "Federal law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rporation for criminal offenses 

(Bundesgesetz über die Verantwortlichkeit von Verbänden für Straftaten)" in Austria, this 

study ha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criminal liability of Taiwan 

corpora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lack of a unified and clear basis for liability, there are also 

many supporting measures that are inadequate and should be improved: First, the language 

used in the specification is extremely disordered and involves various complex technical 

components. This situation may cause corporations to be unable to predict the 

consequences of insufficient supervision, and prevent the warning function that constitutes 

the requirements from fully exerting; Second, the lack of relevant provisions on the seizure 

of property fines; Third, a fixed (total) fine system is adopted, so it is difficult to show the 

difference in the financial capabilities of corporations and natural persons, which may 

cause the public to think that a fine imposed on the corporation cannot improve the 

behavior of the corporation.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has already recognized the incorporated criminal law. At this time, 

the discussion should be free from the aspect of whether the corporation should be 

punished. Therefore, the focus should be on how to structure the entity and proced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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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of corporation criminal law, and improve related supporting measures. Otherwise, 

it will lead to the inability of the integration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CONCLUSION 

 

Even if the principle of non-criminal capacity of a corporation is followed, however, 

Taiwan has a provision for punishment of corporations in the subsidiary criminal law; there 

is no law to avoi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ssue of liability of the corporation.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regulations 

on penalizing corporations in the "Federal law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rporation for 

criminal offenses (Bundesgesetz über die Verantwortlichkeit von Verbänden für 

Straftaten)"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ustria, which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corporation 

crime liability in Taiwan.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e criminal sanctions for Taiwan’s 

corporation will be unified in terms and establish a corporation-specific standard of 

liability. Moreover, it should be guided by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in the case of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rporation's procedures, it should be promoted to 

improve or establish a legal compliance system.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really improve 

the corporate culture from within, and then stop the occurrence of corporation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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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項 研究動機 

  隨著近代工商業的蓬勃發展，為因應日漸繁複的商業行為，法人制度因而興起。

然而，隨著法人組織經濟活動的增加、全球化下的發展趨勢，其犯罪發生危害社會經

濟、公安或汙染環境等情事，對大眾財產與健康造成傷害之事件層出不窮，且影響規

模和損害均較自然人犯罪為鉅。故現代社會中，刑法之保護法益，其侵害來源不僅限

於自然人，更多侵害可能是來自法人的活動1。 

  現代法人結構，為了因應蓬勃之商業活動，朝向部門精密分工（橫向分工）與管

理階層分化方向（縱向分工）發展。基於現代法人結構之特殊性，法人犯罪，除了行

為與決策分離外，主觀構成要件與客觀構成要件也可能落於不同自然人身上，導致構

成要件要素散落成立，難以從中找到應為法人違法行為負責之人。甚者，生產技術一

日千里，然而新技術之開發製程與產品有其風險性，難以具體預測這些風險的作用時

間與影響範圍，故一旦發生損害，如何於訴訟中證明產品使用與損害發生間之關係，

勢必成為一大難題2。 

  傳統以來，刑法理論的建構皆以個別犯罪人為前提，我國現行的刑事立法和刑事

司法，大致上仍是將法人犯罪的理解建立在自然人犯罪上，將法人整體活動分解為數

個自然人行為所組成，再辨識出應為此違法行為負責之人，並據以賦予刑罰。惟將此

種自然人為中心的歸責理論套用在法人活動，將會發生處罰過度與處罰不足的問題。

毫無例外地將自然人犯罪轉嫁予法人使其受罰，或者為彌補對法人不能處罰之漏洞，

                                                

1 王皇玉，〈法人刑事責任之研究〉，《輔仁法學》，46 期，2013 年 12 月，頁 7。關於法人制度之源起

與研究法人犯罪之重要性，參見：孟維德，《公司犯罪》，初版，2004 年 2 月，頁 27-43。 
2 許恒達，〈論瑕疵商品與共同過失責任〉，《興大法學》，10 期，2011 年 11 月，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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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將法人所應受之刑罰轉嫁給自然人受罰，為處罰過度。而處罰不足，承上所述，因

法人活動經常為數人合作、彼此分工之集體行為或共同決議，此時將難以追究個別行

為人的罪責；且於法人組織中位階愈高的負責人，對於法人的實際運作愈具有支配力

和影響力，然因離犯罪現場最遠而將難以定罪3。顯然地，現行法律不將法人作為犯

罪主體之主張，已無法因應法人對於社會所形成之風險4。且為了避免上述個人歸責

強行套用在規範法人追求利益為目的所從事之違法活動的詬病，刑事立法上應於個人

罪責外，追究法人自己行為責任（Eigenverantwortung juristischer Personen），儼然逐

漸成為立法趨勢。 

  以臺鐵列車事故為例，2007 年 6 月 15 日 10 時 32 分，於龜山─大里區間，頭城

開往七堵之北上 3902 次莒光號疑似因天候關係視線不佳或判斷失誤，未依鐵路號誌

機指示行車，致減速不及，橫撞自樹林開往蘇澳、正要換線離站之南下 2719 次區間

車，導致車上乘客 5 死 18 傷的慘劇。依臺鐵當時的調查結果指出，駕駛員擅自將自

動列車防護系統（Automatic Train Protection, ATP）關閉，但同時以超過速限之速度，

在視線不良或誤判號誌的狀況下冒進，導致煞車距離不足釀生悲劇5。 

  2018 年 10 月 21 日 16 時 50 分，6432 次普悠瑪自強號列車於臺鐵宜蘭縣的蘇澳

鎮新馬車站發生脫軌事故，造成乘客 18 人之死亡、205 人輕重傷6。普悠瑪駕駛員曾

於事發前報告列車異常，內部簡訊顯示列車曾於宜蘭站停留兩分鐘進行維修，然維修

未果，調度員指示駕駛員繼續行駛直至花蓮換車。事發地新馬車站僅為招呼站並不停

                                                

3 蔡蕙芳，〈我國法人犯罪立法之檢視與理論建構〉，《東吳法律學報》，28 卷 4 期，2017 年 4 月，頁 9。 
4 陳子平發言，〈沒收新制的挑戰〉學術研討會，《月旦裁判時報》，48 期，2016 年 6 月，頁 36。 
5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臺鐵局 6 月 15 日大里站事故說明， 2007 年 6 月 16 日，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C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

o=3906&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

%2Fstandard，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6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中華民國交通部第 6432 次自強號於新馬站出軌事故第 6 發，2018 年 10 月

22 日 ，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C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

o=201810220003&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

der=img%2Fstandard，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C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3906&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2Fstandard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C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3906&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2Fstandard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C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3906&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2Fstandard
https://www.railway.gov.tw/tw/CP.aspx?sn=19289&n=21676；中華民國交通部第6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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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事故列車以超過速限之速度進入新馬車站彎道，致列車脫軌傾覆，隔日 23 時左

右，普悠瑪駕駛員即被宜蘭地檢署依業務過失致死罪嫌，聲請羈押禁見7。臺鐵高層

第一時間表示普悠瑪駕駛員沒有回報關閉 ATP 系統，將責任推卸給普悠瑪駕駛員，

但後來通聯紀錄曝光否認此說法，事故發生前駕駛員即不斷求援和反應問題8，接著

行政院調查小組的報告9與普悠瑪駕駛員之聲明內容又相差甚遠10。隨著調查證據逐一

浮現，交通部與臺鐵高層數次謊言被一一戳破，僅是機械性重申會進行「檢討」，並

將普悠瑪駕駛員及臺鐵高層進行懲處11，但卻未實際解決問題。而後臺鐵又遭立委踢

爆讓主風泵故障的自強號列車繼續發車12，亦未重新檢視臺鐵本身之企業文化，社會

大眾在乘坐火車時僅能自求多福，暴露於乘車風險之中。 

  2007 年臺鐵大里事故後，為了強化安全，臺鐵嚴禁列車駕駛員關閉 ATP 系統。

2009 年臺鐵以限制性招標、花了 1800 萬，由三商電腦建構「ATP 隔離開關增設遠端

監視系統」，使行控中心得以掌握 ATP 系統是否關閉，並向社會大眾大肆宣揚遠端監

視之安全性。事故發生後，內部人員即和媒體爆料，ATP 系統時常故障且造成行車困

擾，駕駛員在誤點壓力下關閉 ATP 系統為不可明說之「常態」和「淺規則」13。 

  事隔 11 年，發生普悠瑪自強號列車脫軌事故，從事後浮出檯面之證據，證明事

                                                

7 徐秀娥，2 簡訊曝光 翻車普悠瑪故障無法排除 原擬花蓮站換車，中時電子報，2018 年 10 月 23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023001317-260405?chdtv，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8 侯俐安，普悠瑪通聯紀錄完整曝光 司機員一路求援 43 分鐘，聯合新聞網，2018 年 10 月 25 日，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2633，最後瀏覽日： 2020 年 6 月 9 日。 
9
 行政院，「1021 鐵路事故行政調查小組」公布 1021 台鐵第 6432 次普悠瑪列車新馬站出軌事故初步

調 查 結 果 ， 2018 年 11 月 26 日 ，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8b719610-9ff9-4c76-bd57-02e20d089a2b，最後瀏覽日： 

2020 年 6 月 9 日。 
10 楊之瑜，【比一比】普悠瑪司機「無法接受人為超速的認定」，兩份政院報告說了什麼？，蘋果日報，

2018 年 12 月 28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1035，最後瀏覽日： 2020 年 6 月 9 日。 
11  呂晏慈，普悠瑪翻車擴大懲處！名單由 20 人增為 30 人，蘋果日報，2019 年 4 月 8 日，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90408/1546825/，最後瀏覽日： 2020 年 6 月 9 日。 
12 賴彥蓉，【翻一次車不夠？】黃國昌怒飆新台鐵局長「滿口謊言」故障列車竟照樣開，上報，2019

年 1 月 11 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5783，最後瀏覽日： 2020 年 6 月 9

日。 
13  林鈺雄，普悠瑪事故教訓  吹哨者法案何在，蘋果日報， 2018 年 10 月 29 日，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81029/38164754/，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023001317-260405?chdtv，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udn.com/news/story/7321/3441103（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udn.com/news/story/7321/3441103（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8b719610-9ff9-4c76-bd57-02e20d089a2b，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8b719610-9ff9-4c76-bd57-02e20d089a2b，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1035（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90408/1546825/，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5783（最後瀏覽日：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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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發生尚肇因於普悠瑪列車交付檢查時之疏失、系統及故障訊息處理粗糙、又疏忽普

悠瑪列車之保養維修等，顯見臺鐵仍未學取教訓，將乘客的生命安全置若罔聞。此外，

臺灣鐵道暨國土規劃學會即表示，在系統故障與誤點壓力下，人為出錯率大幅提升，

應搭配雙人勤務；若在安全運轉條件無法被滿足時，即應降低運轉效率，直至安全運

轉條件恢復14，意即臺鐵之安全觀念，仍停留在單一駕駛員為最後防線措施的守舊思

維中。 

  交通部隱匿包庇、臺鐵高層避重就輕並一味卸責，塑造究責基層之獵巫氛圍，更

凸顯出未建構健全之組織體責任，在組織體腐化、怠惰與治理失靈時，疏忽管理且享

受最大權力與利益之高階主管與組織體本身不必負責，基層卻得扛下所有的責任，實

屬荒謬15。 

  我國的責任概念雖建立在個人責任上，但並非是刑法歸責的唯一情形，此僅是刑

法的歸責模式之一16。我國於附屬刑法中設立法人刑法管制，雖為外部法律規範，仍

屬公司治理重要之一環，能促使法人進行內部結構性改革，改進其內控制度與體質，

實與刑法特別預防目的緊密連結，並能夠預防未來法人犯罪行為反覆發生17。故法人

犯罪不僅是行政違反之問題，更是法人刑事責任之重要議題，我國目前對於公司治理

大多還停留在「人治主義」時代，缺乏內部及外部監督機制18。從而，法人犯罪成為

當代臺灣所面臨之重大議題，應深入檢討法人舉足輕重之角色地位與其所應當負擔之

法律與社會責任，並提供我國法人刑事處罰規定之立論基礎，以健全我國法制。 

                                                

14 李姿慧，【翻車究責 6】台鐵忘記 11 年前教訓 最後防線靠單一駕駛成致命疏失，蘋果日報，2018

年 10 月 22 日，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1022/1452152/，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15  林 志潔， 從台 鐵事 故談 組織體 刑責 之建 立， 蘋果 日報 ， 2018 年 10 月 26 日 ，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1026/1454309/，最後瀏覽日： 2020 年 6 月 9 日。 
16 蔡蕙芳，〈組織體犯罪與組織體罪責──美國刑法上組織體罪責理論的介紹與評析〉，《逢甲人文社

會學報》，1 期，2000 年 11 月，頁 348。 
17 溫祖德，〈美國法人經濟犯罪之形式管制架構──兼論對我國刑事管制之啟示〉，《月旦法學雜誌》，

278 期，2018 年 7 月，頁 228。 
18 陳志龍，《集團化公司治理與財經犯罪預防》，初版，2017 年 3 月，頁 233。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1022/1452152/（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1026/1454309/（最後瀏覽日：2019


doi:10.6844/NCKU202001296

 

 

5 

 

第二項 研究目的 

  我國現行對於法人處罰之方式係採取折衷式立法，意即在核心刑法並無處罰法人

之規定，但在附屬刑法中承認法人為適格主體，而以罰金刑加以制裁。從法釋義學的

角度觀察，我國刑法實際上業已承認法人得作為構成要件之行為主體或刑罰制裁之對

象19，不管刑事立法政策上如何討論法人適不適合直接作為犯罪主體，皆不能改變我

國特別刑法將法人當成犯罪主體來處罰的「規範事實」，故應跳脫法人是否應予制裁

之理論框架，正視建構法人刑事責任的實體與程序要件之必要性，否則將使理論和實

務淪為各說各話20。 

  以重大食安案件為例，我國 2011 年 5 月爆發塑化劑食安風暴，市面上眾多食品

原料供應商為了撙節成本，在常見的合法食品添加物起雲劑中使用廉價的工業用塑化

劑21。緊接著在 2013 年 5 月發生毒澱粉事件，不肖業者使用未經核准在案之順丁烯

二酸酐化製澱粉22。在 2013 年 10 月又爆發黑心油事件，以標示不實之方式生產食用

油，標榜「良心事業」的頂新國際集團原先仍極力文過飾非，卻被揭露涉入其中，導

致企業形象重創23；2014 年 9 月起，又查獲多家食用品廠商違法，使用餿水油、回鍋

                                                

19 許澤天，〈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逃漏稅捐的刑罰與行政罰問題──釋字第六八七號後有關犯行參與

論的學理續造〉，《東吳法律學報》，26 卷 1 期，2014 年 7 月，頁 99。 
20

 許澤天，〈從行政罰法相關規定看法人與法人之代表及法人之職員的不法歸責〉，《月旦刑事法評論》，

8 期，2018 年 3 月，頁 135。 
21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與檢調合作查獲「昱伸香料有限公司」製售之「起雲

劑 」 含 有 塑 化 劑 成 分 DEHP ， 2011 年 5 月 23 日 ，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7618，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22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經查證確認違法使用「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依違反食品衛生管理

法處理，2013 年 6 月 7 日，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9900，最後瀏覽

日： 2020 年 6 月 9 日。 
23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澄清今日媒體報導「TFDA 101 年研究報告發現問題油品卻未跟進調

查」並非事實，2013 年 10 月 21 日，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10348；

林 楠 森 ， 台 灣 頂 新 集 團 就 假 油 事 件 致 歉 ， BBC 中 文 網 ， 2013 年 11 月 5 日 ，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11/131105_taiwan_fake_oil，最後瀏覽日： 2020 年 6

月 9 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9F%E5%93%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9F%E5%93%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9F%E5%93%81%E6%B7%BB%E5%8A%A0%E5%89%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9F%E5%93%81%E6%B7%BB%E5%8A%A0%E5%89%82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7618，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9900，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9900，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10348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11/131105_taiwan_fake_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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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或飼料油製作成劣質食用油24，造成社會大眾人心惶惶。  

  現代法人組織化經營，規模化、跨國化下，對於社會之影響不容小覷。故為因應

日新月異之法人犯罪、組織體結構精密化和分層化，各國紛紛對於處罰法人犯罪採取

因應政策，雖立法規範方式未必相同，惟對法人予以制裁之立法規範方式儼然為全球

趨勢。 

  以歐洲經驗為鑑，法人刑法立法化之所以成為歐洲趨勢，歐盟厥功甚偉，而身為

歐盟會員國之一的奧地利，基於歐盟會員國對於歐盟有忠誠義務（Loyalitätspflicht），

故依歐盟標準的法人處罰模式──《保護歐體財政利益公約第二議定書》（Zweites 

Protokoll zum Ü bereinkommen über den Schutz der finanziellen Interessen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en）第 3 條、第 4 條核心規定──遵期制定了《刑事犯罪

團體責任法》（Bundesgesetz über die Verantwortlichkeit von Verbänden für Straftaten，一

般簡稱為《團體責任法》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sgesetz, VbVG），在學術討論和理

論續造實有值得見賢思齊之處25。而向來遵循法人社會倫理非難之德國，亦因原先立

法之缺憾與限制，跟隨奧地利之腳步，陸續提出關於制裁法人之法案──2017 年《科

隆團體制裁草案》（Kölner Entwurf eines Verbandssanktionengesetzs）與 2020 年《加強

經濟完整性草案》（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r Integrität in der Wirtschaft）

中的《團體制裁法草案》（Entwurf des Verbandssanktionsgesetzes, VerSanG-E），其與奧

地利《團體責任法》規定之差異，將能更完善了解現行奧地利《團體責任法》之優缺，

並得以擇善而從。 

                                                

24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將針對香港、中國大陸及澳門生產之食用油品，於進

口時加強管制措施，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11537；嚴思祺，台灣餿

水 油 風 暴 延 燒  全 台 各 地 嚴 查 ， BBC 中 文 網 ， 2014 年 9 月 6 日 ，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9/140906_taiwan_food_scandal。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25 王士帆，〈法人刑法合憲──奧地利憲法法院 2016 年裁判〉，《月旦刑事法評論》，7 期，2017 年 12

月，頁 7。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11537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9/140906_taiwan_food_scandal。最後瀏覽日：2019年4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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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期盼藉由深入了解歐盟法人刑法之立法趨勢與奧地利《團體責任法》的核心

規定之後，輔以德國《科隆團體制裁草案》與《團體制裁法草案》作為我國法之比較

對象，並得因應法人活動之頻繁與蓬勃發展，建構合於我國法制體系的法人制裁制度，

使社會大眾不必置於法人活動的風險社會之中，造成僅有法人從中獲取利益卻無「法」

可管之局面。 

 

第二節 用語釐清及研究範圍 

  關於用語，「組織體」、「企業」、「公司」與「法人」，皆屬學術上得代用的名詞，

其涵蓋範圍仍有差異：「組織體」、「企業」屬最上位概念，範圍涵蓋較廣，指其設立

是為了特定目的與功能者；「公司」則係指依據《公司法》設立登記的營利組織，指

涉對象、涵蓋範圍較小26。由於「法人」方屬我國現行規範下所熟悉之法律用語，故

本論文將使用此一用語為主，但仍會視內文之通順需要與上下文連貫性，適時替換這

些用語。 

再者，我國對於法人有無犯罪能力的例外允許規定，文獻上所使用的用語有附屬

刑法、行政刑法或特別刑法： 

  附屬刑法，指在核心刑法外，規定在民商法、經濟法、衛生法、環境法、勞工法、

財稅法、交通法規等非刑事法規中的刑罰規定，其處罰的內涵仍是刑事罰，僅因立法

技術之理由，未能全部規定於主刑法中，而規範於主刑法外之其他法律上27。 

  行政刑法，乃日本直譯──由德國學者 James Goldschmidt 著書標題所提出的

──‖Verwaltungsstrafrecht―名稱而來，我國將之沿用，指國家為了維護政治、文化與

經濟等等社會秩序，對人民設有命令或禁止之規定，並對於違反此一規定之行為人施

                                                

26 蔡蕙芳，同註 16，頁 330。 
27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10 版，2008 年 1 月，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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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制裁。實際上，行政刑法雖用刑法（Strafrecht）一詞，但其實質內涵與德國立法演

進而論，是指《秩序違反法》，如同我國的《行政罰法》，僅因繼受名詞之誤用，導致

行政刑法一詞有其落地生根之意義，故行政刑法概念於我國發展為：除了刑法法典外，

亦規定於商法、行政法、經濟法、交通法中的刑罰法規中，其真正內涵為附屬刑法。

又行政刑法一詞並無法包括所有附屬刑法之規定，為避免混淆，有論者即建議應將行

政刑法一詞以附屬刑法代之28。 

  至於附屬刑法與特別刑法之區分，有論者提出見解，認為附屬刑法與特別刑法是

根據不同之區分標準。基於「立法體例」之不同，可分為：規範刑罰之主要法律，即

「主刑法」，又稱為核心刑法，與刑法典以外規範刑罰規定之法律，即「輔刑法」。輔

刑法又可細分為：《刑法》外單行刑罰法規的「刑事單行法」（例如：貪污治罪條例、

槍砲彈藥刀械管理條例），以及分散於《刑法》與刑事單行法外之其他刑罰規定的「附

屬刑法」（例如：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逃漏稅捐罪）。而基於「適用對象與範圍」之不

同，又可區分為：適用於一般人、平時、全國各地之「普通刑法」，與針對特定人事

時地之需要制定之「特別刑法」（例如：陸海空軍刑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基於以上

區分標準可得知：刑事單行法之規定均屬特別刑法；至於附屬刑法，有屬特別刑法者，

亦有屬普通刑法者。若為特別刑法，則對於核心刑法而言，有排除原則法適用的關係；

若為附屬刑法，則須探討其構成要件之關係後，決定適用主刑法或附屬刑法，無附屬

刑法絕對優先於主刑法之適用，兩者屬於相同法律位階的平行併存關係29。 

  附屬刑法與特別刑法之區分標準既不同，故事實上「附屬刑法」與「特別刑法」

仍有部分重疊與部分差異之處，而本文欲討論的法人處罰之折衷立法模式，主要是強

調於公司刑法、商業刑法、經濟刑法、財稅刑法、金融刑法、證券刑法、環境刑法、

食品刑法等法規中，特別規範法人之規定，故下文論及該折衷立法例時，將統一使用

                                                

28 參見：邱英武，〈淺論附屬刑法與行政刑法、特別刑法之關係〉，《軍法專刊》，43 卷 8 期，1997 年 8

月，頁 29、31-32；林山田，〈行政刑法與行政犯辯正〉，《法令月刊》，40 卷 9 期，1989 年 9 月 1 日，

頁 19；許靖儀，〈法人犯罪制裁方式之走向──從最高法院 100 年度臺上字第 1862 號談起〉，《刑事

法雜誌》，2012 年 2 月，56 卷 1 期，頁 19-20；許靖儀，《法人犯罪之研究──從現況到解決》，中

國文化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7 月，頁 28 註 62。 
29 參見：林山田，同註 27，頁 44-48；邱英武，同註 28，頁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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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刑法」之用語。 

  此外，歐盟現有制裁措施，屬於廣義刑法之制裁，根據《歐洲人權公約》

（Europäische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EMRK）第 6 條第 1 項30規定，「刑事控訴」

（strafrechtliche Anklage）要件成立時，即納入公平審判權利之保障範圍內。亦即，

對行為人有壓制性質（repressive Natur）或造成特別重大之法益損失之措施，歐洲人

權法院會將之定性為刑事法之制裁 31 。基此見解，德國《秩序違反法》

（Ordnungswidrigkeitengesetz, OWiG）的罰鍰（Geldbuße）即屬之32。 

  事實上，行政罰與刑罰之目的，皆是針對人民過去違反法律義務之制裁，屬於國

家公權力的實施，行政罰的規範對象乃服從於國家法律規範之自然人或法人，故行政

罰實際上亦屬廣義之刑法範疇，不應因行政罰之裁罰主體為行政機關即逕自論斷其屬

於行政法之範圍，從而我國在《行政罰法》規定「行為人」定義包含法人，已將法人

納入「廣義犯罪的行政不法行為」之規範對象中33，故行政罰實際上屬於廣義刑法之

制裁。基此，本文中「法人犯罪」、「法人刑法」和「法人刑事責任」之用語，雖容易

使人第一直覺聯想到於我國另外制定一部「法人刑法專典」或是在現行刑法總則中另

闢「法人專章」，而法人涉犯刑法之罪始予以刑事制裁，而非行政制裁。然從歐盟比

                                                
30  Art. 6 I EMRK: 1Jede Person hat ein Recht darauf, daß über Streitigkeiten in bezug auf ihre 

zivilrechtlichen Ansprüche und Verpflichtungen oder über eine gegen sie erhobene strafrechtliche 

Anklage von einem unabhängigen und unparteiischen, auf Gesetz beruhenden Gericht in einem fairen 

Verfahren, öffentlich und innerhalb angemessener Frist verhandelt wird. 2Das Urteil muß öffentlich 

verkündet werden; Presse und Ö ffentlichkeit können jedoch während des ganzen oder eines Teiles des 

Verfahrens ausgeschlossen werden, wenn dies im Interesse der Moral, der öffentlichen Ordnung oder der 

nationalen Sicherheit in einer demokratischen Gesellschaft liegt, wenn die Interessen von Jugendlichen 

oder der Schutz des Privatlebens der Prozeßparteien es verlangen oder - soweit das Gericht es für 

unbedingt erforderlich hält - wenn unter besonderen Umständen eine öffentliche Verhandlung die 

Interessen der Rechtspflege beeinträchtigen würde. 

《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當決定人民之公民權利義務或對人民確定任何刑事控訴時，任

何人有理由於合理時間內受依法律設立之獨立、公正法院之公平公開審判。判決應公開宣布，但基

於考慮民主社會中道德、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利益，以及民主社會中少年利益或保護當事人的私生

活權利，或法院認為於特殊情況下，倘若公開審判將損害公平利益者，得拒絕記者和公眾參與旁聽

全部或部分審判。」 
31 Helmut Satzger 著／王士帆譯，《國際刑法與歐洲刑法》，初版，2015 年 6 月，頁 114。 
32 Helmut Satzger 著／王士帆譯，同註 31，頁 317。 
33 許澤天，同註 19，頁 135、148。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0 

較法角度觀之，行政罰屬廣義刑法之制裁，故上述用語，並非排除以行政制裁處罰法

人之可能，文中將適時代用。 

  再者，本文將介紹奧地利之《刑事犯罪團體責任法》，條文中「團體」（Verband）

一詞，涵義較為廣泛，惟在此為避免涉入於我國公法人、非法人團體及人合團體等等

是否亦為法人刑事責任範疇的學理之爭，僅限於討論私法人的情形。      

  綜上所述，本文以法人刑事責任之傳統議題與立法論為主軸，介紹我國法人制裁

之立法現況，並呼籲不該認為法人沒有得刑罰性而作繭自縛，而是應正視法人犯罪危

害社會之問題，承認法人得為犯罪主體，並加以制裁和規範。同時將介紹歐盟法人刑

法之立法趨勢，並引鑑依照歐盟法人歸責模式制定之奧地利《刑事犯罪團體責任法》，

作為我國立法之參考，輔以德國比較法之角度，從學理上檢視我國法人制裁規定的瑕

疵，期盼能整合現行附屬刑法中雜亂無章的規定，建立一套有效的法人歸責模型。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文將採取文獻分析法、歷史研究法與比較研究法作為研究方法。首先，將以法

人刑事責任為範圍，蒐集相關條文與立法理由、專書著作、期刊文章、學位論文、法

院裁判、網路資源等資料，作系統性、綜合性研究，探討法人制裁的傳統問題。再來，

揭示我國立法現況，同時從大法官釋字與法院裁判等實務見解，研判未來立法之走向

與趨勢，並分析法人刑事責任可能遭遇之難題與質疑。最後，將說明法人制裁於歐盟

的概況，並以奧地利之《刑事犯罪團體責任法》為鑑，針對其條文、立法理由與條文

註釋進行翻譯，輔以向來否定以刑事制裁處罰法人之德國觀點，藉此比較我國、奧地

利法與德國法之規範，盼得作為我國立法之檢視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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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論文架構 

  本文第一章為緒論，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章，我國法人刑事責任之探究：本章將先介紹法人之本質，並就目前法人刑

事責任中的核心爭議，諸如法人有無犯罪能力？得否為犯罪主體？以及法人處罰歸責

模式的採擇和法人制裁之方式進行剖析。另說明我國採取法人犯罪能力折衷說之立場，

整理、歸類我國現行法人制裁之立法模式，以我國實務裁判為例，解析學說與裁判歧

異之處。此外將闡述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後，為了符合「無責任即無刑罰」之憲

法原則，我國法人刑事責任之檢討與未來走向，與將來建構法人刑事責任所面臨之難

題與爭論。 

  第三章，奧地利《團體責任法》之介紹：綜述比較法上的法人歸責模式，概覽法

人刑法於歐洲之形成背景，解釋為何法人制裁於歐洲蔚為潮流，並介紹《保護歐體財

政利益公約第二議定書》中法人處罰之典範條款，歐盟因而形成自己的一套法人歸責

模式，而歐盟會員國基於轉化義務必須將此套法人歸責模式「內化」。而於限期轉化

完成的奧地利《刑事犯罪團體責任法》至關重要，將分析其核心規定（第 2 條、第 3

條和第 10 條）與立法理由，同時針對該立法所展現的法人歸責模式，是否符合憲法

之要求、衍生之憲法法院裁判進行解說。 

  第四章，比較法對我國之意義與啟示：介紹完奧地利《刑事犯罪團體責任法》，

將從奧地利學界的評釋，分析法人刑法核心規定值得讚許與尚有不足之處。同時輔以

堅守法人無犯罪能力之德國立場，探討近年所提出之《科隆團體制裁法草案》與《團

體制裁法草案》的立法理由與規定，了解奧地利《刑事犯罪團體責任法》為何成為典

範。藉此，得以了解建構法人歸責基礎之必要性，並於文末建議我國，於參考奧地利

《刑事犯罪團體責任法》時，得以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架構作為解析方式，確

立法人監督義務，以預防為導向之刑事措施，促使法人得以建立內部法令遵循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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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呼籲，應以廣義刑事制裁角度，合併觀察行政罰與刑罰規範，作為我國未來立法

之正確觀點，並以比較法規範作為出發點，供我國立法之參考，省思我國法人刑事責

任理論，期盼能夠建立一套適合我國法規範之法人制裁體系。 

  第五章，結論：最後將歸納、統整上述章節的相關議題，並提出建立完整法人刑

事責任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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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法人刑事責任之探究 

  我國採取法人犯罪能力折衷說之立場，在附屬刑法中多有制裁法人之規定，但由

於立法用語紊亂，且是否有法人免責條款亦不一致，導致實務上如何適用和解讀法律

的見解經常分歧，亦和學理有所扞格。在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闡釋「無責任即無

刑罰」之憲法原則的理念後，亦導致實務見解的轉變，認為法人處罰之相關規定屬於

自己責任，而非有違憲疑慮之轉嫁罰制。縱使如此，對於我國相關規定的規範方式，

仍被質疑有違反自己責任原則之虞，甚至在我國究竟是否需要法人刑事制裁，可否以

較富有彈性、效率的行政制裁代之，相關討論從不止歇。是以，本章將從法人刑事責

任傳統議題切入，介紹並剖析我國的法人刑事處罰規範，後半段則從我國規範法人違

法行為的民事、行政與刑事制裁切入，探討刑事制裁是否真的具有重要性與不可替代

性。 

 

第一節 法人刑事責任之傳統議題 

  法律上有人格者，除了自然人外，還有法人。法人不僅得在民事法上作為權利義

務主體，於民事法、行政法上，亦得負擔民事不法和行政不法責任。然而在刑事法領

域中，法人得否作為犯罪主體與刑罰主體，向來備生爭議。採取反對以刑罰制裁法人

者將「法人不可能犯罪」（Societas delinquere non potest）原則奉為聖諭，並認為此一

原則不容侵犯與動搖。但依據瑞士巴賽爾大學 Wohlers 法教授之研究，„Societas 

delinquere non potest“既不如一般所推測的源自於羅馬法，亦不符法治史之發展，而

是在近兩百年才將「可刑罰性限制於自然人」列歸一般情形34。無論如何，在西方刑

                                                
34 Wohlers, Der Gesetzesentwurf zur strafrechtlichen Verantwortlichkeit von Unternehmen und sonstigen 

Verbänden — Kritik und Rechtsvergleich, ZGR 2016, 365；王士帆，〈歐盟標準的法人刑法模式〉，收

錄於：陳子平教授榮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法學與風範──陳子平教授榮退論文集》，初版，

2018 年 1 月，頁 56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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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受到啟蒙主義思潮之影響後，法人可否成為犯罪主體之爭，即轉移至法人是否有意

思能力與受罰能力之上35。故如何認定法人之本質，將進一步影響法人是否有犯罪能

力之理論，即犯罪能力否定說、肯定說與折衷說的採擇。 

  不管學理上如何論辯法人是否有犯罪能力，得否作為犯罪主體，在刑事政策上多

有採取處罰法人之規定以遏止法人犯罪，此時基於規範事實，即應於憲法框架下，採

取把法人作為規範對象的適當立法模式。將法人作為犯罪主體的立法現況，於學理解

釋論上更衍生其他論戰，最主要者便是法人本得以民事法與行政法處罰，此時刑事制

裁得否以民事制裁、行政制裁替代之疑問。本文將依照以上脈絡，介紹法人刑事責任

之傳統議題，以了解是否建構法人刑事責任，支持與反對方各自的立論基礎。 

 

第一項 法人之本質 

  探究法人刑事責任的理論基礎之前，首要面臨的問題將會是：「法人之本質」為

何？隨著時代的推演與科技之進步，為了因應人類社會生活之需求與便利組織活動，

法人制度油然而生，法人成為與自然人相同、具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法律上人格。

法人既不存在實體，何以能取得法人格？法人本質之爭論，具有承先啟後之地位，引

領後續法人刑事責任相關理論與探討的論辯，故法人的本質對於本文後續欲探討的法

人刑事責任理論有討論之實益與重要性。而法人本質之見解，大致可區分為法人否認

說、法人擬制說、法人實在說三派36。 

第一款 法人否認說 

                                                

35 王皇玉，同註 1，頁 8-9。 
36 下文法人否認說、法人擬制說、法人實在說立論理由的引註，僅表示出處，並非當然代表該著者之

見解。詳細的學說介紹，除了引用之著書外，另可參見：吳耀宗，〈稅捐稽徵法中逃漏稅罪對於法

人或非法人團體處罰之研究──兼論該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警學叢刊》，26 卷 2 期，1995 年 9

月，頁 170-172；陳明輝，〈論法人之本質〉，《軍法專刊》，31 卷 2 期，1985 年 2 月，頁 17-30；賴

英照，〈公司法人本質之理論〉，收錄於：賴英照，《公司法論文集》，3 版，1990 年 3 月，頁 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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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否認說否定法人的存在，認為具有法律人格者僅有自然人，法人屬多數自然

人與財產之集合。法人否認說又可區分為三派：一，Brinz 主張、Beckker 集大成的「目

的財產說」，主張法人為一定目的而組成的目的財產（Zweckvermögen）；二，Jehring

提倡、Planial 集大成的「受益者主體說」則認為，享有法人財產利益的多數自然人方

為事實上的權利主體，法人僅是使多數權利主體法律關係單一化之技術設計而已；三，

Hölder 主倡、Binder 集大成的「管理者主體說」則是將實際管理財產之自然人認定為

財產之主體，而法人本身並非財產管理者，僅具財產管理人與受益者之地位37。 

  此說完全否認法人之存在，則法人自然無法成為犯罪主體，毋庸贅言38。 

第二款 法人擬制說 

  法人擬制說（Fiktionstheorie）由德國學者 Savigny 為代表，其自意思理論

（Willenstheorie）為出發點，認為權利義務主體應限於具有「自由意思」者，故僅限

於自然人。法人本身為抽象概念，無意思、知覺和行為，不具意思能力與行為能力，

是經由法律規定，在法律承認之範圍內，將其擬制為自然人，始承認法人得為權利主

體，性質上為「擬制的人」（fingierte Person），此亦屬和否認法人人格存在的「法人

否認說」根本不同之處。此說最早承認法人得為權利主體，惟並無說明法人存在的實

質意義，以及在何種範圍與程度，得以將法人與自然人等同視之39。 

  此說認為法人屬於擬制之人格，本體既非實在，法人本身不能為固有之行為，僅

在法律規定之範圍內，將代表人或代理人之行為視為法人之行為，惟若代表人或代理

人之違法行為並非在法律所認定之目的範圍內，此時其行為之法律效果不及於法人，

亦無承認法人得為犯罪主體之必要40。詳言之，法人僅在合法範圍內得由代表人或代

                                                

37 王澤鑑，《民法總則》，增訂新版，2014 年 2 月，頁 178。 
38 蔡墩銘，《刑法總論》，10 版，2013 年 8 月，頁 96。 
39 王澤鑑，同註 37，頁 177；陳聰富，《民法總則》，初版，2014 年 12 月，頁 89；鄭玉波，《民法總

則》，增訂 11 版，2008 年 9 月，頁 142。 
40 蔡墩銘，同註 38，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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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代為收受意思表示，至於民法上侵權行為和刑法上違法行為，業已超出合法之範

疇，即無由代表人或代理人代為表示之可能，故法人不得成為犯罪主體41。 

第三款 法人實在說 

  法人實在說（Realitätstheorie）認為法人是社會生活中的獨立實體（Entitz），又

可細分為德國學者 Gierke 主導的「有機體說」與法國學者 L. Michoud 與 R. Saleilles

引領的「組織體說」。 

  「有機體說」，又稱為「具體實在說」，其認為，有別於自然人為自然有機體，法

人乃社會有機體（gesellschaftlicher Organismus），雖法人由個別自然人所組成，然仍

認為自然人外尚有獨立存在之實體，蓋法人是全體成員經由一定程序，形成團體意思

（Gesamtwille），與成員的個別意思有別，故認定法人應具有意思能力，法律便規定

此種實際存在之社會有機體擁有法人格地位，法人與自然人之存在相當，得作為權利

義務主體。與擬制說相同，此說以意思能力之有無作為判定法人是否存在之標準，又

被稱作為「新擬制說」。惟此說遭批評：法人並無自我意思與行為，難與自然人相提

並論、等同視之42。此說認為法人具有團體意思且為獨立存在，僅因其行為須由其代

表之自然人為之，故將自然人之行為，逕作法人之行為，此時凡自然人所能為之行為，

法人亦得為之，故法人得作為刑法上之犯罪主體43。 

  「組織體說」，又稱為「抽象實在說」，則是以社會法學觀點來探討法人之本質，

其主張，法人應屬法律上組織體（rechtlicher Organismns），其代表機關的意思即為法

人的意思。組織體說相較於有機體說較能被接受與理解，但此說並未給予何以須賦予

法人享有權利能力、負擔權利義務之獨立法人格的堅強論據。組織體說雖有其缺陷存

                                                

41 韓忠謨，《刑法原理》，再版，2002 年 10 月，頁 89。 
42 王澤鑑，同註 37，頁 178-179；陳聰富，同註 39，頁 89。 
43 蔡墩銘，同註 38，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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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仍在目前大陸法系國家為主流看法44。依此說，法人仍非實際存在，必須依其代

表機關表現其人格，而身為代表機關之自然人，身體與人格合一，與法人之本體顯然

有別45。亦即，法人之意思仍與自然人的自然意思不同，犯罪僅得由具有自然意思者

為之，故法人難謂具有犯罪能力46。 

 

第二項 法人犯罪能力之有無 

  「行為主體」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人，又稱為「行為人」或「犯罪主體」，

當代刑法理論以自然人之個人犯罪為前提建構，故刑法上之行為（犯罪）主體，原則

上以自然人為限47。而法人是否亦可成為刑法上之行為（犯罪）主體，遂成爭論之地。

法人為法律規定具有法人格之組織體，經由其代表機關或負責人決定各項法律行為並

進而發生法律上效力48。法人在民事法脈絡下雖然與自然人同樣得為權利義務主體，

並具有權利能力、行為能力與侵權能力，惟刑法和民事法的規範目的49及結構50迥然

不同，是否能將私法上法人之行為能力、權利能力，類推適用或直接適用於刑法規範

中，進而肯認法人得作為刑法上的犯罪主體，實有疑義。然而，當代社會中法人組織

                                                

44 王澤鑑，同註 37，頁 177-178；陳聰富，同註 39，頁 89。 
45 韓忠謨，同註 41，頁 90。 
46 蔡墩銘，同註 38，頁 96-97。 
47 陳子平，《刑法總論》，4 版，2017 年 9 月，頁 137-138。 
48

 林山田，同註 27，頁 205-206。 
49 民事責任以損害填補為原則，和刑事責任重視刑法對犯罪行為產生的嚇阻與預防效果並不相同，兩

者間的責任判斷應個別處理。詳細內容，參見：王文宇，〈從公司不法行為之追訴論民、刑、商法

之分際〉，《月旦法學雜誌》，103 期，2003 年 12 月，頁 54-55。 
50 民事責任以損害填補為原則，以多數過失行為人為例，縱使現代法人朝向部門精密與管理階層分化

方向發展，仍得依照共同侵權規定，使被害人得以向個人或法人求償總損害之賠償，其內部再依過

失比例分擔賠償額，即依每一個參與侵害者的過失程度決定個別分擔責任，是以，民法上過失之認

定，以過失程度決定損害賠償之合理分配，重視侵權行為之結果，為客觀之標準。刑事責任則屬於

國家刑罰權之行使，具有公益性，重視個人行為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故必須個別且獨立地判

定行為人是否成立犯罪，刑法上過失之認定，是以行為人主觀意思為判定標準；且縱使有高低有別

之參與程度，亦僅有成立、不成立刑責的二分結果，負擔相同的法定刑刑責，不會有過失比例分擔

額或與有過失等問題。詳細內容，參見：王文宇，同註 49，頁 54；王皇玉，同註 1，頁 11-12；許

恒達，同註 2，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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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社會活動中的活絡，其影響力廣及整體經濟秩序、個人生命及生活，超越自然人的

法人犯罪層出不窮，亦導致法人刑事責任之理論基礎──法人有無犯罪能力？得否為

行為（犯罪）主體？──逐漸獲得重視，針對此一問題，眾多學者提出不同面向之觀

點與立論基礎證立自己的看法，尚無定論。 

第一款 法人犯罪能力否定說 

  拉丁文 Societas delinquere non potest（法人不可能犯罪），被歐陸法系國家嚴格地

遵循並視為不容侵犯之原則，其傳統上認為，僅能對自然人施加刑事制裁51，我國刑

法主要繼受自德國與日本，亦深受此概念之影響，故我國核心刑法皆是以自然人為規

範對象，法人犯罪能力否定說即從傳統刑法基本原則與基礎法理出發，主張法人並無

刑法上之犯罪能力。在此觀點下，將「替代的」刑事責任歸屬於法人乃不恰當的作法，

其主要立論基礎如下：  

一、法人無刑法上之行為能力 

  刑法上之行為概念，係具有刑法重要性效果、客觀可見的行動或靜止，亦即「出

於意思所主宰支配的人類行止」，此意義下，行為人的內在意思決定與意思活動作為

刑法評價與犯罪判斷的連結，故刑法上的行為主體，以能夠出於自己意思作為或不作

為的自然人為限52。法人並無如同自然人的意思和肉體，法人縱使可以透過代表人或

機關表現其人格，效力直接歸屬於法人，然此意思和行為，與自然人之身體與人格合

而為一，顯然有異53，法人既無從像自然人般地表現意思與行為，將自然人與法人等

同視之實難想像。  

二、法人不具罪責，無從負擔倫理、道德責任 

                                                

51 林山田，同註 27，頁 406。 
52 林山田，同註 27，頁 195-196、204。 
53 王皇玉，同註 1，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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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罰以罪責（Schuld）又稱為「責任」為前提，縱使行為人之行為具有構成要件

該當性與違法性，倘若欠缺罪責，即不構犯罪，具體表現為「無罪責則無刑罰」（ohne 

Schuld keine Strafe），通稱為「罪責（責任）原則」。所謂罪責，指法律規範對於具有

自由意志的自然人之可非難性54，故具有罪責者僅有自然人而已。 

  現代刑法是以倫理、道德為基礎所建立之法規範，故刑法制裁具有社會倫理非難

性，亦帶有痛苦性、贖罪性，刑罰的作用著重於精神上的影響效果，而法人本身並無

感受刑罰能力，法人對刑法制裁之特性無從回應，對其毫無意義可言，不能以刑罰加

諸於無罪責且無法給予社會倫理非難的法人，難以認為法人具有接受刑罰的能力

（Straffähigkeit），對法人科處刑罰，實與刑罰之目的相悖55。 

三、無法以現行刑罰體系之自由刑、生命刑處罰法人 

  刑罰體系是以處罰自然人為前提而設，除罰金刑外，如現行刑罰種類中的自由刑、

生命刑，皆專為自然人而設，是以，顯然無法對法人執行。更何況罰金刑有易科之相

關規定，亦因法人並無有形形體，將礙難執行，再再顯示與刑罰之目的背馳56。 

四、刑法具最後手段性 

  刑法謙抑思想，指不應將所有違法行為作為刑法規範對象，刑法僅適用於有刑罰

必要性之犯罪，且刑罰必須限定在必要且合理的最小限度57。刑罰將剝奪人民之生命、

財產，或限制人民之自由，影響人民基本權甚鉅，為所有法規範效果中，最具強制性、

殺傷性、痛苦性的制裁手段58，為規範社會共同生活秩序的最後防線。故倘欲發動刑

罰，只有在其他法律效果皆不能有效抑制某社會損害行為時方得為之，並非所有一切

                                                

54 王皇玉，同註 1，頁 13；林山田，同註 27，頁 376-377。 
55 參見：陳煥生，〈法人違法之處罰──最高法院 69 台上 3068 號及 73 台上 5038 號判例評釋〉，《刑

事法雜誌》，55 卷 5 期，2011 年 10 月，頁 8；許靖儀，同註 28，頁 9；鄭善印，〈公平交易法上兩

罰規定之研究──法人處刑問題〉，《警大法學論集》，創刊號，1996 年 3 月，頁 8。 
56 韓忠謨，同註 41，頁 91。 
57 陳子平，同註 47，頁 11-12；林鈺雄，《新刑法總則》，7 版，2019 年 9 月，頁 11。 
58 林山田，同註 27，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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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法益之行為皆應以刑罰加以制裁，此乃刑法最後手段性（ultima ratio）原則59。

現行嚇阻刑罰中欲使法人受罰，僅罰金刑可供採用，此減少法人財產之手段，亦得以

罰鍰或沒入等行政罰之手段代之，甚至行政罰尚有兼具多元化、效率、彈性的勒令停

工、停業等制裁手段60，若動輒以刑罰加諸於法人，恐有違刑法最後手段性。  

五、同時處罰機關之自然人與法人，將有違反禁止雙重處罰原則之虞 

  法人是經由其機關之自然人實施行為，處罰機關之自然人為已足，無須另處罰法

人。若對於同一違法行為，不僅處罰機關之自然人，同時法人也會受到刑罰，將違反

禁止雙重處罰原則61。 

第二款 法人犯罪能力肯定說 

  英美法系國家於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社會公共犯罪層出不窮，基於刑事政策目的，

以實用觀點，立法制定的妨害公共安寧或違反保障清潔衛生之法律，科予行為人「法

定責任」，此時不需證明行為人是否有主觀犯意，仍得加以制裁，於當代更是普遍肯

定法人的犯罪能力62，而歐盟近來也開始要求其成員國應該制定關於法人刑事責任之

規範63。法人犯罪能力肯定說針對否定說的質疑與批判，大致論辯基礎如下敘明。 

一、法人得透過該機關形成意思並實施行為 

  法人與自然人相同，為實質存在，法人雖未能如自然人般的意思與行為，仍得透

過代表機關的自然人為意思之形成與身體之行止，意即，法人代表機關對外所表示之

                                                

59 陳子平，同註 47，頁 11；林鈺雄，同註 57，頁 11。 
60 參見：許靖儀，同註 28，頁 9-10；魏平政，《法人的刑事責任》，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3 年 7 月，頁 62-63。關於我國法人制裁方式，有採取刑罰或行政罰之爭論，詳見本節第四項說

明。 
61 參見：王皇玉，同註 1，頁 21-22；許靖儀，同註 28，頁 10；陳子平，同註 47，頁 139。 
62 蘇俊雄，《刑法總論 II》，初版，1997 年 7 月，頁 42-43。 
63 詳細內容參閱本文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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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屬法人之意思，所為之行為，屬法人之行為64。而法人的意思與行為，雖然係

利用代表機關之自然人作為媒介，惟該自然人僅是實現法人的具體事實行為，其參與

仍限縮於媒介的意涵，不應割裂視之，使之另外受到獨立評價65。甚者，法人雖無如

同自然人般之肉體，無法為作為犯，但仍有成立不作為犯之可能66，蓋不作為犯雖無

肉眼可見之行為舉止，仍得因具保證人地位和違反作為義務而予處罰67。是以，法人

仍得經由其代表機關形成意思而實施行為。 

二、對於法人仍有倫理、道德非難之可能 

  法律之形成，是以維持社會秩序之發展為目的，而刑法上所謂的責任，乃立基於

行為人的反社會性，為社會對於一定心理狀態之價值否定與非難，則可為社會的價值

否定及非難對象者，除自然人外，法人亦可為對象，故法律的責任主體未必以自然人

為限68。況且，法人既有自然人為其機關能形成集體意識，則有關倫理感應能力的各

項要素，諸如：認知法律之存在、自由意志的抉擇、承受違反法律所得來的痛苦效果

及弭平其罪惡等，皆可由機關之自然人反映在法人的集體意識上，使得法人具有「間

接」的倫理感應能力，而有倫理、道義非難之可能69。 

三、得建構除罰金刑外其他刑罰制裁手段 

  我國刑罰體系現有的罰金刑，藉以剝奪法人之財產，甚至得以沒收不法所得之方

式制裁法人之經濟犯罪，對於大多數以營利為目的的法人仍有其效果70，且使用刑罰

                                                

64 參見：李漢中，〈淺述兩岸法人犯罪處罰之現況〉，《軍法專刊》，51 卷 6 期，2005 年 6 月，頁 15；

許靖儀，同註 28，頁 11；趙晞華，〈法人犯罪之研究──以兩岸刑事上的不法行為為中心〉，《軍法

專刊》，50 卷 7 期，2004 年 7 月，頁 2；鄭善印，同註 55，頁 173；韓忠謨，同註 41，頁 91。 
65 陳子平，同註 47，頁 140。 
66 趙晞華，同註 64，頁 2。 
67 鄭善印，同註 55，頁 13。 
68 參見：洪福增，〈法人之犯罪能力〉，《法學叢刊》，6 卷 3 期，1961 年 7 月，頁 94-95；許靖儀，同

註 28，頁 11；陳子平，同註 47，頁 140；陳樸生，〈法人刑事責任與我國立法之趨向〉，《刑事法雜

誌》，21 卷 2 期，1977 年 4 月，頁 11。 
69 參見：李漢中，同註 64，頁 15；許靖儀，同註 28，頁 11；陳子平，同註 47；鄭善印，同註 55，

頁 14-15。 
70 參見：川端博著，甘添貴監譯，余振華譯，《刑法總論二十五講》，初版，1999 年 11 月，頁 7；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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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罰鍰作為手段，能透過給予法人一定輿論壓力之方式，促使其注重企業形象以進

行內部改革71。再者，我國現行刑罰體系原本雖是以處罰自然人為前提而設，然不應

排斥得因應社會變遷，對於法人建構獨立之規範體系，以刑事立法之角度重新檢視，

諸如將法人解散（如同法人之生命刑）、限制營業、停止營業、永久封閉（如同法人

自由刑）、等新型態刑罰或保安處分類型作為法人犯罪之法律效果，亦即不應以不能

施加生命刑、自由刑於法人，逕自推斷法人沒有犯罪能力72。除此之外，犯罪能力否

定說認為：「法人無接受刑罰之能力故無犯罪能力」之立論基礎，實際上有刑罰論（法

律效果）與犯罪論（法律要件）本末倒置之缺漏73。 

四、機關自然人與法人之兩罰並非雙重處罰 

  法人機關之行為，同時具有法人行為與自然人行為之性質，前者可成立法人責任，

後者則可成立自然人責任，機關自然人與法人之兩罰，是就同一事件而處罰自然人與

法人，並非針對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所為，故不違反禁止雙重處罰原則74。再者，

法人與自然人分屬兩個獨立人格，應各自為自己犯罪貢獻負責，而產生個別獨立的兩

個責任：行為人對於自己之違法行為負責，法人對於自己之監督疏失負責，故不會有

罪責轉嫁、責任分擔或重複評價的問題75。因此，即便同時處罰二者，亦不構成雙重

處罰。 

五、從公共安全秩序與福祉的角度，有令法人負其刑責之必要 

                                                                                                                                              

福增，同註 68，頁 95-96；陳煥生，〈法人犯罪之研究〉，《法令月刊》，33 卷 11 期，1982 年 11 月，

頁 5；陳煥生，同註 55，頁 8。 
71 游嵥彥，《經濟犯罪之研究──以法人跨國犯罪為探討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1 年 7 月，頁 180-181。 
72 參見：方伯勳，《法人與刑事責任之研究》，天主教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6 年 6

月，頁 15；林書楷，〈食安犯罪之刑事規制及其解釋──以法人犯罪能力為中心〉，收錄於：王麗卿

主編，《全球風險社會刑法新議題──以食品及醫療為中心》，初版，2015 年 11 月，頁 309；許靖

儀，同註 28，頁 11；陳子平，同註 47，頁 140。 
73 川端博著，甘添貴監譯，余振華譯，同註 70，頁 7；陳子平，同註 47，頁 140。 
74 陳子平，同註 47，頁 141。 
75 陳樸生，〈法人兩罰規定之理論基礎〉，《法令月刊》，44 卷 5 期，1993 年 5 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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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社會活動範圍日益擴大並趨於複雜化，而使社會風險增加，僅處罰自然人尚

不足有效遏止法人犯罪，不利於公共福利與公共安全等社會福祉76。從刑事政策觀點

觀之，有設置法人制裁機制之必要；從法益侵害觀點觀之，法人仍得藉由經營之方式

進行犯罪達成法益侵害之結果，諸如公司為了減低成本而直接排放毒性化學物質或有

害廢棄物至河川；從犯罪預防觀點，法人之違法行為可能肇因於組織文化或組織架構，

導致基層員工反覆從事違法行為，倘若此時無法追究具有監督義務之負責人或代表機

關之責任，僅能處罰層級較低的員工，公司沒有足夠之動機去建立有效降低內部人員

從事違法行為的預防措施和獎勵政策，導致不良組織文化與錯誤組織架構的問題繼續

存在，法人犯罪仍可能繼續發生，而難收遏阻犯罪之預防功用77。更有論者主張，於

傳統社會倫理道義之非難外，應從社會責任之角度為出發點，配合社會對於法人之期

待可能性，建構法人刑事責任之基礎，認為法人應善盡防止違法與犯罪因素產生之責

任78。基於上述理由，應有承認法人犯罪能力的實益與需要。 

第三款 法人犯罪能力折衷說 

  法人犯罪能力折衷說，原則上仍受傳統觀念支配而認為法人無犯罪能力，惟為了

緩解法人犯罪能力肯定說的批評，並正視法人犯罪的猖獗與嚴重性，基於實用目的，

將犯罪種類區分為「自然犯」（又稱刑事犯）（mala in se; Kriminaldelikt; delit naturel）

與「法定犯」（又稱行政犯）（mala prohibita; Verwaltungsdelikt; delit artificiel）：自然犯

指不待法律規範，其本身即以受社會倫理道德非難之行為為內涵之犯罪，通常屬與倫

理道德有關之犯罪，為「本體惡」；法定犯，則指原先不具違反社會倫理之性質，但

基於行政取締之目的，因法律之規定而受非難之行為為內容之犯罪，通常是附屬刑法

                                                

76 參見：李漢中，同註 64，頁 15；陳煥生，同註 70，頁 8；陳煥生，同註 55，頁 9；趙晞華，同註

64，頁 2。 
77 王皇玉，同註 1，頁 21-22；孟維德，《白領犯罪──現象、理論與對策》，初版，2001 年 12 月，頁

479。 
78 蘇俊雄，同註 62，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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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規範之犯罪，為「禁止惡」79。綜上所述，自然犯著重於倫理的非難，法定犯著

重於社會的非難。依折衷說立場，在自然犯領域中，法人並沒有犯罪能力；但在法定

犯領域中，法人則有犯罪能力80。例如我國即採於核心刑法（Kernstrafrecht）中不處

罰法人，但在附屬刑法（Nebenstrafrecht）中則設有處罰法人之分離立法方式。 

 

第三項 法人負刑事責任之方式與依據 

  不論學理上如何認定法人犯罪能力之有無，倘若現行刑法中有處罰法人之規定，

即無法避免法人刑事制裁如何規範較為適宜之問題。法人犯罪處罰方式之採擇，亦與

法人犯罪能力之基本爭議息息相關，以下將分別介紹法人獨立制、轉嫁罰制與兩罰

制。 

第一款 法人獨立責任制 

  法人獨立責任制，又稱直接處罰制、代位責任制81，起源於「僕人過錯，主人負

責」之民事侵權代位責任82，屬於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僱用人或其他從業人員之

違法行為，僅處罰法人本身的處罰模式。亦即，法人代從業人員獨立負擔刑事責任，

從業人員不另負刑責，而法人之刑事責任是由該從業人員之責任轉嫁而來，為絕對責

任，法人縱使無過失，亦無法免除83。附帶一提，有認為採法人犯罪能力否定說之論

者，法人的刑事責任是以從業人員的違法行為為基礎，若要對法人施以處罰，即會採

                                                

79 陳子平，同註 47，頁 94-95；張麗卿，《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7 版，2018 年 9 月，頁 134。 
80 參見：邱忠義，〈對法人緩起訴處分初探〉，《全國律師》，11 卷 10 期，2007 年 10 月，頁 99；陳煥

生，同註 70，頁 5。 
81 注意：法人獨立責任制，有論者將之稱為「轉嫁罰制」或「代罰制」（如陳子平，同註 47，頁 142）。

惟此與下述標題：「第二款 轉嫁罰制」有別，差異在於處罰對象。為免混淆，本文統一用語：法

人獨立責任制處罰者為「法人」；轉嫁罰制處罰者為「行為人」或「負責人」。參見：魏平政，同註

60，頁 70。 
82 孫國祥，〈論法人犯罪〉，《南京大學學報》，2 期，2000 年 7 月，頁 132。 
83 陳子平，同註 47，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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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此一制度84。 

  法人獨立責任制屬刑法上犯罪主體與刑罰主體同一原則的例外，使法人承受「無

過失責任」，以達行政取締之目的。此一制度除了對於是否能夠合乎取締目的實有疑

義外，對於有責之自然人不罰，事實上亦不符近代刑法責任主義的要求85。我國附屬

刑法中的法人獨立責任制相關規定業已刪除，諸如：舊《礦業法》第 117 條86、舊《工

廠法》第 68 條至第 71 條87。 

第二款 轉嫁罰制 

  轉嫁罰制，又稱為代罰制，是以法人為犯罪主體，當法人犯罪時，依刑罰轉嫁之

法理，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或負責人之處罰模式88，此一處罰制度，乃採擇法人犯罪

能力否定說之立場下，基於社會控制法人犯罪之必要性，於刑事政策上調和之展現

89。 

  轉嫁罰制有以下之詬病90：第一，法明確性之問題：代罰制的規定方式，通常使

用「法人違反……，處罰其（行為）負責人……」或「法人犯……之罪者，處罰其（行

為）負責人……」之用語91．以「法人違反……」或「法人犯……」為法條文字時，

                                                

84 陳煥生，同註 55，頁 9。 
85 陳樸生，同註 75，頁 3-5。 
86 舊《礦業法》第 117 條（民國 19.5.10 制定版本）：「礦業權者於其代理人僱用人或其他之從業者，

關於業務違犯本法時，不得以非出己意，免本法之處罰。」 
87

 舊《工廠法》第 68 條（民國 21.11.19 修正版本）：「工廠違背本法第七條、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之

規定者，處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之罰金。」 

舊《工廠法》第 69 條（民國 21.11.19 修正版本）：「工廠違背本法第五條、第八條至第十條、第三

十七條及第六十三條之規定者，處五十元以上三百元以下之罰金。」 

舊《工廠法》第 70 條（民國 21.11.19 修正版本）：「工廠違背本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者，處五十元

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罰金。」 

舊《工廠法》第 71 條（民國 21.11.19 修正版本）：「工廠違背本法第三條、第四條、第十四條至第

十九條及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者，處一百元以下之罰金。」 
88 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冊）》，10 版，2008 年 1 月，頁 408。 
89 孫國祥，同註 82，頁 139。 
90 鍾亞達，《論法人犯罪之立法正當性與理論基礎》，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4 年 7 月，頁 76 以下。 
91 許靖儀，同註 28，頁 30。 



doi:10.6844/NCKU202001296

 

 

26 

於法人「不作為」時較容易認定，惟法人是否得以「作為」方式構成要件？且易造成

實務認定法人行為之困難，欠缺法明確性。第二，人頭董事之問題：代罰制處罰之對

象為行為負責人或負責人，均以形式上有負責人身分為準，此時實際受轉嫁罰制裁者，

可能為人頭董事，僅因掛名而須承擔轉嫁責任。第三，最重要的是責任原則之問題：

轉嫁罰制此種犯罪主體與刑罰對象不同之立法方式，為他人之刑事違法且有責之行為

受刑事處罰，實際上已違反責任原則之憲法誡命，而有立法正當性之疑慮。 

第三款 兩罰制 

  兩罰制，即就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僱用人或其他從業人員之違法行為，除處

罰該實行行為之從業人員外，同時對法人亦加以制裁之規定。最傳統的兩罰制，要求

先行確認從業人員的犯罪成立之後，始進一步對法人科處刑罰，換言之，兩罰規定下

對於法人之處罰，必須以內部從業人員的違法行為作為前提要件92。 

  兩罰制認為，行為人本身，負有遵守法規之義務，故若違反此義務，即應為自己

的違法行為負責；而法人被處罰的緣由乃因其並未盡到監督責任，故應負監督不周之

責。且法人內部之自然人與法人本身乃不同之個別、獨立之犯罪主體，因此皆予處罰

並不違反雙重處罰禁止原則93，亦有利於責任原則之貫徹。此為目前眾多國家規範法

人刑事責任之依據。 

  兩罰制從法人犯罪能力肯定說的角度觀之，認為基於社會責任之要求，法人應善

盡防止違法與犯罪因素產生之責任，而法人身為經營事業之主體，故對其內部負有使

從業人員不從事違法行為的注意與監督義務，當法人可預見到內部從業成員的違法行

為或整個組織違法的運作狀態，卻因其本身組織運作上有缺失未盡管理監督之責，未

履行客觀上必要之注意義務，而導致法所不容許風險之實現時，即應負擔過失責任

                                                

92 陳子平，同註 47，頁 141-142。 
93 陳子平，同註 47，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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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而對於法人處罰之依據，該過失責任的內涵，另有擬制過失責任、推定過失責任

與單純過失責任的理論之爭95：擬制過失責任說，以法律明文規定為限，為法律明文

擬制法人對其內部從業人員選任監督義務之過失存在。此時不許法人舉反證主張無過

失而免責96。在近代刑法責任主義蔚為潮流的情況下，擬制過失責任說不容許舉反證

推翻，無任何免責規定，並不合時宜；推定過失責任說，以行政取締目的的實效性、

法人內部指揮命令多樣化將造成舉證上之困難等等為目的，當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而

有違法行為時，以法人未盡到選任監督、注意防止義務，推定法人此時有監督不周的

過失，此時檢察官無庸舉證，但法人得就其無過失負舉證責任，而主張無過失免責97；

單純過失責任說，又稱為純過失說，法人本身是否有過失，應由檢察官於刑事程序中

就其過失之存在負擔舉證責任98。 

 

第四項 法人之制裁手段 

  針對法人之犯罪，同一不法行為立法設計之制裁或嚇阻手段，可分為三個部分：

民事、行政與刑事制裁。三者規範目的與內涵並不完全相同：刑事制裁重視嚇阻與預

防，須有法益之侵害和行為之不法，且不一定以發生損害結果為要件，處罰與損害間

關聯性較弱；行政制裁則是基於行政取締之目的，藉由公權力介入，處罰法人之不法

行為；民事制裁則講究損害之填補，故須發生損害，且行為與損害間具備因果關係，

                                                

94 陳子平，同註 47，頁 143；蔡蕙芳，同註 3，頁 55-56。 
95 詳盡內容，參見：曾瓊玉，《法人犯罪問題之研究》，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6

月，頁 47 以下；陳樸生，同註 75，頁 6。 
96 陳樸生，同註 75，頁 6；趙晞華，同註 64，頁 4。 
97 魏平政，同註 60，頁 78；吳天雲，〈兩罰規定的法人責任〉，《刑事法雜誌》，57 卷 1 期，2013 年 2

月，頁 13。 
98 陳樸生，同註 75，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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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足當之99。 

  是故，法人之犯罪，可能因法條涵攝結果，而同時成立民事侵權責任、行政不法

責任或刑事不法責任，當一違法行為同時構成兩種以上之責任規定者，此時將進一步

發生制裁競合之問題，而手段間之運用是否足以對抗或遏止法人犯罪，便成為焦點所

在。在法人刑事制裁方式有諸多爭議的狀況下，是否得以民事制裁或行政制裁之方式

來處罰法人之違法行為即為已足100，而刑事制裁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仍有進一步探

討之必要。本文以下試圖透過三種制裁手段間之立法目的，了解制裁手段間之差異，

剖析上開議題。 

第一款 民事制裁與刑事制裁 

  民法之立法目的，主要是填補個人之損害，或回復個人間之私法關係。而在晚近

民事制裁中，出現「懲罰性賠償金」之制裁手段，該制度是為了懲罰行為人之惡性不

法行為，並嚇阻該不法行為人將來繼續從事相類之不法行為，故科以超過實際損害之

賠償額度，此制度超出填補損害之目的範圍，進一步帶有刑法上應報、預防效果101。 

  惟對法人施以民事制裁是否可以取代或達成如刑事制裁的效果？有論者則認為，

民事程序與刑事程序迥然有異，蓋前者必須由私人提起訴訟，後者由檢察官提起公訴，

故倘若受損害之私人因故不能或不願提起訴訟時，法人又相較私人擁有更多的資源與

財力，而私人成為原告必須負擔舉證責任和訴訟費用之不利益，此時僅憑民事訴訟程

序，法人將可能毋庸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更何況懲罰性賠償責任。此外，對於保護法

益為社會法益之犯罪，此時未必有具體被害人存在，有必要將特定法益之保護前置化，

而非待實際損害發生時方以民事損害賠償責任相繩，是以，縱使民事懲罰性賠償金制

                                                

99 王文宇，同註 49，頁 51。 
100 黃嘉烈，〈公害犯罪之成立與組織體罪責論〉，《警大法學論集》，創刊號，1996 年 3 月，頁 207。 
101 鍾亞達，同註 90，頁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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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具有部分刑事制裁之目的，仍無法取代刑事制裁之效果102。 

第二款 行政制裁與刑事制裁 

  縱使制裁法人犯罪之問題為現代立法趨勢，惟法人之違法行為，若以刑事制裁加

以處罰，勢必將面臨前述之諸多質疑與批判，究應以行政罰或刑罰制裁法人為妥，學

理上爭論不休，以較為彈性、無爭議之行政罰或秩序罰作為制裁法人之手段，得否達

成與法人刑事制裁之相同效果，亦或刑罰制裁仍具有意義與不可替代性，法人制裁除

罪化或刑罰化各執一詞103。 

  認為不必對於法人施加刑事制裁之論者，主要之理由有三：第一，要確認法人刑

事責任，舉證和論罪標準嚴苛，且必須達有罪之確信，始得判決法人有罪，故將耗費

較長時間的訴訟程序；相較下，若是僅由行政機關依職權就能作出裁罰處分，所費時

間較少、效率較高104；其二，如前所述，現行刑法中對法人僅得科處罰金刑，而罰金

刑如同行政罰鍰，皆是以剝奪法人之財產作為處罰手段，制裁效果一致，故無以刑罰

制裁之必要性，與其採用罰金制裁法人，造成刑法論理學上的諸多問題，不如採用能

達到相同制裁目的的行政罰鍰手段105；最後，若採取行政制裁制度，尚得輔以警告、

撤銷法人登記或許可、吊銷執照、命令改善與停止使用污染源設備、勒令停工或歇（暫）

停業、銷毀有害安全或衛生之產品等等行政處分，避免法人違法之後果擴散106，行政

制裁手段具備多樣性，已足防制法人違法行為之擴大。 

  但有論者則認為，刑事制裁處罰法人仍有其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其說理主要有

                                                

102 鍾亞達，同註 90，頁 157-158。 
103 下文法人刑事制裁非必要觀點、法人刑事制裁必要觀點之論辯基礎，其註腳引註，僅表示出處，

並非當然代表該著者之見解。 
104 有論者另指出，行政裁罰程序中，受處分之法人仍有機會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等救濟，故是否制

裁速度較刑事程序來得快，並不見得。詳細參見：王皇玉，同註 1，頁 29-30；張麗卿，同註 79，

頁 148。 
105 林山田，同註 88，頁 411；魏平政，同註 60，頁 192。 
106 林山田，同註 88，頁 411；張麗卿，同註 79，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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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以公平原則觀之，自然人犯罪將受刑罰制裁，沒有理由法人以企業活動方

式為法益侵害行為，就不需受到刑罰107；再者，刑事制裁所強調的重點是：「不遵守

法律就是犯罪」。罰金刑雖然也是剝奪法人之財產，但刑罰具有犯罪非難之烙印，特

別是現代法人於企業活動中經常會塑造某種企業形象，若以刑罰中的罰金刑制裁法人，

將使其具有刑罰非難之烙印而減損其形象，而大眾也將有法人為侵害法益的行為終獲

制裁的感受108。是故，法人處刑於現行法下雖僅能科處罰金刑，不可能使其在獄中接

受教化，然而仍不失其應報（損及企業形象）、一般預防（對其他法人產生威嚇效果）

與特別預防（促使法人建立內部監督機制）之機能109，其中尤其重要者乃是促使法人

配合偵查、自我改革、遵守檢察官命令、改進內控制度的特別預防效果110，故法人犯

罪仍有刑事處罰的必要，並非只要法人有財力付出代價，即能為所欲為。若無刑事制

裁，法人甚至可以將民事賠償與行政罰鍰當作是營運成本111。最重要的，肯定將法人

制裁以罰鍰為之的理由大多基於效率之考量，蓋行政罰鍰之科處完全取決於主管機關，

且原則上不因提起訴願、行政訴訟停止執行。然而，如此獨斷的制裁權限，實有違憲

之疑慮112。再者，追究法人犯罪的刑事訴訟程序，被告所享受的程序保障較行政裁罰

程序周延113，基於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應避免將法人制裁偷渡到行政程序，否則將

可以行政取締目的為由，規避刑事程序中賦予受罰者之程序保障114。 

                                                

107 王皇玉，同註 1，頁 30。 
108 參見：王皇玉，同註 1，頁 30；林志潔，〈公司犯罪與刑事責任──美國刑法之觀察與評析〉，《律

師雜誌》，333 期，2007 年 6 月，頁 54；蔡蕙芳，同註 16，頁 349-352；鄭善印，同註 55，頁 176。

延伸討論：法人在民法上享有名譽在內之主體權，但刑法上，法人是否為名譽主體？有認為名譽

指具有人格者在社會生活中所受之一切評價，故自然人和法人皆可成為名譽主體；惟亦有論者主

張，名譽屬於奠基於人性尊嚴的人格權，故法人或其他團體不應享有刑法上名譽之保護。參閱：

許澤天，〈法人不該享有刑法上的名譽／南高分院 102 上易 285 判決〉，《台灣法學雜誌》，250 期，

2014 年 6 月，頁 213 以下。 
109 鄭善印，同註 55，頁 176。 
110 溫祖德，同註 17，頁 225。 
111 蔡蕙芳，同註 16，頁 352。 
112  許 澤 天 ， 官 僚 正 在 唬 弄 立 委 們 ， 蘋 果 日 報 論 壇 ， 2014 年 11 月 6 日 ，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41106/36191285/，最後瀏覽日：2020 年 5 月 13 日。 
113 王皇玉，同註 1，頁 30。 
114 王士帆發言，〈建構符合當代社會需求及法治基準的制裁體系〉學術研討會，《月旦法學雜誌》，261

期，2017 年 2 月，頁 292。相同見解：許澤天，〈刑事罰與行政罰競合之刑事優先與一事不再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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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採法人犯罪能力折衷說之立場 

  我國對於法人之刑事處罰，採取分離立法之方式，以下將說明其立法背景，並進

而討論實務上是否應受上述法人有無犯罪能力之學理爭議的拘束，抑或法院應基於附

屬刑法中關於法人之立法設計而為判決。 

 

第一項 立法背景 

  我國現行對於法人處罰的方式，受日本影響亦採折衷式立法，在核心刑法並無處

罰法人之規定，但在附屬刑法中則承認法人為適格主體，而以刑罰加以制裁。亦即，

對於法人犯罪能力採原則否定、例外承認的立法方式115。 

  日本之所以採行法人犯罪折衷說的立法例，有論者分析，乃因日本現代刑法法制

深受歐陸法系國家影響，認為科處刑罰應限於具有倫理責任者為對象，故無法輕易對

法人施加刑事制裁。然而，日本事實上未曾經歷啟蒙時代自由思想之薰陶，故刑罰之

倫理責任色彩較為薄弱，更著重於社會責任；再者，日本傳統上將刑罰作為社會控制

之便宜手段，故有刑事制裁制度紊亂且贅冗之現象；此外，二次戰後日本的行政執行

法廢除，科處罰鍰須經由法院依非訟事件手續徵收，故行政執行能力大幅削弱。基於

上述理由，且後續受英美法系法人制度的啟發，於是在附屬刑法敞開法人刑事責任的

大門116。 

  我國採行法人犯罪能力折衷式立法，理由與日本法制類似，且我國法制深受日本

                                                                                                                                              

則──評大統混油案之訴願決定〉，《台灣法學雜誌》，261 期，2014 年 12 月，頁 125-126；趙晞華，

同註 64，頁 12。 
115 張麗卿，同註 79，頁 147-148。 
116 鄭善印，同註 55，頁 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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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影響，此外更是為了因應：在現代法人所形成的新型態犯罪下，現代企業經營分

工負責精細化，而個別自然人於企業經營中通常僅負責一部分業務，故若法人違法，

在因果關係的認定上經常造成困難，而依罪疑唯輕原則將不予處罰；甚者，企業負責

人也得因分級授權為理由而脫免罪責，將導致刑罰正義無法實現117。是以，為兼顧傳

統與實際面，亦採行此種折衷立法方式。 

 

第二項 立法論與解釋論之差異 

  我國對於法人是否具備犯罪能力，採折衷式立法──（原則）核心刑法不處罰法

人，（例外）附屬刑法處罰法人。法人犯罪，如公害犯罪、食安犯罪等，時常涉及繁

複之行政法規內容，需要設計複雜之技術性構成要件，以附屬刑法規範之，立法技術

上較無阻礙，但勢必大幅犧牲人民對刑罰之預見可能性118。對於例外處罰法人之規定，

國內部分學說或實務認為主刑法為普通刑法，而輔刑法（包含刑事單行法和附屬刑法）

均為特別刑法119。惟有論者質疑，特別刑法欠缺整體立法專業的管制法制，將破壞了

刑法常典之整體性，且有違背整體刑事制裁公平性之疑慮，另因特別刑法之制定簡便

且快速，此種論點將過度擴大特別刑法之範圍，故我國有「特別刑法肥大症」之病灶

120。此外，大量制定之特別刑法，縱使是專門研究刑法領域之人，亦難以盡觀全貌，

一般民眾或專門從業人員亦可能不知特別刑法之規定而觸法，而導致行為人發生學理

上所稱的「禁止錯誤」（Verbotsirrtum）之情形，更可顯見特別刑法之立法方式將導致

一般預防的效果不彰，致使刑法構成要件的「警示功能」大打折扣121。 

                                                

117 鄭善印，同註 55，頁 172、176。 
118 張麗卿，〈風險社會中食品安全之刑事責任〉，收錄於：張麗卿主編，《全球風險社會刑法新議題──

以食品及醫療為中心》，2015 年 11 月，頁 281。 
119 林山田，同註 88，頁 45。 
120 林山田，〈論特別刑法肥大症之病因〉，《法令月刊》，39 卷 1 期，1988 年 1 月，頁 8-9；林山田，

同註 88，頁 49。 
121 張麗卿，同註 118，頁 270-272；林東茂，《危險犯與經濟刑法》，初版，1996 年 9 月，頁 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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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立法論」與「解釋論」實屬不同層次之問題，不管刑事立法政策上如何

討論法人適不適合直接作為犯罪主體，或法人究竟有無犯罪能力，仍應面對我國附屬

刑法將法人當成犯罪主體來處罰的「規範事實」。詳言之，不得將「立法政策上宜不

宜將法人規定為犯罪行為人並予入罪或處罰」的立法論問題，和「法人是否為我國附

屬刑法規定下的犯罪行為人」的現行法解釋論問題，兩者混為一談122。我國現行刑法

中雖未對法人設有相關制裁規定，但於附屬刑法中已有對法人科處罰金刑，甚至有法

人刑事責任之規定，故從法釋義學的角度觀察，我國刑法已經承認法人得作為犯罪適

格主體和受刑罰之對象，一旦附屬刑法有對法人科處刑罰之明文規定，在此範圍內，

法人即是系爭規定的適格主體，而得成為刑罰制裁之對象。據此，法院判決時，無從

抽象訴諸立法論，而概括否認法人犯罪能力的餘地，必須取決於附屬刑法中各罪之立

法設計，否則即屬《刑事訴訟法》第 378 條123之判決不適用實體法則的狹義判決違背

法令124。 

 

第三節 司法院釋字第 687號解釋之貢獻 

第一項 釋字背景 

  過去我國實務遇到法人犯罪之問題，在法人犯罪能力之有無、採取之處罰規定屬

轉嫁罰制亦或兩罰制，見解總是紛亂不一。民國 100 年 5 月 24 日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誕生後，其闡明「無責任即無刑罰」之憲法原則．影響近年實務深遠，且亦引

導我國立法走向。 

                                                                                                                                              

林東茂，〈禁止錯誤的刑法評價〉，《東海大學法學研究》，52 期，2017 年 8 月，頁 75-76。 
122 林鈺雄，〈法人犯罪及不法利得之沒收──評大統混油案刑事判決〉，《台灣法學雜誌》，261 期，2014

年 12 月，頁 97-98。 
123 《刑事訴訟法》第 378 條：「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 
124 林鈺雄，同註 122，頁 99-100；許澤天，同註 19，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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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請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錢建榮法官，其於審理違反商業會計法之案件時，認為

所應適用之《稅捐稽徵法》第 47 條第 1 款：「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

徵人『應處徒刑』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

條文限於「應處徒刑」，然而觀察立法過程，其限於「應處徒刑」顯屬立法疏漏，故

並非不能對被告為有利之類推適用，乃認為公司負責人亦得科處同法第 41 條規定之

拘役或罰金刑。 

  惟最高法院 69 年台上字第 3068 號判例125與 73 年台上字第 5038 號判例126要旨則

主張，系爭規定僅得對公司負責人處以有期徒刑，不得科處拘役或罰金。聲請人因而

認為系爭規定及上開最高法院判例，侵害法官適用法律選擇刑罰種類之裁量權，違背

憲法之平等原則和比例原則，爰依司法院釋字第 371 號解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

請解釋。 

 

第二項 宣示「無責任即無刑罰」之憲法原則 

  《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127為納稅義務人（即法人）的處罰規定，而民國 65 年

10 月 22 日制定公布之《稅捐稽徵法》第 47 條第 1 款128（即民國 98 年 5 月 27 日修

                                                

125 最高法院 69 年台上字第 3068 號判例：「公司與公司負責人在法律上並非同一人格主體，依稅捐稽

徵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納稅義務人係公司組織而應受處罰者，僅以關於納稅義務人應處徒

刑之規定，轉嫁處罰公司負責人。」 
126 最高法院 73 年台上字第 5038 號判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款曾就公司負責人犯同法第四

十一條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者，設有特別規定，並以應處徒刑為限，始有其適用，

因而同法第四十一條所定之拘役及罰金刑，對公司負責人，即無適用之餘地。故主管院核定自七

十二年九月一日依修正之戡亂時期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就稅捐稽徵法有關罰金金額提高為十倍，

對於公司負責人自亦不生比較新舊法之問題。」 
127 《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128 《稅捐稽徵法》第 47 條（民國 98.05.27 修正版本）：「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

應處徒刑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二、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

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三、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四、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

或管理人（第 1 項）。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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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公布之同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其中因為「應處徒刑」的遣詞，使我國實務向來

認為法人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成立犯罪，故本條是「轉嫁罰」之規定。詳言

之，法人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應予制裁，但因對法人不能執行有期徒刑，故

由自然人代為受罰。 

  據此，民國 100 年 5 月 24 日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出爐，解釋文說明：「中華

民國六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制定公布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款規定：『本法關

於納稅義務人……應處徒刑之規定，於左列之人適用之：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

人。』（即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同條第一項第一款）係使公司負責人因

自己之刑事違法且有責之行為，承擔刑事責任，與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原則並無牴

觸。至『應處徒刑之規定』部分，有違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應自本解釋公布日起，

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針對「無責任即無刑罰原則」之部分，大法官並於

解釋理由書中作出詳盡闡釋，認為：「基於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原則，人民僅因自

己之刑事違法且有責行為而受刑事處罰，法律不得規定人民為他人之刑事違法行為承

擔刑事責任。又憲法第七條規定平等原則，旨在防止立法者恣意對人民為不合理之差

別待遇。如對相同事物，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即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有違」、

「依據系爭規定，公司負責人如故意指示、參與實施或未防止逃漏稅捐之行為，應受

刑事處罰。故系爭規定係使公司負責人因自己之刑事違法且有責之行為，承擔刑事責

任，並未使公司負責人為他人之刑事違法且有責行為而受刑事處罰，與無責任即無處

罰之憲法原則並無牴觸」。 

  雖有認為，多數意見對於罪責原則過於簡略之操作，避開了自己責任之核心問題

──不處理法人犯罪能力與刑罰能力之論述困難，也就是有無將法人之犯罪轉嫁予負

責人而違反自己責任之疑慮，反而審查本條並未觸及的將其他自然人犯罪轉嫁給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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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問題，實已逸脫本案真正有意義之爭點129。但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揭櫫罪責

原則屬具有憲法位階之憲法原則，除「無責任即無刑罰」外，亦指出「自己責任原則」

的觀點，強調罪責是建立在人民自己的行為，人民僅因自己之刑事違法且有責行為而

受刑事處罰，法律不得規定人民為他人之刑事違法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對於後續之立

法走向造成深遠之意義。 

  附帶說明的是，大法官透過合憲性解釋之方式，認為《稅捐稽徵法》第 47 條之

規定，當「公司負責人故意指示、參與實施或未防止逃漏稅捐」，是因自己之刑事違

法且有責之行為，方對之科處刑事處罰。以上三種行為態樣：「故意指示」、「參與實

施」、「未防止逃漏稅捐」來判斷公司負責人之刑責，於不同意見書或協同意見書中雖

有認為已經違背罪刑法定之憲法原則130；或已逸脫《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所規定之

犯罪行為131。惟有論者認為，基於大法官於刑事立法權之觀點觀察，應可得知大法官

僅解釋公司負責人如何構成《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之逃漏稅捐行為，並未授權實務

上法官可於判決時背離法條文義範圍，亦非要求立法者應立法創設新的構成要件，故

此三種行為態樣，能否透過刑法釋義學之論證，使其合乎《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之

                                                

129 蘇永欽大法官、徐壁湖大法官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多數意見有

關自己責任部分的審查，完全不處理本條真正陷入的法人犯罪能力與刑罰能力的論述困難，也就

是有無將法人的犯罪轉嫁給負責人而違反自己責任的問題，反而去審查本條並未觸及的將其他自

然人犯罪轉嫁給負責人的問題，因此最後得出『系爭規定係使公司負責人因自己之刑事違法且有

責之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並未使公司負責人為他人之刑事違法且有責行為而受刑事處罰，與無

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原則並無牴觸』的結論，讀起來有點牛頭不對馬嘴的味道。所以本席對於本

解釋有關罪責原則的審查，在範圍和理由上也都不能同意。」 
130 池啟明大法官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上述解釋理由竟認『公司負責人如故意

指示、參與實施或未防止逃漏稅捐之行為，應受刑事處罰。故系爭規定係使公司負責人因自己之

刑事違法且有責之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云云，係逕以公司負責人為系爭條文之行為主體，

承擔自己責任，並增列法律所未規定之『故意指示、參與實施或未防止逃漏稅捐』為犯罪構成要

件，據此闡示，則系爭條文與上述第四十一條為併列之獨立犯罪類型，顯然與前述系爭條文之立

法意旨不符，且已超出該條文文義可能解釋之界限，而以『類推解釋』之方法改造系爭條文，創

設一新罪名、新犯罪類型，已非釋憲而為立法，明顯違反罪刑法定之憲法原則。」 
131 黃茂榮大法官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解釋理由中以『公司負責人有故意參與實施

或為防止逃漏稅捐』闡釋公司負責人所為相當於第四十一條所定之犯罪行為。該關於犯罪行為之

構成要件要素的闡述顯然逸出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所定之上述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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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解釋，應為後續學理續造之重點所在132。 

 

第三項 我國未來法人刑事責任之走向 

  根據責任原則（Schuldprinzip），又稱為罪責原則，唯有行為人能夠意識與遵守規

範命令時，方能認定其有責任，且在任何情況下，刑罰不應超過行為人責任，否則即

把行為人當作國家行為的客體，實屬侵犯人性尊嚴，故責任原則具有憲法地位133。 

  許玉秀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所提出的部分協同意見書中提到，罪責

原則乃來自於法治國原則中的核心價值──自主原則，使現代法治國家人民因自己的

錯誤決定，承擔負面效果；而罪責原則包含兩大意涵：自己（個人）責任原則

（Individuelle Verantwortlichkeit, Jedem nach seiner Schuld），即罪止一身原則，以及過

錯原則（Verschuldensprinzip），任何人只為自己有過錯（故意或過失）的行為，也就

是刑事違法且有責的行為，負擔刑事責任。雖然綜觀一般刑法文獻之內容並未見強調

此一自己行為責任原則，有論者即認為，本原則在現代刑法上屬理所當然的存在，不

言自明134。 

  蘇永欽大法官、徐壁湖大法官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

書更進一步的說明：「罪責原則的兩個主要內涵：一、須有可責之罪，二、須為自己

負責（即如多數意見所說的：『人民僅因自己之刑事違法且有責行為而受刑事處罰』。）

前者如果採廣義的『罪』，還可涵蓋行政罰，但憲法容許的『有責性』不必相同：在

侵害法益程度較高、人格污漬效果較大的刑法，得以『原則上應有故意』為其下限，

行政罰則不妨以『原則上應有過失』為其下限（本院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可參）。至

                                                

132 許澤天，同註 19，頁 111。 
133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1, 4. Aufl., 2006, § 3 Rn. 52.  
134 許澤天，同註 19，頁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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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後者，可以引伸出轉嫁罰及連帶罰的禁止」。是以，我國未來法人刑事責任之走向，

皆應以罪責原則為核心。 

第一款 轉嫁罰制或兩罰制？ 

  為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之意旨，最高法院於同年 6 月 10 日的 100 年度

第 5 次刑事庭會議決定以不合時宜而不再援用轉嫁責任之相關判例，其中最高法院

69 年台上字第 3068 號135、73 年台上字第 5038 號136與 75 年台上字第 6183 號137三則

判例，是針對《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第 47 條規定；而 69 年台非字第 199 號判例138

則是自《工廠法》之脈絡下闡釋轉嫁責任制。 

  總結來說，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之論旨，公司負責人或行為人是因自己

的刑事違法且有責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而非代公司承擔刑事責任，故轉嫁罰制於

我國逐漸喪失立足之地。而兩罰制雖實質內容上例如：處罰法人之理論基礎為何？法

人如何確立過失？仍待學理補充與檢討，但形式上肯定法人自身之刑事責任，較符合

犯罪主體與刑罰主體一致性的責任原則139，因此我國未來應朝兩罰制發展，除了追究

法人內部自然人的自己責任，也應同時論處法人的自己責任，建構法人正犯之概念以

落實責任原則140。 

                                                

135 同註 125。 
136 同註 126。 
137

 最高法院 75 年台上字第 6183 號判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七條第三款所定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

負責人應受處罰，係自同法第四十一條轉嫁而來，非因身分成立之罪，此一處罰主體專指商業登

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而言，原判決理由既謂上訴人非該實業社之負責人，即非轉嫁之對象，其

縱有參與逃漏稅捐之行為，應適用特別規定，成立同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之幫助犯，原審引用刑

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仍以共犯論處斷，且未適用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七條第三款之規定，均有未合。」 
138 最高法院 69 年台非字第 199 號判例：「現行工廠法處罰之對象，固已改為工廠之負責人，然其違

反規定之主體，則仍為工廠，此觀該法第六十八條至第七十一條之規定自明，此項犯罪與處罰主

體相分離，乃基於轉嫁之法理，因之犯罪個數之計算，仍應以犯罪主體即工廠之行為為準，而工

廠本身既無犯罪意識可言，顯與概括犯意要件不合，應認無刑法上連續犯規定之適用，被告工廠

先後違反規定，僱用未滿十四歲之何某、林某為工人，原係數行為，應予併罰之案件，原判決對

被告以一罪論處，自屬違誤。」 
139 吳天雲，同註 97，頁 4。 
140 蔡蕙芳，同註 3，頁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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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應予注意的是，兩罰制下雖無法人獨立責任制與轉嫁罰制之疑慮，仍有諸多質

疑，例如：處罰法人之依據以法人未盡監督管理上之注意義務，故應負擔過失責任，

然法人是否有故意責任141？亦有論者批評，兩罰制仍未對定義法人之行為，與上述轉

嫁罰制之問題相同，欠缺法明確性142。實際上，「兩罰制」這個法人處罰模式之名稱，

只不過是表述自然人與法人雙軌處罰之立法現象，並未說明從業人員與法人間兩罰之

關聯性，簡言之，兩罰制純粹僅作為法人刑事制裁之依據規定，其本身並未提供任何

法人刑事責任之理論基礎143，法人刑事責任來源的理論基礎，尚待學理上耕耘與建構

144。 

第二款 推定過失責任？單純過失責任？ 

  我國兩罰制中，大多不設無過失免責之但書規定，以文義解釋，當可認為屬規範

法人之無過失責任，惟基於近代刑法之責任原則之重視，故應認兩罰規定與一般刑罰

相同，應以行為主體具故意或過失為限145。 

  在推定過失責任與單純過失責任的採擇上，有論者認為，基於實務上訴追機關蒐

集、保全證據之困難，而法人經營其事業活動，易於蒐集內部組織之情報，故過失推

定說基於行政取締有效性之立場，以及近代刑法對責任原則之重視，要求法人為其無

                                                

141 有認為，法人得作為故意正犯。法人之經營管理政策將作為各成員於執行業務時之依據，其內部

人員依據政策而為之決定或行為，就如同法人之意志與行為。此時如果該政策會不可避免地導致

犯罪行為結果發生，或者內部人員所從事的犯罪行為與法人之目標、政策或習性相一致時；或當

法人領導階層對於所屬從業人員之犯罪行為採取默許或默認政策時，此種犯罪行為風險一旦實現，

則可理解為法人具備故意。例如：提倡不在乎手段，鼓勵以任何方式達成法人之整體（業務）目

標，或者設立報償機制為不法行為提供誘因；又如，公司政策刻意創造隔離機制，使管理高層得

以杜絕接觸資訊之機會，而不去知悉犯罪行為，保持不知的狀態。參見：蔡蕙芳，同註 3，頁 50。 
142 鍾亞達，同註 90，頁 89。 
143 王士帆發言，同註 114，頁 290；蔡蕙芳，〈著作權法第一○一條第一項執行業務兩罰規定之適用

問題──評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七二○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12 期，2011

年 12 月，頁 63-64。 
144 林書楷，同註 72，頁 307。 
145 《刑法》第 12 條：「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第 1 項）。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

者，為限（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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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負舉證之責，創設刑事程序中檢察官舉證原則之例外，較為適宜146。  

  以我國民國 105 年 12 月 9 日修正前的《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第 4 項但書147為例，

即有法人可舉反證推翻監督過失之規定。然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 105 年 12 月 9

日全面修正、同年月 28 日公布後，原條文但書規定遭刪除，並更改條項至同法第 16

條第 1 項：「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

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其修正理由中說道：

「原條文第十一條第四項但書規定，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力

監督或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乃允許受罰之法人舉證證明其已盡力監督或防止而

免責。然我國兩罰規定者（如：著作權法、銀行法、管理外匯條例等），多未規定受

罰者得舉證免責，是上開舉證免責規定即與一般立法體例不合。且 APG
148二○○七

年相互評鑑時，亦指摘我國上開免責規定極可能成為相關涉嫌人逃避起訴之避風港，

爰予刪除，以符國際規範」。修法理由並補充法務部立法說明：「……惟基於無責任

即無處罰之憲法原則，人民僅因自己之刑事違法且有責行為而受刑事處罰，法律不得

規定人民為他人之刑事違法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意旨甚明，

本次修法雖刪除但書規定，惟具體個案上，法人刑事責任仍需視其是否已盡監督之責，

例如法人為空頭公司、無內控措施、或內控措施有重大瑕疵等。另現行條文第 4 項本

文酌作修正，列為修正條文第 1 項」。依此，近年實務即抱守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

原則，認為法人僅是於兩罰制下併受處罰，被告遭處罰之基礎為法人選任、監督從業

                                                

146 陳樸生，同註 75，頁 6。 
147 《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第 4 項（民國 105.03.25 修正版本）：「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

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三項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

人並科以各該項所定之罰金。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力監督或為防止行

為者，不在此限。」 
148 「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APG）成立於 1997 年 2 月，為亞

太地區防制洗錢犯罪之多邊機制。APG 成立目的是致力協助各會員國履行「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

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 所制訂有關防制洗錢、打擊資恐及反武器擴散融資

之國際標準（FATF 40 項建議），並透過各會員國間相互評鑑，強化亞太地區洗錢防制之安全網。

參照：張書瑋，〈非金融業成為反洗錢申報的守門員〉，《會計研究月刊》，382 期，2017 年 9 月 5

日，http://www.accounting.org.tw/flptopic.aspx?f=101，最後瀏覽日：2020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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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推定過失責任」149；並進而主張，條文縱使無免責之但書規定，法院於適用時

仍須按其情節，考量法人或負責人對於違法之行為人是否已善盡監督之責，且有合憲

解釋之可能，以符「無責任即無刑罰」之憲法原則150。 

  兩罰規定源自於日本昭和 7 年（西元 1932 年）所制定之《資本逃避防止法》第

5 條，日本實務對於兩罰規定，原本認為乃負無過失責任，惟於二次大戰後基於罪責

原則的要求而改採推定過失說。為了「達成行政取締之實效性」、與「追訴企業犯罪

的證明困難性」，或基於兩罰規定源自無過失責任的立法旨趣，而具有妥當性。不過，

近代的日本學說有改採單純過失責任說的趨勢，蓋推定過失指法人不能證明其無過失

時即不能免除其責任，與「有疑唯利被告」之刑事裁判原則牴觸，此外，如同擬制過

失責任說，從責任原則的角度觀之其妥當性頗受質疑，亦有批評之必要151。 

  刑事訴訟程序上，對於是否該當構成要件事實與刑罰權之存否、範圍，均由檢察

官負擔舉證責任，法律上推定應限於有特別合理之理由始得准許，故法律上推定實屬

                                                

149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08 年度金易字第 1 號判決：「法人之代表人是否構成洗錢防制法第 2 條第 1 款

所稱之洗錢行為，除客觀上有移轉特定犯罪所得外，仍需有『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

之主觀意圖，方足當之。經查，本案被告之代表人王泳豪為詐欺及移轉所得之實際行為人，被告

僅係於兩罰制下併受處罰，被告遭處罰之基礎為法人選任、監督從業者之推定過失責任，如此方

符合『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原則。」另可參見：吳天雲，〈大陸處罰法人規定的問題點〉，《展

望與探索》，10 卷 6 期，2012 年 6 月，頁 28。 
15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 年度重訴字第 224 號判決：「細查前項列舉之多達 51 條條文中，除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3 條第 3 項、第 84 條第 2 項、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第 4 項、動物傳

染病防治條例第 41 條第 3 項、植物防疫檢疫法第 23 條、勞動基準法第 81 條第 1 項等 5 條規定，

有『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力監督或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之但書

或類似規定外，絕大多數（46 條）條文均無類此但書。是聲請意旨遽以政府採購法第 92 條無前開

類似規定，即有違『無責任即無刑罰』之憲法原則云云，似嫌速斷。況且，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

687 號解釋，針對稅捐稽徵法第 47 條第 1 款規定（兩罰制），已為合憲性之解釋，並於理由中揭櫫

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原則，至於所謂違反平等權部分，係指原條文規定俱處以徒刑部分，故聲

請意旨遽以政府採購法第 92 條未有前述之類似規定，侵害人民基於憲法第 7 條規定所保障之平等

權云云，亦有所誤解。再者，關於兩罰制規定之適用上，即便前開大多數條文均無『免責』之但

書規定，適用時自應按其情節，考量法人或負責人對於違法之行為人是否已善盡監督之責，以符

『無責任即無刑罰』之憲法原則，換言之，若以本案各法人被告而言，其情節各異，非可一概而

論。從而，本院認為個別就政府採購法第 92 條聲請釋憲，無異是對前開整體『兩罰制』體系之挑

戰或可能掀起理論之論戰，所涉條文浩繁，茲事體大，不得不謹慎為之，且該條文即便欠缺如洗

錢防制法第 11 條第 4 項但書之規定，亦難認為違反『無責任即無刑罰』憲法原則之具體理由，況

且尚有合憲解釋之可能，是依上開解釋意旨，本件無釋憲而裁定停止審判之必要，核先敘明。」 
151 吳天雲，同註 97，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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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例外。而設置法律上推定的要件，應具備：設置的高度必要性、檢察官舉證推定

事實的困難性、由前提事實推認推定事實具合理性、被告容易提出反證，和除了推定

事實外亦得肯定實質的可罰性。然而，分工管理關係單純的小型企業並無舉證困難的

情形，縱使於分工精細、管理階層複雜之大型企業，法人未必對於從業人員因執行業

務為違法行為有預見可能性或迴避可能性，遽然推定法人具有監督管理過失，前提事

實與推定事實間恐欠缺合理關聯性，單純過失責任說則無此問題152。有論者即認為，

基於上述之理由，且為貫徹責任原則、無罪推定原則與被告之憲法權利保障，採行單

純過失說的觀點較為妥適153。 

 

第四節 我國現行法人刑事制裁之規定 

  關於法人刑事責任之規範模式，以發生法人犯罪時受刑事制裁之主體加以分類，

理論上有法人獨立責任制、轉嫁罰制、兩罰制甚至三罰制等可能。我國現行附屬刑法

中，有轉嫁罰制和兩罰制之立法模式，為數甚眾，且因法人犯罪之理論基礎之建構不

甚完備，造成體系雜亂無章、用語不一，立法方式極為紊亂154。本文以下將針對我國

現行之法人刑事處罰規定予以分類，從刑法基礎理論──特別是個人責任原則──加

以介紹與評析155，除指出立法上之侷限性，並期盼法人刑事犯罪理論更臻成熟時，能

夠統一、簡化現行之法人犯罪立法模式。 

 

第一項 法人違法之立法模式 

                                                

152 吳天雲，同註 97，頁 15。 
153 吳天雲，同註 97，頁 13-14；陳子平，同註 47，頁 142。 
154 陳煥生，同註 55，頁 9 註 1。 
155 本節內容架構與歸納，詳細參見：蔡蕙芳，同註 3，頁 11-27。 



doi:10.6844/NCKU202001296

 

 

43 

  有立法模式是以「法人」違法作為前提，法條文字中以「法人犯前項之罪」或「法

人違反本項之規定」的方式表現。所謂「前項之罪」，是指自然人所違犯的犯罪規範，

而法人原先並不在「前項之罪」的處罰範圍內，以另外之條項規定法人為行為主體，

將法人整體行為作為刑法評價之對象。「法人違反本項之規定」是以法人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違反取締目的命令或禁止之行為）而處以刑罰作為前提，法條文字亦可能以

「有前項情形」、「第一項情事」、「前二項情形」等形式表現。又以處罰對象數量之不

同，可另外區分為「單罰型模式」與「數罰型模式」。 

第一款 單罰型立法模式 

  單罰型立法模式則以處罰「自然人」為對象，惟立法用語──措辭有「其行為負

責人」、「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其）負責人」和「（其）行為人」──並不一致，茲

於下分述之： 

一、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第一種單罰模式是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例如：《銀行法》第 125 條第 3 項：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此種立法方式，有論者將之解讀為「行為」者──即法人不法行為──之「負責

人」，因為法人不能被科處刑罰，故由法人之負責人代罰，而認為屬轉嫁罰之規定156；

但亦有實務見解明白表示不採轉嫁罰之見解，認為是其負責人有此行為而予以處罰157。

                                                

156 林山田，同註 88，頁 408。 
157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5449 號判決：「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關於非銀行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犯

行之刑罰規定，其犯罪主體，自然人個人與法人併列規定，並非代罰或轉嫁性質，因此，凡參與

吸金決策之法人董事長或董事，固應論以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責，而知情承辦或參

與吸金業務之職員，苟與法人之負責人或董事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依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亦應論以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共同正犯。」與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5373

號判決：「自然人違反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非銀行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規定者，係犯銀行法

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至於法人違反上開非銀行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規定而犯銀行法第

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三項定有明文；所規

定：『處罰其行為負責人』，並非因法人犯罪而轉嫁代罰其負責人，係其負責人有此行為而予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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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解肯認是因負責人有此行為而受罰之看法，並進一步指出，得以犯罪支配理論158

觀點出發，將「其行為負責人」的「其」理解為「法人違法」，故其內涵為「法人違

法」之「行為負責人」──法人內部實際上具有控制支配之主導地位，而使法人違法

之自然人。此時解釋上，除了上述故意型態的犯罪支配（故意罪責上，透過犯罪支配

致使法人實現犯罪）外，應可涵蓋未盡監督注意義務致使法人違法的過失型態（在過

失罪責上，未盡監督上注意義務致使法人犯罪）159。對此，近期實務蔚為主流之見解

160亦認為：《銀行法》第 125 條第 3 項所謂「處罰其行為負責人」，並非因法人犯罪而

                                                                                                                                              

罰。倘法人違反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非銀行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規定，而其負責人有參與

決策、執行者，即為『法人之行為負責人』，應該當於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三項『法人之行為

負責人，違反非銀行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規定』之罪，而不應論以同條第一項『違反非銀行辦

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規定』之罪，不可不辨。」 
158 法人之犯罪支配，強調法人階層結構運作下的犯罪支配性，屬於結構（structure）與體制（system）

對「人」之「功能體制上之組織支配」性質。而組織體支配的概念，得以闡釋法人故意正犯與過

失正犯的概念，公司罪責是否成立，端看違法行為是否與公司的政策執行或體制缺陷有關。就故

意罪責而言，可視公司的政策、目標或內部所為的批准程序證明公司故意罪責之存在；至於過失

罪責，可用客觀上注意義務的違反來建構，只要客觀的判斷是否有遵守法律規定應履行的義務作

為認定是否具備過失的基礎。詳細參見：蔡蕙芳，同註 3，頁 44；蔡蕙芳，同註 16，頁 345。 
159 蔡蕙芳，同註 3，頁 18、20。 
160 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1622 號判決：「自然人違反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非銀行不得經營

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者，係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法人違反上開規定者，處罰其

行為負責人，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三項定有明文。上開所謂『處罰其行為負責人』，並非因法

人犯罪而轉嫁代罰其負責人，係因其負責人有此行為而予以處罰。故此所謂『其行為負責人』，除

應具有公司法第八條規定之公司負責人身分外，且須實際為違法吸收資金、收受存款業務行為之

人，始足當之，並不及於未實際從事上開行為之其他公司負責人。又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三

項以具有『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為犯罪成立之特別要素，屬學理上之純正身分犯。如不具法人之

行為負責人身分，知情且參與吸金決策或執行吸金業務，而與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犯罪之人，

則應依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與有身分之人，論以共同正犯，依修正後之規定並得減輕其

刑。」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111 號判決同旨。應注意者，晚近實務向來皆認為《銀行法》第

125 條第 3 項之「其行為負責人」，屬學理上之純正身分犯，而近期的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2077 號判決饒富研究價值，原審即認定，被告等員工參與公司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行為，彼

等均非業務主體，不應論以《銀行法》第 125 條第 1 項之罪，然彼等與公司之行為負責人間共同

實行犯罪，而依《刑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適用《銀行法》第 125 條第 3 項、第 1 項前段，論

以法人之行為負責人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惟彼等或係受僱聽命行事、提供建議，或係負責

向親友等不特定人介紹招攬，且本身亦加入會員及購買專案，並非本案實際經營決策者，可責性

較低，故均依《刑法》第 31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而檢察官上訴意旨非常精彩，主張理

由有四：第一，《銀行法》第 125 條第 1 項非身分犯規定：依《銀行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除

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

業務。同法第 125 條第 1 項所處罰違反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者，並未限定需具有一定身分或特殊關

係；另同條第 3 項規定「法人犯前 2 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亦僅在說明如果有人以法人

名義觸犯本罪，可以處罰行為負責人，並非針對有一定資格、地位或狀態等身分關係者違法經營

銀行業務之情形，特別規範出一個單獨犯罪類型，自無因本條項之規定，而排除法人所屬其他行

為人適用該條第 1 項論罪之意，亦非在同條第 1 項犯罪之外，因一定身分關係而加重或減輕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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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嫁代罰其負責人，是因其負責人有此行為而予以處罰。故此所謂「其行為負責人」，

除應具有《公司法》第 8 條規定之公司負責人身分外，基於刑罰罪責原則，依犯罪支

配理論，須參與決策、執行，而透過支配能力，使法人犯罪之負責人，始足當之，並

不及於未實際從事上開行為之其他公司負責人。 

二、僅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 

                                                                                                                                              

從而本條項並不符合純正身分犯或不純正身分犯等任何身分犯之類型。第二，自《銀行法》第 125

條第 3 項之立法歷程觀之：原先規定之用詞為「『為』其行為負責人」，指實際為該行為應負責任

之人，並不是指公司法上之負責人。立法旨意僅在強調兩罰之概念，提示實際為該違法行為之自

然人及法人都加以處罰之規範內容，完全沒有新創設另一種以「其行為負責人」為身分特別主體

之身分犯之旨意。第三，從法人犯罪之學理加以探討：我國法律體制發展，傳統刑法仍不承認法

人有犯罪行為能力，但在附屬刑法中，則普遍規定法人得為犯罪主體，並採自然人與法人併罰之

立法。《銀行法第》125 條第 3 項所示「法人犯前 2 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因為本身並無

刑事責任之規定，與我國附屬刑法規定法人犯罪併罰之體例不同，而且法條文字所謂「法人犯前 2

項之罪」之命題，銜接「處罰其行為負責人」之結果，若認為是法人犯罪之規定，則會變成法人

責任轉嫁給自然人之處罰類型，明顯違反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原則，並無足採。從而本條項顯

然不是法人犯罪之類型，立法旨意僅在提示，以法人名義觸犯本罪，應處罰「為」其行為之負責

人而已。第四，從銀行法關於法人犯罪立法體例觀察：如果認為違法經營銀行業務犯罪主體之特

別要素，屬身分犯之類型，法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職員若因執行職務，與負責人共同違法

經營銀行業務，應直接適用第 125 條第 3 項論罪，無適用該條第 1 項之餘地，則第 127 條之 4 就

不應該有「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職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 125 條至 127 條之 2 規定之一者」之

法條文字。可見法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職員，違法經營銀行業務，仍應直接適用第 125 條

第 1 項論罪，法人之負責人亦同。本則裁判依照上述之實務一致見解，認為《銀行法》第 125 條

第 3 項之「其行為負責人」屬純正身分犯，且主要以下列說理為論旨：第一，以法人為業務主體

之業務上違法行為，法人並非實際行為人，其實際從事違法行為之員工，卻非業務主體，業務主

體與違法行為人二分，相較於自然人業務主體與行為人合一之情形，其間差異，已判若雲泥，復

以對法人之刑罰，囿於其法人之屬性，僅得處以罰金一途，從而對企業體因業務活動中之違法行

為，依業務主體為自然人或法人而異其刑事處遇，乃事理之所當然。《銀行法》第 125條係針對業

務上活動所產生之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行為，加以處罰，解釋上，自應區分課罰對象之業務主

體係自然人或法人，並謹守該條第 3項係以法人犯之為前提之立法文義，分別適用其第 1項、第 3

項處罰，俾符合罪刑法定原則下刑罰明確性之要求。第二，檢察官上訴意旨，忽略《銀行法》第

125 條第 3 項，是立法者為達到遏止法人從事違法營業活動之規範目的，所為對法人犯罪能力的擬

制規定，俾借用同條第 1 項之法律效果，使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法人行為負責人，與自然人

承受相同之處罰，而誤認同條第 3 項無法律效果之規定，非獨立之處罰規定，致其形同具文，空

洞化其規範功能，已非適法；抑且將自然人以自身名義所為，及僅為法人從業人員而以法人名義

所為之業務上違法行為，混為一談，致不分情節輕重，均論以該條第 1 項前段最輕本刑有期徒刑 3

年，或同條項後段最輕本刑有期徒刑 7 年之重罪，而無從適用《刑法》第 31 條第 1 項但書減輕其

刑之規定，予以適度調整，尤難謂妥適。最後，因法人業務活動上之違法行為，而受處罰之法人

負責人，《銀行法》第 125 條第 3 項，基於刑罰罪責原則，依犯罪支配理論，明文處罰法人之「行

為負責人」，自係指參與決策、執行，而透過支配能力，使法人犯罪之負責人。不論係《銀行法》

第 125條第 3項之「『其』行為負責人」，或其立法時所援用上開證券交易法規定之「『其』為行為

之負責人」，依二者文字客觀上之意涵，均同可解為透過支配能力，使法人犯罪之負責人，但與檢

察官此部分上訴意旨，將「其」字移位，成為「為『其』行為負責人」，並據以解為「實際為該違

法行為應負責任之人」，則迥不相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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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種單罰模式為僅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161，例如：《證券交易法》第 179

條第 1 項：「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此

種單罰模式是否屬轉嫁罰性質，實務中見解分歧，有認為負責人是因法人責任轉嫁而

代罰，乃因法人於事實上無從擔負自由刑之責任，基於刑事政策之考量，將應對法人

處以徒刑之規定，轉嫁於自然人之公司負責人162；惟亦多有主張，此是指「由實際為

行為之人自行負責」，故仍符合自己責任原則，非屬轉嫁罰性質163，然而此種解釋仍

有無法彰顯法人犯罪與非法人犯罪之差異的缺憾存在。 

三、僅處罰「（其）負責人」 

  第三種單罰模式是僅處罰法人之「（其）負責人」，例如：《工廠法》第 68 條：「工

廠違反第五條、第八條至第十條、第三十七條或第六十三條之規定者，其負責人處一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金」、《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118 條：「法人違反第一

百零五條至第一百十條規定者，處罰其負責人」。過往實務見解認為此種僅處罰法人

之負責人的立法模式，犯罪與處罰主體相分離，乃基於轉嫁之法理。惟如前所述，於

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後，最高法院 100 年度第 5 次刑事庭會議決定不再援用轉嫁

責任之相關判例。雖「（其）負責人」之法條文字容易使人以轉嫁罰性質來理解，但

                                                

161 「其為行為之負責人」之用語於現行法中較為鮮見，且和第一種單罰模式「其行為負責人」類似，

有見解於分類歸納時即未嚴格區分、一併討論。詳細參見：鍾亞達，同註 90，頁 77-80；魏平政，

同註 60，頁 82-83。 
162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789 號判決：「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

十九條之規定，即為轉嫁責任之型態。是公司負責人因公司責任轉嫁而代罰，乃因法人之公司於

事實上無從擔負自由刑之責任，基於刑事政策之考慮，將應對公司處以徒刑之規定，轉嫁於自然

人之公司負責人，但並不因而改變其犯罪主體，亦即其犯罪主體仍為公司本身，而非其負責人。」 
163 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7884 號判決：「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法人違反本法之規

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既規定係處罰『為行為』之負責人，自非代

罰之性質。原判決於理由欄二、三說明本條規定，係將發行人之公司責任，基於刑事政策之考慮，

轉嫁於公司負責人，屬代罰性質，上訴人為發行人即味王公司之負責人，因味王公司有違反證券

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從而認上訴人成立該條款之罪，而非認上訴人係為

該行為之負責人，顯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與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188 號判決：「證

券交易法第 179 條第 1 項規定：『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

人』，既規定係處罰『為行為』之負責人，即非代罰或轉嫁性質。」 



doi:10.6844/NCKU202001296

 

 

47 

後續實務164在有逸脫法條文義所能及範圍之虞下，為了遵循責任原則此一憲法原則，

將此一處罰法人之負責人的立法模式，認為合乎自己責任之型態165。惟根本之道，仍

應通過修法以杜絕爭議。 

四、僅處罰「其行為人」 

  第四種單罰模式則是僅處罰「其行為人」，例如：《簡易人壽保險法》第 33 條第

2 項：「中華郵政公司違反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第三項或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八

第一項規定者，其行為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

下罰金。」此種立法用語，以行為人作為處罰對象較無轉嫁罰之批評，惟似已和法人

犯罪之立法目的脫鉤166。甚至，有論者即認為，此種立法方式僅有單一法條從之，顯

屬立法者欠缺思慮之狀況下所為之不當立法，故實無參考與探究之必要167。 

第二款 雙罰型立法模式 

  為了避免與「兩罰制」之措詞混淆，故使用「雙罰型」稱之。 

一、同時處罰「其負責人」與「法人」 

  第一種雙罰模式是同時處罰「其負責人」與「法人」，例如：《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40 條第 2 項：「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

金」、同法第 41 條第 2 項：「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

                                                

164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7 年度金上訴字第 149 號判決：「行政刑法，為適應社會經濟之需要，

擴大企業組織活動之範圍，而制定各種行政法規，且為達成其行政目的，對於違反其命令或禁止

之企業組織者設有處罰規定，其處罰之型態略分為三種：其一為兩罰責任：行為人與法人同負其

責。其二為自己責任：由實際行為人自負其責。其三為轉嫁責任：轉嫁其責任於他人（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4772 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依上揭說明，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118 條規

定，即為自己責任型態，自應處罰擔任法人之負責人。」 
165 鍾亞達，同註 90，頁 81。 
166 蔡蕙芳，同註 3，頁 23。 
167 鍾亞達，同註 90，頁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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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項之罰金」168。關於「其負責人」的概念，實務見解亦不一致，有實務以轉嫁罰

性質來理解169；但也有採自己責任原則之見解，認為「負責人」必須是「實際負責人」

170。基於貫徹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之意旨，應以後者──將「負責人」之概念理

解為「實際負責人」或「實質負責人」──較為適宜171。 

二、同時處罰「其行為負責人」與「法人」 

  第二種雙罰模式，指同時處罰「其行為負責人」與「法人」。例如：《石油管理法》

第 39 條第 4 項：「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

之罰金。」此處所使用的「其行為負責人」，可與前述單罰模式中的「其行為負責人」

概念作相同理解，故在此不贅述。 

三、同時處罰「其行為人」與「負責人」 

  第三種雙罰模式則是同時處罰「其行為人」與「負責人」。例如：《化妝品衛生管

理條例》第 27 條第 4 項：「法人或非法人之工廠有第一項情事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

並對該法人或工廠之負責人處以該項之罰金。」此處的「行為人」為實行構成要件之

人；至於「負責人」如前說明，應以「實際負責人」來理解。惟此種立法模式擁有沒

有設有處罰法人規定之缺失172。 

                                                

168 《職業安全衛生法》於民國 102 年 6 月 18 日全文修正，同年 7 月 3 日公布，《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40 條第 2 項與第 41 條第 2 項與全面修正前之《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31 條第 2 項與第 32 條第 2

項相同，僅法規名稱和條次有變更，法條內容仍相同。 
169 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上字第 5455 號判決：「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前段之規定，係將雇

主為法人之責任，基於刑事政策之考慮，轉嫁於法人之負責人，於此情形而受罰之法人負責人，

其僅係代罰而已，故雇主為法人而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一項或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致

發生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之職業災害，雖處罰法人之負責人，但究非屬於法人負責人本身之

犯罪行為，自與該法人負責人之其他犯罪行為間，不生所謂基於同一犯罪意思而生之想像競合犯

或其他裁判上一罪關係。」 
170 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非字第 121 號判決：「現代大企業組織體，所有者與管理者業已分離，在企業

組織規模愈大，企業管理愈複雜之情況下，企業代表人欲直接管理其所投資之企業漸成不可能，

因此往往雇用專業人員管理，是該企業體須要那些安全衛生設施，以實際管理該企業體，如廠長、

經理人等最為熟悉，其有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之規定者，自應以實際負責人為處罰對象。」 
171 蔡蕙芳，同註 3，頁 19。 
172 蔡蕙芳，同註 3，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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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時處罰「稅捐義務人」和「實際負責法人業務之人」 

  第四種是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而修法的《稅捐稽徵法》第 47 條。《稅捐

稽徵法》第 41 條與第 47 條的立法方式與上述不同，於法條文義上並無「法人犯前項

之罪」或「法人違反本項之規定」的用語，然而皆屬法人違法犯罪之情形，故將之亦

予列入。 

  法人為稅法上的納稅義務人，其涉及稅捐稽徵法犯罪時，應先對法人依據《稅捐

稽徵法》第 41 條論罪處罰，而後再依據同法第 47 條追究自然人（包括公司負責人、

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或理事、商業負責人等）之刑責；而此自然人，為符合自己責任

原則，依同條第 2 項，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雖規定分散在兩個條文較為繁

瑣，透過《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與第 47 條之合併適用，同時處罰法人與自然人之兩

罰制度，並且以同條第 2 項「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作為責任原則之落實，有論者認為

仍值得肯定，可在未來修法時將兩條文合併規定173。 

 

第二項 自然人執行業務兩罰規定之立法模式 

  我國附屬刑法中，立法形式最多者是以執行業務自然人為正犯的兩罰規定。亦即，

以「自然人」因「執行職務」之特徵，而使其行為與法人之刑責相聯繫。另視立法中

有無規定法人已盡監督或防止注意義務之免責事由，又區分為「無免責條款」與「有

免責條款」兩種規範模式。 

第一款 無免責條款立法模式 

  無免責條款之立法模式，通常使用之立法文字為：「法人之代表人（或負責人）、

                                                

173 蔡蕙芳，同註 3，頁 27。 



doi:10.6844/NCKU202001296

 

 

50 

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或其他職員），因執行業務犯……之罪（或犯前○

項之罪、犯第○條至第○條之罪、犯本法之罪），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行為人（或行

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該條之罰金」，例如：《著作權法》第 101 條第 1 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第九十一條至第九十三條、第九十五條至第九十六條之一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

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各該條之罰金」，與《廢棄物清理法》第 47

條：「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

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執行業務兩罰規定的立法，法人的責任是以法人內部個別成員所為之犯罪行為為

前提，亦即，「無自然人責任，即無法人責任」的關係。實務見解仍舊未統一，有認

為屬轉嫁性質者174；而近年之多數實務則轉向將此種立法方式解讀為自己責任，肯定

                                                

174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0 年度上易字第 588 號判決：「著作權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之規定予以

法人科處罰金刑，乃屬轉嫁罰之立法體例，於沒收之規定既無轉嫁處罰沒收之規定，則扣案如附

表一、附表二及附表四所示之物，係屬雅捷公司所有之物，此據被告及證人王嘉利、周有倫陳明

在卷，依法尚不得依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併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智慧財產

法院 103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11 號判決：「著作權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屬轉嫁罰之立法體例，故

除依該條規定對法人科以罰金刑外，關於沒收之刑罰，對法人自不適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7

年度自字第 31 號判決：「按法人為刑事被告，除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外，在實體法上不認其有犯罪

能力，在程序法上不認其有當事人能力，故以法人為被告而提起自訴，其起訴之程序即屬違背規

定，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343 條、第 303 條第 1 款規定為不受理之判決，最高法院 54 年台上字第 1894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次按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銀行法第 125 條至第 127 條之 2、第 127 條之 5、

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至第 177 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31 條、第 32 條等犯罪中有以法人為犯罪及

處罰之主體者，為前開判例所指之『除法律有明文規定外』，雖於此等犯罪，法人仍不具有犯罪能

力，然基於立法政策，法人有當事人能力，亦得成為刑事被告，可科以罰金，並由相關之自然人

另就徒刑之處罰轉嫁受罰，固不待言。惟立法技術與刑事政策上，另有以自然人為犯罪及處罰主

體，法人僅係代罰性質，並非因法人本身之犯罪而負行為責任者，如著作權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

定『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 91 條至

第 93 條、第 95 條至第 96 條之 1 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

科各該條之罰金。』者是，於此情形下，倘以自然人為犯罪或處罰主體，並主張法人應就罰金部

分轉嫁受罰者，法人有當事人能力，亦得成為刑事被告，此一起訴程序自屬合法；然法人究非此

種犯罪之犯罪及處罰主體，必須自然人業有該等法律所規定犯罪行為，始得處罰法人，倘自訴意

旨逕以法人為犯罪行為人，兼以該法人之法定代理人為被告，不啻逕以法人為犯罪及處罰之主體，

顯悖該刑罰規定之意旨，允非前開判例意旨所指之『除法律有明文規定外』，應認起訴之程序違背

規定，而為自訴不受理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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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監督不周之過失罪責175。 

  有論者即質疑，自然人於執行業務中實施犯罪，法人責任即伴隨而生，以維持自

然人為主的傳統刑法模式。執行業務兩罰規定轉嫁罰此一歸責模式，藉用民事侵權法

上的雇主負責原理（the doctrine of respondeat superior），在執行業務者與法人間的關

係基礎上，將自然人的故意或過失犯罪行為歸屬予法人，成為法人自己的犯罪行為。

此時將會發生以下問題：於業務分工和管理階層化的大型企業上，難以找到符合構成

要件的行為人，且也因為業務片段性，組織內之自然人將因欠缺完整認識而難以確認

其是否具備構成要件故意，而可能面臨因無自然人罪責可依附，即無法追究法人罪責

的窘境176。 

第二款 有免責條款立法模式 

                                                

175 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720 號判決：「著作權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規定：『法人之代表人、

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九十一條至第九十六條之罪

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各該條之罰金』，係為保障著作權，

就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而為違反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至第九十六條之行為時，併處罰其業務主(或

稱事業主)之兩罰規定，對於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之違法行為，既處罰實際行為之從業人員，並罰

其業務主；按業務主為事業之主體者，應負擔其所屬從業人員於執行業務時，不為違法行為之注

意義務，是處罰其業務主乃罰其怠於使從業人員不為此種犯罪行為之監督義務，故兩罰規定，就

同一犯罪，既處罰行為人，又處罰業務主，無關責任轉嫁問題，從業人員係就其自己之違法行為

負責，而業務主則係就其所屬從業人員關於業務上之違法行為，負業務主監督不周之責任，從業

人員及業務主就其各自犯罪構成要件負其責任。著作權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之規定，係以業務

主為處罰對象；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該法第九十一條至第九十六條之罪者，仍依各該條規定處

罰之，並無著作權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之適用。」與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4536 號判決：「按

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係規定『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

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

處理廢棄物』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並未以『法

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為該罪之構成要件。

至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係就從業人員等因執行業務而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五條至第四十六條之行為時，併處罰其

業務主（事業主）之兩罰規定，對於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之違法行為，既處罰實際行為之從業人

員，並罰其業務主。按業務主為事業之主體者，應負擔其所屬從業人員於執行業務時，不為違法

行為之注意義務，是處罰其業務主乃罰其怠於使從業人員不為此種犯罪行為之監督義務。故兩罰

規定，就同一犯罪，既處罰行為人，又處罰業務主，無關責任轉嫁問題，從業人員係就其自己之

違法行為負責，而業務主則係就其所屬從業人員關於業務上之違法行為，負業務主監督不周之責

任，從業人員及業務主就其各自犯罪構成要件負其責任。」 
176 蔡蕙芳，同註 3，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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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免責條款之立法模式，通常以但書形式──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罪

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展現，例如：《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4 規定：「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

業務，犯第十三條之一、第十三條之二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

法人或自然人亦科該條之罰金。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力為

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其立法理由表示，此種免責規定，是「讓法人或自然人雇

主有機會於事後舉證而得以證明其已盡力防止侵害營業秘密之發生，此既可免於企業

被員工之個人違法行為而毀掉企業形象，也可免於大筆罰金之支出，更可予企業事先

盡力防止犯罪發生之獎勵，而有預防犯罪之功能」。 

  此一立法模式基本上與無免責條款之狀況相同，皆有法人責任應如何認定之問題。

進一步說明但書免責之爭議：如前所述，就法人監督不周之過失應採何種內涵之解釋，

有擬制過失說、推定過失說與單純過失說三者，惟有免責但書規定是否會有所差異？

有學說主張，此時不論是否有無過失免責之但書規定，並無實質之差異，蓋從行政取

締目的之實踐來看，推定法人之過失乃屬當然之解釋177。惟亦有學說將是否有過失免

責之但書規定作為區分標準，認為有但書者為推定過失責任，無但書者為無過失責任

或擬制過失責任178。 

 

第三項 我國立法模式之檢討 

  先從法人違法之立法模式說起：轉嫁罰制的規定方式，通常使用「法人違反……，

處罰其（行為）負責人……」或「法人犯……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之立法文字179，故易造成學理與實務上──對於相關規定究屬轉嫁罰制，亦或屬行為

                                                

177 陳樸生，同註 75，頁 6。 
178 邱忠義，同註 80，頁 102。 
179 許靖儀，同註 28，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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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己之個別責任──爭議不斷。 

  綜觀受罰自然人的文字表現，大致可分為「（其）負責人」、「其行為人」與「其

行為負責人」三種。有論者以犯罪支配理論觀之，認為三種文字的精確度而言，以「其

行為負責人」較為適當，蓋「負責人」極易可能會產生轉嫁罪責之疑慮；「行為人」

的文義則可能過於狹隘，限於從事構成要件文義形式上所描述行為之人180。在單罰型

立法模式中，於「法人犯……罪」的立法文字規範下，則容易遭質疑已落入法人分明

得成為犯罪主體，卻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形成「有罪沒有罰」之弔詭現象181。除以

上立法模式．包含雙罰型中同時處罰「其行為人」與「負責人」，事實上皆僅追究法

人內部自然人之自己責任，已模糊自然人犯罪與法人犯罪之界線，而淡忘追究法人犯

罪之本意182。 

  法人內部成員的行為，即使於執行業務範圍內、為了追求法人之利益，抑或由法

人所選任、僱用而為職務上行為等等，組織內部之自然人與法人間仍屬不同之主體。

對於自然人執行業務兩罰此種立法模式的看法，學說與實務見解紛亂不一，有學說認

為此種規範方式，法人罪責應如何認定仍是根本問題；再者以自然人執行業務作為要

件，是否即要求行為主體必須具備特定身分或資格，尚有疑義183；此外，以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720 號判決184為例，實務承認法人監督過失之罪責，惟論罪時卻無

論及任何法人監督過失要件之檢驗185；亦有論者主張，此時以自然人執行業務行為該

當犯罪為要件，不會發生對於法人如何犯罪，即法人行為定義不明確的問題，然自然

人何時屬「執行業務」，是否會有過往實務對於「業務」之解釋過於寬鬆之疑慮，仍

                                                

180 許靖儀，同註 28，頁 20。若不採犯罪支配理論，依照奧地利《團體責任法》之規定，此時使用「負

責人」之用語亦無不可，詳參本文第三章之介紹。 
181 蔡蕙芳，同註 3，頁 20。 
182 蔡蕙芳，同註 3，頁 29。 
183 蔡蕙芳，同註 3，頁 15-16。 
184 同註 175。 
185 蔡蕙芳，同註 143，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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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司法實務之發展186。 

  實際上，縱使現行轉嫁罰制已漸無立存之空間，但實務仍受限於條文文義，僅能

盡量將條文規定朝自己行為責任解釋並為判決，否則會有大法官造法之嫌疑187。而立

法之條文用語紊亂，造成法條規範主體不一，另人莫衷一是，可能是因立法者對於法

人犯罪理論之觀念不熟悉，以為只要用語類似，或前例可憑依，即引用相同之用語，

亟待修法應對188。另外，我國兩罰規定是否規定過失免責條款，均無礙責任原則之遵

循，有論者進一步便說明，現行實務為了依循無責任即無刑罰此一憲法原則，雖傾向

以推定過失責任說解釋，但慮及過失推定之責任基礎，尚有欠缺經驗法則之高度蓋然

性，而難謂具實質正當性189。 

 

第五節 我國制裁現況與競合 

  如前所述，法人之犯罪，依照法律規定包攝條文中之構成要件要素，視該規定屬

民事、行政或刑事規定，而可能同時成立民事侵權行為、行政不法行為或刑事不法行

為，依照立法目的之不同，給予不同之法律效果190。學理論辯主要戰場之一即行政制

裁與刑事制裁之爭。 

  有論者評析，法人之制裁僅以行政罰加以規範，有違憲之虞，蓋罰金和罰鍰都是

針對行為人「過去」犯行的制裁，事實上並無遲延即生危險的先執行理由，理應類推

《刑事訴訟法》第 456 條191之規定，至罰鍰處分確定後方得執行。倘若受處分者有隱

                                                

186 鍾亞達，同註 90，頁 90。 
187 鍾亞達，同註 90，頁 86。 
188 魏平政，同註 60，頁 91。 
189 鍾亞達，同註 90，頁 95。採取推定過失責任並不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且更重要的問題應是法人歸

責的建構，詳細參見本文第四章第四節第一項。 
190 吳宜展，《企業犯罪與企業刑事責任追究》，國立臺灣法律學院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6

月，頁 42-46。 
191 《刑事訴訟法》第 456 條：「裁判除關於保安處分者外，於確定後執行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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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財產、不履行能履行之義務或其他法定情形時，得逕依《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6項192之規定向法院聲請裁定管收之，而無必要在救濟程序進行中先予執行193。並且，

罰金定讞前，為保全未來得以沒收之財產與利益，檢察機關亦可採取扣押資產等手段，

此種方法具備效率，且比行政機關為裁罰主體時更具妥適性194。 

  雖說法人違犯法律時，被害人得以民事訴訟途徑獲得救濟，行政機關亦得以行政

罰處罰法人之違法行為，但在重大危害社會利益之犯罪行為上，僅依賴於被害人意願

來決定是否處罰法人，並不適當；用科處行政罰之方式管制法人，能否反應出法人犯

罪之重大惡性亦有疑慮；此外，僅承認法人內部之自然人得作為犯罪主體，亦可能會

造成處罰小惡縱放大惡之負面社會觀感195。 

  又因應法人制度在近代商業活動中蓬勃運用與發展，相關之犯罪與弊案頻傳，故

於管制法人上，利用民事、行政與刑事責任之交錯，於不同面向架設法律網絡196，產

生制裁競合之效果，進一步可避免無法究責法人對於內部組織管理的結構性問題與監

督失靈，亦致使法人無誘因進行內部改革之狀況197。結論上，法人之刑事制裁仍有其

必要性與不可替代性198。 

                                                                                                                                              

此限。」 
192 《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6 項：「行政執行官訊問義務人後，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有管收

必要者，行政執行處應自拘提時起二十四小時內，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

能，故不履行。二、顯有逃匿之虞。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四、已發

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義務人整體收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

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 
193 許澤天，同註 114，頁 125。 
194 許澤天，同註 114，頁 124。另外，為了避免法人於刑事程序中脫產，我國得仿照德國法，在《刑

事訴訟法》第 133 條第 2 項「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

的「為保全追徵」後面加上「或罰金」這三個字，即可達到保全效果。參見：王士帆發言，同註

114，頁 293。 
195 余若凡，〈公司犯罪與公司之犯罪能力──美國處理公司犯罪政策之介紹及評析〉，《檢察新論》，4

期，2008 年 7 月，頁 213。 
196 蔡蕙芳，同註 16，頁 354。 
197 溫祖德，〈法人刑事責任之歸責法制──以美國模式為核心〉，《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22

期，2019 年 11 月，頁 77。 
198 進一步的問題：至於行政罰與刑罰競合可否併罰？依據採擇的學說為「質的區別說」或「量的區別

說」，將得出不同之結論。得參閱：張雅晴，《從實體法與程序法觀點探究行政罰與刑罰之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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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應強調者，依據我國現行法規定，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罰與行政罰，按《行政

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

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

收者，亦得裁處之。」此一規定是依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與

違反行政法義務時，因刑事法律處罰，是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較契合正當法律程

序，故應優先適用，此時行政機關應先將涉及刑事部分移送該管司法機關（行政罰法

第 32 條第 1 項199）200。是以，對於刑罰與行政罰之罰鍰部分，採取「刑罰優先原則」，

為（部分）吸收主義。詳言之，即刑罰吸收罰鍰，不排除得另處以其他裁罰性不利處

分，但必須符合前提要件──依刑事法律處罰確定，即同一行為經法院「有罪」判決

確定201。因此，倘若案件仍於檢方偵辦或仍處於審判程序中，行政機關應停止裁罰，

即一行為不二罰排除行政罰與刑事罰併罰．行政機關至多只能針對違反行政義務之部

分加以調查，等待司法處理結果202。 

  然而，依照立法理由說明，我國《行政罰法》第 26 條參考自德國《秩序違反法》

第 21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203規定：「一行為同時為犯罪行為與違反秩序行為者，僅適用

刑法。其他法律規定之附隨效果得宣示之」、「於前項情形，未處刑罰者，其行為得作

為違反秩序行為加以處罰」。為了因應刑事責任優先原則，德國制定程序的配套措施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5 年 7 月，頁 40 以下。 

199 《行政罰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應將

涉及刑事部分移送該管司法機關。」 
200 陳清秀，《行政罰法》，3 版，2017 年 11 月，頁 259。 
201 《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

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

之。」 
202 陳清秀，同註 200，頁 259。相同見解：許澤天，同註 114，頁 120-121。不同見解認為，行政機關

仍得先就該違法行為科以行政罰，於同一行為有罪判決確定後，再行「廢止」原裁罰處分。參見：

李惠宗，《行政法要義》，7 版，2016 年 9 月，頁 560。 
203 § 21 OWiG Zusammentreffen von Straftat und Ordnungswidrigkeit 

(1) Ist eine Handlung gleichzeitig Straftat und Ordnungswidrigkeit, so wird nur das Strafgesetz 
angewendet. Auf die in dem anderen Gesetz angedrohten Nebenfolgen kann erkannt werden. 

(2) Im Falle des Absatzes 1 kann die Handlung jedoch als Ordnungswidrigkeit geahndet werden, wenn 

eine Strafe nicht verhängt wird. 

翻譯參見：許澤天，同註 114，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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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進而產生刑事程序優先性：依德國《秩序違反法》第 40 條204之意旨，從偵查

開始至刑事程序確定期間，對於同一案件，檢察官必須同時考量被告一併違犯刑事法

與《秩序違反法》之情事；復依同法第 41 條205規定，行政機關認為其所處理的秩序

違反程序存在犯罪成立之可能，有移送義務，應將案件移轉給檢察官，故檢察官將主

導秩序違反行為的追訴，而不能使其與刑事犯罪割裂。反之，若檢察官認為不具備初

始嫌疑而不予偵查，則案件退回行政機關，此時按同法第 44 條206規定，行政機關應

受拘束207。 

  又檢察官若對犯罪行為作出不起訴處分，依同法第 43 條第 1 項208規定，必須將

秩序違反行為之追訴移送給行政機關，由行政機關作出罰鍰處分；至於起訴後，依同

法第 82 條第 1 項209規定，法院則必須將《秩序違反法》之觀點一併納入審理基礎，

始能對起訴標的為完整法律評價，故秩序違反之不法內涵可於量刑中發揮效果。是以，

若開啟審判程序，法院認為無從證明犯罪，而僅能認定具秩序違反行為，此時由「法

                                                
204 § 40 OWiG Verfolgung durch die Staatsanwaltschaft 

Im Strafverfahren ist die Staatsanwaltschaft für die Verfolgung der Tat auch unter dem rechtlichen 

Gesichtspunkt einer Ordnungswidrigkeit zuständig, soweit ein Gesetz nichts anderes bestimmt. 
205 § 41 OWiG Abgabe an die Staatsanwaltschaft 

(1) Die Verwaltungsbehörde gibt die Sache an die Staatsanwaltschaft ab, wenn Anhaltspunkte dafür 

vorhanden sind, daß die Tat eine Straftat ist. 

(2) Sieht die Staatsanwaltschaft davon ab, ein Strafverfahren einzuleiten, so gibt sie die Sache an die 

Verwaltungsbehörde zurück. 
206 § 44 OWiG Bindung der Verwaltungsbehörde 

Die Verwaltungsbehörde ist an die Entschließung der Staatsanwaltschaft gebunden, ob eine Tat als 
Straftat verfolgt wird oder nicht. 

207 許澤天，同註 114，頁 117。 
208 § 43 OWiG Abgabe an die Verwaltungsbehörde 

(1) Stellt die Staatsanwaltschaft in den Fällen des § 40 das Verfahren nur wegen der Straftat ein oder 
übernimmt sie in den Fällen des § 42 die Verfolgung nicht, sind aber Anhaltspunkte dafür vorhanden, 

daß die Tat als Ordnungswidrigkeit verfolgt werden kann, so gibt sie die Sache an die 

Verwaltungsbehörde ab. 

(2) Hat die Staatsanwaltschaft die Verfolgung übernommen, so kann sie die Sache an die 

Verwaltungsbehörde abgeben, solange das Verfahren noch nicht bei Gericht anhängig ist; sie hat die 

Sache abzugeben, wenn sie das Verfahren nur wegen der zusammenhängenden Straftat einstellt. 
209 § 82 OWiG Bußgelderkenntnis im Strafverfahren 

(1) Im Strafverfahren beurteilt das Gericht die in der Anklage bezeichnete Tat zugleich unter dem 

rechtlichen Gesichtspunkt einer Ordnungswidrigkeit. 

(2) Läßt das Gericht die Anklage zur Hauptverhandlung nur unter dem rechtlichen Gesichtspunkt einer 

Ordnungswidrigkeit zu, so sind in dem weiteren Verfahren die besonderen Vorschriften dieses 
Gesetzes anzuwe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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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作出科處罰鍰之判決210。 

  然而，我國向來認為罰鍰是行政機關權限，刑事司法無從過問，導致刑罰與行政

罰割裂適用，故無法同時處理刑罰與行政罰競合之問題，法院亦無從於審酌行政罰的

觀點下，依刑事法律處罰。此外，程序上，我國《行政罰法》亦無如德國《秩序違反

法》第 40 條、第 41 條與第 82 條之配套措施；甚至如前述我國《行政罰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同時觸犯行政罰與刑罰者，僅將刑事部分移送給該管司法機關，而與

德國法規定必須將全案（包括秩序違反之部分）移送司法機關之作法有別，恐難以完

全評價行為人責任211。 

  更大的問題是，於《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2 項的情況下，對於同一行為，經判

處無罪、免訴、不受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由行政機關裁處之。基於法安

定性和保護被告之理，縱使仍然具有犯罪追訴之公共利益，檢察官亦因一事不再理原

則不得再就同一案件加以追訴，但追訴利益原則上較刑事追訴小之行政制裁，行政機

關卻仍得加以追究、制裁？我國《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實際是將德國《秩

序違反法》第 21 條第 2 項屬於補充性質的罰鍰規定恢復效力之實體規定，與一事不

再理的程序保障規定混淆。前者「刑事責任優先原則」，是法院審理的行為同時該當

兩罪（即行政不法與刑事不法）時，應從一處斷（依刑法第 55 條）的實體問題；後

者「一事不再理」，是法院所審理之行為，有其他法院加以審理，或是已經作出有罪、

無罪確定判決，法院可否續行審理之程序問題，即依照德國《秩序違反法》第 84 條

第 1 項規定，法院若對同一行為作出判決並確定時，行政機關對同一行為不得再科處

行政罰212。故我國《行政罰法》實與一事不再理之憲法誡命相悖。 

  據此，有論者即認為，為了避免行政機關與刑事司法機關各自評價之衝突，並避

                                                

210 許澤天，同註 114，頁 118。 
211 許澤天，同註 114，頁 119。另可參見：張雅晴，同註 198，頁 120。 
212 許澤天，〈刑事確定判決對行政裁罰的拘束力〉，《月旦法學教室》，141 期，2014 年 7 月，頁 33-34。

另可參見：張雅晴，同註 198，頁 264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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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促使法院能對違反刑事法律與行政義務違反內涵皆充分評價，

故應將《行政罰法》朝由刑事司法機關統一處理犯罪追訴與行政制裁競合之方向修法，

由法院統合處理，亦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213。 

 

第六節 本章總結 

  本章從法人刑事責任之傳統議題著手，探討法人之本質，以及法人犯罪能力有無

之爭論，得知自始以來法人刑事責任質疑聲浪不斷。惟我國附屬刑法中，有為數眾多

的法人處罰規定，此時勢必得面臨並接納如何解釋相關規定之難題。從司法院釋字的

687 號解釋揭示「無責任即無刑罰」之憲法原則後，縱使附屬刑法中法人處罰之立法

模式雜亂無章，但法官有依法判決之義務，僅得在有違反類推適用禁止的疑慮下為合

憲性解釋，認為相關附屬刑法規定符合法人自己責任原則，而無違憲之虞。 

  我國雖然目前以兩罰制規定為大宗，但誠如上述，兩罰制僅說明自然人與法人雙

軌處罰之立法現象，其本身並未提供任何法人刑事責任之立論基礎，故面對如何建構

法人刑事責任仍屬亟需解決與面對之問題。故本文以下章節將從外國立法例為比較，

期盼能夠使我國引以為鑑。 

  又針對「法人刑法」此一爭議，我國絕大多數論爭焦點在於──可否以行政罰代

替刑罰處罰法人？我國現行處罰法人之規定有行政罰與刑罰，並非互斥關係，而是彼

此調和運用。當行政罰與刑罰競合時，多採「量的區分說」之見解，即行政罰與刑罰

僅有程度上之差異，惟並不代表得以行政制裁全面取代刑事制裁。按照司法院釋字第

517 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制裁究採行政罰抑或刑事罰，本屬立

                                                

213 許澤天，同註 114，頁 127。相同見解，參見：陳宗憶，〈審查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2 項之合憲性─

─評釋字第 751 號解釋〉，《月旦裁判時報》，68 期，2018 年 2 月，頁 116；張雅晴，同註 198，頁

23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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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機關衡酌事件之特性、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以及所欲達到之管制效果，所為立法裁

量之權限，立法者應依犯罪危險程度或相關標準，就法人違法之行為決定採用的手段，

苟未逾越比例原則，即不能遽指其為違憲。是以，倘若法人犯罪所侵害之社會或個人

法益甚鉅，或現行以行政罰規定施予制裁難收遏止法人犯罪之效，此時法人刑事制裁

仍有舉足輕重之地位214。 

  再者，行政罰、刑罰之立法目的，實際上都是針對人民過去違反法律義務之行為

予以制裁，而非對未來人民生活關係的形塑，且行政罰、刑罰的禁止或命令之對象，

都是規範服從於國家法律之自然人或法人，而非規制國家之行政行為，兩者既都是針

對過去之不法行為予以追訴和制裁，屬於國家公權力之實施，僅因為制裁主體之不同，

行政罰之裁罰單位為行政機關，故傳統上認定行政罰即屬於行政法之範疇215。事實上，

針對自然人或法人之違反法律義務之行為，立法者本得為特定保護法益，基於比例原

則和立法政策之考量，而將規定放置於主刑法外之其他法律中，賦予不同之法律效果，

但仍不會因規定之所在位置為行政法，而遽然認定是為了追求行政取締目的，因此喪

失刑事法的意義216。因此，對於規範人民或法人違法行為之行政罰法，運用（廣義）

刑事制裁之法理思考並處理相關議題，實屬必要217。此一見解，除較契合國際間對於

公平審判程序保障，亦與歐盟認為行政罰可能屬於廣義刑法218的此一論點不謀而合，

符合國際立法潮流，故嚴格區分行政罰與刑罰之二分模式，實際上並無必要，亦不影

響處罰法人帶有刑事制裁之本質。 

                                                

214 鍾亞達，同註 90，頁 162-163。 
215 許澤天，同註 20，頁 148。 
216 許澤天，同註 20，頁 147-148。 
217 許澤天，同註 114，頁 127。 
218 參本文第三章第二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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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奧地利《刑事犯罪團體責任法》

之介紹 

  關於處罰法人的合宜性問題，是當代刑法具有原則性的標竿議題，在世界各地都

有深入且意見分歧之討論。從國際趨勢來看，不承認法人刑事可罰性之國家日漸趨少，

易因遭受到民眾批評聲浪而背負巨大壓力。但跟隨國際趨勢決定支持法人可罰性之國

家，仍然必須面對建構法人歸責的難題，以證實其正確性並增加論證強度。本章將從

美國、日本和歐洲比較法上之法人歸責模式，進行介紹與分析，並進而從歐盟之角度，

觀察身為指標的奧地利《刑事犯罪團體責任法》（ Bundesgesetz über die 

Verantwortlichkeit von Verbänden für Straftaten）之誕生與其重要性，深入了解其立法

理由與規範之立論基礎。 

 

第一節 比較法上之法人歸責模式 

  早期美國基於刑事政策目的，認為現代法人犯罪之興起而不容忽視，故將侵權法

中的雇主代位責任原則套用於刑事領域，惟此說並非法人自己責任原則，法人並非對

自己行為負責，已背離刑法上法人應具有可歸責性和罪責能力之要求。 

  後來，為了契合自己責任原則之要求，美國發展出模範刑法典模式，要求法人本

身的「犯意」，意即，犯罪與法人本身間須具有高階管理人員的主觀犯意作為因果聯

繫，使法人對自己之行為與意思負責，即法人自己管理疏失責任而進行歸責。無獨有

偶，日本亦基於上述理由，從視同模式，漸漸走向企業組織體責任論，以符合個人責

任原則之誡命。歐洲方面，組織失靈模式和代表模式都頗具指標性意義，且因致力於

避免代表機關的行為直接視為法人的行為，法人責任是為他人行為負責之批評，故發

展出法人歸責之代表模式，並成為歐盟會員國之借鏡，紛紛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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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美國之法人犯罪歸責模式 

第一款 （雇主）代位責任模式 

  代位責任模式（Respondeat Superior Model）是美國法法人犯罪歸責的主要理論，

於 1909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 New York Cent. & Hudison River R. R. v. United States

判決中，基於「法院不能對現代社會許多商業交易都是由商業組織本身所從事的事實

視而不見」，將侵權法上雇主責任原則適用於刑法領域219。 

  代位，指法人作為雇主必須代替員工所為的違法行為負責。要適用的要件有三：

第一，該員工行為時代表法人；第二，屬於其職務範圍內之行為；第三，該員工所為

行為是為了法人利益。而爭議經常發生於第二及第三要件。第二個要件中的「職務範

圍內行為」，員工該行為不論實際上或外觀上看起來是職務範圍內的行為，皆屬之。「實

際上職務範圍行為」，指法人認知且意欲授權該員工實施該行為；而「外觀上職務範

圍內的行為」是指，若員工所為的行為在第三人眼中可以合理認為是該員工職務內之

行為。至於第三個要件「加惠法人」，依據美國法院見解，僅需員工在主觀上有意思

即為已足，並且，即便主要目的是為圖利自己，但只要「部分有利於法人」仍可該當

220。 

  源自民事侵權行為的（雇主）代位責任被適用於民法，產生此種類推適用是否恰

當的質疑，侵權法與刑法本於不同立法目的，侵權法關心者為填補損害，故代位責任

重視的是誰有能力承擔。而且侵權法與刑法不同，不需要以道德譴責為基礎221。此外，

此一理論還有「過度概括」與「概括不足」的缺陷。前者指，縱使員工所為行為與公

                                                
219 New York Cent. & Hudison River R. R. v. United States, 212 U.S. 481(1909).  
220 林志潔，同註 108，頁 48。 
221 蔡蕙芳，同註 16，頁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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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本身文化與政策無關，仍有可能把員工犯罪行為歸責於法人，此時對法人而言屬嚴

格責任222；後者則是，儘管是公司的政策或程序而造成的犯罪，但由於難以辨識出組

織中對於犯罪結果所應歸責之人，因此最終無法讓法人對員工的行為負責223。甚者，

此說難以說服刑法上法人應具有可歸責性和罪責能力之要求224，畢竟雇主責任，並非

法人自己責任原則，法人並非對自己行為負責，實已偏離個人罪責為基礎之刑法理論，

是為了對抗、預防法人組織為根本的白領犯罪，並鼓勵法人監督內部人之行為而設

225。 

第二款 模範刑法典模式 

  美國模範刑法典模式為 1962 年時，美國法學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所擬定，

乃因應各州法域差異過大基於統一目的而訂定的一部基礎刑法典，其雖非一個實際施

行的刑事法規，但仍為不少法官判決時引用與參考。根據模範刑法典模式，對於法人

是否要負刑事責任提供了兩大要件來判斷：第一，公司員工的刑事不法行為，在刑事

法規的「立法目的」和「條文文字」明確表示要歸責到法人時，法人可以成為刑事歸

責的客體；第二，若一個刑事法規欠缺明文表示法人是否可承擔刑事責任，則只有在

「該員工的違法行為是基於『董事會』或『高階主管』所授權、要求或指示，抑或『董

事會』或『高階主管』明知有該行為但因過失容任（recklessly tolerate）該行為發生」

時，法人才必須負擔刑事責任226。故模範刑法典之歸責模式包括二種類型：法人代位

責任與法人自己歸責。 

  第二種類型之歸責模式，將董事會或高階主管的授權、要求或命令、履行或輕率

                                                

222 嚴格責任（Strict Liability）指行為人的主觀有無故意過失，與犯罪是否成立無涉。縱使無主觀非難

性，只要行為人行為符合法律的客觀要件仍得成立該罪，使得此立法方式有違反憲法人權保障及

正當法律程序的疑慮。詳細內容，參見：林志潔，同註 108，頁 50。 
223 蔡蕙芳，同註 16，頁 340。 
224 王士帆，同註 34，頁 576-577；王士帆發言，同註 114，頁 290。 
225 溫祖德，同註 197，頁 80。 
226 林志潔，同註 108，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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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任之行為，作為法人之行為，並由下位內部人員代表法人從事犯罪，作為客觀不法

構成要件行為的歸責對象。模範刑法典模式並非轉嫁責任理論，不是單純的將實際從

事犯罪行為的員工的「犯意」轉嫁於組織體，而是要求法人本身的「犯意」，意即，

犯罪與法人本身間須具有因果聯繫──高階管理人員的主觀犯意（managerial mens 

rea），屬於法人自己管理疏失責任而進行歸責，故符合個人責任原則，使法人對自己

之行為與意思負責，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建構之代位責任模式相比顯較為可採227。

判斷法人是否應負擔刑事處罰，限制在董事會成員會高階主管有過失容任之情況，在

法人屬於員工違法行為受害者之情況下，即屬合理，而代位責任對於認定法人是否須

負刑事責任過於寬鬆，反而可能對於預防法人犯罪無利228。然而此模式亦有缺點，於

各部門負責人頻繁更替、反覆調換時，就會出現無法特定出管理人員的瑕疵229。 

 

第二項 日本之法人犯罪歸責模式 

  2005 年（平成 17 年）4 月 25 日上午 9 點 18 分左右，JR 西日本公司福知山線的

快速電車脫軌撞擊附近公寓，此一脫軌事故，導致 106 位乘客身亡、493 位乘客受傷，

事故主因被認定為，駕駛本件快速電車之駕駛員超過彎道速限 70 公里，且以超越翻

覆臨界速度的 115 公里時速進入本件事故發生之彎道，被認為是直接原因的駕駛員亦

因本件事故身亡。嗣後，本件事故中，神戶地方檢察署以業務上過失致死傷罪（日本

刑法第 211 條），對於進行上述彎道變更工程時的歷代 3 位鐵路本部長，即 JR 西日本

鐵路事業之安全對策的實質最高負責人提起公訴，但法院以「無法認為有足以肯定其

違反注意義務的預見可能性」為理由，判決無罪確定。 

  因日本與我國相同，採取法人犯罪能力折衷說之立場，在日本《刑法》中無法處

                                                

227 溫祖德，同註 197，頁 87-88；蔡蕙芳，同註 16，頁 338。 
228 林志潔，同註 108，頁 48。 
229 蔡蕙芳，同註 16，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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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法人，導致此一事故以「無人負責」無疾而終，因而開啟關於《刑法》中業務上過

失致死傷罪──與透過兩罰規定使法人處罰成為可能之處罰方式不同──是否也應

處罰法人之討論230。但如何才能使法人負責？日本學說上的「視同理論」和「企業組

織體論」可作為探究此一議題的立論起點。 

第一款 視同體論 

  以日本之兩罰規定為例，若以「自然人」因「執行職務」之特徵制定者，有兩種

情形：一，由代表人與從業人員進行與法人之業務有關的違法行為；二，不是法人本

身進行違法行為情形，肯定以法人對從業人員所為的違法行為有選任監督的義務違反

為理由加以處罰。前者乃「法人處罰創設功能」；後者乃「截堵構成要件設定功能」231。

關於第一種情形，使法人處罰成為可能的日本通說見解為「視同理論」，視同的範圍

為何，典型而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行為與法人所為的行為被視為同一232。此時

可以得出，法人可能以兩種方式被處罰：一種，視同法人的主體本身進行違法行為；

另種，從業人員進行違法行為的情形，可能視同法人的主體未盡選任監督之義務（即

上述提及的截堵構成要件設定功能）。進而，從上述理論依據出發，可以了解日本兩

罰規定有以下兩種類型：其一，可視同法人的自然人本身，關於法人之業務，為規定

之違法行為，行為被評價為法人本身之行為，並就其行為責任進行歸責；其二，無法

視同法人的從業人員等為主體時，「推定」視同法人主體有選任監督疏失，採過失推

定說下，若無法舉反證──已適切地預設從業人員等可能進行違法行為，並在此基礎

上採取可能防止該違法行為的具體、實際措施──推翻，此時即以違反選任監督責任

                                                

230 仲道祐樹著，黃士軒譯，〈JR 日本福知山線事故與法人處罰〉，《月旦法學雜誌》，295 期，2019 年

12 月，頁 160-162。 
231 仲道祐樹著，黃士軒譯，同註 230，頁 162。 
232 日本學者關於視同之範圍有有爭議，即可視同法人之主體，有採限定於「代表人」之見解；亦有

認為尚包括「董事長以外還有董事與部長級，乃至課長、股長」；甚者，也有主張涵蓋「從業人員」

之見解。參見：仲道祐樹著，黃士軒譯，同註 230，頁 162-163 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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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由加以處罰233。 

第二款 企業組織體責任論 

  如前所述，視同理論在日本現行兩罰規定了解下，為處罰法人需至少以「特定一

名自然人行為人從事違法行為」為必要。有對此點加以批判者，認為若具體上無法特

定屬何從業人員之可罰行為，則法人企業組織體活動，縱使整體上具有社會上之不當

脫逸行為，該法人亦經常能免於處罰，故板倉宏學者於 1970 年代提出「企業組織體

責任論」234。為了將企業組織體活動作整體性掌握，而重視對於法人意思決定之非難

235，將法人的活動看成一個整體，其構成員的活動只要客觀上具有業務關聯性，並可

認為是法人活動的一環，即可視為法人的行為，而由法人承擔全部責任，亦即，法人

所負的責任為純粹自己行為責任（包含故意和過失責任），而不是未盡監督義務的「監

督過失責任」236。此時在大規模企業中，即使無法特定違法行為人，仍可由企業系統

與組織構成本身肯定法人本身之責任237。故其特點在於：肯定法人作為犯罪主體，並

且縱使內部成員無責任法人仍應負責238。 

  此理論認為，縱使個別行為人罪責不明而法人違法行為明確時，仍有處罰之必要

239。簡言之，縱使個別行為人不成立犯罪，只要綜合評斷法人之行為已構成違法，此

時法人仍有責任240。再者，於過失犯，由於共同作業者相互間有信賴原則241的適用，

                                                

233
 仲道祐樹著，黃士軒譯，同註 230，頁 162-164。 

234 陳子平，同註 47，頁 142。 
235 吳天雲，〈大陸處罰法人犯罪規定的問題點〉，《展望與探索》，10 卷 6 期，2012 年 6 月，頁 30。 
236 鄭善印，同註 55，頁 178、181。 
237 仲道祐樹著，黃士軒譯，同註 230，頁 164。 
238 黃嘉烈，同註 100，頁 204。 
239 吳天雲，同註 235，頁 31。 
240 許純菁，《現代經濟犯罪之研究──以經濟刑法之包裹立法為中心》，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碩士

班碩士論文，1999 年 6 月，頁 100。 
241 在討論過失犯時需注意，於組織內部分工的情況，也有信賴原則適用之可能。不過，大企業的分

工更加細緻，其中還可能有品管人員，故此時討論應更為謹慎，公司管理者不可絕對相信下級一

定會履行其應盡職務，而須負有謹慎選擇與監督下級之義務；而生產商品的企業管理者還有對於

產品進行控管監督之義務。詳細討論，參見：張麗卿，同註 118，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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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人縱使就其安全對策有所懈怠而造成社會之不當侵害，亦可能形成個別行為

人無過失之情況，此時若採取企業組織體責任論，即可排除此不合理之情形，使法人

負責242。 

  以日本法人業務產生死傷之案件為例，若採取企業組織體責任論，必須符合以下

要件：一，可設定以法人本身為對象之注意義務；二，肯認法人本身預見可能性作為

注意義務之前提；三，肯認法人本身所為的注意義務違反。過失行為即注意義務違反，

故主要的內涵即一和三的要件。實際上，日本實務已經採用確立法人的注意義務後，

再將任務分配予各個自然人的架構，滿足上述要件一之要求；要件二的部分，判斷方

式應以法人整體而言，是否可能認是危險源作為判斷標準，若為肯定，即肯定法人有

預見可能性。故有論者即認為，引進此一理論的法人處罰，至少就業務過失致死傷罪

的理論障礙應不存在，但是否得以實踐仍有疑慮，除了須面臨無法特定自然人的犯罪

而僅針對法人處罰之案件可能寥寥無幾之質疑外，且企業組織體責任論亦非完全不考

慮自然人行動。再者，舉證問題亦應納入考慮，否則可能導致僅有小型企業被追訴，

大型企業不受處罰之不公平結果243。 

  然而，在此說的前提下，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職員，因執行業

務違法行為，非但指自然人之行為，同時亦是指法人的行為；而所謂違反規定處罰其

行為（負責）人，此時將併指自然人和法人244。故將和現行兩罰規定要求代表人、從

業者實行違法行為格格不入，此時若想要全面實施企業組織體責任論，勢必以新的立

法方式始得為之245。 

                                                

242 陳子平，同註 47，頁 141；許純菁，同註 240，頁 100。 
243 仲道祐樹著，黃士軒譯，同註 230，頁 166-168。更多對企業組織體責任論之評析，得參閱：許純

菁，同註 240，頁 101。 
244 鄭善印，同註 55，頁 181。 
245 吳天雲，同註 235，頁 31。故此說論者亦提出在刑法總則設置以下規定之提案： 

 

第 8條之 2 （企業處罰） 

以下各款所定情形，處罰企業。（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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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歐洲之法人犯罪歸責模式 

第一款 組織失靈模式 

  組織失靈模式（Organisationsversagen）以瑞士《刑法》第 102 條246最為典型，可

區分為因法人之組織缺失致未能查明犯罪行為人之「補充可刑罰性」，與法人未採取

必要且可期待之措施以阻止犯罪之「原始可罰性」247。瑞士法要求犯罪必須與企業相

關，此時以法人「組織缺陷」（Fehlorganisation）作為法人罪責，即企業內部管控失

靈。詳言之，企業、公司或法人團體在經營事業的過程中，如果怠忽其應進行之預防

措施，或者，基於有意或疏忽未履行其對於組織成員與事業運作過程中所必須執行與

建構的選任、監督、管理等義務，並進而造成損害，此時法人必須負擔刑事責任248，

而不能歸咎於自然人，故犯罪是由機關、代表或員工所實施，皆非所問，法人可以獨

                                                                                                                                              

三 企業未盡必要之管理義務，在其活動中，因過失實行犯罪時，但可認為企業對該當犯罪，已

確立為防止其發生的法令遵守體制，而盡相當之注意之情形，不在此限。 

 

翻譯參見：仲道祐樹著，黃士軒譯，同註 230，頁 164。 
246 Art. 102 StGB Strafbarkeit 

1 Wird in einem Unternehmen in Ausübung geschäftlicher Verrichtung im Rahmen des 

Unternehmenszwecks ein Verbrechen oder Vergehen begangen und kann diese Tat wegen 

mangelhafter Organisation des Unternehmens keiner bestimmten natürlichen Person zugerechnet 

werden, so wird das Verbrechen oder Vergehen dem Unternehmen zugerechnet. In diesem Fall wird 

das Unternehmen mit Busse bis zu 5 Millionen Franken bestraft.  

2  Handelt es sich dabei um eine Straftat nach den Artikeln 260ter, 260quinquies, 305bis, 322ter, 

322quinquies, 322septies Absatz 1 oder 322octies, so wird das Unternehmen unabhängig von der 

Strafbarkeit natürlicher Personen bestraft, wenn dem Unternehmen vorzuwerfen ist, dass es nicht alle 

erforderlichen und zumutbaren organisatorischen Vorkehren getroffen hat, um eine solche Straftat zu 

verhindern.  
3  Das Gericht bemisst die Busse insbesondere nach der Schwere der Tat und der Schwere des 

Organisationsmangels und des angerichteten Schadens sowie nach der wirtschaftlichen 

Leistungsfähigkeit des Unternehmens. 

4  Als Unternehmen im Sinne dieses Titels gelten: 

a. juristische Personen des Privatrechts; 

b. juristische Personen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mit Ausnahme der Gebietskörperschaften; 

c. Gesellschaften; 

d. Einzelfirmen. 
247 Böse, Die Strafbarkeit juristischer Personen im Völkerstrafrecht, ZStW 2014, 139；王士帆，同註 34，

頁 577。 
248 王皇玉，同註 1，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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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於自然人外而受處罰，甚者，犯罪亦放棄罪責之檢驗，只要屬於構成要件該當、具

違法性之行為便為已足。此外，法人的「原始可罰性」亦是基於組織缺陷而來，沒有

必要確定自然人的（有罪責的）義務違反行為，亦即在犯罪者無法被特定之情況下，

因法人未採取必要且可期待之措施以阻止內部犯罪，仍得賦予法人責任249。瑞士的歸

責模式要件看似清楚明瞭，惟另有規範定義與釋義學之學理爭論250。 

第二款 代表模式 

  原始的純粹代表模式，提出「團體罪責」（Verbandsschuld）的概念，承認團體本

身具備罪責的基礎，成為與傳統刑法「個人罪責」（Individualschuld）平行並列的另

一種罪責概念251。其認為，法人透過組織體中的代表機關或成員為行為252，使法人為

自己的行為負刑事責任，即法人對於其機關、代表人或代理人形成法人意思和實現法

人意思的作為及不作為負責253。此意義下，衍生效果有二：一，法人之機關、代表人

或代理人必須為了法人利益或違反法人承擔之義務，其行為始能建立法人刑事責任；

二，員工不是法人之機關、代表人或代理人，無代表法人權限，因此，員工犯罪之違

法不能歸責於法人254。然而，此說將代表機關的行為直接視為法人的行為，並要求法

人應負獨立刑事責任，而有為他人行為負責、有違罪責原則的批評255。 

  基於原始的純粹代表模式有違反責任之批評，歐盟倡議的法人處罰標準並非純粹

代表模式，而是修正版的法人歸責之代表模式（ Repräsentationsmodell bzw. 

Zurechnungsmodell），譴責重點在於：法人未採取所有必要且可期待之注意措施，以

阻止自然人――決策者或員工――於執行業務時為了法人利益或違反法人義務之犯

                                                
249 Böse, a. a. O. (Fn. 247), 139 f. 
250 王士帆，同註 34，頁 577。 
251 林書楷，同註 72，頁 303-304。 
252 王皇玉，同註 1，頁 24。 
253 Böse, a. a. O. (Fn. 247), 138；王士帆，同註 34，頁 577。 
254 王士帆發言，同註 114，頁 290。 
255 Roxin, a. a. O. (Fn. 133), § 8 Rn. 62；王皇玉，同註 1，頁 25；王士帆發言，同註 114，頁 2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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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其與純粹的代表模式的相異點在於：一，法人在一定要件下，仍應對員工犯罪負

責，而非如純粹代表模式所說，法人自始解除對員工犯罪之責任；二，法人責任是自

我獨立罪責而來，而非從決策者轉嫁而來，成立法人責任並不排除決策者個人責任（參

見下述保護歐體財政利益公約第二議定書第 3 條第 3 項），反之亦然，雙方無互斥關

係256。這在歐洲具有開創意義與典範功能，成為歐盟後續各式法案的仿效規定257。 

 

  綜合上述，歐洲法人犯罪歸責模式，可依據其「歸責模型」、「法人責任來源」與

是否需要特定「個別犯罪行為人」，而統整如【表 1】所示。 

 

【表 1：歐洲法人歸責模型之比較】 

歐洲法人歸責模型 歸責模型 法人責任來源 個別犯罪行為人 

組織失靈模式 

「組織」缺陷作為法

人罪責，法人可獨立

於自然人外而處罰 

法人自我獨立

罪責 

法人責任不以特定犯

罪行為人（機關、代

表或員工）為前提 

代表模式 

原始的純粹

代表模式 

犯罪必須「個人」違

反監督、管理義務，

且犯罪與法人連結

（法人代表或機關

違犯犯罪、為了法人

利益或違反法人承

擔之義務） 

有從決策者轉

嫁而來，為他

人行為負責之

批評 

限於機關、代表人或

代理人之犯罪始有法

人責任 

法人歸責之

代表模式 

法人自我獨立

罪責 

法人在一定要件下，

仍應對員工犯罪負

責，而非如純粹代表

模式，法人自始解除

對員工犯罪之責任 

 

                                                

256 詳細參見：王士帆，同註 34，頁 578。 
257 王士帆，同註 25，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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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保護歐體財政利益公約第二議定書》之

重要性 

第一項 歐盟會員國轉化義務 

  《歐盟條約》（EUV）第 4 條第 3 項規定歐盟會員國對歐盟負有忠誠義務

（Loyalitätspflicht）：「依忠誠合作原則，歐盟與會員國在履行《歐盟條約》與《歐盟

運作條約》之任務時，應相互尊重與支持。為履行《歐盟條約》與《歐盟運作條約》

或歐盟機關行為所施予之義務，會員國應採取所有適合的一般或特別措施。會員國在

履行任務時應支持歐盟，且不從事所有可能危害歐盟實現目的之措施」258。依此，基

於歐盟忠誠義務，會員國的內國制裁法（包含刑法）必須為歐盟效勞，以充分保護歐

盟自身關於經濟、人員及事物的法益，且作為內國刑法的最低限度要求259。 

   歐盟法院將忠誠義務具體分為兩項觀點：第一，於抽象指示方面，歐盟法院要求

對於任何侵害歐盟法（歐體法）或歐盟法益之案件，會員國應施以有效、符合比例及

發揮嚇阻作用的制裁；第二，基於《歐盟條約》第 4 條第 3 項忠誠義務所推導出的平

等對待誡命，即所謂相似化義務（Assimilierungspflicht），若會員國本身法秩序中，

已有（與違反歐盟法行為）可相比擬的內國違法制裁規範時，對於侵害歐盟法益的案

件，會員國應在內國法秩序比照內國違法的制裁規範來處理。內國假如沒有類似制裁，

或既有的制裁無法滿足第一點提到的基準時，那無論內國法如何設計，仍須適用前述

的抽象最低要求。 

                                                
258 Art. 4 III EUV  

Nach dem Grundsatz der loyalen Zusammenarbeit achten und unterstützen sich die Union und die 

Mitgliedstaaten gegenseitig bei der Erfüllung der Aufgaben, die sich aus den Verträgen ergeben. Die 

Mitgliedstaaten ergreifen alle geeigneten Maßnahmen allgemeiner oder besonderer Art zur Erfüllung der 
Verpflichtungen, die sich aus den Verträgen oder den Handlungen der Organe der Union ergeben. Die 

Mitgliedstaaten unterstützen die Union bei der Erfüllung ihrer Aufgabe und unterlassen alle Maßnahmen, 

die die Verwirklichung der Ziele der Union gefährden könnten. 
259 Helmut Satzger 著／王士帆譯，同註 31，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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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忠誠義務反映在刑事法方面，即對於任何侵害歐盟法益之案件，會員國應落

實有效、符合比例及嚇阻的制裁三基準260。「有效」與「發揮嚇阻作用」的內容大致

相同，指為追求和實現遭侵害之歐洲法規的目標，要求應有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效

果。而「符合比例性」，指就所追求目的而言，制裁必須充分且與違法程度相符，亦

即施加「適當」的制裁。然而，會員國實際選擇什麼制裁來轉化歐盟法標準，始終留

待給各國決定，歐盟法院並不要求「破壞」內國刑法體系，其認為制裁毋寧須與內國

法之基本原則相符261。 

  歐盟現有制裁措施，屬於廣義刑法之制裁。按照歐洲人權法院裁判之標準，其認

為刑事法之權利保障不只適用於傳統的犯罪刑法，還及於廣義之刑法。亦即，當《歐

洲人權公約》第 6 條文義的「刑事控訴」（strafrechtliche Anklage）要件成立時，即開

啟權利保障範圍。若制裁對行為人（至少也）有壓制性質（repressive Natur）或造成

特別重大之法益損失者，歐洲人權法院尤其會將之定性為刑事法之制裁262。基此見解，

德國《秩序違反法》的罰鍰（Geldbuße）亦屬廣義刑法之制裁263。 

  而刑事程序存在與否，並非取決於內國法，而是由歐洲人權法院從下述基準（原

則上乃擇一基準）為考量，自主解釋何謂「控訴」之概念264：一，內國法已將系爭措

施歸入刑事法；二，違法行為的本質，具有「刑事法」意義，即對該行為的制裁具有

預防與壓制性質；依照嚇阻或施加制裁的種類與嚴重程度，對被告造成重大後果者。 

 

第二項 法人處罰之典範條款 

                                                
260 Hochmayr, Eine echte Kriminalstrafe gegen Unternehmen und das Schuldprinzip, ZIS 2016, 226. 
261 Helmut Satzger 著／王士帆譯，同註 31，頁 144-145。 
262 Helmut Satzger 著／王士帆譯，同註 31，頁 114。 
263 Helmut Satzger 著／王士帆譯，同註 31，頁 317。 
264 Helmut Satzger 著／王士帆譯，同註 31，頁 31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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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對於內國的立法轉化義務，僅要求會員國達到歐盟法框定的（最低）標準，

至於究竟以行政、民事或刑事體系來要求法人為犯罪成立責任與受到制裁，讓會員國

自行裁量決定，歐盟唯一劃定的制裁底線是各國立法者選定的制裁必須有效、符合比

例和具有嚇阻效力。而會員國為盡其忠誠義務，應分析《保護歐體財政利益公約第二

議定書》中法人處罰條款，以引進法人處罰制度或重新調節國內既有體系265，故法人

刑法立法化成為歐洲趨勢，而歐洲刑法學界研究層次，已非停留在「是否」承認法人

刑法，而是越來越多探討「如何」架構法人刑法266。 

  法人刑法之所以席捲歐洲與法人處罰政策有直接關係，歐盟第一次提到處理法人

的法案為 1997 年 7 月 19 日《保護歐體財政利益公約第二議定書》（Zweites Protokoll 

zum Ü bereinkommen über den Schutz der finanziellen Interessen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en，簡稱為 EU-Bestechungsgesetz - EUBestG）第 3 條（法人責任：

Verantwortlichkeit）、第 4 條（法人制裁：Sanktionen für juristische Personen），其規定

內容如下267： 

第 3條【法人責任】268
 

                                                

265 王士帆，同註 34，頁 575。 
266 王士帆，同註 25，頁 7。 
267 翻譯參見：王士帆，同註 34，頁 573-575。 
268 § 3 EUBestG 

(1) Jeder Mitgliedstaat trifft die erforderlichen Maßnahmen, um sicherzustellen, daß eine juristische 

Person für den Betrug, die Bestechung und die Geldwäsche, die zu ihren Gunsten von einer Person 

begangen werden, die entweder allein oder als Teil eines Organs der juristischen Person gehandelt hat 

und die eine Führungsposition innerhalb der juristischen Person aufgrund 

- der Befugnis zur Vertretung der juristischen Person oder 
- der Befugnis, Entscheidungen im Namen der juristischen Person zu treffen, oder 

- einer Kontrollbefugnis innerhalb der juristischen Person 

innehat, sowie für die Beihilfe oder Anstiftung zu einem solchen Betrug, einer solchen Bestechung 

oder einer solchen Geldwäsche oder für die versuchte Begehung eines solchen Betrugs 

verantwortlich gemacht werden kann. 

(2) Neben den in Absatz 1 bereits vorgesehenen Fällen trifft jeder Mitgliedstaat die erforderlichen 

Maßnahmen, um sicherzustellen, daß eine juristische Person verantwortlich gemacht werden kann, 

wenn mangelnde Ü berwachung oder Kontrolle seitens einer der in Absatz 1 genannten Personen die 

Begehung eines Betrugs, einer Bestechungshandlung oder einer Geldwäschehandlung durch eine 

dieser unterstellten Person zugunsten der juristischen Person ermöglicht hat.  

(3) Die Verantwortlichkeit der juristischen Person nach den Absätzen 1 und 2 schließt die strafrechtliche 
Verfolgung natürlicher Personen als Täter, Anstifter oder Gehilfe in dem Betrugs-, Bestechungs- 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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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所有會員國應採取必要措施，以確保法人對於行為人為了法人利益而犯詐欺、賄

賂及洗錢（含幫助、教唆詐欺、賄賂與洗錢，以及詐欺未遂）之行為負責。所稱

行為人，指單獨一人或作為法人機關之一部而為行為，並基於以下權限之一在法

人內部具有領導地位： 

一 代表法人之權限。 

二 以法人名義作出決定之權限。 

三 在法人內部有監督之權限。 

Ⅱ 除第 1項規定外，所有會員國應採取必要措施，以確保對下述情形負責：當第 1

項所列之人因監督或管控疏失，以致其下屬得為了法人利益犯詐欺、貪污或洗錢

行為。 

Ⅲ 在詐欺、貪污或洗錢罪中作為正犯、教唆犯或幫助犯之自然人刑事追訴，不排除

第 1項與第 2項之法人責任。 

 

第 4條【法人制裁】269
 

Ⅰ 所有會員國應採取必要措施，以確保對於第 3條第 1項之法人責任，得處以有效、

適合且嚇阻之制裁，刑法或非刑法之金錢制裁屬此類制裁，同屬此類制裁者，如： 

一 排除公共補助或協助之處分。 

二 暫時或持續禁止執行業務活動之處分。 

                                                                                                                                              

Geldwäschefall nicht aus. 
269 § 4 EUBestG 

(1) Jeder Mitgliedstaat trifft die erforderlichen Maßnahmen, um sicherzustellen, daß gegen eine im Sinne 

des Artikels 3 Absatz 1 verantwortliche juristische Person wirksame, angemessene und 

abschreckende Sanktionen verhängt werden können, zu denen strafrechtliche oder 

nichtstrafrechtliche Geldsanktionen gehören und andere Sanktionen gehören können, beispielsweise: 

a) Maßnahmen des Ausschlusses von öffentlichen Zuwendungen oder Hilfen; 

b) Maßnahmen des vorübergehenden oder ständigen Verbots der Ausübung einer Handelstätigkeit; 

c) richterliche Aufsicht; 

d) richterlich angeordnete Auflösung. 

(2) Jeder Mitgliedstaat trifft die erforderlichen Maßnahmen, um sicherzustellen, daß gegen eine im Sinne 

des Artikels 3 Absatz 2 verantwortliche juristische Person wirksame, angemessene und 
abschreckende Sanktionen oder Maßnahmen verhängt werden können. 



doi:10.6844/NCKU202001296

 

 

75 

三 法官監管。 

四 法官命令解散。 

Ⅱ 所有會員國應採取必要措施，以確保對於第 3條第 2項之法人責任，得處以有效、

適合且嚇阻之制裁或處分。 

 

  根據上開《保護歐體財政利益公約第二議定書》第 3 條規定可以得出：法人責任

以「決策者犯罪」和「員工犯罪」作為連結因素，前者指有代表法人之權限、以法人

名義作出決定權限或法人內部有監督權者；後者指決策者之下屬。上開兩種犯罪類型

皆以「為法人利益」犯之為共通要件。此外，員工犯罪類型，尚要求決策者具監督管

控疏失之要件，此時法人方對於員工之犯罪負責。又根據第 4 條規定，對決策者犯罪，

至少應對法人施加金錢制裁，然有其他彈性之制裁選項可供選擇；而對員工犯罪，則

不要求必須施以金錢制裁。總言之，於歐盟架構下，法人應否受罰應按照以下順序審

查之：一，區分犯罪類型：犯罪屬於「決策者犯罪」或「員工犯罪」？二，審查共通

要件：犯罪是否「為法人利益」？三，決策者犯罪，法人直接負責；員工犯罪，則視

決策者有無監督、管控疏失，以判定法人有無責任270。 

 

第三項 奧地利《刑事犯罪團體責任法》之誕生 

  基於對歐盟的忠誠義務，歐盟會員國必須將《保護歐體財政利益公約第二議定書》

明文要求的法人處罰，自接受起 5 年內，具體轉化為內國法271。奧地利即是唯一完成

限期轉化義務之歐盟會員國272。 

                                                

270 王士帆，同註 34，頁 575-576。 
271 王士帆，同註 34，頁 579。 
272 Hilf, Die Strafbarkeit juristischer Personen im schweizerischen, österreichischen und liechtensteini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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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到底以行政、民事或刑事體系來要求法人為犯罪成立負責，讓會員國自行裁

量決定，歐盟只要求會員國選定的制裁必須有效、符合比例和具嚇阻效力，而為了達

到有效、符合比例及嚇阻的懲罰要求，制裁應當顯露具有刑罰成分273。奧地利後來選

擇以「刑法」處罰法人，且於 2005 年 9 月 28 日通過、2006 年 1 月 1 日生效274的《刑

事犯罪團體 責任法》 275 ，其在奧 地利文 獻一般 簡稱 為《團體 責任法》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sgesetz, VbVG）276。自此，奧地利刑事法秩序普遍承認兩

種的刑法主體──自然人與包含法人在內之團體。奧地利《刑法》的法人，不是我國

所採取刑法領域所採取的犯罪能力折衷說立場，併予敘明。 

  奧地利法人刑法稱為《團體責任法》，是因在當時刑法學理尚有爭論的情況下，

加上經濟政治圈的反抗，法人刑法法案若明確套用自然人刑法之術語，將定位過於大

膽且有捲入學理爭議之疑慮277，故立法者盡可能多用中性術語，少用刑法慣用詞彙，

以利提升法人刑法的接受度。例如：命團體承擔「為刑事犯罪負責」（für eine Straftat 

verantwortlich）而非為了刑事犯罪「可受刑罰」（strafbar）；處罰的效果是日額罰金制

的「團體罰鍰」（Verbandsgeldbuße）而非「團體罰金」（Verbandsgeldstrafe）278。應注

意的是，立法者選擇在用語上妥協，並沒有影響《團體責任法》實質上仍是刑事法的

性質279。 

  奧地利《團體責任法》於 2006 年生效，儘管木已成舟，在奧地利仍遏止不住法

人刑法責任基礎乃為他人過錯負責、違反罪責原則的聲浪。最後，奧地利憲法法院

（Verfassungsgerichtshof）因兩件釋憲聲請案合併審理，於 2016 年 12 月 2 日對《團

                                                                                                                                              

Recht, ZStW 2014, 77; Hilf/Urtz/Handstanger,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 aus strafrechtlicher, 

abgabenrechtlicher und verwaltungsstrafrechtlicher Sicht, 20. Ö JT Band III/1, 2018, S. 32. 
273 Hochmayr, a. a. O. (Fn. 260), 226.  
274 VfGH, Entscheidung v. 02. 12. 2016 – G 497/2015-26, G 679/2015-20. 
275 BGBl. I Nr. 151/2005. 
276 王士帆，同註 34，頁 579。 
277  Hilf, Grundkonzept und Terminologie des österreichischen strafrechtlichen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sgesetzes(VbVG), NSWiSt 2016, 191.  
278 王士帆，同註 25，頁 10。 
279 王士帆，同註 25，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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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責任法》判定合憲280。 

  聲請人主要的論理依據在於：《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2 項是團體為決策者犯罪

負責的規範，導致團體須對第三人行為負責，且團體為決策者犯罪所承擔之責任，是

建立在不可推翻之推定團體（至少）過失行為上，實際上已牴觸憲法平等原則（奧地

利憲法第 2 條、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 20 條）中的實質平等原則，且違反公平審判權

利（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尤其是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2

項；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 48 條第 1 項）。基於相同理由，《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團體為員工犯罪負責之規定亦屬違憲，蓋團體因決策者監督或管控之過失行為而為

員工故意犯罪負責，同樣屬於為第三人行為負責之情形。 

  奧地利憲法法院 2016 年 12 月 2 日裁判認為，如果法律使一權利主體「必須為與

其無關之事負責」，即「為不在其利益範疇和影響範疇之情形負責」者，該法律因違

反罪責原則和平等原則而欠缺正當性。在此背景下，如果法人與從事犯罪之自然人間

存在充分關聯，而可將自然人行為歸責予法人，則法人對於自然人違法、有責之行為

負責，從憲法角度觀之，即無可指摘。《團體責任法》第 3 條所規定的兩種起因犯罪，

第 2 項的決策者犯罪和第 3 項的員工犯罪，均要求另具備兩個要件之一，即第 1 項第

1 款「為了團體利益」而犯罪或第 2 款「違反團體任務」而犯罪，藉由共通要件之具

備，始能建立團體與犯罪之間的充分關聯性。此外，這兩種起因犯罪類型的法律規定，

要求決策者自己實行犯罪，或由於決策者違反注意義務而使員工實現犯罪或至少更容

易發生，故《團體責任法》第 3 條「不只具體規範貣因犯罪與團體領域之實質關聯性，

也具體明文貣因犯罪與團體機關之間的實質歸責要素」，故從憲法角度上是不應被質

疑的。 

  團體於任何情況僅能由其決策者為行為，故團體責任的形成是建立在前述的團體

                                                

280 VfGH, Entscheidung v. 02. 12. 2016 – G 497/2015-26, G 679/2015-20. 關於奧地利憲法法院裁判之詳

盡翻譯內容，參見：王士帆，同註 25，頁 13-16。 



doi:10.6844/NCKU202001296

 

 

78 

與領導階層間之關聯性，而團體之行為始終只能由擔任其機關並將行為歸責於團體之

決策者為之，此時並不存在為他人罪責歸責之問題，也沒有不利於團體的結果責任或

無罪推定的疑慮。再者，於《團體責任法》之追訴中，除該規定僅可適用於自然人外，

原則上法人適用刑事程序法之一般規定，有充分之程序保障，故無違反公平審判權

利。 

  奧地利《團體責任法》第 1 條是適用範圍與團體定義（法人屬於團體類型之一），

第 2 條是決策者與員工定義，第 3 條至第 12 條規定團體責任的刑事實體法，第 13

條至第 27 條規定對於團體之刑事程序，第 28 條至第 30 條是最終規定，包含生效、

參照與實施281。《團體責任法》核心條款為第 3 條，其文義是繼受於《保護歐體財政

利益公約第二議定書》第 3 條法人責任條款282；又第 2 條是規範關於決策者與員工之

定義，復於第 10 條規範權利義務繼受之法律效果，故本文以下將針對上開條文之規

範內容、立法理由及條文註釋，進行介紹與說明。  

 

第三節 《團體責任法》之決策者與員工定義（§ 2 

VbVG） 

  《團體責任法》在設計團體責任要件時，乃是遵循歐盟法案的模型，區分為兩種

不同情況：具有領導地位之人所為之犯罪，與基於領導地位之人對下屬的監督或管控

缺失283。故《團體責任法》中認為於「決策者犯罪」和「員工犯罪」之情形下，法人

皆應負擔刑事責任，並於《團體責任法》第 2 條中規範了決策者和員工的定義，且其

用語比歐盟法案用語更簡短和簡潔。 

                                                

281 王士帆，同註 34，頁 579。 
282 Hilf, a. a. O. (Fn. 272), 77; Hilf/Zeder, in: Höpfel/Ratz (Hrsg.), Wiener- VbVG, 2. Aufl., 2010, § 3 Rn. 

31.  
283 EBRV 994 BlgNR 22. G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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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條【決策者與員工】284
 

Ⅰ 本法所稱決策者指， 

一 負責人、董事、經理人，或依組織或法律行為之代理權而以類似方式有權對

外代表團體者； 

二 監事會、管理會成員，或其他以領導地位行使監督權限者；或 

三 其他對團體的經營有決定性影響者。 

Ⅱ 本法所稱員工指， 

一 依勞動、教育或其他培訓關係， 

二 依 1960 年《家庭勞動法》（奧地利法律公報 1961 年第 105 號）隸屬的或類

似之受雇人關係， 

三 作為人力資源（《勞務派遣法》(AÜ G)第 3 條第 4 項，奧地利法律公報 1988

年第 196號），或 

四 基於職務或其他特定的公法上法律關係， 

為團體提供勞務之人。 

 

                                                
284 § 2 VbVG 

(1) Entscheidungsträger im Sinne dieses Gesetzes ist, wer 

1. Geschäftsführer, Vorstandsmitglied oder Prokurist ist oder aufgrund organschaftlicher oder 

rechtsgeschäftlicher Vertretungsmacht in vergleichbarer Weise dazu befugt ist, den Verband nach 
außen zu vertreten, 

2. Mitglied des Aufsichtsrates oder des Verwaltungsrates ist oder sonst Kontrollbefugnisse in 

leitender Stellung ausübt, oder 

3. sonst maßgeblichen Einfluss auf die Geschäftsführung des Verbandes ausübt. 

(2) Mitarbeiter im Sinne dieses Gesetzes ist, wer 

1. auf Grund eines Arbeits-, Lehr- oder anderen Ausbildungsverhältnisses, 

2. auf Grund eines dem Heimarbeitsgesetz 1960, BGBl. Nr. 105/1961, unterliegenden oder eines 

arbeitnehmerähnlichen Verhältnisses, 

3. als überlassene Arbeitskraft (§ 3 Abs. 4 des Arbeitskräfteüberlassungsgesetzes – AÜ G, BGBl. Nr. 

196/1988) oder 

4. auf Grund eines Dienst- oder sonst eines besonderen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echtsverhältnisses 
Arbeitsleistungen für den Verband erbrin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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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決策者定義（第 1項） 

  《團體責任法》第 2 條第 1 項列出 3 種情形，若非屬這三種情況之一，即非屬「決

策者」；但如有必要且符合同條第 2 項之要件，仍可作為「員工」。是以，決策者與員

工這兩個概念並不是互斥的，一個人有可能既是決策者又是員工。依《團體責任法》

第 3 條之規定，最終適用時應指明團體責任是基於「決策者」或「員工」犯罪285。附

帶敘明，從《團體責任法》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之描述可以得出：只有自然人可以

被視為決策者。 

  決策者領導地位之形式標準──外部代表權限，源自事實上之決策影響可能性，

亦即決定權限，抑或法人內部的監督權限，例如：法人內部關於財務控制、帳目審查

和監察或監督委員會會員之責任，即符合此處所謂內部監督權限之意旨，但外部稽查

人員，如審計師，則因其欠缺內部監督權限，故不包括在內286。 

第一款 負責人及其他獲授權外部代表之人（第 1款） 

  第 1 款之規定，可以對應於歐盟法案的第一種情形，涵蓋了具有外部代表權限之

人。其採列舉之立法形式，明確指涉包括：負責人（該名詞使用於許多的團體，例如

有限公司、信用合作社、歐洲經濟利益聯合會）、董事（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合作社、

財團法人）和經理人287。此外，並以概括規定之立法形式，涵蓋「以類似方式」（in 

vergleichbarer Weise）授權對外代表團體之人，惟此一概括要件，僅應當在有代表權

的情況──指和總經理、董事或經理人代表權限相當──構成決策者。 

一、負責人 

  負責人，指各種法人或非法人等團體之領導人，而所稱之團體包括：有限公司、

                                                
285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2 Rn. 27. 
286 EBRV 994 BlgNR 22. GP 18. 
287 可參見奧地利《貿易法》（Unternehmensgesetzbuch, HGB）第 48 條以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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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合作社、歐洲經濟利益聯合會，還包含其他法人或經登記的人合公司於國內外任

命的負責人，例如聯邦博物館的負責人288等等。 

二、董事會成員 

  董事會，為團體業務執行機關，常見者例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於二元體系

下）歐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信用合作社董事會成員、基金會董事會成員、儲蓄銀行

董事會成員、協會董事會成員，還包括其他法人於國內外任命的董事會成員，例如：

抵押債券所、勞動市場就業服務中心、金融市場監督局、奧地利農產品行銷公司的董

事會成員289。 

三、經理人 

  經理人，指依照法律規定，被團體授權從事涉及公司經營的所有訴訟上、訴訟外

行為和法律行為之人，因屬法律規定的（商業）代表權，故不能在外部關係──除了

團體有數家分行，而經理人於其中「之一」的分行享有代表權限之情形──中受到限

制。而商業代表權的範圍，並不包括不屬於企業經營的企業停止或移轉、公司塗銷或

變更、和開始破產或和解程序的申請，而土地移轉和負擔亦非屬企業經營之範疇，故

不在商業代表權之範圍之內290。 

四、「以類似方式」授權代表權限之人 

  此一概括條款之立法形式，旨在涵蓋所有不具有上述三種代表權（負責人、董事

會成員、經理人）身分，但具備實質類似性，同樣屬於有相當代表權限之人。惟應注

意，其代表權應屬概括的行為權限，亦即，僅有部分活動範圍之代表權者，尚難認該

當此一要件。然而，於團體之分行代表權，縱決策者權限僅限於單一分行時，此時仍

屬《團體責任法》中「以類似方式」授權代表權限之人，而不影響其決策者地位，醫

                                                
288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2 Rn. 5. 
289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2 Rn. 6. 
290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2 R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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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領導機關成員即屬一例291。 

  以商法規範為比較，奧地利《企業法》（Unternehmensgesetzbuch, UGB）第 54 條

292中列出的商業行為代表權類型：第一，公司經營的概括授權；第二，進行屬於公司

特定類型交易之行為授權；第三，進行個人交易：單獨行為授權，僅有第一種概括授

權在任何情況下均符合《團體責任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的要求293。 

  此外，哪個機關具有外部代表權限，必須確認將相關規範，例如法律（Gesetz）、

公司契約（Gesellschaftsvertrag）、組織章程（Satzung）等納入考慮；該機關之使用名

稱，尚不足以作為要件之認定依據，因為各團體（如協會、政黨等）可以自行選擇該

等機關之名稱使用294，縱使名稱如「主席」（Präsident）或「總經理」（Generaldirektor）

等，常作為判斷該機關是否具備決策者地位之基準，惟其授權是否合乎此處之相當性

與相似性，仍須事實上透過制度架構予以論定。最後需要注意的，具有代表權限之成

員，是否具備組織管理之實質影響力，並非此處所應注意的問題。 

  縱然具備機關或法律行為之代表權，破產管理人（Masseverwalter）、資產管理人

（Sachwalter）、強制管理人（Zwangsverwalter）等「外部指定之決策者」，仍應予排

除，蓋立法理由中已言明，該等外部指定之決策者對於業主即團體並無影響力，就法

律政策的考量下，他們的行為不會導致團體責任發生295。 

                                                
291

 EBRV 994 BlgNR 22. GP 19. 
292 § 54 UGB Umfang der Handlungsvollmacht 

(1) Ist jemand ohne Erteilung der Prokura zum Betrieb eines Unternehmens oder zur Vornahme einer 
bestimmten zu einem Unternehmen gehörigen Art von Geschäften oder zur Vornahme einzelner zu 

einem Unternehmen gehöriger Geschäfte ermächtigt, so erstreckt sich die Vollmacht 

(Handlungsvollmacht) auf alle Geschäfte und Rechtshandlungen, die der Betrieb eines derartigen 

Unternehmens oder die Vornahme derartiger Geschäfte gewöhnlich mit sich bringt; dies umfasst 

auch den Abschluss von Schiedsvereinbarungen. Für solche Geschäfte und Rechtshandlungen bedarf 

es keiner besonderen Vollmacht nach § 1008 ABGB. 

(2) Zur Veräußerung oder Belastung von Grundstücken, zur Eingehung von Wechselverbindlichkeiten, 

zur Aufnahme von Darlehen und zur Prozessführung ist der Handlungsbevollmächtigte nur 

ermächtigt, wenn ihm eine solche Befugnis besonders erteilt ist. 
293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2 Rn. 9. 
294 EBRV 994 BlgNR 22. GP 19. 
295 EBRV 994 BlgNR 22. G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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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類別包含協會管理機構的成員（如果未包括在董事會之類型下）、根據一元體

系統建立的歐洲公司之董事會和執行董事；此外，財團法人和基金總經理等亦屬「以

類似方式」授權代表權限之人296。 

第二款 監事會成員和其他具有管理監督權限的人（第 2款） 

  第 2 款規定，則可以對應於歐盟法案之第三種情形，此時是否屬於本款所稱之「決

策者」，應視是否於決策者地位上進行管理監督之權限。該款列出監事會成員和管理

會成員，並於最後列出了概括定義（在領導地位上行使監督權限者）的類別。 

一、監事會成員 

  監事會，是於團體業務執行時進行監督的機關，例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

司、信用合作社、歐洲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之監事會成員，即屬本款所稱於決策

者地位上進行管理監督權限之人。此外亦包含其他法律實體於國內外任命之監事會成

員297。 

二、管理會成員 

  與上述監事會情形相似，為團體監管業務，當團體的監督機關被認定是「管理委

員會」時，則管理委員會的成員（不分國內或國外派任的）可以代表法人。實際例子

如：奧地利之抵押債券所（Pfandbriefstelle）、奧地利農產品行銷公司的管理委員會之

成員298。 

三、在領導地位上行使監督權限者 

                                                
296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2 Rn. 10.  

一元體系即一元制，又稱為單軌制，為英美國家所採用之公司治理方式，係指公司設置沒有獨立

之監察人，業務執行機構與監督機構合一，僅由單一董事會及其下組成之各種委員會行使，亦即

董事會既是決策執行機構，同時也是監督機構，具有業務執行與監督業務執行之雙重機能。參見：

王泰銓、王志誠，《公司法新論》，4 版，2006 年 10 月，頁 568。 
297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2 Rn. 14. 
298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2 Rn. 15. 



doi:10.6844/NCKU202001296

 

 

84 

  此為概括規定，旨在涵蓋所有不屬於上述兩類，但於領導職位上行使監督權限的

人員。因此包括如監督或審計部門之負責人。惟應注意，此一概括規定並不包括隸屬

於監督權限以下之人或外部人員（例如審計師），蓋前者無監督權限；後者則無內部

的領導職位299。 

第三款 對團體的經營有決定性影響者（第 3款） 

  最後，第 3 款中應包含那些──與歐盟法案第二個情形相符──對經營有決定性

影響之人。此規定為截堵構成要件（Auffangtatbestand），與前述第 1、2 款相比，其

法律地位無關緊要；相反地，除了被賦予團體中法律地位的人之外，對領導階層有決

定性影響之人，也應視為決策者。決定性影響的概念取自奧地利《刑法》對「公司最

高執行機關」的要求描述（參見舊奧地利刑法第 309 條第 2 項第 1 句，也與保護歐體

財政利益公約第二議定書中的措辭非常相似）300
 。 

  立法理由即指出，於本款情形，正式職位如何並非所問，例如實際上行使團體管

理權，或作為債權人、後來股份的受讓人等事實上控制團體之人，實務裁判均會將之

視為「公司最高執行機關」。又決策者與團體間屬於例如：任用（Anstellung）、承攬

契約（Werkvertrag）、勞務派遣（Leiharbeitnehmer）等等之法律關係，均非屬於第 3

款「對團體的經營有決定性影響者」之判斷依據301。 

 

第二項 員工定義（第 2項） 

  《團體責任法》第 2 條第 2 項員工之定義應與歐盟法案所指「下屬」（unterstellten 

Person）做同一解釋（參見保護歐體財政利益公約第二議定書第 3 條第 2 項）。 

                                                
299 EBRV 994 BlgNR 22. GP 19. 
300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2 Rn. 18. 
301 EBRV 994 BlgNR 22. G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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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勞動、教育或其他培訓關係（第 1款） 

一、勞動關係 

  所謂勞動關係，使用《勞動契約法》（Arbeitsvertragsrecht）的勞工意義（Arbeitnehmerbegriff）

作為參考。勞動契約（Arbeitsvertrag）又稱為勞務契約（Dienstvertrag），其主要特徵

是：勞工在一定時間內執行工作、其人格從屬性（勞動義務、服從指揮和控制、從屬

於雇主的企業組織）以及與績效或勞動成果不連動（即與工作成果無關）的工資。此

類別包括職員（Arbeiter）和受雇人（Angestellter），其他特別勞動契約關係，如農場

和家庭清潔工、家庭幫傭、私人駕駛、工商業輔助工、礦工、農業和林業工人、演員

和新聞工作者亦屬之。惟須注意，契約受雇人也適用私法上勞動關係，但立法理由將

其歸類為第 4 款類別302。 

二、教育或其他培訓關係 

  最重要的培訓關係是奧地利《職業訓練法》（BerufsausbildungsG, BAG）中規定

的學徒契約。但是，其他培訓關係也會建立員工特性，因此在勞動法中有時很難回答

是否應將特定的勞動關係視為勞動契約的問題303。 

第二款 家內勞動與類似之受雇人關係（第 2款） 

一、家內勞動 

  家內勞動者，是在自己的公寓或其他選定的工作場所中製造、處理、加工或包裝

商品的人，而不是奧地利《商業法》（Gewerbeordnung, GewO）中的商業經營者

（Gewerbetreibender）。這種法律關係缺乏人格從屬性，因此不被視為勞動契約。但

是，《家庭勞動法》規定了某些以《勞動法》為藍本的保護機制，例如根據《受雇者

                                                
302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2 Rn. 20. 
303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2 R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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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法》（DHG）第 1 條第 1 項和《勞動與社會法》（ASGG）第 51 條第 3 項第 1 款，

家內勞動者也被視為員工304。 

二、類似之受雇人關係 

  在奧地利《勞動法》（Arbeitsverfassungsgesetz）中，類似之受雇人關係是指缺乏

勞動契約中典型的人格從屬性的法律關係。以正式的自由工作者（formal freier 

Unternehmer）為例，其以承攬契約或代理商的身份接受訂單，不屬於上述勞動關係

之種類，但因具有事實上高度經濟依賴性，亦應視為員工。總言之，類似之受雇人關

係，最重要的特徵在於：其雖以承攬契約或代理商身分接受訂單，但客戶數量受限制

或與業主具有穩定之承攬等關係，經濟上具有高度依賴性，並且業主對於商品和服務

的類型、營銷策略等有嚴格要求之情形305。 

第三款 勞務派遣（第 3 款） 

  勞務派遣是三方法律關係，在這種關係中，員工並非直接向雇主提供勞動，而是

基於雇主與另一位業主間之契約，向另一位業主提供勞動（口語上不當地稱為臨時工

„Leiharbeit―）。這些法律關係受《勞務派遣法》（Arbeitskräfteüberlassungsgesetz, AÜ G）

規範。《團體責任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3 款清楚地表明，此類「被派遣人」（Ü berlasser 

iSv § 3 Abs 2 AÜ G）的任何與犯罪有關之行為，均不歸責於派遣公司，而是由事實上

接受勞動之業主承擔團體責任（Beschäftiger, iSv § 3 Abs 3 AÜ G）306。 

第四款 基於職務或其他特定之公法上法律關係（第 4款） 

  最後，《團體責任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4 款規定基於職務或其他特定的公法上法

律關係，即公務員和契約公務員。此外，在本款中，亦包括雖然從事工作但未依私法

                                                
304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2 Rn. 22. 
305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2 Rn. 23. 
306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2 Rn.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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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亦未依公法上職務關係，而是由於特殊的公法上規定之人。首先，例如培訓職

務的士兵即為本款所稱「基於職務或其他特定之公法上法律關係」之人（根據目前的

法律狀態，基於職務關係其他士兵從屬奧地利聯邦軍）。同樣地，提供社會役服務之

人，他們是由部長內部指派，其工作不是基於職務或勞動關係（Dinst- oder 

Arbeitsverhältnis），即被劃分為本款之情形。除此之外，在社會措施（教育、治療）、

囚犯或在公共福利的勞動成果範圍內工作之人（參見勞動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4 款和

第 5 款），依本款規定，亦屬為團體提供勞務的員工，且提供勞務之對象無論是所從

屬的團體本身（例如軍人為聯邦軍隊）或是第三方（例如受刑人至私人企業出監工作

等），均同307。 

  根據迄今論述之內容，可以得出結論，以下情形不能視為《團體責任法》第 2

條第 2 項含義內的員工：第一，免費工作的人，特別是志願者和幫助家庭成員的人。

第二，將任務分派予經濟獨立的公司，即所謂承包商（Subunterneher），因此，如果

受任人本身不是自然人，而是團體，則不符合《團體責任法》第 2 條第 2 項「員工」

之定義308。 

 

第四節 《團體責任法》之法人責任（§ 3 VbVG） 

  《團體責任法》第 3 條規定了團體的犯罪行為如何歸責。 

 

第 3條【責任】309
 

                                                
307 EBRV 994 BlgNR 22. GP 20. 
308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2 Rn. 26. 
309 § 3 VbVG 

(1) Ein Verband ist unter den weiteren Voraussetzungen des Abs. 2 oder des Abs. 3 für eine Straftat 
verantwortlich, we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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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於符合第 2項或第 3項之要件下，如有以下情形之一，團體應為犯罪行為負刑事

責任： 

一 該犯罪是為團體之利益而違犯，或 

二 該犯罪已違反團體應承擔之義務。 

Ⅱ 當決策者本身違法、有責實行犯罪時，團體應對決策者之犯罪行為負責。 

Ⅲ 符合以下兩項要件者，團體應對員工之犯罪行為負刑事責任， 

一 員工已違法實行符合法定客觀構成要件之事實；團體對於故意犯罪行為，只

在員工故意犯之時，始負責任；團體對於過失犯罪行為，只在員工對於外在

情狀疏忽依情況所必要之注意時，始負責任。 

二 因決策者疏忽依情況所必要且可期待之注意，尤其是未採取重要之技術、組

織或人事措施以阻止該犯罪，使犯罪可能發生或變得容易發生者。 

Ⅳ 團體對於犯罪之責任，與決策者或員工因同一行為之可刑罰性，互不排除。 

 

第一項 團體責任之共通要件（第 1項） 

  根據《團體責任法》規定，團體責任可能出現在兩種不同的情況：第一，由決策

                                                                                                                                              

1.  die Tat zu seinen Gunsten begangen worden ist oder 
2.  durch die Tat Pflichten verletzt worden sind, die den Verband treffen. 

(2) Für Straftaten eines Entscheidungsträgers ist der Verband verantwortlich, wenn der 

Entscheidungsträger als solcher die Tat rechtswidrig und schuldhaft begangen hat. 

(3) Für Straftaten von Mitarbeitern ist der Verband verantwortlich, wenn 

1. Mitarbeiter den Sachverhalt, der dem gesetzlichen Tatbild entspricht, rechtswidrig verwirklicht 

haben; der Verband ist für eine Straftat, die vorsätzliches Handeln voraussetzt, nur verantwortlich, 

wenn ein Mitarbeiter vorsätzlich gehandelt hat; für eine Straftat, die fahrlässiges Handeln 

voraussetzt, nur, wenn Mitarbeiter die nach den Umständen gebotene Sorgfalt außer acht gelassen 

haben; und 

2. die Begehung der Tat dadurch ermöglicht oder wesentlich erleichtert wurde, dass 

Entscheidungsträger die nach den Umständen gebotene und zumutbare Sorgfalt außer acht 

gelassen haben, insbesondere indem sie wesentliche technische, organisatorische oder personelle 
Maßnahmen zur Verhinderung solcher Taten unterlassen haben. 

(4) Die Verantwortlichkeit eines Verbandes für eine Tat und die Strafbarkeit von Entscheidungsträgern 

oder Mitarbeitern wegen derselben Tat schließen einander nicht aus. 

翻譯參照：王士帆，同註 34，頁 58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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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實行的犯罪（第 3 條第 2 項）；再者，由團體員工實現外部構成要件的犯罪行為，

即員工犯罪之情形，且因決策者未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來防止這一行為，而致使犯罪

實現（第 3 條第 3 項）。在這兩種情況下，犯罪與團體間必須具關聯性（第 3 條第 1

項）310。 

第一款 為了團體利益之犯罪（第 1款） 

  在規範團體責任最困難的問題之一，莫過於定義之射程範圍，這標準是把犯罪行

為歸責於團體的領域，因而團體須為犯罪行為負責。在國際間法律中──按照《保護

歐體財政利益公約第二議定書》的說法──多半包含「為了法人的利益」（zu Gunsten 

der juristischen Person）而犯罪的標準311。 

  根據《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該起因犯罪必須是「有利於」團體實

施的，「為了團體利益」之犯罪，才能建立團體可歸責性，把犯罪行為歸責於團體的

領域。然而，「對……有利」的描述，在文意解釋上非常廣泛，一個團體最終可以從

許多事件中受益，從純粹的物質貢獻到精神上的貢獻312。針對這個問題，根據《團體

責任法》之目的而言，本款僅側重於物質利益，即財產法的給與行為，故包含團體因

此獲利或預計應獲得利益（但可能實際並未獲益），以及團體因此節省或預計應節省

開銷（但可能實際並未節省開銷）的情形313。這種解釋涵蓋了經典的白領犯罪領域，

白領犯罪中，自然人常基於團體利益，而透過不正手段試圖謀取利益（例如商業賄賂）。

根據《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的措辭，「行為必須有利於（團體）」，「利益」

或「有利」一詞的含義也包括那些僅能確定該團體節省了經濟開銷的情況，例如：不

遵守安全預防措施而節省必要支出之情形。是以，本款並不要求行為人即受益人

（Begünstigenden）的意圖要素，基於經濟利益之行為，僅須過失便可符合此一要件

                                                
310 EBRV 994 BlgNR 22. GP 21. 
311 EBRV 994 BlgNR 22. GP 21. 
312 Steininger,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sgesetz Kommentar, 1. Aufl., 2006, § 3 Rz. 7. 
313 EBRV 994 BlgNR 22. GP 21;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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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換言之，倘犯罪客觀上並未帶給團體經濟上利益，則該等犯罪並非本款之適用範

圍內，例如：致使團體之經濟上受有損害（如：在汽車中安裝了錯誤但價格昂貴的備

件）；又或者該行為之損害非屬經濟上得以衡量之利益（如：醫生的醫療疏失）315。

縱使此一解釋針對財產犯罪（Vermögensdelikt）類型而言，已充分涵蓋各種類型之經

濟犯罪，但針對其他不以經濟上利益作為犯罪目的之犯罪類型，如殺人、傷害犯罪或

資助恐怖主義等犯罪，事實上存在顯著瑕疵，而顯得這樣的解釋並不足夠。譬如說，

在車輛中安裝了錯誤的零件，並且造成人員死亡的事故，那麼此時團體是否承擔責任，

並不可能取決於是否正確的零件比起實際安裝的更為昂貴，否則若正確零件反而比實

際安裝的更為便宜，則此時因為並未對於團體帶來經濟利益，將導致排除本款範疇，

無法歸責予團體，而有處罰漏洞存在。故若依限於財產犯罪領域之理解，此時重大的

情況，例如：基坑保護不完善、環境汙染或危險物品的銷售，尤其是全部過失責任的

情形，將難以判斷是否有帶給團體經濟利益，進而免除團體責任316。 

  此外，團體本身是犯罪受害者時，團體也沒有經濟利益可言317。又前述之客觀上

為團體帶來經濟利益，團體因而獲取的經濟利益，必須直接來自犯罪（可以事後確定），

而不考慮「回復原狀請求權」（Restitutionsanspruch），因此，可否透過民事法院等訴

訟途徑取得經濟利益，這是無關緊要的318。 

第二款 違反團體義務之犯罪（第 2款） 

  《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1 項的第 2 款和第 1 款有時是重疊的。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還包括違反團體應承擔之義務之犯罪，亦即，犯罪與團體之間的利益在法律上的

                                                
314 EBRV 994 BlgNR 22. GP 21; Hilf,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sgesetz, 1. Aufl., 2006, § 2 Anm. 2;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8. 
315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9. 
316 EBRV 994 BlgNR 22. GP 21. 
317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10. 
318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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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是基於「該行為違反了團體義務」這一事實。至於「違反團體義務」，措辭廣泛，

受規範對象包含為數眾多之法人，故以下條件限制了此一義務：只有在其特定活動領

域違犯團體義務，才能導致團體責任。儘管《團體責任法》第 3 條沒有明確強調團體

的職務活動，但根據法律解釋，只有違反團體業務或活動範圍的義務才能導致團體責

任，故為團體負責之的人（第 2 條），必須是基於職務（dienstlich）行為，而不是私

人（privat）行為319。 

團體從職業義務而來的義務承擔，這和奧地利《刑法》第 2 條320不作為犯的保證

人地位具有類似性，保證人地位是指從法秩序得出其有避免結果發生的特別義務321。

與自然人相比（再次參見奧地利刑法第 2 條中的保證人義務），並不能從一般行為義

務中得出團體之特定法律義務（例如根據奧地利刑法第 94 條322、第 95 條323的純正不

                                                
319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12; vgl. Hilf, a. a. O. (Fn. 314), § 3 Anm. 5, die Tat müsse insoweit 

einen „kollektiven Sinnbezug" aufweisen; EBRV 994 BlgNR 22. GP 21 f. 
320 § 2 StGB Begehung durch Unterlassung 

Bedroht das Gesetz die Herbeiführung eines Erfolges mit Strafe, so ist auch strafbar, wer es unterläßt, 

ihn abzuwenden, obwohl er zufolge einer ihn im besonderen treffenden Verpflichtung durch die 

Rechtsordnung dazu verhalten ist und die Unterlassung der Erfolgsabwendung einer Verwirklichung des 

gesetzlichen Tatbildes durch ein Tun gleichzuhalten ist. 
321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12. 
322 § 94 StGB Imstichlassen eines Verletzten 

(1) Wer es unterläßt, einem anderen, dessen Verletzung am Körper (§ 83) er, wenn auch nicht 

widerrechtlich, verursacht hat, die erforderliche Hilfe zu leisten, ist mit Freiheitsstrafe bis zu einem 

Jahr oder mit Geldstrafe bis zu 720 Tagessätzen zu bestrafen. 

(2) Hat das Imstichlassen eine schwere Körperverletzung (§ 84 Abs. 1) des Verletzten zur Folge, so ist 

der Täter mit Freiheitsstrafe bis zu zwei Jahren, hat es seinen Tod zur Folge, mit Freiheitsstrafe bis 

zu drei Jahren zu bestrafen. 

(3) Der Täter ist entschuldigt, wenn ihm die Hilfeleistung nicht zuzumuten ist. Die Hilfeleistung ist 

insbesondere dann nicht zuzumuten, wenn sie nur unter der Gefahr des Todes oder einer 

beträchtlichen Körperverletzung oder Gesundheitsschädigung oder unter Verletzung anderer 

überwiegender Interessen möglich wäre. 
(4) Der Täter ist nach Abs. 1 und 2 nicht zu bestrafen, wenn er schon wegen der Verletzung mit der 

gleichen oder einer strengeren Strafe bedroht ist. 
323 § 95 StGB Unterlassung der Hilfeleistung 

(1) Wer es bei einem Unglücksfall oder einer Gemeingefahr (§ 176) unterläßt, die zur Rettung eines 

Menschen aus der Gefahr des Todes oder einer beträchtlichen Körperverletzung oder 

Gesundheitsschädigung offensichtlich erforderliche Hilfe zu leisten, ist mit Freiheitsstrafe bis zu 

sechs Monaten oder mit Geldstrafe bis zu 360 Tagessätzen, wenn die Unterlassung der Hilfeleistung 

jedoch den Tod eines Menschen zur Folge hat, mit Freiheitsstrafe bis zu einem Jahr oder mit 

Geldstrafe bis zu 720 Tagessätzen zu bestrafen, es sei denn, daß die Hilfeleistung dem Täter nicht 

zuzumuten ist. 

(2) Die Hilfeleistung ist insbesondere dann nicht zuzumuten, wenn sie nur unter Gefahr für Leib oder 
Leben oder unter Verletzung anderer ins Gewicht fallender Interessen möglich wä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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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犯規定），對於團體，也沒有刑法相關的保護第三人法益之作為義務

（Eingreifpflicht），且《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1 項的第 2 款無意創造新的作為義務

324。 

  原則上，除非團體有保護義務，否則員工犯下的財產犯罪不會影響團體。亦即，

除非在《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2 款的意義內，決策者應對選擇或組織性過失

（Auswahl- bzw Organisationsverschulden）負責，否則即使員工一再發生違犯此類行

為義務，也不會輕易導致團體責任。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有必要檢查契約（條約）中

的保護性法律或保護性條款是否阻止了此類不適格的（untüchtig）員工的採用，此時，

該團體有《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指的特殊法律義務325。 

  就像自然人的保證人義務並非直接來自奧地利《刑法》第 2 條一樣，《團體責任

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也是附屬條款，因此以具有法律義務為前提，違反該法律義

務始可將犯罪歸責於團體。原則上，與團體有關的義務可以源於整個法律體系，取決

於團體的業務範圍及與之連結的營業特有風險。詳細的義務內容，只能從團體的活動

範圍來推斷。舉例來說，如果團體僱用員工，該團體就有義務保護他們免於危險；如

果團體生產商品，該團體就要防止環境汙染；如果團體經銷商品或服務，該團體就必

須注意不會對他的顧客造成傷害。此必須從整體法秩序來觀察，主要是指行政法和民

法上的義務326。 

  在大多數情況下，可從法律或（法規）命令推斷出團體之法律義務，例如奧地利

《員工保護法》（Arbeitnehmerschutzrecht ）、《民法》（Allgemeines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ABGB）的交通安全義務，或行政法規中的危險源保護措施。保護義務也

可能來自正式個別行為，例如通過有條件的協定（如：附條件的設施許可證）或商業

                                                
324 EBRV 994 BlgNR 22. GP 22;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12. 
325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13. 
326 EBRV 994 BlgNR 22. GP 22;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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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如：與顧客簽訂契約）327。 

  根據《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的團體義務，還必須具有某種對外效力，

即旨在防止特定之危險，且符合法律保護法益之目的。一般法律行為和個人法律行為

都可以考慮在內，而僅排除訓示規定，舉例來說，根據奧地利《勞工保護法》

（ArbeitnehmerInnenschutzgesetz, ASchG）的評鑑義務與《勞工保護法》第 97 條對勞

動監察局（勞監局）的通報義務，在這兩種情況下，都不是為了保護員工法益而設，

故均未建立員工的個人權利 328 。又例如，於違反 2003 年《營業時間法》

（Ö ffnungszeitengesetz）規定的情況下，縱使在營業場所內，因設施尚未關閉而導致

顧客摔倒受傷，此時團體仍不承擔任何責任，因為該法律並沒有在違反營業時間的情

況下，仍必須照顧顧客人身安全的保護目的。相反地，遵守工作時間之規定，是為了

定期關注員工或第三方之安全，例如預防因疲勞引起的人身傷害事故，此時若未遵守

工作時間（例子包括：持續時間、夜班等），則認為已侵害員工或第三人之權利329。 

  附帶一提，團體履行監控義務不僅事關（業務執行）領導階層，還涉及監事會。

原則上，監事會成員不僅必須遵守保護債權人的法律，而且通常還需要對領導階層進

行監督，以確保其符合法定或章程規定的目標330。該義務還擴展到在聲請賠償或破產

的情況下適用331。 

以上這些描述旨在確保排除沒有和團體及其活動領域有充分關聯之行為，主要為

了排除「危害團體之行為」與「份外犯罪」（參下述），此外也排除活動過程中為了法

人所為的行為，而此行為違反每個人皆承擔的義務，例如與決策者間沒有建立責任關

係的交通違規犯罪，行為人之行為，是否屬於其於團體內之授權範圍內，則所在非問

                                                
327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15. 
328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16. 
329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17. 
330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17.  
331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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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第三款 排除之犯罪類型 

一、危害團體之行為（團體為被害者） 

從《團體責任法》的法律目的與起源來看，直接違背團體利益的犯罪，顯然不能

導致團體刑事責任，亦即，只要該團體是犯罪的受害者，就不能作為犯罪者承擔責任

333。尤其是在違反團體義務的情況下，可能會出現這種情形，但發生不利於團體，根

據 Zeder 學者的說法，此類案件通常即不在可預見的風險關聯內334。公認的是，不利

並不意味著該行為對團體有任何不利後果（畢竟，團體罰鍰或隨後的聲譽損害也是不

利的），而僅意味著使團體成為受害者的負面影響335。 

二、份外犯罪 

從團體的角度來看，為個人決策者或員工的專有私人利益而進行的行為，被稱為

份外犯罪（Exzesstat），此時不會導致團體的任何刑事責任336，亦即排除了員工犯下

的犯罪是由他們（自主）負責的風險範圍引起的，即使他們於工作期間利用其職業活

動提供的機會犯罪（例如工匠在客戶住宅工作之際犯竊盜）。此時，決策者或員工利

用其執行業務所創造的機會而為自己利益實施，乃出於這些人的唯一利益，即屬於份

外犯罪而欠缺責任關聯性（Verantwortungszusammenhang），亦即缺乏通用（一般）的

歸責標準337。 

                                                
332 EBRV 994 BlgNR 22. GP 22. 
333 Hilf, a. a. O. (Fn. 314), § 3 Anm. 7;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19. 
334 Zeder, VbVG -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sgesetz, 1. Aufl., 2006, § 3 Anm. 1; insofern missverständlich 

EBRV 994 BigNR 22. GP 22. 
335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19. 
336 Hilf, a. a. O. (Fn. 314), § 3 Anm. 6, 13. 
337 EBRV 994 BlgNR 22. GP 22;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13;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21. Vgl. auch EBRV 994 BlgNR 22. GP 22: ausschließlich auf eigene Rechnung begangen; Fabrizy, 

Strafgesetzbuch, StGB samt ausgewählter Nebengesetze, Kurzkommentar, 12. Aufl., 2016, § 3 VbVG Rz. 

5: es fehle dann der „Verantwortungszusammenhang". 此類份外犯罪將是出於這些人的排他利益，例

如僅以自己帳戶犯罪，那麼將缺少責任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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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貣因犯罪 

  《團體責任法》的規定遵循歐盟法案和其他國際法律規範，立法理由特別強調，

應考慮貣因犯罪（Anlasstat），即在歐盟法案中所談論的，必須存在一個「違犯」起

因犯罪行為（無論行為人是決策者或員工）；但針對該起因犯罪是否僅須構成要件該

當，抑或必須是違法且有責的行為始能成立團體責任，甚至可否適用有利於團體的免

除刑罰事由，歐盟法案保持開放態度，留待各國規定。在奧地利《團體責任法》的立

法意見審查程序中（Begutachtungsverfahren），針對起因犯罪的問題，存在不小的討

論，有見解指出，團體責任之產生，應限於起因犯罪違法且有責之情形，但此意見並

非唯一之解釋可能性。事實上，起因犯罪可能是既遂行為，亦可能包括未遂行為（奧

地利刑法第 15 條338）；此外，除直接正犯外，諸如唆使型正犯、協助型正犯（奧地利

刑法第 12 條339）等參與者的行為，亦有可能成立起因犯罪，因而導致團體刑事責任。

倘以比較法之角度觀察，採取較為寬鬆的解釋，應較為符合大多數國家的法律規範（特

別是歐盟法案中，各種犯罪之參與形式均有涵蓋，且犯罪多設有未遂犯之處罰類型）。

340。 

  《團體責任法》第 3 條將團體承擔刑事責任的起因犯罪，分為決策者犯罪（第 2

                                                
338 § 15 StGB Strafbarkeit des Versuches 

(1) Die Strafdrohungen gegen vorsätzliches Handeln gelten nicht nur für die vollendete Tat, sondern 

auch für den Versuch und für jede Beteiligung an einem Versuch. 

(2) Die Tat ist versucht, sobald der Täter seinen Entschluß, sie auszuführen oder einen anderen dazu zu 

bestimmen (§ 12), durch eine der Ausführung unmittelbar vorangehende Handlung betätigt. 
(3) Der Versuch und die Beteiligung daran sind nicht strafbar, wenn die Vollendung der Tat mangels 

persönlicher Eigenschaften oder Verhältnisse, die das Gesetz beim Handelnden voraussetzt, oder 

nach der Art der Handlung oder des Gegenstands, an dem die Tat begangen wurde, unter keinen 

Umständen möglich war.  
339 § 12 StGB Behandlung aller Beteiligten als Täter 

Nicht nur der unmittelbare Täter begeht die strafbare Handlung, sondern auch jeder, der einen anderen 

dazu bestimmt, sie auszuführen, oder der sonst zu ihrer Ausführung beiträgt. 

奧地利《刑法》第 12 條規定採取「單一正犯體系」，故所有的犯罪參與者皆為正犯，所有參與犯

罪之人皆適用相同處罰規定。詳細參閱：郭小如，《行政罰法第十四條共同違法行為之研究──與

德國秩序違反法第十四條之比較》，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5 年 8 月，頁 36 以下。 
340 EBRV 994 BlgNR 22. GP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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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與員工犯罪（第 3 項）。關於決策者犯罪，團體之所以必須負責，是因決策者犯

罪直接象徵團體罪責，此是團體只能由決策者為行為的必然結果。在員工犯罪類型，

對於團體的非難則在於團體未透過決策者採取必要且可期待之注意以阻止犯罪341。簡

言之，法人罪責乃建立在團體與領導階層的關聯性上342。 

第一款 決策者犯罪（第 2項） 

  團體責任的第一種情況（參見第 2 條第 1 項之定義），為決策者犯罪（第 3 條第

2 項）。根據《團體責任法》的團體責任模型，決策者在刑法方面完全地代表了團體。

如果符合《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1 項的標準，與刑法相關的決策者行為，則直接歸

責於該團體，從而直接導致團體刑事責任。換句話說，團體刑事責任直接取決於決策

者的犯罪行為343。即使團體的刑事責任直接來自於決策者，《團體責任法》正確地強

調，團體責任的形成是因為該團體未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防止此類犯罪的指控344。 

  如果決策者不受處罰，該團體將不承擔刑事責任，唯一的例外是決策者隨後死亡，

此時，於偵查程序中應為不起訴處分，於審判中應為不受理判決，但不影響對於團體

之訴追；與此相對地，對決策者的實際處罰或其他制裁並不重要，如果本身應受處罰

的決策者逃亡，這並不妨礙團體受到制裁，蓋決策者與團體屬不同之主體，犯罪之追

訴互不影響345。 

第一目 犯罪行為特徵  

  團體法律責任從屬於刑事犯罪或犯罪活動部分，團體應承擔與決策者相同的罪行：

如果決策者故意犯罪，團體也因故意犯罪負責；如果其過失犯罪，團體也因過失犯罪

負責，亦即，團體承擔故意或過失刑事責任，乃直接取決於決策者是實現故意犯罪或

                                                
341 Hilf, a. a. O. (Fn. 277), 192. 
342 EBRV 994 BlgNR 22. GP 21.  
343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22. 
344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31. 
345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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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犯罪【圖示 1】346。但前提條件是，決策者犯了可根據實體法處罰的罪行，故團

體的刑事責任建立在決策者（客觀和主觀的）構成要件該當、違法且有責的行為。對

於決策者行為之評價，適用一般刑法進行判斷，屬於既遂犯或未遂犯、積極作為或不

作為，甚至是以直接正犯、唆使型正犯或協助型正犯等各種犯罪形式參與犯罪，皆無

關緊要，不影響團體刑事責任之成立。如果同一個團體的數名決策者（無論是共同正

犯還是其他參與犯）一起從事犯罪，則該團體對起因犯罪的犯行僅負責一次（當然，

必須在至少一名決策者根據刑法負有全部責任的基本條件下）347。此亦適用於由數名

決策者與員工共同犯下的刑事過失案件。另外，如果決策者（或多名決策者）犯下了

數個與團體有關的罪行，則團體（也）將根據競合規定承擔責任348。 

 

【圖示 1：決策者犯罪之團體歸責349】 

 

 

 

 

  法律明確提到犯罪的違法性和罪責，但沒有提到其他標準，尤其是沒提到阻卻刑

罰事由或解除刑罰事由。不過，根據法規的目的，必須保留為自然人提供的所有阻卻

                                                
346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28. 
347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24;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36. 
348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31. 
349 Lewisch,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 und Verfassungsrecht, in: Lewisch (Hrsg.), Wirtschaftsstrafrecht 

und Organverantwortlichkeit,1. Aufl., 2016, S. 105. 

高階管理人員之故意犯罪 團體為其故意犯罪負刑事責任 

高階管理人員之過失犯罪 團體為其過失犯罪負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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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事由或解除刑罰事由，以使團體受益，所以縱使法律中不重複規定在法律文本中

的其他阻卻刑罰事由或解除刑罰事由（Strafausschließungs- oder –aufhebungsgründe），

但是根據規定之目的，時效（Verjährung）、己意中止（Rücktritt vom Versuch）、積極

悔過（tätige Reue）或犯罪欠缺應刑罰性之解除刑罰事由（Strafaufhebungsgründe），

也適用於團體350，故決策者必須實行構成要件，且無阻卻違法事由、阻卻刑罰事由或

阻卻罪責事由（Rechtfertigungs-,  Schuldausschließungs- oder Entschuldigungsgründe）。

惟犯罪者死亡的情況下並不屬於阻卻刑罰事由或解除刑罰事由的情形，因為從釋義上

講，這只是制裁對象之一無法繼續進行處罰，但並未影響團體之責任351。附帶說明，

可以再次回復刑事責任之規定也應適用於團體（例如奧地利刑法第 153c條第 4項352）。

但團體也有可能透過行動來設置免除刑罰的條件，例如犯罪者逃亡時及時賠償損失353；

或若未參與犯罪的決策者、團體成員或第三方以個人犯罪者名義造成損害，當決策者

已盡力彌補損害，則其免於處罰（奧地利刑法第 167 條第 4 項354），直接效果是，團

體也免除了責任355。 

另一方面，如果犯罪的決策者沒有做出任何認真的努力來實際彌補損害，則他仍

然有可能受到懲罰。不過，如果損害是由未參與犯罪之決策者、其他（團體）代表人

或第三者賠償的，團體現在是否仍要承擔刑事責任？這是──與先前問題不同──關

於對團體是否像這樣直接適用解除刑罰事由的問題，法律沒有任何特別規定，但是，

奧地利《刑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團體在一定條件下適用一般刑法（包括奧地利

                                                
350 EBRV 994 BlgNR 22. GP 22;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25. 
351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25. 
352 § 153c StGB 

(4) Die Strafbarkeit lebt wieder auf, wenn der Täter seine nach Abs. 3 Z 2 eingegangene Verpflichtung 

nicht einhält. 如果犯罪者不遵守第 3 項第 2 款規定的義務，則應追究刑事責任（註：即依據契

約規定，有責任的社會保險承保機構有義務在一定時間內支付繳納保險費用）。 
353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36 f. 
354 § 167 StGB Tätige Reue 

(4) Der Täter, der sich um die Schadensgutmachung ernstlich bemüht hat, ist auch dann nicht zu 

bestrafen, wenn ein Dritter in seinem Namen oder wenn ein anderer an der Tat Mitwirkender den 

ganzen aus der Tat entstandenen Schaden unter den im Abs. 2 genannten Voraussetzungen gutmacht. 
355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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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因此原則上解除刑罰事由有可能直接適用於團體。就奧地利《刑法》第 167

條而言，立法理由甚至明確聲明了這一點，有論者即肯認這樣的見解。但是，立法理

由明確排除了《刑法》第 16 條356（即刑法總則的中止犯規定）對團體的適用性，這

將導致團體沒有任何動機在早期階段阻止犯罪結果。實際上，如果認為奧地利《刑法》

第 167 條（即刑法分則中的積極悔過規定）之適用性是可接受的，沒有道理排除奧地

利《刑法》第 16 條的適用。 

  另一方面，訴訟可訴追性必須單獨評估。例如，身為被告的決策者，其死亡會終

止了針對自然人被告的刑事訴訟，但並沒有改變（先前）已滿足團體責任的所有實質

性標準的事實，這些（仍然）足以滿足團體的刑事責任和可訴追性357。此外，奧地利

《刑事訴訟法》第 191 條358的微罪不起訴規定由於可能發生在決策者犯罪，故也可能

出現相反的情況：例如出於特殊預防原因，團體依據奧地利《刑事訴訟法》第 191

條獲得微罪不起訴，決策者則仍然受到起訴以追究其責任359。 

第二目 決策者行為 

                                                
356 § 16 StGB Rücktritt vom Versuch 

(1) Der Täter wird wegen des Versuches oder der Beteiligung daran nicht bestraft, wenn er freiwillig die 

Ausführung aufgibt oder, falls mehrere daran beteiligt sind, verhindert oder wenn er freiwillig den 

Erfolg abwendet. 

(2) Der Täter wird auch straflos, wenn die Ausführung oder der Erfolg ohne sein Zutun unterbleibt, er 

sich jedoch in Unkenntnis dessen freiwillig und ernstlich bemüht, die Ausführung zu verhindern oder 

den Erfolg abzuwenden. 
357 Fabrizy, a. a. O. (Fn. 337), § 3 VbVG Rz. 6;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38. 
358 § 191 StPO Einstellung wegen Geringfügigkeit 

(1) Von der Verfolgung einer Straftat, die nur mit Geldstrafe, mit einer Freiheitsstrafe bedroht ist, deren 

Höchstmaß drei Jahre nicht übersteigt, oder mit einer solchen Freiheitsstrafe und Geldstrafe hat die 

Staatsanwaltschaft abzusehen und das Ermittlungsverfahren einzustellen, wenn 
1. in Abwägung der Schuld, der Folgen der Tat und des Verhaltens des Beschuldigten nach der Tat, 

insbesondere im Hinblick auf eine allfällige Schadensgutmachung, sowie weiterer Umstände, die 

auf die Strafbemessung Einfluss hätten, der Störwert der Tat als gering anzusehen wäre und 

2. eine Bestrafung oder ein Vorgehen nach dem 11. Hauptstück nicht geboten erscheint, um den 

Beschuldigten von der Begehung strafbarer Handlungen abzuhalten oder der Begehung strafbarer 

Handlungen durch andere entgegen zu wirken. 

(2) Nach Einbringen der Anklage, im Verfahren vor dem Landesgericht als Geschworenen- oder 

Schöffengericht nach Rechtswirksamkeit der Anklageschrift wegen Begehung einer strafbaren 

Handlung, die von Amts wegen zu verfolgen ist, hat das Gericht unter denselben Voraussetzungen 

(Abs. 1) das Verfahren bis zum Schluss der Hauptverhandlung mit Beschluss einzustellen. § 209 Abs. 

2 erster Satz gilt sinngemäß. 
359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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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策者的行為，規範於《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2 項，當行使《團體責任法》第

2 條第 1 項所述的職務時，則僅應按照第 3 條第 2 項進行評估360。然而，行為是否屬

於行為人之權限範圍，亦即決策者是否遵守其（內部確定之）職責劃分，於其職責範

圍內行動，並非所問；只要該行為仍屬於最高領導層或管控層之監督管理結果即可。

因此可以得知，決策者級別的職務變更也無關緊要，例如：如果監事會成員根據《有

限公司法》（AktG）第 90 條第 2 項或《有限公司法》（GmbHG）第 30e 條第 2 項規定，

有權禁止董事會成員或負責人行使代表權限，但其仍擔任決策者的情形361。 

  《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2 項使用「本身」（als solcher）一詞，確保犯罪者與《團

體責任法》第 2 條第 2 項所定義的職務領域之間的功能聯繫，即在其作為團體決策者

的職務中，才觸發團體的刑事責任；完全與決策者在團體中的職務無關，或至少不以

其領導職務的方式實施的犯罪，不會導致該團體的刑事責任362。譴責團體的核心（和

制裁之理由）並不是決策者犯罪，而是團體疏忽依情況所必要且可期待之注意，特別

是沒有採取措施來防止這樣的犯罪。因為，團體僅能透過其決策者的作為或不作為而

行動，當決策者為了團體利益而實行犯罪，一定程度上無法反駁地被認為是缺乏注意

去預防這樣犯罪的表現363。 

  「本身」（als solcher）這個字詞同時表明了，決策者的犯罪只能依《團體責任法》

第 3 條第 2 項來判定──如果決策者發揮他的領導功能（如第 2 條第 1 項所述）。但

若決策者例外地為典型的員工任務，只能根據《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來判定為

員工活動的行為。例如：如果建築公司的負責人駕駛卡車將物料運到施工現場364，或

者醫院的負責人親自治療患者365，則適用此規定。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相反地，主動

                                                
360 Vgl. EBRV 994 BlgNR 22. GP 22; Hilf, a. a. O. (Fn. 314), § 3 Anm. 12; Fabrizy, a. a. O. (Fn. 337), § 3 

VbVG Rz. 6. 
361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39; EBRV 994 BlgNR 22. GP 22. 
362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29. 
363 EBRV 994 BlgNR 22. GP 22. 
364 Vgl. Zeder, a. a. O. (Fn. 334), § 3 Anm. 5. 
365 Vgl. Hilf, a. a. O. (Fn. 314), § 3 Anm. 1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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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的員工（例如冒充負責人）可以導致該團體成立《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2 項的

責任類型，任何不是負責人、董事會成員、經理人等之人都不能用相應的權利外觀代

替這種形式上的不足366。 

第三目 決策者身分 

  有疑問的是，團體的刑事責任是否取決於：起因犯罪的決策者可以確定為何人？  

一方面，《團體責任法》重視最高決策層級，另一方面，《團體責任法》使用的措辭，

於員工犯罪之情形，第 3 條第 3 項第 1 款規定複數的「員工（們）已違法實行……」

（Mitarbeiter … verwirklicht haben），但決策者犯罪時，第 3 條第 2 項則是規範「一名」

（ein）決策者的行為，透過法律措辭之「複合解釋」（pauschalierende Deutung），且

立法理由僅提及根據《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員工犯罪時放棄特定犯罪者，

而第 3 條第 2 項決策者犯罪之情形，則未放棄特定犯罪者之要求367。簡言之，依法條

規定與立法理由可以得知，僅決策者犯罪之情形須特定犯罪者。 

  惟有奧地利文獻認為，至少有一名相關的決策者已犯罪即可肯定團體犯罪之成立。

舉例來說，公司的三位負責人之一是犯罪者，那麼具體犯罪者是誰就不重要了368。根

據刑事訴訟法的一般規則，由於將適用於每個（獨立）人的罪疑唯輕原則，每個成員

的刑事責任從確定包含犯罪者的群組中排除。如果無法弄清是哪個人和結果有因果關

係，則同樣適用罪疑唯輕。這個情況最終導致了一個問題，即法院是否還可以根據《團

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2 項對自然人為選擇確定（wahlweisen bzw alternativen 

Feststellungen），並對團體進行歸責369。 

  首先，綜覽刑法規定時，將發現有些犯罪之構成要件是等價的，此時擇一符合要

                                                
366 EBRV 994 BlgNR 22. GP 22;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40;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29. 
367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42. 
368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41; so etwa Hilf, a. a. O. (Fn. 314), § 3 Anm. 11. 
369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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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即可，例如奧地利《刑法》第 125 條的毀損（財物）罪370，即屬擇一混合犯罪，其

規範的損害類型包含「毀棄」、「損壞」、「致令不堪用」，只要認定該當其中之一的要

件，即可成罪。又諸如，刑法規定中，當在不同的犯罪，一般規範已經包含了特別規

範，例如基本犯罪和減輕或加重類型犯罪的關係，以及未遂和既遂的關係；或當任何

選擇均會造成相同的法律結果者，如此之（事實）認定是合法的371。 

從被起訴的團體的角度來看，首先應注意決策者的任何過錯行為（不當行為）都

會導致刑事責任，在這方面，存在幾種導致相同法律結果的犯罪事實變體，對於關聯

而言，所有變體在結果上都是等價的（不利的）。犯罪事實的強制特性，即至少可以

確定，其中一名決策者違犯《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2 項的所有要件，可以與確定證

人在其中一項陳述中不實陳述的案例類型具類似性，亦即當證人的兩份證言矛盾時，

其中之一即是偽證，此時不管哪一套說法才是虛偽陳述，該證人即成立偽證罪。故若

是決策者中至少有一位符合歸責條件，便可成立團體責任了372。換言之，當具體案件

中已證明數名決策者中的其中一人犯罪，但不清楚為何人時，仍可成立團體責任，實

務中進行犯罪主觀面之證明亦更為順遂373。 

第四目 責任委託和部門分配 

  責任委託（Delegation von Verantwortung）是指權責轉讓（Weitergabe von 

Zuständigkeit）或義務轉移（Pflichtenübertragung），其結果（希望）是轉讓人被免除

相應的責任。最重要的是，由於決策者的不當行為應承擔嚴格責任，從團體的角度來

看，顯然可以將某些職務領域「外包」，並將其委託給《團體責任法》第 2 條第 1 項

未涵蓋的人員，因此僅由員工負責（第 2 條第 2 項）或完全不屬於《團體責任法》第

                                                

370 § 125 StGB Sachbeschädigung 毀損財物罪 

Wer eine fremde Sache zerstört, beschädigt, verunstaltet oder unbrauchbar macht, ist mit Freiheitsstrafe 

bis zu sechs Monaten oder mit Geldstrafe bis zu 360 Tagessätzen zu bestrafen. 
371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41. 
372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42. 
373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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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條的外部人員374。但應注意的是，只有義務可自由處分並因此可以受到限制的情況，

始可以轉讓，例如用於保護債權人的法規（例如及時聲請破產）或規定對稅務機關的

義務，由於是強制性法律，因此是不可轉讓的375。 

  奧地利《行政罰法》（Verwaltungsstrafgesetz, VStG）第 9 條第 2 項376明確規定了

義務委託（Delegation von Pflichten）。如果受託人因委託人的特別指示而違反了行政

法規，並且可證明遵守該行政法規對他而言是不合理的，則根據《行政罰法》第 9

條第 5 項，受託人不會受到處罰。但根據《行政罰法》第 9 條第 6 項，委託人是故意

消極不作為，亦即不阻止該違法行為之進行時，則該企業經營者仍然負擔團體責任

                                                
374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43. 
375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43. 
376 § 9 VStG Besondere Fälle der Verantwortlichkeit 

(1) Für die Einhaltung der Verwaltungsvorschriften durch juristische Personen oder eingetragene 

Personengesellschaften ist, sofern die Verwaltungsvorschriften nicht anderes bestimmen und soweit 

nicht verantwortliche Beauftragte (Abs. 2) bestellt sind, strafrechtlich verantwortlich, wer zur 

Vertretung nach außen berufen ist. 

(2) Die zur Vertretung nach außen Berufenen sind berechtigt und, soweit es sich zur Sicherstellung der 

strafrechtlichen Verantwortlichkeit als erforderlich erweist, auf Verlangen der Behörde verpflichtet, 

aus ihrem Kreis eine oder mehrere Personen als verantwortliche Beauftragte zu bestellen, denen für 
das ganze Unternehmen oder für bestimmte räumlich oder sachlich abgegrenzte Bereiche des 

Unternehmens die Verantwortung für die Einhaltung der Verwaltungsvorschriften obliegt. Für 

bestimmte räumlich oder sachlich abgegrenzte Bereiche des Unternehmens können aber auch andere 

Personen zu verantwortlichen Beauftragten bestellt werden. 

(3) Eine natürliche Person, die Inhaber eines räumlich oder sachlich gegliederten Unternehmens ist, kann 

für bestimmte räumlich oder sachlich abgegrenzte Bereiche ihres Unternehmens einen 

verantwortlichen Beauftragten bestellen. 

(4) Verantwortlicher Beauftragter kann nur eine Person mit Hauptwohnsitz im Inland sein, die 

strafrechtlich verfolgt werden kann, ihrer Bestellung nachweislich zugestimmt hat und der für den 

ihrer Verantwortung unterliegenden klar abzugrenzenden Bereich eine entsprechende 

Anordnungsbefugnis zugewiesen ist. Das Erfordernis des Hauptwohnsitzes im Inland gilt nicht für 

Staatsangehörige von EWR-Vertragsstaaten, falls Zustellungen im Verwaltungsstrafverfahren durch 
Staatsverträge mit dem Vertragsstaat des Wohnsitzes des verantwortlichen Beauftragten oder auf 

andere Weise sichergestellt sind. 

(5) Verletzt der verantwortliche Beauftragte auf Grund einer besonderen Weisung des Auftraggebers eine 

Verwaltungsvorschrift, so ist er dann nicht verantwortlich, wenn er glaubhaft zu machen vermag, daß 

ihm die Einhaltung dieser Verwaltungsvorschrift unzumutbar war. 

(6) Die zur Vertretung nach außen berufenen Personen im Sinne des Abs. 1 sowie Personen im Sinne des 

Abs. 3 bleiben trotz Bestellung eines verantwortlichen Beauftragten – unbeschadet der Fälle des § 7 

– strafrechtlich verantwortlich, wenn sie die Tat vorsätzlich nicht verhindert haben. 

(7) Juristische Personen und eingetragene Personengesellschaften sowie die in Abs. 3 genannten 

natürlichen Personen haften für die über die zur Vertretung nach außen Berufenen oder über einen 

verantwortlichen Beauftragten verhängten Geldstrafen, sonstige in Geld bemessene Unrechtsfolgen 
und die Verfahrenskosten zur ungeteilten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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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相對的，委任《商業法》（GewO）的負責人也是如此（依奧地利商業法第 9 條第

1 項，法人若屬根據商法規定的人合公司和註冊的營利公司，必須具有此類負責人）。

根據奧地利《商業法》第 39 條的規定，一方面，對企業主（Gewerbeinhaber）負責「執

行商業的專業是完美無缺的」；另一方面，對於商業權責機構，則是負責「遵守商業

法的規定」。又按《商業法》第 39 條第 3 項，他必須擁有獨立的權力來發布指令並能

夠在公司中採取相應行動。類似於奧地利《行政罰法》第 9 條的問題，根據《商業法》

第 370 條第 3 項的規定，除了負責人外，如果企業主「明知卻容忍行政違法行為，或

者在選擇負責人時缺乏必要的注意」，其亦應受到處罰378。 

  不過，這樣的責任委託不會改變委託人的組織地位。作為決策者，屬於《團體責

任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和第 2 款規定的職務，即使在移轉後仍然如此，不過這會

影響職務區域的責任，基本上，只有當受託人與要執行的職務沒有從屬關係時，才能

在減輕所有責任的意義上進行全面有效的職責轉移。但是，員工的情況並非如此，在

這方面，轉讓人總是有其責任，因為除了選擇方面的錯誤外，他還必須履行相應的控

制義務（Kontrollpflicht）。控制義務的具體內涵取決於具體狀況，故有經驗的員工將

不必像初學者那樣受到「嚴格監督」。最後，信賴原則也適用於監督義務，在分工的

情況下，通常可以依靠他人來適當地執行其職務。因此，如果受託人本人有特定指示

或新任務待處理，將需要相應的控制，否則對監督的要求將增加。該問題最終導致根

據《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2 款（更詳細）檢查組織性過失，但選擇錯誤（選

擇故意過失）僅在委託第三方承擔業務、執行職務時才會考慮，而在公司之間議程分

配時則不會納入考量379。 

  多成員代表機關的部門分配也是如此，可以由董事自己決定、由公司章程規定，

                                                
377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44. 
378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44. 
379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4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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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由監事會命令。為資合公司制定了評估此類職務劃分的相關原則，在這種情況

下，法定代表人的責任也減少至注意選擇和監督的責任上，但是，這取決於「管理職

務的複雜性」，因此僅在明顯或嚴重瀆職時進行干預。例如：如果存在多個潛在責任

方，責任取決於誰負責處理稅務，通常不使用被排除在財務，特別是稅務之外的負責

人。但是，如果被任命負責稅務的人有違法行為，儘管與稅務法律事務無關的代表，

由於不採取任何補救措施而嚴重違反了自己的職責，則他也應承擔責任，除非有充分

的理由說明不能履行這項相互監督的義務。不過，只有在有理由懷疑其業務執行的合

法與合秩序性時，才可以考慮由另一負責人對稅務活動或對此負責的負責人進行審查

380。 

第二款 員工犯罪（第 3 項） 

  如果犯罪是由一名或多名員工犯下的，則該團體的刑事責任也是合理的，但前

提是在決策者層面違反組織義務（管理、協調、監督或控制義務違反）可以使員工

實現或至少更容易實施犯罪。為了確認員工層面的實行行為，必須確定決策者是否

違反了與法律要求的員工犯罪行為（風險升高）相關之預防義務381。 

  雖然根據《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2 項做出的決策行為必須是構成要件該當、

違法且有罪責的，以觸發團體責任；在《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所述的員工不

法行為情況下，在故意犯罪中不法實現（客觀和主觀）構成要件就足夠了，甚至在

過失型態犯罪中僅非法實現了客觀構成要件便已足，而無須對員工行為進行罪責的

檢查。 

  始終應注意，該起因犯罪必須實現兩個一般歸責標準之一（有利團體／違反團體

義務）。在個別情況下，必須判斷處於員工之地位，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整個團體

                                                
380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46. 
381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33.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06 

的義務。如果員工對團體的經營有重大影響，則應認為此時已屬於《團體責任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對團隊的經營有決定性影響」的情況，而得連結到第 3 條第 2 項

決策者起因犯罪類型382。總言之，若要成立員工的貣因犯罪（第 3 條第 3 項），必須

檢查兩個要件，即員工是否具有犯罪行為特徵（第 1 款），而決策者是否有選擇或組

織性過失（第 2 款）。 

第一目 犯罪行為特徵（第 1款） 

  首先，從《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1 款可以得出，員工對犯罪負責時，該

團體原則上亦應對犯罪負責，即所謂刑事犯罪或犯罪活動部分之從屬性（straftat- bzw 

deliktsspezifische Akzessorietät）。決策者的責任也是如此（第 3 條第 2 項）383。 

  當然，《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2 項（決策者犯罪）和第 3 項（員工犯罪）規定

是不一致的，因為決策者身為團體代表，其不當行為因而導致團體責任，人們始終認

為在法律上是可接受的；但在員工犯罪方面，則要求必須決策者存在管理疏失時始可

成立團體責任。以《法人刑事責任的刑法草案》（Entwurf eines Strafgesetzes über die 

Strafbarkeit juristischer Personen, JPStG）為例，團體的刑事責任始終繫諸於決策者的

過失，亦即，必須決策者有過失的情形下才能建立團體責任384。 

  與決策者相比，對員工而言，是否實施違法且有責之犯罪行為並不重要，只須「實

現與法定客觀構成要件符合的不法待證事實」就足夠了，故毋庸在乎員工是否有責地

違 犯 罪 行 為 ， 只 要 員 工 行 為 構 成 要 件 該 當 、 沒 有 任 何 阻 卻 違 法 事 由

（Rechtfertigungsgründe），即可導致團體刑事責任。員工犯罪之情形，譴責團體的核

心不在於員工行為究屬故意或過失，而是團體疏忽依情況所必要且可期待之注意385。

簡言之，員工起因犯罪顯然不需要滿足犯罪的所有實體法特徵，只須構成要件該當、

                                                
382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34. 
383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48. 
384 Vgl.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48. 
385 EBRV 994 BlgNR 22. GP 22 f.;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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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違法性即為已足，此時員工犯罪之罪責問題，被轉移到團體組織缺陷

（Organisationsverschuld）的層次討論，以決策者監管疏失，作為填補員工罪責之缺

漏【圖示 2】386。 

 

【圖示 2：員工犯罪之團體歸責387】 

 

 

 

 

 

 

  對於團體刑事責任之歸責，員工犯罪方面是否應如決策者般也取決於其主觀犯意

的問題，《團體責任法》建議區分員工過失犯罪與故意犯罪二者： 

  員工過失犯罪的情況下，符合兩要件：「員工犯罪構成要件之實現」和「團體注

意義務之違反」（Sorgfaltswidrigkeit），團體即應對於員工過失犯罪負擔責任。前者的

                                                
386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50. 
387 Lewisch, a. a. O. (Fn. 349), S. 111. 

員工實現故意犯罪 

（故意不法客觀構成要件＋違法性） 

員工實現過失犯罪 

（注意義務違反構成要件＋違法性） 

決策者客觀上監督過失而造成或促成犯罪實現 

（＝應注意＋能注意過失） 

團體為其故意犯罪負刑事責任 團體為其過失犯罪負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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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根據奧地利《刑法》第 6 條388的規定，過失犯罪必須具備行為不法與結果不法

（必要時）之特徵，且過失行為必須屬於結果之因果條件，而結果亦可客觀歸責於該

行為389；後者的部分，因為如果團體本身疏忽必要之監督管控，存在注意義務之違反，

使團體承擔過失責任即屬適當390。簡言之，根據《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員工

過失犯罪欲制裁團體，必須包含以下的前提要件： 

 

－員工實現客觀構成要件，即：一名或多名員工共同客觀注意義務違反的行為，

與特定犯罪結果有因果關係和客觀可歸責性。根據《團體責任法》規定，員工

主觀上是否能夠遵守客觀上必要的預防措施並不重要391。例如員工是否欠缺訓

練，即屬於主觀注意義務違反性之問題，要非所問。 

  －員工方面不存在阻卻違法事由。 

  －員工方面通常沒有解除刑罰事由。 

 

  員工故意犯罪的情況下：為了證明故意犯罪的團體責任是正當的，則員工主觀面

必須具備構成要件故意。且因為故意是「不可分的」，故至少一名特定員工必須故意

違犯行為，且如果有多名員工一起實行犯行，則至少一名員工必須認知犯罪包含的所

                                                
388 § 6 StGB Fahrlässigkeit 

(1) Fahrlässig handelt, wer die Sorgfalt außer acht läßt, zu der er nach den Umständen verpflichtet und 

nach seinen geistigen und körperlichen Verhältnissen befähigt ist und die ihm zuzumuten ist, und 

deshalb nicht erkennt, daß er einen Sachverhalt verwirklichen könne, der einem gesetzlichen Tatbild 

entspricht. 

(2) Fahrlässig handelt auch, wer es für möglich hält, daß er einen solchen Sachverhalt verwirkliche, ihn 

aber nicht herbeiführen will. 
(3) Grob fahrlässig handelt, wer ungewöhnlich und auffallend sorgfaltswidrig handelt, sodass der Eintritt 

eines dem gesetzlichen Tatbild entsprechenden Sachverhaltes als geradezu wahrscheinlich 

vorhersehbar war. 
389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49. Vgl. Hilf, a. a. O. (Fn. 314), § 3 Anm. 17: „objektiv 

sorgfaltswidrig, kausal und objektiv zurechenbar“. 
390 EBRV 994 BlgNR 22. GP 23. 
391 Hilf, a. a. O. (Fn. 314), § 3 Anm.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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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客觀構成要件特徵之事實，並且有意使其發生，意即至少一名員工兼有犯罪中所有

的故意要素，始能成立團體刑事責任392。簡言之，根據《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員工故意犯罪欲制裁團體，必須包含以下的前提要件： 

 

－一名員工獨自或多名員工──未必「明知」（bewusst）的──合力實現客觀構

成要件（因此包括因果關係和客觀歸責）。實行員工之姓名不需要被確認，但

是至少必須具體化起因犯罪者所在的人群範圍（例如，從屬於某個部門、其

他組織單位或可確定的職務範圍393）。 

－實行員工至少存在特定犯罪故意。 

－員工方面不存在阻卻違法事由。 

－員工方面通常沒有解除刑罰事由。 

 

  此時將可發現，於員工故意與過失犯罪的情形，均以員工方面「通常沒有解除刑

罰事由」為要件。事實上，法律和立法理由均未明確說明解除刑罰事由可否適用之問

題，但是，即使犯罪是員工實行的，對於團體而言，免除或解除刑罰事由（積極悔過、

己意中止等）之有無也是值得注意的，蓋對於團體和員工的程序訴追，必須單獨評估

394。因為個別進行訴追的緣故，員工實現構成要件該當且違法的行為即可成立團體責

任，且依照《團體責任法》規定來看，並不要求員工具有罪責，但是，這並不意味著

團體不承擔任何責任。於決策者犯罪（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2 項）中，立法理由表示

希望完善地考慮決策者方面是否存在阻卻刑罰和解除刑罰事由；雖然立法理由並未同

                                                
392 EBRV 994 BlgNR 22. GP 23;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49. 
393 EBRV 994 BlgNR 22. GP 22. 
394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51.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10 

時說明是否於員工犯罪（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亦可援用上開阻卻刑罰和解除刑

罰事由，但基於相同理由，亦應考慮到員工是否有解除刑罰等事由之適用395。 

   同樣地，奧地利《刑事訴訟法》第 191 條微罪不舉之規定，亦可能導致個人和團

體的刑事訴訟結果有不同之決定，故若犯罪與團體本身具有直接關聯性，此時除了員

工犯罪可以考量上開規定外，決策者犯罪的情況下亦可審查是否有微罪不舉規定之適

用。於此同時，就員工犯罪的情形，基於特別預防之理由，應另外考量是否具有「罪

責」，作為是否適用微罪不舉規定之依據。倘若檢察官權衡完認為員工罪責輕微而選

擇不予起訴，此時仍可能發生團體組織缺陷嚴重，而導致團體受到（進一步）追究的

局面396。 

  另外，亦應注意到，多數員工犯罪時，此時團體應當負何種責任之問題。例如，

團體中之一名員工或多名員工犯有若干刑事犯罪（未同時根據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2

項實現決策者犯罪），則該團體（也）將根據競合一般規定承擔刑事責任。如果有幾

名員工作為共同正犯或其他參與犯參與與團體有關的犯罪，則該團體應對此故意犯罪

負責。這同樣適用於幾個員工可罰的刑事過失導致相同結果的情況；但如果至少一名

員工故意為之，則該團體應對該故意行為負責397，併予敘明。 

第二目 選擇或組織性過失（第 2款） 

  員工犯罪的第二個要件是，因決策者疏忽依情況所必要且可期待之注意，尤其是

未採取重要之技術、組織或人事措施以阻止該犯罪（團體責任法第3條第3項第2款）；

這準確地闡明了歐盟法案中「監督或管控缺失」（mangelnde Ü berwachung oder Kontroll）

之標準（保護歐體財政利益公約第二議定書第3條第2項）。究竟何種措施是必要的，

實在難以抽象地回答，此時必須根據每個團體的規模和結構、其活動所帶來的風險、

                                                
395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39. 
396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40. 
397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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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水平和員工的可靠性及其他具體情況來確定。必要之預防措施的標準可以──通

常也和客觀注意義務之違反一樣，來自奧地利《刑法》第6條第1項「疏忽依情況所必

要且可期待之注意」這裡所使用的措辭是──（缺乏）法規範、交通法規或「與合法

保護價值具合理關聯的謹慎、合理之人」的假設行為。在這方面，《團體責任法》希

望沿用個人刑法中的過失概念，適用現有的（法律）標準，而不想另外創立過失之標

準398。 

  《團體責任法》準確表達，決策者須採取技術、組織和人員措施以防止犯罪，但

要視情況適當和合理，例如包括指南、培訓、維護、監控、抽查等。「必要的預防措

施」（gebotene Sorgfalt）之標準要求措施是可行的，如果措施不可行、不必要或不可

期待，此時團體不承擔責任。「重要的」（wesentlich）法律用語，其所帶來的意義，

即在此規定下，僅不服從形式規定還不構成注意之違反（Sorgfaltsverstoß）。此外，沒

有必要確定未採取必要且合理的預防措施的決策者；疏忽措施是故意的、過失的或不

可罰的，也都同樣不重要399。 

  所謂注意之疏忽（Außer-Acht-Lassen der Sorgfalt）必須致使員工實現或至少更易

實施犯罪，即因決策者選擇或組織體過失，致使員工犯罪風險升高（Risikoerhöhung），

此時法律並未將重點放在因果關係要件的嚴格要求上，故不需要證明必要的注意會防

止犯罪。論及風險增高理論，得借鏡德國的經驗，德國立法者在 1994 年轉採風險升

高原則，將《秩序違反法》（OwiG）第 130 條舊條文規定「原可避免的」，新條文以

「避免實現或使其更困難」之用詞代替，其認為適用風險升高理論判定決策者是否具

有選擇或組織性過失，是足以作為判定標準並具可行性的，此時是否具有此處之監管

疏失，並不取決於決策者的主觀期待，且決策者是否預期（或應預期到）措施的疏忽

                                                
398 EBRV 994 BlgNR 22. GP, 23;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42. 
399 EBRV 994 BlgNR 22. GP, 23;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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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了犯罪這件事，亦是毫不相關的400。 

  綜上所述，對於決策者是否未能採取技術、組織和人員措施以防止犯罪，因此具

有客觀注意義務違反性，得以「行為不法」、「結果不法」與「罪責」（即期待可能性）

作為判定標準。本文以下將依照上述脈絡解析之。 

一、行為不法要素 

  審查客觀注意義務違反性之重點在於：決策者是否已經掌握了特定犯罪風險的行

為，並因此產生了法律制度無法容忍的經驗風險，因此也可以被視為規範風險401。此

即屬行為不法要素。 

  如果採取行動（或不採取措施）時，通常可以預料到某些有害結果的發生，就可

以說是經驗風險。經驗風險（Empirisches Risiko）是指根據經驗迫在眉睫的危險，了

解了通常與行為相關的影響之後，就可以得出實際事件可能產生的結果，故是以過去

推斷未來，預測對象則是侵害法益的適格。根據危險情況作為行為不法的思考取向，

原則上也適用於行為犯（以不能未遂為例，若行為沒有危險性，這樣行為就不是法律

所禁止；相反地，如行為有危險性，即屬行為不法之範疇）402。 

   評估是否屬於經驗風險的依據，是根據採取行動時的所有外部情況（參見奧地利

刑法第 6 條第 1 款）為判斷基準，無論這些情況是否為一般合理之人在犯罪者地位上

得以認知到，還是只有犯罪者才知道。對此，通常會應用確定的（技術）經驗知識進

行評估，無法識別是否屬於經驗風險的時候，即毋庸承擔任何責任。附帶說明，非外

觀上可以辨識的狀況亦不會形成責任，這種情形僅是自然發生的風險，並非經驗風險，

其他人在行為人的地位亦無法辨識的危險、僅能於事後才被辨識出來的危險（例如被

                                                
400 EBRV 994 BlgNR 22. GP, 23;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45. 
401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61. 
402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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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人辨識出來），並不會是我們現在所談的經驗風險403。 

  是以，經驗風險應從採取行動時的犯罪者地位進行評估，即所謂事前觀點404。在

《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2 款的員工起因犯罪類型中，重要的是是否能夠（合

理地）得出「犯罪是由員工實施的」的結論。由於工作環境的特定條件，犯罪的風險

可能很明顯，例如：不採取任何安全預防措施來保護工人，也會造成相應的工作事故

風險，此外不符合環保要求、將有缺陷的產品推向市場、不保護危險品、使工人配備

不足等等，都存在對員工、客戶或環境等各種面向的損害風險。但是，此時還必須將

員工本人的情況納入考慮，譬如他們的培訓不足、設備、身體狀況（藥物、疾病、酒

精），或員工本身具有犯罪傾向，例如過去曾經有不當行為（尤其是犯罪）的情形，

故實際上可否認定是員工犯罪時所產生之風險，仍取決於具體情況405。 

  所謂行為不法，指行為不僅必須是經驗上危險的，而且由於特殊的規範考慮因素

也不能容忍這種危險，即所謂規範風險（Normatives Risiko），此一風險涉及對經驗風

險的社會或規範評估406。 

  在這種情況下應強調：履行監督或管控義務的人員可以依靠對分層結構公司的信

賴原則，假定其他員工不會犯任何（故意）犯罪。因此，在有具體證據可以認定破壞

了此一信賴要素，此時團體可以依照信賴原則，主張沒有選擇或組織性過失的情事

407。 

  信賴原則（Vertrauensgrundsatz），指原則上每個道路使用者都可以相信其他人將

遵守管理道路使用的法律規定。但是，如果某些人由於其可識別的精神、身體狀況或

明顯的行為，而無法識別道路交通的危險或根據這種認識採取行動，則將違反這種信

                                                
403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63. 
404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64. 
405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65. 
406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67. 
407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56,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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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這些「信任其他道路使用者行為之法律依從性」的思想可以被應用於勞務之分工

合作之上，原則上信賴原則可以容忍在其職業活動過程中承擔的經驗風險，只要沒有

具體的情況動搖這種信任，就不需要控制、監督他人，以實現「協調最佳化」

（koordinierte Spezialisierung）。以奧地利《商業法》允許任命受託人或商業負責人為

例，基本上委託人可以假定受託人將正確執行任務，此時責任從委託人轉移到受託人

408。 

  此外，以日常生活為例，如果有人從授權的第三方購買商品或服務，基於分工經

濟的關係，他可以相信此產品沒有缺陷。只有在其他經濟參與者可以信賴並使用其服

務和商品而無需驗證其功能的情況下，信賴原則方可發生作用。因此，任何以商人身

分合乎秩序地出售刀子，或以加油站員工身分販賣汽油，都無須假設買方會在沒有客

觀具體根據的情況下傷害、殺死或放火燒燬另一個人409，故這裡舉例的情事，均可主

張信賴原則，免除相關之刑事責任。 

  應注意，此時的責任僅限於各自的職能和責任領域，否則將超越個人負荷，並由

於危險前行為之規定，甚至可能成為彼此的保證人。只有在讓「行為人可免於對其他

人的不當行為進行一般計算（考慮）」的情況下，有意義的分工合作才有可能實現。

奧地利行政法院（VwGH）（92/18/ 0527 = ZfVB 1994/914）在《勞工保護法》（AschG）

第 7 條第 4 項中強調了這一想法：雇主一旦對員工的駕駛能力產生懷疑，此時即無法

免除對於員工行為進行監督與管控，故雇主必須禁止駕駛員駕駛機動車輛，並在必要

時撤回認可410。 

  此外應強調，眾人以「實現社會上理想且法律認可之地位」為目標，作為信賴原

則之基礎，仍以每個人自我負責（Eigenverantwortlichkeit）為前提。那些自願危害自

己法益的人通常應對這些後果承擔全部責任，他們自己的風險是他們自己的責任，必

                                                
408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72. 
409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74. 
410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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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由其承擔，這是基於遍布法律制度的自決或個人責任原則。以拒絕現有保護措施為

例，無論是員工（例如員工拒絕配戴特殊服裝、安全帶等）還是顧客，都可以使雇主

免於違反注意義務的指控。當然，在每種情況下都必須檢查規範風險承受能力是否允

許這種「免除」，或者保護性法律是否使雇主具有義務以防止第三方因其自我危害而

帶來公司危險。例如，由於法律之強制規定，某些員工保護規定不允許法益持有者達

成協議411。若是有第三人自願且有意識地促使或以其他方式參與他人犯罪，此時屬自

我危險，應由該第三人自行負責，團體本身沒有客觀注意義務違反412。 

二、結果不法要素 

  結果不法的問題緊隨著行為不法後出現。當依照等價或條件理論413確定因果關係

時，通常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具體結果發生的前提下，是否能夠想像注意義務違

反之行為不存在。在不作為犯的情況下，則是應該修正為：不可想像「加入」作為之

後具體結果仍發生者，始具有因果關係。故在發生真實事件時，將質疑監管疏失是否

影響事實因果過程的發生；如果沒有，則忽略其對結果發生的假設影響414。 

  《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與組織性過失有關，以促成或促進員工之行為，因

此，不承擔監督責任就已足夠形成團體責任，從結構上來講，類似於幫助犯罪結構415。

《團體責任法》第3條第3項第2款拒絕將組織缺陷對員工的犯罪影響進行嚴格審查，

不須要求遵守必要的注意措施可以阻止這種行為，相反地，違反注意義務的促進犯罪

性質就足夠了，即「使犯罪成為可能或變得相當容易」，這將責任範圍擴大到事實因

果關係之外（即包含了假設因果流程）416。 

                                                
411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77. 
412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76. 
413 所謂條件理論，指某項事實對於結果之發生，若不可想像其不存在，則該事實即為該結果之條件；

反之，倘可想像該事實不存在而結果仍會發生，則該事實即非肇致該結果之條件。 
414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79. 
415 § 12, 3. Alt StGB; vgl. Hilf, in: Höpfel/Ratz (Hrsg.), Wiener Kommentar zum StGB, 1. Aufl., 1999, § 2 

Rz. 126;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55. 
416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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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因果關係檢驗是幫助犯的個人刑法已知的。根據奧地利《刑法》，每個人都

應對自己的不法和罪責負責（奧地利刑法第 13 條417，即所謂的單一正犯體系），因此，

對於幫助犯，必須根據一般釋義歐盟指令檢查是否有幫助因果關係。當然，幫助因果

關係不一定與直接犯罪者帶來的成功有關，但應以他人行為時作為因果關係檢驗的基

準點418。 

  如果主要犯行沒有他（即幫助犯）的參與就不會發生，幫助犯的行為總是具因果

的，以其他方式促進了直接正犯的實施也就足夠了，這促進僅僅是對主要犯行的補充，

這就是為什麼它被稱為促進因果關係（Förderungskausalität）的原因。因此，如果幫

助行為對結果沒有其他影響，或者幫助行為在犯行完成之前沒有保持有效，則沒有因

果關係，因為機會的增加必須持續到完成階段419。 

  在這方面，除了自然主義因果關係外，還有一個價值問題，即幫助行為是否通過

直接正犯的意願增加了犯罪實現的經驗風險（風險升高的原理）。奧地利文獻中經常

使用針對法律替代行為的風險升高進行檢驗，《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2 款亦

應從這種意義上理解，立法理由也認為決策者「疏忽必要且可期待之注意」，與員工

犯罪之間，因風險升高而存在因果關係420。 

三、罪責（期待可能性） 

  決策者的組織缺陷，是團體透過員工的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的重要前提要件。

團體的故意責任與決策者的（主觀）注意義務違反無關，而是與引起起因犯罪之員工

的故意相關聯，這是因為立法者決定採用歸責模型，而不是原始的團體責任模型，並

且根據立法理由，在實務中更易於處理證明問題。與奧地利《刑法》第 6 條相反，《團

                                                
417 § 13 StGB Selbständige Strafbarkeit der Beteiligten 

Waren an der Tat mehrere beteiligt, so ist jeder von ihnen nach seiner Schuld zu bestrafen. 

奧地利《刑法》第 13 條規範參與者的獨立應刑罰性，可參閱：郭小如，同註 339，頁 40。 
418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81. 
419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81. 
420 Fabrizy, in: Höpfel/Ratz (Hrsg.), a. a. O. (Fn. 415), § 12 Rz. 86;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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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2 款並未根據行為人的「精神和身體狀況」來提及其責任

能力，沒有提到決策者方面主觀注意義務違反性（即決策者的主觀上可預見性，對安

全預防措施的重大疏失，故具過失罪責），只要求決策者違反客觀注意義務以及遵守

客觀注意義務的適當性，這樣就消除了主觀上的注意義務違反和主觀預見可能性的問

題，且不論其釋義學分類是罪責特徵，還是過失不法行為對應之構成要件事實的一部

分。總結來說，決策者違反組織義務表示團體本身客觀注意義務違反，對團體的責難

與這種組織義務違反有關。儘管決策者在組織缺陷的情況下，主觀注意義務也應具有

相關性，但主觀可預見性的問題並不重要。同樣地，責任能力的生理罪責要件，和不

法意識的規範罪責要件，都無關緊要421。 

  另一方面，與奧地利《刑法》第 6 條第 1 項一樣，《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

第 2 款明確提到了遵守必要注意的期待可能性。這將組織缺陷的檢查轉移到了不採取

適當注意措施的動機上。期待可能性的規範概念是一個單獨的、決定性的罪責要素，

包含對犯罪者的法律動機或態度的社會評估。犯罪者應對其態度負責，這種態度是違

反法律價值的，抑或是價值不足或價值無關緊要的，而呈現個人（主觀）之可非難性，

只要這些態度反映在犯罪行為的事實中即可，這種態度的特徵在於性格特徵和由具體

的外部環境引起的動機422。 

  奧地利實務根據奧地利《刑法》第 94 條第 3 項423、第 95 條第 2 項424與阻卻罪責

之緊急避難（奧地利刑法第 10 條425）等規定，嚴格判斷團體是否因存在經濟不利益

                                                
421 Hilf, a. a. O. (Fn. 314), § 3 Anm. 16;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83 f.; EBRV 994 BlgNR 22. 

GP 23;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44. 
422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86. 
423 § 94 StGB Im stich lassen eines Verletzten 遺棄被害人罪 

(3) Der Täter ist entschuldigt, wenn ihm die Hilfeleistung nicht zuzumuten ist. Die Hilfeleistung ist 
insbesondere dann nicht zuzumuten, wenn sie nur unter der Gefahr des Todes oder einer 

beträchtlichen Körperverletzung oder Gesundheitsschädigung oder unter Verletzung anderer 

überwiegender Interessen möglich wäre. 
424 § 95 StGB Unterlassung der Hilfeleistung 不為救助罪 

(2) Die Hilfeleistung ist insbesondere dann nicht zuzumuten, wenn sie nur unter Gefahr für Leib oder 

Leben oder unter Verletzung anderer ins Gewicht fallender Interessen möglich wäre. 
425 § 10 StGB Entschuldigender Notstand 阻卻罪責之緊急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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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而無期待可能性。所謂不利，僅在導致公司整體經濟狀況的持續損害時才是重

大的，因此例如即將發生的銷售損失、緊急貨物運輸（貨運業務）的延遲或利潤損失，

又如即將發生銷售損失的風險估計為 2%，或只是暫時的銷售損失（在幾個月內收入

負擔未對總體經濟狀況造成嚴重影響的情況），此時根據奧地利《刑法》第 10 條並不

是重大不利因素，而仍具有期待可能性426。 

第三目 參與人身分 

  《團體責任法》第 3 款第 3 項第 1 款使用複數的「員工（們）已違法實行……

（Mitarbeiter … verwirklicht haben），是因為不必確定有犯罪特徵的特定員工。根據立

法理由，這種「匿名化」，確立幾名員工部分行為（Teilhandlung）可以實現全部構成

要件，且不須確定員工具名即應足夠。但是確認「該團體的某一個員工在犯罪」仍是

不足的，必須將人群範圍的限制和特定納入考慮，例如從屬於特定組織單位、具體的

任務等等427。 

  如前所述，立法理由認為於決策者的情況須特定428，但有論者認為，對於《團體

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2 款含義內的組織過失，即所謂準責難（Quasiverschulden），

負責的決策者也應是如此。在個人刑法中也承認，如果一個人的犯罪行為得到了證實，

而其他與犯罪有關的第三者尚未查獲，則對該人進行懲罰也就足夠了，團體及其員工

                                                                                                                                              

(1) Wer eine mit Strafe bedrohte Tat begeht, um einen unmittelbar drohenden bedeutenden Nachteil von 
sich oder einem anderen abzuwenden, ist entschuldigt, wenn der aus der Tat drohende Schaden nicht 

unverhältnismäßig schwerer wiegt als der Nachteil, den sie abwenden soll, und in der Lage des 

Täters von einem mit den rechtlich geschützten Werten verbundenen Menschen kein anderes 

Verhalten zu erwarten war. 

(2) Der Täter ist nicht entschuldigt, wenn er sich der Gefahr ohne einen von der Rechtsordnung 

anerkannten Grund bewußt ausgesetzt hat. Der Täter ist wegen fahrlässiger Begehung zu bestrafen, 

wenn er die Voraussetzungen, unter denen seine Handlung entschuldigt wäre, in einem Irrtum 

angenommen hat, der auf Fahrlässigkeit beruhte, und die fahrlässige Begehung mit Strafe bedroht 

ist. 
426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86. 
427 EBRV 994 BlgNR 22. GP 22. 
428 EBRV 994 BlgNR 22. G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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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第 3 項）是不同的權利主體，故原則上，這也適用於團體的刑事責任429。 

  在極端情況下，團體對員工的匿名犯罪以及仍保持匿名狀態的決策者過失負責，

犯罪者的身分被組織歸責所取代。因此建議將重點放在所涉人員身上，即在員工層級

和決策者層級中的一名或多名人員違犯了該起因犯罪或疏忽監督而促成該犯罪，此時

依自由心證（Beweiswürdigung）進而確立必須的法治國確信（Ü berzeugung）（參見

奧地利刑事訴訟法第 258 條第 2 項430）。最後應注意者，實體法前提首先要確保程序

的法治，故對於特定員工身分的內容與標準越空泛，相應的措辭在判斷中就越籠統，

從而影響其審查可能性（Nachvollziehbarkeit）和可控制性431。 

第四目 職務領域的委託  

  在員工層級內（允許）責任委託不像將職務從最高管理層級委託給員工那樣重要。

從決策者的角度來看，員工層級內的責任委託，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員工的正確選擇

及其控制程度，與決策者起因犯罪那邊的討論結果相同，此時信賴原則之適用尤其重

要432。 

第三款 第 3 條第 2 項與第 3項之競合 

  團體責任既可以由決策者刑事犯罪觸發，也可以在《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的條件下由員工和決策者共同導致團體責任433。團體當然亦得對數個犯罪（也是因

為這兩種案例類型）承擔刑事責任，例如：決策者和員工彼此獨立地做出與團體相關

的不同行為，此時理解上和個人刑法上沒有什麼不同，團體即以競合方式承擔數罪之

                                                
429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87. 
430 § 258 StPO 

(2) Das Gericht hat die Beweismittel auf ihre Glaubwürdigkeit und Beweiskraft sowohl einzeln als auch 

in ihrem inneren Zusammenhange sorgfältig und gewissenhaft zu prüfen. Ü ber die Frage, ob eine 

Tatsache als erwiesen anzunehmen sei, entscheiden die Richter nicht nach gesetzlichen Beweisregeln, 

sondern nur nach ihrer freien, aus der gewissenhaften Prüfung aller für und wider vorgebrachten 

Beweismittel gewonnenen Ü berzeugung. 
431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88. 
432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89. 
433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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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434。但如果決策者和員工以應受懲罰的方式（作為共同正犯、唆使型正犯或協助

型正犯）參與與團體相關的同一刑事犯罪，則《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2 項與第 3

項的兩種情況都可以實現。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即團體應依決策者或員工犯罪類型

負擔刑事責任？根據《團體責任法》的體系，決策者行為扮演著基礎的關聯要素，因

為它通常影響更大、更具有決定性作用，決策者（無論犯罪形式如何）都代表著團體

本身435。 

  另一方面，如果是同一行為，則團體的處罰不得超過一次，團體僅對實施同一行

為負責一次，該原則在團體的決策者犯罪中優先適用，如決策者與員工對於相同結果

有過失而負責任，或決策者層面關於員工故意僅因（監管）過失導致結果436，此時優

先適用決策者貣因犯罪。此外，應注意奧地利《刑法》第 28 條437所指的（明顯）競

合方面規則之適用，例如，行為人如果為連續行為（Fortsetzungszusammenhang），此

時以一罪論438。 

  如果決策者因不執行控管措施，成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決策者責任，此時團

                                                
434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50;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90. 
435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49. 
436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49;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91. 
437 § 28 StGB Zusammentreffen strafbarer Handlungen 

(1) Hat jemand durch eine Tat oder durch mehrere selbständige Taten mehrere strafbare Handlungen 

derselben oder verschiedener Art begangen und wird über diese strafbaren Handlungen gleichzeitig 

erkannt, so ist, wenn die zusammentreffenden Gesetze nur Freiheitsstrafen oder nur Geldstrafen 

vorsehen, auf eine einzige Freiheitsstrafe oder Geldstrafe zu erkennen. Diese Strafe ist nach dem 

Gesetz zu bestimmen, das die höchste Strafe androht. Von der außerordentlichen Strafmilderung 

abgesehen, darf jedoch keine geringere Strafe als die höchste der in den zusammentreffenden 

Gesetzen vorgesehenen Mindeststrafen verhängt werden. 
(2) Ist in einem der zusammentreffenden Gesetze Freiheitsstrafe, in einem anderen Geldstrafe oder sind 

auch nur in einem von ihnen Freiheits- und Geldstrafen nebeneinander angedroht, so ist, wenn beide 

Strafen zwingend vorgeschrieben sind, auf eine Freiheitsstrafe und auf eine Geldstrafe zu erkennen. 

Ist eine von ihnen nicht zwingend angedroht, so kann sie verhängt werden. Das gleiche gilt für 

Strafen anderer Art, die neben einer Freiheits- oder einer Geldstrafe angedroht sind. Für die 

Bestimmung der Freiheitsstrafe und der Geldstrafe gilt Abs. 1. 

(3) Wäre nach Abs. 2 auf eine Freiheitsstrafe und auf eine Geldstrafe zu erkennen, so ist, wenn statt der 

Freiheitsstrafe eine Geldstrafe zu verhängen ist (§ 37), gemäß Abs. 1 nur auf eine Geldstrafe zu 

erkennen. 

(4) Vorbeugende Maßnahmen sind anzuordnen, wenn die Voraussetzungen hiefür auf Grund einer oder 

mehrerer der mit Strafe bedrohten Handlungen, über die gleichzeitig geurteilt wird, gegeben sind. 
438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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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責任將以此為基礎。在這種情形下，員工的行為只有在員工具有行為資格的情況下

才有意義，例如在特別危險（如奧地利刑法第 81 條重大過失致死的情形439）的情勢

下，或者與決策者相反，員工採取主動行為，才可能符合《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的員工犯罪要件。簡言之，對於《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2 項和第 3 項中的等值犯

罪，以決策者犯罪的法律規定為準440。 

 

第三項 參與形式（§ 12 StGB） 

  關於團體責任的規定（團體責任法第 1 條至第 3 條）優先於奧地利《刑法》第

12 條的規定。因此，只有在其「人員」中滿足《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的要求的情況

下，團體才能根據《團體責任法》負責441。 

  奧地利《刑法》第 12 條仍然僅限於自然人，只有這種不當行為，即對團體負責

的人的不當行為（團體責任法第 2 條），才能導致團體承擔刑事責任。在這種情況下，

其屬奧地利《刑法》第 12 條的直接正犯、唆使型正犯或協助型正犯，都無關緊要442。

自然人還必須符合奧地利《刑法》第 14 條443中定義的特殊個人要素，對於決策者來

                                                

439 § 81 StGB Grob fahrlässige Tötung 重大過失致死 

(1) Wer grob fahrlässig (§ 6 Abs. 3) den Tod eines anderen herbeiführt, ist mit Freiheitsstrafe bis zu drei 

Jahren zu bestrafen. 
(2) Ebenso ist zu bestrafen, wer den Tod eines Menschen fahrlässig herbeiführt, nachdem er sich vor der 

Tat, wenn auch nur fahrlässig, durch Genuss von Alkohol oder den Gebrauch eines anderen 

berauschenden Mittels in einen die Zurechnungsfähigkeit nicht ausschließenden Rauschzustand 

versetzt hat, obwohl er vorhergesehen hat oder hätte vorhersehen können, dass ihm eine Tätigkeit 

bevorstehe, deren Vornahme in diesem Zustand eine Gefahr für das Leben, die Gesundheit oder die 

körperliche Sicherheit eines anderen herbeizuführen oder zu vergrößern geeignet sei. 

(3) Mit Freiheitsstrafe von sechs Monaten bis zu fünf Jahren ist zu bestrafen, wer grob fahrlässig (§ 6 

Abs. 3) oder in dem in Abs. 2 bezeichneten Fall den Tod einer größeren Zahl von Menschen 

herbeiführt. 
440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91. 
441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92. Vgl. EBRV 994 BlgNR 22. GP 30; Zeder, a. a. O. (Fn. 334), § 

12 Anm. l. 
442 Vgl. Zeder, a. a. O. (Fn. 334), § 12 Anm. l. 
443 § 14 StGB Eigenschaften und Verhältnisse des Täters 正犯身分與關係 

(1) Macht das Gesetz die Strafbarkeit oder die Höhe der Strafe von besonderen persönlichen 
Eigenschaften oder Verhältnissen des Täters abhängig, die das Unrecht der Tat betreffen, so ist 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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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絕對是這樣，因為他們必須實行犯罪；對於透過員工形成的團體犯罪，則應要求實

現與不法相關的特別要素（奧地利刑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個身分要件與效果皆有不

同444。例如：如果某家銀行機構的董事會成員，對客戶存款犯背信罪（奧地利刑法第

153 條）協助型正犯被定罪，那麼此有罪判決將直接影響其團體，因為《團體責任法》

第 2 條第 1 項連結第 3 條第 2 項的條件已經具備並實現445。 

  舉其他案件為例，機構在犯罪期間將獲利移轉給母公司這一事實本身，和單純的

組織或公司法上的聯繫一樣，都不是《團體責任法》定義的與刑法有關的參與行為。

但是，如果母公司忽略了與子公司的刑事犯罪有關的監督職責，則符合《團體責任法》

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的「違反團體義務」規定。然後，團體是否應負刑事責任取決於

具體情況，如果沒有事實證明決策者有過失，那麼就沒有刑事責任。根據奧地利《刑

法》的規定，如果子公司故意犯罪（奧地利刑法第 7 條第 1 項446），而該關係企業決

策者僅具有過失，則母公司僅承擔過失團體責任。不過，如果母公司的機關授權或誘

使子公司採取此類行動，例如在交戰國執行軍火交易，或者母公司機關成員甚至參與

執行，則母公司機關成員的這種行為，從根本上滿足了協助型正犯或唆使型正犯的行

為規定（根據奧地利刑法第 5 條、第 7 條連結第 320 條第 1 項第 3 款447），也將導致

                                                                                                                                              

Gesetz auf alle Beteiligten anzuwenden, wenn diese Eigenschaften oder Verhältnisse auch nur bei 

einem von ihnen vorliegen. Hängt das Unrecht der Tat jedoch davon ab, daß der Träger der 

besonderen persönlichen Eigenschaften oder Verhältnisse die Tat unmittelbar ausführt oder sonst in 

bestimmter Weise an ihr mitwirkt, so muß auch diese Voraussetzung erfüllt sein. 

(2) Betreffen die besonderen persönlichen Eigenschaften oder Verhältnisse hingegen ausschließlich die 

Schuld, so ist das Gesetz nur auf die Beteiligten anzuwenden, bei denen diese Eigenschaften oder 
Verhältnisse vorliegen. 

奧地利《刑法》第 14 條規範特別犯的特別不法行為（資格身分與罪責身分之相關問題），屬於第

12 條與第 13 條之補充規定，詳細參閱：郭小如，同註 339，頁 40 以下。 
444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93. 
445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94. 
446 § 7 StGB Strafbarkeit vorsätzlichen und fahrlässigen Handelns 故意和過失行為的刑事責任 

(1) Wenn das Gesetz nichts anderes bestimmt, ist nur vorsätzliches Handeln strafbar. 

(2) Eine schwerere Strafe, die an eine besondere Folge der Tat geknüpft ist, trifft den Täter nur, wenn er 

diese Folge wenigstens fahrlässig herbeigeführt hat. 
447 § 320 StGB Verbotene Unterstützung von Parteien bewaffneter Konflikte 

(1) Wer wissentlich im Inland während eines Krieges oder eines bewaffneten Konfliktes, an denen die 

Republik Ö sterreich nicht beteiligt ist, oder bei unmittelbar drohender Gefahr eines solchen Krieges 

oder Konfliktes für eine der Parteien 
1. eine militärische Formation oder ein Wasser-, ein Land- oder ein Luftfahrzeug einer der Parte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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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的團體責任（奧地利刑法第 12 條第二種或第三種「唆使型正犯或協助型正犯」

情形，連結團體責任法第 2 條第 1 項和第 3 條第 2 項）。「直接」執行該行為的公司應

根據奧地利《刑法》第 32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依其機關的直接行為承擔責任（奧

地利刑法第 12 條第一種「直接正犯」情形，連結團體責任法第 2 條第 1 項和第 3 條

第 2 項）448。 

 

第四項 對團體與自然人之處罰（第 4項） 

  為了履行歐盟規定的義務，除團體刑事責任外，還有代表團體之自然人（決策者

或員工）行為的刑事責任，因此，在刑事政策方面增加了個人的傳統刑事責任。但個

人的刑事責任不能代替團體的刑事責任，也不能阻止決策者或員工受到懲罰。若認為

在具體案件下，對團體以及員工和（或）決策者實際起訴和制裁程度，取決於（實體

的人）滿足全部責任或可罰性標準的程度，團體對於那些沒有自然人可以承擔責任的

案件，僅有補充性的責任的話，此時反面來說，團體即可提出（形式上）有責任的人，

                                                                                                                                              

zur Teilnahme an den kriegerischen Unternehmungen ausrüstet oder bewaffnet, 

2. ein Freiwilligenkorps bildet oder unterhält oder eine Werbestelle hiefür oder für den Wehrdienst 

einer der Parteien errichtet oder betreibt, 

3. Kampfmittel entgegen den bestehenden Vorschriften aus dem Inland ausführt oder durch das 

Inland durchführt, 

4. für militärische Zwecke einen Finanzkredit gewährt oder eine öffentliche Sammlung veranstaltet 

oder 

5. unbefugt eine militärische Nachricht übermittelt oder zu diesem Zweck eine Fernmeldeanlage 
errichtet oder gebraucht, ist mit Freiheitsstrafe von sechs Monaten bis zu fünf Jahren zu bestrafen. 

(2) Abs. 1 ist in den Fällen nicht anzuwenden, in denen 

1. ein Beschluss des Sicherheitsrates der Vereinten Nationen, 

2. ein Beschluss auf Grund des Titels V des Vertrages über die Europäische Union, 

3. ein Beschluss im Rahmen der Organisation für 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 in Europa (OSZE) 

oder 

4. eine sonstige Friedensoperation entsprechend den Grundsätzen der Satzung der Vereinten Nationen, 

wie etwa Maßnahmen zur Abwendung einer humanitären Katastrophe oder zur Unterbindung 

schwerer und systematischer Menschenrechtsverletzungen, im Rahmen einer internationalen 

Organisation 

durchgeführt wird. 
448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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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規避制裁449。 

  如前所述，要對團體定罪，絕非個人也必須定罪。例如：身為起因犯罪者的決

策者或員工逃亡或死亡，又例如違犯起因犯罪的員工不能確定，又或者在《團體責

任法》第 3 條第 3 項的員工起因犯罪類型中沒有一個人實現所有可罰性標準，則僅

該團體受到制裁450。是以，對於團體的非難獨立於對自然人的罪責非難451。 

    團體因為不同於自然人之罪責非難（Schuldvorwurf）而負責。因此，同一行為

既可能是團體責任，也可能是自然人的刑事責任452。團體和個別起因犯罪者是不同的

法律和制裁主體，針對團體的責難與針對個人的責難不同，因此，不存在「雙重處罰」

453。 

 

第五節 《團體責任法》之權利義務繼受（§ 10 

VbVG） 

  國家對自然人的刑罰權，隨著他們的死亡而消滅。死亡狀況在法人和人合公司的

情況會複雜得多，鑑於團體的情況截然不同──團體雖然可以解散．但是在許多情況

下，會有一個新的（或不同的）團體作為權利義務繼承人繼續經營或活動──致使立

法者不得不採取預防措施，以便可以繼續針對繼承其權利義務的團體提起刑事訴訟，

故對於團體的制裁和法律效果也對該團體的權利義務繼承人有影響454。 

 

                                                
449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51. 
450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52; EBRV 994 BlgNR 22. GP 32. 
451 Vgl. Fabrizy, a. a. O. (Fn. 337), § 3 VbVG Rz. 9. 
452 EBRV 994 BlgNR 22. GP 23. 
453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53;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95. 
454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10 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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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條【法律效果】455
 

Ⅰ 團體的權利和義務因概括繼受而移轉到其他團體時，本法規定之法律效果應對繼

受人為之。對被繼受人所施加的法律效果，亦對繼受人生效。 

Ⅱ 如果該團體存在基本上同一之財產關係，且營運和活動基本上持續進行者，個別

繼受應等同為概括繼受。 

Ⅲ 如果存在一個以上的權利義務之繼受人，則可以對每一權利義務繼受人科處對被

繼受人之罰鍰。其他法律效果可課予個別的權利義務繼受人，只要符合他們的業

務範圍。 

 

第一項 適用範圍 

第一款 權利義務繼受人 

  權利義務繼承人方面，《團體責任法》第 10 條所指的權利義務繼承人只能是《團

體責任法》第 1 條所指的團體。擴展到包括公司在內的任何法律實體，不僅違背了立

法者的目的，而且也逾越了第 1 條的實體法上要求456。因此，例如倒數第二名董事離

開公司而導致公司資產從高層轉移到單獨個人，則該人成為一人公司（奧地利企業法

第 142 條），便無法適用《團體責任法》第 10 條。如果團體在沒有第 10 條所指的權

                                                
455 § 10 VbVG 

(1) Werden die Rechte und Verbindlichkeiten des Verbandes im Wege der Gesamtrechtsnachfolge auf 

einen anderen Verband übertragen, so treffen die in diesem Bundesgesetz vorgesehenen Rechtsfolgen 

den Rechtsnachfolger. Ü ber den Rechtsvorgänger verhängte Rechtsfolgen wirken auch für den 

Rechtsnachfolger. 

(2) Der Gesamtrechtsnachfolge ist Einzelrechtsnachfolge gleichzuhalten, wenn im Wesentlichen die 

selben Eigentumsverhältnisse am Verband bestehen und der Betrieb oder die Tätigkeit im 

Wesentlichen fortgeführt wird. 

(3) Besteht mehr als ein Rechtsnachfolger, so kann eine über den Rechtsvorgänger verhängte Geldbuße 

gegen jeden Rechtsnachfolger vollstreckt werden. Andere Rechtsfolgen können einzelnen 

Rechtsnachfolgern zugeordnet werden, soweit dies deren Tätigkeitsbereich entspricht. 
456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10 Rz.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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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繼承人的情況下解散，其程序與自然人死亡的程序相同457。 

第二款 權利義務繼承之時機 

  如果針對權利義務繼承人之前手的刑事訴訟業經完成，並且已被處以罰鍰，則權

利義務繼承人將受到根據《團體責任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施加的制裁458。 

  如果在犯罪和判決之間進行了法律轉移（例如在刑事訴訟開始之前或期間），則

新的團體（即權利義務繼承人）成為被告，且另一方面，在《團體責任法》第 10 條

第 1 項下，實體法的責任要求將對權利義務繼承人有影響。因此，新團體承擔了其前

手的義務，並且必須前手的違法行為屬於刑事犯罪。當然，所有相關問題現在都將從

「新」團體的犯罪者角度進行研究，例如犯罪者／受害者角色的一致性459。權利義務

繼受人接管前手責任的情況並不會改變實體結構（即犯罪事實）本身，故先前的責任

事例類型（第 3 條第 1 項）、（當時）個人行為人（第 2 條）及其特定起因犯罪（第 3

條第 2 項和第 3 項），將作為團體責任的基礎460。 

  如果原先負有責任的公司被分割，數個分割後的團體應負擔罰鍰；反之，如果幾

家公司合併，則針對該團體的罰鍰金額應根據《團體責任法》第 4 條以下按比例原則

確定461。 

 

第二項 概括繼受（第 1項） 

  《團體責任法》第 10 條第 1 項中的規定涉及概括繼受（Gesamtrechtsnachfolge）

的情形，根據該規定之法律效果，於法律繼承與概括繼承（一般繼承）之情形，意味

                                                
457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10 Rn. 3. 
458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10 Rz. 3. 
459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10 Rz. 4. 
460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10 Rz. 4. 
461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10 Rz.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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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全面）進入另一個法人的所有經濟權利和義務462。於此，應想到例如《貿易法》

（Unternehmensgesetzbuch, HGB）第 142 條463的組織變更、合併、分割、接管，及《保

險 監 理 法 》（ Versicherungsaufsichtsgesetz, VAG ） 第 61a 條 464 和 《 銀 行 法 》

                                                
462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10 Rz. 5. 
463 § 142 UGB Ü bergang des Gesellschaftsvermögens 

(1) Verbleibt nur noch ein Gesellschafter, so erlischt die Gesellschaft ohne Liquidation. Das 

Gesellschaftsvermögen geht im Weg der Gesamtrechtsnachfolge auf diesen über. 

(2) Der ausscheidende Gesellschafter ist in sinngemäßer Anwendung der §§ 137 und 138 abzufinden. 
464 § 61 VAG Umwandlung in eine Aktiengesellschaft 

(1) Ein Verein kann durch Beschluss des obersten Organs in eine Aktiengesellschaft umgewandelt 

werden. Dieser Beschluss bedarf einer Mehrheit von mindestens drei Viertel der abgegebenen 

Stimmen. 

(2) Jedes Mitglied ist berechtigt, bis zum Ablauf des dritten Tages vor der Beschlussfassung der 

Umwandlung mit eingeschriebenem Brief zu widersprechen. 

(3) Spätestens gleichzeitig mit der Einberufung des obersten Organs hat der Vorstand allen Mitgliedern 

des Vereins den Inhalt des beabsichtigten Umwandlungsbeschlusses (Abs. 5 und 6) in der 

satzungsmäßig für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Vereins vorgesehenen Weise mitzuteilen. Dabei ist auf die 
Möglichkeit der Erhebung eines Widerspruchs (Abs. 2) und die sich daraus ergebenden Rechte 

hinzuweisen. 

(4) Der Umwandlungsbeschluss bedarf der Genehmigung durch die FMA. Die Genehmigung ist zu 

versagen, wenn durch die Umwandlung die Interessen der Mitglieder gefährdet werden. 

(5) Im Umwandlungsbeschluss sind das Grundkapital und bei Nennbetragsaktien der Nennbetrag, bei 

Stückaktien die Zahl der Aktien festzusetzen. Der Nennbetrag des Grundkapitals darf das nach 

Abzug der Schulden verbleibende Vereinsvermögen nicht übersteigen. Bei den anlässlich der 

Umwandlung ausgegebenen Aktien darf der Nennbetrag oder der auf die einzelne Stückaktie 

entfallende Betrag des Grundkapitals nicht höher sein als 100 Euro. 

(6) Ist im Umwandlungsbeschluss nicht anderes vorgesehen, so sind die Vereinsmitglieder am 

Grundkapital zu beteiligen. Die Beteiligung darf, wenn nicht alle Mitglieder einen gleich hohen 
Anteil am Grundkapital erhalten, nur nach einem oder mehreren der folgenden Maßstäbe festgesetzt 

werden: 

1. der Höhe der Versicherungssumme, 

2. der Höhe der Beiträge, 

3. der Höhe der Deckungsrückstellung in der Lebensversicherung, 

4. den Grundsätzen für die Verteilung des Jahresüberschusses oder 

5. der Dauer der Mitgliedschaft. 

(7) Erreicht nach dem Verteilungsmaßstab ein Mitglied nicht den niedrigsten Nennbetrag der Aktien oder 

den auf die einzelne Stückaktie entfallenden anteiligen Betrag des Grundkapitals, so bleibt es bei der 

Bestimmung der Anteile am Grundkapital außer Betracht, es sei denn, es würden mehrere solcher 

Mitglieder mit ihrer Zustimmung zu einer Rechtsgemeinschaft an einer Aktie im Sinn des § 63 AktG 

zusammengefasst. Im Ü brigen sind die Anteile so zu runden, dass sie durch den niedrigsten 
Nennbetrag der Aktien oder den auf die einzelne Stückaktie entfallenden anteiligen Betrag des 

Grundkapitals teilbar sind und das Grundkapital ausgeschöpft wird. 

(8) Ist der Nennwert des Anteiles höher als die der Verteilung entsprechende Quote, so ist der 

Differenzbetrag an die Aktiengesellschaft zu entrichten. Ist er niedriger oder erhält das Mitglied 

keine Beteiligung, so ist die Differenz oder der Anteil durch Zahlung der Aktiengesellschaft 

abzugelten. 

(9) § 19, § 20, § 24, bis§ 27, § 31, § 39 bis § 47, § 245 Abs. 3, § 246 Abs. 2 und 3, § 247 Abs. 2 bis 4, § 

248, § 249 und § 251 AktG gelten sinngemäß. 

(10) Der Anmeldung der Umwandlung zur Eintragung in das Firmenbuch ist der Bescheid der FMA, mit 

der der Umwandlungsbeschluss genehmigt wurde, beizufügen. 

(11) Von der Eintragung der Umwandlung an besteht der Verein als Aktiengesellschaft weiter. Die 
Mitglieder des Vereins sind von diesem Zeitpunkt an nach Maßgabe des Umwandlungsbeschlu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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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wesengesetz, BWG）第 92 條第 4 項465資產移轉到公司的規定466。公司法規定

了更廣泛的概括繼承形式，但從本質上講，其實都是一個或多個團體的權利和義務轉

移到一個或多個其他團體的問題。此外，在某些情況下，最初存在的（團體）部分將

消失，亦有可能其（即上述團體）將保留。此時可參考以下公司組織變更之規定467： 

 

－有限公司上層改組； 

－資合公司合併：必須注意吸收合併（在合併中將一個或多個（轉讓）公司合併

為另一家現有公司）與新設合併（在合併中將所有現有公司合併為新成立的公

司）之間的區別。 

－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公司之間也可以進行跨公司形式的合併； 

－根據《信用合作社合併法》合併合作社：於此，吸收合併和新設合併之間也有

區別； 

－根據《變更組織法》變更資合公司組織：新設合併是將其公司資產轉移給存續

公司，不同於有限公司或兩合公司的新設合併； 

－根據《分割法》進行資合公司分割：公司資產的一部分轉移到另一個已經存在

的公司（要成立的部門）或新成立的公司（要成立的部門）；轉讓公司可能僅

                                                                                                                                              

Aktionäre. 

(12) Jedem Mitglied des Vereins, das der Umwandlung gemäß Abs. 2 widersprochen hat, steht gegenüber 
der Gesellschaft oder einem Dritten, der die Barabfindung angeboten hat, das Recht auf angemessene 

Barabfindung zu. § 253 zweiter und dritter Satz AktG sind sinngemäß anzuwenden. 

(13) Nach Eintragung der Umwandlung in das Firmenbuch sind die Aktionäre unter Setzung einer 

mindestens sechsmonatigen Frist schriftlich aufzufordern, die ihnen zustehenden Aktien zu beheben. 

Für nicht rechtzeitig behobene Aktien gilt § 179 Abs. 3 AktG sinngemäß. 
465 § 92 BWG Einbringung in Aktiengesellschaften 

(4) Die Einbringung bewirkt den Rechtsübergang im Wege der Gesamtrechtsnachfolge. Diese erfaßt die 

eingebrachten Betriebsteile und tritt mit der Eintragung der Aktiengesellschaft oder der 

Kapitalerhöhung in das Firmenbuch ein; die Gesamtrechtsnachfolge ist im Firmenbuch einzutragen. 

Weiters gilt für den Gläubigerschutz § 226 AktG. 
466 EBRV 994 BlgNR 22. GP 29. 
467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10 R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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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其部分資產並繼續存在（存續分割），亦得轉讓其全部資產並解散（新設

分割）。 

 

  由於《團體責任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沒有限於前手必須解散之情形，因此也

適用於權利義務繼承人之前手仍然存在的狀況，即也適用於存續分割，這是法律特例

權利義務繼承人與其前手併存的特殊情況468。 

  如果概括繼受發生在犯罪事實之後，但在法院作出判決（例如罰鍰之宣告、指令

之諭知、終局緩刑或撤銷附條件的緩刑）或檢察署（例如轉向）之前，則應作出針對

權利義務繼受人的裁判（團體責任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句）。這意味著必須將其前手

的行為歸責於後來的權利義務繼承人，在程序上，其也承繼團體的地位469。而若在法

院判決後或檢察署作出決定後發生概括繼受，判決或決定將對權利義務繼受人產生影

響並具有約束力（團體責任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句）470；因此，對權利義務繼受人

之前手的定罪，在法律上附加之法律效果（參見團體責任法第 5 條、第 6 條）也將影

響於繼受人471。 

 

第三項 個別繼受（第 2項） 

  對於這些事業或企業移轉的案件，除了上述概括繼承的情況外，還可以想像的是，

公司尚可透過債權契約進行轉讓，例如經由購買、租賃等等而被移轉，此即屬個別繼

受（Einzelrechtsnachfolge），又稱單一繼受（Singularsukzession），指獲得個人法律地

                                                
468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10 Rn. 5. 
469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10 Rn. 10. 
470 Vgl. auch Fabrizy, a. a. O. (Fn. 337), § 10 VbVG Rz. 1. 
471 EBRV 994 BlgNR 22. G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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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權利472。 

  對於經個別繼受的企業或公司轉讓情形，原則上不建議《團體責任法》的法律效

果應轉移給繼承人473，故通過個別繼受承擔責任當然是例外，只有在為避免規避《團

體責任法》第 10 條第 1 項之規定，始建議當事業或商業活動持續且存在基本上相同

的財產關係時，亦即接近概括繼承的情況下，在「新」團體個別繼受下也可以採行（團

體責任法第 10 條第 2 項）474。在民法和商法中，規定繼承人在這些情況下承受廣泛

的債務（奥地利民法典第 1409 條、貿易法第 25 條）；類似規定：奧地利《聯邦稅收

法》（Bundesabgabenordnung, BAO）第 14 條之買方（或取得者）承擔稅收、《社會保

險法》（Allgemeines Sozialversicherungsgesetz, ASVG）第 67 條第 4、5 項之社會保險

保費的廣泛法律責任475，以致於其結果是概括繼承。簡言之，當滿足兩個條件時，個

別繼承就相當於概括繼承：一方面，基本上保留了相同的財產關係，另一方面，事業

或商業活動實質上持續。在這種情況下，即應根據《團體責任法》第 10 條規定的法

律效果進行轉移476。 

  所謂「相同的財產關係」，Gröhs 學者提議以公司法概念為基礎，因此，如果股

份的所有者至少有 90％相同，則假定具有「實質相同的財產（所有權）關係」。就《團

體責任法》第 10 條第 2 項的性質而言，依據上開提議存在許多例外情形，例如在聯

合企業（Treuhandkonstruktion）中，是否也可以說「財產關係基本上相同」，仍然值

得懷疑477。持續事業或商業活動時也必須採用嚴格的標準，例如公司的經營項目是否

基本保持不變，以及構成事業基礎的經濟財產是否也被接管。但是，如 Gröhs 學者─

─無須進一步說明是否有 90%──所建議的那樣，此處是否建議使用百分比準則仍有

                                                
472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10 Rz. 10. 
473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10 Rn. 6. 
474 EBRV 994 BlgNR 22. GP 30. 
475 EBRV 994 BlgNR 22. GP 29 f. 
476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10 Rz. 11. 
477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10 R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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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觀察478。 

   

第四項 數名權利義務繼受人（第 3項） 

  《團體責任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了權利義務繼受的特殊情況，即多數團體繼

承一個團體（例如分割），並將罰鍰和其他法律效果為區分。 

  關於罰鍰，《團體責任法》第 10 條第 3 項第 1 句規定，可以對每一權利義務繼受

人科處對其前手之罰鍰。根據法條明確的措辭，該規定僅對分割「前」被罰鍰的情況

作出規定，但是如果在分割「後」才科處罰鍰應如何進行仍懸而未決479。另依第 10

條第 3 項第 2 句規定，其他法律效果（如指令、轉向），可能轉移給單獨繼受人，例

如：指令指的是其中一個繼受人所承擔的特定業務或活動領域，此時其他法律效果與

權利義務繼承人接管的特定業務或活動領域相關，則可以將其他法律效果分配給該權

利義務繼承人480。該規定的目的是為了促使犯罪預防目的於適當的企業部門產生作用

481。 

 

第六節 本章總結 

  比較法中之法人歸責模式，初始發展來看，仍認為法人實際是由自然人作為機關

為行為，故多有法人為自然人之犯罪負責的質疑與批評。現代各國雖然學說發展與理

論建構方向雖未必一致，但仍有共同之目標──試圖使法人承擔自己之刑事責任，以

落實自己責任原則。 

                                                
478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10 Rn. 9. 
479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10 Rz. 13. 
480 EBRV 994 BlgNR 22. GP 30;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10 Rz. 13. 
481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10 Rz.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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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條約》（EUV）第 4 條第 3 項規定歐盟會員國對歐盟負有忠誠義務，歐盟

忠誠義務反映在刑事法方面，會員國必須遵從歐盟之誡命，即對於任何侵害歐盟法益

之案件，會員國應落實有效、符合比例及嚇阻的制裁三基準，以充分保護歐盟自身關

於經濟、人員及事物的法益，且作為內國刑法的最低限度要求。歐盟會員國為了實踐

上開義務，應竭力分析《保護歐體財政利益公約第二議定書》關於法人處罰之規定─

─其改良原始的純粹代表模式，採擇法人歸責之代表模式，按照此一歸責模式，法人

在一定要件下，仍應對員工犯罪負責，且法人團體責任與決策者個人責任得以併存不

具互斥關係──並於國內引進法人制裁制度或者重新調整既有體系。 

  奧地利於 2005 年 9 月 28 日通過、2006 年 1 月 1 日生效《團體責任法》，是唯一

一個完成限期轉化義務之歐盟會員國，其上開法律之重要性不言可喻。若認為「避免

法人脫責」只是法人制裁措施之短期目的，長遠目標仍是促使法人設立預防犯罪之內

部措施，而法人刑事責任的宗旨即在於鼓勵法人內部建立符合時代變遷與法規範需求

的企業法令遵循文化482，此時不可否認奧地利《團體責任法》對刑法的法令遵循

（Strafrechts-Compliance）仍產生非常可觀之預防效果，且奧地利《團體責任法》業

經奧地利憲法法院宣告合憲，為各國樹立法人刑事制裁之榜樣。故本文認為，奧地利

《團體責任法》仍值得思考可否捨短取長，作為我國現行法人刑事處罰規定之歸責理

論的取材，而有討論之寶貴價值。 

 

                                                

482 王效文，〈企業中的刑事法規遵循〉，收錄於：陳子平教授榮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法學與風

範──陳子平教授榮退論文集》，初版，2018 年 1 月，頁 405；王士帆，同註 34，頁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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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比較法對我國之意義與啟示 

  綜覽奧地利《團體責任法》規定後，本章旨在深究奧地利《團體責任法》是否值

得我國引以為鑑，故本文將先梳理奧地利《團體責任法》的法人歸責架構，說明學者

對此一歸責模型之贊同與批判，並揭明雙方立論基礎為何，藉此提出本文之看法。 

  再者，向來謹遵法人無法受社會道德非難之德國，於 2019 年提出《科隆團體制

裁法草案》（Kölner Entwurf eines Verbandssanktionengesetzs），德國文獻上常簡稱為《科

隆法案》（Kölner Entwurf），復於 2020 年提出《加強經濟完整性草案》（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r Integrität in der Wirtschaft）中的《團體制裁法草案》（Entwurf des 

Verbandssanktionsgesetzes, VerSanG-E），其立法理由清楚揭櫫以奧地利《團體責任法》作

為範本，並揚棄《秩序違反法》和《刑法》之兩條道路，開闢以預防措施為導向的全

新法人制裁篇章。本文以下將著重在最新出爐的《團體制裁法草案》，說明其法條規

定和立法理由。 

  緊接著後續將奧地利《團體責任法》與德國《團體制裁法草案》作對照，了解是

否有建立法人歸責之必要性，重新以我國法角度去詮釋奧地利《團體責任法》和德國

《團體制裁法草案》之規定。並於文末探討我國法如何使用廣義刑事制裁觀點看待法

人制裁的重要性。 

 

第一節 從奧地利比較法觀察 

  關於奧地利《團體責任法》的法人歸責架構，根據奧地利《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的團體歸責模型，首先必須根據第 1 項規定，確認至少符合其中之一團體責任的前

提要件（擇一即可）：「為了團體利益」（第 1 款）或「違反團體義務」（第 2 款）。而

團體責任的起因犯罪可區分為：「決策者犯罪」和「員工犯罪」。決策者犯罪（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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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2 項），必須決策者「違法且有責」地實施犯罪行為；後者則是要求除了員工有

「不法」行為外，尚須滿足決策者有選擇或組織性過失的條件，始能將員工犯罪歸責

於團體。且根據《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4 項規定，團體對於決策者和員工之同一犯

罪行為的刑事責任並不互相排斥483。 

  故《團體責任法》於以下情形，將對團體進行歸責： 

 

【圖示 3：團體歸責模型484】 

 

 

 

 

  就《團體責任法》的歸責模型觀察，既符合國際義務，而奧地利憲法法院亦認為

《團體責任法》符合憲法原則，且《團體責任法》第 3 條規定能有效滿足企業刑法

                                                
483 Radinsky,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sgesetz, in: Gröhs/Kotschnigg (Hrsg.), Wirtschafts- und 

Finanzstrafrecht in der Praxis, 1. Aufl., 2009, S. 195; Lewisch,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 in: WiR –  

Studiengesellschaft für Wirtschaft und Recht (Hrsg.), Wirtschaftsstrafrecht, 2008, S. 210 f. 
484 Radinsky, a. a. O. (Fn. 483), S. 194. 

1. 刑事犯罪 為了團體利益之犯罪 違反團體義務之犯罪 

2. 行為人 決策者 員工 

違法 有責 違法 因為決策者欠缺必要、

合理之注意，而忽略技

術、組織或人事措施，

致犯罪實行變得更容易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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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ernehmensstrafrecht）的刑事政策目的，因為該歸責模型具有明確標準而符合明

確性要求，而得以實際實行（至少考慮了訴訟證明問題）485。 

  但從犯罪政策角度來看，《團體責任法》的歸責模型的不足之處在於：當團體長

期不良發展，或其他「業務違反」（Betriebsverstöße），致使團體內部存在與刑事相關

的損害，但卻沒有一個團體內部成員存在親自滿足的個人犯罪標準（尤其是犯罪級別

的標準），此時將不會導致團體責任。若要處罰上述情形，勢必須以法律明確性和實

踐可能性（Praxistauglichkeit）為代價，始能於上述沒有任何團體內部成員存在親自

滿足個人犯罪標準的情況中，仍可對團體加以制裁。故基於現實的侷限性，刑事政策

的理想似乎無從實現，現有模型已然算是一個很好的折衷方案486。 

  對於《團體責任法》違反具有憲法地位之罪責原則、無罪推定原則和雙重處罰禁

止等重要原則的種種聲浪，隨著奧地利憲法法院宣告《團體責任法》合憲後，奧地利

學界許多論者認為現今對於《團體責任法》不須繼續有保留地適用，並將奧地利的《團

體責任法》視為各國法人處罰之「範本」。然而同時有論者質疑，《團體責任法》的法

律目標分歧不一，許多法律政策的基礎模糊又避重就輕，且概念上背馳傳統刑法基礎

之理解，存在嚴重之缺陷；此外，從奧地利實務觀察，其能夠產生的壓制法人犯罪效

果十分有限，縱使奧地利憲法法院宣告《團體責任法》合憲，法人遭起訴之數量確實

增加，但定罪的數量仍非常稀少，導致懸而未決之案件持續累積487。 

  批評者進一步加強論理力道，認為奧地利關於法人或團體對其決策者所犯之刑事

責任負責之設定，和廣義罪責原則488並不相容。蓋縱使奧地利形式上是使用團體罰鍰

                                                
485 Hilf/Urtz/Handstanger, a. a. O. (Fn. 272), S. 186. 
486 Hilf/Urtz/Handstanger, a. a. O. (Fn. 272), S. 186 f. 
487 Peter Lewisch 著，徐育安譯，〈奧地利組織團體責任──法理基礎──界限──批判〉，《月旦法學

雜誌》，299 期，2020 年 4 月，頁 46-48。 
488 廣義罪責原則，指以「自己的」、「犯罪行為者」的過錯行為（即故意或過失行為）作為刑罰基礎；

狹義罪責原則，則是指除了「自己的」過錯行為外，必須具有「個人的可責難性」（即行為能力）。

前者著重在確保沒有人在欠缺故意、過失下為他人過錯負責，為自身過錯負責的貫徹；後者的理

論更為具體明確，認為除了行為人之行為客觀上牴觸法律外，尚要求個人可被責難的情形下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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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andsgeldbuße）之詞語，仍蘊含社會倫理非難之譴責，此時就應限縮在為自己

之不當行為受罰，若是因第三人行為而受歸責，即與罪責原則相悖489。其主張關於《團

體責任法》的問題，是源自於奧地利法本身之立法問題，並非源自《保護歐體財政利

益公約第二議定書》的本身缺陷。《團體責任法》本質上，仍是對於團體中之自然人

（決策者和員工）的處罰，而將之歸責予團體，對於團體而言，這種歸責顯然違反了

憲法的誡命，即任何處罰均以行為人本身之行為與罪責為前提。在決策者犯罪（團體

責任法第 3 條第 2 項）的情形，《團體責任法》不當地將決策者犯罪連結為團體之不

當行為而對其施加處罰，直接且絕對地將決策者犯罪視為團體犯罪，對於團體而言，

這樣的歸責非常嚴苛，歸責無須任何要件，使團體無法對此進行任何辯護機會；而員

工犯罪（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之情形，除了員工不當行為外，尚須要求決策者

具有客觀上組織或監督疏失而導致，此時即使決策者僅具監管的過失，但員工為故意

犯罪之情形，團體仍應承擔故意犯罪之責任。《團體責任法》之所以放棄了員工犯罪

（不論故意犯罪或過失犯罪）的罪責要素，是希冀透過企業領導階層客觀上具有監管

疏失的瑕疵來彌補，但在員工犯罪未滿足相關全部犯罪成立要件下，此種立法方式等

於決策者具有客觀上過失非難，即可進行歸責，而毋需具備故意罪責和過失罪責，此

種歸責方式等於對無罪責的團體施加處罰，而與憲法上罪責原則相悖490。 

  然而，對於《團體責任法》犯罪中，將決策者犯罪與作為團體不當行為，屬於對

團體嚴格責任之批評，事實上是將決策者行為限縮解釋僅能是自然人行為的思維脈絡

所致。決策者行為得對團體處罰之想法，實際上是理所當然之結果，蓋決策者為團體

之機關，透過決策者的意思為社會和經濟活動，從法人實在說立場，和現代社會中承

認法人可作為權利主體，並成為訴訟主體為立基點，採取上開見解實屬故步自封，故

                                                                                                                                              

以處罰，故主觀上必須具備能夠遵守法律之能力。詳細參見：Peter Lewisch 著，徐育安譯，同註

487，頁 53 註 9 與註 10。 
489 Wolfgang Frisch 著，蔡聖偉譯，〈從犯罪行為與刑罰的基本理解檢視法人之可罰性──兼論不同的

歸責分類〉，《月旦法學雜誌》，299 期，2020 年 4 月，頁 27。 
490 Lewisch, a. a. O. (Fn. 349), S. 115 f. 另可參見：Peter Lewisch 著，徐育安譯，同註 487，頁 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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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將決策者之行為內涵拆解成兩個面向，即同時代表「自然人的行為」與「法人之行

為」，此時並不會有雙重處罰之疑義491。再者，若是以個人刑法中的罪責原則觀察《團

體責任法》，想當然爾會得出法人最終仍是為了自然人行為和罪責而受處罰的結論，

而顯得《團體責任法》的架構匪夷所思、漏洞百出。然而，如本文上一章節奧地利憲

法法院裁判的主張，法人不同於自然人，屬於法律虛構之權利義務主體，惟其與自然

人相同，皆是以參與法律和經濟生活追求特定之目的492，隨著《團體責任法》之制定，

奧地利立法者既然已創設一個不能以罪責原則為衡量準則的全新獨特刑法類型，此一

憲法原則493僅適用於自然人，而不適用於法人494。故本文認為必須認清，若是以社會

倫理非難的個人罪責來觀察《團體責任法》，勢必難以接受《團體責任法》所制定的

刑法歸責架構。但法人既然屬於法律所虛構之權利義務主體，而和自然人屬實體存在

的權利主體迥然有異，倘若總是試圖以現有的個人刑法概念套用至法人責任的建構，

理所當然會覺得格格不入，勢必得嘗試其他立法方式或法人歸責的途徑解套目前法人

刑事責任的問題。 

 

第二節 從德國比較法觀察 

  過去堅守以《秩序違反法》作為法人處罰規範的德國，近年因應現行法之不足與

缺憾，提出關於法人制裁之想法，本文將分別說明 2017 年的《科隆法案》與 2020

年《團體制裁法草案》的內容。 

 

                                                

491 有論者認為，團體之歸責，只有源自團體的結構時，此時的歸責才是「自然的」，但是因為團體無

法（自己）行動，此時只能依賴機關及自然人之行為進行歸責，認為團體責任仍是因自然人之犯

罪行為受到歸咎。但此種說法只是立論基礎之不同，若採取法人犯罪能力肯定說之見解，將肯認

法人得藉由機關為行動的結果。批評見解，參見：Peter Lewisch 著，徐育安譯，同註 487，頁 56。 
492 VfSlg. 19.522/2011. 
493 Vgl. VfSlg. 15.200/1998. 
494 王士帆，同註 25，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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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2017年 科隆團體制裁法草案 

  2017 年 所 擬 定 之 《 科 隆 團 體 制 裁 法 草 案 》（ Kölner Entwurf eines 

Verbandssanktionengesetzs），德國文獻上常簡稱為《科隆法案》（Kölner Entwurf），是

基於德國現行法制度之缺失、進行實務追蹤與統計資料的結果，認為現行制裁團體的

德國《秩序違反法》（Gesetz über Ordnungswidrigkeiten, OWiG）無助於對團體犯罪產

生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效果而提出495。 

  《秩序違反法》第 30 條規定對法人和人合團體處以罰鍰，根據本條第 2 項，處

以法人罰鍰的數額上限是 1000 萬歐元，有時對於雄厚財力之大型企業，並不會造成

經濟負擔，甚至無關緊要；但對於中小企業卻可能摧毀其存續，而造成不合理之不公

平情形，而有違制裁之有效性496。 

  當德國白領犯罪發生，適用法律時缺陷變得顯而易見，此亦被認為是國際間競爭

因素。外國法律制度，例如美國，不僅可以看到對法人的嚴厲處罰，而且其團體刑事

責任範圍要大得多。德國企業在世界市場的違法行為可能受到外國之嚴厲處罰，但由

於德國《秩序違反法》第 5 條適用嚴格的屬地原則，故根據同法第 30 條對外國公司

處以罰鍰，僅在法人於德國境內犯罪或違反監督義務，始有罰鍰可能性497。 

  德國《秩序違反法》另一個根本的缺失在於，追訴秩序違反行為並非適用法定原

則，而是便宜原則（秩序違反法第 47 條），故刑事追訴機關是否發動偵查、如何調查

犯罪嫌疑擁有廣泛之裁量權限498。 

  《科隆法案》沒有選擇法人刑罰之道路，亦未回頭改善現行德國《秩序違反法》

的罰鍰規定，而是選擇獨立之團體制裁手段，即預防導向措施（präventiv orientierte 

                                                
495 Kölner Entwurf eines Verbandssanktionengesetzes, 2017, S. 13-16.   
496 Kölner Entwurf eines Verbandssanktionengesetzes, 2017, S. 13 f. 
497 Kölner Entwurf eines Verbandssanktionengesetzes, 2017, S. 14. 
498 Kölner Entwurf eines Verbandssanktionengesetzes, 2017, 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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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ßnahme）499。處罰團體的主要目的並非威嚇，而是在於特別預防，因此在訴訟程

序及制裁之過程中，應促使團體改善其法令遵循，重新成為一個「良好企業公民」（good 

corporate citizen）500。 

  根據《科隆法案》，團體如果彌補其所造成之損害，並以適當的技術、組織，採

取人事措施以避免團體將來的不當行為，則可以僅接受部分制裁。從長遠來看，這給

該團體帶來了改善其內部結構的動力。與美國501類似，該團體的任務將由外部指導和

監督502。其構想上明白採取美國模式，並以金錢制裁作為貫徹此一構想之手段，且為

了實踐公平性與實效性，故根據《科隆法案》第 4 條第 2 項503規定，金錢制裁沒有固

定的最高上限，而是根據團體之營收為計算標準504。 

 

                                                

499 Wolfgang Frisch 著，蔡聖偉譯，同註 489，頁 30。 
500 Kölner Entwurf eines Verbandssanktionengesetzes, 2017, S. 21 f. 
501 本世紀初，美國於聯邦司法部修定檢察官起訴企業法人準則，藉由聯邦檢察官獨占起訴法人之裁

量權，得以靈活善用緩起訴處分，強制法人建立有效法令遵循之內部制度，並促使自我報告配合

偵查，使個別犯罪人接受刑事責任，而法人得以藉此換取減輕刑罰之優惠，是以，對於美國法制

而言，法人刑事責任被視為有效管制法人犯罪之法制。溫祖德，同註 197，頁 89。另可參見：林

志潔，〈面對財經犯罪（上）──檢察權行使之回顧、比較與展望〉，《檢察新論》，20 期，2016 年

7 月，頁 74 以下；林志潔，〈面對財經犯罪（下）──檢察權行使之回顧、比較與展望〉，《檢察新

論》，21 期，2017 年 1 月，頁 138 以下。 
502 Kölner Entwurf eines Verbandssanktionengesetzes, 2017, S. 24. 
503 § 4 Verbandssanktion 

(1) Die Verbandssanktion besteht in einer Geldzahlung. Sie kann teilweise zur Bewährung ausgesetzt 

werden (§ 5). 

(2) Die Höhe der Geldzahlung darf 15 Prozent des Umsatzes des Verbandes nicht überschreiten; dabei ist 

der durchschnittliche Umsatz der letzten drei Geschäftsjahre vor dem Ende der Hauptverhandlung, in 

der die tatsächlichen Feststellungen letztmals geprüft werden können, zugrunde zu legen. Hierbei ist 

auch der Umsatz von natürlichen Personen und Verbänden zu berücksichtigen, mit denen der 

Verband eine wirtschaftliche Einheit bildet. Der Umsatz kann geschätzt werden. 
(3) Bei der Bemessung der Geldzahlung sind insbesondere zu berücksichtigen: 

a) Art, Schwere und Auswirkungen der Verbandsverfehlung, 

b) der aus der Verbandsverfehlung gezogene Gewinn, 

c) Strukturen innerhalb des Verbandes, die die Begehung von Verbandsverfehlungen erleichtern, 

d) frühere Sanktionierungen des Verbandes, 

e) die Zusammenarbeit des Verbandes mit den Strafverfolgungsbehörden gemäß § 14 Absatz 1 Satz 1 

Nr. 2, 

f) die Vornahme geeigneter technischer, organisatorischer und personeller Maßnahmen zur 

Vermeidung von Verbandsverfehlungen, 

g) Leistungen zur Wiedergutmachung des durch die Verbandsverfehlung entstandenen Schadens und 

h) die Folgen der Sanktion für die wirtschaftliche Existenz des Verbandes. 
504 Kölner Entwurf eines Verbandssanktionengesetzes, 2017, 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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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2020年 加強經濟完整性草案 

第一款 法案背景 

  2020 年 4 月聯邦司法及消費者保護部復提出《加強經濟完整性草案》（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r Integrität in der Wirtschaft）的最終版本，草案中說明了，

其規定旨在確保有效打擊白領犯罪，並確保從員工不當行為中受益的公司有效地承擔

責任，以增強對經濟完整性的信心，並使合法的德國絕大多數公司受益。只要個別公

司違反規定並因此獲得競爭優勢，將損害了整個經濟的聲譽，如果沒有適當的回應，

將會削弱人們對法治的信心。故新規定旨在解決這一問題505。其和《科隆法案》類似，

對於團體所實施之制裁脫離《秩序違反法》，轉而建立獨立之《團體制裁法》

（Verbandssanktionengesetz, VerSanG），同樣是與《秩序違反法》第 30 條的罰鍰固定

上限（1000 萬歐元）脫鉤，並對大型企業規定了可達企業年營業額百分之十的制裁，

促使得以期待大型企業為了避免受到制裁而努力要求其決策者活動時不實施犯罪，例

如導入法令遵循措施與國際刑事調查等。另一重要之制裁，即剝奪團體自犯行所獲得

之利得，採取總額原則，包含所有（不扣除必要支出）之獲益。再者，程序方面，對

法人程序採取起訴法定原則──強制訴追，搭配實務上終止程序規定加以緩和──來

取代適用現今之起訴便宜原則，以實踐公平原則506。 

  關於組織罪責的問題，《團體制裁法草案》（Entwurf des Verbandssanktionsgesetzes, 

VerSanG-E）亦解決了這個疑慮，在《團體制裁法草案》第 2 條第 2 項507規定中明確揚

                                                
505 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r Integrität in der Wirtschaft, 2020, S. 50. 
506 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r Integrität in der Wirtschaft, 2020, S. 1; Wolfgang Frisch 著，蔡

聖偉譯，同註 489，頁 31。 
507 § 2 Begriffsbestimmungen; Auslandstaten 

(2) Einer Verbandstat steht eine Tat gleich, auf die das deutsche Strafrecht nicht anwendbar ist, wenn 

1. die Tat nach deutschem Strafrecht eine Straftat wäre, 

2. die Tat am Tatort mit Strafe bedroht ist oder der Tatort keiner Strafgewalt unterliegt, 

3. der Verband zur Zeit der Tat einen Sitz im Inland hat und  
4. die sonstigen Voraussetzungen des Absatzes 1 Nummer 3 erfüllt s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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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了將所有德國《刑法》規定適用於團體犯罪的必要性，從而為組織過失的歸責另闢

蹊徑508。 

第二款 條文規定與立法理由 

第 3條 【團體責任】509
 

(1) 對團體施加制裁，當 

1. 作為團體之負責人犯罪或 

2. 為了團體利益實行犯罪行為，如果團體之負責人原本可以通過採取適當的預

防措施來避免團體犯罪，例如組織、選擇、調控、監督來預防犯罪，以預防

犯罪或使犯罪更加困難。 

(2) 法院得認定存在特別嚴重的情形。特別嚴重的情形，一般指團體犯罪表現出不利

於團體之情形，並且 

1. 團體犯罪是負責人之一所違犯之犯罪，或 

2. 團體犯罪是至少加重有期徒刑之罪，且 

a) 由團體一名高層負責人違犯，或由數名團體負責人共同違犯，和 

                                                
508 Momsen/Willumat, Strafrechtliche Verantwortlichkeit von Unternehmen für Menschenrechtsverletzungen 

– Zurechnung von Verantwortung entlang von Wertschöpfungsketten, KriPoZ 2019, S. 333. 
509 § 3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  

(1) Gegen einen Verband wird eine Verbandssanktion verhängt, wenn jemand  

1. als Leitungsperson dieses Verbandes eine Verbandstat begangen hat oder  

2. sonst in Wahrnehmung der Angelegenheiten des Verbandes eine Verbandstat begangen hat, wenn 

Leitungspersonen des Verbandes die Straftat durch angemessene Vorkehrungen zur Vermeidung 

von Verbandstaten wie insbesondere Organisation, Auswahl, Anleitung und Aufsicht hätten 
verhindern oder wesentlich erschweren können.  

(2) Das Gericht kann das Vorliegen eines besonders schweren Falls feststellen. Ein besonders schwerer 

Fall liegt in der Regel vor, wenn in der Verbandstat besondere gegen den Verband sprechende 

Umstände zum Ausdruck kommen und 

1. die Verbandstat ein von einer Leitungsperson begangenes Verbrechen ist oder 

2. die Verbandstat mit einer im Mindestmaß erhöhten Freiheitsstrafe bedroht ist und 

a) von einer hochrangigen Leitungsperson des Verbandes begangen wird oder an ihr mehrere 

Leitungspersonen des Verbandes beteiligt sind und 

b) ihr Verbandstaten von Leitungspersonen des Verbandes, für die der Verband nach Absatz 1 

Nummer 1 verantwortlich ist, vorausgegangen sind. 

(3) Die §§ 1, 2 und 8 des Strafgesetzbuches gelten entsprech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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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團體負責人對於團體行為，當該團體負責人依據第 1項第 1款有責時，優

先適用。 

(3) 《刑法》第 1條、第 2條和第 8條規定，準用之。 

 

  德國《團體制裁法草案》規範了實施團體制裁的要件，其與《秩序違反法》第

30 條不同，並不適用於負責人違反行政秩序的情形；此外，與《秩序違反法》第 30

條相反，《團體制裁法草案》規定對團體犯罪行為實行團體制裁，故縱使不能對於自

然人的部分進行訴追（例如團體犯罪的行為人已經死亡，或是於國外犯罪，但德國刑

法不能適用於團體犯罪之情形），仍可對於團體單獨進行訴追。如果負責人的行為，

既屬刑事犯罪行為（團體制裁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亦屬秩序違反行為（秩序違

反法第 30 條），此時僅適用《團體制裁法草案》規定，而無對團體雙重處罰之問題510。 

  負責人的定義規範於《團體制裁法草案》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511，包括負責管理

團體業務之人與在管領職位上行使監督權之人。根據《團體制裁法草案》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當團體之負責人犯罪，得對團體施加制裁。並且，團體犯罪應和負責人的

職位有內部聯繫，此時負責人之行為是否符合或超越職權範圍，抑或為團體之行為是

否與保護自身利益有所聯繫，皆非所問512。 

                                                
510 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r Integrität in der Wirtschaft, 2020, S. 77. 
511 § 2 Begriffsbestimmungen; Auslandstaten 

(1) Im Sinne dieses Gesetzes ist 

2. eine Leitungsperson: 

a) ein Mitglied eines vertretungsberechtigten Organs einer juristischen Person, 

b) ein Mitglied des Vorstandes eines nicht rechtsfähigen Vereins, 

c) ein vertretungsberechtigter Gesellschafter einer rechtsfähigen Personengesellschaft, 

d) ein Generalbevollmächtigter und, soweit er eine leitende Stellung innehat, ein Prokurist und ein 

Handlungsbevollmächtigter eines Verbandes, 

e) jede sonstige Person, die für die Leitung des Betriebs oder Unternehmens eines Verbandes 

verantwortlich handelt, wozu auch die Ü berwachung der Geschäftsführung oder die sonstige 

Ausübung von Kontrollbefugnissen in leitender Stellung gehört, 
512 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r Integrität in der Wirtschaft, 2020, S. 78. Vgl. BGH, Beschluss 

vom 18.7.1996 – 1 StR 386/96, NStZ 1997, 30 f.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43 

  負責人的團體犯罪必須是「完全負責」的，亦即必須是違法並有責之行為。並且，

如果負責人的行為欠缺《團體制裁法草案》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513中的「違反團體義

務」或「有利於團體」要件，此時即無從符合團體制裁的前提要件。另外，如果是負

責人的「份外犯罪」，亦無法使團體負擔責任514。 

    《團體制裁法草案》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如果團體犯罪並非負責人，而

是其他人員於團體事務中違犯，此時如果團體負責人可以透過適當的組織、選任、指

導或監督來防止犯罪或使犯罪更加困難，即可施加團體制裁。應強調的是，其他人員

指的並不一定是團體內部人員，亦有可能僅是暫時受託與團體事務有關之任務，但該

團體犯罪的行為人不能成為未受管理和指示權限拘束者，此時必須要求該行為人受到

負責人的選任、指導和監督。如果負責人無法證明盡所需的管理和指示權限，則可能

出現組織錯誤（Organisationsfehler）的情形515。此外，非負責人的團體犯罪亦須是違

法且有責的「完全負責」行為，而《秩序違反法》第 130 條第 1 項的義務並不必然須

違反刑事責任，不要求行為人之行為應違法且有責的，故在非「完全有責」的情形下，

此時仍可根據《秩序違反法》第 30 條、第 130 條規定對團體處以罰鍰516。 

  所謂組織、選擇、指導和監督的適當措施，基本上可以使用《秩序違反法》第

130 條規定所制定之原則517，條文中所規定「必要」和「適當」的監督，即該防止犯

罪的組織、選擇、指導和監督措施必須是在法律上容許、適當且必要的，並且不得超

出合理範圍。此一措施尚包括管理、協調、組織和控制等職責，其中的監督甚至必須

                                                
513 § 2 Begriffsbestimmungen; Auslandstaten 

(1) Im Sinne dieses Gesetzes ist 

3. eine Verbandstat: eine Straftat, durch die Pflichten, die den Verband treffen, verletzt worden sind 

oder durch die der Verband bereichert worden ist oder werden sollte. 
514 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r Integrität in der Wirtschaft, 2020, S. 78. Vgl. Rogall, in: Senge 

(Hrsg.), Karlsruher Kommentar zum Ordnungswidrigkeitengesetz, 5. Aufl., 2018, § 30 Rn. 112 m.w.N. 
515 Vgl. zu § 130 OWiG Göhler/Gürtler, Gesetz über Ordnungswidrigkeiten: OWiG, 17. Aufl., 2017, § 130 

Rn. 19. 
516 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r Integrität in der Wirtschaft, 2020, S. 78. Vgl. Rogall, a. a. O. (Fn. 

514) , § 130 Rn. 79. 
517 Vgl. Rogall, a. a. O. (Fn. 514), § 130 Rn. 39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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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預和避免團體犯罪行為，並於必要時實施制裁518。但仍須注意，應考量對於負責人

的合理限制，否則過度的監督措施將會破壞企業經營甚至進一步侵害員工的人性尊嚴

519。上開管理、協調、組織和控制義務可以透過法令遵循措施實現，課予員工合作義

務（例如：報告其他員工涉嫌刑事犯罪之義務），要求其不得損害其他值得保護員工

之利益。但是，法令遵循系統的存在並不代表團體即不會受到處罰520，仍應視業務活

動領域的負責人員是否已盡注意調查521，此時需要採取哪些（預防）措施應取決於具

體狀況，尤其應視公司類型、規模、組織、對公司產生之危險、員工人數、須遵守之

法規等等522。據此，對於違法風險較低的中小型企業，僅須採取較簡易的措施即已足

夠，通常不需要特地「添購」法令遵循系統523。 

  可以想見的是，法令遵循系統仍有其侷限性，不能對於刑事犯罪進行全方位預防

和保護，特別是在行為人出於自身動機致力於違犯犯罪之情況，因此對於此種「份外

犯罪」，法令遵循系統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而無法發生預防犯罪功能524。  

不採取預防措施必須具客觀義務違反性，由此造成的犯罪風險亦應具有客觀預見

可能性。此時與《秩序違反法》第 130 條規定不同，負責人不須故意或過失疏忽監督

措施，只須違法且有責地違犯團體犯罪，即可確立團體責任。亦即，此時的不採取預

防措施客觀上可得確定即可525。 

  法院可以根據《團體制裁法草案》第 3 條第 2 項第 1 句判定是否存在特別嚴重之

情形。同條項第 2 句中，提供何謂特別嚴重情形的例示，指團體犯罪不利於團體，並

                                                
518 Vgl. Rogall, a. a. O. (Fn. 514), § 130 Rn. 42. 
519 Vgl. BGH, Beschluss vom 11.3.1986 – KRB 7/85, wistra 1986, 222. 
520 Vgl. zu § 130 OWiG Engelhart, Sanktionierung von Unternehmen und Compliance, 2. Aufl., 2012, S. 403; 

Rogall, a. a. O. (Fn. 514), § 130 Rn. 58. 
521 Vgl. Rogall, a. a. O. (Fn. 514), § 130 Rn 43. 
522  Vgl. Hauschka/Moosmayer/Lösler-Pelz, Corporate Compliance, 3. Aufl., 2016, § 5 Rn. 16; 

Hauschka/Moosmayer/Lösler-Greeve, Corporate Compliance, 3. Aufl., 2016, § 25 Rn. 189. 
523 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r Integrität in der Wirtschaft, 2020, S. 78 f. 
524 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r Integrität in der Wirtschaft, 2020, S. 79. Vgl. Rogall, a. a. O. (Fn. 

514), § 130 Rn 45 f. 
525 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r Integrität in der Wirtschaft, 2020, S.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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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進而滿足同條項第 1 款或第 2 款之情事。第 1 款指的是負責人違犯犯罪之情形，屬

於特別重大的團體犯罪；第 2 款則是團體犯罪屬於至少加重有期徒刑之罪，通常情況

亦特別嚴重，此時必須進而滿足以下條件：「由團體一名高層負責人違犯，或由數名

團體負責人共同違犯」（字母 a）或「團體負責人對於團體行為，當該團體負責人依

據第 1 項第 1 款有責時，優先適用」（字母 b）。雖然《團體制裁法草案》第 3 條第

2 項第 1 款側重於團體犯罪之重要性，但同條項第 2 款考慮了以下情事：即團體中的

刑事犯罪可能具有特殊的嚴重性，犯行顯現出鞏固（團體）結構或組織的特徵，換句

話說，即鞏固了（團體）商業經營，此時已超出了所涉及之自然人的個人罪責（如果

確實如此）526。 

  根據《團體制裁法草案》第 3 條第 3 項規定，德國《刑法》第 1 條527、第 2 條528

和第 8 條529規定亦適用於團體制裁中530。 

 

第三節 比較法對於我國的啟發與借鏡 

                                                
526 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r Integrität in der Wirtschaft, 2020, S. 80. 
527 § 1 StGB (Keine Strafe ohne Gesetz) 罪刑法定 

Eine Tat kann nur bestraft werden, wenn die Strafbarkeit gesetzlich bestimmt war, bevor die Tat 

begangen wurde. 
528 § 2 StGB (Zeitliche Geltung) 時之效力 

(1) Die Strafe und ihre Nebenfolgen bestimmen sich nach dem Gesetz, das zur Zeit der Tat gilt. 

(2) Wird die Strafdrohung während der Begehung der Tat geändert, so ist das Gesetz anzuwenden, das 

bei Beendigung der Tat gilt. 

(3) Wird das Gesetz, das bei Beendigung der Tat gilt, vor der Entscheidung geändert, so ist das mildeste 

Gesetz anzuwenden. 

(4) Ein Gesetz, das nur für eine bestimmte Zeit gelten soll, ist auf Taten, die während seiner Geltung 

begangen sind, auch dann anzuwenden, wenn es außer Kraft getreten ist. Dies gilt nicht, soweit ein 

Gesetz etwas anderes bestimmt. 

(5) Für Einziehung und Unbrauchbarmachung gelten die Absätze 1 bis 4 entsprechend. 

(6) Ü ber Maßregeln der Besserung und Sicherung ist, wenn gesetzlich nichts anderes bestimmt ist, nach 

dem Gesetz zu entscheiden, das zur Zeit der Entscheidung gilt. 
529 § 8 StGB (Zeit der Tat) 行為時 

Eine Tat ist zu der Zeit begangen, zu welcher der Täter oder der Teilnehmer gehandelt hat oder im Falle 

des Unterlassens hätte handeln müssen. Wann der Erfolg eintritt, ist nicht maßgebend. 
530 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r Integrität in der Wirtschaft, 2020, S.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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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覽奧地利《團體責任法》與德國法《科隆法案》與《團體制裁法草案》之制度

後，本文以下將進行對照與分析，進而判斷法人歸責是否具有重要性。若肯定法人歸

責的價值，此時困難的地方即在於確立法人之監督義務，故本文將試圖利用我國現有

的過失不作為犯概念分析奧地利《團體責任法》之內容，並於文末呼籲以廣義刑事制

裁角度看待法人制裁之問題。 

 

第一項 奧地利與德國法人刑事處罰規定之比較 

  藉由上述比較法之觀察，將發現奧地利《團體責任法》、德國《科隆法案》與《團

體制裁法草案》之法人歸責結構雷同，皆著重在自然人犯罪的與團體間之連結性。例

如德國《團體制裁法草案》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即明白揭示，當團體之負責人犯罪，

得對團體施加制裁。並且，團體犯罪應和負責人的職位有內部聯繫，此時負責人之行

為是否符合或超越職權範圍，在所不問531。本文以下將分析奧地利《團體責任法》與

德國《團體制裁法草案》之相似處，並進而作為我國之參考借鏡。 

  奧地利《團體責任法》認為符合第 3 條第 1 項共通要件下，並排除危害團體行為

和內部人員份外犯罪後，可將起因犯罪區分為決策者犯罪（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2

項）與員工犯罪（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前者認為決策者行為必須違法並有責；

後者則要求員工行為應具備不法，且同時決策者要有監督管領疏失存在。此一理論架

構於德國《團體制裁法草案》重現：負責人的團體犯罪必須是完全有責的，又《團體

制裁法草案》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中必須符合「違反團體義務」或「有利於團體」前

提要件；另外，如果是負責人的「份外犯罪」，亦無法使團體負擔責任532。但應強調

                                                
531 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r Integrität in der Wirtschaft, 2020, S. 78. vgl. BGH, Beschluss 

vom 18.7.1996 – 1 StR 386/96, NStZ 1997, 30 f.   
532 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r Integrität in der Wirtschaft, 2020, S. 78. Vgl. Rogall, a. a. O. (Fn. 

514), § 30 Rn. 112 m.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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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德國《團體制裁法草案》在非負責人的團體犯罪情形，強調必須是「違法且有責」

的行為，似乎是回應奧地利學理上針對員工起因犯罪不須罪責之批評。 

  如前所述，奧地利《團體責任法》在員工犯罪的情況，要求除了員工不法行為外，

須決策者有客觀注意義務之違反，故重點在於監督義務之相關要件審查，若僅是不服

從形式規定尚不構成注意義務之違反，抑或監督措施是不可行、不必要或不可期待時，

團體不負擔刑事責任533。無獨有偶，德國《團體制裁法草案》認為防止犯罪的組織、

選擇、指導和監督措施，必須是在法律上容許、適當且必要的，屬於必要的預防措施

（gebotene Sorgfalt）。若認為監督措施不可行、不必要或不可期待，此時團體不承擔

責任534。 

  且在結果不法的判斷中，奧地利《團體責任法》採取風險升高理論，認為若可以

認定決策者之監督疏失導致員工犯罪成為可能或更加容易，此時團體應對該構成要件

結果負責。相較下，德國《團體制裁法草案》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亦可以推

導出：如果團體犯罪並非負責人而是其他人員於團體事務中違犯，此時若團體負責人

可以透過適當的組織、選任、指導或監督來防止犯罪或使犯罪更加困難，即可施加團

體制裁535，同樣是採取風險升高理論的見解。 

  本文認為，在對奧地利《團體責任法》規範去蕪存菁下，德國誕生了此部《團體

制裁法草案》，此時得透過奧地利《團體責任法》與德國《團體制裁法草案》之比較，

了解奧地利《團體責任法》之優勢與不足，更可徵奧地利《團體責任法》的歸責模式

值得作為我國之借鑑。 

 

第二項 法人歸責之必要性 

                                                
533 EBRV 994 BlgNR 22. GP, 23;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41. 
534 Vgl. Rogall, a. a. O. (Fn. 514), § 130 Rn. 42. 
535 Vgl. zu § 130 OWiG Göhler/Gürtler, a. a. O. (Fn. 515), § 130 R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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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刑罰是屬於對於個人權利之侵犯，故此時責任亦必須是個人的。這意味著，

當法人沒有有責行為即無法受到處罰。這樣的中心思想是立基於德國《刑法》第 29

條536規定，即：「每一參與者各因自己的罪責受罰，不必考慮他人之罪責。」但是根

據該規定，指第三人之罪責不能進行歸責，並由此得出反對法人刑事責任之見解。但

是，如果有罪判決始終是對一個權利主體的歸責判決，那麼這個原則就不言可喻了，

蓋法人也可以成為歸責主體，成為受判決之對象，故可以得出德國《刑法》第 29 條

規定不適用於法人之結論537。 

  對於法人刑事責任的反對意見是從人性尊嚴的罪責概念導引出，罪責原則有憲法

地位故具有正當性，但法人明顯沒有所謂人性尊嚴的問題，故不足作為參考。歸責的

原因是基於能夠按照規範調整其行為的自身能力，即所謂的「自由意志」（freie Wille），

那麼假定自由意志是人性尊嚴的一部分，或者其即是人性尊嚴本身，將推導出不負責

任的人沒有人性尊嚴，不屬於歸責對象，因此亦不屬於「人」，但實際上現今不可能

得出這樣的結論。總言之，事實上根本沒有必要如此狹義理解刑罰之概念538。 

  奧地利《團體責任法》的目標在於：預防、制裁、轉向和恢復（原狀）。根據規

定，奧地利立法者的目標有二：首先，遏止任何形式的團體犯罪；其次，如果預防措

施失敗發生了刑事犯罪，則恢復原狀，即賠償損害並考慮到受害方的利益。最重要的

預防措施是引入有效的風險管理，並在該團體之幫助下安裝相關警示系統，以最大程

度地減少相關危險，並預期會對其他團體產生進一步的預防作用，特別是對團體處以

罰鍰或部分與對該組織的技術、組織或人員措施有關，即所謂的「指令」（Weisung）

539。是以，《團體責任法》相較個人刑法，更加重視預防作用，團體責任的目標在於

                                                
536 § 29 StGB (Selbständige Strafbarkeit des Beteiligten) 

Jeder Beteiligte wird ohne Rücksicht auf die Schuld des anderen nach seiner Schuld bestraft. 
537 Renzikowski, Rechts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 zur Strafbarkeit von Verbänden, GA 2019, 156 f. 
538 Renzikowski, a. a. O. (Fn.537), 157. 
539 Eidam (Hrsg.), Unternehmen und Strafe Vorsorge- und Krisenmanagement, 5. Aufl., 2018, S. 325 Rn.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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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監管之體系，以預防未來犯罪之發生540，並非僅將刑罰作為社會道德的個人非難。

且實際觀察，亦對於刑法上的法令遵循造成相當可觀的預防功用541。 

  在德國《科隆法案》和《團體制裁法草案》中，藉由對法人施加罰鍰，提醒法人

負有活動時不犯罪之義務，促使其採取必要措施來要求決策者或員工活動時不從事犯

罪。奉行上述預防性目標，可以得知團體制裁並非屬於一種懲罰性制裁，而是預防未

來犯行為導向之措施，故讓團體制裁與德國《刑法》和《秩序違反法》脫勾，有論者

即認為屬於合宜之立法方式，並且主張在對法人進行的程序中，雖然不將團體制裁稱

之為「刑罰」，但在程序上仍讓團體適用刑事訴訟法規定，賦予法人刑事被告諸項權

利，避免法人被告受到不正當制裁542。 

  經由上述奧地利和德國之比較法觀察，不難發現各國傾向建構法人刑事責任以因

應現今法人之犯罪活動。國際上如有處罰法人之刑法，其型態除了金錢制裁，更重要

在於改造法人內部治理並建立法令遵循系統543，迎合現代社會法人屬於私法上權利主

體重要角色的現況，而討論的重點應回歸在法人歸責的建構上。 

  但不得不否認，上開法人刑法的建構上仍然面臨諸多之難題和貶謫。如前所述，

奧地利《團體責任法》中採取批判立場者，認為奧地利憲法法院裁判並未實際解決刑

法上之問題，其論證並無連貫性544。在德國文獻上，有些論者亦認為《團體制裁法草

案》存在諸多疑慮，例如：認為便宜原則可以有效確保法人責任的實現，但草案卻將

採起訴法定原則；《團體制裁法草案》承繼了《秩序違反法》第 30 條第 2a 項第 1 句

的漏洞，未填補漏洞，導致權利義務繼受出現問題，特別是如果在開啟制裁程序後始

移轉團體資產的情形，如何對於後手進行制裁即有疑義；再者，處以法人金錢給付的

                                                
540 Hilf/Urtz/Handstanger, a. a. O. (Fn. 272), S. 32. 
541 Peter Lewisch 著，徐育安譯，同註 487，頁 46。 
542 Wolfgang Frisch 著，蔡聖偉譯，同註 489，頁 32。 
543 林 志 潔 ， 法 人 受 罰  還 要 被 罰 ？ ， 中 國 時 報 ， 2018 年 1 月 7 日 ，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180107002721-262105?chdtv，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6 日。 
544 Peter Lewisch 著，徐育安譯，同註 487，頁 48、54-55。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180107002721-26210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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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額上限亦有擔憂之處，蓋制裁框架沒有固定之上限，而是以企業營收作為上限，違

反了法律明確性要求；此外根據《基本法》（Grnudgesetz, GG）第 103 條第 2 項規定：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前之法律規定處罰者為限」，此時金錢制裁之多寡取決於制裁

實施前最後三年營收的最大數額，將導致受規範對象於「行為發生前」皆不能預見等

545。是故，如何避開上述之爭議並且建構達到預防犯罪目的之法人歸責理論，即屬我

國法勢必得面對之核心議題，而非望之卻步，否則理論終究是紙上談兵而已。 

 

第三項 確立法人監督義務 

  承上所述，若考慮將奧地利《團體責任法》作為我國法人歸責之基礎，得將之與

我國現有制度做比較，以方便理解相關之概念與脈絡。 

  奧地利《團體責任法》在員工作為起因犯罪之歸責模型，強調法人自身的監管疏

失（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2 款），作為法人歸責的重要基石，故此一歸責結構

應可使用我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概念作為理解的端緒。 

  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構成要件，主要是行為人具「保證人地位」，並且有「作為可

能性」，卻「不為法要求之特定行為」，而導致「結果發生」，且不作為與結果之發生

具有「因果關係」和「客觀歸責」。而檢驗過失犯之要件，包括：過失行為的「行為

不法」與「結果不法」546。此時不難發現其與上述員工犯罪之團體歸責架構具相似性，

本文以下將奧地利《團體責任法》套入我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的原有架構中進

行對照和剖析。 

                                                
545 Vgl. Achenbach, Der Entwurf eines Verbandssanktionengesetzes und die großen Ordnungswidrigkeiten, 

ZIS 2020, S. 5 f. 
546 林山田，同註 88，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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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種團體監督過失為不作為犯，故須先確立團體對於業務運作或內部執業人員具

有保證人地位為前提。保證人地位方面，團體從職業義務而來的義務承擔，這和奧地

利《刑法》第 2 條不作為犯的保證人地位具有類似性，保證人地位是指從法秩序得出

其有避免結果發生的特別義務547，且以具有法律義務為前提，違反該法律義務始可將

犯罪歸責於團體。團體有關的義務可以溯及於整個法律體系，特別是行政法和民法上

義務，從團體的活動範圍得以推斷該義務來源，並取決於團體的業務範圍及與之連結

的營業特有風險548。如：危險前行為（Ingerenz）的保證人地位、提高風險前行為

（gesteigert riskantes Vorverhalten）的保證人地位、基於法律的保證人地位、基於監督

義務的保證人地位與基於接管保護功能的保證人地位549。有論者即認為，只要能夠說

理妥當，此時保證人地位不需侷限於一端，將更能保障人民於現代企業活動下的安全

與健康550。 

  要求具保證人地位之行為人負有作為義務，必須具備作為可能性，即行為人對於

構成要件結果之發生具有防止可能性時，此一不作為始具有不法品質，蓋任何人均無

義務行不可能之事（ultra possenemo obligatur）551。奧地利《團體責任法》雖認為決

策者應採取技術、組織和人員措施以防止犯罪，但要視情況適當且合理。條文之用詞：

「必要的預防措施」（gebotene Sorgfalt）之標準，即要求措施是可行的，如果措施不

可行、不必要或不可期待，此時團體不承擔責任552。 

  不作為方面，現行法下將不作為列入具有刑法重要性的行止，並賦予重要意義，

如此看來駁斥法人無法實行具有刑法重要性之行為的聲浪便明顯減少許多。因此若將

不作為理解為不干涉他人所推定的事件流程，那麼法人當然能夠實現此種意義下之不

                                                
547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12. 
548 EBRV 994 BlgNR 22. GP 22;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14. 
549 關於法人犯罪的保證人地位來源，參見：張麗卿，同註 118，頁 267-269。 
550 張麗卿，同註 118，頁 269。 
551 林山田，同註 88，頁 245。 
552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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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且法人的可能犯行裡，最終也只有不作為之可能性，例如法人違反其所負有的

安全義務、產品監控義務與回收義務等。縱使決策者或員工已有所作為，但預防措施

不足時，從法人之角度而言，仍有不作為存在；決策者或員工透過積極作為違犯犯罪

的情況，對於法人仍是涉及到不作為之情形553。 

  應強調者，以不作為當作法人犯罪之可能的行為模式，事實上亦無法完全解消法

人欠缺行為能力的批判，蓋只有當行為人具有行為選擇（Handlungsalternative），亦即

能夠從事法律所期待的行為，才是刑法所要處罰之不作為，稱得上蘊含義務侵害之能

量，但法人只能經由自然人（即機關）為其行為。故有論者說明，僅在承認這種正確

行事之──透過自然人的──間接可能性對於法人的不作為屬充分、足夠時，才算得

上是法人違反義務之不作為554。 

  此外，關於過失的判斷，《團體責任法》希望沿用個人刑法中的過失概念，適用

現有的（法律）標準，而不想另外創立過失之標準555，故過失犯的「行為不法」和「結

果不法」為判斷重點。 

  行為不法，指行為人以其違背義務之行為，導致法益之破壞或危險，故此時只要

行為人的行為違背客觀注意義務，即具有行為不法。所謂違背客觀注意義務，指依據

客觀情狀可認定行為人從事特定行為時，客觀上應保持相當之注意義務，行為結果是

社會一般人的生活經驗可以預計會發生結果者，即所謂經驗風險，此時該結果是客觀

上可預見，行為人便負有注意義務，行為人若客觀上可預見構成要件結果之發生，卻

根本未履行此種注意義務，或履行不足，均可認定具行為不法556。奧地利《團體責任

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2 款中，認為所謂經驗風險，常由於工作環境的特定條件，致使

犯罪的風險非常顯著，例如：工人設備不足，抑或任何不採取安全預防措施來保護工

                                                

553 Wolfgang Frisch 著，蔡聖偉譯，同註 489，頁 18。 
554 Wolfgang Frisch 著，蔡聖偉譯，同註 489，頁 18。 
555 EBRV 994 BlgNR 22. GP, 23;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42. 
556 林山田，同註 88，頁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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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造成工作事故風險等等557，此些情況應可認為屬經驗風險的存在而有預見可能性。

同時規範考慮因素的特殊風險亦應納入考慮，故可將信賴原則作為業務分配最佳化的

準則，此時於信賴原則的框架內，團體可以假定其員工不會犯任何（故意）犯罪，而

有效率地分工合作，若有內部人員破壞此種信賴，此時即可主張未違背客觀注意義務

而不具備行為不法，進而免除負過失責任。此外，在確定某行為的固有風險時，可能

還需要檢查是否有所謂自我負責之情形，原則上團體本身即無客觀注意義務違反，蓋

若是員工或顧客拒絕決策者盡保護或監督義務，此時將可使團體本身免於違反義務之

指控558。 

  在認定具行為不法後，需進一步判斷行為所發生之結果是否具有結果不法。此時

應具備兩要件，「結果與行為間具有風險實現關係」（尤其指的是必須結果與行為間有

常態關聯性的情形），且「結果必須具有可避免性」559。而奧地利《團體責任法》，以

類似幫助犯結構、「風險升高理論」來處理此一問題，立法理由認為決策者「疏忽必

要且可期待之注意」，與員工犯罪之間，因風險升高而存在結果不法560。亦即當監督

疏失導致員工犯罪「成為可能或變得相當容易」，具有所謂促進因果關係，此時即認

為行為人之行為導致風險實現。但應說明的是，風險升高為Roxin學者所提出之概念，

其說明如果遵守義務規範即可降低結果發生之機率，違反義務規範之行為與實際發生

結果間即具有客觀歸責。但在適用風險升高理論時，有文獻批評此一理論違背法律規

定將實害犯轉換為具體危險犯處罰，並限制了罪疑唯輕之適用561。但採取支持見解者

則認為，風險升高理論可以修正「結果可避免性」實體要件並排除罪疑唯輕原則於假

設性事實流程的適用，否定見解應是將「即使遵守義務結果也不免發生」之案例，誤

                                                
557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65. 
558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76 f. 
559 林山田，同註 88，頁 190-191。 
560 Fabrizy, in: Höpfel/Ratz (Hrsg.), a. a. O. (Fn. 415), § 12 Rz. 86;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82. 
561 參見：林鈺雄，同註 57，頁 17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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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依照風險升高理論仍可歸責，並據此得出「限制罪疑唯輕原則，並過度擴張歸責範

圍」之結論，然誠屬誤解562。 

  此外，不作為與結果之發生具有「因果關係」和「客觀歸責」。不作為與結果間

之因果關聯，必須將條件理論進行修正，從規範評價的角度出發，認為「不可想像『加

入』（作為）之後具體結果仍發生者，即有因果關係」，屬於一種假設性的因果關係

（hypothetische Kausalität）或準因果關係（Quasi-Kausalität）。基本上，若認為行為人

履行作為義務實施法所要求之作為，則構成要件結果有「幾近確定的高度可能性」不

至於發生時，即可認定不作為與結果之間具備因果關聯性563。奧地利《團體責任法》

對此亦強調，在發生真實事件時，將質疑決策者盡監督義務是否影響事實因果過程的

發生；如果沒有，則忽略其對結果發生的假設影響564。 

   至於不作為與結果間之客觀歸責，原則上適用與作為犯相同的判斷，在客觀歸責

層次，展現出違反義務行為與結果發生間的義務違反關聯性，並且具有結果可避免性

565。例如：反常因果歷程的情形，或屬於被害人或第三人自我負責之情形，均得以排

除不作為與結果間之客觀可歸責性。 

  此時應可發覺到，在過失犯的構成要件行為不法和結果不法所出現的用語，事實

上和客觀歸責的審查並無二致，國內亦多有論者認為，可將客觀歸責理論可運用在過

失犯行為不法與結果不法之判斷中566；甚至認為過失犯之審查即可以客觀歸責吸收567，

但此時均不影響審查之結果，詳細內容可參閱上述之「行為不法」與「結果不法」之

評述。 

                                                

562 林鈺雄，同註 57，頁 516。 
563 林鈺雄，同註 57，頁 546-547；林書楷，《刑法總則》，4 版，2018 年 9 月，頁 465。 
564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79. 
565 林鈺雄，同註 57，頁 547。 
566 林山田，同註 88，頁 178。 
567 林鈺雄，同註 57，頁 546-547；林書楷，同註 563，頁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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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脫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框架，再來需要討論的是，奧地利《團體責任法》

第 3 條第 3 項第 2 款關於法人監管疏失之問題。監督過失可以認為是管理危險物或場

所，或是在監督他人時，因管理者或監督者之疏失，導致法益侵害發生之情形。此時

由於管理者或監督者不在現場，且就算發生疏失，通常也屬於不作為，不會直接導致

結果發生，而需要其他人的行為或設備之作用始能造成法益侵害。此種監督過失的特

性，導致在實際案例中，經常發生因法益侵害的因果關係無從認定，而導致難以認定

行為人於具體因果流程568中具有預見可能性569，故諸多論著嘗試為監督過失解套．發

展相關學說處理此一癥結570。 

  所謂法人監管過失，即決策者客觀注意義務違反的問題。如奧地利《團體責任法》

當時之介紹，團體的故意責任與決策者的（主觀）注意義務違反無關，而是與引起起

因犯罪之員工的故意進行連結。決策者違反組織義務，代表團體本身客觀注意義務違

反，主觀可預見性的問題並不重要571，此時在實務的證明上將更加順遂。德國《團體

制裁法草案》亦認為負責人不須故意或過失疏忽監督措施，只須違法且有責地違犯團

                                                

568 於法人犯罪中，特別是近年來時常發生的食安犯罪、環境犯罪等等，往往需要相當時間才會引發

結果，若採用相當因果關係，則在相當性的判斷上將發生困難。故此種犯罪類型，無法依據社會

生活的一般經驗加以判斷，而需要運用專門的科學知識對因果關係進行證明，日本學說上「疫學

因果關係」之概念可供參酌。其指，在醫學上無法釐清的事項，使用統計學方法大量觀察，藉此

找出其規則性來認定因果關係。疫學因果關係建立在抽象因果關係之上，與具體個案之實際因果

關係未必相同，僅推定個案因果關係存在，可容許當事人舉反證加以推翻。張麗卿，同註 118，頁

265。關於疫學因果關係，另可參照：黃嘉烈，同註 100，頁 198-199。 
569 洪兆承，〈預見可能性的對象與資訊蒐集義務──從監督過失的案例談起〉，《中原財經法學》，43

期，2019 年 12 月，頁 159。 
570 判斷是否盡注意義務，有舊過失理論、新過失理論和危懼感理論等說。舊過失理論著眼於「結果

預見可能性」，其認為，行為人只要能預見結果發生，即使已盡力防止結果發生然結果仍不免發生

時，仍成立過失。新過失理論則著重於「結果迴避義務」，認為縱使行為人無預見可能，如對於結

果之發生未採取迴避義務仍須負過失責任，為一種行為責任。然而新過失理論卻有違反公平之疑

慮，蓋依據具體個案判斷時，高階管理人員常因遠離現場而免於受罰。故而後又發展出危懼感說，

即便對具體危險內容無預見可能性，但行為可能造成某種危害，而行為人有危懼感存在時，行為

人即應採取一定防範措施之義務，以防止結果發生。若行為人已有此種危懼感卻未盡避免結果發

生之義務，須負擔過失責任。危懼感說將結果迴避義務予以一般化、抽象化，只要有良心之法人

居於相同地位，難免心存疑慮，即肯定該法人負有結果迴避義務，令法人對於未知之危險負有未

然之預防而採取排除措施之嚴格責任。藉此理論，將可追究企業或組織高層的責任，彌補新過失

理論的缺失。詳細學說介紹參見：張麗卿，同註 118，頁 259 以下；洪兆承，同註 569，頁 164 以

下；黃嘉烈，同註 100，頁 201 以下。 
571 Hilf, a. a. O. (Fn. 314), § 3 Anm. 16;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83 f.; EBRV 994 BlgNR 22. 

GP 23;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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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犯罪，即可確立團體責任。亦即，不採取預防措施客觀上可得確定等於確立具有客

觀義務違反性572。 

  回首觀察我國實務現況作為對照，我國在判斷法人是否具有監督不周時，經常以

違反監督義務作為處罰法人之理由，試圖將法人主觀要件之認定，與一般自然人的故

意、過失作區分。例如：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6 年度上訴字第 360 號判決573、臺

                                                
572 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r Integrität in der Wirtschaft, 2020, S. 79. 
573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訴字第 350 號刑事判決：「按公司為法人，公司負責人為自然人，二者在

法律上並非同一人格主體，公司負責人代表公司，其為公司所為行為，除法律有明文規定應由其

自負其責者外，應由公司負責。依刑法之一般原理，犯罪主體應與刑罰主體一致，即僅犯罪行為

人始負刑事責任，刑罰係因犯罪行為人之犯罪行為而生之法律上效果，基於刑罰個別化之理論，

因其行為而生之法律上效果，應歸屬於實行犯罪行為之人，此即為刑事責任個別化、刑止一身之

原則；惟行政刑法，為適應社會經濟之需要，擴大企業組織活動之範圍，而制定各種行政法規，

且為達成其行政目的，對於違反其命令或禁止之企業組織者設有處罰規定，其處罰之型態略分為

三種：其一為兩罰責任：行為人與法人同負其責。其二為自己責任：由實際行為人自負其責。其

三為轉嫁責任：轉嫁其責任於他人。稅捐稽徵法第 47 條之規定，即為轉嫁責任之型態；此類轉嫁

責任之規定，雖符合行政上之目的性，但尚難認係國家發動刑罰權之常態。是公司負責人因法人

責任轉嫁而『代罰』，其性質與因法人犯罪而與法人同時被獨立處罰之兩罰情形，並不相同。公司

負責人因公司責任轉嫁而代罰，其犯罪主體仍為公司，而非其負責人，乃因法人之公司於事實上

無從擔負自由刑之責任，基於刑事政策之考慮，將應對公司處以徒刑之規定，轉嫁於自然人之公

司負責人，但並不因而改變其犯罪主體，亦即縱公司之負責人因轉嫁而代公司負其刑責，其犯罪

主體仍為公司本身。故公司負責人為公司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因納稅義務人為公司，其所觸

犯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之罪之犯罪主體及刑罰主體，仍為公司，而非自然人之公司負責人。又單一

之犯罪，在實體法上僅生一個刑罰權，自不能就單一之犯罪，重複予以評價，即屬轉嫁代罰之情

形，亦不能就犯罪主體單一之犯罪而重複轉嫁及多重代罰，此為法理所當然；此與兩罰規定，例

如就業服務法第 63 條第 2 項規定：『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

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4 條或第 57 條第 1 款、第 2 款、第 3 款規定者，除依

前項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鍰或罰金。』除處罰法人外，對於

從業人員亦併予處罰，其從業人員之受罰，無關責任轉嫁之問題，從業人員係各就其自己之違法

行為負責，複數之從業人員，有可能均為刑罰主體者不同，不可不辨（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4772 號、96 年度台上字第 5520 號判決參照）。次按業務主為事業之主體者，應負擔其所屬從業人

員於執行業務時，不為違法行為之注意義務，是處罰其業務主乃罰其怠於使從業人員不為此種犯

罪行為之監督義務，故兩罰規定，就同一犯罪，既處罰行為人，又處罰業務主，無關責任轉嫁問

題，從業人員係就其自己之違法行為負責，而業務主則係就其所屬從業人員關於業務上之違法行

為，負業務主監督不周之責任，從業人員及業務主就其各自犯罪構成要件負其責任」（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4536 號、92 年度台上字第 2720 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政府採購法第 92 條規定：『廠

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即屬前述兩罰制之處罰規定，此種兩罰規定，從業人

員係就其自己之違法行為負責，而業務主則係其所屬從業人員關於業務上之違法行為，負業務主

監督不周之責任，申言之，此種兩罰制規定非以故意過失為成罪要件，行為人縱無故意過失存在，

亦仍須就一定之事實或狀態負其刑罰上之責任，而本件被告基龍公司因身為業務主，為法律上科

其罰金之刑責，即係就其所屬從業人員關於業務上之違法行為，負業務主監督不周之責任，並無

是否具故意或過失之問題，被告主張政府採購法第 92 條規定仍須以廠商對於不法結果之發生有過

失為前提，伊就陳治凱故意犯罪行為無預見可能性及結果迴避可能性，故不成立犯罪云云，顯有

所誤會及混淆，尚難採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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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屏東地方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268 號判決57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354 號判決575意旨認為，兩罰規定，就同一犯罪，既處罰行為人，又處罰法人，無關

責任轉嫁問題，從業人員是就自己之違法行為負責，而法人則是就其所屬從業人員關

於業務上之違法行為，負法人監督不周之責任，從業人員及法人就其各自犯罪構成要

件負其責任。兩罰規定，目的在於處罰法人未能善盡使從業人員不為此種犯罪行為之

監督義務，且不以該法人（負責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前提。 

  奧地利《團體責任法》則認為，為了使實務在證明團體責任時處理更容易，團體

的故意責任與決策者的（主觀）注意義務違反無關，而是與引起起因犯罪之員工的故

意相關聯，只要求決策者客觀地違反注意義務以及遵守客觀注意的適當性，就能消除

主觀上的注意義務違反和主觀預見可能性的問題，且不論其釋義學分類是罪責特徵，

還是過失不法行為對應的構成要件事實的一部分，均非所問576。我國實務若參照此種

                                                

574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268 號判決：「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4 款係規定『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

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並未以『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

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為該罪之構成要件。至廢棄物清理法第 47 條規定『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

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

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係就從業人員等因執行業務而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5

條至第 46 條之行為時，併處罰其業務主（事業主）之兩罰規定，對於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之違法

行為，既處罰實際行為之從業人員，並罰其業務主。按業務主為事業之主體者，應負擔其所屬從

業人員於執行業務時，不為違法行為之注意義務，是處罰其業務主乃罰其怠於使從業人員不為此

種犯罪行為之監督義務。故兩罰規定，就同一犯罪，既處罰行為人，又處罰業務主，無關責任轉

嫁問題，從業人員係就其自己之違法行為負責，而業務主則係就其所屬從業人員關於業務上之違

法行為，負業務主監督不周之責任，從業人員及業務主就其各自犯罪構成要件負其責任。廢棄物

清理法第 47 條之規定，係以業務主為處罰對象；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該法第 45 條至第 46 條之

罪者，仍依各該條規定處罰之，並無廢棄物清理法第 47 條之適用（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4536

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廢棄物清理法第 47 條規定既係就從業人員等因執行業務而為違反廢棄

物清理法第 45 條至第 46 條之行為時，併處罰其業務主（事業主）之兩罰規定，目的在於處罰事

業主未能善盡使從業人員不為此種犯罪行為之監督義務，且不以該法人（負責人）有故意或過失

為前提。本件被告重光公司所屬受雇人即被告李政憲、黃珈賢等人成立同法第 46 條第 4 款之罪，

業經本院論述認定如前，依前開說明，被告重光公司自應併依同法第 47 條之罪論處。」 
575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354 號刑事判決：「政府採購法第 92 條之兩罰規定，係從業人

員就其自己執行業務之違法行為負責，而廠商即業務主則係其所屬從業人員關於業務上之違法行

為，負業務主監督不周之責任。申言之，此種兩罰制規定非以故意過失為成罪要件，業務主縱無

故意過失存在，亦仍須就從業人員執行業務造成之一定事實或狀態負其刑罰上之責任。」 
576 Hilf, a. a. O. (Fn. 314), § 3 Anm. 16; Steininger, a. a. O. (Fn. 312), § 3 Rz. 83 f.; EBRV 994 BlgNR 22. 

GP 23; Hilf/Zeder, a. a. O. (Fn. 282), § 3 Rn.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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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即無須為了證明問題，迂迴地運用監督不周概念，架空法人（負責人）存在故

意或過失之判斷。 

 

第四項 由廣義刑事制裁角度看待法人處罰問題 

  如本文第二章所述，諸多論者認為此時法人處罰根本不需刑事制裁，而是讓法人

處罰回歸行政法領域即可。奧地利的論者亦有認為，立法者可以使用不同的手段（包

括行政法）來規範法人的行為，尤其是結合使用不同的控制和制裁手段。若適用《團

體責任法》作為處罰團體之依據，將違反憲法上的客觀性誡命、平等原則和罪責原則

的要求577。 

  關於法人制裁應該使用行政制裁還是刑事制裁的爭議，如前所述，本文認為應視

法益侵害之嚴重性、嚇阻法人犯罪效果等因素為綜合考量，以決定是否對法人施加刑

事制裁，故法人刑事制裁仍有其存在之必要578。例如在法人所侵害之法益甚鉅或被害

人眾多之重大犯罪下，此時慎重且嚴謹之刑事程序即為首選。此外，關於法人處罰規

定，未必要選擇於具有社會倫理譴責的個人刑法中規範，現代法人制裁之方式，以預

防、恢復為導向的刑事措施乃國際趨勢，故於刑事實體法中，應建立完善之法人歸責

模型；於刑事程序中，保障法人被告之權利，鞏固其為程序主體之地位，即為我國立

法當務之急。 

  撇除上開爭議，本文認為更重要之觀點是以廣義刑法制裁的角度來看待行政罰之

本質。回歸我國立法現況觀察，我國《行政罰法》向來認為：私法人亦得為行政法上

之義務主體，故如發生義務違反之情形時，自得成為行政法上之處罰對象，且行政罰

屬以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之措施為制裁手段，性質上亦得對私法人為裁處，故私法

                                                
577 Lewisch, a. a. O. (Fn. 349), S. 116 f. 
578 鍾亞達，同註 90，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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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為行政制裁之對象，在理論及實務運作殆無疑義。按《行政罰法》第 3 條將法人

納入「行為人」之範疇，同法第 7 條第 2 段設有「推定法人之故意、過失」579的要件，

且在同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私法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因執行其職務或

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私法人之董事或

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如對該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未盡其防止義

務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根據條文文義，

處罰法人代表之理由，在於其未防止法人之職員的（具有事業關聯性）違法行為，而

該此時僅須確認法人職員有違法行為存在即可，無需考慮該職員是否有受罰，亦無須

確認屬何人所為，蓋法人與自然人仍屬不同主體，得以分別受罰。且對於法人之代表

而言，是否可依照《行政罰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進行處罰，法人之職員的行政法

義務之違反屬於客觀處罰條件，法人對此無須具有故意和過失580。 

  我國《行政罰法》第 7 條將法人之職員的故意過失推定為法人的故意過失，至於

法人代表之監督過失，則規定於同法第 15 條第 2 項。有論者即主張，若認為行政罰

本質即屬廣義的刑法制裁，此時應由立法者以受規範對象的法律義務違反程度和政策

考量，賦予不同的法律效果，故此時不管是法人或法人之代表的行政罰，應涵蓋法人

之代表或職員違犯「刑事」不法行為的情形在內；此外參照立法理由，上開規定是參

考德國《秩序違反法》規定，而德國《秩序違反法》事實上在某程度上已認為法人等

團體可以於德國刑法體制下加以制裁，故可將德國《秩序違反法》第 30 條規定作為

修正我國《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之基礎，以及設計刑法有關責任規範之參考581。

關此，本文認為，行政罰法並非行政法，而是廣義刑事制裁之想法，實屬一語中的，

                                                

579 根據司法院釋字第 275 號解釋：「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行為，法律無特別規定時，

雖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仍須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但應受行政罰之行為，僅須違反禁止規定或

作為義務，而不以發生損害或危險為其要件者，推定為有過失，於行為人不能舉證證明自己無過

失時，即應受處罰……」故行政罰雖不以故意為必要，仍須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為行政罰之罪

責原則。 
580 許澤天，同註 20，頁 137-138。 
581 許澤天，同註 20，頁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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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學說和實務鮮少正確意識到此點。 

  我國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所宣示的責任原則，此一觀點亦應適用於《行政罰》

中，故《行政罰法》第 7 條和第 8 條皆屬無責任即無刑罰之貫徹582。至於德國《秩序

違反法》第 30 條規定，於決策者實施犯行時亦使用「罰鍰」（Buße）處罰法人，如前

所述，屬於歐盟廣義刑事制裁之範疇，然而，此時是否同樣有違反罪責原則之疑慮，

若肯定，則是否在程序之保障上有不足之嫌？關此，即有論者主張，縱使法律中使用

之詞彙沒有出現「刑罰」，而是稱之為「罰鍰」，但若是法人制裁規定中含有對法人的

社會倫理上譴責，則此時雖然規避掉用語的爭議，最終在立論基礎上仍然站不住腳，

故德國《秩序違反法》中使用罰鍰作為解決方案仍有可疑之處，根據法律規定無法導

引出其不含有社會倫理譴責的結論，且甚至有「懲罰」（Ahndung）出現於《秩序違

反法》這部法律之中，等同暗示了罰鍰與刑罰間之相似性583。 

  是以，若以行政罰屬於廣義刑法制裁為忠旨，行政罰和刑罰實難以割裂觀察，縱

使認為基於行政取締目的、行政效率為由以行政法領域加以制裁即已足夠，仍無法規

避是否符合罪責原則的質疑，亦應面對法人歸責的空缺，且法人於訴訟程序中所享擁

有的權利主體地位與相關權利之實踐──特別是刑事訴訟程序中，法人被告地位所得

享有之權利──亦是不容忽視，且亟待我國進行理論之探索和形塑。 

  究竟是否要採取刑事制裁，合法性問題於法律效果方面仍繼續存在。乍看之下，

承認法人可罰性意味著引進刑事處罰，亦即個人刑法中所規範的罰金或其他制裁措施

（例如一般沒收與利得沒收）。但正如先前所提及，國際與歐盟法律透過施加行政、

民事制裁，於有效、符合比例及嚇阻的前提下，使團體為犯罪負責。歐盟法律亦規範

了金錢制裁（罰金或罰鍰）作為唯一的強制性法律效果584。由於排除對法人論處自由

                                                

582 許澤天，同註 20，頁 145。 
583 Wolfgang Frisch 著，蔡聖偉譯，同註 489，頁 27。 
584 Böse, a. a. O. (Fn. 247),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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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因此罰金或罰鍰屬於團體刑法中的標準制裁手段，惟如何判斷法律制度是刑事制

裁還是非刑事制裁585？ 

  於法國、瑞士和美國，團體罰金是由一般刑法規定，故屬於刑事制裁之一環；相

較下，德國立法機關以《秩序違反法》作為團體處罰依據，此時與罰金不同，處罰不

需要真正的罪責非難（即社會倫理道德之責難）。惟合法性問題無法透過《秩序違反

法》加以解決，蓋罰鍰仍包含「控訴」之內涵。《秩序違反法》第 30 條的規定意味著，

對刑事犯罪和秩序違反犯罪應處以同樣的制裁（即團體罰鍰）。至於奧地利立法機關

制定《團體責任法》，屬於完全獨立於個人刑法的法人處罰規定，此時雖使用「團體

罰鍰」用語，強調與刑罰有別，但其內涵與刑事規定相連結586。 

  非金錢制裁的部分，並未有強制規定，僅例示排除公共補助或協助之處分、暫時

或持續禁止執行業務活動之處分、法官監管、法官命令解散之情形。此種非金錢制裁

得屬刑事制裁之一部，但亦可設計為行政制裁措施。例如在法國，上述制裁手段被設

計為刑罰；其他法制中，例如美國、瑞士，在刑事制裁制度下則作為適當的預防或恢

復措施（美國：監督、建立法令遵循制度、被害人賠償；瑞士：利得沒收）；其中亦

有部分可從行政法規定中找到（美國：撤銷許可證）587。 

  故前揭論及的制裁不應理解為（傳統）刑罰，而是預防或恢復性措施，故意不對

法人實行刑事處罰的法制差異即消失了。是以，例如奧地利和德國，關於一般沒收和

利得沒收的刑法規定也適用於法人實體588。 

 

第四節 本章總結 

                                                
585 Böse, a. a. O. (Fn. 247), 142. 
586 Böse, a. a. O. (Fn. 247), 142 f. 
587 Böse, a. a. O. (Fn. 247), 143. 
588 Böse, a. a. O. (Fn. 247),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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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正視我國現行法人刑事責任規定之缺陷 

  本文以下將爬梳我國現行法人處罰制度的缺陷與不足之處，但難免掛一漏萬，且

為了避免重點失焦，將僅說明問題之意識，盼得藉此了解我國法人刑事立法之闕漏，

並進得參考本文前開之比較法介紹，作為我國將來建構完整法人刑事責任制度的他山

之石。  

一、欠缺不法意識 

  在選擇以普通刑法或附屬刑法規範時，原則上應以人民對刑罰的可預見性為出發

點589。因我國對於法人犯罪的態度採折衷式立法，除了飽受「特別刑法肥大症」590之

批評外，更可能使行為人不知附屬刑法之規定而觸法。此種行為人主觀上認為是合法

行為（欠缺不法意識），在客觀事實上卻是法律禁止之行為，即學理上所稱的禁止錯

誤（Verbotsirrtum）591。 

  發生在核心刑法的禁止錯誤，可否和發生在附屬刑法中的禁止錯誤相同處理？核

心刑法所處罰的行為，大多為自然犯，一般民眾得依憑其自然的法感及報章媒體之報

導得知不得為該行為。至於附屬刑法所創設的法定犯，常常是為了達到某一行政目的，

違法的人未必知悉自己處於法秩序的敵對位置592。故同樣以罪責理論來處理附屬刑法

中的法定犯的禁止錯誤，所得結果是否合理，值得進一步探究593。 

  本文認為，最重要的是需要考量人民對刑罰可預見性之問題，蓋我國現行法人處

罰制度極為紊亂且涉及各種複雜的技術性構成要件，此時將導致法人無法預見監督不

                                                

589 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4 版，2012 年 3 月，頁 11。 
590 因特別刑法制定簡便快速，產生特別刑法肥大的結果，又欠缺整體立法專業管制法制，因而破壞

了刑法常典的整體性，且違背整體刑事制裁的公平性。詳見：林山田，同註 120，頁 8-9。林山田，

同註 27，頁 49。 
591 張麗卿，同註 118，頁 270。 
592 林東茂，同註 121，頁 27。 
593 關於更多不法意識問題的討論，參見：林東茂，同註 121，頁 27 以下；張麗卿，同註 118，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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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之後果，讓構成要件的警示功能無從充分發揮。故此時如建構類似奧地利《團體責

任法》之法人處罰架構，可預見性大致即可迎刃而解。 

二、保全扣押之漏洞 

  我國附屬刑法中有處罰法人之規定，但隨著罰金判決確定，法人對於國家負有給付

義務，此時如何保全罰金之執行即成問題。現行刑事訴訟法下僅許可保全沒收而扣押

得沒收之物（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33 條第 1 項594）與為保全追徵而扣押財產（同條第

2 項595），但欠缺保全罰金之扣押財產規定596。 

  2016 年 7 月 1 日我國沒收新法規定上路，平息舊法讓行為人能夠保有犯罪所得

之惡評，儘管如此，我國《刑事訴訟法》在犯罪所得追徵與罰金均無保全扣押規定，

等同對於法人犯罪所得之追徵和罰金宣告均無法於判決確定前之刑事程序施以保全

扣押，行為人一但脫產，縱使耗時費勁將法人定罪，到頭來執法人員可能仍無法有效

執行罰金刑和追徵不法獲利，面臨罰得重卻罰不到的局面，為了健全罰金執行之實效

性，並且彈性因應經濟狀況變化，應該增訂保全罰金之扣押財產，以填補法律漏洞597。 

三、罰金刑之數額 

  我國目前採取定額（總額）罰金制，也就是立法者在分則條文中訂出罰金刑的上

限，由法官根據刑罰裁量原則，於此範圍決定具體的罰金數額。而法官在決定具體的

罰金額度時，依照《刑法》第 58 條前段598之規定，應審酌犯罪行為人的資力，故法

官可能對不同被告對於相同犯行科處不同的罰金刑數額，此時若法官沒有公開裁量心

                                                

594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33 條第 1 項規定：「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 
595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33 條第 2 項規定：「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

第三人之財產。」 
596 參見：薛智仁，〈罰金刑體系之改革芻議〉，《臺大法學論叢》，47 卷 2 期，2018 年 6 月，頁 822。 
597 王士帆，〈犯罪所得沒收與追徵之保全扣押〉，《月旦裁判時報》，48 期，2016 年 6 月，頁 73-74。

更多保全扣押之說明，參見：薛智仁，同註 596，頁 821 以下。 
598 我國《刑法》第 58 條規定：「科罰金時，除依前條規定外，並應審酌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及犯罪所

得之利益。如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最多額時，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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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會引發是否符合平等原則之疑慮。此外，在有限的法定總額內，難以表現出法人

和自然人資力的差異，而產生對於法人科處罰金刑可能根本不痛不癢的批評。 

  歐洲眾多國家目前採取「日額罰金刑」（Tagessatz-Geldstrafe）制度599，將具體罰

金數額的確定過程區分為「日數」的確定與每日「罰金額」（日額金）兩階段，前者

取決於犯行之不法與罪責內涵之高低，後者則是取決於行為人的經濟狀況，此時法官

在撰寫判決書時必須分別載明罰金日數及每日的罰金額，強制將裁量決定過程客觀化，

並且讓罰金刑得以迅速適應社會經濟狀況的變動及被告資力的差異600，有學者即表示，

此時相較於現行齊頭式平等的罰金制，更能符合公平正義原則601。 

四、免責條款為程序法上的無罪推定問題？ 

  如本文先前所述，我國法人處罰規定，採行兩罰制，有論者介紹，法人監督不周

之過失情形應採何種內涵之解釋，有擬制過失說、推定過失說與單純過失說三者，並

                                                

599 德國的日額罰金制規定於德國《刑法》第 40 條，以下附上原文以供參照： 

§40 Verhängung in Tagessätzen 

(1) Die Geldstrafe wird in Tagessätzen verhängt. Sie beträgt mindestens fünf und, wenn das Gesetz nichts 

anderes bestimmt, höchstens dreihundertsechzig volle Tagessätze. 

(2) Die Höhe eines Tagessatzes bestimmt das Gericht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persönlichen und 

wirt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des Täters. Dabei geht es in der Regel von dem Nettoeinkommen aus, 

das der Täter durchschnittlich an einem Tag hat oder haben könnte. Ein Tagessatz wird auf 

mindestens einen und höchstens dreißigtausend Euro festgesetzt. 

(3) Die Einkünfte des Täters, sein Vermögen und andere Grundlagen für die Bemessung eines 

Tagessatzes können geschätzt werden. 

(4) In der Entscheidung werden Zahl und Höhe der Tagessätze angegeben. 

第 40 條 日額罰金之宣告 

(1) 罰金應以日額單位宣告之。罰金最低為五日額單位，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最高為三百六十日整

日額。 

(2) 法院於認定每一日額罰金之金額時，應考量犯罪行為人之個人與經濟狀況。原則上以犯罪行為

人平均每日所得或可得之淨所得為準。日額罰金之金額，為每日一歐元以上，三萬歐元以下。 

(3) 犯罪行為人之收入、財產及其他量處每日額罰金額之基礎，得估算之。 

(4) 罰金之日額數及每日金額均應於裁判中表明。 

德國刑法典中譯，參照：陳重言譯，收錄於：李聖傑、潘怡宏編譯，《德國刑法典》，初版，2017

年 6 月，頁 26-27。 
600 蔡聖偉，〈評法務部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月旦法學教室》，178 期，2017 年 8 月，頁 63。 
601 潘怡宏發言，同註 114，頁 287。關於罰金刑之量刑模式更詳盡之說明，得參閱：薛智仁，同註 596，

頁 791 以下；許恒達，〈省思罰金刑的設計理念與制度走向〉，《月旦刑事法評論》，6 期，2017 年 9

月，頁 14 以下；吳俊毅，〈2017 年德國刑事訴訟法為保全追徵與罰金執行的假扣押──財產權保

障與刑事訴訟上有效執行需求權衡的啟發〉，《月旦刑事法評論》，2017 年 12 月，7 期，頁 66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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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探討：於自然人執行業務兩罰之立法類型中，對於上開解釋的採擇，會不會因有

免責但書條款而有所差異？上述問題已經在前文有探討過即不贅述。現在所要討論的

是，針對此一問題，實際上即是探討是否需要基於行政取締目的而將「舉證責任轉換」，

並涉及憲法層次的無罪推定原則。然而，應區辨的是，法人刑事責任規範始終不是舉

證責任轉換之問題，這樣的探討面向難免有顧左右而言他之嫌。 

  《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2 項：「受刑事控訴之人在依法判決有罪前應推定為

無辜」，為無罪推定之明文規範，歐洲人權法院也將其理解為獲得公正審判權利的重

要元素，屬於罪刑法定原則的（法律）程序上的規定602。法院於作出終局有罪判決前，

無罪推定應保護被告免於來自社會大眾或法院程序的有罪預斷及推定罪責。無罪推定

主要與法院證明負擔分配的程序有關：控方原則上必須證明行為人罪責，有疑時，則

利於被告（罪疑唯輕：in dubio pro reo）。但若犯罪之重要性已受到適當考量，而且充

分維護防禦權時，則轉換證明負擔並不違反公約603。 

  控方負擔舉證責任的原則，可否以立法方式創設例外？在 Salabiaku v. France 的

標竿裁判604中，歐洲人權法院認為，經由立法而來的舉證責任轉換（reversal of the 

burden of proof by legislation），或稱為依照法律的證明負擔倒置（Beiweislastumkehr 

kraft Gesetz），容許其存在但設定其界限，其確立內國的立法行為亦受無罪推定原則

拘束，並將爭點的重要性與（被告）防禦權的維護作為轉換立法的合理限度，據此作

為判斷內國法是否違反公約無罪推定之準則605。於我國，無罪推定原則固然要求國家

機關對刑事控訴負舉證責任，亦未概括否定依據法律而來的證明負擔／舉證責任之轉

                                                

602《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2 項和《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 48 條的 1 項，前者認為無罪推定原則

得從公正審判權利導引出；惟後者並不保障無罪推定是公正審判權利的規定，而是有系統地將其

與公平審判原則（規定於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 47 條第 2 項）為區分，兩者由於存有重大分歧，故

對於無罪推定的權利內涵解釋與發展尚待觀察。Vgl. Hochmayr, a. a. O. (Fn. 260), 227 ff. 
603 Helmut Satzger 著／王士帆譯，同註 31，頁 331。 
604 Salabiaku v France, 1988, Series A no. 141-A. 
605 林鈺雄，〈無罪推定作為舉證責任及證據評價規定──歐洲人權法院相關裁判及評析〉，《台灣法學

雜誌》，145 期，2010 年 2 月，頁 144-147、15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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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Beweislastumkehr kraft Gesetz; reversed burden of proof）606。 

  無罪推定被設計為《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2 項的訴訟程序保障，故刑事追訴

機關必須證明刑事責任的必要。《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2 項無罪推定保障的適用

範圍，包含負有刑事責任的法人。歐洲人權法院認為，若是已有考慮到爭點的重要性

並維護被告的防禦權，法人被告仍有防禦可能性，得以援引減免罪責緊急避難或不可

避免的錯誤等，此時，法人被告行為是有理由的或者對之制裁顯然不適當的話，可以

放棄對法人被告實施制裁。故──在合理界限內──對事實或法律的責任推定是允許

的，並未違反無罪推定607。 

  根據歐盟採擇的代表模式或組織失靈模式，因為法人有足夠的防禦可能性，故確

立法人的刑事責任得與無罪推定兼容。亦即，如果法人被告有足夠的辯護可能性，比

如抗辯已建立了有效的合規體系，此時即使是客觀責任制度，也應該符合歐洲人權法

院的最低標準，並未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2 項的規定608。再者，按照《歐

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2 項和《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 48 條第 2 項，無罪推定並不

保障不承擔刑事責任，因此真正的法人處罰，即依照「刑罰」處罰法人之違法行為，

並不違反無罪推定原則609。 

  實際上，法人在我國仍有可能成為刑事追訴之對象，故法人被告毫無疑義受無罪

推定所保障。我國的免責條款規定，乍看是在討論程序面上「舉證責任轉換」是否和

無罪推定有所牴觸，但探究其實質內涵，仍是法人是否有盡其監督義務之問題，故實

體法上如何進行法人歸責方屬問題之核心。總言之，本文認為，不應模糊焦點，在法

人刑事處罰規定的免責條款是否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上兜圈打轉，應回歸實體法面向看

待法人刑事責任規定，蓋縱使採取推定過失責任，此時都並未侵害無罪推定之普世價

                                                

606 有論者即質疑，若是此種立法方式不節制，容易成為規避無罪推定原則的終南捷徑。參見：林鈺

雄，《刑事訴訟法上冊》，9 版，2019 年 9 月，頁 167。 
607 Hochmayr, a. a. O. (Fn. 260), 227. 
608 Hochmayr, a. a. O. (Fn. 260), 228 f. 
609 Hochmayr, a. a. O. (Fn. 260),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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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從實體面上，如何讓法人進行歸責，把犯罪算在法人頭上，才是我國最關鍵且當

務之急之任務。 

 

第二項 立法芻議 

  刑罰之目的並非只有應報理論，亦包含了以預防為導向之一般預防理論和特別預

防理論。從避免行為人再犯角度觀察的特別預防理論可以得知：實際上刑罰的面向非

常多元且會隨著時代演進。 

  我國刑事實務主流仍忽略法人所造成的社會影響，僅著重在討論自然人之不法行

為，但在我國附屬刑法中遍布各種兩罰規定以處罰法人，此是因為刑事政策之考量，

但仍受制於法人不能為犯罪主體之窠臼。 

  我國兩罰規定，是使法人因為其代表人或員工之行為而一併受罰，除了規範雜亂

無章，法人歸責亦付之闕如，衍生眾多學理上之詬病。例如依照我國現行刑事立法政

策，亦不區分法人在犯罪中屬於受害人還是行為人，對法人的處罰過猶不及，亦將股

東和利害關係人的相關權益置身於度外，更可顯現出應全面檢視我國法人刑事責任規

定的必要。相對於我國《行政罰法》第 7 條，還有判斷法人主觀究竟屬故意或過失的

起碼要求，刑罰明顯輕重失衡610。故有越來越多國內學者認為，應轉移焦點至法人應

如何處罰的討論層次，而非於法人究竟是否有社會倫理非難可能的理論中裹足不前611。

現行法制既已承認法人刑法，此時即應跳脫法人是否應予處罰之層次，將焦點放在如

何架構法人刑法實體和程序要件上，否則將導致理論和實務背道而馳。 

                                                

610  林 志 潔 ， 法 人 受 罰  還 要 被 罰 ？ ， 中 國 時 報 ， 2018 年 1 月 7 日 ，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180107002721-262105?chdtv，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6 日。 
611 許澤天，同註 20，頁 135。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180107002721-26210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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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應該優先處理的問題即是我國附屬刑法規範處罰法人之用語不一，且缺乏

法人歸責作為中樞，導致其內容空洞無理論支撐之問題。 

  奧地利《團體責任法》的誕生，顯現出建立法人歸責的可能，而原本恪守法人無

犯罪能力的德國，亦提出處罰法人之草案，以解決現行法（即德國秩序違反法）所面

臨之困境和限制。故於參考奧地利《團體責任法》和德國《科隆法案》與《團體制裁

法草案》時，得以從國際趨勢中看到更多面向對於法人犯罪之解決途徑，以作為我國

之借鏡。 

   具體而言，本文建議團體責任的規範內容如下： 

 

【團體責任】 

Ⅰ 於符合第 2項第 1款或第 2款之要件下，如有以下情形之一，團體應為犯罪行為

負刑事責任： 

一 該犯罪是為團體之利益而違犯，或 

二 該犯罪已違反團體應承擔之義務。 

Ⅱ 團體應為犯罪行為負刑事責任，當 

一 作為團體之負責人犯罪或 

二 為了團體利益實行犯罪行為，如果團體之負責人原本可以通過採取適當的預

防措施來避免團體犯罪，例如組織、選擇、調控、監督來預防犯罪，以預防

犯罪或使犯罪更加困難。 

Ⅲ 團體對於犯罪之責任，與犯罪行為人因同一行為之可刑罰性，互不排除。 

 

  再者，對於行政罰和刑罰難分難捨的關係，本文分析歐盟法的角度，知悉法人處

罰縱使規範於行政法中，亦難以否認其可能具有刑罰之本質，而此時難保不會有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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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之問題。事實上，兩者之界線日趨模糊，而文獻上將行政罰作為廣義刑事制裁之

一環，應屬正確。但我國目前立法現況觀察和多數學術討論，仍然是行政罰與刑罰堅

壁清野之狀態，而未正確地以廣義刑事制裁角度觀察行政罰之規定。 

  結論應如何，始終取決於我國如何理解刑罰之概念，若認為應如德國國家一樣堅

守刑罰中帶有對於受罰者社會道德的個人非難，如此就會建議把團體制裁──帶有預

防效果之延伸制裁──另行規定，與刑罰區隔開來；相反地，如果認為刑罰是基於犯

罪之目的而對於違犯者施加之不利，則對於法人還是可以施加刑罰612。 

  現行既存的法人處罰制度，亟待理論之補充，否則其缺乏法人歸責之內涵，將導

致適用和解讀規範內涵時步步為營。最佳方式，即是將法人處罰的規定統一用語，並

建立法人獨自的歸責標準，且以預防措施為導向，著重在特別預防，於保障法人程序

權益的情況下，促使團體改善其法令遵循系統，真正從內部改善企業文化，以因應現

代層出不窮的法人犯罪。 

                                                

612 Wolfgang Frisch 著，蔡聖偉譯，同註 489，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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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刑事責任之歸屬，向來是刑法體系舉足輕重之議題。傳統刑事責任之觀念，將「自

然人始有能力形成犯意」作為核心內涵，以自然人犯罪為前提。在社會經濟活動增加、

全球化下之發展趨勢下，促成各國法人犯罪頻繁發生，且法人犯罪型態與手法多變，

甚至經常發生於跨國際間，對於大眾財產與健康，甚至是整個社會經濟、公安與環境

等，均有意義深遠之影響。如何因應法人犯罪，遂成為各國燙手山芋，勢必得妥善處

理之重要議題。我國近年亦因法人犯罪屢見不鮮，致使法人犯罪卻無庸受罰的議題一

再浮上水面。 

  本文從法人刑事責任之傳統議題切入，探討法人制度出現於現代社會後，吾人應

如何認定法人之本質，進而衍生法人是否有犯罪能力、得否為犯罪主體之探討。處罰

法人的依據，一般說法是有法人獨立責任制、轉嫁罰制與兩罰制等可供採擇。於我國，

對於法人之處罰採取折衷式立法，在核心刑法中遍尋不著處罰法人之蹤跡，僅在附屬

刑法始承認法人得作為刑罰制裁之對象，除沒收外，乃以罰金刑作為法律效果。故從

法釋義學之角度觀察，我國業已將法人作為構成要件之行為主體、刑罰制裁之對象。

以此為立足點來觀察我國之立法現象，將發現我國法人處罰之規定參差不齊、用語紛

亂，且在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揭示責任原則具有憲法地位後，此時對於我國兩罰

規定中有轉嫁罰──即法人為了自然人之犯罪受罰──疑慮之規定，法院僅能盡力透

過「合憲性解釋」之方式，挽回劣質立法之顏面。 

  此外，我國學術上最常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者，莫過於法人之處罰是否要以行政制

裁取代刑罰制裁之問題。對此，肯定論者主張，行政制裁經常以法人無法受到社會倫

理責難為立論主軸，並且認為行政制裁兼具手段多樣性和行政效率，且現行處罰法人

之法律效果均是「金錢給付」，此時「罰金」或「罰鍰」，對於法人實質上並無二致。

然而，堅持對法人施以刑罰制裁者，則立基於法人與自然人相同，均可能成為構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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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處罰主體，以公平原則來看，沒有理由不得對法人施以刑事制裁；且認為法人刑罰

之目的，更著重在特別預防效果，罰金與罰鍰雖都是金錢制裁，但罰金帶有刑罰烙印，

更可促使法人內部建立內控措施以防止犯罪；此外，單以行政取締效率為論旨，難以

避免將法人制裁遁入行政程序中，以規避法人被告之程序保障之批評。對此上述議題，

得以從比較法脈絡中解析答案。實際上，法人處罰，不因規範位置於行政法規上即喪

失刑罰之性質。 

  以歐盟作為觀察對象，歐盟會員國根據《歐盟條約》第 4 條第 3 項規定，揭示歐

盟會員國對歐盟負有忠誠義務，以充分保護歐盟自身關於經濟、人員及事物的法益，

對於侵害歐盟利益之案件，應給予有效、符合比例及發揮嚇阻作用的制裁，此屬廣義

刑法制裁的性質，內國應予轉化，並作為內國刑法的最低限度標準。 

  歐盟會員國為盡其忠誠義務，應分析《保護歐體財政利益公約第二議定書》中的

法人處罰條款，引進法人處罰制度，或重新校準國內既有系統，以對於法人之犯罪發

揮有效、符合比例和嚇阻效力。於限時轉化期限內遵期完成之奧地利《刑事犯罪團體

責任法》（文獻簡稱為團體責任法），遂成為各國法人刑事制裁之中流砥柱，饒富研究

之意義與價值，亦得作為我國法人刑事責任理論之借鏡目標。 

  奧地利《團體責任法》之核心規定為第 2 條（決策者與員工定義）、第 3 條（法

人責任）與第 10 條 (權利義務之繼受）。最重要的法人責任，根據《團體責任法》第

3 條規定，將法人處罰以自然人犯罪──所謂起因犯罪──作為連結基礎，並要求必

須以該犯罪是「為了團體利益」（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違反團體義

務」（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為要件，並且排除「團體屬於被害人」或「自

然人份外犯罪」之情形。符合上開前提要件後，作為連結因素的起因犯罪，可因自然

人地位之不同，區分成決策者犯罪（團體責任法第 3 條第 2 項）與員工犯罪（團體責

任法第 3 條第 3 項），前者必須決策者違法且有責違犯犯罪，並以決策者是故意犯罪，

觸發團體負擔故意犯罪，過失犯之情況亦是同樣之處理模式；後者則是要求員工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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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不法即為已足，缺漏之罪責要素可以決策者監管疏失的客觀注意義務違反為補充，

此時團體應承擔故意責任或過失責任，僅繫諸於員工之主觀犯意上。是以，法人與從

事犯罪之自然人間存在充分關聯，即可將自然人行為歸責予法人，奧地利《團體責任

法》建構出獨特──獨立於現行個人責任外──的法人歸責模型，亦被奧地利憲法法

院認定無從指摘、宣告合憲。 

  縱使奧地利《團體責任法》之歸責標準樹立法人刑事制裁之典範，仍不免招致反

對論者質疑：《團體責任法》是以違反罪責原則作為團體責任之基石。此一責難，得

從奉行「法人不能違犯犯罪」為圭臬之德國作為觀察對象。過去德國向來以《秩序違

反法》作為法人處罰之手段，惟近年來，因應實務追蹤與統計資料的結果，認為現行

制裁團體的德國《秩序違反法》無助於對團體犯罪產生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效果，

並且於符合國際趨勢下，陸續提出 2017 年的《科隆團體制裁法草案》（文獻簡稱為科

隆法案）與 2020 年《加強經濟完整性草案》中《團體制裁法草案》，並於立法理由中

表示以奧地利《團體責任法》作為範本。 

  綜覽奧地利《團體責任法》與 2020 年德國提出之《團體制裁法草案》，將發現其

法人歸責模型類似，重視自然人犯罪的與團體間之關聯性。以《團體制裁法草案》作

為對照，兩者同樣要求內部成員犯罪須符合「違反團體義務」或「有利於團體」前提

要件（團體制裁法草案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並且區分起因犯罪為決策者犯罪（團

體制裁法草案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與非決策者犯罪（團體制裁法草案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前者強調必須是違法且有責之行為，後者亦同。於「非決策者犯罪」之

情形，與奧地利《團體責任法》產生歧異，奧地利《團體責任法》中員工犯罪情形僅

須具有不法行為即為已足，不以具備罪責為要件。故可得知，德國在此希望可以避免

奧地利《團體責任法》面臨之批判，即員工犯罪非全部有責之情形下，以法人本身之

監管疏失作為彌補罪責不足，導致任何一方都不需要有刑法上之罪責，我國可將之作

為殷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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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法人歸責之建立，確立法人刑事責任，並非一蹴可幾，但勢在必行，況且

我國現行附屬刑法中即存在處罰法人之規定，而單以「兩罰制」此一名稱，僅是說明

法人與執行業務之人皆予處罰之立法現象，並未提供任何法人歸責之基礎，故應正視

我國立法之缺陷，賦予法人處罰的歸責根基，始為正途。至於如何將奧地利《團體責

任法》實際運用，可藉由我國現行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架構去理解，以確立法

人監督義務，促使法人建立法令遵循系統避免內部犯罪一再發生，以收特別預防之效

果。 

  回歸我國現行立法觀察，除了法人歸責制度之缺漏、附屬刑法之規範用語雜亂無

章，導致實務上之運用亦無統一審查標準，益徵：確立一套法人處罰制度，使大眾與

法人得以預見，乃大勢所趨。除此之外，我國關於法人處罰仍有許多配套措施亟需解

決，諸如：現行法缺乏保全罰金之扣押財產規定，導致縱使將法人定罪，亦可能於執

行時面臨無法有效執行罰金刑之命運；且我國採取定額（總額）罰金制，難以顯現出

法人與自然人資歷之巨大差異，可能導致對於法人科處罰金實無法痛及要害，加深法

人刑事制裁無力之批評力道。 

  本文以奧地利《團體責任法》為核心，輔以其他法制之介紹，並將德國《科隆法

案》與《團體制裁法草案》作為支幹，認為行政罰即屬廣義刑法制裁之一種，此時縱

使將法人處罰劃歸於行政制裁，仍難免受到是否符合罪責之批評，故重點並非是否要

廢除現行我國附屬刑法處罰法人之規定，而是應建構一套適宜的法人歸責體系，讓現

行法制有所依歸，甚至應考慮另行立法之可行性，邁向以預防為導向之措施，以因應

現代瞬息萬變之法人犯罪。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74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一) 專書 

1. Helmut Satzger 著／王士帆譯，《國際刑法與歐洲刑法》，初版，元照，2015 年 6

月。 

2. 川端博著，甘添貴監譯，余振華譯，《刑法總論二十五講》，初版，元照，1999

年 11 月。 

3. 王泰銓、王志誠，《公司法新論》，4 版，三民，2006 年 10 月。 

4. 王澤鑑，《民法總則》，增訂新版，三民，2014 年 2 月。 

5. 李惠宗，《行政法要義》，7 版，元照，2016 年 9 月。 

6. 李聖傑、潘怡宏編譯，《德國刑法典》，初版，元照，2017 年 6 月。 

7. 孟維德，《公司犯罪》，初版，五南，2004 年 2 月。 

8. 孟維德，《白領犯罪──現象、理論與對策》，初版，亞太圖書，2001 年 12 月。 

9.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10 版，自版，2008 年 1 月。 

10. 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冊）》，10 版，自版，2008 年 1 月。 

11. 林東茂，《危險犯與經濟刑法》，初版，五南，1996 年 9 月。 

12. 林書楷，《刑法總則》，4 版，五南，2018 年 9 月。 

13.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9 版，新學林，2019 年 9 月。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75 

14.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7 版，自版，2019 年 9 月。 

15.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7 版，新學林，2019 年 9 月。 

16. 張麗卿，《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7 版，五南，2018 年 9 月。 

17. 陳子平，《刑法總論》，4 版，元照，2017 年 9 月。 

18. 陳志龍，《集團化公司治理與財經犯罪預防》，初版，臺大出版中心，2017 年 3

月。 

19. 陳清秀，《行政罰法》，3 版，新學林，2017 年 11 月。 

20. 陳聰富，《民法總則》，初版，元照，2014 年 12 月。 

21. 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4 版，元照，2012 年 3 月。 

22. 蔡墩銘，《刑法總論》，10 版，三民，2013 年 8 月。 

23. 鄭玉波，《民法總則》，增訂 11 版，三民，2008 年 9 月 

24. 賴英照，《公司法論文集》，3 版，中華民國證券市場發展基金會，1990 年 3 月。 

25. 韓忠謨，《刑法原理》，再版，韓聯甲，2002 年 10 月。 

26. 蘇俊雄，《刑法總論 II》，初版，自版，1997 年 7 月。 

 

(二) 期刊及學術論文集 

1. Peter Lewisch 著，徐育安譯，〈奧地利組織團體責任──法理基礎──界限──

批判〉，《月旦法學雜誌》，299 期，2020 年 4 月，頁 45-54。 

2. Wolfgang Frisch 著，蔡聖偉譯，〈從犯罪行為與刑罰的基本理解檢視法人之可罰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76 

性──兼論不同的歸責分類〉，《月旦法學雜誌》，299 期，2020 年 4 月，頁 5-32。 

3. 王士帆，〈犯罪所得沒收與追徵之保全扣押〉，《月旦裁判時報》，48 期，2016 年

6 月，頁 63-74。 

4. 王士帆，〈法人刑法合憲──奧地利憲法法院 2016 年裁判〉，《月旦刑事法評論》，

7 期，2017 年 12 月，頁 5-16。 

5. 王士帆，〈歐盟標準的法人刑法模式〉，收錄於：陳子平教授榮退論文集編輯委員

會主編，《法學與風範──陳子平教授榮退論文集》，初版，2018 年 1 月，頁

563-584。 

6. 王文宇，〈從公司不法行為之追訴論民、刑、商法之分際〉，《月旦法學雜誌》，103

期，2003 年 12 月，頁 49-60。 

7. 王皇玉，〈法人刑事責任之研究〉，《輔仁法學》，46 期，2013 年 12 月，頁 1-34。 

8. 王效文，〈企業中的刑事法規遵循〉，收錄於：陳子平教授榮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主編，《法學與風範──陳子平教授榮退論文集》，初版，2018年 1 月，頁 403-416。 

9. 仲道祐樹著，黃士軒譯，〈JR 日本福知山線事故與法人處罰〉，《月旦法學雜誌》，

295 期，2019 年 12 月，頁 160-168。 

10. 余若凡，〈公司犯罪與公司之犯罪能力－美國處理公司犯罪政策之介紹及評析〉，

《檢察新論》，4 期，2008 年 7 月，頁 212-227。 

11. 吳天雲，〈大陸處罰法人犯罪規定的問題點〉，《展望與探索》，10 卷 6 期，2012

年 6 月，頁 27-44。 

12. 吳天雲，〈兩罰規定的法人責任〉，《刑事法雜誌》，57 卷 1 期，2013 年 2 月，頁

1-25。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77 

13. 吳俊毅，〈2017 年德國刑事訴訟法為保全追徵與罰金執行的假扣押──財產權保

障與刑事訴訟上有效執行需求權衡的啟發〉，《月旦刑事法評論》，2017 年 12 月，

7 期，頁 55-68。 

14. 吳耀宗，〈稅捐稽徵法中逃漏稅罪對於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處罰之研究──兼論該

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警學叢刊》，26 卷 2 期，1995 年 9 月，頁 169-198。 

15. 李漢中，〈淺述兩岸法人犯罪處罰之現況〉，《軍法專刊》，51 卷 6 期，2005 年 6

月，頁 13-31。 

16. 林山田，〈行政刑法與行政犯辯正〉，《法令月刊》，40 卷 9 期，1989 年 9 月 1 日，

頁 19-21。 

17. 林山田，〈論特別刑法肥大症之病因〉，《法令月刊》，39 卷 1 期，1988 年 1 月，

頁 8-9。 

18. 林志潔，〈公司犯罪與刑事責任──美國刑法之觀察與評析〉，《律師雜誌》，333

期，2007 年 6 月，頁 43-54。 

19. 林志潔，〈面對財經犯罪（上）──檢察權行使之回顧、比較與展望〉，《檢察新

論》，20 期，2016 年 7 月，頁 74-100。 

20. 林志潔，〈面對財經犯罪（下）──檢察權行使之回顧、比較與展望〉，《檢察新

論》，21 期，2017 年 1 月，頁 138-157。 

21. 林東茂，〈禁止錯誤的刑法評價〉，《東海大學法學研究》，52 期，2017 年 8 月，

頁 1-33。 

22. 林書楷，〈食安犯罪之刑事規制及其解釋──以法人犯罪能力為中心〉，收錄於：

王麗卿主編，《全球風險社會刑法新議題──以食品及醫療為中心》，初版，2015

年 11 月，288-309。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78 

23. 林鈺雄，〈法人犯罪及不法利得之沒收──評大統混油案刑事判決〉，《台灣法學

雜誌》，261 期，2014 年 12 月，頁 94-111。 

24. 林鈺雄，〈無罪推定作為舉證責任及證據評價規定──歐洲人權法院相關裁判及

評析〉，《台灣法學雜誌》，145 期，2010 年 2 月，頁 139-163。 

25. 林輝煌，王士帆，連孟琦，林宗志，何賴傑，王玉全，惲純良，李榮耕，陳子平，

林志潔，林鈺雄，柯格鐘，蔡碧玉，陳信安，林明昕，楊雲驊，〈沒收新制的挑

戰〉，《月旦裁判時報》，48 期，2016 年 6 月，頁 5-62。 

26. 邱忠義，〈對法人緩起訴處分初探〉，《全國律師》，11 卷 10 期，2007 年 10 月，

頁 99-104。 

27. 邱英武，〈淺論附屬刑法與行政刑法、特別刑法之關係〉，《軍法專刊》，43 卷 8

期，1997 年 8 月，頁 29-37。 

28. 洪兆承，〈預見可能性的對象與資訊蒐集義務──從監督過失的案例談起〉，《中

原財經法學》，43 期，2019 年 12 月，頁 155-218。 

29. 洪福增，〈法人之犯罪能力〉，《法學叢刊》，6 卷 3 期，1961 年 7 月，頁 93-98。 

30. 孫國祥，〈論法人犯罪〉，《南京大學學報》，2 期，2000 年 7 月，頁 132-140。 

31. 張麗卿，〈風險社會中食品安全之刑事責任〉，收錄於：張麗卿主編，《全球風險

社會刑法新議題──以食品及醫療為中心》，初版，2015 年 11 月，頁 239-287。 

32. 許恒達，〈省思罰金刑的設計理念與制度走向〉，《月旦刑事法評論》，6 期，2017

年 9 月，頁 5-23。 

33. 許恒達，〈論瑕疵商品與共同過失責任〉，《興大法學》，10 期，2011 年 11 月，頁

1-47。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79 

34. 許靖儀，〈法人犯罪制裁方式之走向──從最高法院 100 年度臺上字第 1862 號談

起〉，《刑事法雜誌》，56 卷 1 期，2012 年 2 月，頁 1-24。 

35. 許澤天，〈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逃漏稅捐的刑罰與行政罰問題──釋字第六八七

號後有關犯行參與論的學理續造〉，《東吳法律學報》，26 卷 1 期，2014 年 7 月，

頁 93-136。 

36. 許澤天，〈刑事罰與行政罰競合之刑事優先與一事不再理原則──評大統混油案

之訴願決定〉，《台灣法學雜誌》，261 期，2014 年 12 月，頁 112-128。 

37. 許澤天，〈刑事確定判決對行政裁罰的拘束力〉，《月旦法學教室》，141 期，2014

年 7 月，頁 33-35。 

38. 許澤天，〈法人不該享有刑法上的名譽／南高分院 102 上易 285 判決〉，《台灣

法學雜誌》，250 期，2014 年 6 月，頁 209-216。 

39. 許澤天，〈從行政罰法相關規定看法人與法人之代表及法人之職員的不法歸責〉，

《月旦刑事法評論》，8 期，2018 年 3 月，頁 134-148。 

40. 陳宗憶，〈審查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2 項之合憲性──評釋字第 751 號解釋〉，《月

旦裁判時報》，68 期，2018 年 2 月，頁 103-117。 

41. 陳明輝，〈論法人之本質〉，《軍法專刊》，31 卷 2 期，1985 年 2 月，頁 17。 

42. 陳煥生，〈法人犯罪之研究〉，《法令月刊》，33 卷 11 期，1982 年 11 月，頁 5。 

43. 陳煥生，〈法人違法之處罰──最高法院 69 台上 3068 號及 73 台上 5038 號判例

評釋〉，《刑事法雜誌》，55 卷 5 期，2011 年 10 月，頁 1-16。 

44. 陳樸生，〈法人刑事責任與我國立法之趨向〉，《刑事法雜誌》，21 卷 2 期，1977

年 4 月，頁 1-23。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80 

45. 陳樸生，〈法人兩罰規定之理論基礎〉，《法令月刊》，44 卷 5 期，1993 年 5 月，

頁 3-6。 

46. 馮聖晏，〈評析德國法關於企業負責人正犯歸責理論的新發展〉，《刑事法雜誌》，

56 卷 3 期，2010 年 6 月，頁 27-130。 

47. 黃虹霞，李榮耕，錢建榮，林達，潘怡宏，王士帆，謝銘洋，林明昕，林昱梅，

許澤天，〈建構符合當代社會需求及法治基準的制裁體系〉，《月旦法學雜誌》，261

期，2017 年 2 月，頁 270-304。 

48. 黃嘉烈，〈公害犯罪之成立與組織體罪責論〉，《警大法學論集》，創刊號，1996

年 3 月，頁 197-208。 

49. 溫祖德，〈法人刑事責任之歸責法制──以美國模式為核心〉，《刑事政策與犯罪

研究論文集》，22 期，2019 年 11 月，頁 73-93。 

50. 溫祖德，〈美國法人經濟犯罪之形式管制架構──兼論對我國刑事管制之啟示〉，

《月旦法學雜誌》，278 期，2018 年 7 月，頁 212-229。 

51. 趙晞華，〈法人犯罪之研究──以兩岸刑事上的不法行為為中心〉，《軍法專刊》，

50 卷 7 期，2004 年 7 月，頁 1-14。 

52. 蔡聖偉，〈評法務部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月旦法學教室》，178 期，2017

年 8 月，頁 51-67。 

53. 蔡蕙芳，〈我國法人犯罪立法之檢視與理論建構〉，《東吳法律學報》，28 卷 4 期，

2017 年 4 月，頁 1-74。 

54. 蔡蕙芳，〈組織體犯罪與組織體罪責──美國刑法上組織體罪責理論的介紹與評

析〉，《逢甲人文社會學報》，1 期，2000 年 11 月，頁 325-356。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81 

55. 蔡蕙芳，〈著作權法第一○一條第一項執行業務兩罰規定之適用問題──評最高

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七二○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12 期，2011

年 12 月，頁 59-66。 

56. 鄭善印，〈公平交易法上兩罰規定之研究──法人處刑問題〉，《警大法學論集》，

創刊號，1996 年 3 月，頁 161-196。 

57. 薛智仁，〈罰金刑體系之改革芻議〉，《臺大法學論叢》，47 卷 2 期，2018 年 6 月，

頁 761-838。 

 

(三) 論文 

1. 方伯勳，《法人與刑事責任之研究》，天主教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2016 年 6 月。 

2. 吳宜展，《企業犯罪與企業刑事責任追究》，國立臺灣法律學院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12 年 6 月。 

3. 張雅晴，《從實體法與程序法觀點探究行政罰與刑罰之競合》，國立成功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5 年 7 月。 

4. 許純菁，《現代經濟犯罪之研究──以經濟刑法之包裹立法為中心》，國立中興大

學法律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1999 年 6 月。 

5. 許靖儀，《法人犯罪之研究──從現況到解決》，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

碩士論文，2011 年 7 月。 

6. 郭小如，《行政罰法第十四條共同違法行為之研究──與德國秩序違反法第十四

條之比較》，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5 年 8 月。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82 

7. 曾瓊玉，《法人犯罪問題之研究》，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6

月。 

8. 游嵥彥，《經濟犯罪之研究──以法人跨國犯罪為探討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律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7 月。 

9. 鍾亞達，《論法人犯罪之立法正當性與理論基礎》，國立臺灣法律學院法律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4 年 7 月。 

10. 魏平政，《法人的刑事責任》，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7 月。 

 

(四) 網站資料 

1.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中華民國交通部第 6432 次自強號於新馬站出軌事故第

6 發 ， 2018 年 10 月 22 日 ，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C2&mcustomize=new

s_view.jsp&dataserno=201810220003&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

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2Fstandard，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2.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臺鐵局 6 月 15 日大里站事故說明，2007 年 6 月 16 日，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C2&mcustomize=new

s_view.jsp&dataserno=3906&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

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2Fstandard，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3. 行政院，「1021 鐵路事故行政調查小組」公布 1021 台鐵第 6432 次普悠瑪列車新

馬 站 出 軌 事 故 初 步 調 查 結 果 ， 2018 年 11 月 26 日 ，

https://www.railway.gov.tw/tw/CP.aspx?sn=19289&n=21676；中華民國交通部第6432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C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3906&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2Fstandard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C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3906&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2Fstandard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C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3906&aplistdn=ou=data,ou=news,ou=chinese,ou=ap_root,o=motc,c=tw&toolsflag=Y&imgfolder=img%2Fstandard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83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8b719610-9ff9-4c76-bd57-02e20d

089a2b，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4. 呂晏慈，普悠瑪翻車擴大懲處！名單由 20 人增為 30 人，蘋果日報，2019 年 4

月 8 日，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90408/1546825/，最後瀏覽日：

2020 年 6 月 9 日。 

5. 李姿慧，【翻車究責 6】台鐵忘記 11 年前教訓 最後防線靠單一駕駛成致命疏失，

蘋 果 日 報 ， 2018 年 10 月 22 日 ，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1022/1452152/，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6. 林志潔，法人受罰  還要被罰？，中國時報， 2018 年 1 月 7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180107002721-262105?chdtv，最後瀏覽日：

2020 年 6 月 6 日。 

7. 林志潔，從台鐵事故談組織體刑責之建立，蘋果日報，2018 年 10 月 26 日，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1026/1454309/，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8. 林楠森，台灣頂新集團就假油事件致歉，BBC 中文網，2013 年 11 月 5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11/131105_taiwan_fake_oil，最後瀏

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9. 林鈺雄，普悠瑪事故教訓 吹哨者法案何在，蘋果日報，2018 年 10 月 29 日，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81029/38164754/，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10. 林鈺雄，罰得重卻罰不到的食安法，蘋果日報， 2014 年 10 月 29 日，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8b719610-9ff9-4c76-bd57-02e20d089a2b，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8b719610-9ff9-4c76-bd57-02e20d089a2b，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90408/1546825/，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90408/1546825/，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1022/1452152/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180107002721-262105?chdtv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1026/1454309/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11/131105_taiwan_fake_oil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81029/38164754/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84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41029/36174418/，最後瀏覽日：2019

年 3 月 3 日。 

11. 侯俐安，獨／普悠瑪通聯紀錄完整曝光 司機員一路求援 43 分鐘，聯合新聞網，

2018 年 10 月 25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21/3441103，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12. 徐秀娥，2 簡訊曝光 翻車普悠瑪故障無法排除 原擬花蓮站換車，中時電子報，

2018 年 10 月 23 日 ，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023001317-260405?chdtv，最後瀏

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13. 張書瑋，〈非金融業成為反洗錢申報的守門員〉，《會計研究月刊》，382 期，2017

年 9 月 5 日，http://www.accounting.org.tw/flptopic.aspx?f=101，最後瀏覽日：2020

年 5 月 13 日。 

14. 許澤天，官僚正在唬弄立委們，蘋果日報論壇， 2014 年 11 月 6 日，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41106/36191285/，最後瀏覽日：2020

年 5 月 13 日。 

15. 楊之瑜，【比一比】普悠瑪司機「無法接受人為超速的認定」，兩份政院報告說了

什麼？，蘋果日報，2018年12月28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1035，

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16.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與檢調合作查獲「昱伸香料有限公

司」製售之「起雲劑」含有塑化劑成分 DEHP，2011 年 5 月 23 日，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7618，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41029/36174418/（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41029/36174418/（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udn.com/news/story/7321/3441103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023001317-260405?chdtv，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023001317-260405?chdtv，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1035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7618，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7618，最後瀏覽日：2019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85 

17.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將針對香港、中國大陸及澳門生產

之 食 用 油 品 ， 於 進 口 時 加 強 管 制 措 施 ， 2014 年 9 月 11 日 ，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11537，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18.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經查證確認違法使用「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依

違 反 食 品 衛 生 管 理 法 處 理 ， 2013 年 6 月 7 日 ，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9900，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19.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澄清今日媒體報導「TFDA 101 年研究報告發現問

題 油 品 卻 未 跟 進 調 查 」 並 非 事 實 ， 2013 年 10 月 21 日 ，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10348，最後瀏覽日： 2020

年 6 月 9 日。 

20. 賴彥蓉，【翻一次車不夠？】黃國昌怒飆新台鐵局長「滿口謊言」故障列車竟照

樣 開 ， 上 報 ， 2019 年 1 月 11 日 ，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5783，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21. 嚴思祺，台灣餿水油風暴延燒 全台各地嚴查，BBC 中文網，2014 年 9 月 6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9/140906_taiwan_food_scandal，最

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9 日。 

 

二、外文部分 

(一) 專書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11537，最後瀏覽日：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9900，最後瀏覽日：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4&id=10348，最後瀏覽日：2019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5783，最後瀏覽日：2020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9/140906_taiwan_food_scandal，最後瀏覽日：2019年4月6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9/140906_taiwan_food_scandal，最後瀏覽日：2019年4月6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86 

1. Eidam (Hrsg.), Unternehmen und Strafe Vorsorge- und Krisenmanagement, 5. Aufl., 

2018. 

2. Engelhart, Sanktionierung von Unternehmen und Compliance, 2. Aufl., 2012. 

3. Fabrizy, Strafgesetzbuch, 12. Aufl., 2016. 

4. Fabrizy, Strafgesetzbuch, StGB samt ausgewählter Nebengesetze, Kurzkommentar, 12. 

Aufl., 2016.  

5. Göhler/Gürtler, Gesetz über Ordnungswidrigkeiten: OWiG, 17. Aufl., 2017.  

6. Hauschka/Moosmayer/Lösler (Hrsg.), Corporate Compliance, 3. Aufl., 2016. 

7. Hilf,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sgesetz, 1. Aufl., 2006. 

8. Hilf/Urtz/Handstanger,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 aus strafrechtlicher, 

abgabenrechtlicher und verwaltungsstrafrechtlicher Sicht, 20. Ö JT Band III/1, 2018. 

9. Höpfel/Ratz (Hrsg.), Wiener Kommentar zum StGB, 1. Aufl., 1999. 

10. Höpfel/Ratz (Hrsg.), Wiener- VbVG, 2. Aufl., 2010. 

11.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1, 4. Aufl., 2006. 

12. Senge (Hrsg.), Karlsruher Kommentar zum Ordnungswidrigkeitengesetz, 5. Aufl., 

2018. 

13. Steininger,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sgesetz Kommentar, 1. Aufl., 2006. 

14. Steininger,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sgesetz, 1. Aufl., 2006. 

15. Zeder, VbVG -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sgesetz, 1. Aufl., 2006.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87 

 (二) 期刊及學術論文集 

1. Achenbach, Der Entwurf eines Verbandssanktionengesetzes und die großen 

Ordnungswidrigkeiten, ZIS 2020, 1-6. 

2. Böse, Die Strafbarkeit juristischer Personen im Völkerstrafrecht, ZStW 2014, 189 - 

224. 

3. Hilf, Die Strafbarkeit juristischer Personen im schweizerischen, österreichischen und 

liechtensteinischen Recht, ZStW 2014, 73-104. 

4. Hilf, Grundkonzept und Terminologie des österreichischen strafrechtlichen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sgesetzes(VbVG), NSWiSt 2016, 189-193. 

5. Hochmayr, Eine echte Kriminalstrafe gegen Unternehmen und das Schuldprinzip, ZIS 

2016, 226-230. 

6. Lewisch,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 und Verfassungsrecht, in: Lewisch (Hrsg.), 

Wirtschaftsstrafrecht und Organverantwortlichkeit,1. Aufl., 2016, S. 90-117. 

7. Lewisch,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 in: WiR –  Studiengesellschaft für Wirtschaft 

und Recht (Hrsg.), Wirtschaftsstrafrecht, 2008, S. 207-232. 

8. Momsen/Willumat, Strafrechtliche Verantwortlichkeit von Unternehmen für 

Menschenrechtsverletzungen – Zurechnung von Verantwortung entlang von 

Wertschöpfungsketten, KriPoZ 2019, 323-337. 

9. Radinsky, Verbandsverantwortlichkeitsgesetz, in: Gröhs/Kotschnigg (Hrsg.), 

Wirtschafts- und Finanzstrafrecht in der Praxis, 1. Aufl., 2009, S. 185-198. 

10. Renzikowski, Rechts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 zur Strafbarkeit von Verbänden,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88 

GA 2019, 149-160. 

11. Wohlers, Der Gesetzesentwurf zur strafrechtlichen Verantwortlichkeit von 

Unternehmen und sonstigen Verbänden — Kritik und Rechtsvergleich, ZGR 2016, 

364-383.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89 

【附錄】我國法人處罰之現行法規 

一、法人違法之立法模式 

(一)  單罰型立法模式 

 法規名稱 法條內容 模式類型 

1 儲蓄互助社法

第 31 條第 2 項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第 一 種 單

罰模式 

2 金融控股公司

法第 58 條第 1

項 

金融控股公司之銀行子公司或保險子公司對第

四十四條各款所列之人為無擔保授信，或為擔保

授信而無十足擔保或其條件優於其他同類授信

對象者，其行為負責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二千五百

萬元以下罰金。 

第 一 種 單

罰模式 

3 銀行法第 125 條

第 3 項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第 一 種 單

罰模式 

4 銀行法第 127 條

之 1 第 1、3 項 

Ⅰ銀行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三

條之二或適用第三十三條之四第一項而有違反

前三條規定或違反第九十一條之一規定者，其行

為負責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一 種 單

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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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經營貨幣市場業務之機構違反第四十七條之

二準用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三條之

二或第三十三條之四規定者或外國銀行違反第

一百二十三條準用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

三十三條之二或第三十三條之四規定者，其行為

負責人依前二項規定處罰。 

5 銀行法第 127 條

之 2 第 1 項 

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六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

處置，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其行為負責

人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 一 種 單

罰模式 

6 銀行法第 127 條

之 5 第 2 項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第 一 種 單

罰模式 

7 國際金融業務

條例第 5 條之 1

第 2 項 

違反前項準用銀行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三條之二或第三十三條之四規定者，其行

為負責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一 種 單

罰模式 

8 票券金融管理

法第 59 條第 1

項 

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五十二條準用銀行法第六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處置，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其行為負責人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 一 種 單

罰模式 

9 票券金融管理 票券金融公司違反第四十九條準用銀行法第三 第 一 種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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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60 條第 1

項 

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三條之二或第三十

三條之四規定者，其行為負責人，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二

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罰模式 

10 農業金融法第

44 條第 1 項 

信用部或全國農業金庫違反第二十六條或第三

十三條準用銀行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或第

三十三條之二規定者，其行為負責人，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一 種 單

罰模式 

11 農業金融法第

45 條第 1 項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六條或第三十三條

準用銀行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處

置，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其行為負責人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

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 一 種 單

罰模式 

12 信託業法第 48

條第 2 項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第 一 種 單

罰模式 

13 信託業法第 49

條 

違反第二十三條或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其

行為負責人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 一 種 單

罰模式 

14 信託業法第 50

條 

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或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者，其行為負責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第 一 種 單

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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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15 信託業法第 51

條 

Ⅰ信託業違反信託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未將信託

財產與其自有財產或其他信託財產分別管理或

分別記帳者，其行為負責人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Ⅱ信託業違反信託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將信託財

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

利者，其行為負責人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 一 種 單

罰模式 

16 信託業法第 52

條 

Ⅰ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者，其行為負責人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

元以下罰金。 

Ⅱ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違反第九條第三項規定

者，其行為負責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一 種 單

罰模式 

17 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 86 條

第 2、3 項 

Ⅱ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從事禁止類項目

之投資或技術合作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

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命其停止；屆期不

停止，或停止後再為相同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千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一 種 單

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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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犯前項之罪者，處罰其

行為負責人。 

18 證券交易法第

179 條第 1 項 

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

其為行為之負責人。 

第 二 種 單

罰模式 

19 證券投資人及

期貨交易人保

護法第 38 條 

證券商違反前條第二項之規定者，其為行為之負

責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第 二 種 單

罰模式 

20 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第 118

條 

法人違反第一百零五條至第一百十條規定者，處

罰其負責人。 

第 三 種 單

罰模式 

21 能源管理法第

20 條 

能源供應事業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六條第一

項所為之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辦理；逾

期不遵行者，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再限期辦理；逾期仍不遵行者，除

加倍處罰外，並得停止其營業或勒令歇業；經主

管機關為加倍處罰，仍不遵行者，對其負責人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

萬元以下罰金。 

第 三 種 單

罰模式 

22 空氣污染防制

法第 49 條第 1

項 

公私場所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

業之命令者，處負責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第 三 種 單

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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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金。 

23 海洋污染防治

法第 37 條 

公私場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者，處負責人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

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三 種 單

罰模式 

24 海洋污染防治

法第 39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公私場所負責人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

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者。 

二、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者。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管理辦法之規定，致嚴

重污染海域者。 

第 三 種 單

罰模式 

25 環境影響評估

法第 21 條 

開發單位不遵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

停止開發行為之命令者，處負責人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三 種 單

罰模式 

26 環境影響評估

法第 22 條 

開發單位於未經主管機關依第七條或依第十三

條規定作成認可前，即逕行為第五條第一項規定

之開發行為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由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必要時，主管機

關得逕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其不遵行者，處

負責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

第 三 種 單

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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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27 環境影響評估

法第 23 條第 2

項 

前項情形，情節重大者，得由主管機關轉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必要

時，主管機關得逕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其不

遵行者，處負責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

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三 種 單

罰模式 

28 爆竹煙火管理

條例第 25 條 

違反本條例規定，經予停工或停業之處分後，擅

自復工或繼續營業者，應勒令停工或立即停業，

並處負責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三 種 單

罰模式 

29 工廠法第 68 條 工廠違反第七條、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之規定

者，其負責人處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金。 

第 三 種 單

罰模式 

30 工廠法第 69 條 工廠違反第五條、第八條至第十條、第三十七條

或第六十三條之規定者，其負責人處一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 三 種 單

罰模式 

31 工廠法第 70 條 工廠違反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三條、第

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第四十條、

第四十五條或第五十七條之規定者，其負責人處

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金。 

第 三 種 單

罰模式 

32 工廠法第 71 條 工廠違反第三條、第四條、第十九條、第三十五 第 三 種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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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或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者，其負責人處三

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罰金。 

罰模式 

33 簡易人壽保險

法第 33 條第 2

項 

中華郵政公司違反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

第三項或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八第一項規定者，其

行為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四 種 單

罰模式 

34 公司法第 259 條 公司募集公司債款後，未經申請核准變更，而用

於規定事項以外者，處公司負責人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如公司因此受有損害時，對於公司並負賠償責

任。 

無法歸類 

二、雙罰型立法模式 

 法規名稱 法條內容 模式類型 

1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40 條第 2 項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

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第 一 種 雙

罰模式 

2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41 條第 2 項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

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第 一 種 雙

罰模式 

3 石油管理法第 39

條第 4 項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

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第 二 種 雙

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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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石油管理法第 40

條第 4 項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

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第 二 種 雙

罰模式 

5 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 79 條之 1 第

2 項 

前項情形，除處罰行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並科以前項所定之罰金。 

第 二 種 雙

罰模式。但

立 法 文 字

增加「、團

體 或 其 他

機構」。 

6 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 79 條之 3 第

3 項 

前項情形，如行為人為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對該法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並科以前項所定之罰金。 

第 二 種 雙

罰模式。但

立 法 文 字

增加「、團

體 或 其 他

機構」。 

7 化妝品衛生管理

條例第 27 條第 4

項 

法人或非法人之工廠有第一項情事者，除處罰

其行為人外，並對該法人或工廠之負責人處以

該項之罰金。 

第 三 種 雙

罰模式 

8 稅捐稽徵法第 47

條第 1 項 

Ⅰ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

應處刑罰之規定，於下列之人適用之： 

一、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 

二、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之董事

第 四 種 雙

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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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理事。 

三、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 

四、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 

Ⅱ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

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 

9 建築法第 95 條之

1 第 3 項 

經依前項規定勒令停止業務，不遵從而繼續執

業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其為公司組織者，

處罰其負責人及行為人。 

立 法 文 字

表 現 有 所

差異，故未

歸 類 第 三

種 雙 罰 模

式。 

10 海洋污染防治法

第 40 條 

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工之命令者，處

負責人、行為人、船舶所有人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金。 

立 法 文 字

表 現 有 所

差異，故未

歸 類 第 三

種 雙 罰 模

式。 

11 銀行法第 126 條 股份有限公司違反其依第三十條所為之承諾

者，其參與決定此項違反承諾行為之董事及行

為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下罰金。 

無法歸類 



doi:10.6844/NCKU202001296

 

 

199 

12 農業金融法第 42

條 

股份有限公司違反其依第二十六條準用銀行法

第三十條規定所為之承諾者，其參與決定此項

違反承諾之董事及行為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下

罰金。 

無法歸類 

13 爆竹煙火管理條

例第 24 條第 1 項 

未經許可擅自製造爆竹煙火，處負責人及實際

負責執行業務之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無法歸類 

14 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 81 條第 1、

2、3 項 

Ⅰ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屆期不停止或改正，或

停止後再為相同違反行為者，處行為負責人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千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Ⅱ臺灣地區金融保險證券期貨機構及其在臺灣

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設立之分支機構，違反

財政部依第三十六條第四項規定報請行政院核

定之限制或禁止命令者，處行為負責人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Ⅲ前二項情形，除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對該

金融保險證券期貨機構，並科以前二項所定之

無法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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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金。 

 

二、自然人執行業務兩罰規定之立法模式 

(一) 無免責條款立法模式 

 法規名稱 法條內容 模式類型 

1 政府採購法第

92 條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2 電子票證發行

管理條例第 30

條第 4 項613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前三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

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三項所定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3 保險法第 167

條第 2 項614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

對該法人亦科該項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613 《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 30 條第 4 項修正理由（民國 104.06.09 修正）：「考量司法實務上違

反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者可能為自然人或法人，故參酌著作權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規定之立法

體例，增訂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三項之罪者，除處罰

其行為人，並對該法人科以前三項所定罰金。」 
614《保險法》第 167 條第 2 項修正理由（民國 104.01.22 修正）「參考著作權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

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八條第一項之法例，定明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第一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罰金，以收嚇阻之效，爰

修正原條文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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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慧財產案件

審理法第 36 條

第 1 項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條第一項之罪

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

以前條第一項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5 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第 150

條 

法人經選任為監督人或管理人者，其負責人、代

理人、受僱人或其他職員，於執行業務時，有前

二條所定之情形，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

外，對於該法人亦科以各該條規定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6 菸酒管理法第

49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四十五條第

二項、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或第四十八條

第二項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

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處以各該條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7 銀行法第 127

條之 4 第 1 項 

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職員，因

執行業務違反第一百二十五條至第一百二十七條

之二規定之一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負

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鍰或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8 管理外匯條例

第 22 條第 2 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有前項規定之情

事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

科以該項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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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用合作社法

第 40 條之 1 

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職員，因

執行業務違反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條規定之一

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對該

法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鍰或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10 金融控股公司

法第 65 條 

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職員，因

執行業務違反本法規定，除依本章規定處罰該行

為人外，對於該法人亦科以該條之罰鍰或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11 金融資產證券

化條例第 116

條 

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職員，因

執行業務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本章規定處罰該

行為人外，對於該法人亦科以該條之罰鍰或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12 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第 4 項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

對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 

105.3.25 修

正 前 為 有

免 責 條 款

型，現為無

免 責 條 款

型 

13 不動產證券化

條例第 65 條 

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職員，因

執行業務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本章規定處罰該

行為人外，對於該法人亦科處各該條之罰金或罰

鍰。 

無免責條

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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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期貨交易法第

118 條第 1 項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業務員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依第一百十六

條、第一百十七條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

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一、違反第十九條、第二十九條或第六十三條之

規定者。 

二、違反第五十五條準用第十九條或第二十九條

之規定者。 

三、違反第八十一條或第八十八條準用第六十三

條之規定者。 

無免責條

款型 

15 文化資產保存

法第 105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職務犯第一百零三條之

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

或自然人亦科以同條所定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16 礦業法第 69 條

第 2 項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職務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

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無 免 責 條

款型 

18 著 作 權 法 第

101 條第 1 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九十一條至

第九十三條、第九十五條至第九十六條之一之罪

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

無免責條

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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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然人亦科各該條之罰金。 

19 貿易法第 27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其執行業務犯前項之罪者，除

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前項

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20 天然氣事業法

第 56 條第 4 項 

法人之負責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職務犯前三項之罪者，除處罰該行為人

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各該項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21 公平交易法第

37 條第 2 項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

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金。 

無 免 責 條

款型 

22 游離輻射防護

法第 40 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三十八條或前

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

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23 放射性物料管

理法第 35 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三條之罪者，

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

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24 核子反應器設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無免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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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管制法第 31

條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二十九條第二

項或前條第三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

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款型 

26 藥事法第 87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八十二條至

第八十六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

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

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27 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第 49 條

第 5 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一項至第三項

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

科以各該項十倍以下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28 健康食品管理

法第 26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或受雇

人，因執行業務，犯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二條之

罪者，除依各該條之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

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29 漁業法第 63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因執行業務犯第六十條至第六十

二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

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31 飼料管理法第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無免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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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條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二十六條或第

二十七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

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處以各該條之罰金刑。 

款型 

32 畜牧法第 38 條

第 5 項 

因執行業務犯第三項、第四項之罪者，除依該項

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僱用該行為人之法人或

自然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33 水土保持法第

34 條 

因執行業務犯第三十二條或第三十三條第三項之

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僱用

該行為人之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34 山坡地保育利

用條例第 35 條

之 1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三十四條或第

三十五條第三項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

金。 

無免責條

款型 

35 野生動物保育

法第 44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四十條、第

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或第四十三條第三項之罪

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

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36 動物用藥品管

理法第 42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三十三條至

無免責條

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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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

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刑。 

37 農藥管理法第

49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四十五條至

前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

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38 勞動檢查法第

34 條第 2 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項之罪者，除

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前項

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39 就業服務法第

63 條第 2 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四十四條或

第五十七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者，除依前項規

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處前

項之罰鍰或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40 就業服務法第

64 條第 3 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四十五條規

定者，除依前二項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

人或自然人亦科處各該項之罰鍰或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41 空氣污染防制

法第 50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四十六條、第

無免責條

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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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九條第二

項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

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42 水污染防治法

第 39 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三十四條至第

三十七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

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

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43 飲用水管理條

例第 19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十六條或前條

規定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

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44 廢棄物清理法

第 47 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

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

該條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45 環境用藥管理

法第 44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四十二條或

前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

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46 毒性化學物質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無免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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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法第 31 條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二十九條或前

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

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款型 

47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第

36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三十二條至前

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

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無免責條

款型 

48 電信法第 59 條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或受僱人犯第五十六條至

第五十八條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

亦科以各該條罰金。 

無法歸類 

49 投資經營非我

國籍漁船管理

條例第 9條第 2

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因犯前

項之罪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對該法人或自

然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無法歸類 

50 礦場安全法第

45 條 

礦業權者如係法人，其代表人、代理人、礦場負

責人、礦場安全管理人員或礦場作業人員，犯第

四十條至第四十二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之規

定，處罰其行為人外，該法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

金。 

無法歸類 

(二) 有免責條款立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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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名稱 法條內容 模式類型 

1 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4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十三條之一、

第十三條之二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

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該條之罰金。但法

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力為

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 

有 免 責 條

款型 

2 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第 7條之 1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三條至第六

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並對該法人或自

然人科以各該條之罰金。但法人或自然人為被害

人或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監督責任或為防止行

為者，不在此限。 

有 免 責 條

款型 

3 人口販運防制

法第 39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人口販運罪者，

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人口販運罪所定罰

金。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違反之發生，

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 

有 免 責 條

款型 

4 動物傳染病防

治條例第 41 條

第 3 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一項之罪者，

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第

有 免 責 條

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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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之罰金。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罪

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對該法人或自然

人，不予處罰。 

5 動物傳染病防

治條例第 42 條

第 3 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項之罪者，

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前

項之罰金。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犯罪之

發生，已盡其防止義務時，對該法人或自然人，

不予處罰。 

有 免 責 條

款型 

6 植物防疫檢疫

法第 23 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條第一項之

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

科以前條第一項之罰金。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

人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對該

法人或自然人，不予處罰。 

有 免 責 條

款型 

7 勞動基準法第

81 條第 1 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本法規定，除

依本章規定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並

應處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或罰鍰。但法人之代表

人或自然人對於違反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

者，不在此限。 

有 免 責 條

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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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 83 條

第 3 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項之罪者，

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並科以前二

項所定之罰金。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違

反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 

有 免 責 條

款型 

9 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 84 條

第 2 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項之罪者，除

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並科以前項所

定之罰金。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對於違反之

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 

有 免 責 條

款型 

10 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 80 條

第 2 項 

前項中華民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之所

有人或營運人為法人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

法人並科以前項所定之罰金。但法人之代表人對

於違反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之行為者，不在此

限。 

無法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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