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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670 號（99.01.29） 
相關條文〔憲§7、8、15、22、23、

24；行執§41；民§216、217、839；
刑§2、320；貪污治罪條例§6；刑訴

§101、156、254；冤獄賠償法§1、2、
3、28；警械使用條例§11；社會秩序

維護法§42、92；警察職權行使法§

31；軍事審判法§102；國賠§2、5、
6、7、13；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1〕 

解釋爭點 
冤賠法第 2條第 3款因故意或重大過失

受押不賠償違憲？ 
解釋文 
受無罪判決確定之受害人，因有故意或

重大過失行為致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

零一條第一項或軍事審判法第一百零

二條第一項受羈押者，依冤獄賠償法第

二條第三款規定，不得請求賠償，並未

斟酌受害人致受羈押之行為，係涉嫌實

現犯罪構成要件或係妨礙、誤導偵查審

判，亦無論受害人致受羈押行為可歸責

程度之輕重及因羈押所受損失之大

小，皆一律排除全部之補償請求，並非

避免補償失當或浮濫等情事所必要，不

符冤獄賠償法對個別人民身體之自

由，因實現國家刑罰權之公共利益，受

有超越一般應容忍程度之特別犧牲

時，給予所規範之補償，以符合憲法保

障人民身體自由及平等權之立法意

旨，而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有

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

二年時失其效力。 
解釋理由書 

人民受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之財產權，因

公益需要而受特別犧牲者，應由國家依

法律予以補償，已迭經本院解釋在案

（本院釋字第四○○號、第四二五號、

第五一六號、第六五二號解釋參照）。

人民受憲法第八條保障身體之自由，乃

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

前提，為重要基本人權，尤其應受特別

保護，亦迭經本院解釋在案（本院釋字

第三八四號、第五八八號解釋參照）。

是特定人民身體之自由，因公共利益受

公權力之合法限制，諸如羈押、收容或

留置等，而有特別情形致超越人民一般

情況下所應容忍之程度，構成其個人之

特別犧牲者，自應有依法向國家請求合

理補償之權利，以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身

體自由及平等權之意旨。 
冤獄賠償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依刑

事訴訟法、軍事審判法、少年事件處理

法或檢肅流氓條例受理之案件，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受害人得依本法請求國

家賠償：一、不起訴處分或無罪、不受

理之判決確定前，曾受羈押或收容。

二、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判決無罪、

不受理或撤銷強制工作處分確定前，曾

受羈押、收容、刑之執行或強制工作。

三、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確

定前，曾受收容。四、依重新審理程序

裁定不付保護處分確定前，曾受收容或

感化教育之執行。五、不付感訓處分之

裁定確定前，曾受留置。六、依重新審

理程序裁定不付感訓處分確定前，曾受

留置或感訓處分之執行。」本條項規定

之國家賠償，並非以行使公權力執行職

務之公務員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害

行為為要件。是冤獄賠償法於形式上為

國家賠償法之特別法，然本條項所規定

之國家賠償，實係國家因實現刑罰權或

為實施教化、矯治之公共利益，對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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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為羈押、收容、留置、刑或保安處

分之執行，致其憲法保障之自由權利，

受有超越一般應容忍程度之限制，構成

其個人之特別犧牲時，依法律之規定，

以金錢予以填補之刑事補償（以下稱本

條項之賠償為補償）。 
人民之自由權利因公共利益受有超越

一般應容忍程度之特別犧牲，法律規定

給予補償時，為避免補償失當或浮濫等

情事，受害人對損失之發生或擴大，如

有可歸責之事由，固得審酌不同情狀而

排除或減少其補償請求權，惟仍須為達

成該目的所必要，始無違憲法第二十三

條之比例原則。冤獄賠償法第二條第三

款規定，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致受羈

押者，不得請求補償部分（以下稱系爭

規定），就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第

一項及軍事審判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一

項所規定之羈押而言，並未斟酌受害人

致受羈押之行為，係涉嫌實現犯罪構成

要件，或係妨礙、誤導偵查審判（例如

逃亡、串供、湮滅證據或虛偽自白等），

亦無論受害人致受羈押行為可歸責程

度之輕重及其因羈押所受損失之大

小，皆一律排除全部之補償請求，並非

避免補償失當或浮濫等情事所必要，不

符冤獄賠償法對特定人民身體之自

由，因實現刑罰權之公共利益受有干

涉，構成超越一般應容忍程度之特別犧

牲時，給予所規範之補償，以實現憲法

保障人民身體自由及平等權之立法意

旨，而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有

違。系爭規定應由相關機關自本解釋公

布之日起二年內，依本解釋之意旨，衡

酌受害人致受羈押行為之情狀、可歸責

程度及所受損失等事由，就是否限制其

補償請求權，予以限制時係全面排除或

部分減少等，配合冤獄賠償法相關規定

通盤檢討，妥為規範，屆期未完成修法

者，系爭規定失其效力。 

釋字第 671 號（99.01.29） 
相關條文〔憲§15、23；民§312、819、

824-1、825、858、866、867、868、
875、875-1、881、899；土§37、43；
土地登記規則§107）〕 

解釋爭點 
土地登記規則第 107 條違憲？ 

解釋文 
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

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

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

能，不得因他人之法律行為而受侵害。

分別共有不動產之應有部分，於設定抵

押權後，共有物經分割者，其抵押權不

因此而受影響（民法第八百二十五條及

第八百六十八條規定參照）。於分割前

未先徵得抵押權人同意者，於分割後，

自係以原設定抵押權而經分別轉載於

各宗土地之應有部分，為抵押權之客

體。是強制執行時，係以分割後各宗土

地經轉載抵押權之應有部分為其執行

標的物。於拍定後，因拍定人取得抵押

權客體之應有部分，由拍定人與其他共

有人，就該不動產全部回復共有關係，

其他共有人回復分割前之應有部分，經

轉載之應有部分抵押權因已實行而消

滅，從而得以維護其他共有人及抵押權

人之權益。準此，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

十四日修正發布之土地登記規則第一

百零七條之規定，符合民法規定之意

旨，亦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

之規定，尚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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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

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

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

能，不得因他人之法律行為而受侵害。

共有物之應有部分乃共有人對共有物

所有權之比例，性質上與所有權本無不

同（本院釋字第四○○號、第五六二號

解釋參照）。民法第八百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各分別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

部分。該條項所謂處分，包括讓與應有

部分，或以應有部分為客體設定抵押權

（本院釋字第一四一號解釋參照），旨在

保障應有部分之財產權。又抵押權亦屬

憲法財產權保障之範圍，惟因分別共有

人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得單獨為

之，不須其他分別共有人之同意；故就

應有部分設定及實行抵押權之結果，無

害於其他共有人之利益者，符合私法自

治原則及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

權規定之意旨。 
分別共有不動產之應有部分，於設定抵

押權後，共有物經分割者，其抵押權不

因此而受影響（民法第八百二十五條及

第八百六十八條規定參照）。九十年九

月十四日修正發布之土地登記規則第

一百零七條規定：「分別共有土地，部

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於

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該抵押權按原

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

上。但經先徵得抵押權人同意者，該抵

押權僅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

土地上。」（下稱系爭規定）亦即限於

分割前已先徵得抵押權人同意之情

形，始以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為

抵押權之客體。對於分割前未先徵得抵

押權人同意之情形，系爭規定抵押權之

轉載方式，固可避免應有部分之抵押權

人因分割而受不利益，但系爭規定將該

抵押權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致

使其他分別共有人取得之土地，亦有抵

押權負擔，且抵押權人得以轉載於該土

地經抵押之應有部分拍賣取償。然抵押

權之客體既為原共有物之應有部分，故

於分割前未先徵得抵押權人同意者，於

分割後，自係以原設定抵押權而經分別

轉載於各宗土地之應有部分，為抵押權

之客體。是強制執行時，係以轉載於分

割後各宗土地經抵押之應有部分，為其

執行標的物。於拍定後，因拍定人取得

抵押權客體之應有部分，由拍定人與其

他共有人，就該不動產全部回復共有關

係，其他共有人回復分割前之應有部

分，經轉載之應有部分抵押權因已實行

而消滅，從而得以維護其他共有人及抵

押權人之權益。準此，系爭規定符合民

法規定之意旨，亦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

人民財產權之規定，尚無牴觸。 

釋字第 672 號（99.02.12） 
相關條文〔憲§15、23；管理外匯條

例§11、24；行程§154、157；中央

法規標準法§3〕 

解釋爭點 
管理外匯條例等攜外幣出入境未申報

應沒入規定違憲？ 
解釋文 
管理外匯條例第十一條、第二十四條第

三項及財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

二十一日台財融字第○九二五○○

○○七五號令，關於攜帶外幣出入國境

須報明登記，違反者應予沒入之規定，

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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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條之比例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

則，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

障，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

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

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

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

（本院釋字第四○○號解釋參照）。立法

機關對人民財產權之限制，如合於憲法

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程度，並以法律定

之或明確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

者，即與上開憲法意旨無違，迭經本院

解釋在案（本院釋字第三一三號、第四

八八號、第六○○號解釋參照）。行政

罰之沒入，係對人民財產不法所得或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對其財產加以

強制剝奪，其規定應合乎上開意旨，乃

屬當然。  
管理外匯條例第十一條規定:「旅客或

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攜帶外幣出入

國境者，應報明海關登記；其有關辦

法，由財政部會同中央銀行定之。」財

政部九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台財融

字第○九二五○○○○七五號令：「旅

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攜帶外幣

出、入國境超過等值壹萬美元者，應報

明海關登記。」同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三

項規定:「攜帶外幣出入國境，不依第

十一條規定報明登記者，沒入之；申報

不實者，其超過申報部分沒入之。」上

開關於申報與沒入之規定(下稱系爭規

定)，係為平衡國際收支，穩定金融（同

條例第一條參照），兼有防制經濟犯罪

之作用，其目的洵屬正當。 
系爭規定之出入國境申報外幣制度，僅

對攜帶超過等值壹萬美元外幣之旅客

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課予申報義

務，一經依法申報即不違反系爭規定，

對於依規定應申報者、無須申報者及執

行機關均有其便利性。此申報之規定，

有助於主管機關掌握外匯資金進出與

外匯收支動態，並得適時採取必要之因

應措施，以穩定金融及經濟，並防制經

濟犯罪，係管理外匯之必要手段。 
為確保申報制度之實效，對於違反申報

義務者，施以強制或處罰，實有必要。

至其強制或處罰之措施應如何訂定，宜

由立法者兼顧外匯管理政策與人民權

利之保護，為妥適之決定。管理外匯條

例第二十四條第三項之規定，係對於攜

帶外幣超過等值壹萬美元而未申報

者，予以沒入，以督促主動誠實申報，

較科處刑罰之方式為輕，且鑑於旅客或

隨交通工具服務人員攜帶外幣出入國

境之動態與特性，上開處罰規定尚未牴

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而與憲

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無違。且系爭

規定對出入國境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

務之人員課予申報義務，其有關違反時

之處罰規定，尚屬明確，並未牴觸法律

明確性之要求。 
管理外匯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外幣申報

之「有關辦法，由財政部會同中央銀行

定之」，係授權主管機關共同就申報之

程序、方式及其他有關事項訂定法規命

令，其訂定並應遵循中央法規標準法及

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惟上開財政部

令，既未以辦法之名稱與法條形式，復

未履行法規命令應遵循之預告程序，亦

未會銜中央銀行發布，且其內容僅規定

超過等值壹萬美元者應報明海關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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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旨，對於申報之程序、方式等事項

則未規定，與管理外匯條例第十一條之

授權意旨、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

條、第一百五十七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三條等規定不符，應由有關機關儘速

檢討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