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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俗稱「雨港」的基隆，擁有臺灣

北部最重要的港口─基隆港，在港區裡

可看見每日有許多長方形的貨櫃，整齊

地放置在集散地中等著被載運。此外在

港區的另一頭，還可看見如織的旅客從

一班班氣派的郵輪上來來去去。不過，

除了基隆港外，在陰濛濛的、環山面海

的「雞籠」，因為擁有許多豐富的漁業

資源，境內還有許多漁港，像是外木山

漁港、八斗子漁港，另外也有軍事用的

基隆軍用碼頭、給遊客休閒娛樂的龍洞

南口遊艇港。腹地雖小的基隆，沿海卻

隱藏著許多與海洋連結的接口，除了貨

物的運輸交換，也有人的遷移與漁貨的

捕撈等。身為一名學習司法官站在川流

不息的港口中遠眺，除了欣賞美人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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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心中也潛藏著許多犯罪的想像等著

我們去深掘。於是，這便興起了我們對

於研究走私案件的興趣，被港口環繞

的基隆究竟埋藏著多少走私案件？他

們又是以什麼方式走私進口和出口？

身為一名檢察官，要如何在此類案件

中指揮辦案？

以下先就基隆各類型港口及關務

運作做簡單介紹後，並查尋基隆有關走

私貨物的起訴書類及判決，將基隆的走

私案件做類型化分析，最後再舉出 2 個

實際案例分析其所為的偵查手段做結。

貳、基隆港口介紹

基隆港口依功能區分為以下不同

類型：

一、基隆港：
港區範圍總面積為 572.17 公頃，

最大進港船型為 3,000TEU 貨櫃輪及 3

萬 DWT 散裝貨輪，目前共有 57 座碼

頭
1
。貨物要通過國境，必須經由政府

指定開放對外貿易的通商口岸，基隆港

為臺灣重要的國際商港之一，在通商口

岸設有海關以查驗或課徵輸出入貨物相

關稅費，該報運的程序稱為通關，而通

關步驟詳如下文說明。另外，有關旅

客行李運送的部分，也要經由此港口通

行，出境旅客須向郵輪公司辦理報到手

續後，其托運之行李須經由海巡人員之

檢查，若查到有違禁品、管制物品的情

形，須通報海關辦理。

二、漁港：
按漁港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

定，漁港指主要供漁船使用之港。依照

漁業發展需要及使用目的區分成 2類，

第一類漁港係為全國性或配合發展需要

之目的而設立，港內的泊地面積需達 10

萬平方公尺，陸上有漁市場、起卸碼

頭、漁船補給、漁貨加工等要求，主管

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其餘則為第

二類漁港，由當地的縣市政府為主管機

關。其中，基隆的第一類漁港有正濱漁

港及八斗子漁港，第二類漁港則為長潭

里、望海巷、外木山、大武崙
2
 漁港。

三、軍用港：
基隆沒有獨立的軍用港口，而是

在基隆港中有一部分的軍用碼頭。先前

基隆港的東岸和西岸均有軍用碼頭，但

近期為了擴張港口的營運和發展，將

東岸的東 4、5 軍用碼頭及威海營區遷

移至西岸之牛稠港，並成立國防軍事專

1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首頁 > 港口種類 > 商港 / 基隆港，http://ship.nmmst.gov.tw/ship/
content/140/534，最後瀏覽日：2019年 8月 1日。

2 漁業署網站首頁 >法令公告 >漁港目，臺灣地區各直轄市、縣 (市 )漁港類別及名稱一覽
表，https://www.fa.gov.tw/cht/LawsAnnouncePort/content.aspx?id=28&chk=E40A0683-09A8-
4E15-BDB0-AD4991EB8F71&param，最後瀏覽日：2019年 8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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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東岸所釋出的空間可以作其他商業

或公共利用。

四、遊艇港：
位於新北市貢寮區之龍洞南口遊

艇港是國內首座遊艇港，主要停靠各類

型的遊憩船舶。遊艇入出我國國境時，

應由駕駛人或其代理人填載遊艇通報

單，向航政機構通報之。航政機構再即

時轉通報關務、入出境、檢疫、安全檢

查相關機關及港灣口岸管理機關。

參、海運實務流程：

偵辦走私案件時，涉及海運實務流

程，在海運實務文件的茫茫大海中，時

常碰到不知如何切入偵查、及被告抗辯

時不知如何突破的困境，可見，勢必須

對海運實務流程先有一番了解，才能確

實解讀海運實務文件，讓犯罪無所遁形。

一、海運總論：
利用船舶載運貨品時，首先須認

識船舶的種類，船舶大致上可分為商

船、軍船、漁船、娛樂船和特種船五

種，其中與載貨相關者主要為漁船及商

船中的貨船，而貨船隨著用途不同又再

細分為貨櫃船、散裝船、雜貨船、水泥

船、木材船、油輪、冷凍船等，種類繁

雜，本文主要以漁船、貨櫃船之進出口

圖 1　基隆港口標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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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簡介：

（一）漁船：

依據海岸巡防法第 4 條、第 5 條

及國家安全法第 4 條、海岸巡防機關執

行臺灣地區漁港及遊艇港安全檢查作業

規定，漁港須經過地方上安檢所的安全

檢查。安檢所為行政院海洋委員會海巡

署轄下的單位，負責檢查漁船進出口時

所攜帶之物品、人員等。安檢所人員會

先將船隻依據其船舶種類、漁業及漁具

種類、違法前科、僱用船員等紀錄，區

分成甲、乙、丙、丁四類。海巡人員在

實施檢查時，會結合船舶之評鑑類別、

近期情資等，據以認定有無違法之虞，

如認為沒有違法之虞者，檢查方式得

以目示航行或以申報服務，即船舶主動

靠泊執勤區，安檢人員僅作進出港之紀

錄，讓船舶通過之方式處理。但若認為

有違法之虞，可分別採取登船查艙、監

卸、清倉等方式實施安檢
3
。又檢查之

範圍包含人員須進行身分核對、物品或

其他依法執行之檢查等，據此以防有人

走私、非法入出國之情形（安全檢查流

程示意圖詳下圖 2）。

3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中部分署首頁 >海域執法 >港口安全檢查 >船舶檢查說明， https://www.
cga.gov.tw/GipOpen/wSite/ct?xItem=4185&ctNode=2691&mp=9993/，最後瀏覽日：2019年 8
月 1日。

圖 2　漁港船筏進出港安全檢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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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據漁港法第 16 條及其施

行細則第 9 條規定，非我國籍的漁船進

出漁港時，除應依法令實施檢查外，還

須先填具申請書，經過主管機關核准，

分別依照不同之船舶種類有不同申請時

間規定。

（二）貨櫃船：

以貨櫃裝運貨物具有機動性及隱

密性，且運輸快速、安全、運費低廉，

容易淪為走私工具，常見走私方式為：

貨櫃夾帶、夾層、調包，故貨櫃船在走

私案件中扮演重要角色。

首先，貨櫃的特色在於，其格式

統一以便於可層層重疊，一般的貨櫃大

船可以裝 5000~8000 箱，現今貨櫃容

量大致可分為 20 呎（約 6.10 公尺）、

40 呎貨櫃 2 種，又依貨櫃是否裝有進

出口貨物而分為實貨櫃（又稱重櫃）、

空貨櫃（又稱虛櫃）。實貨櫃可再細分

為整裝貨櫃、合裝貨櫃。整裝貨櫃，即

俗稱 CY 櫃，係指櫃內所裝運之物品屬

同一收 / 發貨人，由發貨人向運送人領

取空貨櫃，自行裝填貨物於貨櫃內，

再將上開貨櫃由自己或代理商拖運至運

送人指定之貨櫃集散場（如後述出口毒

品例子即為 CY 櫃）；反之，合裝貨櫃

即俗稱 CFS 櫃，則指出口貨品屬非同

一收 / 發貨人，貨品乃由運送人負責裝

卸。此了解對於在貨櫃調包案件時，判

斷其究竟為實貨櫃或虛貨櫃相當重要。

再來，每一只貨櫃都有獨一無二

的貨櫃號碼及銘牌，貨櫃號碼係由 11

碼英文字母及數字組成，包括船公司英

文名稱簡寫、號碼、檢索號，此貨櫃號

碼置於貨櫃內部、四周及貨櫃頂端，以

利海關人員查緝。透過報單上的貨櫃號

碼，可再追查貨櫃動態表、貨櫃運送

單、貨櫃拖車司機領櫃紀錄等，作為走

私案件中的重要佐證，常見有偽造貨櫃

號碼情形，而貨櫃號碼具有準私文書性

質
4
，則該當偽造變造準私文書罪，此

在偵辦走私案件中須同時注意之。而貨

櫃銘牌則如同身分證般，標示出貨櫃產

地、出產年月日等，最重要係其上亦會

標示貨櫃編號，用以判斷銘牌標示之貨

櫃號碼與貨櫃外觀標示貨櫃號碼是否相

符，此亦屬準私文書性質。

又進出口業者通常會透過「報關

行」進行進出口準備作業，報關行係指

受委託辦理進、出口貨物報關納稅等業

務之營利事業
5
，蓋因進出口所需文件繁

多、流程不易，故由報關行代理進出口

4 貨櫃上所標示之號碼係由貨櫃所有人依據「國際貨櫃報關公約」之規定，於編定號碼後標示
於貨櫃上，作為貨櫃身分之標誌，以利往後貨櫃使用上之辨識及管理，此與機車引擎號碼，
係機車製造廠出廠之標誌，表示一定用意之證明，並無二致，應同屬刑法第 220條第 1項、
第 210條之準私文書（臺灣高等法院 101年度重上更 (六 )字第 38號判決）。

5 關稅法第 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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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製作進出口報單等，且報關行若經

海關核列為優良報關業者，海關得對其

受委託辦理報關之貨物降低抽驗比率，

對違章則給予處分或提高查驗比率
6
。

因報關行與進出口業者關係密切，於走

私案件中，常須要求報關行業者提供資

料，有時走私者亦會串通報關行為走私

犯行，不可不防。

最後，所謂貨櫃集散場，係經海

關核准登記供儲存未完成海關放行手

續之進出口貨櫃，櫃裝貨物之儲存、裝

櫃、拆櫃、裝車、卸車及貨櫃貨物之集

中、分散之場所，可分為港口貨櫃集散

站、內陸貨櫃集散站
7
。又因基隆港受

天然地形之限制，港口內貨櫃基地狹

小，造成港口貨櫃集散站少、內陸貨櫃

集散站多之情形，海關稽核官員則在集

散站進行查驗工作，使走私者得以利用

港口至內陸集散站間之運送過程進行走

私、調包犯行，為防範此種情形，海關

須依規定進行押運。

以下，詳細就貨櫃船進出口流程

作說明。

二、海運出口
8
：

案例：A 想從基隆港出口一批貨物到

他國⋯

A 所出口之貨物若須經主管機關

許可，則須事先向該機關辦妥簽審手

續，經許可後，向船公司或船務代理公

司確定目的地、日期、收貨人、出貨型

態（CY/CFS）訂艙位成功後，船公司

即核發貨物訂艙單 / 裝船通知單予 A。

若為 CY 櫃，則由拖車公司先依裝船通

知單上指示之領櫃地點領空貨櫃，再將

空貨櫃拖至 A 處裝櫃，A 於裝櫃完畢

後，於貨櫃右側桿內加裝貨櫃封條
9
，

再由拖車公司拖至裝船通知單上指示之

貨櫃集散場；若為 CFS 櫃，則將貨物

送至指定之貨櫃場，由貨櫃場裝箱。

接著，A 須提供發票
10
、裝船通

知單（SHIPPING ORDER，S/O）、裝

箱單（PACKING LIST）
11
、委任書、

6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首頁 >互動專區 >數位學習 >關務辭彙篇，https://keelung.customs.gov.
tw/News_Content.aspx?n=58BD38F4400A7167&sms=F6A174A7F58D9580&s=8CB2F97651
FD9732，最後瀏覽日：2019年 08月 04日。

7 相關規定：貨櫃集散站經營業管理規則、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等。
8 蔡佩君，進出口通關實務操作手冊，2015年 2月 26日，5-25頁；林清和，《海關實務》，揚
智，2001年 4月，初版，406-481頁。相關規定：關稅法、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出口貨物
報關驗放辦法等。

9 防止貨櫃內貨物遭竊，及證明貨櫃為實櫃，屬準私文書性質。
10 出口業者寄送予進口業者之出貨通知書，此與偵辦進口貨物逃漏稅捐案件有關。
11 出口商製作的包裝明細，裝箱單係由出口業者製作，記載貨櫃貨物內容之明細，作為雙方點
交貨物之依據，亦作為海關查驗貨品品名及數量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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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倉證明
12
等文件予報關行，報關行

收到上開文件後，依其內容製作「出口

報單」，並以電子傳輸方式將相關文件

傳輸予海關，由海關系統自動篩選通關

方式，通關方式分為 3 種：

1. C1 免審免驗通關─免審書面文件免

驗貨物。

2. C2 文件審核通關─須將出口報單等

書面文件至基隆關投單，經書面審

查後，若有疑慮者可能更改為 C3 通

關方式。

3. C3 貨物查驗通關─海關實施貨櫃查

驗及書面文件查核，可分為 C3M 人

工查驗、及 C3X 儀器查驗。

海關進行查驗貨物工作，如查驗

時有密報、儀檢或緝毒犬嗅聞異常之可

疑貨物，經報請一級單位主管核可後，

得實施破壞性查驗
13
；海關如認有違反

海關緝私條例者，應予扣押
14
。通關完

成後由海關發放行通知予報關行及貨櫃

場，貨櫃場始將貨櫃裝船。

三、海運進口：

案例：B 想從基隆港進口一批貨物至

我國⋯

船到港前，船公司會依大提單
15

記載發到港通知予指定之到貨通知人

（於走私案件中受通知人通常非真正

貨主 B，常為人頭），以確認貨櫃是否

為該受貨人所進口，受通知人於收受通

知後，應將大提單、發票、裝箱單、到

12 貨櫃場確認實際進倉貨物資訊與進倉文件相同後，將資料傳輸予海關。
13 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第 13-1條規定。
14 海關緝私條例第 17條規定。
15 載貨證券，簡稱 B/L(Bill of Lading)，係運送人與出口業者間之運送契約，乃船公司承認收
到出口商所交運之貨櫃憑據，其上記載出口商、裝貨港、卸貨港、受貨人、到貨通知人等
重要資訊。報關行出具大提單及繳納費用後，換取小提單 (D/O)，受貨人憑此小提單進行報
關、領貨。

圖 3　海運出口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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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通知等交予報關行，報關行收到上開

文件後，將大提單交還給船公司並繳交

相關費用，換取小提單，依其內容製作

「進口報單」，並以電子傳輸方式將相

關文件傳輸予海關；船公司於到港前同

時會將進口艙單傳輸予海關，其記載內

容與進口報單內容相同，供海關作為查

核依據。

船到港後，依海關所核發之卸貨

准單，始可卸貨進倉，而與出口報關流

程相同，由海關系統自動篩選適合之通

關方式。通關完成後由海關發放行通知

予報關行及貨櫃場。

肆、走私態樣與相關規範

走私行為之定義，依懲治走私條

例第 1 條及海關緝私條例第 3 條規定，

係指私運政府管制物品或應稅物品之進

口或出口。而私運管制物品或應稅物品

之進口或出口，係指行為人有規避檢

查、偷漏關稅或逃避管制，未經向海關

申報而運輸貨物進、出國境等行為
16
。

又臺灣四面環海，水域遼闊，漁

港散布各地，且臺灣是一海島型經濟，

對外貿易依存度高，在國內無法生產及

生產較少之物品，必須仰賴進口為之，

而政府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經濟秩序等公

共利益，並配合國際貿易規範，常須要

訂定各種管制措施，造成管制物品之稀

少性，此時走私管制物品進口即有厚

利可圖
17
。反之，若其他國家有上開誘

因，亦可能導致我國國民鋌而走險，走

私管制物品出口，以獲取暴利。

16 謝漢卿，我國海上走私與海上入出境法律規範之研究，《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4年 6月，7-8頁。

17 盧振茂，淺談台灣走私活動，《今日海關》，2005年 7月 15日，第 37期，20頁。

圖 4　海運進口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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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因上開因素，走私活動層出不

窮，方式亦相當多樣，本文擬就海上走

私之態樣及其所涉相關規範研析如下：

一、走私態樣
走私態樣五花八門，從偽造海運文

書到夾藏管制物品伺機上岸等，不一而

足。不同的走私態樣即有不同的走私規

模、計劃，而應有相對應的偵查方向。

是掌握典型走私態樣於偵辦走私案件中

相當重要，茲整理常見走私態樣如下：

（一） 虛報產地類型：
此類型通常係由行為人向關稅局

報運進口自某國家（通常為馬來西亞、

韓國、菲律賓等國為多）生產之物品，

嗣後採樣報請財政部關稅總局進口貨物

原產地認定委員會鑑定結果，實係原產

地為大陸地區的管制物品
18
。而此種類

型被告在審理中，通常會辯稱其向如馬

來西亞等地進口貨物，並不知情其進口

貨物之原產地為大陸地區云云，並以受

害者自居，造成定罪上的困難（臺灣基

隆地方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701 號判

決、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988 號判決參照）。

惟按國際貿易實務之受貨人，為

確保進口稅捐核課暨貨物查驗之正確

性，受貨人就所運貨物本即負有誠實申

報名稱、品質、產地之義務，受貨人若

為專業貿易商，對於買賣標的物內容及

我國貿易法令甚為熟稔，本應審慎注意

出賣人所交之貨品，且進口管制物品價

金動輒數百萬元，是受貨人於進口貨物

之初，應認有虛報產地之犯意存在
19
。

（二） 貨櫃夾藏管制物品類型：
此類型為目前基隆走私態樣之大

宗，於報運合法物品後，在貨櫃中，夾

藏其他管制物品為傳統的走私方法。雖

海關有對於貨櫃運送有上開稽察程序，

惟仍可能有漏網之魚
20
。又貨櫃夾藏類

型的被告即受貨人，常於偵查階段辯稱

係出口商誤裝所致，其並不知情云云，

故此類型案件應特別注意夾藏管制物品

的位置，蓋通常受貨人會要求出貨人將

私運的管制物品，夾藏在貨櫃的後端或

是下層，其上會掩蓋進口報單或載貨證

券所輸入的物品
21
。

（三） 動態型貨櫃調包類型：
此類走私手法係由被告即受貨人

自國外進口一只貨櫃 A，內裝合法物

品，待海關人員審核後，將 A 櫃堆存

於進口重櫃區，等待內裝私運管制物品

之 B 貨櫃到同一港滬，再嗣機進行調

18 舒瑞金，《海運實務─偵辦貨櫃走私刑事案件之鑰》，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2007年 12月，
50頁。

19 舒瑞金，同註 18，52頁。
20 盧振茂，同註 17，21頁。
21 舒瑞金，同註 18，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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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作業，其方法係由走私集團之成員，

將 A、B 櫃之貨櫃號碼互換，將未受檢

滿載管制物品之貨櫃，偽裝成已受檢之

貨櫃
22
。又倘若調包貨櫃的地點在港區

外者，其方式則係由被告向運送人或貨

櫃商租用空貨櫃一只，裝入菜底，並由

被告仿造貨櫃號碼貼紙，委由其他共犯

黏貼於上開菜底櫃，完成變造貨櫃號碼

後，在滿載管制物品貨櫃抵達港滬，並

拖往卸貨准單指定之貨櫃路途中，由另

一貨櫃車司機拖運上開經變造櫃號之菜

底櫃，埋伏於前述路途之隱匿點，會合

後司機迅速將貨櫃車頭與板架拖離，再

互換二車所附板架車號，完成港區外之

貨櫃調包行為
23
。

（四） 其他類型：
除上述類型外，走私的變化方式

相當多樣，例如由船員夾帶管制物品上

岸、漁船改造船體製作密窩藏匿管制物

品，伺機走私上岸
24
、以水下托帶，於

查緝時立刻鬆開繩索，讓管制物品沉入

水底，事後再行撈起、進港藏於船邊輪

胎碰墊內，於安檢後再行夾帶、以丟包

方式先由預先聯繫好之漁船載運管制物

品至臺灣外海海域，以防水塑膠袋分裝

後，拋入水中，再由小型漁船、舢舨等

至約定地點撈起等
25
。

二、相關規範
對於走私行為有直接規範之法

律，主要係海關緝私條例及懲治走私條

例，前者為行政法律，後者則為刑事法

律，二者間相互配合。此外，尚有其他

刑事特別法，針對特定物品輸入國境亦

有特別處罰之規定，如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菸酒管理法、藥事法、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等
26
。此外，走私行為常有

偽造海運文書等行為，而牽涉到刑法偽

造文書等罪，茲就相關刑事責任規範整

理如下：

（一） 懲治走私條例：
懲治走私條例第 1 條明定：「為懲

治私運政府管制物品或應稅物品之進口

或出口，特制定本條例」，可謂直接規

範走私行為之法源依據。又本規範針對

私運管制物品進出口及運送、銷售、藏

匿私運之管制物品，均設有處罰（懲治

走私條例第 2 條、第 3 條參照）。此所

稱之管制物品，則依財政部關務署管制

物品管制品項及管制方式之法規命令，

規定管制進出口物品為槍械、子彈、事

22 舒瑞金，同註 18，63頁。
23 舒瑞金，同註 18，58-61頁。
24 盧振茂，同註 17，21頁。
25 黃德男，台灣地區走私及組織犯罪問題與防治策略探討，《海巡論壇》，2004年，第 8期，

61頁。
26 謝漢卿，同註 16，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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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用爆炸物、偽造或變造之各種幣券、

有價證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毒品

及其製劑、罌粟種子、古柯種子及大麻

種子；管制進口物品為一次私運原產地

為大陸地區而未經主管機關公告准許輸

入之海關進口稅則第 1 章至第 8 章所列

之物品、稻米、稻米粉、花生、茶葉或

種子（球），其完稅價格總額超過新臺

幣 10 萬元者（外幣按緝獲時之財政部

關稅總局公告賣出匯率折算）或重量超

過 1 千公斤者。

（二） 菸酒管理法：
我國廢除菸酒專賣制後，菸酒回

歸稅制，製造和走私菸品之行為，即適

用菸酒管理法加以規範，而不再以懲治

走私條例加以處罰
27
。是菸酒管理法就

私菸管制行為，係以「產製、輸入、販

賣、運輸、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等

6 項行為均設有處罰規定。而有關走私

私菸之刑事規範僅有菸酒管理法第 45

條第 2 項之輸入私菸者。

（三）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就運輸

第一級至第四級毒品者分別設有不同刑

度的罰則。是倘若行為人走私的標的為

第一級至第四級之毒品者，除犯懲治走

私條例第 2 條第 1 項外，尚成立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 4 條之運輸毒品罪，其一

行為犯數罪名，依刑法第 55 條規定，

從一重處斷。

（四） 藥事法：
走私進口之標的若係偽藥或禁

藥、醫療器材、第 21 條第 1 款之劣藥

或第 23 條第 1 款、第 2 款之不良醫療

器材、擅用或冒用他人藥物之名稱、仿

單或標籤之藥物者，亦會分別違反藥事

法第 82 條、第 84 條、第 85 條、第 86

條等規定。

（五）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7 條第 1

項、第 8 條第 1 項、第 12 條第 1 項、

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 項，分別

設有處罰運輸重槍砲、輕槍砲、子彈、

主要零組件、刀械等規範。

（六） 刑法相關規定：
走私行為常伴隨偽造、行使海運

文書、貨櫃號碼等行為如上述，可能犯

刑法第 210 至第 220 條規定，應視個

案情況分別適用。

伍、 走私實務案例分析

一、漁船走私香菸案 
（一）案情概述：

甲係「○○號」漁船（下稱系爭

漁船）船長，與身分不詳之 Z 約定，

27 范國勇，海峽兩岸查緝菸品走私體制與法規之探討，《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2010
年 1月，第 13冊，1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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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甲至指定海上地點接駁私菸。甲遂駕

駛系爭漁船自基隆市八斗子漁港以採捕

漁獲名義簽證出海，於航行至宜蘭縣外

海海域作業時，與國籍不詳外國籍漁船

上身分不詳之外國籍男子會合，甲指示

不知情之系爭漁船船員 5 名先入艙內休

息，再以船靠船方式，由該外國籍漁船

船上人員將該外國籍漁船上之私菸搬運

至系爭漁船密艙內藏匿，甲旋即駕駛該

船返回八斗子漁港停靠在加油碼頭，為

海巡署人員持搜索票當場查獲，並自系

爭漁船改造密艙內扣得某品牌香菸 325

箱（共計 16 萬 2500 包）。

（二）案件來源：

海岸地區巡防勤務之執勤地區多

位於海陸交接之灘岸地區及港口，必須

藉由設置於沿岸各商 / 漁港安檢所、機

動巡邏站等據點，配以海岸巡邏、港口

安全檢查、雷達監測、機動查緝隊情資

蒐報等方式，維護海岸地區之秩序與查

緝不法活動。不法活動如走私、偷渡

等，常利用海岸錯綜複雜之地形限制及

夜間觀測不易之時間進行，故海岸地區

執法特重其機動性，且多以「情報」作

為執法行動之基礎
28
。

（三）所涉法規：

按菸酒管理法所稱「私菸」，指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一、未依本法取

得許可執照而產製之菸酒。二、未依本

法取得許可執照而輸入之菸酒。三、菸

酒製造業者於許可執照所載工廠所在地

以外場所產製之菸酒。四、已依本法取

得許可執照而輸入未向海關申報，或匿

報、短報達一定數量之菸酒。五、中華

民國漁船載運非屬自用或超過一定數量

之菸酒。前項第 4 款及第 5 款之一定數

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菸酒管理

法第 6 條第 1、2 項可資參照。次按輸

入私菸、私酒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千萬

元以下罰金，同法第 45 條第 2 項亦定

有明文。又菸酒管理法第 45 條之輸入

係以進入領海外界線為判斷標準，「海

岸巡防機關海域執法作業規範」第 42

條第 6 項可資參照。

中央主管機關財政部於民國 103

年 12 月 23 日台財庫字第 10303782061

號公告：「菸酒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稱中華民國漁船載運菸酒為私

菸、私酒之一定數量如下：一、按船員

人數，每人規定如下：（一）菸：捲菸

5 條（1,000 支）、雪茄 125 支、菸絲 5

磅。（二）酒：5 公升。二、魷釣兼營

秋刀魚棒受網漁船已依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所訂之填報管理機制辦理，且

限供船員自用且不起岸者，每船規定如

28 林欽隆，《海域管理與執法》，五南，2010年 1月，初版，2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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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適用前項規定：（一）菸：捲菸 9

千包（18萬支）。（二）酒：1千公升」。

本件扣案之私菸，係被告船長未

依法取得許可執照而輸入，亦非屬自

用，數量更超過前揭財政部公告數量，

屬菸酒管理法之「私菸」，被告船長係

在我國領海外接駁該批私菸，並運至我

國漁港，涉犯該法第 45 條第 2 項輸入

私菸罪嫌。

（四）偵查作為：

海岸巡防人員對於入出境之人

員、物品、運輸工具所實施之安全檢查

所涉職權，可分為行政檢查與刑事搜

索，行政檢查包含為維護港口安全之事

前預防性作為，或為調查業已發生違反

行政法規者，得由行政機關基於行政目

的主動發動，刑事搜索則為偵查犯罪，

原則上須有法院之令狀始可實施。又海

岸巡防人員查獲私運未稅菸品之我國籍

漁船時，若係違反菸酒管理法之刑事罰

者，逕移地檢署偵辦，查獲之未稅菸品

依地檢署指示移由各縣市政府處理，

「海岸巡防機關海域執法作業規範」第

47 條第 2 項可資參照。

本件系爭漁船返航後停靠於八斗

子漁港，旋即接獲八斗子安檢所通知船

長到場，並要求船長將該船開至安檢所

執檢碼頭，由海巡署機動查緝隊查緝員

會同相關機關，出示基隆地方法院開立

之搜索票，執行搜索系爭漁船，因而在

漁船密艙內查獲未稅菸品。本件因事涉

違反菸酒管理法第 45 條第 2 項之行政

刑法規定，為保全證據進而裁處現行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查緝員同時

依行政罰法第 34 條第 1 項第 4 款，強

制被告船長及 5 名船員隨同至指定處所

接受身分查證，及依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以現行犯逮捕全部被告；查獲之私

菸，由查緝隊製作完扣押筆錄後，交由

主管機關即基隆市政府財政處菸酒管理

科，依菸酒管理法第 40 條第 1 項前段

規定，先行扣留保管之。

查緝員於詢問被告船長與 5 名船

員後，依刑事訴訟法第 92 條第 2 項前

段規定，解送被告至地檢署，由當日之

內勤檢察官訊問，檢察官訊問時首先應

確認查獲地點，是在海上或何處港口，

以確認本署有管轄權。本件所蒐集之證

據有：被告之供述、搜索扣押筆錄、扣

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搜索扣

押蒐證影像及翻拍照片、基隆市政府查

獲違法嫌疑菸酒案件現場處理紀錄表、

及扣案之私菸 325 箱，事證明確，分案

後的承辦檢察官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嗣經基隆地方法院以簡易判決判處被告

船長犯共同輸入私菸罪，處有期徒刑 5

月確定。扣案之私菸則依菸酒管理法第

57 條第 1、4 項規定，不問屬於何人所

有，宣告沒收之。

（五）學習心得：

基隆轄區漁港眾多，故類如本件

之漁船走私案例屢見不鮮，船長先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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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詳人士聯繫（例如透過船上無線

電），之後待漁船駛至我國領海外時，

再與對方不知名之漁船接駁走私物品，

對方漁船及走私物品均源自境外，較難

追查其源頭。

海域海象多變，相較於陸地，在

海上執行偵查活動危險性較大，在執行

技巧上亦應十分小心，例如海巡執行人

員登臨到嫌疑船上時，應注意掌握船上

人員及控制駕駛艙，以保護執行人員之

安全，俾利偵查行動的順利進行。

輸入私菸罪為 3 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 20 萬元以上 1 千萬元以下

罰金之罪，其刑度不重。本件被告船長

業已自白，且所載運私菸尚未登陸即遭

查獲而無犯罪所得，法院審酌被告船長

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犯罪動

機、目的、手段、情節、所生損害、智

識程度、經濟勉持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

狀，判處有期徒刑 5 月，得以 1 千元折

算 1 日易科罰金，且未併科罰金。然被

告船長前已有多次利用漁船犯罪之紀

錄，卻仍故蹈法網，是本條規定之刑度

是否足生嚇阻再犯之效，尚非無疑。

另有案例
29

 是漁船在領海外接駁私

菸，復將船上私菸丟包至數艘舢舨上，

運往較為隱蔽之沙灘衝岸後，即迅速離

開現場，過程中經海巡人員於雷達航跡

圖上發現可疑軌跡，派遣岸巡人員前住

勘查，始追蹤查獲。從以上案例可知，

島嶼等可能為船舶靠岸之區域，易為走

私者利用，船舶航行若脫離航道亦為可

疑，沿岸道路也可為利用，故應熟悉其

聯外之交通網絡。此外，船舶進出港多

有常規時間，可藉此掌握船舶動態
30
。

二、貨櫃夾藏毒品案

（一）案情概述：

乙受身份不詳之「○先生」所

託，與「○先生」共同基於運輸第二、

三、四級毒品及私運管制物品出口之犯

意聯絡，加入「○先生」所開設之「丙

丁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丙丁

公司），並依「○先生」之指示申辦易

付卡門號與其聯繫。嗣乙接獲「○先

生」以行動電話指示，透過網路下單購

買作為菜底使用之商品，委託不知情之

報關行人員報運出口至馬來西亞，並依

「○先生」之指示，至新北市某區接運

毒品夾藏於貨櫃中，利用不知情之聯結

車司機將夾藏有毒品之貨櫃，起運至物

流公司，由前述不知情之報關人員向財

政部關務署基隆關投單報關，刑事警察

局會同基隆關人員查驗，而當場扣得上

開毒品。

（二）案件來源：

本案之來源則是刑事警察局接獲

29 例如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07年度易字第 506號判決。
30 林欽隆，同註 28，224-2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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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民提供有間名為「丙丁（音譯）」之

公司，將出口毒品至馬來西亞之情資。

刑事警察局先以資料庫清查發音為「丙

丁」之公司，過濾出高風險名單後，於

關務署接獲丙丁公司之出口報單後，即

將之列為 C3 貨櫃，由刑事警察局員警

會同基隆關之人員前往查驗。

（三）犯罪手法：

走私案件之特色之一為斷點很多，

如同詐騙集團會有車手、收簿手、賣帳

號者、機房人員等等不同人物，且每個

斷點之間彼此都不認識，以躲避追查。

走私案件亦同，主嫌會在每一個流程都

設下斷點，且所有相關人士彼此都不認

識，又走私涉及報關行報關、物流公司

安排出貨、貨櫃司機協助載貨等，未必

所有人員均知情，有些可能是以不知情

之貨櫃司機、民間報關行代為處理某些

環節之流程，也增加了追查之困難。

以本案為例，被告乙係在網路搜

尋「○先生」刊登之丙丁公司應徵作業

員之訊息，與「○先生」皆以微信聯

繫，因此被告自始至終皆不知「○先

生」之真實姓名、身分、聯絡方式。嗣

後被告乙依「○先生」之指示開始購買

俗稱為「菜底」之一般貨物，並依「○

先生」之指示至新北市某區與 K 接洽

並裝載毒品時，始知其所從事者係運輸

毒品出國之工作。

丙丁公司之負責人則係不知情之

人頭Ａ，係經由不知情之Ｂ引薦介紹而

擔任，「○先生」要求被告乙不得向Ａ

透露任何細節。    

（四）偵查作為：

毒品走私案件涉案人眾多，且涉

及不同行政單位之專業，因此由檢察官

獨立作業、單獨辦案難以完成案件之

追查。以本案為例，因涉及貨櫃報關、

出口事宜，故應協同關務署之海關查驗

人員，運用關務署之報關系統以及行政

權，協助刑事警察局人員一同開櫃查驗。

承上，由於走私案件斷點多，因

此刑事警察於被告準備出口毒品時，會

同海關人員於基隆港關區內某物流公司

之櫃場進行開櫃查驗，查獲貨櫃內夾藏

之毒品後，始循線查獲本案被告。

查獲貨櫃後，司法警察依刑事訴

訟法第 88 條之 1 規定，於被告裝運毒

品之現場逕行拘提被告，並進行附帶搜

索（刑事訴訟法第 130 條），隨後前往

被告之住所進行同意搜索（刑事訴訟法

第 131 條之 1），扣得丙丁公司用以運

輸毒品出口等供犯罪之物。次日依刑事

訴訟法第 88 條之 1 條 2 項規定，報請

檢察官簽發拘票，先由司法警察對被告

進行初訊，並於 24 小時內解送被告至

地檢署受檢察官訊問。因被告僅為被利

用之人，真正主嫌仍係未知，故檢察官

依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2、3

款事由，聲請羈押禁見。查獲貨櫃後，

刑事警察局除了要找本案之共同正犯，

也同步清查貨櫃內之物品，並送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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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認毒品之種類。

Ａ則係警方於逕行拘提被告次

日，依刑事訴訟法第 76 條第 2、3、

4 款之規定，向偵辦此專案之檢察官聲

請核發拘票，於Ａ之住家逕行拘提，並

於Ａ之住家及丙丁公司執行同意搜索；

數日後，警方依刑事訴訟法第 76 條第

2、3、4 款之規定，向偵辦此專案之檢

察官聲請核發拘票，於Ｂ之住家逕行拘

提Ｂ，並於Ｂ之住家執行同意搜索。    

本案起訴進入法院審理程序後，

院方仍以主嫌身分不明，被告恐有串證

之虞而羈押被告，直至第一次審判期日

後，被告始得具保。

（五）所犯法條及沒收：

本案被告運輸上開毒品出口之行

為，係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

第 2、3、4 項運輸第二、三、四級毒

品罪，又運輸毒品罪以運輸之毒品已實

施運送為已足，並非以運達目的地為

既遂之要件（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

第 3096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被告所

運輸之物品，亦為管制物品，故被告所

為亦觸犯懲治走私條例第 2 條之罪，惟

私運管制物品出口罪以開始實行出口行

為為著手，以運出國境為既遂（最高

法院 88 年度台上字第 2489 號判決意

旨參照），本案於尚未出關之際即遭查

獲，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 4 條第 2、3、4 項之運輸第二、

三、四級毒品罪及懲治走私條例第 2 條

第 2 項、第 1 項之私運管制物品出口未

遂罪。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

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 條

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運輸第二級毒品

罪處斷。

又本案沒收部分，因扣得之毒品

含第二、三、四級之毒品，其中第二級

毒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8 條

第 1 項前段規定沒收銷燬。第三級毒品

則依刑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沒收之。

被告所購買之菜底因未被扣押，故未宣

告沒收。扣押物中，屬被告所有用以運

輸毒品之物，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9 條第 1 項宣告沒收。

（六）學習心得：

基隆學習組之同學訪問偵辦本案

之員警表示，走私案件之最大特色是斷

點多，故追查不易。且犯罪手段科技

化下，通訊監察困難，不僅難以查出主

嫌，加上通訊監察及保障法第 5 條第 6

項及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執行監聽之

機關每 15 日、每月應寫監聽報告，執

行起來相當耗時耗力，願意投入偵辦之

警力不多。因此，在偵辦案件上，除法

官能夠理解上開偵辦困境，有耐心願意

配合核發通訊監察之強制處分令狀外，

檢察官也應該對貨櫃走私流程有所了

解，以確保司法警察在正確的偵辦方向

上投注心力。

臺灣為 K他命、海洛因、安非他

命、大麻等毒品之進口國，為一粒眠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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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國，為能有效打擊毒品走私，建議毒品

走私之監聽應比照國安案件，減輕員警寫

監聽報告之時間，且抓毒品之最大關鍵在

於藥頭，將藥頭抓起來，藥腳找不到藥源

後，自然會主動向毒品工廠取貨，以此全

部斬獲毒品之上、中、下游。

陸、結論

臺灣海岸線綿長，漁港及通商口

岸更是不計其數，大幅增加偵查單位

查緝走私之成本與困難。而經本組概

略統計 106 年下半年至 107 年底基隆

地方檢察署起訴走私之案件共 22 件，

其走私態樣多為貨櫃夾藏管制物品，

走私的管制物品包括毒品、檳榔、乾

香菇、私菸等物。其中經基隆地方法

院判決有罪為 18 件、無罪 3 件、尚未

判決者 1 件。

是故載運管制物品私運進口，動輒

係毒品、槍枝或係大陸不明來源之農產

品，其可能危害社會秩序甚鉅，甚至會

影響國家安全，因此不斷增進走私查緝

的效率與提升偵查作為，並適用或更新

相關走私規範，即為司法及立法單位之

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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