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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 議程（須含研討會名稱、會議主協辦單位等資訊） 

主辦單位： 
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比較刑法研究中心、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高大刑事法學講座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法務部檢察司 
 
協辦單位 
巍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昇恒昌基金會、信華法律管理講座 
致和法律事務所、高鼎法律事務所、國立高雄大學法律系系友會、芳城市庭園餐

廳、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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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28 日(五)‧經濟刑法的在地實踐 

  
 
9:00-10:00 
 

開幕式 
陳明堂 政務次長 (法務部) 
吳俊毅 主任 (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比較刑法研究中心) 
林昱梅 主任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 
 

10:00-10:20 茶敘休息、合照 

10:20-10:30 
 

議題一 ：經濟刑法總論(一)  
主持人： 陳明堂 政務次長 (法務部)  

10:30-11:00 
 

1-1. 經濟刑法的解釋 
王效文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11:00-11:30 1-2. 經濟刑法中的錯誤問題 
蔡聖偉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11:30-12:30 
 

綜合討論 
主持人：古承宗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蔡蕙芳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吳俊毅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王效文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陳俊偉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蔡聖偉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許恒達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林琬珊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薛智仁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黃士軒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劉傳璟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蘇凱平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12:30-14:00 午餐休息  

14:00-14:10 
 

議題二：經濟刑法總論(二) 
主持人：許恒達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台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社管大樓 2 樓 201 教室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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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4:40 2-1. 經濟刑法中空白構成要件的行政從屬性界限 
陳俊偉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14:40-15:10 2-2. 利得金額與加重處罰的法律性質 
林琬珊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15:10-15:40 2-3. 背信罪中的共同正犯與身分―以關於銀行法及證券交易法   
特別背信罪之我國實務與學說為素材 
黃士軒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15:40-16:00 咖啡休息 

16:00-17:00 
 

綜合討論 
主持人：吳俊毅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蔡蕙芳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王效文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陳俊偉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蔡聖偉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許恒達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林琬珊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薛智仁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黃士軒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古承宗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劉傳璟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蘇凱平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17:00 第一天議程結束 

17:00-18:00 校園導覽 
 

18:30 歡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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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29 日(六) ‧經濟刑法的在地實踐 
 
 

 

台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社管大樓 2 樓 201 教室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9:00-9:10 議題三：經濟刑法各論 

主持人：王效文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9:10-9:40 3-1. 收受、持有、使用洗錢罪之解釋疑義 

許恒達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9:40-10:10 3-2. 詐欺集團之洗錢刑責：新洗錢防制法的難題 

薛智仁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10:10-10:40 3-3. 刑法上的著作權之間接侵害 

古承宗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10:40-11:10 3-4. 醫師詐領健保費之刑事責任—以詐欺罪為中心 

劉傳璟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11:10-12:30 
 

綜合討論 
主持人：蔡聖偉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吳俊毅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蔡蕙芳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王效文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陳俊偉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許恒達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林琬珊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薛智仁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黃士軒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古承宗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劉傳璟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蘇凱平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12:30-14:00 午餐休息 

14:00-14:10 
 

議題四：經濟犯罪的刑事訴追 
主持人：陳俊偉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14:10-14:40 
 
 
14:40-15:10 

4-1. 經濟監理與刑事訴追─聚焦在取得資料的使用目的轉換與

雙重地位的主管機關 
吳俊毅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4-2. 經濟犯罪與數位證據：以數位鑑識的驗真與挑戰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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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凱平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15:10-15:30 咖啡休息 

15:30-16:30 綜合討論 
 主持人：薛智仁(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蔡聖偉(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吳俊毅(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蔡蕙芳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王效文(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陳俊偉(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許恒達(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林琬珊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黃士軒(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古承宗(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劉傳璟(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蘇凱平(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16:30-16:50 會議總結 
吳俊毅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王效文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陳俊偉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17:00 第二天議程結束 
 

18:30 學術交流晚宴 
 

二、 經費執行率 

請填妥以下欄位，如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請另以文字詳述原因 
核定金額【50,000 】元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47,213 】元 

經費執行率【94.4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 ÷ 核定金額 ＝ 經費執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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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小計 
國內差旅費 交通費:高鐵、台鐵、客

運、自行開車(不含計程

車) 

5,413 

印刷費 海報、議程手冊 $19,100 
餐費 會議二日,午餐上限 80元

/人 (需檢附二日簽到表

正本) 

$8,000 

會場布置 會場彩色橫幅 $5,000 
雜支 文具、郵資 $9,700 

 

 
 
 
 
 
 
 
 

三、 預期效益達成狀況 

請勾選以下欄位，並另以文字詳述達成狀況及其原因 
■全部達成□部分達成□全部未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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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請依原送審之申請件所述內容進行評估 
 1. 透過本會議的報告以及討論活動，經濟刑法的最新本土學理討論情況與實務

操作經驗，可以獲得有效的整理。 
2. 本次會議也是國內首次對於經濟刑法所進行的全面性、系統性且深入的自發

性跨校團隊合作研究計畫，透過本次的研討活動及其研究結果堆砌出經濟刑法最

新本土化探索的雛形，像是，檢視最初想要達到的立法的目的，對於目的達成的

情形予以肯定，反之，也會清楚指出偏離的情況並找出可能的原因，然後，對照

理論的理想模型提出未來修法的建議。 
3. 因為議程安排上給予充分的討論時間，彼此間能針對各自得報告提供專業的

建議，有利於研究方向的聚焦與內容的優化，有助於會後文字內容的整理撰寫。 
4. 本會議良好籌備經驗的繼續累積，對於形成本研究中心年度成果發表平台的

永續經營獲得絕佳的鼓舞，因此提供我國刑事法最新研究成果一個優質的展示園

地。 
5.  會後出版相關的書面研究成果，也可對我國相關問題的研究累積文獻並提供

修法時的應有取向參考，發揮永續性的影響。 

 

四、 辦理情形及參與狀況（須含參與人數） 

(一)參加學者名單(共 12 人) 
序號 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擔任工作 
1 蔡聖偉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 主持人、 

發表人 
與談人 

2 蘇凱平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助理教授 發表人 
與談人 

3 許恒達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 主持人、 
發表人、 
與談人 

4 吳俊毅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 主持人、 
發表人、 
與談人 

5 王效文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 主持人、 
發表人、 
與談人 

6 林琬珊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 助理教授 發表人、 
與談人 

7 黃士軒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助理教授 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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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8 陳俊偉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 助理教授 主持人、 

發表人、 
與談人 

9 古承宗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 主持人、 
發表人、 
與談人 

10 蔡蕙芳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 與談人 
11 薛智仁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副教授 主持人、 

發表人、 
與談人 

12 劉傳璟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 助理教授 發表人、 
與談人 

(二)工作人員：兼任助理 3 人，工讀生 2 人。 

(三)參加人員本次研討會人員：第一日：50 人；第二日：51 人。 

五、 活動照片（須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報告人與開會貴賓合影 開幕式 法務部陳明堂次長致詞 

  
開幕式 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林昱梅系主

任致詞 
第一場會議(議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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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會議 (議題 1-2) 議題一 綜合討論 

 

 
第二場會議 (議題 2-1) 第二場會議 (議題 2-2) 

 
第二場會議 (議題 2-3) 議題二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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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會議 (議題 3-1) 第三場會議 (議題 3-2) 

第三場會議 (議題 3-3) 第三場會議 (議題 3-4) 

議題三 綜合討論 第四場會議 (議題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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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會議 (議題 4-2) 議題四 綜合討論 

 

會議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