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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提要報告內容提要報告內容提要報告內容提要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臺灣四面環海，為典型的海洋國家，國際貿易為我國重要之經濟

主體，海上運輸則為貨物流通之主要方式。根據統計，於 2009 年，

我國緝獲之走私案件共計有 7,792 件，其中，海關自行緝獲之案件有

7,174 件，其他機關移交者有 618 件，走私價值約計為新臺幣 2 億 4

仟 2佰 8拾萬元左右，顯見走私行為相當猖獗且金額十分驚人。隨著

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後，各國逐漸減少貿易障礙、降低關稅，以促進國

際貿易之發展；國家間經貿交流頻繁，國際法自然成為規範各國行為

之基礎，而為避免造成內國法與國際法之衝突，各國之內國法自應與

國際法接軌，並適當調和。 

海關為執行進出口貨物查緝任務之主管機關，而我國有關查緝走

私之法律規範眾多，例如《懲治走私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菸酒管理法》、《海關緝私條例》、《台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等皆屬之；其中，《海關緝私條例》

為主要規範貨物進出口之行政法規。然而，目前我國有關緝私之法律

規範，仍存有與國際規範不一致之情形，例如依據《海關緝私條例》

第 6 條規定，緝私水域係指沿海 24 海里以內水域，但鄰接區係以領

海基線測算 24 海里，如是將產生執法之灰色地帶。復按，目前我國

內國行政法規僅有《海關緝私條例》與《海洋污染防治法》明文採納

鄰接區制度，但是在《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5 條與第 17 條

規定下，其他基於海關、財政、移民、衛生目的而制定之行政法規，

得否適用於鄰接區內，則存有探討實益，蓋倘若其他基於海關、財政、

移民、衛生目的而制定之行政法規，例如《菸酒管理法》等，得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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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鄰接區內，將可能產生行為人一行為同時違犯數行政法規，應如何

論處之問題。此外，《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規定影響實務對於「私

運貨物進、出口」之認定，亦值得探討。綜上所述，本研究計畫擬從

國際法層面檢視國內法之相關規範，並進一步研析查緝實務上涉及之

相關內國法規應如何適用，最後，就實務上存有疑義之法規提出修法

建議與結論。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般研究方法可概略分為「質化研究」與「量化研究」，其中質

化研究係由資料、程序與文獻三項主要內容所形成，將資料經由程序

轉換為更有用的文獻資訊。本論文屬於法學研究領域，以國際法理論

及實踐為主，並在有關議題上與內國法進行比較，主要採用：（1）文

獻探討法；（2）比較分析法；及（3）網路資料搜尋法等研究方法，

蒐集相關研究資料，分析其研究結果與建議，對其具有價值、建設性

及已驗證之理論，應用於本論文內，並將法律文義、規範目的、體系

解釋等相關法學方法，運用於案例爭點釐清與闡述之過程，且觀察、

研析相關國家之實踐，摒除統計分析、問卷調查等量化研究。 

 

三、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 研究發現 

１. 緝私水域與鄰接區制度範圍不一致，致生法律適用之「灰色地

帶」。 

２. 在鄰接區內違反數行政法上義務時，產生法規範適用疑義及管

轄權爭議。 

３. 由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規定因而產生行為地在緝私水域

內是否即該當《海關緝私條例》規定之疑義。   

（二） 研究建議 

１. 修正《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前段規定：雖然於民國 72年修正

《海關緝私條例》已明文表示將緝私水域擴張為「沿海 24 海

里」，係為配合《海洋法公約》，而當時我國既未主張領海基線

劃法與鄰接區制度，且尚未制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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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於修正時仍以「沿海」作為緝私水域之計算基礎。但隨著《中

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海岸巡防法》等內國法之制定，該

等法規將鄰接區制度予以明文化，反而導致《海關緝私條例》

與其他內國法規對於鄰接區制度之規定不同，爰建議配合其他

內國法規及鄰接區制度修正《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前段規定。 

２. 在鄰接區內同時違反數行政法上義務，得以《中華民國領海及

鄰接區法》作為管轄權認定之「過橋條文」：以行為人同時違反

《海關緝私條例》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及《菸酒管理法》第 47

條第 1 項規定為例，亦即，行為人在領海外但鄰接區內，以船

舶運輸私菸行為，因《菸酒管理法》並無如同《海關緝私條例》

第 6 條之規定，而《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為我國「海域

基本法」，同法第 15 條規定已明定，我國得就海關、財政、移

民或衛生目的制定法律，同法第 17 條亦規定我國於鄰接區內就

該等事項享有執行管轄權，且《菸酒管理法》之立法目的在於

維護國內財政、衛生及國民健康等，是故，得以《中華民國領

海及鄰接區法》第 15 條規定作為「過橋條文」，再轉據適用《菸

酒管理法》第 47 條第 1項規定。 

３. 增訂《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第 2 項規定：由於通說見解均已

肯認所謂「進出國境」，係指「進、出我國領海 12 海里」，且依

《海關緝私條例》第 3 條規定，同條例第 27 條第 1 項及第 36

條第 1項規定所稱「私運貨物進出口」，應係指「私運貨物進出

國境」；而實務上為避免對於在緝私水域內緝獲，而不構成《懲

治走私條例》之走私行為無法裁罰，卻發展出「私運貨物進入

緝私水域」即屬《海關緝私條例》第 27 條第 1 項及第 36 條第

1項規定所稱「私運貨物進出口」，如是違誤見解。因此，為解

決現行法律所造成之法律漏洞，亦即對於尚未進入我國 12 海里

領海內，但已進入緝私水域，既不構成《懲治走私條例》亦不

符合《海關緝私條例》第 3 條規定之走私行為無法可罰，爰建

議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增訂第 2項規定為：「私運貨物進、

出緝私水域者，視為私運貨物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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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壹、 研究緣起與目的 

臺灣四面環海，為典型的海洋國家，國際貿易為我國重要之經濟

主體，海上運輸則為貨物流通之主要方式。根據統計，於 2009年，

我國緝獲之走私案件共計有 7,792件，其中，海關自行緝獲之案件有

7,174 件，其他機關移交者有 618 件，走私價值總計為新臺幣

242,286,000元，1顯見走私行為相當猖獗且金額十分驚人。隨著世界

貿易組織成立後，各國逐漸減少貿易障礙、降低關稅，以促進國際貿

易之發展；國家間經貿交流頻繁，國際法自然成為規範各國行為之基

礎，而為避免造成內國法與國際法之衝突，各國之內國法自應與國際

法接軌，並適當調和。 

海關為執行進出口貨物查緝任務之主管機關，而我國有關查緝走

私之法律規範眾多，例如《懲治走私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菸酒管理法》、《海關緝私條例》、《台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等皆屬之；其中，《海關緝私條例》

為主要規範貨物進出口之行政法規。然而，目前我國有關緝私之法律

規範，仍存有與國際規範不一致之情形，例如依據《海關緝私條例》

第 6 條規定，緝私水域係指沿海 24海里以內水域，但鄰接區係以領

海基線測算 24 海里，如是將產生執法之灰色地帶。復按，目前我國

內國行政法規僅有《海關緝私條例》與《海洋污染防治法》明文採納

鄰接區制度，但是在《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5條與第 17條

規定下，其他基於海關、財政、移民、衛生目的而制定之行政法規，

得否適用於鄰接區內，則存有探討實益，蓋倘若其他基於海關、財政、

移民、衛生目的而制定之行政法規，例如《菸酒管理法》等，得適用

於鄰接區內，將可能產生行為人一行為同時違犯數行政法規，應如何

論處之問題。此外，《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規定影響實務對於「私

                                                 
1 財政部關稅總局主編 (2010)，《2009關務年報》，頁 47，台北：財政部關政司暨關稅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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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貨物進、出口」之認定，亦值得探討。綜上所述，本研究計畫擬從

國際法層面檢視國內法之相關規範，並進一步研析查緝實務上涉及之

相關內國法規應如何適用，最後，就實務上存有疑義之法規提出修法

建議與結論。 

 

貳、 研究限制與範圍 

一一一一、、、、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由於英文專有名詞的中文翻譯所在多有並不一致，而聯合國官方

之中文翻譯係由中國大陸為之，因此，與我國之翻譯略有不同。在學

術研究上，原則應以聯合國之中文翻譯為準，然而，我國內國法亦有

將若干國際法制度內國法化，且我國之翻譯亦較為貼切，是以，本研

究計畫之中文翻譯主要以我國內國法之翻譯為準，僅於法律未明文規

定之部分，方酌參聯合國或其他國內學者著作之翻譯。 

（一）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UNLOSC)：《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本研究計畫簡稱《海

洋法公約》。 

（二）Contiguous Zone：《海洋法公約》官方中文翻譯為「毗連區」，

惟我國《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將其翻譯為「鄰接區」，

故本研究計畫採後者之中文翻譯。 

（三）Convention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1958：聯合國官方中文翻譯為《1958 年領海及毗連區公

約》，惟為配合我國《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之翻譯，故

本研究計畫將該公約名稱翻譯為《1958 年領海及鄰接區公

約》，以下簡稱《領海及鄰接區公約》。 

（四）nautical miles：中文翻譯為「浬」或「海里」；國際公約官方正

式中文翻譯均將其翻譯為「浬」，我國《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

區法》亦同，惟《海關緝私條例》採用「海里」，故本研究計

畫僅於論述國際公約及《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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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浬」，而在研究計畫其他部分主要採用「海里」。 

本研究計畫另一重要之研究限制在於，雖《海洋法公約》賦予國

家得於鄰接區就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等事項制定法律，但《中華

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在此四種事項外，另增加貿易、檢驗、環保法

令及非法廣播等四項，關於如是立法是否有違國際法，屬海洋法研究

上甚值深入研究之課題，惟本研究計畫篇幅有限，且此問題與研究題

目亦無重大關聯，故本研究計畫在論述《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

規定得於鄰接區制定法律之事項時，仍僅以《海洋法公約》第 33 條

已明確規定之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等四項為說明，以規避前述國

際海洋法上之爭議。 

二二二二、、、、    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本研究計畫之研究範圍主要有以下五項主題： 

（一） 鄰接區制度之概述：在探討《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

產生之法律問題前，須先瞭解鄰接區制度之內涵，方得知

悉現行法規之缺失；另從比較法觀點，藉由國際法探究應

如何將鄰接區制度予以內國法化。 

（二） 鄰接區制度在我國之內國法化：目前我國已於條文明定將

鄰接區制度納入規定之行政法規有《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

區法》、《海關緝私條例》及《海洋污染防治法》，故以該

等法規為探討核心；另《懲治走私條例》為規範走私犯罪

之重要刑事法律，且與《海關緝私條例》息息相關，因此，

亦就此部分為相關研析。除上述者外，對於屬於《海洋法

公約》第 33條規定所賦予沿海國之權力，雖我國尚未以

特定法規予以明文化，得否以《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

第 15條及第 17條規定視為「過橋條款」，轉據作為其他

行政法規得於鄰接區內主張管轄權之基礎，則為另一值得

探究之重要問題。 

（三） 從法律面與執行面探討在現行《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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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致生之重要法律問題，並進一步研析實務上遭遇之問

題，即違反行政法義務之想像競合及法規競合情形，以《海

關緝私條例》與《菸酒管理法》為例予以說明。 

（四） 由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因而產生行為地在緝私

水域內是否即該當《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得以依該條

例論處之問題。此問題涉及「私運貨物進出口」之認定問

題，故從法規面與實務面加以探討。 

（五） 結論與建議：藉由前述之討論，就現行法規及實務面臨之

問題，提出結論與建議，以期內國法規規範相一致，且符

合國際法規範，並得解決實務之困境。 

 

參、 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一一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般研究方法可概略分為「質化研究」與「量化研究」，其中質

化研究係由資料、程序與文獻三項主要內容所形成，將資料經由程序

轉換為更有用的文獻資訊。本論文屬於法學研究領域，以國際法理論

及實踐為主，並在有關議題上與內國法進行比較，主要採用：（1）文

獻探討法；（2）比較分析法；及（3）網路資料搜尋法等研究方法，

蒐集相關研究資料，分析其研究結果與建議，對其具有價值、建設性

及已驗證之理論，應用於本論文內，並將法律文義、規範目的、體系

解釋等相關法學方法，運用於案例爭點釐清與闡述之過程，且觀察、

研析相關國家之實踐，摒除統計分析、問卷調查等量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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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研究結果並
提出結論與建議 

研究主題界定 

文獻蒐集與分析 

緝私水域所生問
題之探討 

鄰接區制度之析
論 

分析內國法與國
際法之衝突 

二二二二、、、、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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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預定進度圖預定進度圖預定進度圖預定進度圖 

工作執行期間 
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蒐集、分析資料，形成問題             

草擬計畫期中報告初稿             

完成計畫期中報告初稿             

檢視計畫面臨之問題             

草擬計畫期末報告初稿             

修改計畫期末報告             

完成計畫期末報告             

提交完整研究計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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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鄰接區制度之概論 

「鄰接區」（Contiguous Zone）係指鄰接於一國領海之外，向海

一面延伸至特定距離內之海域。此種海域相關國際實踐發軔於 18 世

紀，沿海國為防止走私與隔絕傳染病，將國家管轄權延伸至領海外部

界限向海一面之海域中。此海域之性質與領海有異，在領海中，國際

法是限制沿海國權力行使之規範，而非授權規範；而於鄰接區內，國

際法不僅不是限制性規範，且僅在特定情形下，方容許沿海國為特定

行為，是以，與在領海水域內相較，沿海國在鄰接區中不得行使完全

主權，而僅得就保護特定目的進行控制。2一般而言，為達到上述控

制目的，沿海國均於鄰接區內行使特定目的之控制，例如實行海關監

管、實施衛生檢疫、防止走私、非法入境以及其他犯罪行為等；換言

之，鄰接區基本上係作為「緩衝區」，以確保沿海國之領海或領土不

發生違反與不利於沿海國之情事。總此而言，鄰接區僅能為特定目

的，針對特定事項為必要控制，因而並非賦予沿海國全面管轄權。3 

 

壹、 鄰接區制度之緣起 

鄰接區制度之起源，可推溯至 1736 年，英國制定《遊弋法》

（Hovering Act）對於在外海徘徊，伺機從事走私的船舶進行檢查及

處罰，離岸 15 浬海域內載運違禁物品者，船貨將予以沒收或科處罰

款；在當時，各國對於 3 浬領海尚未取得共識。鄰接區制度發展至

19世紀中葉，3浬領海及領海外之公海船旗國專屬管轄權，已獲得英

美實踐。1876年英國廢除《遊戈法》，另行制定《海關統一法》（Customs 

Consolidation Act），英國政府僅針對在離岸 3浬內之外國船舶進行檢

查，其例外於「推定存在原則」與「緊追權」之行使下，仍容許英國

執法船舶將管轄權擴及位於 3浬海域外之外國船舶。4 

                                                 
2 姜皇池（2004），《國際海洋法（上冊）》，頁 359，台北：學林文化。 
3 姜皇池（2004），《國際海洋法（上冊）》，頁 359，台北：學林文化。 
4 姜皇池（2004），《國際海洋法（上冊）》，頁 360-361，台北：學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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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英國，早期一些國家，大部分為歐洲國家，並非主張擁有

完全管轄權之領海，反而是主張各類不同之管轄區。此等管轄權之範

圍則根據主張國認為實踐管轄目的所須範圍而定，並無一定寛度。例

如法國主張 3 浬的漁業區與警察區，但同時主張 6 浬的中立區及 12

浬的海關區。比利時、義大利、希臘、西班牙，以及歐洲地區外國家，

如古巴、土耳其也採取相同立場。雖然各國主張區域寛廣有別，但是

一般而言，對於海關區與安全區寛度之主張，均較其他管轄區之寛度

為大。5 

另外，部分國家之實踐，則更接近於現代鄰接區之概念。若干拉

丁美洲國家主張 3 浬海域是沿海國的「公共財」（Public Property），

此區域為沿海國主權所及，在此區域外，又主張沿海國享有 9浬海域

海關與安全目的警察權利。於此期間最受矚目者，莫過於美國在 1922

年的《關稅法》（Tariff Act），依據該法，外國船舶在離美國岸際 12

浬內，仍將受到 1919年《禁酒法》（Volstead Act）之規範。美國在領

海外的單方面執法引發眾多抗議，然 1924年美國與英國簽訂條約，

確認一國領海僅有 3浬，而對於美國在離岸 1小時航程內海域之英國

船舶進行登檢，英國政府卻未為抗議。直至 1930年代，又有 15個國

家與美國簽署此類條約，承認並肯定鄰接區原則，接受美國得登臨檢

查其船舶。此外，1925 年波羅的海國家間，亦簽署具有相同內容的

「Helsingfors」條約，其規定各締約國得於 12 浬範圍內實施海關監

督權。6 

在 1930年「海牙國際法編纂會議」提交於各國討論之《討論基

礎》（The Bases of Discussion）第五基礎點（Basis No.5）提出：「沿

海國得於鄰接其領海之公海中採取必要的管制措施，以防止外國船舶

在其領水內違反海關或衛生規章，或對安全的蓄意侵犯。此種控制之

行使，不得超過距離海岸 12 浬。」此種觀點當時除了英、日兩國仍

強烈反對外，大部分國家似乎均傾向接受鄰接區制度。雖然大部分國

                                                 
5 姜皇池（2004），《國際海洋法（上冊）》，頁 362，台北：學林文化。 
6 R.R.Churchill & A.V. Lowe, THE LAW OF THE SEA 134 (3d ed.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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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支持設立鄰接區，卻又因各國利益衝突，特別是領海寬度未能有所

共識，造成意見分歧，最終未能獲得通過。即便如此，這卻仍是國際

社會第一次於正式多邊國際會議中正式提出鄰接區概念，且就鄰接區

之地位與性質，進行廣泛討論，其意義甚鉅，且該提案亦成為往後國

際社會討論鄰接區之基礎。7 

 

貳、 《領海及鄰接區法》與《海洋法公約》之相關規範 

1958 年聯合國日內瓦第一屆海洋法會議通過的《領海及鄰接區

公約》第 24條規定：「一、沿海國得在鄰接其領海之公海區域內行使

必要之管制，以（a）防止在其領土或領海內違犯有關海關、財政、

移民或衛生規章之行為；（b）懲治在其領土或領海內違犯前述規章之

行為。二、鄰接區自測定領海寬度之基線起算，不得超過十二浬。三、

兩國海岸相向或相鄰者，除彼此另有協議外，均無權將本國鄰接區擴

展至每一點均與測算兩國領海寛度之基線間最近各點距離相等之中

央線外。」 

於此時期，鄰接區之法律地位仍屬公海，並非沿海國主權所及之

範圍；至於在第 1 項（a）、（b）款之用語「在其領土或領海內」，是

否代表僅有在領土或領海內確實有違法行為發生時，沿海國始得採取

預防措施，各國觀點仍舊分歧，尚未達成共識。8 

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期間，其會議重點在專屬經濟海域之設

立，因而有些國家乃主張無庸於專屬經濟海域外另設鄰接區。然部分

國家代表，如埃及、印尼、西班牙等國，則堅持鄰接區之設立目的與

專屬經濟海域之設立目的不同，因而認為有必要仍保留此制度9。後

者見解終獲廣泛支持，因此，在 1982年《海洋法公約》仍保留此制

度；《海洋法公約》第 33 條規定：「一、沿海國可在鄰接其領海稱為

                                                 
7 姜皇池（2004），《國際海洋法（上冊）》，頁 360-366，台北：學林文化。 
8 姜皇池（2004），《國際海洋法（上冊）》，頁 366-372，台北：學林文化。 
9 Satya N. Nandan & Shabtai Rosenne (ed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A COMMENTARY 269-270; para.33.4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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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接區的區域內，行使為下列事項所必要的管制：（a）防止在其領土

或領海內違犯其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的法律和規章；（b）懲治在

其領土或領海內違犯上述法律和規章的行為。二、鄰接區從測量領海

寛度的基線量起，不得超過二十四浬。」 

比較 1958年《領海及鄰接區公約》與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之內容，其主要有三項改變： 

（1）在《領海及鄰接區公約》中，鄰接區之性質仍為公海；然而在

《海洋法公約》中，已將「在公海區域內」之條文刪除，蓋因

專屬經濟海域制度創設後，使鄰接區之法律地位受到相當程度

之影響，按在專屬經濟海域制度未形成前，鄰接區被視為是公

海之一部分；而在《海洋法公約》架構下，鄰接區之法律性質

即視專屬經濟海域之性質而定。 

（2）《領海及鄰接區公約》規定，鄰接區為基線向外不得超過 12 浬

之範圍；而《海洋法公約》內，因 12浬領海制度已獲各國認同，

故將鄰接區範圍擴張至基線向外 24浬以內。 

（3）《領海及鄰接區公約》第 24條第 3 項，為鄰接區劃界之「中間

線」原則；但是在《海洋法公約》內，已承認相鄰或相向之國

家，可同時於二國重疊之鄰接區內行使其各自該有之相關權

力，並無衝突之可能，因而並無將該區域為劃分之絕對必要性，

故將鄰接區的劃界原則刪除。10 

 

參、 鄰接區內之國家管轄權限 

就國際法而言，管轄係指國家對個人、財產或事件處理之權力。

是以，管轄之概念與國家領土獨立性有密切關連；事實上，管轄權為

國家主權核心問題，而因管轄權之行使，將改變、創設或終止法律關

係或責任，簡言之，管轄權國家主權之象徵。在討論國際法管轄權時，

會將其區分為「規範管轄權」 (jurisdiction to prescribe; prescriptive 

                                                 
10 姜皇池（2004），《國際海洋法（上冊）》，頁 371-372，台北：學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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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isdiction) 與「執行管轄權」 (jurisdiction to enforce; enforcement 

jurisdiction) ，前者指國家制定實質法適用於特定人或特定情況之權

能，後者則是對特定人或特定情況為執行之權能。因為制定特定法律

規範之權能，通常由立法機關進行，因而前者又稱之為「立法管轄權」 

(jurisdiction to legislate) ，而對特定人或特定情況之執行，通常藉由

司法程序進行，因而後者又稱之為「司法管轄權」 (jurisdiction to 

adjudicate) 。11 

由於通說肯認國家於鄰接區不得行使完全權力或如同於領海內

之權力，亦即，國家權力在鄰接區內係受到相當程度之限制，然而，

於鄰接區內，國家管轄權限之範圍及其界線為何，主要有二種見解：

「執行管轄權說」與「規範管轄權說」。 

一一一一、、、、    執行管轄權說執行管轄權說執行管轄權說執行管轄權說 

審視《領海及鄰接區公約》與《海洋法公約》對於鄰接區之相關

規範得知，「沿海國可在鄰接區內行使為下列事項所必要的管制：防

止（prevent）在其領土或領海內違犯其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的法

規；懲治（punish）在其領土或領海內違犯上述法規的行為。」有學

者12認為，公約條文「行使為…必要的管制（control）」而非管轄權

（jurisdiction），就「防止」而言，是針對駛進沿海國船舶的管制，具

有「預防特徵」（preventive or anticipatory in character）13；就「懲治」

而言，適用對象為「駛離沿海國的船舶」（outward-bound ships）14，

並得類推適用緊追權。是以，從文義解釋之，《領海及鄰接區公約》

第 24條與《海洋法公約》第 33條規定，應僅賦與沿海國執行管轄權。 

關於此部分之討論，得回溯至 1958年國際法委員會《領海及鄰

接區公約草案》會議之討論過程，波蘭對於該草案第 66 條規定提出

                                                 
11 姜皇池 (2008)，《國際公法導論》，頁 495及頁 498-499，台北：新學林。 
12 姜皇池 (2004)，《國際海洋法（上冊）》，頁 378-379，台北：學林文化。 
13 Ian A. Shearer, Problems of Jurisdic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against Delinquent Vessels, 35 INT’L 

&  COMP. L.Q. 320,330 (1986)。 
14 Ian A. Shearer, Problems of Jurisdic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against Delinquent Vessels, 35 INT’L 

&  COMP. L.Q. 320,330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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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建議將「領土及領海內」之文字刪除，並加上「安全」

（security）一項，其建議之修正條文為：「沿海國得在鄰接其領海之

公海區內行使必要之管制，以防止和懲治違犯其海關、財政、移民或

衛生規章，以及侵害其安全之行為。」（In a zone of the high seas 

contiguous to its territorial sea, the coastal State may take the measures 

necessary to prevent and punish infringements of its customs ,fiscal, 

immigration or sanitary regulations, and violations of its security.15 ）以

預留能對鄰接區內之違犯行為進行處理之空間。惟因部分國家對於安

全事項之授權有所顧慮，認其恐將影響鄰接區內之航行自由，是以，

波蘭之提案建議終未獲通過。16 

在體系解釋上，從《領海及鄰接區公約》與《海洋法公約》相關

規定，亦可得出沿海國在鄰接區僅有執行管轄權之結論17，按《領海

及鄰接區公約》第 19條第 5項規定：「外國船舶自外國海港啟航，僅

通過領海而未進入內國水域，沿海國不得因該船進入領海前所發生之

犯罪行為而在其通過領海時於船上採取任何步驟、逮捕任何人或從事

調查。」另《海洋法公約》第 27條第 5項亦有相同規定：「除第十二

部分有所規定外或有違反第五部分制定的法律和規章的情形，如果來

自外國船舶僅通過領海而不駛入內水，沿海國不得在通過領海的該船

舶上採取任何步驟，以逮捕與該船舶駛進領海前所犯任何罪行有關的

人或進行與罪行有關的調查。」此權利稱為「無害通過」（innocent 

passage），因此，若沿海國在鄰接區內具有規範管轄權，則對於在鄰

接區內犯罪之船舶，當其進入領海後，將享有上述條文所賦予之利

益，但如向公海或專屬經濟海域航行，沿海國卻得主張緊追權之適

用，在法律上似將難以自圓其說18。是故，沿海國在鄰接區內「行使

必要的管制」僅限於檢查或警告措施，並不包括逮捕或強制將船舶帶

                                                 
15 UNCLOS 1 Official Records, vol. 2, p.117, Art. 66。 
16 姜皇池（2004），《國際海洋法（上冊）》，頁 368，台北：學林文化。 
17 姜皇池（2004），《國際海洋法（上冊）》，頁 379-380，台北：學林文化。 
18

 R.R. Churchill & A.V. Lowe, THE LAW OF THE SEA 137 (3d ed.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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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港口之措施。19 

二二二二、、、、    規範管轄權說規範管轄權說規範管轄權說規範管轄權說 

在前述嚴格之法律解釋下，沿海國在鄰接區內僅具有執行管轄

權，只有當外國船舶進入領海或內水後，沿海國始有規範管轄權；惟

深究以上論點，似乎仍有支持沿海國在鄰接區擁有規範管轄權之空

間。在 1958年國際法委員會《領海及鄰接區公約草案》會議，波蘭

提出修正案未獲通過之原因，係因美國無法接受將鄰接區權力擴張至

安全事項，因而發動杯葛。但美國卻支持沿海國在鄰接區中應享有完

整之管轄權限，當時美國代表團團長即明白表示，任何合理性之政策

考量，均不應如此限縮解釋沿海國在鄰接區之管轄權限。20 

雖前述執行管轄權主張者認為，鄰接區內犯罪之船舶，當其向公

海或專屬經濟海域航行時，沿海國將得適用緊追權，而若其進入領海

後，則得享有並主張無害通關權，如是反將造成法律上之矛盾。依據

《海洋法公約》第 111條第 3 項規定：「緊追權在被追逐的船舶進入

其本國領海或第三國領海時立即終止。」此緊追權終止之要件需為進

入船旗國或第三國之領海（the territorial sea of its own State or of a 

third State），並不包括沿海國；另《領海及鄰接區公約》第 19條第 5

項與《海洋法公約》第 27條第 5 項規定皆屬「無害通過」（innocent 

passage）之規範，亦即僅限於對行使無害通過船舶權益之保障。是以，

外國船舶若已在鄰接區內違犯沿海國相關法律與規章後，再「逃竄」

至沿海國領海內，外國船舶如何能由一個被緊追之對象，轉換為行使

無害通過之對象，此為上述論點未能清楚解釋之處，同時顯與緊追權

設立意旨相悖。 

退萬步言之，縱然將《領海及鄰接區公約》第 19條第 5項與《海

洋法公約》第 27條第 5 項之規範導入適用於前述條件下，仍需注意

                                                 
19 Ian A shearer, Problems of Jurisdic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against Delinquent Vessels, 35 INT’L 

&  COMP. L.Q. 320,330（1986）；Gerald Fitzmzurice, Some Results of the Geneva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8 I.C.L.Q. 73, 144-115 (1959)。 
20 姜皇池（2004），《國際海洋法（上冊）》，頁 383，台北：學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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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條文限制的是沿海國的「刑事管轄權」（Criminal Jurisdiction）。

此時再將其與《海洋法公約》第 33條規定：「沿海國可在鄰接其領海

稱為鄰接區的區域內，行使為下列事項所必要的管制：（a）防止在其

領土或領海內違犯其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的法律和規章；（b）懲

治在其領土或領海內違犯上述法律和規章的行為。」之條文合併解

釋，可知沿海國在鄰接區為「懲治」船舶在領土或領海內違犯海關、

財政、移民、衛生之法規時，得採取之必要措施應包括刑事犯罪之管

轄；而沿海國在鄰接區為「防止」船舶在領土或領海內違犯海關、財

政、移民、衛生之法規時，若以刑事犯罪進行管轄，恐將引起爭議，

惟若僅以「行政罰」進行管轄，則應不受前述《領海及鄰接區公約》

第 19條第 5項與《海洋法公約》第 27條第 5 項規定之限制，亦即，

為「防止」船舶在領土或領海內違犯海關、財政、移民、衛生之事項，

沿海國得在鄰接區內制定內國行政法規予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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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鄰接區制度之內國法化 

國際法所賦予國家在鄰接區內之權力，須由國家主張始得享有，

因此，我國欲主張鄰接區內之權力，則須制定相關內國法以為主張。

有關《海洋法公約》第 33條所規定之「海關」，我國係於《海關緝私

條例》中加以落實。民國 62年 8月 27日《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原

規定：「海關緝私應在中華民國通商口岸，沿海十二海里以內之水域，

及依本條例或其他法律得為查緝之區域或場所為之。」惟鑑於原定緝

私海域 12海里，已難發揮緝私效果，且同時為配合 1982年《海洋法

公約》第 33條規定，我國遂於民國 72年 12月 28日修正《海關緝私

條例》第 6 條規定為：「海關緝私，應在中華民國通商口岸，沿海二

十四海里以內之水域，及依本條例或其他法律得為查緝之區域或場所

為之。」21又「財政」亦屬《海關緝私條例》之立法目的，故《海關

緝私條例》應得視為兼具主張《海洋法公約》第 33條所稱之「海關」

及「財政」事務之管轄。除「海關」事項外，對於《海洋法公約》第

33條規定賦予之權力，我國亦就「環保」事務以《海洋污染防治法》

主張我國在鄰接區之管轄權。22 

從國際法有關鄰接區制度觀察，我國目前相關內國法規業已針對

海關、財政及環保三項事務進行管轄，例如《海關緝私條例》、《海洋

污染防治法》等，應無疑問，惟對於移民與衛生，似未於內國法規中

似明文直接主張。23然而，對於屬於《海洋法公約》第 33條賦予沿海

國之權力，雖我國尚未以特定法規予以明文化，得否以基本法予以概

括規定，據而以該基本法作為管轄權基礎，未有定見。 

民國 87 年通過的《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與《中華民國專

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正式將沿海國在《海洋法公約》下之重

                                                 
21 參見 72 年 12 月 28 日海關緝私條例修正理由，參見立法院全球資訊網「法律資料庫」：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 
22 《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本法適用於中華民國管轄之潮間帶、內水、領海、

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上覆水域。」 
23 姜皇池（2004），《國際海洋法（上冊）》，頁 370-371，台北：學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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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權利與義務明文化，以確保我國內國法制與國際法相一致，一般通

稱為「海域二法」，通說認為此二法性質為基本法，故又稱此二法為

「海域基本法」。《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4條規定：「中華民

國鄰接區為鄰接其領海外側至距離基線二十四浬間之海域；其外界線

由行政院訂定，並得分批公告之。」同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中華

民國政府得在鄰接區內為下列目的制定法令︰一、防止在領土或領海

內違犯有關海關、財政、貿易、檢驗、移民、衛生或環保法令、及非

法廣播之情事發生。二、處罰在領土或領海內違犯有關海關、財政、

貿易、檢驗、移民、衛生或環保法令、及非法廣播之行為。」此為我

國對於鄰接區之主要立法。嗣後，於民國 88年 2月 10日行政院正式

公告我國第一批領海基線、領海及鄰接區外界線，並於民國 98年 11

月 18日予以修正，我國領海及鄰接區範圍正式確定與實施。24 

 

 

 

 

 

 

 

 

 

 

 

（圖一：民國 88年 2月 10日公告中華民國第一批領海基線、領海及鄰接區外界線示意圖） 

                                                 
24 民國 88年 2月 10日行政院台 88內字第 06161號令公告中華民國第一批領海基線、領海及鄰

接區外界線；民國 98年 11月 18日行政院院臺建字第 0980097355號令修正中華民國第一批領海

基線、領海及鄰接區外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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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民國 98年 11月 18日中華民國第一批領海基線、領海及鄰接區外界線簡圖） 

由於《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為海域基本法，得否以該法作

為主張海關、財政、移民及衛生之管轄基礎，存有疑義；換言之，雖

內國行政法規未若《海關緝私條例》與《海洋污染防治法》明定法規

適用範圍，但其立法目的為海關、財政、移民及衛生者，得否依《中

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5 條規定而主張有內國行政法規之適

用，例如，得否主張在鄰接區內有《菸酒管理法》之適用，殊值探討。

25 

                                                 
25 由於目前國際法與內國法之學界及實務，鮮少有相關討論，但卻與海關實務息息相關，尤其

當行政法規競合時，應如何論處，存有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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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海關緝私條例》 

《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修正理由明白揭示，係為配合 1982

年《海洋法公約》而將原條文規定之「沿海 12 海里」修改為「沿海

24海里」，雖我國非屬《海洋法公約》之會員國，但已將該公約之鄰

接區制度轉化至《海關緝私條例》，應無疑問。然而，《海關緝私條例》

第 6 條規定係以「沿海」24海里作為基準，與《海洋法公約》第 33

條規定之自「領海基線」起算不得超過 24 海里不一致，職是，是否

仍得認為上開規定所指稱者為相同概念，似有疑問。事實上，並不存

在如是問題，蓋於民國 72年修正《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規定時，

我國尚未公佈領海基線之劃定方法，故該條文方以「沿海」24 海里

作為基準，而直至民國 87年，制定通過《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

後，確立我國領海基線之劃定方法，並正式採用「基點基線」之用語，

惟《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未配合修正，致使產生法律規定不一

致之情形，然從立法目的觀之，即得解釋知悉《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規定為鄰接區制度之落實，當無疑義。 

雖然從《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之修正理由及其目的，可以

得知「沿海 24海里」之意涵應為「鄰接區」，然而，因該條文未配合

《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適時修正，且基於法律明確性原則，得

否逕以目的性解釋，而將條文規定之「沿海 24 海里」直接認為係指

「鄰接區」，容有爭議。 

實務上，依據《海關緝私條例》第 3 條規定：「本條例稱私運貨

物進口、出口，謂規避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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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例第 6 條規定：「海關緝私，應在中

華民國通商口岸，沿海二十四海里以內之水域，及依本條例或其他法

律得為查緝之區域或場所為之。」另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

第 355號判決：「本件系爭查獲地點於桃園觀音外海 14浬處，位於我

國沿海 24浬之緝私水域內，屬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所定查緝

走私範圍……。」該判決亦援引被上訴人臺北關稅局之見解，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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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我國的緝私水域係在沿海 24浬以

內，且依該條後段有關『其他法律得為查緝之區域或場所為之』之規

定，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7條規定略以：『中華民國

之國防、警察、海關或其他有關機關人員，對於在領海或鄰接區內之

人或物，認為有違犯中華民國相關法令之虞者，得進行緊追、登臨、

檢查……』顯示領海、鄰接區等亦屬海關緝私之範圍。」26 

綜上所述，得知實務見解認為《海關緝私條例》對於「緝私水域」

有二層定義：（一）《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前段規定之「沿海 24浬

水域」；（二）同條例第 6條後段規定之「其他法律得為查緝之區域或

場所」，「鄰接區」即屬之。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 355號判決

雖未排除《海關緝私條例》第 27條第 1 項（以運輸工具私運貨物進

口、出口、起岸或搬移者）與第 36 條（私運貨物進口、出口或經營

私運貨物者）規定適用至鄰接區之可能性，然由《中華民國領海及鄰

接區法》第 15條27、第 17條28等條文觀之，同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

為揭示我國得在鄰接區內，為「防止」、「處罰」在領土或領海內違犯

有關海關、財政、貿易、檢驗、移民、衛生或環保法令、及非法廣播

之情事發生等目的「制定法令」；第 17條第 1項規定為我國有關機關

人員得在領海、鄰接區內對於「有違犯中華民國相關法令之虞者」，

得進行緊追、登臨、檢查等執行管轄權，必要時，得予扣留、逮捕或

留置等規範管轄權。 

若將《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與《海關緝私條例》合併解釋，

可以得出《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5 條規定揭示我國得依據

國際法規範，為「防止」、「處罰」在領土或領海內違犯有關海關、財

                                                 
26 關於鄰接區究屬《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前段規定或後段規定之進一步討論，參見本研究計

畫第四章。 
27 《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5條第 1項：「中華民國政府得在鄰接區內為下列目的制定

法令︰一、防止在領土或領海內違犯有關海關、財政、貿易、檢驗、移民、衛生或環保法令、及

非法廣播之情事發生。二、處罰在領土或領海內違犯有關海關、財政、貿易、檢驗、移民、衛生

或環保法令、及非法廣播之行為。」 
28 《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7條第 1項：「中華民國之國防、警察、海關或其他有關機

關人員，對於在領海或鄰接區內之人或物，認為有違犯中華民國相關法令之虞者，得進行緊追、

登臨、檢查；必要時，得予扣留、逮捕或留置。」 



20 
 

政、移民、衛生等目的制定相關法令之權，而此處之「海關相關法令」

自應包括《海關緝私條例》在內。另《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7 條規定，我國有關機關人員得在領海、鄰接區內對於有「違犯本

國相關法令之虞者」行使管轄權，此「相關法令」在海關一項，同時

係指《海關緝私條例》而言。是以，雖依《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

第 17 條規定，我國相關機關得在鄰接區對他國船舶發動管轄權，但

其要件須在另有相關法令之授權下始得為之。 

綜上所述，姑且不論鄰接區究竟屬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前

段規定之內涵，抑或屬同條例同條文後段規定之內容，從《中華民國

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4條、第 15條及第 17條規定，已得知悉在我

國鄰接區內亦有《海關緝私條例》之適用，亦即，外國船舶如在我國

鄰接區內涉有違反《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我國享有管轄權，並得

依法裁處。 

 

貳、  《懲治走私條例》 

與《海關緝私條例》屬於行政罰之性質不同，《懲治走私條例》

屬於特別刑法或稱為「刑事單行法」29，適用我國《刑法》第 3 條至

第 8 條有關屬地主義、保護主義及屬人主義之規定。然而，《懲治走

私條例》並未如《海關緝私條例》明定相當於緝私水域範圍之概念，

因而無特別法之適用，僅得適用《刑法》總則關於管轄權之規定。是

以，行為人使用本國船舶從事走私犯罪，在犯罪之階段上，根據我國

通說與實務見解30，認為走私貨物進口之行為在鄰接區為未遂，進入

我國領海後方屬既遂。準此，當我國人民使用我國船舶與外國船舶從

事走私犯罪時，將出現不同法律評價。質言之，從《刑法》第 3 條31、

                                                 
29 林山田（2002），《刑法通論（上冊）》，頁 96，台北：台大法學院圖書部。 
30 臺灣高等法院 89年上更（二）字第 228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 91年台上字第 4545號刑事判

決等。 
31 《刑法》第 3條：「本法於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者，適用之。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

船艦或航空器內犯罪者，以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論。」 



21 
 

第 4 條32條文觀之，在我國領海外，走私犯罪之外國船舶，因其犯罪

行為或結果皆在我國領域外，無屬地主義之適用，亦不屬於《刑法》

第 5 條與第 6 條保護主義規範之對象；又依據同法第 7 條規定：「本

法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

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但依犯罪地之法律不罰者，不在

此限。」然在《懲治走私條例》各罪中，最輕本刑在三年以上者，為

該條例第 4 條33、第 5 條34、第 6 條35等規定，而該條例第 2條36（走

私罪）、第 3條37（運送、銷售、藏匿走私物品罪）規定，其最輕本刑

皆為二個月以上，因而無法適用屬人主義。如是此即造成本國籍行為

人使用本國船舶與外國船舶之走私行為，其管轄權上所有差異之結

果。另外，《刑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但依犯罪地之法律不罰者，

不在此限。」此處之犯罪地，係指在其他國家領域而言，惟我國公告

之鄰接區範圍未有屬於他國「領域」內者，亦即犯罪地若在鄰接區內，

該處本無法律規範，亦不受到屬人主義之限制。 

在我國現行《刑法》制度下，雖會造成本國船舶與外國船舶在鄰

接區從事走私犯罪行為之法律評價不同，然是否應比照《海關緝私條

例》之緝私水域制度，在《懲治走私條例》創設鄰接區內之管轄權，

則有待釐清與評估。但是，依據本研究計畫前述對於國際法鄰接區規

範之探討，在國家領域外對他國船舶行使「刑事管轄權」，仍應注意

國際法之相關限制。除此之外，若衡量行為危害性及行為處罰間之比

                                                 
32 《刑法》第 4條：「犯罪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 
33 《懲治走私條例》第 4條：「犯走私罪而持械拒捕或持械拒受檢查，傷害人致死或重傷者，處

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34 《懲治走私條例》第 5條：「犯走私罪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之罰金：一、公然為首，聚眾持械拒捕或持械拒受檢查者。二、公然

為首，聚眾威脅稽徵關員或其他依法令負責檢查人員者。」 
35 《懲治走私條例》第 6條：「犯走私罪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一、持械拒捕或持械拒受檢查，傷害人未致重傷者。二、公然

聚眾，持械拒捕或持械拒受檢查時，在場助勢者。三、公然聚眾威脅稽徵關員或其他依法令負責

檢查人員時，在場助勢者。」 
36 《懲治走私條例》第 2條：「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逾公告數額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一項所稱管制物品及其數額，由行政院

公告之。」 
37 《懲治走私條例》第 3條：「運送、銷售或藏匿前條第一項之走私物品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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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對於鄰接區內從事走私犯罪之外國船舶，未必會立即造成查緝之

困難，蓋執法機關仍有在領海或鄰接區內進行各項查緝作為之可能；

然而，如以一般人民之法律情感，走私犯罪不論係在鄰接區內抑或在

領海內，其造成實質危害之感受並無太大不同，且均未對「領土」產

生太大之影響，因此，於《懲治走私條例》增訂緝私水域之規定，不

僅可能與國際法相悖，且是否存有修法實益，殊值商榷。 

綜上所述，是否應於《懲治走私條例》增訂類似《海關緝私條例》

緝私水域範圍之規定，因涉及國際法相關規範、我國社會、法律、政

策及經濟等層面，實屬立法學問題，甚難以本研究計畫之簡短篇幅得

出結論，惟得建議於立法考量上，除慮及內國相關因素外，仍須注意

是否有違國際法相關規範。 

除上述者外，對於《懲治走私條例》與走私行為間之法律問題，

另外值得探討者，有以下三項問題：（一）《懲治走私條例》之「走私

行為」與《海關緝私條例》之「私運行為」是否屬相同行為；（二）

以行政院公告管制物品丙項之完稅價格是否超過新臺幣十萬元或重

量超過一千公斤，作為判斷應適用《海關緝私條例》或《懲治走私條

例》之標準，如此規定是否妥適；（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80號

解釋宣告《懲治走私條例》第 2條第 1項與第 3項規定違憲後，應如

何修法因應等問題。38關於行政院公告「管制物品項目及其數額」丙

項管制物品，係以完稅價格是否超過新臺幣十萬元或重量是否超過一

千公斤，作為認定應適用《懲治走私條例》或《海關緝私條例》之標

準，亦即，倘若私運進口重量為一千公斤或完稅價格新臺幣十萬元產

地為大陸之稻米，應依《懲治走私條例》第 2條規定處以刑事罰，而

如私運進口重量為九百九十九公斤或完稅價格為新臺幣九萬九千九

元產地為大陸之稻米，則應適用《海關緝私條例》第 36 條規定處以

行政罰；事實上，上述二行為本質上均為走私不法行為，僅以完稅價

                                                 
38 鑑於研究計畫篇幅有限，且就此等問題筆者於其他文章亦有所著墨，故於本研究計畫僅就第

二項問題為簡要論述，其他部分則請參考：楊瀅陵（2010）〈走私行為刑罰明確性及正當性之探

討─以懲治走私條例為核心〉，《第十七屆水上警察學術研討會-兩岸海上執法研討會論文集》，頁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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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或重量作為認定應適用刑罰或行政罰之標準，完全是基於立法政策

考量，39如此是否妥適，頗值深思。質言之，應依走私行為之危害性

高低，科與不同刑度之刑罰，而非一概而論，以符合犯罪行為之評價，

並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參、  以《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作為主張海關、財政、

移民及衛生之內國法管轄基礎 

誠如前述，國際法所賦予國家在鄰接區內之權力，須由國家主張

始得享有，是以，對於已有於法條明文規定得於鄰接區適用之行政法

規，例如《海關緝私條例》、《海洋污染防治法》等，自無疑問，然而，

對於未將鄰接區制度予以明文規定之其他行政法規而言，因我國已制

定通過《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故得否於鄰接區內主張亦有《海

洋法公約》第 33 條規定所賦予事務之管轄權，則產生疑義，亦即是

否得以《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5條及第 17條規定，作為主

張在鄰接區內亦有符合《海洋法公約》第 33 條規定的其他內國行政

法規之適用。 

關於此問題存有二種見解：（一）甲說：仍應由沿海國於內國法

中明文規定，就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事項制定特定行政法規，方

得於鄰接區內主張就該事項享有管轄權，例如《海關緝私條例》或《海

洋污染防治法》之立法方式；（二）乙說：沿海國雖無分別針對海關、

財政、移民或衛生事項，制定各該特定行政法規，但得以基本法之概

括條文，主張在鄰接區內享有該等事項之管轄權，例如《菸酒管理法》

雖未明文規定其法規適用範圍及於鄰接區，但因財政、衛生、國民健

康等為其立法目的，並按《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5 條及第

17 條規定，則得視為我國對於在我國鄰接區內違反《菸酒管理法》

者，享有管轄權。 
                                                 
39 張國勳&高玉舜 (1999)，《懲治走私條例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頁 31-32，台北：司法院；周

成瑜 (2003)，〈海上走私犯罪類型與執法之研究〉，《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8期，頁 28及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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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法賦予鄰接區權力須由沿海國主張始得享有之觀點來

看，甲說與乙說均有主張管轄權之國家意思表示，故均符合此國際法

原則，職是，似乎無論沿海國採取甲說或乙說之立法方式，應皆得於

其鄰接區內主張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事項之管轄權。然而，從法

律原則原理角度觀之，甲說明文於特定行政法規中，規定其適用範圍

及於鄰接區，而乙說係於內國法律基本法之概括條文中規定就海關、

財政、移民或衛生事項，沿海國享有管轄權，是否均符合法律明確性

原則，頗值探討。甲說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應無疑問，然而，乙說藉

由一概括規定轉據特定行政法規，以主張就在鄰接區內違反該行政法

規者，沿海國亦享有管轄權，如是是否已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容有

討論空間。 

法律明確性原則係指立法者制定法律時，規範對象、規範行為及

法律效果應明確，亦即其構成要件應使受規範者能夠預見。40惟法律

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法者於立法

定制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

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

有關受規範者之行為準則及處罰之立法使用抽象概念者，苟其意義非

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

不得謂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相違背。41準此，由於概括條文亦符合法律

明確性之要求，是以若沿海國基本法之概括條文規定，得就海關、財

政、移民或衛生之目的，在鄰接區內制定法律，即得視為其已就該等

事項為權力主張，進而適用以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為立法目的之

內國法規。質言之，即便乙說不若甲說一般具體明確，但因符合法律

明確性原則，自得採取乙說之立法方式，作為彌補立法技術上無法適

時與國際法規範接軌，且內國法亦無法及時配合修正並以「包裹式」

全面修法之困境。 

                                                 
40 黃默夫 (2000)，《基礎行政法 25講》，頁 86，台北市：一品文化出版社。 
41 參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32號及第 521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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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言之，由於《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為我國「海域基本法」，

同法第 15 條規定已明定，我國得就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目的制

定法律，同法第 17 條亦規定我國於鄰接區內就該等事項享有執行管

轄權，是故，應得以上開條文作為「過橋條款」，轉據在鄰接區內得

適用其他就該等目的制定之內國行政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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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規定之重要法律問題 

由於在《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制定通過並公告我國第一批

領海基點基線、領海及鄰接區外界線以前，《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

規定已先行修正通過，以致此二法規定不相一致，造成法律規範之灰

色地帶、執法機關應如何認定、主管機關應如何解釋適用法律等問

題。除此之外，通說肯認目前我國內國行政法規僅有《海關緝私條例》

與《海洋污染防治法》明文採納鄰接區制度，但是在《中華民國領海

及鄰接區法》第 15條與第 17條規定下，其他基於海關、財政、移民、

衛生目的而制定之行政法規，得否適用於鄰接區內，則存有探討實

益，蓋倘若其他基於海關、財政、移民、衛生目的而制定之行政法規，

例如《菸酒管理法》等，得適用於鄰接區內，將可能產生行為人一行

為同時違犯數行政法規，應如何論處之問題。 

除法律面之問題外，現行《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與鄰接區

範圍不一致亦產生實務執行面之問題，蓋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16

條規定，海關查緝範圍為通商口岸，而依據《海岸巡防法》第 4條規

定，42於海域、海岸、河口、非通商口岸及領海執行查緝之機關為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以下簡稱海巡署），因海關查緝艦艇大部分業已移

撥給海巡署，而海巡署為現今我國海上查緝之主要機關，並具有較大

的查緝能量，是故海關與海巡署在查緝作業上，相輔相成。惟依《海

岸巡防法》第 2條第 2款規定，該法所稱「海域」係指《中華民國領

海及鄰接區法》及《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規定之領

海、鄰接區及專屬經濟海域，與《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規定不同，

因此，將會造成查緝實務上個案事實認定之落差，按海巡署對於私運

行為地之認定，恐將與《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之緝私水域不同，

但於現行海關實務上，對於其他機關移送之案件43，海關係以緝獲單

                                                 
42 《海岸巡防法》第 4 條規定：「巡防機關掌理下列事項：……三、海域、海岸、河口與非

通商口岸之查緝走私、防止非法入出國、執行通商口岸人員之安全檢查及其他犯罪調查

事項。」  
43 實務上，其他機關查獲而移送海關裁處之案件，大部分為海巡署移送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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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事實認定作為裁罰基礎，倘若直接引述海巡署之認定，則可能會

與《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相悖，尤其當行為地落在《中華民國領海

及鄰接區法》與《海關緝私條例》規定不一致所生之「灰色地帶」上

時，則更彰顯其差異及其產生之問題。職是，因緝私水域與鄰接區範

圍不同所生之法規「灰色地帶」（參見下文圖三、圖四），對於此區域

執行機關應如何執行法律及主管機關如何認事用法，則為另一現行法

規下不得不面對的重要問題。 

 

壹、 緝私水域範圍與鄰接區有所差異，致生執法灰色地帶 

《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海關緝私，應在中華民國通商

口岸，沿海二十四海里以內之水域，及依本條例或其他法律得為查緝

之區域或場所為之。」44其所稱「緝私水域」，係指在我國通商口岸

「沿海」24 海里以內之水域，通說認為其係指沿海岸水落處所現出

地為起點，計算 24海里以內之水域；然《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

第 14條規定，我國鄰接區為鄰接其領海外側至距離基線 24浬間之海

域，亦即自領海基點基線起算 24 海里之水域為鄰接區。雖《海關緝

私條例》第 6 條修正理由明文表示緝私水域範圍之擴充係基於 1982

年《海洋法公約》之簽署，然當時因我國尚未公告領海基點基線之劃

法，亦未主張鄰接區之權力，以致《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之內

容與公約及嗣後制定之《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有所差異，遂產生

「沿海 24海里」究係指「距岸」24海里或「基線起算」24海里之疑

義。 

 

 

 

 

 
                                                 
44 參見 72 年 12 月 28 日海關緝私條例修正理由，參見立法院全球資訊網「法律資料庫」：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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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領海、鄰接區及緝私水域概略示意圖45） 

 

                                                 
45 此圖為筆者參考《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與行政院公告中華民國第一批領海基線、領海

及鄰接區外界線之圖示繪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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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因緝私水域與鄰接區範圍不同所生之法規「灰色地帶」概略圖46） 

                                                 
46 此圖為筆者自製，紅色斜線部分即為《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與《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

第 14條規定不一致所生之「灰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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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所稱緝私水域範圍是否即為鄰

接區，主要有以下三種見解：（一）甲說：得由《中華民國領海及鄰

接區法》第 14條規定47予以補充，亦即《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

應與《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4 條規定作相同解釋，蓋《海

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雖不甚明確，但因其修法理由清楚表示係依

據《海洋法公約》而作修正，且《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5

條及第 17 條規定既已明文將鄰接區制度內國法化，故得由《中華民

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4 條規定予以補充解釋。（二）乙說：基於

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不得以《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4 條

規定作為《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之補充解釋條文。（三）丙說：

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後段規定，緝私水域亦包括「依其他法律

得為查緝之區域或場所」，是以，得將《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

第 14條、第 15條及第 17條規定視為上開規定所稱「其他法律得為

查緝之區域或場所」，亦即《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前段所稱「沿海

24 海里以內之水域」與鄰接區制度並無關連，而係以《海關緝私條

例》第 6條後段、《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4條、第 15條及

第 17條規定作為在鄰接區內違反《海關緝私條例》行為之法律基礎。 

由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與《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

第 14 條規定有所差異，遂產生緝私水域得否與鄰接區範圍作相同認

定之爭議。基於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雖《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修

正理由闡明係為配合《海洋法公約》而為修正，但該條文既已明定以

「沿海」（即「距岸」）作為緝私水域之計算起點，似不宜僅以修法

理由逕予擴張解釋。至於以《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後段、《中華民

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4條、第 15條及第 17條規定作為在鄰接區

內違反《海關緝私條例》行為之法律基礎，恐有疊床架屋之虞，蓋《海

關緝私條例》第 6條之立法及修正理由皆明言 12海里與 24海里之規

定，係以《海洋法公約》為基礎，故此說顯不足採。綜上所述，雖造

                                                 
47 《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4 條規定：「中華民國鄰接區為鄰接其領海外側至距離基線

二十四浬間之海域；其外界線由行政院訂定，並得分批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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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二法間規範差異之主因，係因制定法律先後順序之不同，且《海關

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並未因應《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之通過

實施而適時修正，但基於法律原則，仍應以乙說較為可採。然而，乙

說卻會產生《海關緝私條例》及《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法規不

一致之情形，且《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對於鄰接區之計算始點

與《海關緝私條例》對於緝私水域之劃定基準不同，造成適用與執行

法律之模糊地帶。析言之，由於《海關緝私條例》有對緝私水域為明

文規定，故該條例之適用範圍自應限於緝私水域內，然而，對於在鄰

接區內但超出緝私水域之海域，而違反《海關緝私條例》者，我國是

否享有管轄權、應如何適用法律及執行機關如何執法等，遂產生疑問。 

關於此問題，在海關實務上亟需解決，蓋如前述，海關大多數外

移案件均為海巡署之移送案件，當海巡署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

區法》與《海岸巡防法》及其相關規定執法時，若違反《海關緝私條

例》之行為發生在「灰色地帶」，就海巡署立場而言，自當認為有《海

關緝私條例》之適用，並將案件移送海關裁處，然就海關立場，並非

如是肯定；而實務見解為解決以上困境，對於爭議案件似均將甲說與

乙說兩說併用，作為判決理由，以避免判決有所疏漏與違誤。48此外，

海關實務上，對於海巡署之移送案件，在事實認定上，皆以海巡署之

認定為主，對於行為地之認定，海巡署係以鄰接區制度作為基礎，則

海關直接援引海巡署移送書所載事實，進而適用法律，如是是否妥

適，實存有疑義。 

《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實質規範之緝私水域，僅在前段之

沿海 24海里水域內，後段所定之「其他法律得為查緝之區域或場所」

屬於法律空白構成要件，而《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違犯我國「相關法令之虞者」，亦屬空白構成要件；若

以上開法律之空白構成要件合併解釋，而推論出鄰接區亦屬於緝私水

域之結果（姑且不論認其屬《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前段或後段），

                                                 
48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 35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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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將有違處罰法定主義及法律明確性原則。因此，在現行《海關緝私

條例》第 6條規定下，不論以目的性解釋認為即屬《中華民國領海及

鄰接區法》所規定之「鄰接區」，抑或認為「鄰接區」應屬該條文後

段規定之「其他法律得為查緝之區域或場所」，皆非妥適，爰建議應

修正《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規定，不僅得以與國際法規範相一致，

並符合處罰法定主義及法律明確性原則，且得解決海關實務對於外移

案件應如何認事用法之疑義。此外，於修正《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

規定時，尚須注意到我國目前尚未公告領海基線之地區，如金門、馬

祖等地區，避免造成對該等區域漏未規定之情形。 

 

貳、 在鄰接區內一行為同時違反數行政法規範時，產生法  

律適用及管轄之爭議 

依據《海洋法公約》第 33條規定與《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

第 15條規定，我國得在鄰接區內為下列目的制定法令：（1）防止在

領土或領海內違犯有關海關、財政、貿易、檢驗、移民、衛生或環保

法令、及非法廣播之情事發生；（2）處罰在領土或領海內違犯有關

海關、財政、貿易、檢驗、移民、衛生或環保法令、及非法廣播之行

為；意即，僅有就海關、財政、貿易、檢驗、移民、衛生、環保法令

及非法廣播等 8項目的所為之立法，方得適用於鄰接區內。然而，是

否須將鄰接區概念明文規定於法律中，始得於鄰接區內適用該等法

律，尚無定見。目前我國內國法僅有《海關緝私條例》及《海洋污染

防治法》援引鄰接區制度，並將其概念明定於法律之中，因此，姑且

不論前述執法與適用法律模糊地帶之問題，在鄰接區內得適用《海關

緝私條例》及《海洋污染防治法》，應無疑問。然而，對於就財政、

貿易、檢驗、移民、衛生、其他環保法令、非法廣播等目的所制定之

法律（如《菸酒管理法》等），因該等法律未如《海關緝私條例》般

將鄰接區制度明文化，遂產生得否將該等法律解釋為於鄰接區內亦得

適用之疑問。關於此問題，雖然學說與實務鮮少有相關討論，但是得

從法律解釋著手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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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關實務上，最常見之一行為違犯數行政法義務的情形有二：

（1）一行為同時違反《菸酒管理法》第 46條第 4項與《海關緝私條

例》第 36條第 1項規定；（2）一行為同時違反《菸酒管理法》第 47

條與《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 項規定。前者情形於實務上尚無

疑義，蓋《菸酒管理法》第 46條第 4 項規定：「輸入私菸、私酒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

以下罰金。」其所謂之「輸入」，係指自國外將私菸或私酒運輸進入

我國領土或領海者而言49，職是，如行為人私運香菸進入我國領土或

12 海里領海內，經海關或軍警單位查獲，核屬一行為同時違反《菸

酒管理法》第 46條第 1項及《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 項規定，

而因《菸酒管理法》第 46條第 1 項規定屬刑事特別法，故應依行政

罰法第 26 條規定論處。是以，上述第一種情形因有法律明確規定，

並無處理上之疑義，主要爭議點則在於上述第二種情形。 

在海關實務上，較常見之問題為：行為人在鄰接區內一行為同時

違反《海關緝私條例》及其他行政法上義務時，究應由何行政機關管

轄及如何適用法律，尤其當同時涉及《海關緝私條例》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及《菸酒管理法》第 47條第 1項規定時，則更彰顯問題所在。

舉例而言，行為人在領海外但鄰接區內，以船舶運輸私菸行為，因《菸

酒管理法》並無如同《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之規定，故有見解認為

僅在領海內方有《菸酒管理法》之適用，菸酒主管機關無管轄權，應

由海關依法裁處。如是見解，似有道理，然而，因《中華民國領海及

鄰接區法》為我國「海域基本法」，同法第 15 條規定已明定，我國

得就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目的制定法律，同法第 17 條亦規定我

國於鄰接區內就該等事項享有執行管轄權，且《菸酒管理法》之立法

目的在於維護國內財政、衛生及國民健康等，是故，得以《中華民國

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5 條規定作為「過橋條文」，再轉據適用《菸

酒管理法》第 47條第 1項規定。 

    除上述問題外，由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3 條及第 36條第 1 項

規定，對於私運貨物進出口設有明文定義，就在鄰接區內而未進入我

                                                 
49 參見：最高刑事法院 93年台非字第 24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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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領海之運輸私菸行為，海關得否依《海關緝私條例》論處，為另一

值得商榷之重要問題。50因此，既然《菸酒管理法》第 47條第 1項規

定所稱「運輸」，係指在國內各地運輸或自國內輸出或自國外輸入等

情形，51且得依《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5條規定轉據適用《菸

酒管理法》，則當應由菸酒主管機關依《菸酒管理法》第 47 條第 1

項規定論處，同時亦得規避在鄰接區內尚未進入領海之運輸私菸行

為，是否構成《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項規定之爭議。 

 
 
 
 
 
 
 
 
 
 
 
 
 
 
 
 
 
 
 
 
 
 
 
 

 

                                                 
50 關於此問題，請參見本研究計畫第五章。 
51 參見：財政部 96年 7 月 25日台財庫字第 0960029451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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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私運貨物進口、出口」之認定及其問題 

《海關緝私條例》第 3 條業已明文定義何謂「私運貨物進、出

口」，在判斷行為人是否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第 27條及第 36條規

定時，自應先判斷是否符合同條例第 3條規定，方得進一步適用同條

例第 27條及第 36條規定。法律規定如此明確，應無疑問，然而，因

《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復有規定緝私水域範圍，導致法規適用上之

疑問，蓋《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究應如何適用，其與其他條文

應如何解釋適用，遂產生問題；簡單來說，《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

規定所產生之問題在於，是否行為地在緝私水域內即該當《海關緝私

條例》之規定，得以依該條例論處。 

關於此問題，實務上最常遇見之情形為：在 12 海里領海外但在

緝私水域範圍內所緝獲之私運貨物行為，海關得否依《海關緝私條例》

第 27條及第 36條規定論處。此不僅涉及法律見解問題，同時涉及事

實認定問題，亦與《海關緝私條例》第 3 條所定「沿海 24海里」是

否即為「鄰接區」息息相關，蓋在「灰色地帶」應如何認事用法，實

為相當重要之問題。52 

 

壹、  《海關緝私條例》及實務見解對於「進、出口」認定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第 3 條規定，《海關緝私條例》所稱「私

運貨物進出口」係指規避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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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實務見解認為《海關緝私條例》

第 3條規定所謂私運貨物進出口，係指逃避管制或課稅，而將貨物「運

入或運出口岸」而言；53然而，隨著國際法之發展，國際間確立領海

12海里之原則後，我國學說及實務見解對於國境線之認定亦為改變，

亦即以「12 海里領海」為國境線，加上業已制定通過《中華民國領

海及鄰接區法》，是故，《海關緝私條例》第 3 條規定所稱私運貨物

                                                 
52 關於法規不一致所生「灰色地帶」之探討，請參見本研究計畫第四章。 
53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49年判字第 73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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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國境」，在現行通說及實務見解下，係指將私運貨物載運「進

入或駛出我國 12海里領海範圍」而言。54 

《海關緝私條例》第 3條規定係就整部《海關緝私條例》所稱「私

運貨物進出口」所為之定義，故在判斷行為人之行為是否構成《海關

緝私條例》第 27條第 1項及第 36條第 1項規定時，須先判斷其行為

是否已符合同條例第 3條規定，亦即，在法條適用順序上，須先構成

《海關緝私條例》第 3 條規定，方得以進入同條例第 27條第 1 項及

第 36條第 1 項構成要件之判斷。結合法律適用原則及通說對於私運

貨物進出國境之標準，則當行為人為規避檢查、偷漏關稅或逃避管

制，未經向海關申報而運輸貨物進入我國領海 12 海里以內，經執法

機關查獲，始構成《海關緝私條例》第 27條第 1項及第 36條第 1項

規定之「私運貨物進口」。 

關於判斷行為人是否構成《海關緝私條例》第 27條第 1 項及第

36條第 1項規定之私運貨物進口，原應無疑問，蓋《海關緝私條例》

第 3條已明文定義何謂私運貨物進口，復以通說及實務見解業已肯認

行為人基於規避檢查、偷漏關稅或逃避管制之目的，未經向海關申報

而運輸貨物進入我國領海 12 海里以內，即構成私運貨物進口；但卻

因《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有關緝私水域範圍之規定，而產生法規適

用之混沌，亦即，當行為人之私運行為係在領海 12 海里以外鄰接區

以內而遭查獲，是否該當《海關緝私條例》第 27條第 1項及第 36條

第 1項規定，遂產生爭議。55 

 

貳、   緝私水域與進出口認定所產生之法規適用問題 

誠如前述，依據《海關緝私條例》第 3 條、第 36條第 1 項規定

及通說見解，行為人必須私運貨物通過我國領海 12 海里界線，而進

入或駛出領海範圍，方得構成《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 項規定

                                                 
54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73年判字第 734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90年判字第 1251號判決等。 
55 最高行政法院 85年判字第 1294號判決業已指出《海關緝私條例》第 3條、第 6條、第 27條

及第 36條規定之問題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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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私運貨物進出口；然而主要問題在於，當將《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規定納入一併考量時，則將產生不同結果。 

關於此問題，主要有以下二種見解： 

（一）《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規定之緝私水域為海關或軍警機

關得為查緝之範圍，至於執法機關在緝私水域內所查獲之

違法行為，仍應視其是否該當《海關緝私條例》個別條文

之構成要件，非謂在緝私水域內之行為皆得依《海關緝私

條例》論處；職是，《海關緝私條例》第 27條第 1 項及

第 36條第 1 項規定所稱之「私運貨物進、出口」，自應

以有無運輸貨物進入「12 海里領海」之具體事實作為判

斷，非謂所有於「24 浬緝私區域」內查緝之貨物，均可

逕認為「私運貨物進、出口」，而據以裁罰。析言之，在

12 海里外之緝私水域內所查獲之私運行為，不符合《海

關緝私條例》第 3條所定「進出國境」之要件，自不得依

《海關緝私條例》第 27條第 1項及第 36條第 1項規定論

處。 

（二） 《海關緝私條例》第 27條第 1項及第 36條第 1項規定所

謂私運貨物進口，係指載運貨物進入《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之緝私水域即屬該當之，亦即行為人私運貨物進

入我國緝私水域內遭查獲，海關即得依《海關緝私條例》

第 27條第 1項及第 36條第 1項規定論處。56 

按《懲治走私條例》第 2 條規定與《海關緝私條例》第 27條及

第 36 條規定具有補充關係，亦即，當行為人私運貨物進口之行為不

符合《懲治走私條例》規定時，則會依《海關緝私條例》規定論處，

此時當行為地在領海內自無疑問，但當行為地在鄰接區內，如行為人

所載私貨價值甚高，惟因《懲治走私條例》不處罰未能認定已達著手

階段之未遂行為57，不該當《懲治走私條例》第 2 條規定，倘若亦不

                                                 
56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判字第 355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判字第 1252號判決等。 
57 舉例而言，從事私運行為之船舶在基線外 15 海里處徘徊，而無法判定該船舶航線是否有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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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海關緝私條例》第 3條規定，則將演變成無法可罰之窘境，是

故，實務上逐漸認為僅須行為人私運貨物進入我國緝私水域內遭查

獲，即該當《海關緝私條例》第 27條及第 36條規定，此觀最高行政

法院 96年判字第 355號判決即知：「……。本件系爭查獲地點於桃

園觀音外海 14浬（東經 121.59度、北緯 25.15度）處，位於我國沿

海 24海里之緝私水域內，屬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6 條所定查緝走私範

圍。又所謂私運貨物進口，依照海關緝私條例第 3條規定，係指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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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言，是以凡未經向海關申報而運輸貨物進、出國境，而具有規避檢

查，偷漏關稅或逃避管制等違法情事之一者，即屬相當。再海關緝私

條例第 27條第 1 項所謂私運貨物「進口」係指進入同條例第 6 條規

定之緝私水域者即屬之，與懲治走私條例第 2條規定，係指私運管制

物品，進入我國 12 浬領域，成立走私行為既遂者，並不相同。……

上訴人（即船長）……共同違法私運貨物進口，於我國緝私水域處被

查獲，即應依私運行為論處，是被上訴人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27 條第

1 項、第 36條規定論罰，並無不合。上訴人主張海關緝私條例第 36

條第 1 項及同條例第 27條第 1 項所稱之「私運貨物進、出口」，自

以有無私運貨物進入我國 12浬「領海」之事實為斷云云，並不可採。」 

    目前多數實務見解係為避免對於在緝私水域內緝獲，而不構成

《懲治走私條例》之走私行為無法裁罰，故依據《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將同條例第 27條與第 36條規定之「私運貨物進口」解釋

為「私運貨物進入緝私水域」即屬之。然而，實務見解忽視《海關緝

私條例》第 3條規定對於「私運貨物進口」之定義，恐有違法判決之

嫌，且亦有實務見解採相同立場58。 

基於處罰法定主義與法律明確性原則，既然《海關緝私條例》第

3條規定已就私運貨物進口為明文定義，則不得因法規存有漏洞而扭

曲法規之適用，且《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實屬管轄權與執法範

圍之主張，不得逕為擴張解釋。準此，由於在現行法規下，對於尚未

                                                                                                                                            
我國領海行駛之事實，尚難謂已達著手階段。 
58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85年判字第 1294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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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我國 12海里領海內，但已進入緝私水域且無法判定是否已達《懲

治走私條例》第 2條第 2項規定之私運貨物行為，認為其並不構成《懲

治走私條例》之走私行為，且不該當《海關緝私條例》第 3 條規定，

則就此私運行為確實無法可罰；然對於此一法規漏洞問題，應儘速修

法因應，而非逕由司法機關以謬誤之法規解釋與適用方法，作出並非

妥適之判決，予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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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海洋法公約》第 33 條規定確立了鄰接區之範圍，並賦予沿海

國得基於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等目的，得在鄰接區內制定法律；

此一鄰接區制度，不僅拘束《海洋法公約》之締約國，且亦得由非締

約國加以主張，蓋鄰接區制度已成為習慣國際法，而非僅為條約法。

我國雖非《海洋法公約》之締約國，但身為主權獨立之國家，自當得

以主張鄰接區制度，並將其轉化為內國法，例如《中華民國領海及鄰

接區法》、《海關緝私條例》、《海洋污染防治法》等。然而，內國法規

多如牛毛，各個法規間因為制定與修正時間之不同，以致法規不一致

之情形所在多有，《海關緝私條例》與《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

則為一重要實例。再者，各別內國行政法規之主管機關不同，在立法

實務上，鮮少以「包裹式」修法，亦即將相關之行政法規一併為修正，

因此，不僅各個行政法規會產生牴觸，行政法規本身亦有可能前後矛

盾，倘若再加上無數的行政函釋，問題將更為複雜。除此之外，因《懲

治走私條例》無法處罰在鄰接區內之私運行為，導致《海關緝私條例》

本身亦存有法規適用之疑義。 

鑑於上述問題嚴重衝擊適法性，茲提出以下建議作為因應： 

（一）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海關緝私條例海關緝私條例海關緝私條例海關緝私條例》》》》第第第第 6 條前段規定條前段規定條前段規定條前段規定：：：：雖然於民國 72

年修正《海關緝私條例》已明文表示將緝私水域擴張為「沿

海 24海里」，係為配合《海洋法公約》，而當時我國既未

主張領海基線劃法與鄰接區制度，且尚未制定《中華民國

領海及鄰接區法》，故於修正時仍以「沿海」作為緝私水

域之計算基礎。但隨著《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海

岸巡防法》等內國法之制定，該等法規將鄰接區制度予以

明文化，反而導致《海關緝私條例》與其他內國法規對於

鄰接區制度之規定不同，爰建議配合其他內國法規及鄰接

區制度修正《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前段規定。此外，由

於迄今尚未公告金門、馬祖及南沙群島之領海基線、領海

其鄰接區外界線，為避免導致對於此等區域漏未規定，於

修法時應併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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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鄰接區內同時違反數行政法上義務在鄰接區內同時違反數行政法上義務在鄰接區內同時違反數行政法上義務在鄰接區內同時違反數行政法上義務，，，，得以得以得以得以《《《《中華民國領中華民國領中華民國領中華民國領

海及鄰接區法海及鄰接區法海及鄰接區法海及鄰接區法》》》》作為管轄權認定之作為管轄權認定之作為管轄權認定之作為管轄權認定之「「「「過橋條文過橋條文過橋條文過橋條文」：」：」：」：對於行

為人在鄰接區內一行為同時違反《海關緝私條例》及其他

行政法上義務時，究應由何行政機關管轄及如何適用法律

之問題，以行為人同時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 項規定及《菸酒管理法》第 47 條第 1 項規定為例，亦

即，行為人在領海外但鄰接區內，以船舶運輸私菸行為，

因《菸酒管理法》並無如同《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之規

定，而《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為我國「海域基本法」，

同法第 15條規定已明定，我國得就海關、財政、移民或

衛生目的制定法律，同法第 17條亦規定我國於鄰接區內

就該等事項享有執行管轄權，且《菸酒管理法》之立法目

的在於維護國內財政、衛生及國民健康等，是故，得以《中

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5條規定作為「過橋條文」，

再轉據適用《菸酒管理法》第 47條第 1項規定。 

（三） 增訂增訂增訂增訂《《《《海關緝私條例海關緝私條例海關緝私條例海關緝私條例》》》》第第第第 6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2 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由於通說見解

均已肯認所謂「進出國境」，係指「進、出我國領海 12

海里」而言，且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3條規定，同條例

第 27條第 1項及第 36條第 1項規定所稱「私運貨物進出

口」，應係指「私運貨物進出國境」；而實務上為避免對於

在緝私水域內緝獲，而不構成《懲治走私條例》之走私行

為無法裁罰，卻發展出「私運貨物進入緝私水域」即屬《海

關緝私條例》第 27條第 1項及第 36條第 1項規定所稱「私

運貨物進出口」，如是違誤見解。因此，為解決現行法律

所造成之法律漏洞，亦即對於尚未進入我國 12海里領海

內，但已進入緝私水域，既不構成《懲治走私條例》亦不

符合《海關緝私條例》第 3條規定之走私行為無法可罰，

爰建議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增訂第 2項規定為：「私

運貨物進、出緝私水域者，視為私運貨物進、出口。」 

綜上所述，《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所產生之法律面與執行

面問題，實須面對並儘速解決，蓋現今海關實務之外移案件倚重軍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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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之事實調查，但對於案件之事實認定與法律見解卻不相同，而海

關所為之行政裁處是否妥適，誠有疑問；再者，《海關緝私條例》第

6條規定亦於司法實務上造成困境，雖多數判決見解仍採「進入緝私

水域即該當私運貨物進口」之立場，然恐有違法嫌；最後，臺灣四面

環海，海運係貿易之主要運輸方式，法規不僅須規範我國籍船舶，外

國籍船舶亦受規範，因此，為避免因與國際法及內國其他法律不一致

所產生之爭議，實須儘速修法以解決現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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