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公報 第 024 卷 第 147 期  20180806  財政經濟篇 

 

財政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6 日 

台財庫字第 10703716650 號 

主  旨：預告修正「檢舉或查獲違規菸酒案件獎勵辦法」部分條文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財政部。 

二、修正依據：菸酒管理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三、 「檢舉或查獲違規菸酒案件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本案另載於本部「財政法規－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網址：http://law-out.mof. 

gov.tw/）「草案預告」項下網頁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眾開講」（網址：

https://join.gov.tw/policies/）。 

四、 對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行政院公報隔日起 60 日內陳

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機關：財政部國庫署 

(二)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2 號 3 樓 

(三) 電話：(02)23979491 轉 512 

(四) 傳真：(02)23970990 

(五) 電子信箱：A1@mail.nta.gov.tw 

(六) 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眾開講」 

部  長 蘇建榮 

 

	  



檢舉或查獲違規菸酒案件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一年一

月一日施行以來，歷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三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應菸稅調漲，提高菸品走私誘因，為達鼓勵民眾踴

躍檢舉重大不法菸酒案件之目的，宜適度提高檢舉人獎勵金，復基於檢

察官立於監督與中立角色，不宜領取查緝私劣菸酒案件獎勵金，爰擬具

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為鼓勵民眾踴躍檢舉，並考量實際貢獻出力程度及承受之風險，提

高檢舉網路以外違規菸酒案件之給獎比率，由現行百分之二十提高至

百分之三十；增訂吹哨者條款，對檢舉人為違法業者現職或離職員工

者，提高給獎比率，由現行百分之二十提高至百分之四十五，每案最

高金額以六百萬元為限。(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依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檢察官不應領取辦案獎金之決議，並基於檢察

官立於監督與中立角色之考量，增訂檢察官不得領取查緝私劣菸酒

案件獎勵金規定。(修正條文第八條之一) 

三、定明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發現違規菸酒案件，不適用本辦法之檢

舉人獎勵規定，以資明確。(修正條文第十條) 

四、定明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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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查獲違規菸酒案

件，查緝機關之獎勵金，

以給獎基礎百分之二十

計算，每案最高額以新臺

幣六百萬元為限；其因檢

舉網路違規菸酒案件而

查獲者，檢舉人之獎勵金

以給獎基礎百分之二十

計算，檢舉網路以外違規

菸酒案件而查獲者，檢舉

人之獎勵金以給獎基礎

百分之三十計算，前二者

每案最高額以新臺幣四

百八十萬元為限。 

      前項檢舉人現為或

曾為被檢舉人之受僱人

者，檢舉人之獎勵金以給

獎基礎百分之四十五計

算，每案最高額以新臺幣

六百萬元為限。 

   

第三條  查獲違規菸酒案

件，查緝機關之獎勵金，

以給獎基礎百分之二十

計算，每案最高額以新臺

幣六百萬元為限；其因檢

舉而查獲者，檢舉人之獎

勵金以給獎基礎百分之

二十計算，每案最高額以

新臺幣四百八十萬元為

限。 

一、一百零六年六月十二日調

漲菸品菸酒稅後，菸品走

私誘因提高，為鼓勵民眾

踴躍檢舉重大不法菸酒案

件及激勵查緝機關士氣，

爰修正第一項，適度提高

檢舉網路以外違規菸酒案

件之檢舉人獎勵金，參考

食品安全衛生檢舉案件處

理及獎勵辦法第四條規

定，酌予提高給獎基礎，

由現行百分之二十提高為

按百分之三十計算。 

二、考量私劣菸酒等違規案件

內部員工，較易瞭解非法

作業情節，惟須承擔較高

檢舉風險，爰參考食品安

全衛生檢舉案件處理及獎

勵辦法第五條規定，增訂

第二項，明定發給檢舉人

獎勵金以給獎基礎百分之

四十五計算，每案最高額

以六百萬元為限，俾收遏

阻不法之效。 

第八條之一  依本辦法分

配之獎勵金，每案每人不

得超過下列規定之限

額；超過部分，應退回中

央主管機關依規定繳庫： 

  一、分配主辦查緝機關之

案件，無檢舉人者，

不得超過新臺幣五萬

元；有檢舉人者，不

得超過新臺幣二萬五

第八條之一  依本辦法分

配之獎勵金，每案每人不

得超過下列規定之限

額；超過部分，應退回中

央主管機關依規定繳庫： 

  一、分配主辦查緝機關之

案件，無檢舉人者，

不得超過新臺幣五萬

元；有檢舉人者，不

得超過新臺幣二萬五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依據法務部函轉司法改革

國是會議檢察官不應領取

辦案獎金之決議，並考量

檢察官立於監督與中立角

色，不宜領取查緝私劣菸

酒案件獎勵金，爰增訂第

二項，明定分配獎勵金之

對象，不包括檢察官規

定，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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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二、分配協助查緝機關之

案件，無檢舉人者，

不得超過新臺幣七萬

元；有檢舉人者，不

得超過新臺幣三萬五

千元。 

      前項分配獎勵金之

對象，不包括檢察官。 

千元。 

  二、分配協助查緝機關之

案件，無檢舉人者，

不得超過新臺幣七萬

元；有檢舉人者，不

得超過新臺幣三萬五

千元。 

第十條  檢舉案件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適用本辦法

之獎勵規定： 

  一、檢舉人匿名或不以真

實姓名檢舉。 

二、檢舉已發覺違反第二

條第一項所列違規菸

酒案件。 

三、查無具體事證或與檢

舉事證不符。 

四、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

時所發現。 

      依本辦法發給檢舉

人之獎勵金，事後如發現

有前項第二款、第四款情

事者，應由受理檢舉機關

追繳。 

第十條  檢舉案件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適用本辦法

之獎勵規定： 

  一、檢舉人匿名或不以真

實姓名檢舉。 

二、檢舉已發覺違反第二

條第一項所列違規

菸酒案件。 

三、查無具體事證或與檢

舉事證不符。 

      依本辦法發給檢舉

人之獎勵金，事後如發現

有前項第二款情事者，應

由受理檢舉機關追繳。 

一、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發

現違規菸酒案件者，不適

用本辦法之檢舉人獎勵規

定，爰參考檢舉違反動物

保護法案件獎勵辦法第二

條第一項但書第三款規

定，於第一項增訂第四款

規定，以資明確。 

二、第二項配合前項第四款新

增，明列為事後追繳情

形。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本法

施行之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

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修正發布之條文自本法

施行之日施行；一百零三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修正

發布條文，自一百零四年

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七

年○月○日修正發布之

第三條，自○年○月○日

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本法

施行之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

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修正發布之條文自本法

施行之日施行，一百零三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修正

發布條文，自一百零四年

一月一日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修正第二項，定明本次修

正條文之施行日期，除第

三條自○年○月○日施行

外，其餘修正條文自發布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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