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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警政研究學會 

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三十六) 

【全球化與國際執法合作】會議紀錄 

日期：2021 年 5 月 14 日 

地點：銘傳大學桃園校區國際會議廳 (桃園市龜山區德明路 5 號) 

 

 

主持人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 林德華理事長 

各位與會來賓、專家學者，大家午安，本次會議的主題是「全球化與國際執法合作」，

邀請了警大黃文志助理教授擔任引言人，警政署派遣他赴越南擔任聯絡官，從事國際執法之

合作，並曾在美國取得博士學歷，目前在警大擔任國境系助理教授，可謂學識、理論、實務

皆能運用自如。與談的部分，則邀請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的紀俊臣教授，他過去與警大、

本學會都有很好的互動關係，並經常協助推動相關學術工作；第二位與談者是警大國境系陳

明傳教授，一直以來提供許多學術上的協助；第三位與談者是警大警政管理學院朱金池院

長，他曾在實務工作很長一段時間，後來取得博士學位後，來警大任教，在學術與實務工作

上皆有很豐富的經驗；第四位與談者是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席代麟副教授；第五位及第六

位是警大行政警察學系許福生教授以及外事警察學系張淵崧助理教授。最後，由本學會副理

事長章光明教授負責總結。 

今天本學會非常難得能夠到銘傳大學舉辦論壇，本次議題是實務界與學術界需要共同探

討的，因為這是兩岸以及國際警察合作需要面對、精進、成長的議題，很感謝現場各位來賓

與同學參與本次論壇，現在有請引言人開始發表。 

 

 

引言人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 黃文志副秘書長 

近期有個很熱門的名詞「人與人的連結」正是全球化的特徵，也是本次報告主題很好的

註腳。本次報告主體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全球化與跨國犯罪」、「跨國犯罪之趨勢與案

例」以及「防治策略」。 

 

壹、全球化與跨國犯罪 

托佛勒(Alvin Toffler)在 1980年出版未來學三部曲之二：《第三波》，書中預言人類生產力

三個重要階段。其中，「資訊革命」是第三波革命，從電腦在 1950 年左右發明問世，個人電

腦(PC)的普及，至 1990 年代結合資訊網路(WWW)，將人類帶入網路資訊的社會。而電腦有

效傳遞訊息的功能也造就人類重大改變，尤其是文化上改變，以及諸多現象。譬如：交通縮

短人與人的距離、網路通訊助長跨國企業稱霸世界、兩極化「強(富)者愈強(富)，弱(貧)者愈

(貧)」……。而全球化從工具的改變、科技的改變、交通工具的改變等等，創造許多新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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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創造許多不同的文化。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提出「世界是平的」

時，同時也襯托出全球化有「整合」與「同質」兩種特質。 

 

一、全球化（Globalization） 

(一)何謂「全球化」? 

1. 全球化造成政治、科技、社會、文化等鉅大的變化。 

2. 全球化是指全球聯繫不斷增強，人類生活在全球規模的基礎上發展及全球意識的崛

起；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貿易上互相依存。 

3. 在資訊科技與資本主義的影響下，造成當代全球化的現象。 

4. 全球化是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方式而確立，它所代表是一種進步化的過

程，而非結果。 

(二)全球化的定義 

1. 市場主要參與者(過去)民族國家→(現在)支配投資與貿易的跨國集圑。 

2. 資本市場與運作(過去)民族國家是管理國民生產體系的政治與社會組織體，資本

主義的主要特點是區域性→(現在)資本出現去領土化的特徵，地域空間被網路所取

代，納入世界市場內，不受國家限制。 

3. 全球化(1)政治空間與經濟空間在歷史上第一次分離；(2)以地球中心取代民族中

心。 

(三)從現代化到全球化 

1.冷戰期間1980年新保守主義的雷根時代重建世界強權(與英首相柴契爾夫人)，歷經

20 年為英美跨國企業的黃金時期，掌控世界文化(好萊塢電影)、媒體(梅鐸

Murdoch的「新聞集團」、華納)。 

2.1990 年代柯林頓執政時期(1992-2000)發展網際網路，結合了跨國企業形成貨物、

資金、生產、技術的跨國流動。 

3.法蘭西‧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中指出：到了二十世紀末，尤其是蘇

聯解體，是民主體制與自由資本市場的勝利。 

(四)全球化趨勢與治理隱憂 

1.全球化的加速，不斷對以國家為主體的政府治理產生影響，使得政府部門的角色與功

能必須隨之改變。 

2.全球化以經濟為核心、包含各國各民族各地區在政治、文化、科技、軍事、安全、意

識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多層次、多領域的相互聯繫、影響、制約的多元概

念。 

3.「跨國犯罪」恰是全球化十大趨勢形成的重大危機之一。其中最值得憂慮的，乃是有

組織犯罪的全球化。 

4.國際社會因長期受到國家主權概念的影響，國際合作仍存有許多障礙，無法獲得應有

合作成果。 

(五)跨國犯罪發展之安全威脅 

1. 三個說明 

(1) 全球化需求支援非法經濟的成長與國際化。 

(2) 犯罪適應全球化發展，從一國經濟逐漸侵蝕到國際經濟。 

(3) 交易從國家中心轉變為市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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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個理由 

(1) 跨國犯罪組織是成長中之企業。 

(2) 全球經濟開放與自由化成為犯罪市場新的機會結構。 

(3) 國家需藉由集體合作對付組織犯罪。 

(4) 交戰團體與組織犯罪之跨國互動造成國際組織與政府之挑戰。 

3. 五個對象 

(1) 全球安全(國際舞衝突、核武擴散…)。 

(2) 生態環境(汙染控制、動植物保育…)。 

(3) 全球經濟(貧富差距、跨國交通…)。 

(4) 跨國犯罪(走私、恐怖主義、非法移民…)。 

(5) 基本人權(種族滅絕、屠殺平民)。 

(六)全球化人口移動衍生之問題 

從去年的 1 月 23 日至今，covid-19 的確診人數已經達到 1.6 億人口，造成的死亡人口

達到 300多萬，許多國家採取禁止人口流動，跨國犯罪也因此減低。 

 

 

 

 

 

 

 

 

 

(七)跨國犯罪定義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第 3條將跨國犯罪定義為： 

1. 在超過一個以上國家實施的犯罪； 

2. 雖在一國實施，但其準備、籌劃、指揮或控制的實質性部分發生在另一國的犯罪； 

3. 犯罪在一國實施，但涉及在一個以上國家從事犯罪活動的有組織集團；或 

4. 犯罪在一國實施，但對於另一國有重大影響。 

(八)跨國犯罪種類 

第 55 屆聯合國大會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通過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

（U.N.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將跨國犯罪分為 17大

類：洗錢、恐怖行動、盜竊文物和藝術品、侵犯智慧財產權、非法買賣武器（槍械走

私）、劫機、海盜（萬國公罪）、搶劫地面交通工具、金融詐騙、電腦犯罪（網路犯

罪）、生態犯罪、販賣人口、人體器官交易、非法販賣毒品、虛假破產（掏空公司影響

股市）、參與合法經營（黑幫介入工程）、貪污受賄及行賄。 

(九)跨國組織犯罪問題 

UNODC將跨國組織犯罪問題歸類為九大項： 

1. 人口販運(Human trafficking) 

2. 移民偷渡(Migrant smuggling) 

3. 古柯鹼販運(Cocaine traffi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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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洛因販運(Heroin trafficking) 

5. 槍械販運(Firearms trafficking) 

6. 環境資源販運(Environmental resource trafficking) 

7. 偽造商品(Product counterfeiting) 

8. 海盜(Maritime piracy) 

9. 網路犯罪(Cybercrime) 

(十)全球化影響跨國犯罪的「整合」與「同質」 

1. 面臨新的跨國犯罪，如何在全球警察合作的基礎上予以有效防制，我們欠缺一個與

犯罪或刑事司法有關的中程理論。 

2. David Nelken(1999)提出一項可以解釋之架構(framework)，這個架構以全球化的兩

個特質作為軸線，一是日益增加的同質性(homogenization)，二是全球化所造成的

互為依賴性(interdependence)。 

3. 同質性是全球化最顯而易見的一種現象。另外一方面，受全球化的影響，各國互為

依賴的關係日益增加。 

4. 全球化有可能是「同質化」與「互為依賴」的兩個過程，但也可能僅是其中之一。

我們特別要強調的是，「互為依賴」不一定會產生「同質化」，它也會產生許多的不

同和「差異性」。 

5. 犯罪與全球化的關聯性，是最重要也最困難的。有些犯罪的樣態來自整合的過程，

有些來自同質化的過程，有些全球化的面向則不能歸類上述兩種過程。刑事司法系

統或其他機關必須瞭解這種差異，甚至必須了解，他們對犯罪的反應也是這個現象

的一部分。 

(十一)犯罪、刑事司法在全球化過程中互為依賴的兩個構面 

1.高同質、低整合 

(1) 犯罪技巧全球化，例如偷車； 

(2) 控制策略全球化，例如監控的科 技方法； 

(3) 刑事司法的最新發展：監獄矯治的日益式微，社區警政、犯罪預防地方化、犯罪

學上被害人權益、微罪調解、修復式正義的興起。 

(4) 犯罪印象的全球化，例如 Colin Farrell與 Jamie Foxx主演的邁阿密風雲。 

(5) 刑事司法的全球化，例如法庭推理小說「梅森探案」(Perry Mason) 

(6) 美國犯罪學以及英美法系刑事司法觀念的影響。 

2.高同質、高整合 

(1) 非法交易的擴散：例如色情、毒品的全球擴散，經濟、金融犯罪有更多的機會，

部分原因係非法交易的增加。 

(2) 新的刑事法律打擊仿冒：以保護新的資訊財產權、管理金融市場、電腦駭客、網

路的使用等 

(3) 國際刑事法律的發展：戰爭法庭的產生、國際或區域警政合作協定，例如歐盟申

根區域合作 

3.低整合、低同質 

(1) 在西方國家或世界其他地方，不同的國家或城市，有不同類型和程度的犯罪，因

地而異。這些差異因為貿易、資訊和人的流動，而產生市場和科技的差異而有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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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全球化的現象，產生「去國家化」或者反而更「地方化」這兩種反應。 

4.高整合、低同質 

(1) 有組織犯罪(Pax Mafioso)：有組織犯罪集團間，利用國家間法律及審判制度之

差異，建立策略聯盟。國家/有組織/企業犯罪者將熱錢、武器、危險廢棄物、不

安全產品等輸出其他國家。 

(2) 競逐熱錢、洗錢、避稅天堂的成長。 

(3) 美國強權下的和平(“Pax Amreicana” 是拉丁文的"American Peace"意思)：在

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各地推廣美國外交與犯罪政策。 

(4) 歐洲堡壘（Fortress Europe): TREVI。 

(5) 歐洲警察組織(EUROPOL)：世界貨幣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壓迫發展

中國家。 

 

 

 

➢ 低整合的樣態屬於地區性問題。高整合的樣態，不論高同質或低同質，皆能產生很大的

犯罪類型。 

➢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是透過定義犯罪集團本身來定義跨國犯罪。跨國犯罪是

否造成犯罪威脅，視是否為高整合類型而定。 

 

(十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全球化、跨國發展→影響國際安全→全球治理概念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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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跨國犯罪防制策略與案例 

一、跨國犯罪特徵 

(一)非單一型態之組織犯罪，無一國家或區域可以倖免。 

(二)傳統：僅涉及犯罪與發生率問題。 

    現代：擴及社會運作、政治獨立、金融機構誠信、民主功能。 

(三)犯罪多元化，無法歸併單一模型。 

(四)於風險低國家建基地，於一或多高利潤城市提供服務。 

二、跨國犯罪發展要素 

(一)犯罪者：穿越邊境朝向其目標、或試圖逃避執法與尋求安全天堂之真實或潛在犯罪

者。 

(二)產品：如毒品般的非法產品；偷來的與從外國走私來的合法產品；從這個國家拿出來

而違反出口控制的合法產品；從其他國家進口而違反進口限制或是國際禁運的合法產

品。 

(三)人員：被視為是人的商品範疇。 

(四)款項：來自於非法活動之所得、利潤。 

(五)數位訊號：由於資訊空間之全球化本質，許多數位犯罪具有跨國特徵。 

三、跨國犯罪特殊動機 

(一)有吸引的市場或來源：一些國家對於犯罪組織供應的產品與服務有重大需求。 

(二)基於不同利潤的考量：除了市場有大量需求的消費者，在該市場交易之利潤非常高。 

(三)基於不同法律與規範之考量：「犯罪基因的不對稱性」是不同國家之間，鼓勵跨國犯

罪活動之不同現象。 

(四)基於不同風險之考量：非法企業與執法部門間所進行的是一場持續性的鬥爭，其結果

會改變跨國犯罪的型態及決定何種特定的執法手段。 

四、全球化對跨國犯罪發展之影響 

(一)非國家行為者之正面與負面衝擊：互賴與全球化有其正面意義，也出現了體現「全球

公民」之新的跨國組織，帶來人類生活之方便與更大福祉的追尋；負面來說，全球化

也促進了跨國性之非法企業形成之發展。 

(二)有利跨國犯罪組織發展之全球化趨力：需要強化在全球市場競爭之效率；建構抵銷競

爭者與進入新市場的戰略聯盟；利用離岸金融中心以極小化繳稅負擔；對於潛在浮現

中市場的投資。→對於執法單位而言，追查其是否違法是一項複雜與費時的工作。   

Ex：洗錢犯罪可能只要 45 秒就可以完成，但是執法單位接續的調查工作要花上至少

18個月。 

五、防制跨國犯罪目標 

國家防治策略:目標取向 

類型： 

(一)預防:減少經由非法活動累積利潤的機會→減少組織犯罪滲透社會或政府之弱點。 

(二)控制:經由對犯罪成員起訴、認罪、追蹤、沒收非法累積資產→摧毀犯罪團體。 

全球治理→削弱國家主權→限縮防治跨國犯罪之成效 

➢ 防制跨國犯罪主要有兩個目標:「抓得到」與「罰得到」。(以 2019年新加坡男女至台灣

棄嬰案及 2018年陳同佳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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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跨境合作到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強調網絡、規範、互賴及跨境合作等特性，並重視建立雙方互助與合作的機制： 

(一)一種觀念 

以「打擊犯罪不受疆域、政治之限制」的觀念，相互尊重、對等、互惠地積極合作共

同查緝。 

(二)一個平台 

以「P─P警務合作模式」建立一個整合性的跨域合作平台，成立正式且快速聯繫對口

單位，減少各地行動落差，藉由合作的過程建立警務合作的互信與堅實基礎。 

➢ 從民國 99年到 104、105年兩岸之間跨境合作有著很豐碩的成果。(以空中監獄案為例) 

➢ 不論是兩岸或是國際合作，基本上皆面臨相當大的挑戰。例如如何理解國際公約以及各

國法律制度，並在每個國家法律框架下加強執法功能，以及採取非傳統打擊犯罪方式動

員政府及非政府部門。 

 

参、國際執法合作策略 

從國際執法合作策略來看，主要有三個策略: 

一、建構跨國犯罪全球偵防戰略 

(一)全球治理概念影響國際合作因素下的分析，主要分成四大面向:政治、經濟、法律、

能力。 

(二)整合與同質二元理論下防制跨國犯罪戰略規劃。 

二、深化跨國犯罪協同治理模式 

這部分是針對國內治理模式所做的策略(以刑事局七大工作主軸為例)。在國外，很多

國家都會談 capacity building，亦即偵查能量是否足以合作。以越南為例，我們之所以

無法和他們達成合作，是因為他們的偵查能量尚不夠。因此歐美許多國家為了達成國際合

作，其中一個面向是增強其 capacity。 

跨國犯罪一定會強調情報導向的偵查(略)。 

協同治理之模式是理事長當時在刑事警察局任內所做的規範，以打擊毒品為例: 

(一)防制境內製毒 

此部分應由各個機關合作。 

(二)遏阻境外走私運毒 

刑事警察局現在在國際上有 12 個警察聯絡官，若加上澳門，總共有 13 個警察聯絡

官。而調查局有 26 個駐點，也負責海外犯罪資料的蒐集與打擊。過去十年以來刑事

警察局偵三大隊反毒專責大隊與國際科聯絡官合作屢創佳績，有效嚇阻境外走私毒

品。 

(三)打擊國內販毒集團 

此部分也需與國內各機關、單位合作與情資分享。 

(四)建立多面向緝毒合作模式 

透過中央與地方的分享、國際間互動，從內部整合到對外交流的多面向合作。 

(五)建置毒品犯罪資料庫與辦理緝毒講習 

三、持續鞏固國際、區域、雙邊執法合作 

每年，我們都會有 interpol 的議題，它九月分都會召開大會，去年則因為疫情關係

沒有召開。然而，我們有沒有辦法重回 interpol?事實上，從 1984 年開始我們被迫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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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們刑事警察局的國際科與 interpol 的秘書處還是保有聯繫的，與各國家的 NCB 也

都有密切聯繫。若有跨國案件發生，刑事警察局能夠順利連線各國警察機關。 

但我們有先天上不利的因素，我們沒有 INTERPOL 建立的全天候的全球警用通訊系統

「I-24/7」，若我們有這套系統，對於增強嚇阻國際犯罪的能量會更強大，因為這套系統

提供八項通報，會將世界各地犯罪訊息提供給我國參考。 

我國法務部過去曾提出希望立法院儘速通過聯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的施行法，

若有通過這部施行法，我相信對於我們跟國際合作的接軌，可以產生更大的效果。 

國際執法合作有一塊很大塊的領域，也就是法的領域，與刑事司法互助有關。我國法

務部國兩司(國際及兩岸法律事務司)專門負責這個領域，此部分牽涉到傳統概念的引渡，

與狹義的司法互助，以及新型態的訴追移管和裁判的承認。若要達到國際執法合作最終的

目的，以符合我們的期待，這部分是很值得我們努力的。 

加強區域的合作部分，包含歐洲警察組織（Europol）等國際組織都是我們可以合作

的對象。八大工業國（G8）高峰會成立名為「24/7 High Tech Crime Network」之非正式

聯防網絡，是針對網路犯罪的部分，G8的國家可以藉此共享資源。而以臺美簽署「強化預

防及打擊重大犯罪合作協定」（PCSC）以及臺越簽署「合作預防及打擊犯罪協定」可做為

國際合作的成果案例。 

在多元連結的部分，建議廣拓業務聯繫管道。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與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緝毒署(DEA)、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秘勤局(SECRET SERIVCE)、加拿大皇家

騎警(RCMP)、英國海關等國駐香港代表及韓國、日本、美國等駐臺聯絡官均為直接的聯繫

及合作。另該局目前派駐 12 名海外警察聯絡官，除與駐在國各治安機關建立聯繫窗口

外，亦與其他國家派駐之聯絡官建立關係。 

 

肆、總結 

全球化是無法避免的現象，那怕是川普總統四年任內以反全球化的方式運作，仍然可以

看出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造成人流、物流、資訊流、資金流很大的改變。如何阻止跨國犯

罪？如何保障國家安全？從政治、法律、能力、文化四大面向觀察，若我們有充分的政治意

願、適當的法律架構、願意支持國際司法合作的文化、有足夠的專業能力，對於推動國際執

法合作必然可以產生好的效果。 

 

 

與談人 

銘傳大學 紀俊臣教授 

由於過去長期從事在地化研究，因此我是站在「在地化」觀點看待本次會議的問題: 

一、 這次 Covid-19 的疫情對於全球化影響是一半一半的。在某些方面而言，全球化會退至

在地化，例如疫情造成封城、鎖國；然而，疫苗的研發卻也促進全球化發展。 

二、 在犯罪方面，由於犯罪者普遍聰明，尤其是智慧型犯罪，犯罪者會判斷哪些國家比較好

侵入、刑期最短、警力不足……以尋找最適合的管道達到其目的。 

三、 關於刑事司法互助的問題，目前和我國簽協定者非常少，但還好有國際刑警組織暗中幫

助，若有機會，希望能由非正式轉成正式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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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要把海巡變成海軍第二軍的議題。由於海軍屬於國防，對於犯罪案件的處理可能沒

那麼理想，這也是過去成立警總的原因，警總比較重視犯罪問題，海軍比較重視國防上

議題。當時之所以在短短兩個月成立海巡署，就是因為怕海軍擦槍走火，因發戰爭。 

五、 我國國際犯罪刑期較他國輕，尤其是詐欺犯罪，例如對岸詐欺犯罪至少判 15 年，是否

誘導他們往台灣犯罪? 

六、 刑責部分應該全面檢討，該重就重，不要局限於國外問題，且犯罪輕重應以故意過失作

為考量。 

 

 

中央警察大學 陳明傳教授 

關於本次主題，以下有三個可以參酌的思考方向。跨國犯罪可不可能變成跨國犯罪學？

covid-19之所以傳輸那麼快，是因交通便捷之故，以致疫情至今無法掌控。然而，全球化所

造成的問題有沒有可能預測？是不是台灣的管制較輕？或是較嚴格？有沒有辦法預測，其因

果關係為何？跨國犯罪的因果關係能否做預判而超前部屬？ 

第二個問題是，有沒有方法可以防治跨國犯罪？國際警察組織是一個模式，然而這種模

式有哪些部分足供我們參考並讓我們發展相關連結的？而其中刑事司法互助的功能為何？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兩岸議題，兩岸之間關係密切，跨境犯罪與刑事司法互助之間有沒

有合作之可能模式？ 

 

壹、跨國犯罪與跨國犯罪學 

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把跨國犯罪組織界定為任何專門從事於連續非法行為的企業

和組織，其主要目的是跨國界的獲取利潤，「跨國犯罪的財產收入來源於各種非法行為，包

括非法出售債券、武器交易、走私、竊盜及買賣贓物、賄賂、賣淫、賭博，尤其是販毒」，

國際貨幣基金會估計：在全球犯罪組織之間，每年利用非法所得而進行的交易大約為 5000

億美元，而 10年前僅為 850億美元。 

 

一、跨國(境)犯罪組織 

跨國(境)犯罪組織是一種組織嚴密、手段多樣、普遍存在的全球性違法行為，隨著全球

經濟和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跨國犯罪組織的數量及規模不斷擴大，作為國際執法機構的聯

繫橋樑－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一直把打擊跨國犯罪組織作為自己的工作重點，並成

立了專門研究機構，確定明確的工作目標，為預防和打擊全球經濟犯罪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跨國犯罪組織的數量及規模不斷擴大，並呈增長趨勢。全球各地的執法機構發現偵破跨國犯

罪組織遠比偵破在一地域一國內的傳統犯罪組織更複雜。近 20 年來，政治、經濟、社會、

科技空前發展，它的負面效應是刺激了跨國組織的違法行動異常活躍。他們利用便利的國際

旅遊、開放的移民政策、擴大的自由貿易、高科技的通訊設備和複雜的洗錢技術來增強其犯

罪能力。  

 

二、現代科技與跨國犯罪 

現代科技不僅促進了合法之商業貿易，也提供了非法犯罪企業許多便利，使得犯罪組織

產生新的機會，擴大了犯罪的地域。於是犯罪資金任意的跨境流動，國境線上的防衛形同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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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造成跨國(境)犯罪問題日益嚴重。(Gilmore, 1999:11)研究跨國犯罪、組織犯罪的專家

謝利教授（Louise Shelley）二十年前即指出，跨國販毒、組織犯罪與貪腐的影響增加，成

為現代社會的嚴重犯罪問題。也有人形容二十世紀末的組織犯罪有三大特徵：傳統犯罪的廣

化與深化；犯罪組織的跨國連結；國際犯罪組織的成長已威脅國家安全、破壞民主、阻礙金

融發展、破壞聯盟關係，甚至可挑戰強權(Torr, 1999:154)。若由金融犯罪角度觀察，跨國

化、高技術化、專業化、黑金牽連化，已成為必然趨勢。  

 

三、謝利教授（Louise Shelley）之論述 

研究跨國犯罪、組織犯罪的專家謝利教授（Louise Shelley）二十年前即指出，跨國販

毒、組織犯罪與貪腐的影響增加，成為現代社會的嚴重犯罪問題，時至今日因商品、人員與

資訊流動的成長，使得非法活動隱藏在合法活動中變得更為容易，故犯罪更加全球化，不同

犯罪集團的犯罪活動可能在國家之間擴散。  

➢ 因此謝利教授認為，罪魁禍首是 Modernization(現代化)。至於為何 Modernization(現

代化)在有些國家很嚴重，有些國家則否?能否藉由因果預測達到預防之效？ 

 

四、比較犯罪學(Comparative Criminology) 

比較犯罪學(Comparative Criminology)，在更進一步的建立起另一個跨國比較的犯罪

原因分析與犯罪學。而 Howard, Newman 以及 Pridemore (2000) 即指出下列三個面向，可

為比較犯罪學者在作此比較研究時的研究架構： (1).整合的系統理論模型 (grand 

theories)，(2).結構性的理論模型(structural theories)，以及 (3).依據人口特性所建

構的理論模型(theories relying o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 譬如，有些國家 Modernization(現代化)的過程中會亂了套，有些則否。不會因為現代

化而陷入混亂的國家，係因為有煞車系統般的 Civilization而保有原本的文化價值，

例如日本。反之，若像中國、美國因欠缺保護其文化價值，在現代化過程難免陷入混

亂。 

 

(一) 比較犯罪學者建議的整合的系統理論模型 

1. 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ies)：謝利教授(Shelley, 1981)的犯罪與現代

化(Crime and Modernization)一書即介紹此種研究方法。 

2. 民主化理論(Civilization Theory)：另一派整合的系統理論模型，如 Elias & 

Stille稱中古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之謀殺罪比現代嚴重，其原因乃在現代化的同時該

社會若有同時在求民主化的演進則犯罪就不會因現代化而變得更嚴重。 

3. 全球系統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另一個整合的系統理論模型，以政治因素

為其解釋各國之犯罪現象。例如馬克思主義者論資本主義的興起，造成了不同的貧

富階級與不公平的社會現象，因此形成了階級的鬥爭，或所謂犯罪現象。而資本主

義乃造成了全球的工業化與都市化，進而產生了社會失序與犯罪問題。 

4. 機會理論(Opportunity Theory)：論述各國犯罪的多寡，乃因為現代之經濟與社會

的結構提供太多的機會讓歹徒有機可乘所造成。 

 

(二) 以上理論模型援引至另一個新的犯罪學領域，即跨國犯罪學 (Transnational 

Criminology) 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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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名犯罪學家威廉斯教授稱(Frank Williams, 2004:290-302)，傳統犯罪學對於犯罪

現象及其行為的解釋非常的龐雜，因此爾來有呼籲必須整合相關理論的聲音。從而 1970 年

代的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及 1980年代的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乃開此整合之先河。但赫胥教授(Travis Hirschi)卻極力反駁稱各種犯罪學理論是

解釋不同的犯罪現象故而是無法整合與相容的。然而整合的趨勢與嘗試就不曾停歇，故而有

治安維護犯罪學(Peacemaking criminology)、後現代犯罪學(Postmodern Theories)、混沌

理論(Chaos Theories)及整合性理論(Metatheory)等。而整合性理論，即威廉斯教授所稱的

關鍵因素的整合(critical-incident metatheory)。亦即研究犯罪現象必須瞭解犯罪的原因

是多元而複雜的，而必須找到關鍵因素作整體的評估，才能較接近於真實。  

 

(三) 學者 Reichel亦引述此類犯罪的相關名詞 

包 括 跨 國 的 犯 罪 (cross-national crime) 、 跨 境 的 犯 罪 (trans-boundary 

criminality)、國際犯罪(international crime)、以及跨國犯罪(translational crime)等

等。其中，國際犯罪(international crime)以及跨國犯罪(translational crime)已有較清

楚的區分；國際犯罪乃被用來描述，威脅世界秩序與安全之罪行，包含危害人類罪、戰爭罪

及集體屠殺罪等；跨國犯罪則被用來描述，實質的犯罪活動或潛在的危險，違反了多國的法

律規範之犯罪行為稱之。(Reichel, 2005:47-71) 聯合國於 2001年 9月 28日在 911恐怖攻

擊之後，通過了 1373 號決議文，唾棄恐怖主義者之活動與攻擊，12 個全球反恐的會議及協

議被建構完成。而聯合國亦進一步於 2003 年，經由 40 個會員國的支持通過了「聯合國反跨

國組織犯罪之會議」(the U.N.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lational Organized Crime)，

定期研討跨國犯罪之議題與對策。均凸顯跨國犯罪之嚴重性及深入研究與解決的必要性。  

 

(四) 筆者對跨國犯罪現象提出「市場─守護理論」(Market-Guardian Theory) 

1. 所謂市場即各國及國際間的市場供需之狀況(Demand & Supply)，亦即國際及各國

經濟比較上的相對的強弱狀態(包括該國的國民生產毛額 GNP、國民所得、及物價指

數等等經濟指標國際間之排行名次先後，及該項犯罪標的之強弱市場需求等等)，

其即為促使跨國犯罪發生所謂的推進力(push)。  

2. 守護，即為防止跨國犯罪叢生的拉力(pull)。其應可包含該國家或地區的社會規範

是否解組與失調(Social disorganization or Anomie)、與國際間的刑事司法互助

是否緊密、及政府或刑事司法系統是否貪污腐敗或效率是否低落等等。  

3. 市場與守護功能之間的相對關係。此二功能各有不同的形成因素，並可用下述之公

式表達之，並可用前述之量化或質化的科學驗證方法，來測試理論本身的信度與效

度。若用此公式相關之變項的數據，可核算或預測出該國的跨國犯罪是否易於產

生，而其原因又發生在那一個變項之上，因而亦可找出較佳的防治策略。 

 

 

貳、國際警察組織與刑事司法互助 

國際警察組織：  

一、國際刑警察組織（INTERPOL/IC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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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警察組織（EUROPOL） 

三、歐盟邊境與海岸巡防署 （FRONTEX） 

四、東南亞國協暨東南亞國協警察組織（ASEANAPOL） 

 

參、兩岸跨境犯罪與刑事司法互助 

一、兩岸跨境犯罪主要類型- 

(一)殺人、擄人勒贖：兩岸不法分子勾串，除以往「大陸綁架臺商、臺灣交付贖款」外，近

來更衍生「臺灣綁人、大陸遙控、境外贖款」等犯罪模式 。 

(二)偽造人民幣：運用臺灣精密偽造技術及經驗，在臺偽造、走私人民幣流通至大陸地區洗

錢，復用贓款購買毒品進行走私，嚴重危害兩岸民眾財產安全。  

(三)詐欺案件：「集體化」、「聚落型」犯罪生態，以電話、簡訊或郵寄方式，向我國人民遂

行恐嚇取財或詐騙。  

(四)地下通匯、洗錢管道：2005年 1至 8月計偵辦兩岸地下通匯案件 4件，涉案標的新臺幣

44億 8,774萬元 ： 

1. 銀樓業者兼營地下通匯管道，賺取價差。 

2. 以人頭虛設公司行號，專營地下匯兌洗錢。 

3. 透過指定合法金融機構帳號匯入贓款，經確認無訛後，扣除佣金，以境外第三地公

司合法帳號，匯入歹徒其他人頭帳戶。 

(五)毒品犯罪：依據法務部統計 2001 年查獲自大陸地區走私毒品數量為 596.31 公斤，2002

年為 859.06 公斤，2003 年為 321.52 公斤，2004 年為 103.33 公斤，2005 年（1 至 11

月）為 125.33公斤 。 

(六)人口販運：依據破獲兩岸仲介偷渡案件獲知，人口販運集團內部組織已嚴密分工，趨向

集團性與專業化，利用快艇或改裝小型舢板等，載運大陸人民販運來臺，並製作「教戰

手則」，實施「職前訓練」，以規避查緝。  

(七)資通犯罪：兩岸網路犯罪以駭客攻擊、盜取帳號及個人基本資料等手法，從事詐騙及入

侵我方公務機關、私人企業、金融機構等電腦系統，進行跨境盜領、詐欺、恐嚇取財及

相關不法犯罪行為。  

 

二、我國與大陸的治安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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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期第一階段之兩岸共打績效 

(一)詳細地規範了有關包含合作事項、業務交流、聯繫主體、合作範圍、協助偵查、人員遣

返、送達文書、調查取證、罪贓移交、裁判認可、罪犯移管（接返）、人道探視……等

一共 24項的內容。  

(二)截至 2013 年 9 月底止，相互協助送達司法文書逾 3 萬 2,000 餘件，協助調查取證案件

逾 730餘件，合計逾 3萬 2,700餘件。 

(三)協議生效後迄至 2013 年 10 月底止，遣返回臺人數 280 人，其中包含多位涉嫌槍擊、殺

人、擄人勒贖案之主嫌，而 2013 年 4 月間喧騰一時的社會矚目案件－高鐵及立委服務

處遭人放置爆裂物事件的嫌疑人，潛逃至大陸後，亦是透過本協議機制遣返回臺。 至

於「罪贓移交」的首例，則是於 2013 年 6 月間，自大陸法院取回查扣贓款逾 1,100 萬

餘元，並依陸方查扣款項比例返還 17名被害人。 

(四)協議生效後迄至 2013 年 10 月底止，我國與陸方共同偵辦查獲的案件總計 73 件 5,485

人 ，其他較為大型的兩岸及他國共同合作偵破的案件，則多為詐欺案件獲毒品案件，

「人口販運」案件數遠低於詐欺類案件，直至 2012 年 8 月，方出現兩岸間合作查緝人

口販運案件之首例。  

(五)2012年 8月，我國移民署與福建省公安機關聯手成功摧毀以臺籍犯嫌王○翔、李○隆為

首的兩個拐騙大陸婦女到臺灣強迫賣淫犯罪集團，查獲 5 個賣淫及秘密據點，逮捕犯罪

嫌疑人 30 名（其中陸籍犯嫌 4 名，臺籍犯嫌 26 名），並解救遭拐騙賣淫的婦女 9 名。

該集團犯罪手法即是以「虛偽結婚」的方式，誘騙大陸婦女赴臺，接著集中看管，限制

人身自由；並且在福建廈門建立秘密據點，以網絡電話遙控指揮在臺的馬伕強迫被拐騙

的大陸婦女從事賣淫活動，相關主嫌並於 2012年 11月底押解回臺。 

(六)法務部新聞稿 2016 年 4 月 21 日 發稿單位：國際及兩岸法律司今（21）日上午陸方

依我方要求及陸方規定，特別安排本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陳司長文琪一行 10 人至北京

市公安局海淀區看守所，看到肯亞案全部臺籍嫌疑人的作習情形，當日下午代表團與大

陸公安部進行會議協商，達成以下共識： 

1.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生效實施 7 年來，成效有目共睹，有利兩岸

人民。其執行成果值得珍惜並延續執行。 

2. 關於肯亞案及馬來西亞案，雙方同意開展合作偵辦。 

3. 陸方同意家屬探視臺籍嫌疑人，依規定積極安排。 

4. 對於未來跨境犯罪，雙方同意建立處理原則，以利打擊犯罪、保護受害人及實現社

會正義。 

至於臺籍嫌疑人是否遣返臺灣等其他事項及相關細節，將另行擇日協商。代表團將依原

訂行程，於明（22）日下午搭機返臺。 

法務部羅部長並於今日指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王檢察長研擬成立跨境電信詐騙追贓平

台，結合檢、警、調（洗錢防制等）、金管會、NCC等相關機關，提出具體有效方向、作

為等積極進行追贓。 

(七)法務部新聞稿 2016 年 5 月 14 日 

發稿單位：國際及兩岸法律司 

第二次赴陸協商達成多項成果：繼 4 月 21 日兩岸就肯亞案等跨第三地電信詐騙案

件之相關 議題為第一次協商後，本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陳司長文琪率該司檢察官孟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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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科長賴世鵬、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檢 察署檢察官張春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

察署主任檢察官范 振中、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林柏宏、行政院 大陸委

員會法政處副處長周鳴瑞、專員程政心、財團法人海 峽交流基金會法律處副處長張

青、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隊長郭有志、警務正張家榜及偵查員張力元等一行 12

人， 於 5月 12日晚間至大陸廣東省珠海市，與大陸公安部展開第二 次協商。 大陸公

安部副部長陳智敏特由北京率隊南下，在珠海市正 式會見我方代表團，於會談中強調

兩岸合作查緝跨境電信詐欺 案件之重要，我方陳司長則說明，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已

於 4 月 28日成立「跨境電信詐騙追贓平台」，強化我方罪贓查緝、 追查及返還，並要

求陸方提供肯亞及馬來西亞案之證據資料。 

本次赴陸協商，達成以下的具體成果：一、代表團由陸方之說明，得知肯亞案及馬

來西亞案之犯罪情節、犯罪組織、涉案人員及偵辦進度。其中肯亞案陸方已偵查完畢，

業送檢察院為審查起訴。二、雙方交換該二案部分證據及情資，我方當場取得大陸被害 

第 3 頁，共 3 頁人的筆錄等證據資料。三、雙方就上開二案分別指定專案聯絡人，繼

續合作偵辦。四、代表團透過視訊之方式看望馬來西亞案臺籍嫌疑人。五、就未來合作

方式，達成以下共識：1.陸方同意在「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之架構 

下，儘速安排家屬探視臺籍嫌疑人。2.雙方將視偵辦進度，繼續提供對方有關上揭二案

之證據資料，並共同追查在逃共犯。3.雙方同意在上開協議架構下，積極合作查贓、追

贓及返贓，以填補被害人損害。4.雙方將在上述二案偵查告一段落後，繼續研商日後跨

第三地犯罪之處理原則。 

(八)陸委會：建立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機制 

兩岸兩會於 2009 年 4 月 26 日第三次兩岸兩會高層會談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

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迄今已逾 11 年，兩岸主管機關在共同打擊犯罪、人員遣返與相互

協助送達司法文書、調查取證、罪犯接返等司法互助事項方面，已逐步建立制度化的協

處機制，並呈現良好執行成效，未來將在「全面合作，重點打擊」的原則下，共同防制

各類不法犯罪，確保兩岸民眾的權益。 SOURCE： 2021 年 5 月 11 日去自：

https://www.mac.gov.tw/cp.aspx?n=51B78A46DE7D24E1&s=18AD7FEF24CF322F 

 

四、近期第二階段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績效 

(一)在遣返重大罪犯方面，自 98 年協議生效後至 110 年 2 月底止，中國大陸方面已依我方

要求，遣返通緝犯計 502 名，為進一步深化本協議互助事項，政府已將兩岸合作打擊跨

境毒品走私犯罪、電信網路詐騙犯罪、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犯罪及人口販運案件，列為

本協議重點工作，以期在既有的兩岸合作打擊犯罪的良好基礎上，持續針對國人所關切

犯罪類型擴大合作打擊，近期並已成功偵破數起受到社會矚目的重大危害社會治安案

件。 

(二)近幾年兩岸成功偵破數起受到社會矚目的重大危害社會治安案件，包含： 

1. 在兩岸共同查緝毒品犯罪方面，自本協議生效後至 110 年 2 月底止，雙方相關機關

合作破獲毒品案件 90 件，其中調查局查獲海洛因毒品 550.307 公斤、安非他命

1988.21公斤、麻黃素 2650.8公斤、愷他命 3,855.87公斤、甲卡西酮 1,040公斤；

海巡署查獲各式毒品數量 9,723公斤。 

2. 過去兩岸與東南亞國家警方多次合作進行相關查緝行動，針對跨境電信詐欺犯罪予

以迎頭痛擊，根據我警方受理詐欺案件統計資料如下圖，自 98 年起迄今，有關詐

https://www.mac.gov.tw/cp.aspx?n=51B78A46DE7D24E1&s=18AD7FEF24CF32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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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案件發生數目迭有增減，從最高峰將近 4 萬件，到 107 年降至 2 萬 3 千餘件，透

過兩岸治安機關合作，破獲多起跨境詐騙犯罪集團，有效遏制跨境電信詐騙犯罪。 

(三)自 105 年 4 月起陸續發生中國大陸自肯亞、馬來西亞、柬埔寨及亞美尼亞等國，將涉嫌

跨境電信詐騙犯罪的國人強行押往中國大陸之案件，政府除在 105 年 4、5 月間，兩度

組團赴陸進行溝通；並針對可操之在我部分，積極強化相關打擊犯罪之作為，以有效遏

止犯罪份子犯案，並在 105年 11月由警方成功破獲臺灣最大詐騙集團水房，更在新北、

新竹、宜蘭、南投等地，破獲詐騙集團機房，106 年 5 月以來，我方也與印尼、馬來西

亞、泰國、新加坡等國警方合作，陸續在當地破獲詐騙集團，並將相關涉案國人遣返回

臺依法偵辦，均可見政府努力的成果。為有效打擊跨國電信詐騙犯罪，並向上溯源、追

查犯罪集團首腦，政府也持續呼籲陸方應珍惜過去雙方合作、累積的成果，並在既有的

基礎上展開合作，以保障民眾權益。 

(四)截至 110 年 2 月底止，兩岸司法機關在本協議架構下，雙方相互提出之司法文書送達、

調查取證、協緝遣返等請求案件已超過 12 萬件。本協議生效後，兩岸司法機關得以透

過協議的制度化協處機制，使相關司法案件程序順利進行，這些案件都攸關兩岸民眾的

財產權與訴訟權益，經由本協議的執行，能真正獲得制度化的保障。 

(五)針對社會大眾所關注在中國大陸服刑國人接返問題，政府十分重視，我方自協議簽署

後，分別於 99 年 4 月、100 年 7 月與 9 月，以及 101 年 12 月，成功接返在中國大陸受

刑事裁判確定人等 11 名國人；另在 102 年 7 月 23 日跨國移交受刑人法施行後，截至

110年 2月底，自中國大陸接返受刑事裁判確定 8名國人（合計自中國大陸已接返 19名

受刑國人），未來也將與陸方溝通，持續推動接返受刑人作業。 

 

五、兩岸合作打擊犯罪困境 

(一)兩岸警方協緝案件失衡 

(二)協查情資、回覆欠缺時效 

(三)跨境犯罪、追緝不易 

(四)通訊監察、追查不易 

(五)聯繫現況、不敷需求 

 

六、華人地區的兩岸四地司法互助芻議 

根據兩岸司法互助之演進與暫爾來現況之發展，似可暫將主權問題擱置，在互信基礎之

上，秉持互惠之原則，共同消弭犯罪。同時經由不斷會商及處理實案經驗中，研究雙方可接

受之方式。考量兩岸當前互動之狀態，及全球司法互助之前例與經驗，近期華人地區的兩岸

四地似可由交換犯罪情資開始，建立更具體可行之機制或平台，以便創造更有效的司法互助

雙贏之效益。 

 

七、兩岸或東亞地區刑事司法互助之可能模式 

(一)持續推動兩岸司法互助，強化共同打擊犯罪機制，2009 年 4 月 26 日江陳第三次會談與

簽署互助協議。 

(二)漸進式的發展兩岸之刑事司法互助模式 ：（一）、建立「單一聯繫窗口」、單向犯罪情資

交流；(二）、構築「打擊犯罪情報交流合作之更具體之機制」，華人或東亞地區

Information Sharing System ；（三）、常態化警政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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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請第三國居間協調或透過國際刑警組織相互合作。 

 

 

中央警察大學 朱金池院長 

壹、 全球化與全球治理趨勢 

一、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一種現象；也可看作一種歷史發展的過程；也是思想在

不同時代階段的潮流（引自曹俊漢，«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理論發展的建構與詮釋»，台北縣：

韋柏，2009，頁 2）。因此，當今的公共問題不僅是地方性的問題（Local Problems），同時

也是全球性的問題（Global Problems）。例如covid-19是地方性，也是全球性的公共問題。 

二、 全球化的作為(Globalization Approach)與保護主義的作為（ Protectionist 

Approach）是相對立的：由於全球化可能會影響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益，因此有些國家便會

採取保護主義。最明顯的就是美國川普政府時期，採取保護主義，忽略全球化的作為，例如

對全球氣候變遷的議題，較不重視。 

三、國際治理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與全球治理 (Global Governance）的意

涵不同：全球治理可以涵括國際治理，但國際治理的內涵不能涵括全球治理。國際治理主要

是國際政府間的合作關係，像聯合國模式的合作便是。但是，全球治理的主體要素，除了公

部門外，尚包括私部門及第三部門組織，構成一個三位一體的治理模式，故較能解決全球化

的公共問題。然而，國際治理的挑戰與治理缺口有如下述： 

1. 國際治理的挑戰 

(1) 科技革命，尤其指資通技術的發達：例如人工智慧及 5G 的資通技術日新月異，對

國際治理造成不利的影響。 

(2) 冷戰結束：蘇聯瓦解後，使得聯合國的國際治理功能下降。 

2. 國際治理的四大缺口 

(1) 管轄權的缺口：每個國家皆有其主權，因此全球性的政策，例如因為氣候變遷、環

境汙染的而做出的管制措施，各個國家不一定會接受而順服政策，因為他們是以國家主權做

把關。 

(2) 功能性的缺口：例如 covid-19 是在中國大陸發生的，相關資訊一開始沒有公開，

因此在全球進行防疫時，會有資訊不足的功能性的缺口。 

(3) 誘因性的缺口：例如美國前總統川普不願意參加全球氣候變遷會議，是因為相關政

策對美國而言沒有誘因。 

(4) 參與性的缺口：例如，台灣無法參與世界衛生組織，便是國際治理的參與性缺口。 

由於上述國際治理的功能日益式微，於是學者曹俊漢提出 21世紀全球治理之概念如下: 

1. 它是一個結合國際關係系統與公共行政與公共政策的體系； 

2. 它是一個國家的與非國家為基礎的系統，也是一個跨國的治理系統； 

3. 它含納了公部門、私部門與第三部門的結構治理機制。 

4. 它的進程從國內治理、國家治理、區域治理、國際治理而達到全球治理。 

貳、跨國犯罪之問題與趨勢 

一、跨國犯罪組織（Transnational Crime Organizations, TCOs）的發展超越了國家的治

理機制，且犯罪手段更加多元，與各國的權威中心為敵。因此，其行為在超越國家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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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組織化的形式。 

二、跨國犯罪組織透過公開的合法化過程，進行多國合作，多以網路為其結構基礎。 

三、跨國犯罪組織遊走於世界政治的權力結構外圍，並發展嫻熟的策略與技術，在個別的國

家和全球社會去規避法律的執行。 

 

參、全球治理跨國犯罪問題 

一、以 Keohane & Nye 的治理九層矩陣（nine cell matrix）思考：如何以全球治理的結

構，解決跨國犯罪的問題。例如，為有效偵辦或預防跨國犯罪，可以透過三類部門，以

及三個層次所構成的九造單位，共同構築一個系統性的治理架構來處理此類跨國犯罪。 
 

私人部門 政府部門 第三部門 

超國家層次 跨國公司 政府間組織 非政府組織 

國家層次 公司 中央政府 非營利組織 

次國家層次 地方 地方政府 地方 

 

二、全球治安治理的創新作法建議 

(一)以數位轉型的技術，進行跨國情報分享。若能基於各國共同利害關係，某些程度可

以透過數位轉型、大數據資訊進行跨國情報分享。 

(二)建議透過各種國際警察合作組織，進行情報交換與協作辦案。 

(三)建議透過駐外外交體系及警察聯絡官，打擊跨國（境）犯罪。 

 

 

銘傳大學 席代麟副教授 

在黃副秘書長的口頭報告中談到，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提出《歷史的終結》，其實是在

1990 年代初期蘇聯解體時期的事情。我們現在談的全球化，若要追溯至 20 世紀末 21 世紀

初，福山的見解其實還稍早一點。而除了福山在《歷史的終結》提到關於自由主義與資本主

義的相關論點外，還有一位研究管理學及趨勢學的日本學者—大前研一，他在 90 年代中期

寫了一本書，名為《民族國家的終結(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在 20世紀末 1990

年代中期時，他發覺不論是人才、資金、資訊或是產業都是以 i 開頭，從四個 i 的流動觀

察，已經沒有所謂的民族國家而無國界。 

21世紀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寫了很重要的著作《世界是平的》。就我

拜讀此書的印象，它並非以跨境犯罪的角度闡述世界是平的，而是以不少篇幅談政府與私部

門關係間的 Outsource(外包或委外)。而在 21世紀後，越來越多人談到全球化與地方化之間

的競合關係，便出現了新的複合詞「全球在地化(Glocalisation)」，而這個詞在台灣有比較

多的討論，譬如「全球思考，在地行動」要怎麼進入實踐的程序。 

在如此多種跨國組織犯罪的種類中，可能會依照各個不同區域特性，甚至各國國情，而

有所差別。例如我曾看到一些文獻，提及中國大陸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發現中亞部分國家與

毒品栽種、販賣有關，很難想像那是另一個哥倫比亞、中南美洲。可以想見，某些跨國組織

犯罪的類型，對台灣的邊境、國內治安產生比較大的影響，而值得我們加以調查。 

關於治理的概念，在行政學領域獲得重視，是近 30 年的事。之所以獲得重視，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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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政府或權威的觀點應該做一些調整。方才朱院長提及公部門、私部門以及第三部門之間

合作的關係，在犯罪、國際執法合作方面的討論談到全球治理議題時，需要思考如何促進合

作，因為全球治理沒有低於一尊的權威，也沒有強制的管轄。在黃副秘書長的引言報告中談

及全球治理面對的挑戰有三個觀點，分別是效率問題、協調問題、合法性問題，也很值得參

考。 

關於如何鞏固國際、區域與雙邊的執法合作，引言人提到希望立法院儘速通過聯合國打

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的施行法。關於這個施行法，其實行政院曾經在 103 年送到立法院審

議，在第 8 屆時甚至送到外交、國防、法制委員會，但似乎在委員會中沒有審查動作，當時

還是國民黨執政時期。在 2018 年 4 月份時，民進黨立委曾將此提案重新再提，後續如何，

尚未可知。103年提出此案時，條文僅 7、8條，但若草案通過，代表政府有所決心打擊跨國

組織犯罪。目前此草案躺在立法院中實在可惜，若能加速通過，將是一大進步。 

 

 

中央警察大學 許福生教授 

壹、資訊革命 

「資訊社會」是指資訊將起主要作用的社會。Internet網際網路打造了全球化資訊社會，

卻衍生諸多資訊安全與網路犯罪問題，使犯罪型態趨向多元化、國際化、組織化。 

 

貳、跨國犯罪之概念 

以往國際犯罪之類型以海盜行為、海底電線破壞、販賣人口、偽造貨幣較常見，但近年

來隨著恐怖主義、毒品、經濟、資訊等因素，跨國犯罪產生許多轉變，依據 2000 年聯合國

所通過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第 3條第 2項，跨國犯罪有四個型態: 

一、在一個以上國家實施的犯罪。 

二、雖在一國實施，但實質性部分發生在另一國的犯罪。 

三、犯罪在一國實施，但對於另一國有重大影響。 

四、犯罪在一國實施，但涉及在一個以上國家從事犯罪活動的有組織犯罪集團。 

 

參、跨國犯罪的類型 

跨國犯罪的類型，依據同質整合的高低，可分為四種: 

一、高同質、低整合 

例如：偷車 高同質、高整合 例如：色情、毒品、經濟、 金融犯罪、網路、違反智 慧

財產權及專利  

二、高同質、高整合 

例如：色情、毒品、經濟、金融犯罪、網路、違反智慧財產權及專利。 

三、低同質、低整合 

不同的國家或城市，有不同類型和程度的犯罪，因地而異。 

四、低同質、高整合  

例如：有組織犯罪、洗錢、 電信詐欺。 

以兩岸跨境電信詐欺為例，詐騙手法不斷翻新、犯罪成長快速，詐騙成員甚至跨至兩岸

以外之第三地，因為電信詐欺高收益、低風險，且通訊、金融網路發達提供良好的犯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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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具，而因為兩岸同文同種，更可以利用人性弱點使被害人陷於錯誤判斷。 

 

跨境電信詐騙犯罪資金流示意圖: 

 

 

肆、打擊跨國犯罪之困境 

一、政治面上：政治的現實導致管轄權的缺口。 

二、法律面上：雙方法令規章的差異導致誘因性的缺口。 

例如大陸刑法有「量」的概念，與台灣不同。 

三、組織能力面上：面臨治安與人權的平衡及人員素質與設備落差導致功能性的缺口。 

四、社會文化面上：缺公私協力夥伴關係及文化刻板化印象導致參與性缺口。 

 

伍、犯罪國際化之對策 

一、 強化刑事司法互助 

 
➢ 台灣兩岸共打協議未將訴追移管這部分放入，其他面向都有。國際間司法互助，或

引渡，或移管，若犯人無法引渡，只能將案件移交管轄給他國辦理，此時便會牽扯

主權問題。目前我國法務部通過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以及跨國移交受刑人法，強化

國際間刑事司法互助。 

二、 強化執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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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流互動 

防制犯罪是世界共通的課題，犯罪在其為反社會上亦有其共通性。因此，從國際化的角

度來比較諸外國的防制犯罪對策，是不可或缺的。特別是刑事政策是透過不斷反覆錯誤來檢

驗其效果。如以兩岸共打簽署協議、辦兩岸四地警學研討會、兩岸司法實務研討會等學術活

動均是。 

(二)合作組織 

1.國際刑警組織 

宗旨為促進跨境警察合作，任務是防治跨境犯罪。是一個資訊中心，本身沒有警察部

隊，對各國亦無指揮權。功能:情資蒐集(I-24/7 全球警務通信系統)和串聯區域合

作。 

2.歐盟警察組織 

處理犯罪情資的歐盟執法組織；協助各成員國執法機關防治重大組織犯罪。 

任務: 

(1)情資任務(歐盟警察組織情資系統(EIS)) 

(2)分析  

(3)培訓:成立歐盟警察學院與歐盟警察組織相互配合  

(4)推廣最佳實務:辦理犯罪防治實務會議及學術研討會，提供專家學者建立合作關係

與知識交流的機會。 

3.駐外聯絡官 

駐外聯絡官並不是派駐在執法合作組織工作，而是該國派駐在外國的直接代表，在當

地擔任國內執法機關的聯絡據點。聯絡官的效能 在於其人際網路及累積的經驗，一

位有能力的聯絡官即知道向誰發出協助請求，以及如何快速獲取回應。 

(三)情資交換 

➢ 由於情資交換取得的資訊無法當證據，所以一定要透過刑事司法互助取得證據。 

1.I-24/7全球警務通信系統: 

(1) 紅色通報：查緝國際通緝犯 

(2) 黃色通報：協尋失蹤人口  

(3) 藍色通報：追蹤及確定對象 

(4) 綠色通報：警示犯罪手法  

(5) 黑色通報：協查無名屍身分  

(6) 特殊通報：塔利班及蓋達組織份子  

(7) 橙色通報：恐怖主義 

2.歐盟警察組織情資系統(EIS) 

(1)為情資的儲存及控管中心，蒐集及儲存各成員國與歐盟警察組織行動相關的情

資。 

(2)該系統是由歐盟警察組織負責管理及維護。 

(3)分析工作檔案:由聯絡官將情資給 EIS 或專家小組並由歐盟警察組織加以分析及處

理。 

3.聯絡官，分為下列兩種。 

(1)駐外聯絡官 

‧派駐駐外大使館工作的執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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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派任國與駐在國的雙邊合作管道。 

(2)國際聯絡官 

‧確認嫌犯所在地點，安排逮捕行動。 

‧確認證人及訪談證人。 

‧蒐集新證據或確證的證據  

‧支援引渡程序  

‧接洽國際證人，幫其安排旅程。 

(四)聯合調查偵辦 

國與國之間的聯合調查行動。非常適合在國際組織的體系中進行。 

三、 追繳資產 

(一)直接追回資產的措施 

(二)透過沒收事宜的國際合作追回資產機制 

(三)沒收事宜的國際合作 

(四)資產的返還和處分 

➢ 以上，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皆有規範。 

 

陸、以全球化治理觀點來解決兩岸跨境犯罪問題 

為有效預防兩岸跨境犯罪，可由四個面向解決兩岸跨境犯罪問題： 

一、政策的制定上 

擱置爭議、求同存異 建立互信、共創雙贏並置力於彼此社會的改造。 

二、立法政策面上 

參照聯合國相關公約，藉以縮小彼此法制的落差。 

➢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內國法化有其必要，此擴大我國組織犯罪之概念。 

三、司法政策面上 

深化及具體化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與司法互助協議。 

四、實務執行面上 

優先設立合作議題，整合公、私部門力量，建立合作平台，整合犯罪資料庫、情資交換、

司法互助、研究發展、犯罪諮詢、教育訓練，構築抗制跨境犯罪合作網絡。 

➢ 我國對於兩岸司法制度還很陌生，應多從課程、教育研究兩岸司法制度之比較。 

 

 

中央警察大學 張淵菘助理教授 

壹、關於治理危機 

在全球化過程中難免出現治理危機，而各式危機中，跨國犯罪與國際執法合作具有直接

關聯性。以下因素導致治理危機: 

一、國際互動的頻繁 

(一)國際經濟互賴程度的提高  

(二)科學技術的進度  

(三)交通網路的快速發展 

二、人類思想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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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的發達與大眾傳播的普及  

(二)知識與訊息的傳播無遠弗屆  

(三)人們跳脫地理環境的限制做出不同的思考 

 

貳、全球化六大重要危機 

一、全球氣候變遷及環保問題  

二、全球秩序重組  

三、傳染病及跨國犯罪問題  

四、宗教、文化、資源、人道及反恐衝突  

五、人口快速增加且老化 

六、國家、政黨及政府功能消弱 

 

參、跨國犯罪類型 

跨國犯罪的類型相當多，例如:洗錢與非法金融交易、毒品販運、貪瀆及賄賂、人口販

運及移民走私、電腦網路犯罪、武器彈藥非法物品走私、恐怖主義、電信詐欺……其中紅色

字體部分與我國具有直接關聯。 

 

肆、全球治理的挑戰-國際治理侷限性 

國際治理的侷限性產生「產出正當性缺口」以及「投入正當性缺口」，而缺口屬性又可

細分如下: 

 

 

 

 

 

 

 

 

 

 

 

 

伍、全球治理特質 

為了彌補參與性缺口，有學者因此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全球治理模式非常強調網絡，

透過網絡的結點，彼此之間的規範產生一定的規則。透過結點網絡產生的規範規則，以促進

彼此之間的合作。 

 

陸、國際執法合作情資分享機制 

國際執法合作以「情資分享機制」觀察，目前大部分以採取 Interpol之 NCB機制為主，

第二是 Europol機制，第三是採取駐外聯絡官之途徑。 

Interpol之 NCB機制係以其秘書處的資料庫與各國中央局聯繫，然而各國的橫向聯繫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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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大多直接透過 Interpol。雖然引言人提到其他國家的中央局也會透過私底下的方式提供

資料，但資料大多透過間接的方式傳遞。如下圖所示: 

 

 

歐盟的資訊系統，係由歐盟成立的情資中心，把各國過去的情資中心擴展到歐盟，因此

可以直接連到各國的情資中心下載相關資訊，所以他的機制相較於 Interpol 更嚴謹完整。

如下圖所示: 

 

 

 

 

 

  

 

 

 

 

 

 

 

 

除此之外，還有駐外聯絡官模式，以各國執法人員派出至當地執法聯繫，這是目前較為

彈性的作法。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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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歐洲的情資交換成效來談，可以看到從 2011年到 2018年，從原本的 111k成長到 4m，

成長速度是非常快的。如下圖所示： 

 
 

除此之外，就跨國犯罪部份，他們在打擊恐怖主義、人口販運以及財產情資區塊皆成效

卓著。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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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我國實務困境 

反觀我國面對跨國犯罪問題的狀況，從 Interpol 跟 Europol 甚至是駐外聯絡官模式，

若站在國際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因為政治考量會產生一些侷限。目前 Interpol 的機制，

我國目前是透過日本的資料分享，因此日本是否願意給我們，對我們有一定的影響力。

Europol 則因為我國非歐盟會員國，而歐盟在 2017 到 2022 年的對外戰略中，已經考量讓歐

盟以外國家成為情資分享的夥伴，因此台灣的聯絡官出現了一些契機。 

 

捌、我國參與國際警察合作方式 

我國目前已經發展出 13 個聯絡官，除了聯絡官機制，我國也與其他國家簽訂協議、備

忘錄，積極參與國際警察組織，透過合作發展模式，希望能夠我國與他國在處理跨國犯罪的

部分，能有效合作。其中最為特別的是，荷蘭海牙是歐盟在 2019 年時讓我們設置聯絡官的

結點，這是完全符合新自由主義發展的模式，也是全球治理的發展趨勢。 

以下圖示 13個聯絡官的派駐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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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國際執法人力資源未來發展 

我們應該要培育處理跨國犯罪的人才，像本次論壇引言人一樣的人才。但警政與執法機

關有沒有在乎人才培育的發展?這樣的人才除了具備警察應有的職能之外，還必須有涉外案

件、涉外情資以及警政國際合作的能力。尤其在涉外情資部分，若必須透過前述機制，我們

沒辦法取得即時的資訊。 

現在網路很發達，我們可以運用 open source 的公開情資，其文字、檔案、影像檔可以

運用外掛程式，得到一些公開情資裡面沒有的東西。 

跨國執法人力資源的發展是很重要的，目前刑事警察局的國際刑警科在需要時會進行招

募，但它是單點的，沒有長期性培養。警大目前有外事警察學系，具有優秀的第二外文能

力，若畢業後派駐外事單位擔任外事警察，他們也會處理涉外事件。這群學生在畢業後若能

循序往國際組、國際科發展，甚至派駐國外擔任駐外聯絡官，一定的歷練歸國後再派任涉外

事件處理的外事組長職缺，建立這一套人力資源培養機制，將有助於處理跨國犯罪處理。 

 

 

與談總結 

銘傳大學 章光明教授 

今天的論壇以兩句話作總結:「跨境犯罪是全球化趨勢下的嚴重問題」、「國際執法合作

是解決跨境犯罪的全球治理議題」。 

 

壹、跨境犯罪是一種全球化趨勢出現的問題 

黃文志老師在引言提到，學者福山以《歷史的終結》提出政治上的民主體制與經濟上的

資本主義，可以說是一種全球化的標誌。但紀老師談到，這個標誌到了去年(2020)和今年

(2021)，因為疫情可能會改變全球化的面貌，從而影響犯罪趨勢。紀老師也談到，全球化下

的理性主義、理性選擇，會讓犯罪者尋找成本最低的、刑期最低的犯罪，這種現象在兩岸跨

境犯罪案件看得很清楚。許老師也提到，在全球化現象中，因為疫情關係，電信詐欺案件似

乎方興未艾，將會持續發燒。 

 

貳、國際執法合作是一個全球治理議題 

從治理的主體來看，包括國家和非國家；從治理的規範來講，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從治

理層級觀察，它包括地方、國家、區域、國際性組織。 

引言中提到，警察國際執法合作有一個觀念和一個平台。一個觀念是指「去政治化的合

作」；一個平台是指「P to P 警務合作模式」。所謂執法合作就是警察合作，透過警察合作、

去政治化，可以解決許多協調的問題，提升效率，席老師也提及此概念。 

紀老師提及，海巡署不能定位成一個軍種，應該定位成一個執法機構。陳明傳老師的

ppt 內容豐富，他企圖發展一個跨國(跨境)犯罪學的概念，我認為若是如此，國際執法合作

的全球治理應該是指日可待的。 

國際組織和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對於我國的執法合作而言是重要的概念，席代麟老師特別

強調全球治理應該包括全球在地概念 (Glocalization)，許福生老師則詳細列出國際執法合

作的內涵，許福生老師跟席代麟老師也都提到立法政策的落實問題，張淵崧老師整理前面幾

位老師的資料並提出駐外聯絡官的概念。以上這些作法，都是國際執法合作作為全球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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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也符合今天的主題。 

 

 

結論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 林德華理事長 

黃文志教授提到，在 2000 年 11 月 15 通過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其中有 17

種類型的犯罪，而 17 項犯罪有 1 項是金融詐騙。金融詐騙跟現在盛行的電信網路詐騙有點

關聯，但不能畫上等號。因為金融詐騙到目前為止還產生很多變化，影響國際金融安全，一

年可能損失幾百億美金。台灣社會因為資訊、網路科技的來臨，狡詐之徒就慢慢發展電信網

路詐騙，台灣的電信網路詐騙是從 2000年發展出來的，至今犯罪手法不斷翻新。 

另外，黃文志教授提到，關於打擊跨國犯罪的構想，有在地化的問題，在地化問題若能

妥善處理，就不會衍生到國際。但因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恐怕無法僅用在地化思維來解決

各種犯罪。以電信網路詐騙為例，用在地化思維是無法處理的，然而在地單位要想辦法整合

相關概念，做出打擊成效。過去，台灣的詐騙從本土出發，然後跑到對岸，從 2000 年至

2009 年這麼長的時間都無法打擊到犯罪集團的核心，2009 年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暨司法互助

協議簽署生效後，兩岸公部門才開始正式合作，處理這些問題。 

從全球化犯罪問題衍伸到全球治理概念，跨境合作打擊犯罪要有「一種觀念」就是不受

政治限制，相互尊重、互惠、合作，事實上這相當難達成。當時大陸公安部部長就親口講過

這句話：「打擊犯罪不受疆域限制，犯罪在哪裡，我們就打到哪裡。」打擊犯罪是維護人民

生命、身體安全與財產的問題，是各國警察的天職，是共同的使命，因此我們應該要遵守這

種觀念。「一種平台」是指警察對警察的平台，以建立合作、互信。除此之外，我認為還有

「四項作法」：1、各國之間加強犯罪情資交換，2、案件協查，3、合作辦案，4、加強警

務、警政學術交流合作，以利整合各國執法的作法及觀念。因此一個觀念、一個平台、四項

作法可以作為本次論壇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