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裁判字號】93,上易,512

【裁判日期】930630

【裁判案由】偽造文書

【裁判全文】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九十三年度上易字第五一二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丁○○

　　選任辯護人　劉思顯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甲○○

　　選任辯護人　楊盤江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乙○○

　　選任辯護人　陳益軒律師

右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度易字第二三七三號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十六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

一年度偵字第一四九四九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丁○○、甲○○、乙○○均無罪。

     理  由

一、本件公訴及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丁○○係財團法人私立臺中市百齡社會福

   利事業管理會（下稱百齡福利會）之董事長，對外以其名義代表該法人，而會務

   實際上均委由被告甲○○、乙○○二人掌控，被告甲○○負責綜理百齡福利會所

   經管之土地及其上進行之墓園、納骨塔工程之開發、設計、營建、行銷、代收款

   項等業務，對外執行業務均以百齡福利會之「總經理」名義自居，被告乙○○為

   該法人董事兼執行長，依照被告甲○○之指示執行各項業務，被告丁○○則自民

   國八十八年七月十三日起，始在被告甲○○之指示下實際參與該法人內部業務之

   執行，均為從事業務之人。百齡福利會係以公益為目的之法人，該會組織章程明

   訂一切財物應設銀行專戶管理，所屬董事為無給職。緣百齡福利會係以響應政府

   鼓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為由，於八十年八月間，向臺中市政府申請租用坐落臺中

   市南屯區○○○段二二七之一０、三二七之一八、三二七之一九、三二七之二二

   、三二七之二三、三三一之五、三三一之六、三三一之七、三三一之八、三三一

   之九、三四七之二、三六八之一二地號等十二筆國有林地（八十七年地籍圖重測

   後地號變更為臺中市○○區○○段八一、八三、八四、八五、八七、九五、九七

   、九九、一０一、一０三、一０五、一九四地號），投資興辦臺中市第一花園公

   墓（含納骨塔），面積約三十點二公頃，公開供民眾租用，並明訂收費標準必須

   報請臺中市政府核定，租期為九年（但得向臺中市政府續約）。詎被告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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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於八十一年間以捐助百齡福利會名義，取得該法人之董事地位，由被告丁

   ○○任董事長，形式上雖由被告丁○○對外代表百齡福利會，卻假藉授權委託被

   告甲○○全權負責處理百齡福利會在前開土地上起造興建納骨堂，包括納骨堂之

   設計規劃、興建、行銷、營建及建造執照、使用執照之申請等相關事宜為由，將

   百齡福利會交由被告甲○○操控，甲○○遂夥同乙○○，共同基於業務侵占、偽

   造文書之概括犯意聯絡，連續虛偽登載業務上所作成之董事會議紀錄、機關團體

   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書、機關團體及其作業組織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計算表

   等文書，侵占業務上為百齡福利會所收取而持有之款項，其犯行如下：

 (一)被告甲○○、乙○○於八十六年七月八日，代理百齡福利會與天水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天水公司）負責人趙水章於八十六年七月間委託之謝河興、許革非二

   人協議骨灰位使用權買賣，以法定代理人丁○○代表百齡福利會名義與謝河興、

   許革非簽立協議書，由百齡福利會以六百萬元之對價，將坐落臺中市南屯區○○

   ○段三四七之二地號上所興建之三萬個骨灰位當中之一萬五千個骨灰位之使用權

   ，出售給謝河興與許革非二人（其後於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另由天水公司、百

   齡福利會及許革非、謝河興三方簽立協議書，由天水公司概括承受許革非、謝河

   興之權利義務），由謝河興、許革非於簽約時分別交付發票人洪金墜之臺中市第

   七信用合作社帳戶000000000號、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三張（票期：

   八十六年七月十五日、七月二十五日、八月五日，票號：ＳＦ0000000號

   、ＳＦ0000000號、ＳＦ0000000號），及上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銀行潭子分行000000000000號、面額各一百萬元之支票三張（

   票期：八十六年七月十五日、七月二十五日、八月五日，票號：ＡＪ00000

   00號、ＡＪ0000000號、ＡＪ0000000號），已悉數由被告甲○

   ○提領兌現，竟未存入百齡福利會所設之臺中市第一信用合作社及亞太商業銀行

   之專戶內，共同侵占入己。

 (二)被告甲○○、乙○○於八十七年一月四日，在百齡福利會辦公室，代理百齡福利

   會與邱仕錦、彭添旺、張晉餘三人協議，委託邱仕錦等三人在臺中市南屯區番社

   腳三三一之五地號土地（面積約一００四坪）上，進行墓園（即「麥比拉園」）

   之施工、管理、營運、養護，以法定代理人丁○○代表百齡福利會名義與邱仕錦

   等三人簽立委託經營墓地契約書，由邱仕錦、彭添旺、張晉餘三人支付一千二百

   萬元之「土地整地費和使用費」給百齡福利會，自八十七年一月四日至八十七年

   六月二日止，分別以現金和支票交付給甲○○，其中五百萬元被存入被告乙○○

   之萬通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號及臺灣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

   00000號帳戶內，其餘為被告甲○○收取支用，均未存入百齡福利會之專戶

   內，共同侵占入己。

 (三)被告甲○○於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代理百齡福利會與簡仲庸（即簡瑞鏞）協

   議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土葬區）投資開發案，約定簡仲庸於簽約時支付保證金

   五百萬元，餘款一千二百萬元開具支票六張交付被告甲○○，並以法定代理人丁

   ○○代表百齡福利會名義與簡仲庸簽立委託墓地規劃設計施工契約書，由簡仲庸

   之合夥人蕭振龍於同日，在百齡福利會辦公室，交付由「簡仲庸」背書，付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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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第一商業銀行苗栗分行、面額五百萬元、票號ＧＡ0000000號之支票一

   張給甲○○，存入甲○○在臺中市第一信用合作社儲蓄部０四一四四二號帳戶內

   ，甲○○於同年月三十一日轉匯其中一百二十萬元到被告乙○○之臺灣銀行臺中

   分行０一０｜００四｜三二三二五一號帳戶內，由被告乙○○於同日轉帳一百十

   萬四千五百四十九元至臺中市政府，支付百齡福利會前開十二筆土地租金八十六

   年度第二期四十萬零二千三百十九元及八十七年度第二期七十萬二千二百三十元

   （均含違約金及利息）外，其餘款項並未存入百齡福利會之專戶內，而侵占入己

   。

 (四)被告甲○○、乙○○於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代理百齡福利會與福陵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福陵公司）負責人岳超眾、總經理陳俊華協議，以法定代理人丁○○代

   表百齡福利會名義與福陵公司簽立延續委託墓園規劃、設計及工契約書，由福陵

   公司支付一千四百八十萬元保證金給百齡福利會，取得百齡福利會所經管之臺中

   市○○區○○段第一０五地號（重測前為番社腳段三四七之二地號）部分面積約

   一四八０坪之土地墓基設計、建造及銷售權，由岳超眾、陳俊華二人簽發支票付

   款，已由甲○○等二人提示兌現約一千一百七十萬餘元（此為大部分之保證金，

   被告甲○○於調查中供稱其餘保證金及另有違約金二百萬元，福陵公司尚未支付

   ），其中一百五十萬元係由被告乙○○提領（岳超眾第九信用合作社面額四十萬

   元、票號ＣＡ0000000號及面額十百十萬元、票號ＣＡ0000000號

   支票各一張），渠等取得上開巨款後，並未存入百齡福利會之專戶內，而將之共

   同侵占入己。

 (五)被告甲○○因曾於八十三年間積欠賴及常二千七百萬元，遂於八十九年三月三十

   日與賴及常簽立承諾協議書，約定以其業務上所持有之百齡福利會在台中市南屯

   區○○○段三二七之十等十二筆土地內因委託前開公司、個人等興建而可分得之

   納骨塔位二千七百個，以二年為期，轉讓使用憑證給賴及常供作債權擔保，被告

   甲○○應自八十九年七月二十日起至九十一年六月止，按月分期清償一百十二萬

   五千元清償賴及常，若被告甲○○連續三期未為支付，即應以每個塔位作價八千

   元，一次抵償被告甲○○上開個人債務，而易持有為所有，將之侵占入己。其後

   被告甲○○並未按期清償，惟因百齡福利會經管之佛道專用納骨塔迄未完工啟用

   ，始未能將塔位使用憑證交付賴及常。

 (六)被告丁○○基於幫助被告甲○○、乙○○二人侵占上開業務上所持有之百齡福利

   會收款及納骨塔位之犯意，明知上開收款及納骨塔位，均為其授權甲○○以百齡

   福利會名義與各該公司、個人簽訂契約之所得，屬於百齡福利會之財產，任由被

   告甲○○、乙○○隱匿上開收款及納骨塔位等財產，不將之列入百齡福利會之相

   關帳目內；而被告甲○○、乙○○二人則基於偽造之概括犯意聯絡，提供不實之

   相關資料，利用不知情之記帳人員，虛偽登載其業務上作成之百齡福利會八十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平衡表、八十六年度機關團體及其作業組織銷售貨物或勞務之

   所得計算表、八十六年度機關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書、八十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平衡表、八十七年度機關團體及其作業組織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計算表

   、八十七年度機關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書、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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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八十八年度機關團體及其作業組織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計算表、八十八年

   度機關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書，再由有犯意聯絡之丁○○以百齡福利會之

   法定代理人名義，連續向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提出行使，足以生損害於百齡

   福利會及國庫之稅收。

 (七)被告甲○○、乙○○二人於八十九年間，共同以百齡福利會名義，連續向百齡福

   利會所經管之「基督教懷恩園」（土葬區）及「基督教懷恩榮美殿」（納骨塔、

   堂）墓位、骨灰位購買人，收取土葬區每一墓位管理費（或使用費）二萬元、每

   一納骨塔（堂）骨灰位管理費（或使用費）八千元不等之費用，而持有上開屬於

   百齡福利會之款項合計四百十一萬一千元，均未存入百齡福利會之專戶內，將之

   侵占入己。

 (八)被告丁○○、甲○○、乙○○三人均明知百齡福利會董事賴及常，並未出席八十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及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時，在臺中市○○○

   街○段一三七號四樓之三舉行之百齡福利會董事會議，竟共同基於概括之犯意聯

   絡，授意由乙○○連續於其業務上所製作之各該董事會議紀錄，虛偽登載董事賴

   及常為出席人員，並向臺中市政府申報行使，足生損害於賴及常及臺中市政府監

   督之正確性。

   因認被告甲○○、乙○○涉有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之業務侵占、同法第二

   百十六條之行使第二百十五條業務上虛偽登載之文書等罪嫌；被告丁○○所為，

   係犯同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行使第二百十五條業務上虛偽登載之文書罪嫌及同法第

   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業務侵占之幫助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

   定有明文。次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

   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參考最高法院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

   ○號判例意旨）。再為刑事訴訟法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

   ，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

   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

   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此觀諸最高法院七十六年臺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意

   旨自明，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該罪嫌，係以

 (一)被告甲○○、乙○○對於簽立前開契約及收款，且所收款項皆未存入百齡福利會

   專戶之事實，均於偵訊供認不諱。

 (二)被告收取謝河興、許革非支付之六百萬元部分：已據證人謝河興、趙水章於調查

   中證述明確，核與被告甲○○、乙○○供述情節相符，並有協議書兩份、受領支

   票收據（以上均影本），以及第七商業銀行九十年六月二十二日七國光字第四二

   ００號函檢附之洪金墜帳戶000000000號自八十六年七月一日起至八十

   六年八月十日止交易明細及支票號碼：ＳＦ0000000號、ＳＦ00000

   00號、ＳＦ0000000號支票正反面照片六張，台灣銀行潭子分行九十年

   六月十八日（九十）銀潭營字第三０三七號函檢附之上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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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000號帳戶自八十六年七月一日起至八十六年八月十日止交易

   往來明細七張及支票號碼：ＡＪ0000000號、ＡＪ0000000號、Ａ

   Ｊ0000000號支票正反面影本三張在卷可稽。

 (三)收取邱仕錦、彭添旺、張晉餘三人支付之一千二百萬元部分：已據證人邱仕錦於

   調查中證述明確，核與被告甲○○、乙○○供述情節相符，並有委託經營墓地契

   約書、「麥比拉園」土地使用費及整地費收取一千二百萬元資金流向一覽表暨支

   票正反面影本在卷可稽。

 (四)收取蕭振龍支付之五百萬元部分：已據蕭振龍於調查中證述明確，核與被告甲○

   ○供述情節相符，並有委託墓地規劃設計施工契約書影本（契約當事人為百齡福

   利會與簡仲庸）、共同開發合約書影本（當事人為簡仲庸與蕭振龍，但由甲○○

   以「百齡社會福利事業管理會甲○○」名義為其連帶保證人），以及第一商業銀

   行苗栗分行八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一苗字第二一四號函檢附之蕭振龍帳號０二二

   二０九號帳戶之票號ＧＡ0000000號支票正反面影本一張在卷可稽，收取

   福陵公司已支付之一千一百七十萬餘元左右部分：已據證人岳超眾、陳俊華於調

   查中證述明確，核與被告甲○○、乙○○供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延續委託墓

   園規劃、設計及施工契約書、部分付款支票及岳超眾於調查查中提出之支付百齡

   福利會土地款紀錄（以上均影本）在卷可稽。

 (五)被告甲○○以百齡福利會之二千七百個納骨塔位抵償其個人積欠賴及常之二千七

   百萬元債務部分：已據證人賴及常於調查中證述明確，核與被告甲○○供述部分

   情節相符，並有承諾協議書影本在卷可稽。

 (六)虛偽登載平衡表、機關團體及其作業組織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計算表、機關團

   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書行使部分：有百齡福利會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平

   衡表、八十六年度機關團體及其作業組織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計算表、八十六

   年度機關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書、八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平衡表、八十

   七年度機關團體及其作業組織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計算表、八十七年度機關團

   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書、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平衡表、八十八年度機關

   團體及其作業組織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計算表、八十八年度機關團體及其作業

   組織結算申報書（以上均影本）在卷可稽。

 (七)侵占八十九年度土葬區墓位、納骨塔（堂）骨灰位之管理費（或使用費）四百十

   一萬一千元部分：有扣案之收入傳票、收支簿及會計憑證等資料可稽。

 (八)偽造百齡福利會八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及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

   時董事會議紀錄行使部分：已據證人賴及常於調查中證述屬實，並有各該董事會

   議紀錄影本在卷可稽。

 (九)此外，並有百齡福利會之第一信用合作社專戶存摺、亞太商業銀行專戶存摺、收

   支帳目、日記帳各壹冊扣案，以及乙○○之萬通銀行台中分行0－00000－

   0號帳戶與台灣銀行台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暨往來

   明細影本，被告甲○○之臺中市第一信用合作社儲蓄部０四一四四二號帳戶與萬

   通商業銀行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暨相關傳票影本，百齡福利會之臺中

   市第一信用合作社０三一三一三號帳戶開戶暨交易明細影本在卷可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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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前開各該契約皆以百齡福利會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契約，復係經由法定代理人丁○

   ○代表百齡福利會授權予被告甲○○，依此情形，所有契約之法律上權利義務均

   應由百齡福利會承擔，但自第三人所收取之款項卻全未存入百齡福利會專戶內。

   又百齡福利會每年最主要之開銷為支付台中市政府約一百萬元至一百二十萬元之

   土地租金，其他開銷有限，故被告等人對於所收取之前開屬於百齡福利會之各筆

   巨額款項流向，均未能合理、具體交代等情為據。

   訊之被告均堅決否認有不法犯行，於本院及前審分別以下情為辯：

 (一)被告丁○○以：我從八十一年開始擔任董事長，但八十八年七月始在百齡福利會

   辦公室處理內部事務，由乙○○處理報稅的事，我依據被告甲○○提供的資料來

   申報；百齡公司授權甲○○把工程完成，資金不足部分他要調度，工程完成後交

   給百齡福利會，百齡福利會還要付百分之十的利潤給被告甲○○，因為工程還沒

   有完工，以沒有交給百齡福利會；只有福陵公司的合約書我有看過，其他合約也

   是我們董事會授權範圍；他們簽什麼內容我不知道，百齡福利會沒有資力做那麼

   大的工程，百齡福利會不是營利事業，所能得到的就是將工程完成，服務社會，

   並不是要拿到什麼東西等語。

 (二)被告甲○○以收取之前開各筆款項，係償還百齡福利會的債務、工程款、土地租

   金及辦公室開銷；對賴及常的債務，全部是謝河興所欠，後來於八十二年、八十

   三年間，我和謝河興解除百齡福利會與萬福公司的銷售合約，我就承擔謝河興對

   賴及常的二千七百萬元債務，有和賴及常簽立協議書以百齡福利會二千七百個塔

   位擔保、抵償該筆債務，但一直沒有拿塔位給賴及常，因為塔位還沒有報准啟用

   ，因為我幫百齡福利會處理事務，百齡福利會可以從合作廠商拿到一半塔位，我

   可以拿到百分之十的報酬，我可以分到的塔位大概就是二千七百個；百齡福利會

   有關工程及業務收入資料是我提供的，這些報表、文書是乙○○製作的，對外業

   務都是由我處理；百齡福利會的工程有現場整地、綠化植栽、水土保持、大間、

   圍牆，還有現場工人二名，每人月薪三萬元，另有維修水電等費用等語為辯。

 (三)被告乙○○以：我從八十一、八十二年間起擔任董事，我只是被告甲○○的助理

   ，從旁協助處理百齡福利會的事務，我沒有決策權，是被告甲○○邀我陪同他和

   其他廠商協議合約內容，公司平常的管銷費用由我幫他處理，員工只有一位會計

   小姐，工地有二名管理員，只有這三名要領薪水，月薪合計約十萬元，我沒有支

   薪，丁○○每月領有車馬費二萬五千元，好像是從八十八年七月開始領到九十年

   底，向廠商所收取各該筆款項都是被告甲○○收取的，存入我帳戶的款項是被告

   甲○○委託我去領的，我領得現金就交給被告甲○○，邱仕錦等人支付之款項，

   其中有五百萬元是受被告甲○○委託存到我帳戶，去替他償還一些個人的債務，

   賴及常的事我不清楚；我經手的塔位不超過一百個，每個八千元至一萬元的管理

   費，到目前為止經手的墓基有二十個，每個永久管理費二萬元，只要收取管理費

   都是我經手的，直到今（九十一）年六月為止，我從三、四年前就開始經手；我

   不清楚百齡福利會有那些工程；百齡福利會付土地租金（每年不到一百二十萬元

   ）、房屋租金（連同管理費）每月四萬至五萬元、人事費（不到十萬元）、雜費

   、水電費，最主要花費是租金；董事會會議紀錄是主席丁○○授意我寫的，其餘

Page 6 of 12



   我完全外行，不是我寫的等語

三、經查：

   (一)按侵占罪之成立，以擅自處分自己持有之他人所有物，或變易持有之意為所有

     之意，而逕為所有人之行為，為其構成要件，雖行為之外形各有不同，要必具

     有不法所有之意思，方與本罪構成之要件相符（參考最高法院十九年上字第一

     ○五二號判例意旨），是侵占罪以主觀上須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為構成要件，

     則被告乙○○、甲○○二人主觀上是否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自應由公訴人負

     舉證責任，惟公訴人提出之前開(1)至(4)之論據，僅足說明被告甲○○收取之款

     項，未存入百齡福利會之帳戶，反存入被告甲○○或被告乙○○之戶頭內之客

     觀事實，尚不得謂有此客觀事實即有主觀上之不法所有意圖，仍須參酌被告乙

     ○○、甲○○與百齡福利會間之關係加以判斷。

   (二)公訴人認百齡福利會每年最主要之開銷為支付臺中市政府約一百萬元至一百二

     十萬元之土地租金，其他開銷有限，故被告甲○○等人對於所收取之前開屬於

     百齡福利會之各筆巨額款項流向，均未能合理、具體交代等語。惟被告甲○○

     已於警詢及偵查中多次陳述：伊受託處理百齡福利會之納骨堂建物及土葬等之

     設計規劃、興建、行銷、營建、整地開發、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相關事宜，

     工程上的開銷先由伊先墊付，百齡福利會沒有付伊工程款，如有工程款之收入

     則由伊先行扣除百齡福利會欠伊之款項，或用於百齡福利會上，因為均無結餘

     ，所以無任何款項繳回百齡福利會等語（參見法務部調查局航業海員調查處臺

     中站業防字第七三○三七七號卷(一)第六九頁、第七二頁背面、第七十三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一年度偵字第一四九四九號偵查卷宗第三七頁背

     面、第四一頁），被告丁○○亦於偵查中陳稱：在工程未完成前是由被告甲○

     ○個人處理，工程完成後，他才會跟百齡福利會結帳等語（參見臺中地方法院

     檢察署九十一年度偵字第一四九四九號偵查卷宗第四六頁背面），則被告甲○

     ○與百齡福利會間是否存有債權債務關係，被告甲○○得否使用上開收取款項

     ，是否用於百齡福利會等事項，攸關被告之主觀意圖，自應加以釐清論述，方

     能為被告有罪之論斷。公訴及上訴人忽略百齡福利會興建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

     亦須花費大量資金，僅憑百齡福利會日常庶務支出約一百多萬，又有三千二百

     三十萬三千元之收入，即謂上開巨額款項均為被告甲○○、乙○○侵占，實嫌

     速斷。

　　(三)百齡福利會委由被告甲○○負責興建納骨塔及土葬等相關事宜，含各期納骨堂

     建物及土葬之設計、規劃、興建、行銷、營建及申請整地開發之建築執照、使

     用執照等相關各項事宜之處理，並於八十三年九月一日與甲○○簽立委託書等

     情，有百齡福利會八十三年八月十日臨時董事會會紀錄影本一紙及委託書一份

     在卷足憑（參見原審法院刑事卷宗(二)第三八、三九頁），且證人即百齡福利會

     董事王連祥於原審法院調查時證述：因百齡福利會沒有資本在營運，後來伊聽

     伊父親（按係王瑞福，為百齡福利會之創辦人）說拜託外面找股東比較會經營

     、有經驗，因被告甲○○做建築比較有經驗，讓他過來經營管理，當初講好訂

     金交由被告甲○○處理等語（參見原審卷宗(一)第一三六、一三八頁），證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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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齡福利會董事林景道於原審法院調查時證述：那時百齡福利會沒有錢，董事

     們對這方面是外行，起初有請被告甲○○到市面上調查興建納骨塔有無利益，

     後來在一次會議中有補給被告甲○○會議紀錄，事後由郭文達打電話向他說明

     ，正式簽契約書，並補給他委託書，工程款董事們沒有處理，且百齡福利會也

     沒有投資（同上卷第二一六頁），復參諸百齡福利會之組識章程第三條：「本

     會基金由發起創辦人及各界熱心人土、社會團體捐助」（參見法務部調查局航

     業海員調查處臺中站業防字第七三○三七七號卷(一)第五九頁），及上開委託

     書第五項；「受託人辦理前各項委託事項，如有資金不足時應自行負責調撥之

     ，與委託人無涉。」，足見百齡福利會本身資金來源以他人捐助為主，並無固

     定資產，其資金不足才委由被告甲○○負責上開事項之處理，且百齡福利會並

     未支付興建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所需之工程費用甚明，然被告甲○○卻替百齡

     福利會完成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部分工程，完成部分經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

     定結果，認「依據作業流程估算本案之規劃設計費計六百六十九萬四千四百七

     十五元，工程費用計二千七百五十九萬二千零七十四元，合計發生費用三千四

     百二十八萬六千五百四十九元，另因缺乏明確憑證而現場又無法或難以核對確

     認之工程費用估算約三百七十五萬九千九百八十二元」，有臺灣省土木技師公

     會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九二）省土技字第○二九五號鑑定書一本在原審卷

     可憑，姑不論被告甲○○上開工程費用係向他人調借或使用其自有資金，百齡

     福利會既委託被告甲○○自行籌措資金興建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被告甲○○

     亦依約定完成部分工程，則百齡福利會對被告甲○○就此筆三千四百二十八萬

     六千五百四十九元之工程費用，產生債務關係，縱被告甲○○將其所收取應屬

     百齡福利會所有之上開款項（共約三千二百三十萬三千元）存入自已或被告乙

     ○○帳戶，因有此債務關係存在，實難謂被告甲○○、乙○○主觀上有不法所

     有之意圖，是被告甲○○、乙○○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至(四)所載之行為，與

     業務侵占罪之構成要件尚有不符。

   (四)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以持有他人之物而實行不法領得之意思為構成條件，自必

     須所侵占之物，於不法領得以前，即已在其實力支配之下，始與持有之要素相

     符（最高法院二十年上字第一五七三號判例意旨參照）。被告甲○○固自承有

     積欠證人賴及常二千七百萬元，並答應證人賴及常將以其可自百齡福利會分得

     之二千七百個納骨塔位做為擔保，惟該二千七百個納骨塔位尚未完工，此為公

     訴人所是認，即不得謂此二千七百個納骨塔位已在被告甲○○之實力支配下，

     而有持有之狀態，且依公訴人之認定，該二千七百個納骨塔位完工後本就係被

     告甲○○所應得之報酬，則被告甲○○將之作為個人債務之擔保，並無不法所

     有之意圖，是被告甲○○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五)所載之行為，亦與業務侵占罪

     之構成要件不該當，又關於百齡福利會以上該塔位作為被告甲○○興建納骨塔

     之報酬，及被告甲○○和謝河興解除百齡福利會與萬福公司的銷售合約，被告

     甲○○承擔謝河興對賴及常的二千七百萬元債務，並和賴及常簽立協議書以百

     齡福利會二千七百個塔位擔保抵償該筆債務等情是否違反百齡福利會與臺中市

     政府之契約約定，亦僅屬有無違約問題，尚未能逕認有本案起訴或上訴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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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齡福利會委由被告甲○○負責興建納骨塔及土葬等相關事宜，含各期納骨

     堂建物及土葬之設計、規劃、興建、行銷、營建及申請整地開發之建築執照、

     使用執照等相關各項事宜之處理，係肇因福利會本身人員並無相關經驗能力，

     為順利完成納骨塔之興建，是與被告甲○○簽立委託書委託被告甲○○自籌資

     金興建，亦無何上訴意旨所載背信意圖或犯行。

   (五)公訴人認被告乙○○、甲○○有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七)所示業務侵占罪嫌，僅以

     扣案之收入傳票、收支簿及會計憑證等資料為證，然被告乙○○固坦承有收取

     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七)所示之四百十一萬一千元之墓位、骨灰位管理費，惟堅稱

     ：這些錢用於百齡福利會之日常開銷及伊之代墊款等語，被告甲○○則堅稱：

     伊沒有經手這些錢，這是直接交到百齡福利會，是被告乙○○經手等語。查公

     訴人前開所提之證據僅足認定有上開四百十一萬一千元管理費收入，且未入百

     齡福利會之帳戶，惟此四百十一萬一千元是否直接用於百齡福利會之日常開銷

     ，或有流入被告甲○○、乙○○私人帳戶，供被告乙○○、甲○○個人使用，

     公訴人均未進一步舉證，實難就被告乙○○、甲○○就「侵占入己」之客觀行

     為，及「不法所有」之主觀意圖等構成要件，已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

     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本院依卷存資料亦無法認定被告乙○○、甲

     ○○有將上開四百十一萬一千元之管理費存入自己個人帳戶，或供私人使用之

     行為，是被告乙○○、甲○○就此部分犯罪嫌疑即有所不足。

   (六)另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以正犯已經犯罪為構成要件，故幫助犯無獨立性，如無

     他人犯罪行為之存在，幫助犯即無由成立，最高法院六十年度臺上字第二一五

     九號判例明揭斯旨。被告乙○○、甲○○就業務侵占部分難為有罪之認定，已

     如前述，揆諸前揭判例意旨，被告丁○○自無由成立幫助業務侵占罪行。

   (七)公訴人認被告丁○○等三人偽造八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八十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董事會出席紀錄，固以證人賴及常於偵查中證稱：伊從來未曾參加過

     任何百齡福利會的董事會議為論罪依據，然證人賴及常於原審法院審理時已證

     述：因為被告甲○○要伊作百齡福利會的董事，且伊人在臺北，所以伊拜託證

     人龔正，幫伊全權處理事情，但證人龔正並沒有向伊提及參加董事會或帳目之

     事等語（參見原審卷(二)第五三頁），核與證人龔正於原審法院審理時證述：當

     時因為賴及常在臺北，所以就本案簽協議書的當天在我的辦公室當著被告甲○

     ○的面委託伊代表，開會的前一、二天剛好那時候是年底，被告甲○○有打電

     話給伊說要開會，因為伊沒有空，所以伊就要被告甲○○代表出席，如果有什

     麼問題的話再跟伊講，伊再轉告證人賴及常，被告甲○○將董事會開會情形跟

     伊說過後，因證人賴及常的手機一、二次打不通，伊就忘記了，且伊認為不是

     很重要的事等語相符（同上卷第六十至六二頁），是被告丁○○等三人所述係

     證人龔正委託被告甲○○代表參加董事會等語，當可採信，縱董事會會議紀錄

     疏未記載由被告甲○○代理等字樣，惟被告甲○○既合法代理證人賴及常，要

     無登載不實事項於會議紀錄上，是難認被告丁○○等三人有如起訴書犯罪事實

     欄(八)所示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犯行。

　　(八)又被告甲○○於八十六年七月八日，代表百齡福利會與天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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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稱天水公司）代表謝河興、許革非洽談骨灰位使用權買賣及簽立協議書，

     約定由百齡福利會出賣一萬五千個骨灰位予謝河興、許革非，並收取謝河興、

     許革非支付之六百萬元支票；又於八十七年一月四日，代表百齡福利會與邱仕

     錦、彭添旺、張晉餘三人洽談及簽立委託經營墓地契約書，約定委由邱仕錦等

     三人在臺中市南屯區番社腳三三一之五地號土地（面積約一○○四坪）上進行

     「麥比拉」墓園之施工、管理、養護，並收取邱仕錦等三人以現金或支票支付

     之一千一百五十萬元之土地整地費和使用費（尚有五十萬尾款待完工後收取，

     完工後邱仕錦等三人則可取得該墓園之營運權；被告甲○○復於八十八年三月

     二十五日，代表百齡福利會與簡仲庸（即簡瑞鏞）協議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土

     葬區投資開發案及簽立委託墓地規劃設計施工契約書，約定委由簡仲庸在臺中

     市○○區○○段一○五號土地（面積約八○○坪）上進行施工、管理、養護，

     並收取簡仲庸以支票支付之五百萬元保證金，完工後簡仲庸則可取得該部分之

     營運權；再於八十八年七月間，代表百齡福利會與福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福

     陵公司），簽立延續委託墓園規劃、設計及施工契約書，約定委由福陵公司在

     臺中市○○區○○段一○五號土地（面積約一四八○坪）上進行土地墓基設計

     、建設，並於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前陸續收取福陵公司支付之九百八十萬三千

     元保證金。被告丁○○、乙○○、甲○○三人固知悉百齡福利會有上開款項之

     收入，而分別於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年間之三、四月間某日，在上址百齡

     福利會之辦公室內，依被告甲○○提供之數據資料（未將各該年度所收取之上

     開保證金、整地費等款項計入），由乙○○委由不知情之百齡福利會已成年會

     計人員整理後，再委由不知情之位於臺中市○○路上「建興會計師事務所」已

     成年會計人員，製作八十六年度至八十八年度之平衡表、機關團體及其作業組

     織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計算表、機關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書，而未將

     上該收入登載於前開業務上文書內，再於八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八十八年三月

     三十日、八十九年三至五月某日，送予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臺中市分局申

     報，是公訴及原審法院認被告犯有連續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惟上該六

     百萬元及五百萬元支票性質上均屬保證金性質，僅為保證契約履行而提供之擔

     保款項，至多於工程完成後可抵充為價金之一部，或於提供保證金一方有違約

     情事時，可由收受保證金一方逕沒入抵充賠償金，於工程未完成又無違約情事

     時，是否可認屬收入而應申報之，自然大有疑義，況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第二十四條第一、三項及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營利事業承包工程之工期在

     一年以上，有關工程損益之計算，應採完工比例法。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致工

     程損益確無法估計者，得採全部完工法，於完工年度再行計算損益：一、各期

     應收工程價款無法估計。二、履行合約所須投入成本與期末完工程度均無法估

     計。三、歸屬於合約之成本無法辨認」；「所稱完工，係指實際完工而言」；

     「營利事業以包工包料方式建屋預售，符合下列條件者，得以完工比例法認列

     售屋利益：一、工程之進度已逾籌劃階段，即工程之設計、規劃、承包、整地

     均已完成，工程之建造可隨時進行。二、預售契約總顧已達估計工程總成本。

     三、買方支付之價款已達契約總價款百分之十五。四、履行合約所須投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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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成本與期末完工程度均可合理估計。五、歸屬於售屋契約之成本可合理辨認

     」，被告甲○○於八十二年間受百齡管理會委託辦理第一花園公墓納骨塔建物

     及土葬等之設計規劃、興建、行銷、營建及整地開發等相關事宜。臺中市政府

     民政局辦理殯葬業務之課員吳進輝於原審法院證述：納骨塔在八十四年由臺灣

     省政府社會處同意興建，總共聲請三萬八千九百五十六個塔位，九十年只完成

     八百個櫃位，九十二年時骨灰櫃位五千一百九十五個，骨甕櫃位二百二十二個

     ，目前還有三萬多個未完工（見原審法院九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審判筆錄第十

     一至十三頁）。是第一花園公墓之工程，其工期在一年以上，迄今尚未完工，

     又納骨塔位於完工啟用後始得銷售，其各期應收工程價款亦應難以確實估計，

 且只能向相關廠商收取保證金，履行合約所須投入成本無法估計；另施工進度

     與景氣榮枯、消費者對納骨塔位之接受度、購買意願及購買能力均有關連，致

     期末完工之程度亦應難以預估，則本件第一花園公墓工程，依營利事業所得稅

     查核準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應非不得採全部完工法，即俟工程全部完工後

     再行計算申報其損益，本件亦無確切事證證明本件工程符合上該「預售契約總

     額已達估計工程總成本」、「買方支付之價款已達契約總價款百分之十五」以

     及「履行合約所須投入工程總成本與期末完工程度均可合理估計」之應採完工

     比例法申報之要件，則關於本件關於財團法人百齡福利會營造工程，如準用上

     該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關於工程期間收入金額似非不可於全部完

     工後始申報之。

　　(九)再者縱認本件並無上該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準用餘地，惟「行為非出於

     故意或過失者，不罰。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行為人

     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

     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十二

     、十三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必行為人對構成犯罪事實有所認識而有意使其發生

     或發生不違反行為人本意者，始可科以故意刑責，關於財團法人營建工程，於

     工程期間之保證金等收入，是否須依完工比例法申報之，或可於工程完成後始

     一併申報，事涉稅務專業知識，並無事證證明被告對此明悉，而故意漏報上該

     收入，既無故意，核僅屬行政範疇，尚難逕科以業務上登載不實罪責。

四、綜上所述，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丁○○涉有上開幫助業務侵占、行使

   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犯行，及被告乙○○、甲○○涉有上開業務侵占、行使業務

   上登載不實文書犯行，揆諸前揭條文及判例意旨，尚難僅憑推測或擬制之方法，

   即遽認被告丁○○等三人有罪之論斷。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

   被告丁○○等三人有何公訴人及上訴人前開部分所指之犯行，被告丁○○等三人

   之犯罪既屬不能證明，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並未提出可認定被

   告犯行之具體充分事證，所述百齡福利會收入未入帳及賴及常未參與董事會等情

   俱為原審法院調查完盡，並於判決理由詳細說明不構成犯罪之事項，檢察官執持

   前詞指稱被告有違法犯行，並請求從重，核無理由，原審以被告就保證金等收入

   未向稅務機關申報，逕認被告有業務上登載不實違法犯行，亦有未洽，應予撤銷

   ，並另諭知無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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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三百零

一條第一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六      月     三十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袁　從　楨

                                              法　官  郭　同　奇

                                              法　官  姚  勳  昌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  麗  華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七      月      一       日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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