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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新聞稿 
T a i p e i  D i s t r i c t  P r o s e c u t o r s  O f f i c e  P r e s s  R e l e a s e 

發稿日期:105年6月8日 
聯絡人：張介欽襄閱主任檢察官 
電話：（02）23146881 

 

臺北地檢署偵辦柯文哲使用 MG149 專戶涉嫌違反貪污治罪

條例等罪嫌案件，於今日偵查終結，茲簡要說明如下： 

 

壹、 偵查結果 

一、被告柯文哲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罪及涉犯刑法背信、詐欺

取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公務員假借職務機會煽惑他

人犯罪及違反商業會計法、稅捐稽徵法等罪嫌，均因罪嫌不

足，予以不起訴處分。 

二、另柯文哲因本案事實告訴羅淑蕾涉嫌違反選舉罷免法意圖使

人不當選及涉犯刑法加重誹謗罪、誣告罪部分，亦因撤回告

訴及犯罪嫌疑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貳、 本案之告發要旨 

本件據羅淑蕾告發意旨略以： 

一、被告柯文哲於民國 89年兼任臺大醫院外科加護病房主任時，

在「臺大醫院 402 專戶」下，向該院申請設立「外科加護醫

療經費（代號：MG149，嗣因被告轉任創傷醫學部主任，乃於

102 年 3 月起更名為「急重創醫療研究經費」，代號仍為

MG149，下稱「MG149 經費」），並擔任上開經費之管理人，且

自 92年 12月 23日起，未經院方許可，私自訂定「外科加護

醫療經費 MG149 法規」（下稱「MG149 法規」），作為上開經費

及其團隊成員相關經費收支、管理之依據。該「法規」明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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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經費來源包含：企業或個人贊助、承攬臨床試驗及各種研

究經費（含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已改制為科技部，下稱國

科會]、國家衛生研究院[下稱國衛院]、行政院衛生署[已改

制為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院際合作計畫、院內計畫等

研究計畫及臨床試驗計畫等）、MG149 團隊成員人頭稅（會

費）、承接外界工作收入等，並將經費帳目區分為「公帳」、

「SICU 私帳」、「個別帳」、「臨床研究帳」等項目，又在合庫

臺大分行開立「私帳」帳戶，以管理上開經費，竟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利益，私設上開「私帳」帳戶，用以接受廠商或個

人捐款，規避「臺大醫院 402 專戶」之管理與監督，且造成

原本應捐至上開專戶之捐款捐入「私帳」，使臺大醫院無法自

該等廠商或個人捐款獲取一定比例之統籌運用款，而受有損

害。 

二、其在臺大醫院任職期間採購該院使用之離心式體外循環機

（ECMO，下稱葉克膜）機器設備業務，為刑法所稱之公務員，

竟仍收受廠商之捐款，使廠商因此順利獲得標案，二者存有

對價關係，以此方式向廠商收取回扣，或收受賄賂、不正利

益。亦明知依上開學術研究支援專款管理要點規定，「MG149 

    經費」及其他計畫經費之運用有其範圍限制，且應依院內程 

    序提出經費動支需求，其經費支出及核銷均應依照政府機關 

    相關規定辦理；竟長期以廠商所提供之不實發票，填製不實

之支出憑證黏存單等會計憑證後，持向臺大醫院、臺灣大學

核銷「MG149經費」及相關研究計畫經費等公款，又以人頭虛

報研究助理薪資，致臺大醫院、臺灣大學審查人員陷於錯誤

而撥付款項，以此方式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 

三、另被告胞妹柯○蘭並非 MG149 團隊成員，竟能使用「MG149

經費」，亦與相關規定不合，並對於「MG149 經費」及團隊成

員對外承攬之研究計畫、臨床試驗等經費，以「MG149 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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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如經費有結餘，五五分帳，即五成存入 MG149 「公帳」，

另五成存入「個別帳」；存入「個別帳」之款項可供私人運用。

又分別規定該經費提供「洗錢」之用，成員可將款項匯入「公

帳」，由「私帳」支出現金（洗錢），而將上開屬於公款之經

費不法兌現金錢後挪為私用，詐取財物，團隊成員可將款項

捐入「MG149經費」中，供私人運用，先捐入，再領出，扣抵

所得稅等情，以此不正方法教唆、幫助他人逃漏稅捐，且係

煽惑他人犯罪。 

參、不起訴處分之要旨： 

一、本案相關經費、帳戶之說明 

 

(一)「MG149經費」：即被告於 89年間依學術研究支援專款管理要

點向臺大醫院申請之「外科加護醫療經費」，由捐款人捐贈至

「臺大醫院 402專戶」，指定用途於「MG149經費」，由被告依

規定支用、核銷。 

(二)「MG149團隊經費」：依被告所訂「MG149法規」規定，除上

開「MG149經費」外，尚包括團隊成員承攬之各項研究計畫、

臨床試驗等經費（以上為公帳）及互助金（私帳）。 

(三)「公帳」：以團隊成員名義申請來自國科會等研究計畫、臨床

試驗之經費或捐款（即「MG149經費」），款項在臺大醫院 401、

402專戶或臺灣大學作業基金專戶，須依規定報支、核銷； 

「個別帳」：屬虛擬之預算控制帳，係針對團隊個別醫師申請

來自國科會等研究計畫經費，編制專帳控制其預算支出之紀

錄，由個人決定支出，未列為「個別帳」者，則由團隊共用；

「私帳」：係指團隊成員繳交之互助金，亦為團隊共有之現

金，非公款，有銀行實體帳戶，並具有調控各項帳目之功能。 

 

二、被告所涉貪污治罪條例罪嫌部分 

告發人指稱被告涉嫌不法支用、核銷上開「MG149 經費」、「 

MG149團隊經費」，及收受葉克膜相關廠商款項，涉有貪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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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條例之利用職權詐取財物、圖利、收取回扣、收受賄賂等罪

嫌部分；依最高法院 103年度第 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

被告無論係臺大醫院醫師或臺大醫學系教授之身分，其管理、

運用「MG149經費」、從事研究計畫而採購物品、核銷計畫經

費或參與部分採購葉克膜程序，因其非屬總務、會計等辦理採

購之專業人員，且因採購物品並非攸關國計民生，是被告非屬

刑法上之公務員，自無從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相關罪名。 

 

三、被告向臺大醫院申請設立「MG149經費」有無不法 

被告所申請設立之「MG149經費」，係依臺大醫院學術研究支

援專款管理要點規定簽請核准成立，且臺大醫院已核准設立

400餘項類此經費，自難指為違法。  

 

四、被告是否涉嫌以不實發票核銷相關經費部分 

經本署調取「MG149經費」歷年支出憑證（共 29冊）、由被告

所擔任計畫主持人之研究計畫共 27項之原始憑證（共 58冊及

光碟 1片），比對相關分類明細帳等帳冊查核結果，除劉○意

另案所涉以不實發票 3張核銷經費（此部分已經本署為緩起訴

處分確定）外，並未發現被告有持不實發票向臺大醫院、臺灣

大學核銷請款或虛報研究助理薪資之具體事證。且此部分經審

計部、教育部於 103年 10月間分別至臺大醫院就地抽查結果，

亦認相關經費支出、核銷並無違反規定。 

 

五、被告於 MG149 團隊設置「私帳」是否涉有不法 

(一)被告辯稱於 MG149團隊中設置「私帳」，並以各時期團隊歷任

醫務秘書於合庫臺大分行所開立之帳戶為「私帳」之實體帳

戶。其性質除屬團隊成員之互助金外，並具有調控對團隊其他

帳目之功能，亦即除可用於春酒、春遊、禮金等用途外，對於

團隊成員所需研究支出，亦可先由「私帳」先行墊付或支出，

嗣後再返還給「私帳」，或以成員「個別帳」調整（即轉為「非

個別帳」供團隊公用）之方式返還等語，均與證人劉○意所證

「MG149法規」規定之運作方式大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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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G149法規」所稱「計畫剩餘經費，五五分帳，若要由私帳

洗出現金，扣 10%費用」、「提供洗錢之用，方法：匯入公帳，

由私帳支出現金（洗錢）」等節，似有透過該制度將「私帳」

作為洗出研究經費款項之管道。惟查，證人蔡○如、劉○意

均具結證稱：MG149團隊的「私帳」，除具有互助金用途外，

亦有透過資金調度以調控團隊帳目之功能，其作法除由「私

帳」代墊相關研究經費或人事費外，團隊醫師為研究所需，

尚可先由「私帳」支領款項，日後若未將款項返還「私帳」，

則自其在團隊之「個別帳」（即其原本得自行決定運用，但仍

應依規定辦理核銷之「MG149經費」、研究計畫、臨床試驗等

經費）中扣除該額度，扣除部分則於帳目上轉為團隊「公帳」

（非「個別帳」），由團隊全體成員統一調度、共同使用，但

仍需依相關規定核銷等語。經核與被告所辯相符，並經查核

相關扣案帳冊屬實，堪認被告所辯為真。是團隊成員如以財

務調度方式自「私帳」支出現金，而該支出須係供研究所需，

且由該醫師扣除之「個別帳」亦轉為團隊公用，對於團隊整

體利益而言，自無何損失可言。又因被告之 MG149 團隊之相

關研究均與醫療學術研究或臨床試驗有關，成員間共用或相

互支援團隊資源，並非法所不許，但對於各項經費支出與核

銷，自仍應依相關規定辦理，要難認定被告有何不法。 

(三)另所謂「經費如有剩餘，五五分帳」，係指團隊醫師所承接的

臨床試驗經費，在扣掉所有管銷費用後，如有剩餘款，依契

約約定或依規定得免繳回，而仍留於校方或院方時，為規劃

後續支用，在團隊帳務作帳中以「個別帳」或「非個別帳」

各列二分之一之方式處理，並非將研究經費擅自分贓，挪為

私用等情，此經比對扣案相關帳冊結果，均查無有將計畫剩

餘款項分帳後存入「私帳」帳戶或被告個人帳戶之情形。 

 

六、柯○蘭曾使用「MG149團隊經費」是否涉有不法 

柯○蘭曾於 96年間自「私帳」支出 6萬 9,100元、1萬 6,300

元，並用於國衛院資料等研究用途。嗣於同年將上開支用款項

如數捐入「臺大醫院 402專戶」，並指定用途於「MG149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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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91年至 96年間共捐款 47萬 2,450元）。雖柯○蘭雖並非

MG149團隊成員，但其先自團隊「私帳」中借支經費，從事研

究之用，嗣後再將預支款項捐回「MG149經費」中，列為團隊

「公帳」，供團隊成員使用，對團隊整體權益而言並無損害，

是難認被告或柯○蘭有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或損及 MG149

團隊成員之利益，自難成立侵占或背信犯行。  

 

七、被告是否涉犯幫助逃漏稅捐、煽惑他人犯罪罪嫌 

被告所訂「MG149 法規」雖有規定，捐款人（醫師）可將款項

捐入「MG149經費」中，供私人運用，先捐入，再領出，扣抵

所得稅等情，經查確有 16名醫師，曾於 95年至 103 年度以臺

大醫開立之捐款收據申報列舉扣除額以扣抵各該年度個人綜

合所得稅，然因上開醫師之捐款，係依學術研究支援專款管理

要點規定捐贈，取得臺大醫院開立之正式收據後，再依法列報

扣除額，減免個人所得稅，且「MG149經費」中之捐款縱列為

團隊醫師之「個別帳」，其支出仍須依規定用於學術研究用途，

並應檢據向醫院辦理核銷，經逐層審核後始得撥款，此與其他

「假捐贈、真逃稅」之案件情節（例如：捐贈取得收據後，立

即以補助款等名目取回大部分捐贈款項自用等）容有不同，尚

難認係以詐術或不正方法逃漏稅捐。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就此

部分亦認為只要該經費相關支出均為臺大醫院業務所需，並確

實有聘用研究助理、購買耗材、文具用品、繳交會費之事實，

即無違法等情，此有該局 105年 3月 30日財北國稅審三字第

1050011326號函在卷可稽。是均難認上開醫師之捐贈、申報

稅捐行為，係以詐術或不正方法逃漏稅捐，即無從認定被告所

訂「MG149法規」上開之規定，涉犯教唆他人逃漏稅捐或煽惑

他人犯逃漏稅捐罪嫌。  

 

八、被告收受特定葉克膜等廠商款項是否有不法 

本案經清查相關資金帳戶，被告所採購離心式體外循環機機器

設備之廠商曾於 89年至 102年間，以現金存入「私帳」帳戶

共 570萬 9,771元；及分別匯款 80萬元、12萬 4,000元 至



 7 

被告交由助理使用之 2銀行帳戶（以上共 663萬 3,771元）；

並以捐贈方式捐款 365萬 2,480元至「MG149」經費。另有醫

療器材廠商亦曾存入「私帳」共 24萬 4,186元；惟前開款項 

係屬被告或其團隊成員參與國內外葉克膜研討會、教育訓練等

之報酬；抑或為大陸地區醫療團邀請被告演講之報酬等情狀， 

分據證人江○萍、MG149團隊醫師陳○祥、黃○健等人於偵查

中結證在卷，自難認係相關廠商為取得臺大醫院葉克膜採購案

而支付之對價。再稽之上開帳冊顯示，廠商匯入之款項均係存

入團隊「私帳」或匯入團隊使用之被告帳戶，廠商捐贈至「MG149

經費」部分亦屬「公帳」，應依院方規定支出與核銷，均非被

告自己所得私用之款項。自難遽認被告有何為自己不法利益之

意圖，除因被告非屬刑法之公務員而無貪污治罪條例相關罪嫌

之適用外，亦無從認定被告有刑法背信之犯行。 

 

九、綜上，本案尚查無被告涉有告發人所指之相關犯行，應認其

犯罪嫌疑，尚有不足。 

 

十、附此敘明部分 

(一)本案經本署偵查結果，雖認被告並無告發人所指之相關犯行 

    ；而臺大醫院依學術研究支援專款管理要點所設前揭「臺大 

    醫院 402專戶」及相關 400餘項「MG」經費，除前揭監察院

糾正案指有違失部分外，亦難認有不法，惟上開要點並未要

求經費申請人應提出研究、教學計畫或研究成果，且規定得

報支經費之用途極為廣泛，各項「MG」經費收入甚鉅（以「MG149

經費」一項之歷年收入即高達 4千餘萬元），經費支用期間又

無限制，非無產生流弊之可能。而被告再以其「MG149法規」

鼓勵團隊醫師運用該制度捐款、抵稅，造成少數醫師得以此

方式捐款後，於團隊內長期獲取聘用助理、購買設備等資源，

另一方面又可持捐款收據於報稅時列報高額所得扣除額，減

免繳納所得稅，易使外界產生課稅不公平之疑慮，確非合理。

此部分允宜由臺大醫院或其主管機關再行檢討，以避免再發

生類此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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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者被告於前揭擔任臺大醫院醫師、臺大醫學院教職期間，

因參與相關葉克膜研討會、演講或教育訓練等而獲有前述因

兼職所得之相關報酬，廠商人員多以現金方式支付，則被告

或其團隊成員是否涉有漏報所得等情事，本署將於本案確定

後另行函請稅捐機關查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