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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十四、十五條

解析與實務

蘇 友 辰

（中華人權協會理事長）

中 華 民 國 一 ○ ○ 年 五 月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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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客座教授即法界資深大老朱石炎先生東吳大學客座教授即法界資深大老朱石炎先生

「檢視與結論」「檢視與結論」

朱教授以本公約第6條(生存權)、第7條(禁止酷刑)、

第9條(人身自由)、第14條(公正審判)、第15條(禁止溯

及既往)、第17條(對干涉及攻擊之保護)及參考「人權事務

委員會」的報告及一般評議，檢視我國刑事訴訟法相

關規定。最後結論是：「本法對於追訴處罰犯罪之程序規

定，與公約要求者大致相符，可謂已達國際水準。」

（司法周刊第（司法周刊第14541454、、14551455期期))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刑事訴訟法之關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刑事訴訟法之關係((上上))、、((下下))」」



第十四條（接受公正裁判之權利）概覽

一、法庭之前平等的權利

二、無罪推定原則

三、最低限度的平等保障

四、少年犯罪審判的特定程序

五、有罪上訴覆判的權利

六、對錯誤裁判損害賠償

七、一罪不二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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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之前平等的權利」
（第14條第1款）

一、法律之前平等→法庭之前平等

二、「法律正當程序」

(獲得法庭公正和公開審訊的權利)

三、「公正審判」的標準與具體作為

(一) 標準－原告與被告之間；檢察官和被告之

間「訴訟雙方平等」原則

(二) 具體作為－第14條第2-7款；第15條

四、公開審判例外

(一) 社會之風化、公共秩序、國家安全

(二) 保護當事人隱私、司法公正

五、公開宣判例外

(一) 保護少年 (二) 婚姻爭執與子女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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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法與法律相關規定】

一、憲法第9條「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

二、法院組織法第86條「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應公開

法庭行之。但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

虞時，法院得決定不予公開。」

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73條「審判得不公開之」、「少年、

少年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請求公開審判者，

除有法定不得公開之原因外，法院不得拒絕。」

四、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8條「性侵害犯罪之案件，審判不

得公開，但經(一)被害人同意、(二)被害人無行為能力或

限制行為能力者，經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經法官

或軍事審判官認為必要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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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法官與陪審、參審及觀審法庭
公政公約第14條第1款：

「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定時，應有權

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判」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79條（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一、「法院之組織不合法」

三、「禁止審判公開非依法律之規定者」

我國憲法第80、81條規定

第80條：「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

任何干涉」

第81條：「法官為終身職，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

宣告，不得免職，非依法律，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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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參與審判與司法民主化

型 態 陪 審 參 審
（專家或國民）

觀 審

施行國家 英、美、加、瑞 德、日、韓、義 我國規劃中

人 員 法官1人、陪審員12人 法官3人、參審員2人

法官3人、參審員6人

法官1人、陪審員5-9人

適 用 案 例 被告否認犯罪之案件為

主

一、全部(輕徵案件除外)

二、重大案件

職 權 有罪、無罪之評議 一、法官與參審員共同進

行有罪、無罪及量刑

決定

二、陪審團意見無拘束力
7

（國家主權以人民為主體，權力出自人民的授權，司法權應
屬國家主權的一環，由國民參與司法裁判形成的過程，並決
意思表示之內容，確屬司法民主化直接而具體化的表徵）



「 無 罪 推 定 」

（第14條第2款）
一、基本的訴訟原則與適用階段

(一)起訴前、 (二)起訴後審判中、 (三)起訴前

至判決有罪確定前

二、適用效力及原則(人權保障與程序正義)

(一)偵查不公開原則

(二)檢察官舉証及說明責任

(三)自白刑求抗辯舉証責任的反轉

(四)嚴格証明法則(超越合理懷疑)

(五)「訴訟雙方平等」原則→武器對等

(六)起訴狀一本主義

三、羈押收容被告與監獄服刑受刑人身分與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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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法與法律相關規定】

一、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之保障)、第16條(人民請願權、訴

願權及訴訟權)

二、司法院解釋(釋字582號第1項)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

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證人

之權利，即屬該等權利之一，且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

序所保障之權利。

三、刑事訴訟法第154條「被告未經審判証明有罪確定前，

推定其為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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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宗的人權思維與實踐老祖宗的人權思維與實踐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
（宋．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引用尚書大禹謨句）

☆「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

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

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
（宋．歐陽修《 瀧岡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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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罪推定」與「有罪推定」「無罪推定」與「有罪推定」

一、公政公約第14條第2款：

「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之前，應

假定其無罪。」

二、「有罪推定」的冷言冷語

云：「我知道你被刑求，但不代表你沒有作案。」

云：「我不相信你是無辜的，你不用說那麼多廢

話，你被打傷又跟我無關，趕快承認。」

云：「我看你們的樣子就不是好人。」

云：「雖然沒有充分証據，但我感覺案子是他們作

的」

云：「起訴的案件不一定要判有罪，但總要給被告

一些教訓。」



司法不願面對的真相司法不願面對的真相

((慘不人道的刑求逼供慘不人道的刑求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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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位公正的檢察官對辦案刑警規勸：

「警察手中握有大權，就像一輪烈日一

樣；如果不謹慎節制，就會傷害到像秋

霜般脆弱的平民百姓。」

日本検察官記章日本検察官記章



「刑事被告最低限度之保障」

（第14條第3款）

一、被告得知被指控的權利(罪名、事實)

二、有適足時間和便利準備辯護的權利

三、不被無故拖延受審的權利(包括民事及刑

事訴訟)

四、保障辯護的權利(包括會見、閱卷、調查

取証、詰問、上訴、異議權)

五、出庭受審及傳訊証人權利(武器對等原則)

六、要求譯員的免費服務(弱勢族群及外國人)

七、禁止強迫被告自証其罪或認罪(保持緘默

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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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法與法律相關規定】

一、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第16條(訴訟權)

二、刑事訴訟法第95條(四項告知)、第27條(選任辯護人)

、第36條(委任代理人)、第156條(自白之証據能力、証

明力、緘默權)、第163條(調查証據及詢問)、第164條

(詰問權)

三、司法院解釋582號解釋(確保被告對証人之詰問權，屬於

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

四、法院組織法第98條(傳譯)

五、法律扶助法第2、14、15條

六、〈刑事妥速審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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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得隨時選任辯護人－第27條

(71.8.4修正公布)

二、訊問被告應全程錄音或錄影，筆錄記載之陳述與錄音或

錄影之內容不符不得作為証據－第100條之一第1、2項

(87.1.21增訂公布)

對照 公政公約第14條第3款第4目

「到庭受審，及親自答辯或由其選任辯護人答辯；未經選任辯護

人者，應告以有此權利；法院認為審判有此必要時，應為其指

定公設辯護人，如被告無資力酬償，得免付之。」

刑事訴訟法保障被告人權刑事訴訟法保障被告人權
超越國際人權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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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或有爭議法令問題例示
1.不符合本公約第１４條第２、３款規定者

(接受公正裁判的權利)

(1)〈〈羈押法羈押法〉〉第２３條第３項規定

「律師接見被告時，看守所應監視之」

(2)〈〈羈押法羈押法〉〉第２８條規定

「被告在所之言語、行狀、發送書面內容可

提供偵查或審判上之參考者，應呈報檢察

官或法官」

2.司法院釋字第６５４號98.1.23

(違反比例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

妨害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牴觸憲法第16條保障

訴訟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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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人權公約」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檢討對律師「監聽」及「監視」的禁制》

－發表於－發表於8989年年22月號月號〈〈全國律師全國律師〉〉月刊第月刊第1717--1919頁－頁－

羈押法第２３條第２、３項規定看守所對律師接見羈押被

告的「監視」祇能看而不能與聞，否則是侵犯律師的「接

見權」。引用：

1.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１４條第３款第３目

2.聯合國大會就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通過的「司法行政的

原則」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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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自由溝通權律師自由溝通權((協商保密權協商保密權))
一、「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２２條：

－確認和尊重律師及委託人之間在其專業關係內

所有聯絡和磋商均屬保密－

(參見司法院98.1.23釋字第654號解釋)

二、「人權事務委員會」解釋：

－要求辯護律師與被告聯繫協商，並完全尊重他

們之間協商的均屬保密。律師必須能夠與其委

託人協商，且不受任何來自當局的限制、影響

、壓力或不當的介入，提供其既定的專業標準

和判斷－



法律扶助 國選辯護、代理律師
一、公政公約第14條第3款第4目
二、法律扶助法（93.1.7公布；93.6.20施行)

「保障人民權益，對於無資力，或因其他原因，
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提供必要之法律扶
助」

三、法律扶助事項（第2條)

(一)法律諮詢

(二)調解、和解

(三)法律文件撰擬

(四)訴訟或仲裁之代理或辯護

(五)其他法律事務上必要之服務及費用之扶助

(六)其他經基金會決議之事項

四、「無資力」認定標準（第3條)

(一)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

(二)每月可處分之收入及可處分之資產低於一般標準者
20



司法院檢討八則部分
第六則：不符公政公約第１４條第３款第４目規定
「法律扶助法」刑事被告獲得國家無償提供法律
扶助。」

【不符合之理由】

為使現行法制更臻完善、強化法律扶助功能，擬作下
列修正：研議整合國家強制辯護與法律扶助制度之法
律扶助法修正草案。冀使法院、檢察官依法應指定或
認有必要指定律師為被告或少年辯護或輔佐之案件，
得由法院、檢察官通知基金會指派律師充任指定辯護
人，並適度擴大刑事被告申請扶助案件時無須審查資
力之適用範圍，使有需要但無足夠資力償付法律援助
之刑事被告，均能獲得國家無償提供法律援助。
【因應方式】

修正草案已著手研擬，並徵詢意見中，俟完成意見整合，
將一併檢討修正相關條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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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1414條第條第33款第款第(3)(3)目目

「「To be tried without undue delayTo be tried without undue delay」」

講義「立即受審，不得無故稽延」或稱「受理

時間不被無故拖延」

「人權事務委員會」解釋

「此項受理時間不被無故拖延的規定，不僅是

指接受審判的時間，另指審判應該結束或被

廢棄的時間不被拖延。總而言之，所有刑事

訴訟程序的階段都必須不被無故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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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
（1950年歐洲人權公約）

1.「凡簽署公約國
家的人民，在自已
的國家用盡一切法
律手段，仍無法獲
得伸張者，就可以
向歐洲人權法院提
起訴訟，控告自已
的 國家違反人權公
約，並要求賠償。

1.「凡簽署公約國
家的人民，在自已
的國家用盡一切法
律手段，仍無法獲
得伸張者，就可以
向歐洲人權法院提
起訴訟，控告自已
的 國家違反人權公
約，並要求賠償。

3. 根據文獻記
錄，義大利司法不
彰遲延審判嚴重，
到2001年10月止，
被自已的公民告到
歐洲人權法院求償
的就有13,000件。

3. 根據文獻記
錄，義大利司法不
彰遲延審判嚴重，
到2001年10月止，
被自已的公民告到
歐洲人權法院求償
的就有13,000件。

2. 歐洲人權法院

在2002年受理844

案件，其中締約國

被控無法在合理審

判期限做出判決即

遲延審判案件就有

471件。

2. 歐洲人權法院

在2002年受理844

案件，其中締約國

被控無法在合理審

判期限做出判決即

遲延審判案件就有

471件。

（以上資料引用江元慶著（以上資料引用江元慶著《《流浪法庭流浪法庭3030年年》》））



《 刑 事 妥 速 審 判 法 》

三 讀 通 過

((自由時報自由時報 99.4.24 A1 99.4.24 A1 焦聞焦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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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殺人劫毒 受惠速審 逃過死刑

25

（聯合報 100年4月7日 A11 社會版）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VS.刑事妥速審判

(法院認附帶民事訴訟確係繁雜，非經長久時
日不能終結其審判者，得以合議裁定移送
該法院民事庭-刑事訴訟第504條)

一、免納裁判費

二、不得抗告

〈請教〉：

刑事訴訟審判經6年或8年審判確定，移送民事庭審

判的附帶民事訴訟是否還要陷入另一訴訟輪迴？有

無違反妥速審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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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式－考慮年齡及促進社會復原的需要

二、原則：

(一)避免遭受犯罪的恥辱

(二)避免刑事懲罰，施以教育措施為主

(三)功利價值優先於公正價值，從形式主

義走向實質正義

「 對 少 年 的 審 判」

（第14條第4款）

27



【我國憲法與法律相關規定】

一、少年件處理法

第1條「為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

境，並矯治其性格，特制定本法」

第27條限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及事件繫

屬後已滿20歲者始得移送檢察官偵查及起訴審判

第71條「少年被告非不得已情形不得羈押」

第73條「審判得不公開」

第78條「對於少年不得宣告褫奪公權及強制工作」

第83條「少年保護事件及刑事案件調查、審理之保密」

二、監獄行刑法第3、8、39條規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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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疲累的族群-爭取休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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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教育礼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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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老師震驚的
是，阿律自述他最

喜歡做的事就是殺
人、火放火、打
架。



一、適用所有被判有罪的人

二、有權利必有救濟

三、目的：糾正錯誤，實現刑事訴訟

保障人權、懲罰犯罪。

「 上 訴 權 利 」

（第14條第5款）

33



【我國憲法與法律相關規定】

一、憲法第16條(訴訟權)

二、刑事訴訟規定

第344-346條(上訴權人)、第361條(第二審上訴)

第375條(第三審上訴)、第441條(非常上訴)、第344條

(五)(宣告死刑、無期徒刑案件職權送上訴)

三、軍事審判法第180條(上訴主體)、第181條(職權送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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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政公約》第9條第5款規定祇適用於

「非法逮捕或拘禁」之情況，本條項適用

所有類型的刑罰。

二、限於經終局判決定罪受刑之人，事後因

新証據之發現或提出，証明誤判而撤銷或

免刑者。

三、例外：証據未及時提出，應由本人負責

全部或一部。

「因誤審而獲得賠償的權利」

（第14條第6款）

37



【我國憲法與法律相關規定】

一、憲法第24條(公務員責任及國家賠償責任)

二、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再審事由)

三、冤獄賠償法

(一) 第1條(冤獄賠償之範圍)

(二) 第2項第2款規定：受害人

「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判決無罪，不受理或撤銷強

制工作處分確定前，曾受羈押、收容、刑之執行或

強制工作」得依本法請定國家賠償。

(三) 第2條(賠償請求限制)

(四) 第22條(賠償經費之負担及求償權)

38



落實兩公約及大法官解釋
《冤獄賠償法》全面翻修 更名為《刑事補償法》

（司法院2011年3月2日第138次院會通過，並於100年

3月3日函送行政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一、根據
(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5款、第14條第6款（人身自

由受非法拘束或因誤審定罪而受刑罰之人，應有權依法請求填補其

損失）

(二)大法官99年1月29日釋字第670號解釋

二、修正觀念、原則及重點
(一)揚棄「損害賠償」的概念，基於人民協助國家實現刑罰權或為實施

教化、矯正之公共利益，對特定人民羈押、收容、留置、刑罰、保

安處分之執行所作「特別犧牲」的理論，改為「補償」觀念。

(二)不以行使公權力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害行為為

要件。

(三)原冤獄賠償法第2條第3款不得請求賠償規定，不符憲法保障人民身

體自由及平等權之意旨，違反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

(四)受害人誤導偵查審判的「自招犯罪」或特別行為致遭羈押，應減少

其補償金額。 39



(五)送立法審議前又修改為：

「補償請求之事由係因受害人意圖頂罪而

虛偽自白、湮滅、偽造、變造、隱匿証

據、逃亡、勾串共犯或証人所致者，受

理補償得不為一部或全部之補償」

(司法院第138次院會核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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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可怕的司法疏忽」「可怕的司法疏忽」
一、可觀的死刑誤判記錄

美國自1900年至1991年之間因「司法疏忽」製造了141件死刑誤判

（日本戰後也發生島田、免田、財田、松山死刑誤判事件）

二、原因之探討

(一)証人的謬誤（漫不經心、誤認、錯覺、偏見及因仇視、報復心態

作祟而蓄意說謊偽証）

(二)警察預設立場、誤導、疲勞審訊、刑求取供、栽贓誤陷、隱藏証

據及運用科學鑑定的錯誤。

(三)檢察官受騙、急切、傲慢偏見。

(四)辯護律師不稱職、急功好利。

(五)陪審團之草率失誤、種族歧視、不法原因及

不當輿論干擾。

( 2000年7月商周出版《雖然他們是無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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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賠240萬美元

美國德州五十一歲男子杜普利（Cornelius Dupree Jr.）於一九八○年因強
暴和搶劫罪入獄服刑，如今才因ＤＮＡ鑑定結果不符，獲改判無罪，恢復自
由之身。但杜普利已經蒙受卅年冤獄的煎熬。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達拉斯一名廿六歲女子遭受歹徒強暴和搶劫，指認杜普
利和其友人為嫌犯。杜普利隔日被捕，並後來遭判刑七十五年。服刑期間，
杜普利至少有兩次機會，只要認罪即可獲假釋出獄，但杜普利始終堅持清白
，不斷要求上訴。
去年七月，杜普利假釋出獄，一周後ＤＮＡ鑑定結果出爐，證明他並未犯罪
。有關當局再次進行ＤＮＡ比對，確定與該案嫌犯不符合後，終在四日撤銷
杜普利的罪名。杜普利欣慰地說：「只要是真相，就該堅持下去。」
根據德州的冤獄賠償法，杜普利每服刑一年可獲八萬美元（約台幣二百卅四
萬）賠償，共可領到二百四十萬美元（約台幣七千零廿一萬），且不需課徵
聯邦所得稅。此外，他還有終生年金可領。
總部設於紐約的冤案平反組織「清白計畫」（Innocence Project）表示，美
國因ＤＮＡ鑑定重獲清白的個案中，只有兩位服刑時間比杜普利長，分別是
佛州的拜恩（James Bain，服刑卅五年）和田納西州的麥肯尼（Lawrence 
McKinney，逾卅一年）。 2011-01-06 中國時報 國際新聞A18



冤獄冤獄3535年年 DNADNA還他清白還他清白

聯合報聯合報 9898年年1212月月1919日日 星期六星期六 A21 A21 國際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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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林寶蓮 獲得清白

44
（中國時報 社會新聞 A10 100年4月18 ）



被告冤獄賠償 VS.犯罪被害人的保護

【請教】

因為警察抓錯人，檢察官起訴錯誤，法官審判採

証認定事實也發生錯誤，纏訟一、二十年之後，

被告獲判無罪確定，並得到冤獄賠償，犯罪被害

人因相信法院偵查審判正確無誤而一路跟從陪審

，以協助法院確認及實現國家刑罰權，心焦力瘁

，所費不貲，也是一種「特別犧牲」，最後竟然

是一場空，國家是否也應該相對給予適當的補償

，以求平衡對待？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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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作戰司令部謝姓女童被姦殺命案

錯殺江國慶悲劇不能重演錯殺江國慶悲劇不能重演
(86年8月13日執行槍決)

一、被告被刑求的自白

二、蕭開平的解剖鑑定

三、謝松善的鑑定結論：

「並由血跡型態重建情形，印證嫌

犯自白與表演殺害女童的過程與姿

勢之真實性。」
(引自「日新」期刊謝松善專文記述)



如何實踐「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有關侵害基本人權之有效救濟及損害賠償？

一、公政公約第2條第3款第(一)目規定

「確保任何人所享本公約確認之權利或自由如遭受

侵害，均獲有效救濟，公務員執行職務所犯之侵

權行為，亦不例外。」

二、公政公約第9條第5款規定

「任何人受非法逮捕或拘禁者，有權要求執行損害

賠償。」

三、公政公約第14條第6款規定

「經終局判決判定犯罪，如後因提出新證據或因發

見新證據，確實證明原判錯誤而經撤銷原判或免

刑者，除經證明有關證據之未能及時披露，應由

其本人全部或局部負責者外，因此判決而服刑之

人應依法受損害賠償。」
47



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補償及回復名譽

民國76年7月15日解嚴令公布，結束長達38年的戒嚴

統治。政府為勇於面對真相，積極化解仇恨，撫平歷史

傷痛，促進族群融合，終結悲情對抗，特於民國87年

6月17日制定公布「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碟審判案

件補償條例」，並於同年12月17日施行，補償因遭受

不當審判所形成的冤、錯、假案，而被剝奪生命、自

由、財產之受害者，予以金錢補償及回復名譽。

〔〔我們堅信生命無價，自由是神聖不可侵犯我們堅信生命無價，自由是神聖不可侵犯〕〕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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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自民國８８年３月９日成立以來，截至民國100年3月31日受理申請補償案
件，業經審查完成者共計9.093件，有關審查結果及案件類型如下列統計表
所示：（截至98.6.30為計核發19.154.200.000元）

台灣地區民國３８年５月２０日零時戒嚴

民國７６年７月１５日零時解嚴

有長達３８年人民的自由與權利受到限制與剝奪

此表截至民國98年8月31日



回復名譽証書
（平反冤曲．遠離污名）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府長期實施戒嚴

使民主發展與人權保障受到阻礙

前輩因政治案件致生命或自由剝奪、尊嚴被侵害

政府秉持勇於面對歷史事實與誠意負責的態度

檢討反省過去所造成之錯誤

致力重建自由、民主、安定與祥和的社會

（受頒人姓名）先生及家屬因政治案件名譽受損

中華民國政府特頒此證 以回復名譽
50



前南非聖公會大主教戴斯蒙．屠圖(Desmond Mpilo Tutu)

1984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致力於廢除種族隔離政策）

19951995年年並出任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並出任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
中國時報 96年4月17日 A2 焦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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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止雙重歸罪原則－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

受兩次審判。

二、同一案件在更審及再審程序不受限制

三、實體真實的發現與司法程序之公正

四、從保護人權的角度出發－凡初審法院認定被

告無罪的判決，即應視為最終審判（維護法律

與司法的尊嚴與威信；維護社會秩序與公共安

全）

「一罪不二審原則」

（第14條第7款）

52



【我國憲法與法律相關規定】

刑法第9條規定：

「同一行為雖經外國確定裁判，仍得依本法處斷。但在

外國已受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者，得免其刑之全部或

一部之執行」

第420條（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

第422條（為受判決人不利益聲請再審）

第2款規定

（受無罪或輕於相當之刑之判決，而於訴訟上訴訟外自

白或發現確實之新証據，足認其應有罪或重刑判決之

犯罪事實者。）

53



〈司法公正〉．〈發現實體真實〉．〈一罪不二審〉

一、大陸法系
刑事訴訟最終目的為發現真實，以期還原事物的真相，

最大限度地維護社會公共秩序與安全。

二、普通法系（英美法系）
事實的真相是永遠無法認知的，對維護社會公共秩序最重要

的不是實體真實的發現，而是司法程序之公正，此乃由於科

學技術和自然客觀規律的原因，審判祇能依據所能得到的証

據，盡可能地接近事實的真相，而不能完全瞭解事實的真相

；而司法是否公正卻是所有人每天都可以看得見的現狀。

限制國家公訴機關不惜一切代價追求所謂「事實真
相」，有利於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
一罪不二審原則正是選擇司法公正高於所謂「發現實體真實

」的必然結果。(參閱中階講義 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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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憲法第5修正案
（禁止雙重危險條款VS.重新審判）

一、陪審團認定被告無罪，該案件即終結，檢察官不得對無罪

判決提出上訴，並應釋放被告。

二、憲法第5條正案之雙重危險條款，人民不得為同一罪行二

次被置於危及生命或肢體的處境，故禁止檢方對宣告無罪

之案件再行起訴被告。

三、陪審團認定被告就起訴案件有罪，法官將排定審判後動議

之程序及對被告量刑程序。法官亦得立即羈押被告。

四、法官依照辯護人所提出的審判或後動議審查，如認定審判

有實質錯誤，可准許另組新的陪審團重新審判。

(司法周刊100.2.24第1531期《美國聯邦刑事審判實務-以兩造對抗

(ADVERSARY SYSTEN)為中心》頁16、17、24）

－美國伊利諾州北區聯邦地區法院院長James F.Holderman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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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院 檢 討 八 則 部 分
第七則：刑事訴訟法第422條(為受判決人不利益聲請

再審)   第2款規定

(受無罪或輕於相當之刑之判決，而於訴訟上訴訟外

自白或發現確實之新証據，足認其應有罪或重刑判

決之犯罪事實者。)

【結論】不符公政公約第１４條第７款規定

「任何人依一國法律及刑事程序經終局判決判定有罪或無

罪開釋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科刑。

【因應方式】

司法院2011年3月2日第138次院會決定刪除，
以保人權。 (參見司法周刊第1532期) 56



「殺警案再審 李得陽收押」

57

《自由時報》 2011.4.1 B2 社會焦點 剪報



刑事罰與行政罰的競合

一、刑事訴訟程序（一事不再理）

同一行為不能受二次以上之追訴處罰；但不同種類之處罰，
如刑罰與行政罰、行政罰與懲戒罰，發生競合情形，並非不
能併科，例如－走私行為依懲治走私條例判刑，海關仍得依
海關緝私條例為沒收貨物及罰金之處分（因二者性質不同，
分別依照規定予以處罰，於法並無限制，不生重複問題，行
政法院49年判字第40號）

二、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同時觸法之適用）

「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
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
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

「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
理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

（參閱 吳庚著「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九版 頁5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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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違規 可以一事二罰？

一、依高等法院法律座談會見解，交通違規「一事

不應二罰」，法務部認為不妥，指刑法與行政罰

是不同的法律概念，擬修法推翻高院見解，未來

類似酒後駕車案例，同時觸犯刑法和行政罰，行

政機關有權在檢方處以緩起訴處分時，一併處以

行政罰鍰。

二、高等行政庭陳晴教表示，尊重主管機關修法權

責，萬一日後有民眾認為新法有侵害人權等爭議

，可透過大法官會議釋憲。

(參見自由時報 2011.1.6社會焦點 B2社會線上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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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來源不明罪
(貪污罪+行政罰鍰)

一、(報導)法務部2011年3月完成貪污治罪條例的「財產來源

不明罪」修正草案，已送請行政院審查，刑度從現行最重

三年徒刑，提高到五年，同時放寬構成要件，亦即摘掉現

行須以偵辦貪污罪為前提的「帽子」(貪污被告不說明財產

來源罪)，未來公務員「只要在一定時間內財產暴增，又不

能說明」時就能起訴。 (自由時報 2011年3月27日 政治新聞 A4)

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12條第2項規定

受查詢之個人財產不正常增加(兩年度申報財產之比較增加

總額超過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全年薪資所得總額一倍)

，申報義務人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

說明不實者，處15萬元以上3百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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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禁止溯及既往之刑罰）概覽

一、禁止溯及既往適用刑罰及罪刑法

定原則

二、例外－國際公訴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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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法律不適用於舊行為（法治國之安定性
及信賴保護原則）

二、禁止刑事審判適用舊刑法犯罪發生時國內
法或國際法所未規定之刑罰。

三、禁止追溯原則及於公訴時效與不利被告判
例之變更，即不允許將：

(一)適法行為解釋變更為違法行為

(二)較輕構成要件的行為解釋變更為較重構

成要件

「 刑法效力不溯既往」

（第15條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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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法與法律相關規定】

一、刑法
第1條：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

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
第2條：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

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
行為人之法律。
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處罰或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後，未執行或執行未
完畢，而法律有變更，不處罰其行為或不施以保
安處分者，免其刑或保安處分之執行。

二、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
「犯罪非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所定之訴訟程序，
不得追訴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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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歲女童遭性侵害案 VS.罪刑法定原則
△刑法第221條第1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違反其意願方法而為性交」(強

制性交罪)

△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前條之罪而「對未滿14歲以下之男女犯之者」(加重違反意

願性交罪)」

△最高法院於99年9月7日第七次「刑事庭會議」表決通過

刑法第221條所謂「其他違反意願云云」如在未滿十四歲情形

，應從保護被害人角度解釋，不必拘泥於行為人必須有具體的

「違反意願」之表示。

故被害人未滿七歲者，應以「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加重違反

意願性交」論罪。理由：

(1)參照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立法意旨

(2)民法認未滿七歲兒童「無意見能力」

(3)參照〈兩公約〉保護兒童及少年的精神 64



刑法第91條之1（95.6.30修正）

（由刑前鑑定強制治療處分改為刑後強制治療處分）

95.6.30前出獄者不適用，法務部研議溯及

既往，經鑑定具有高度再犯危險性者，由

法院審查確認之後再裁定實施科技監控及

強制治療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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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後強制治療無不溯既往問題」？
－林國政性侵姦殺雲林國二女生事件－

2006年7月1日修法後由「刑前」改為「刑後」

(一)法院宣告刑執行完畢高危險性侵犯所採住院或

社區治療的醫療措施。

(二)本質不在於懲罰與阻卻犯罪，不是變相刑後拘

禁，而類似精神病患的強制住院，乃社會為了

保障無法自行就醫者的自身權益與公共利益所

採取的醫療介入，屬於一種「民事付託」而不

是刑事範疇，無不溯及既往問題。

( 參見中國時報 100.3.25   A18時報論壇 班嘉明醫師 )
66



首長特別費除罪化 VS. 修法溯及既往

〈100年5月4日新聞報導〉

立法院昨日三審通過增訂會計法第99條之1規定：

「中華民國95年12月31日前，各機關支用的特別費，其報支
、經辦、核銷、支用及其他相關人員的財務責任均視為解
除，不追究行政及民事責任；如涉及刑事責任者，不罰。
」

〈特偵組表示〉

現偵辦中143件，除其中32件涉案期間橫跨96年1月1日繼續

偵辦外，其他包括連戰、吳敦義等可以簽結。

〈立法院長王金平表示〉

涉入特別費案人數達7,500人，「潛在被告」多達兩萬人，一

定要修法解決「歷史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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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刑法定VS.溯及既往
（有利從舊及從輕原則）

行為時法 裁判時法 適用法律 效力

不認犯罪 犯罪 行為時法 現行法無溯及力

犯罪 不認犯罪 裁判時法 現行法具溯及力

犯罪 犯罪 行為時法 現行法無溯及力

犯罪

（刑度重）

犯罪

（刑度輕）

裁判時法 現行法有溯及力

罪刑法定原則禁止「不利」於行為人的溯及既往，但允許「有利」
於行為人的溯及既往。

（參照中階講義第9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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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效力不溯既往之例外」

（第15條第2款）

一、根據國際法構成犯罪，排除適用不溯既往之

原則

二、罪名：戰爭罪、違反人道及破壞和平罪。

三、案例：

(一) 二次大戰後審判戰犯

(二)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宣告納粹對待

猶太人的國籍法違背正義為違憲

四、法律正當溯及既往與事後羅織犯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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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刑 事 法 院

一、設立：

聯合國1998年7月17日在羅馬通過「羅馬規約」，至2000

年12月31日限期前共有139個國家簽署，於2002年7月7日

正式在荷蘭海牙設立「國際刑事法院」。

二、組成：

四個部門：院長會議、上訴庭、審判庭和預審庭；檢察官
辦公室；書記官處

三、管轄權內的罪行：

1.滅絕種族罪、2.危害人道罪、3.戰爭罪、4.侵略罪

（取材自：蔡明殿《國際刑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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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達費血腥震壓違反人道罪

聯合國安理會2011年2月26日一致通

過決議移送國際刑事法庭調查追訴

利 比 亞 茉 莉 花 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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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行使「罪刑宣告無效」之特赦

一、總統依憲法第40條及赦免法第3條後段規定所為罪刑無

效之特赦，其發生效力有：

(一)對於已執行之刑，不生溯及既往之效力。

(二)其經宣告褫奪公權者，自赦免令之日起，回復其公

權。

(三)至因有罪判決確定而喪失之公職，有向將來回復之可

能者，得由當事人聲請人聲請主管機關依有關法律處

理之(司法院釋字第283號)

二、蘇炳坤案、江國慶案冤獄賠償問題。

72



一、公正審判是司法改革的終極目標
(一)司法固然是正義的最後防線，但又是權利機義務關係與社

會正義的最終裁決者，所以人權的保障必須透過司法來實

現，同時司法本身的良窳，也正是人權的一部分。在這樣

雙重的使命之下，如何建立一個專業、獨立、效率而受人

民信賴的司法，也是實踐人權最重要的工作。

(二)公約所揭櫫的公正審判的要求，其實是司法永無止境追求

的目標，現今社會對司法的期待日益提升，對司法改革要

求也日益殷切，司法主事者更要參酌公約精神，大步推動

司法改革。

（司法院長賴浩敏大法官100.5.2專題演講

《兩人權公約在我國司法上的實踐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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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約翰．甘迺迪 1961年1月20日

〈就職演講〉

「自由社會若不能幫助眾多的窮人，它也不能保全

那少數的富人。」

「各方合作建立一個新的法治世

界，強者公正，弱者安全，和

平得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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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人權宣言〉的昭示
(一) 「人類一家，對於人人天賦尊嚴

及其平等而且不可割讓權利之確

認，實係世界自由、正義、和平

之基礎。」（序言）（序言）

(二)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

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

知，並應和睦相處，情同手足。」

（第一條）（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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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念聯結；人權吶喊！四、理念聯結；人權吶喊！

〈問世間人權為何物？〉

－生死相許－夢寐以求－

－一個地球，共同的責任－

－視病如親－愛民如子－

－肯定自已，尊重別人－

－敬天，惜地，愛人－－敬天，惜地，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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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歡迎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