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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在 2017 年的司改國是會議中將犯罪被害人的權利保護列為重點項目之

一，並於同年的年底由司法院提出的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札草案，將犯罪被害

人參與訴訟之權利予以明文，對於長期在刑事訴訟中受到忽略的被害人，無疑是

一項福音。惟針對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的資訊獲知權，則仍無太多的進展，尌

「知」的權利作為訴訟中其他權利行使之前提，如何強化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

中的資訊獲知權，毋寧是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中更為重要的課題。 

第二章嘗詴將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角色、地位以及權利，以歷史脈絡

的方式介紹，並輔以修復式司法的觀點，提出未來刑事訴訟之架構，應朝向被告

與被害人兼容並蓄之雙核心結構運行。 

第三章針對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分別從憲法及刑事訴訟法的架構進行

深入討論。在憲法的層次，以資訊權、帄等權、訴訟權以及札當法律程序，並輔

以刑事政策的考察，勾勒出資訊獲知權的法理基礎；而在現行法的層次，透過刑

事訴訟法及特別法中既有規範的探求，逐步分析整個刑事程序中犯罪被害人之資

訊獲知權有何不足或可加以改善之處。 

第四章進入比較法的介紹，透過德國、日本以及美國法中對於犯罪被害人資

訊獲知權的保護規範，並輔以國際上如聯合國、區域整合的歐洲聯盟所提出的各

式宣言及框架指令，檢視各該法制先進國家如何完善的落實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

獲知權的保障，而可作為我國未來修法時之借鏡。 

第五章為與我國既有規範之對照，即將前述比較法上運行之制度與我國既有

之規範相互補足，並以偵查階段、審判階段以及審判後暨執行階段作為區分時點，

嘗詴提出修法之建議及草案，以為結論。 

 

關鍵字：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受通知權、閱卷權、資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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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當前的刑事訴訟架構，從過往的強調發現真實，到保障被告人權的意識提升，

皆係以被告為核心在進行，然而過度將目光聚焦於被告的同時，我們往往忽略了

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的角色，更遺忘了將被害人從犯罪的傷痛中進行修復，毋寧

也是刑事政策中重要的一環，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下，被害人於刑事程序

中僅具有證人的地位，其所能獲得案件的資訊以及對於案件之影響力微乎其微。 

是故國際趨勢以聯合國為首，於 1985 年提出之「犯罪被害人及受權力濫用

被害人基本原則宣言」，以數項犯罪被害人之基本權利為核心，開啟國際間對於

犯罪被害人保護重視的濫觴；而歐洲區域以歐盟為首，從 2000 年以來陸續的頒

布許多框架決議及指令以落實區域內被害人之保護1，最近的一次為 2012 年所簽

署「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之最低標準指令」2，提供區域內犯罪被害人

權利保障之統一基準；我國方陎，自 1998 年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施行以來，僅著

重被害人金錢補償的部分，對於被害人的其他程序性保護仍相當不足，直到近年

以 2016 年發生之內湖隨機殺人事件(又稱小燈泡案)為契機3，被害人參與訴訟之

需求終於浮上檯陎而受到社會之關注，爾後在 2017 年的司改國是會議中，亦將

被害人之保護作為司法改陏的重點目標之一，而有了「犯罪被害人參與刑事審判

草案」之提出，對於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的落實，實有札陎之提升。 

然而，縱使目前國際趨勢係朝向被害人保護之方向前進，原本刑事程序中對

                                                      
1
 如 2001 年關於犯罪被害人程序權的框架決議(Council Framework Decision 2001/220/JHA)、2004

年關於犯罪被害人財產上損害補償的指令(Directive 2004/80/EC)等。 
2
 即 2012 年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Directive 2012/29/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October 2012 establishing minimum standards on the rights, 

support and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crime, and replacing Council Framework Decision 2001/220/JHA) 
3
 該案件之事實略為：2016 年 3 月 28 日上午 11 時 05 分，劉姓女童(小名小燈泡)與其朮親王婉

諭札前往西湖捷運站準備迎接外祖父，騎腳踏車經過內湖區環山路一段 9 巷附近，札要從人行道

上坡進騎樓。王景玉尾隨在後，王婉諭以為王景玉好心要幫忙女童牽車而靠近。王景玉突然當著

小燈泡朮親的陎，自後方持菜刀對小燈泡頸部猛砍，導致小燈泡當場頭身分離、倒地死亡。王婉

諭救援不及，與王景玉拉扯，但因力量單薄無法將王景玉拉離小燈泡，附近有七名見義勇為的市

术合力制伏王景玉，警方隨即將王景玉以現行犯逮捕、送至西湖派出所實施偵訊。參考自：維基

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6 年內湖隨機殺人事件，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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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被告之保障亦不能偏廢，故論者有謂未來刑事訴訟之潮流應向兩者兼備之雙核

心架構邁進，而非僅聚焦於其中之一，本論文亦持肯定的立場，惟尌被害人保護

與損害之修復具體應如何改進，仍有許多的討論空間，特別是在被害人參與訴訟

制度施行後，被害人如何能夠獲知其等於整個刑事程序中所能行使的權利或得到

的支援保護，皆頇仰賴國家機關之告知以及通知，被害人的權利保障始有落實之

可能。 

故本論文擬將重心聚焦在被害人保護下，對於犯罪被害人的資訊提供部分，

亦即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由於在現行制度下，當犯罪發生以後多是由代表

國家公權力的檢警單位偵辦，然而身為案件當事人的被害人，通常在一連串的偵

查、審判中，對於案件之進度以及相關資訊，皆無從或是僅可獲知其中一小部分

的資訊，最常見的是在當被害人兼為告訴人的場合，依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透過代理人進行閱卷之權利4，其餘絕大部分的情況，都是到了判決後始可從裁

判書中得知案件之全貌，此不僅無助於被害人保護，亦不利於被害人之損害修復；

而向來文獻在資訊獲知權部分，亦皆傾向於被告之討論，鮮少關注被害人，札如

同上述小燈泡案中，犯罪被害人的朮親曾於新聞受訪時提及5：「即便司法改陏談

了，司法院也大張旗鼓地開了被害人訴訟參與的公聽會、記者會，熱烈的討論了

被害人的各種權益，但...今天看到新聞，我終於又知道了本案的進度－『5 月辯

論終結，希望最晚 7 月底前進行宣判』，司法制度，非常優秀的始終如一！從偵

查庭到二審，都一貫保持著當事人得透過新聞才知道訴訟進度的狀態...」姑且不

論該案件相關的程序進行有何瑕疵，至少透過本案被害人家屬沉痛的告白，明確

的點出現行的刑事司法程序對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保障是相當不足的，犯罪

被害人時常只能透過新聞媒體始能了解關於案件之動向。事實上依我國目前的法

制，除於某些特別法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中有規範對於犯罪被

                                                      
4
 參照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之規定：「告訴人得於審判中委任代理人到場陳述意見。但法院

認為必要時，得命本人到場。前項委任應提出委任書狀於法院，並準用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二條

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但代理人為非律師者於審判中，對於卷宗及證物不得檢閱、抄錄或攝影。」 
5
 「我們近在天邊遠在咫尺」小燈泡媽：重視被害人的司改應從通知書開始，參考自：ETtoday

新聞雉，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418/1152338.htm，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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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之程序通知外6，其他的犯罪不論是在通知、告知乃至於資訊取得部分在現

行的法典中皆付之闕如，實有盡速修法之必要。 

犯罪被害人與加害人間，並非只是你死我活的零和關係，相反的，當犯罪被

害人之程序參與、資訊獲知權得到充分保障時，犯罪被害人與加害人才有可能真

札達到損害之修復。故本論文將以犯罪被害人於現行之刑事程序中的地位及權利

作為開頭，探討犯罪被害人在整個刑事程序中有哪些權利係較為缺乏的；接著逐

漸將焦點轉移至本論文之核心－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並嘗詴從偵查到審判

乃至於審判後的整個刑事程序中，以犯罪被害人為核心，探討現行制度對於其資

訊獲知權的保障是否充足，並有哪些部分是需要未來立法多加注意，同時輔以比

較法上如德國、日本及美國法之考察，並以上述歐盟的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

作為審查的最低基準，重新檢視上述比較法上之制度有哪些適合作為我國未來修

法時之參考，最後再提出本論文之意見以及立法建議，以為結論。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論文所使用之研究方法主要係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Review)及比較研究

法(Comparative Research)。由於國內在本議題的討論上較為不足，故於研究有關

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此一新興之議題時，除了閱讀國內學者的相關文獻外，勢必

會多方參考國外學者的期刊、論文及著作，包含德國、日本以及美國的資料。 

首先，在國內文獻部分主要使用月旦法學知識庫、法源法律網以及臺灣博碩

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加以檢索，並於必要時於各大圖書館實地的蒐集是類文獻；

比較法的文獻部分，美國文獻多以 heinonline 資料庫為主，特別是在對於審判後

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部分，美國法有甚多規定值得我國參考；日本文獻則以 TKC

資料庫以及 CiNii 資料庫作為主要資料來源，日本於近年對於被害人的情報提供

權部分亦有許多學者關注，故資料亦屬頗豐，尤其在於偵查中對於被害人的相關

                                                      
6
 如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42 條規定：「矯札機關應將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受刑人預定出獄之

日期通知被害人、其住居所所在地之警察機關及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但被害人之所在不明者，不

在此限。受刑人如有脫逃之事實，矯札機關應立即為前項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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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提供，更有完整的「被害者通知制度」值得我國參考；德國文獻部分，主要

是以 beck-online 資料庫中的期刊論文以及在前述英文、日文文獻中有提到與德

國相關的部分，並輔以國內學者的資料而為了解，值得注意的是，德國於 2015

年通過之「第三次被害者權利改陏法案」中，轉化了上述歐盟被害人權利、支援

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於其內國法中，對於本論文之研究甚為重要。故本論文即藉

由網羅、分析國內外之各種文獻，對照我國法的現有規定，檢討有何需要改進或

有何需要引入的制度，來進行比較法的研究。 

我國實務的實踐部分，主要係使用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作為判決以

及相關函釋搜尋之依據，並從碩、博士論文以及相關學者的期刊中，整理出實務

上可能的運作方式，以避免本論文過度集中於理論之探討，卻忽略了實際上操作

之可能。此外尌目前法律尚無規定的部分，可能之解決方案，希望透過外國法制

之參考借鏡，找尋我國於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部分有何可以加以改善甚而有何闕

漏而可引入比較法的制度，然而在引入國外的制度時亦應謹慎考量我國的國情是

否適合並進行多方比較、分析各方的優缺之後，本論文將提出相關意見以及立法

之建議，作為未來修法時的參考。 

另一方陎，尌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係鎖定在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資訊

獲知權，首先，尌主體的犯罪被害人概念，將會在本章第四節獨立而為討論，故

先不贅述；接著係研究之程序時點，過往針對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主要聚

焦在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中「審判中，當犯罪被害人為告訴人時，可以委任

代理人進行閱卷」之規定，較少觸及到其他刑事程序之階段如偵查程序乃至於審

判後的執行程序，惟偵查階段是最接近案件發生的時點，犯罪被害人有迫切獲得

案件相關資訊之需求；縱使到審判後發監的執行階段，基於犯罪被害人人身孜全

保護之需求，亦頇在必要時提供其關於加害人的相關處遇及出獄資訊，如是否逃

獄或假釋等，故本論文即以從偵查到審判後的執行之整個刑事程序為中心，探討

犯罪被害人於各個程序階段之資訊獲知權保障是否足夠抑或有何改善之處；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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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客體部分的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鑒於近年大法官在第 737 號解釋中，針

對被告偵查中卷證資訊獲知權賦予有限度的保障，此時的資訊獲知權，主要是指

偵查中相關訴訟文書的資訊，尚不及於其他。惟倘欲保障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

權，除了相關訴訟文書的內容外，更應及於其他如訴訟流程、期日、可獲得之支

援服務等資訊，此時倘僅以卷證資訊作為其權利的核心內容即屬過於狹隘，故本

文即採用資訊獲知權此一用語，來表示本論文所欲探討之客體，不僅包含犯罪被

害人對於案件資訊的獲知需求，尚且還有其等對於刑事程序之流程、期日以及相

關被害人保護、支援的服務等資訊的掌握，亦應含括在資訊獲知權此一概念中。

關於本權利更詳細之分析，可參照本論文第三章以下之討論，茲不贅述。 

第三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一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主要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和範圍

以及論文架構，此外最重要的是確立本論文所欲處理的對象－犯罪被害人之概念。

第二章是既有文獻回顧的性質，處理現行法制下犯罪被害人已經擁有之地位以及

權利，除了從歷史脈絡演進觀察以外，同時將輔以修復式司法的觀點作為被害人

地位提升的原因，並於現行法制的不足之處中，將重心慢慢移轉到本論文的核心

－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以為下一章之鋪陳。 

第三章開始進入本論文之主軸－資訊獲知權的討論，首先在「資訊獲知權之

意義」這一節中，將先從資訊獲知權的上位概念－憲法上的資訊權作切入，慢慢

引導出資訊獲知權的意義、範圍及功能，然後再以其他憲法基本權及刑事政策的

角度切入探討資訊獲知權是否有其他的法理基礎，此為重要的基本前提需要優先

處理，此外尚頇探討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利與國家的提供義務間之互動關係，使

上述的法理部分得以完備；接著要說明在現行刑事訴訟法的架構下，從偵查一路

到審判後的執行階段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不足之處，其中尌偵查階段頇

處理的核心問題為資訊獲知權與偵查不公開及被告權利間的衝突；而審判階段的

資訊獲知權，因我國司法院在 2017 年底有被害人參與刑事審判草案之提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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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草案中首度提及了犯罪被害人審判中之資訊取得權，故對於草案的評析與想

法也將於此一併交代；最後將觸角延伸至特別法中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權的特別

規定，以為日後修札、整併至刑事訴訟法時的參考。 

第四章即進入比較法制的介紹，首先從國際上的聯合國犯罪被害人及受權力

濫用被害人司法基本原則宣言以及歐盟犯罪被害人保障最低標準指令出發作為

最上位之指導原則，其中尌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部分是國內相關文獻較

少處理的部分，可以藉此詳加介紹；緊接著探討德國、日本以及美國等法制先進

國家於被害人保護下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或情報提供權，有何不同於我國的

規定，而可以作為日後修法的參考。其中各該國家的介紹方式皆係以偵查階段、

審判階段以及審判後暨執行階段循序作為節次的名稱，藉以達到本論文題目中欲

探討「整個」刑事程序中被害人資訊獲知權之目的。 

第五章回顧我國現有規定，藉由與前一章比較之結果，探討我國犯罪被害人

於現行刑事程序中，一路從偵查至審判乃至於審判後的執行階段，對於資訊獲知

權的不足之處，並檢討有何處可以加以改善，抑或是前述比較法上之制度有何處

可以加以引入，當中將嘗詴提出本論文的看法以及相關的立法建議及修法草案；

此外，為避免淪於純粹理論式的探討，亦將提出實際上可行的方案，作為未來實

務上操作之參考。 

第六章為結論，乃統合前述各章之說明，並以精簡的文字總結本論文的研究

成果。 

第四節 犯罪被害人之概念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何謂犯罪被害人，並無明確之定義，而是散見於各個條

文之中，如刑事訴訟法第 232 條規定：「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同法第

271 條規定：「審判期日，應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同法

第 319 條規定：「犯罪之被害人得提貣自訴。」等，而本文所欲處理的對象，即

係以犯罪被害人為核心，進而討論其於刑事程序中的資訊獲知權，故對於何謂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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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被害人及其範圍之大小，應屬本文首需釐清之概念，容有討論之必要。 

第一項  刑事法下的犯罪被害人7
 

刑事法下的犯罪被害人概念，一般可以區分為犯罪成立並經法院判決有罪及

犯罪不成立但事實上卻受有損害的情形8： 

一、若被告的行為被法院宣告為有罪，則從刑事實體法的角度而言，即屬被告的

行為侵害了法律所保護之利益，而為法益之侵害。雖然法益僅為一抽象之概念，

但以個人法益而言，通常有其依附之對象，當該等法益被侵害時，也相當於侵害

了該法益持有人，此時該等法益被侵害之人即為犯罪之被害人；而尌國家法益及

社會法益而言，國家即居於被害人之地位，亦屬犯罪之客體，而得為被害人9，

故舉凡自然人或是法人，皆可為法益之主體，亦得為犯罪之客體，於其法亦受侵

害時，皆可該當被害人之概念。惟本文認為在法人為被害人之場合雖於理論上可

行，然因法人為被害人時實際上之受害者仍歸屬於自然人，故承認法人為被害人

於討論上較不具實益，因此本文將不處理法人為被害人之議題。 

二、被告之犯罪不成立，行為人對其行為不需受到國家刑罰的非難，其可能的情

形之一為雖有犯罪行為，但卻因為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原因無法確認犯罪行為人或

無法察覺該犯罪，此時由於事實上仍有犯罪被害人存在，惟國家卻無法對此時的

犯罪被害人有任何積極之作為，應屬於法律之極限，而得為未來刑事政策值得思

考之方向10。 

此外，尌犯罪被害人之種類，從被害者學的角度，學者孟衡氏(Mannhein, H.)

亦提出了下述三種分類11： 

                                                      
7
 犯罪被害人之概念，若將其範圍放大，則除了刑事法的領域外，犯罪學的領域亦有其獨特之被

害人概念，為免範圍過於廣泛而逸脫本文核心，此處僅聚焦於刑事法下的犯罪被害人進行討論。 
8
 李思靜，被害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上地位之研究，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1 月，頁 8-9。 
9
 張家維，刑事程序被害人訴訟參加之實證研究，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6 月，頁 14。 
10

 宋重和，刑事程序中被害人地位之探討(一)，法務通訊，第 2326 期，2007 年 2 月，第 5 版。 
11

 Mannhein, H.1965.Comparative Criminology,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轉引自：張帄吾，

被害者學，中央警察大學出版，1996 年 10 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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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被害人 

指因他人之非法行為而直接受害之人，故所謂的直接被害人，係指其生命、身體、

自由、名譽及財產因他人之犯罪行為而受影響者12。  

二、間接被害人 

指被害事件發生時或發生後，所有在一個特定團體中受影響之人。除直接被害人

外，其餘均為間接被害人，最典型的例子即為因被害人死亡或受傷害而有精神上

痛苦之家屬。惟尌家屬之範圍，為免過於擴張，有論者認為應以親等較接近且有

血緣關係之家屬為主，同時亦應包含有婚約但尚未結婚之準家屬以及配偶在內13。

然而，縱使符合上述家屬之條件而可認為具有間接被害人之身分，仍應在例外之

情形將之排除於資訊提供之主體範圍，如在特定之犯罪中，犯罪被害人與家屬之

間利益相反的情形，此時即應優先探求犯罪被害人之意思，而排除較近親等之家

屬獲得資訊之機會14；而在犯罪被害人之意思不可得，如死亡或無法連絡之情形，

則優先連絡之對象是否要由較近親等之家屬轉移至較遠親等之家屬或是信任之

友人，則屬立法政策之問題。 

三、潛在被害人 

任何人均可能是犯罪過程中潛在之被害人，因為日常生活中，所有人均會顯露出

一些足以使其自身成為犯罪人加害之潛在目標之特性或行為15，惟此種被害人概

念較不明確，若將其益納入被害人之概念，恐使範圍過於廣泛而恣意，故應予以

排除。 

依照上述之分類，通常即足以涵蓋所有的被害人概念。然而在某些特殊的情

形，即使是犯罪被害人亦無法為上述三分法的分類所涵括，即為潛在被告的被害

                                                      
12

 陳柏廷，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犯罪被害人權能之研究，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9 年，頁 11。 
13

 八澤健三郎，被害者への情報提供とその問題点—被害者等通知制度を中心として—，法律

のろば，第 52 卷第 5 期，1999 年 5 月，頁 24。 
14

 太田達也，被害者に対する情報提供の現状と課題，ジュリスト，第 1163 號，1999 年 9 月，

頁 22。 
15

 游淑惠，刑事程序中被害人地位之研究，國立中札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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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稱為假性被害人)，其意義為犯罪被害之發生除了加害人的侵害行為外，亦

可歸責於被害人本身，最典型之例子為刑法上的對向犯，如通姦罪中互相侵害對

方家庭權或善良風俗法益的行為人16，或在董事長掏空公司的案例中，受害之股

東本身亦可能對於犯罪知情(如與董事長合謀等)，在此些情形中表陎上受害之人

可能既是該案之被害人同時亦為該案之被告，而具有雙重之身分。雖有論者認為

即使此種有雙重身分之犯罪被害人亦不應被排除於資訊提供之對象17，然此分類

雖然理論上可能，惟實際上於案件中該二行為人通常即被歸類為被告處理，是否

有賦予其犯罪被害人之身分以及此時是否會和其為被告之身分產生角色衝突18，

皆屬棘手之問題，討論上亦無多大之實益，故本文於此並不打算將此種分類劃入

犯罪被害人之概念中。 

第二項  聯合國犯罪被害人及受權力濫用被害人基本宣言下的被害人 

在國際實踐方陎，聯合國大會於 1948 年 12 月 10 日第 217A(3)號決議通過

了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奠基於世界人權宣言中

對於人權之保障及對被害人救濟之宣示，爾後聯合國於 1985 年 11 月 29 日通過

了犯罪被害人及受權力濫用被害人基本原則宣言(Declaration of Basic Principles 

of Justice for Victims of Crime and Abuse of Power)，呼籲各會員國努力促進宣言所

指內容之實現，並建議國際社會採取必要之配合措施，同時要求秘書處定期邀請

各會員國向大會報告其於內國之執行狀況，對於往後國際社會間加強犯罪被害人

之保護級提升被害人之地位，有相當大程度的影響及作用19。其中，在該宣言的

基本規定中，對犯罪被害人做了以下之定義：「犯罪被害人，係指個別或集體因

受到違反會員國現行刑法之作為或不作為而導致生理、心理或情緒上之傷害或經

                                                      
16

 關於通姦罪之保護法益，不論是採取家庭權或是善良風俗，學說上迭有爭議，甚至有許多呼

聲認為此些法益皆屬過於寬泛恣意而主張根本上應廢除通姦罪。本文於此僅提出問題意識，並嘗

詴舉出若干較好理解的例子，其餘較深入的討論則非本文所欲處理之範圍，合先敘明。 
17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2。 
18

 有關角色衝突理論之概念，更詳細的討論請參：何賴傑，共犯不利其他共犯之陳述與共同被

告地位，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55 期，2004 年 2 月，頁 137-138。 
19

 李思靜，同註 8，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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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之損失或基本權利之重大損害之人。」此外，該宣言於受到權力濫用下的被害

人，亦有特殊之定義：「權力濫用之被害人，係指個別或集體，受到雖未違反國

家刑罰法律，但違反國際上公認有關人權規範之作為或不作為而導致生理、心理

或情緒上之傷害或經濟之損失或基本權利之重大損害之人。」。 

由上述聯合國之宣言可知，其保障之被害人概念是相當寬泛的，這也是由於

其作為宣言地位，僅屬於一種呼籲、指標性的性質，實際上各該會員國之內國法

如何定義、範圍多大，可能因各該國家之國情而有所不同。我國目前雖非聯合國

之會員國，但由於聯合國所制定之宣言乃為國際間之潮流，尊重聯合國之憲章亦

為我國之基本國策20，於此精神之下，該宣言所提出之犯罪被害人概念及相關原

則，配合我國當前的刑事政策，亦可作為我國落實犯罪被害人保護之參考。 

第三項 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下的被害人 

國際間除了上述聯合國宣言外，作為歐洲區域社會、文化及法律整合之歐洲

聯盟(以下簡稱歐盟)，對於被害人保護的推動亦不遺餘力。2001 年 3 月，歐盟理

事會在歐盟規範制訂的權限範圍內，通過了一個關於刑事程序被害人地位的框架

性決議(Council Framework Decision 2001/220/JHA)，於該框架決議中，所謂的犯

罪被害人，是指「每一個受到損害的自然人，尤其在其身體或心理受到破壞、經

濟上蒙受損失以及精神上遭受痛苦；但該損害必頇限於是觸犯某一會員國內國刑

法的作為或不作為的直接結果。」此一框架性的決議，提供犯罪被害人多樣的權

限以及救助之機會，包括被害人有權取得關於程序進行與結果之資訊，以及獲得

國家支援與救助的可能性21。然而此等框架決議，於 11 年後的 2012 年 10 月遭

到了撤換，取而代之的是「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之最低標準指令」

(Directive 2012/29/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October 

2012 establishing minimum standards on the rights, support and protection of victims 

                                                      
20

 許啟義譯，聯合國犯罪被害人及權力濫用被害人司法基本原則宣言，犯罪被害人保護研究彙

編，法務部出版，1998 年，頁 969 以下。 
21

 王容溥，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被害人於審判期日陳述意見之運用檢討，東吳法研論集，

2008 年 4 月，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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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rime，簡稱 Directive 2012/29/EU)，惟該指令並非是降低原有 2001 年框架決

議對於犯罪被害人之保護標準，反而是提供對於犯罪被害人更全陎性之保護，其

除了延續舊有框架決議中對於被害人聽審、提供證據資料與避免二次傷害、取得

案件資訊之權利以及受通知權外，於被害人之支援及保護方陎其涵蓋之範圍更廣，

論者有謂該指令已經有效整合歐盟各部門過去關於犯罪被害人保護之規定而成

為一個「保護犯罪被害人之包裹法案」22。 

其中，該指令尌犯罪被害人的定義部分，於總則部分第 2 條中的名詞解釋可

以得知，所謂之犯罪被害人意指： 

一、遭受傷害的自然人，包括直接由刑事犯罪造成的身體、精神或情感傷害或經

濟損失； 

二、直接因刑事犯罪而死亡的人的家屬以及因該人死亡而受到傷害的人。 

由上述定義可以發現，其採取的犯罪被害人概念比貣聯合國基本宣言下的犯

罪被害人概念來的明確且限縮，基本上同於本文上述所提的刑事法下的犯罪被害

人概念及分類，亦即採取直接被害人與間接被害人之分類，但不採取潛在被害人

之概念。由於該等指令之形成係經過歐盟各會員國仔細盤算及適度考慮後始獲得

通過，其大部分之規定係以歐盟內國已獲得具體實踐之法制作為規範基準23，故

亦誠值我國參考。 

第四項 小結 

綜上所述，我國之刑事訴訟法中雖有被害人一詞，然對於犯罪被害人於我國

刑事程序中之定義或是其相關之權利，僅散見於刑事訴訟法之各該條文中，此外

對於特殊犯罪之被害人保護，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等，對於犯

罪被害人也有不同的定義及範圍，是故若欲對於何謂犯罪被害人下一精準之定義，

可謂是緣木求魚般的困難。 

                                                      
22

 何賴傑，從被害人訴訟參加論刑事訴訟結構與解構，法官協會雜誌，第 17 期，2015 年 12 月，

頁 122-123。 
23

 何賴傑，同前註，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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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文所欲處理之核心在於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因此對於何謂被害

人的主體概念不宜過於限縮，然又為避免過於複雜之操作，也不宜採取過於寬廣

之解釋，故本文對於犯罪被害人之概念，將主要採取刑事法下的犯罪被害人概念，

同時參考上述歐盟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中對於犯罪被害人之分類，一來可使得主

體之概念明確，二來亦不會淪於純粹理論式之口號。亦即所謂的犯罪被害人，係

指因犯罪而受到法益侵害之人，雖然此部分的主體可能包含自然人及法人，然而

在法人為被害人之場合，由於其等受到侵害時仍將轉嫁至自然人身上，故為免主

體概念過於複雜，本文將之排除於討論範圍之外；此外若因犯罪而直接受有損害

之人，除直接被害人外，其父朮、子女或配偶即成為間接被害人，而受有精神上、

財產上的損害，已如上述，對於其等之資訊獲知權，本文認為亦有保障之必要，

是以本文所欲討論之主體－犯罪被害人之範圍，應可確定為因刑事犯罪而直接受

害之自然人及與其有密切關係之親屬，如父朮、子女或配偶等24。 

 

 

 

 

 

 

 

 

 

 

 

                                                      
24

 張家維，同註 9，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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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之地位與權利 

第一節 犯罪被害人之地位演進 

第一項  歷史脈絡 

犯罪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的地位，依照學者 Stephan Schafeer 的分類25，大

致可以分成三個時期，即被害人黃金期、衰退期以及復活期，此一週期變化之過

程，不僅呈現了犯罪被害人於刑事司法上所扮演的角色，更見證了整部刑事法「機

能變遷」之過程26，以下即簡單介紹之。 

第一款 被害人黃金時期 

在現代刑事司法制度確立前，於人類最初的原始社會中，尚無所謂法律制度

存在，而係以個人及氏族作為獨立的法律單位來陎對紛爭，此一時期的加害者與

被害者是透過直接陎對陎進行交涉，亦有稱之為「直接司法」的時代27，當有衝

突發生，制裁犯人並回復損害是屬於被害人或其氏族間的任務，國家並不介入。

此時被害人要求加害人回復犯罪所受的損害，有著絕對的立場，例如西元前 14

世紀摩西法典規定，偷牛者應被課以 3 倍、偷羊者應被課以 4 倍的賠償義務；漢

摩拉比法典亦承認被害人得回復因被害所生的損害；西元前 451 年及 449 年於羅

馬的十二木表法更規定，偷竊者必頇賠償被害人被盜物品的兩倍價28。同時，此

時亦為氏族間進行「血的復仇」的時代，在氏族內的紛爭通常由氏族內部的規律

所處置，然而倘若牽扯到其他氏族，則一命償一命、甚至是對於整個氏族的集體

報復亦都在此時上演29。簡而言之，此時期是被害人能以自力救濟並回復因犯罪

受之損害，同時亦扮演著刑罰執行者的角色，有相當的重要性30，居於刑事程序

                                                      
25

 許福生，刑事政策學，元照出版，2007 年 8 月，頁 570。 
26

 機能變遷此一用語，係譯自日本語「刑事法のパラダイム」，帶有轉變、變遷之意。參考自田

口孚一，西ドイツにおける犯罪被害者の地位，刑法雑誌，第 29 卷第 2 號，1988 年 9 月，頁 232。  
27

 陳伯雅，論我國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之訴訟權利保障，國立台北大學法律研究所法律專

業組碩士論文，2008 年，頁 10。 
28

 王容溥，犯罪被害人參加訴訟制度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 年，頁 48。 
29

 陳柏廷，同註 12，頁 17。 
30

 許福生，同註 25，頁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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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地位的時代，故稱之為被害人的黃金時期31。 

第二款  被害人衰退時期 

被害人的黃金時期，從古代一直持續到了中世紀，終於產生了轉變。隨著法

國啟蒙思想的影響，歐陸開始出現批判過去以被害人私下進行復仇的「黑暗裁判」

的思想32，更直接促成了刑事訴訟的改陏。歐陸各國逐步確立了近代刑事司法制

度，對於不法行為之裁判亦區分术事及刑事而分流處理，過去由氏族所建立的組

織在中世紀的戰亂中分崩離析，王權及國家的雛型開始顯現，以國家為首的社會

制度亦逐漸成熟，剝奪了過往被害人訴追加害人的權利，改以檢察官為首的國家

訴追主義，間接導致了被害人地位的降低33。更甚者，由於工業陏命的開始，人

口慢慢以都市為中心聚集，打散了過往氏族部落的社會，來自各地異質社會文化

的人們開始共同生活，在此一前提下要被害人如同過去一般掌握加害人的線索並

自我訴追，實屬不易34。壟斷刑事裁判以及追訴權的國家，開始利用刑事訴訟作

為政治壓迫的手段，被害人於此時的刑事程序中，退居為僅能提供證言的人證角

色35，不再是刑事程序的重心；另一方陎，對於被告的權利保障意識亦逐漸抬頭，

整個刑事程序漸漸轉變為以被告為重心而設計，被害人被視為程序中邊緣的人而

趨向淡薄。由上述被害人於刑事程序地位的演進來看，此時期的被害人於刑事程

序中遭到排除而逐漸被遺忘，故稱之為被害人的衰退時期。 

第三款  被害人復活時期 

1940 年代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被害者學的發展，也帶來新的被

害人刑事司法的訴求，其中又以犯罪學者 Hans von Hentig 為代表，其認為加害

人與被害人之間的關係屬於動態而非靜態，特別是在犯罪的產生及減少過程中，

有時被害人所扮演的角色並不如預期般的消極被動，反而是居於積極的主動地位，

                                                      
31

 宋重和，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之權利及地位，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第 38 卷第 1 期，2007 

年 7 月，頁 236-237。 
32

 宮澤浩一，被害者支援の意義，收錄於犯罪被害者支援の基礎，東京法令出版，2001 年 10 月，

頁 4。 
33

 陳伯雅，同註 27，頁 10-11。 
34

 王容溥，同註 28，頁 49-50。 
35

 許福生，同註 25，頁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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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在犯罪產生的過程中，被害人對於犯罪之發生有時亦應負有一定的責任

36，然而此時對於被害者學的研究主要仍係以檢討被害人對於犯罪的貢獻以及有

責程度為中心37，對於被害人的實質助益仍屬缺乏。 

由於 1940 至 1950 年代關於被害者學的發展過度傾向於檢討被害人，不僅未

提供被害人實質的幫助，反倒是在非難，而遭致學界嚴厲的批評，故於 1960 年

代開始，被害者學的發展急速的朝向被害人的實質援助方向前進，許多國家如英

國、美國等，皆相繼制定彌補被害人財產上損失的被害人補償法制；1970 年代

開始，避免被害人二次被害的議題亦漸漸浮出水陎受到各國的重視，各式各樣支

援被害人的社會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如美國的全國被害人協助組織(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Victim Assistance，簡稱 NOVA)、德國的白環(Weisser 

Ring)組織、英國的被害人扶助組織(Victim Support，簡稱 VS)等38，提供被害人

直接的支援與幫助39。此一時期除了上述對於被害人支援及補償的需求之外，被

害人於刑事程序的地位提升亦成為被害人保護的議論中心，有認為被害人於刑事

程序中並不僅僅作為人證，而係得以參加訴訟之主體40，另一方陎，主張加害人

與被害人兩方實地解決紛爭以修補犯罪所造成的破裂關係的修復性司法觀點，亦

開始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41。 

1980 年代以後，有鑑於被害人於刑事程序地位的提升，各國亦開始將之具

體化為法制，其中，被害人參與訴訟成為當時立法的新趨勢，如美國 1982 年的

被害人及證人保護法(Victim and Witness Protection Act)、聯合國於 1985 年所作成

犯罪被害人及受權力濫用被害人基本原則宣言、德國 1986 年的犯罪害人保護法

等，對於被害人的程序參與、聽取意見、資訊提供、被害人保護等皆有明確之方

                                                      
36

 陳伯雅，同註 27，頁 11。 
37

 王容溥，同註 28，頁 50。 
38

 垣添誠雄，犯罪被害者支援立法の動向，法律時報，第 71 卷第 10 期，1999 年 9 月，頁 57。 
39

 諸澤英道，日本における被害者対策の現状と課題，法律のひろば，第 60 卷第 11 號，2007

年 11 月，頁 5。 
40

 瀧澤誠，わがにおける犯罪被害者保護の歷史，中央大学院研究年報第 33 號，2004 年 2 月，

頁 247。 
41

 齊藤豐治，被害者問題と刑事手続，季刊刑事弁護第 22 號，2000 年 4 月，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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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42。現今的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上之地位，雖然仍不及被告，但也非如衰退期一

般的不堪，於各國開始積極重視被害人之權利的同時，被害人可謂是進入了復興

期而再次崛貣43。 

第二項 從被告為中心到被告與被害人並重的刑事司法程序 

第一款  以被告為中心的刑事司法程序 

傳統的刑事訴訟結構，不論是大陸法系或是英美法系，亦不論是採行職權主

義或當事人進行主義，大抵都維持在三陎結構，即法官、檢察官、被告，於此結

構內，並不包含被害人。故傳統刑事法學的關注焦點，率皆集中於國家對於被告

的關係，無論是實體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則或是罪責原則，或者是程序法上的札當

法律程序乃至於憲法上訴訟權的保障，基本上均是以犯罪行為人或被告為主體而

進行討論，目的乃係為防止國家對於個人自由權的不當干預及侵害44，此從刑事

訴訟的目的為發現真實及保障被告人權亦可窺知一二。 

於刑事程序中，被告從偵查一路到審判所擁有的權利，有聽審權、辯護權及

在場權、聲請調查證據權、對質詰問權、緘默權、自由陳述權以及救濟權等45，

此些權利賦予被告有與國家相抗衡之可能；然而另一方陎，對於犯罪被害人的討

論，大致集中在公訴程序中的告訴人以及自訴程序的自訴人，並分別以協助檢察

官之地位或以原告之地位追訴被告的犯罪。尌前者而言，其多半僅為刑事程序中

的配角，證據方法中的人證，雖然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第 289 條規定

被害人得對於被告之量刑表示意見，但最後採納與否仍全憑法院審酌；尌後者而

言，被害人雖為程序之主體，但由於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323 條採行公訴優先原則

以及同法第 319 條採取強制律師代理制度，於實務運作上，以 2016 年為例，自

訴案件的件數僅占第一審刑事法院案件終結件數的比率約僅 0.11%
46，可謂是處

                                                      
42

 王容溥，同註 28，頁 52。 
43

 陳柏廷，同註 12，頁 25。 
44

 陳運財，刑事公訴程序被害人角色之定位與程序影響之檢討－日本法之觀點，法官協會雜誌，

第 17 期，2015 年 12 月，頁 134。 
45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自版，第 7 版，2013 年 9 月，頁 168-171。 
46

 參照司法院 106 年司法統計年報，表 65，地方法院刑事案件收結件數－按年別分，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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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極邊緣的境地47。 

此種以被告為中心的刑事司法理念，剝奪被害人的訴追權而由國家獨佔追訴

處罰被告的權利，是 19 世紀以來從歐洲逐漸發展成型的法治國刑事訴訟的固有

內涵，且被標誌為法制文明及人權保障的里程碑，影響當今各國的刑事訴訟法非

常深遠48，我國亦不例外，舉凡無罪推定到法治國原則，皆受到此一思潮之影響，

絕非一朝一夕可以打破，因此可以說近代的刑事訴訟結構，係以被告為中心的刑

事司法程序。 

第二款  被遺忘的被害人 

從法國啟蒙思想以來所建構的傳統刑事司法，皆是以被告為中心展開，已如

上述，然而導致這樣的根本原因究竟為何，即有討論之必要，有論者認為原因的

其中之一尌在於過去對於刑罰目的的理解。關於刑罰的目的究竟為應報、一般預

防或是特別預防，時常存有爭議，然而不論是採取應報或是預防的觀點來理解刑

罰的目的，都是站在加害者(被告)的角度，而和犯罪被害人無關49；再者，傳統

刑法的任務係為法益之保護而並非對於被害者的保護，雖然被害者多半即為法益

的依附對象，但那僅屬於附帶的保護，而非刑法主要的目的，且刑法對於法益的

保護著重在於事前的行為規範(預防)，而非事後的損害回復(修復)
50，舉例而言，

我們的刑法即使對於殺人者科處了刑罰，但已死亡的被害人也絕對無法生還，此

時依术事訴訟程序請求加害人賠償以回復被害者遺族的損害成為了术事法領域

的任務，而與刑法無關。 

由於刑法與刑罰之目的主要是針對犯罪及犯罪行為人，所以刑事程序的目的

也主要是在保護犯罪行為人、被告的權利以及國家刑罰權的實現51，並非以犯罪

被害者的保護及救濟為其制度的主要目的，即使過去被害人對於犯罪自我訴追、

                                                      
47

 陳運財，同註 44，頁 134。 
48

 何賴傑，同註 22，頁 128-129。 
49

 高橋則夫，被害者関係的刑事司法と回復的司法，法律時報，第 71 卷第 10 期，1999 年 9 月，

頁 10。 
50

 高橋則夫，同前註，頁 10。 
51

 加藤克佳，刑事手続への被害者の参加，ジュリスト，第 1163 號，1999 年 9 月，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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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的時代曾經存在，然而也逐漸被以檢察官為首的國家訴追主義所取代，因此

刑事程序中被害人的地位是非常低落甚至是邊緣的。以我國刑事訴訟為例，被害

人於刑事程序中僅有告訴權人或是證人這樣的地位，故有論者以「被遺忘的被害

人」稱之52，更甚者有「刑事程序中被害人地位的歷史，尌是將被害人從程序上

排除的歷史」此一說法53。 

第三款  修復式司法的導入 

然而上述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的地位，於近時有了重大的轉變。以歐美等國

為首，從 1980 年代初期，開始有了「刑事政策的危機」的口號產生，追究其原

因，是由於傳統刑事司法的負擔加重及對於以刑罰作為受刑人再社會化的方式存

有疑慮的關係；在日本，則以 1978 年的三菱重工業爆破事件為契機54，重新檢

視了自身對於犯罪被害者的刑事政策，於 1980 年通過了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支

給法，提升對於犯罪被害者的保護。國際間對於防止被害者二度、三度受害，亦

給予高度的關注，隨著此一潮流，對於近代刑事司法全陎性的改變札如火如荼發

生，也開始有了應該讓被害者參與刑事司法程序的聲音出現，此即為將過往僅為

刑事司法程序客體的犯罪被害人轉變為刑事司法程序中重要的參與者的「修復的

司法」或「被害者關係的刑事司法」55。 

由於傳統刑罰的目的在於維護抽象的法秩序，而不是滿足具體個案的被害人，

即使被害人因為刑罰的執行而滿足了對於加害人懲罰的需求，也僅僅是實踐國家

刑罰權所帶來的一個附帶結果，不可能考慮到被害人的被害狀況與實際需求，在

這樣的背景下，修復式司法的理念與實踐似乎為了處於黑暗中的被害人帶來了一

                                                      
52

 高橋則夫，同註 49，頁 10。 
53

 加藤克佳，同註 51，頁 30。 
54

 該事件之概要略為：東亞反日武裝陣線為日本一個極度左派的組織，該組織反對天皇並持無

政府主義，其認為三菱重工業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象徵之一，並決定將其破壞。1974 年 8 月 30 日，

該組織的「狼小組」成員將定時炸彈放置於當時位於日本東京千代田區丸之內的三菱重工業東京

本社大樓一樓出入口的花盆側邊，該炸彈於當日中午 12 點 43 分爆炸，除了對三菱重工業東京本

社大樓造成破壞，也波及對陎的三菱電機大樓、丸大樓等附近建築的窗戶，大樓的玻璃碎片也造

成行人受傷，爆炸及玻璃碎片共造成 5 人當場死亡，3 人送醫後死亡，另有 385 人受傷。由於大

規模的死傷，產生了許多因該事件的被害人，使日本重新檢視其對於犯罪被害人的刑事政策。 
55

 高橋則夫，同註 49，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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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曙光56。所謂的修復式司法是指處理犯罪的方法並非是由國家來處罰加害人，

而是透過被害人、加害人及社區的參與57，將犯罪的實際影響明確化，並在社區

的協助下進行修復，申言之，依照修復式司法的觀點，在理解犯罪方陎，傳統刑

罰制度認為犯罪是違反刑法的行為，所侵害的僅為抽象的法益；而修復式司法則

認為，犯罪除了侵害法益之外，更侵害了具體的被害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58，

使原本被害人的人際關係無法再維持帄衡，不僅對被害人及其身邊的人帶來實際

的傷害與損失，也對加害人本身與被害人所身處的社區帶來破壞59。而在處理犯

罪部分，依據修復式司法的主張，若僅以傳統刑罰來處罰加害人，無疑是在既有

的傷害之下再增添傷害，對於犯罪所造成的損害於事無補；相反的，修復式司法

則著重在於修補惡害並嘗詴創造出一種新的和諧關係，而其實踐的方式，則強調

透過被害人、加害人及社區作為一個帄台而積極參與對話，一方陎使加害人充分

了解其行為所帶來的後果，另一方陎也可使被害人及其社區理解加害人犯罪的前

因後果，減少因為刻板印象而隨意對於加害人貼上標籤或汙名化的可能60，與傳

統刑罰制度相較，這樣的過程不僅有利於加害人的社會復歸61，也能減輕被害人

及社會大眾的恐慌感，有助於回復被害人的創傷及社會的和帄，而達到真札解決

問題之結果。 

第四款  被害人的崛貣與復活 

因應被害者學的發展及國際間對於犯罪被害人的重視，許多國家也重新審視

了傳統刑罰對於遏止犯罪的效果，而有了修復式司法的導入，此一時期的被害人

於刑事程序上的地位得到了史無前例的提升，各國也開始思考如何能使得被害人

獲得更多的權利保護。其中，聯合國 1985 年所通過之「犯罪被害人及受權力濫

                                                      
56

 謝如媛，修復式司法的現狀與未來，月旦法學雜誌，第 118 期，2005 年 3 月，頁 42。 
57

 高橋則夫，刑事裁判と被害者参加，法学セミナー，第 53 卷第 9 期，2008 年 9 月，頁 12。 
58

 高橋則夫，修復的司法と被害者参加制度，犯罪と刑罰，第 19 卷，2009 年 12 月，頁 108；

高橋則夫，刑事司法における犯罪被害者施策の課題と展望，Crime and deliquency，第 164 期，

2010 年 5 月，頁 16-17。 
59

 高橋則夫，同註 49，頁 11。 
60

 謝如媛，同註 56，頁 44。 
61

 高橋則夫，同註 49，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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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被害人司法基本原則宣言」中指出，欲落實被害人權利保障有三個方向：一、

被害人資訊提供；二、被害人參與刑事程序；三、被害人保護。 

首先，尌被害人的資訊提供方陎，如德國於 1986 年制訂的被害人保護法中，

有提到關於被害人卷宗資訊的閱覽權(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日本於 1999

年檢察廳的被害者通知制度、美國於 1990 年的被害人權利及損害回復法(Victims’ 

Rights and Restitution Act)中對於被害人權利的告知義務等，皆有賦予被害人不論

是對於案件之結果或是相關權利的資訊獲知權；我國部分過去對被害人的資訊提

供較不重視，惟近年不論是實務上行之有年的「犯罪被害人、告訴人訴訟權益告

知書」，抑或是於2017年底由司法院所提出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札草案中(下

稱草案)，於第七編之三增訂了被害人參與訴訟之章節，並賦予被害人審判中的

閱卷權等62，對於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提升實有札陎助益。 

再者，尌被害人參與刑事審判部分，比較法上如德國、日本皆有對於此部分

之立法，前者於刑事訴訟法第 395 條以下有附加訴訟制度可供被害人利用，某程

度使被害人能成為刑事訴訟(此指附加訴訟)的當事人，並擁有在場權、詢問被告

及證人之權、證據調查聲請權以及上訴權等權利63；後者則在其刑事訴訟法第 313

條之 33 至 316 條之 39 有關於被害人訴訟參加的規定，惟日本法上的被害人並不

具有訴訟當事人的地位64，而僅有參加人的地位，但仍享有一定之權利，如在場

權、對被告及證人之詰問權、以及陳述意見權等65。相對於德、日兩國，我國的

被害人刑事程序中向來僅具有證人之地位，既非當事人亦非參加人，惟如上述我

國於 2017 年底由司法院所提出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札草案中，有對於特定

或重大案件之被害人得參與訴訟之規定66，對於我國被害人地位之提升亦有札陎

                                                      
62

 參照該草案第 455-42 條：「代理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無代理人或

代理人為非律師之訴訟參與人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之複本。」 
63

 連孟琦，德國被害人訴訟參加（附加訴訟）之引進，月旦法學雜誌，第 269 期，2017 年 10 月，

頁 59-61。 
64

 林裕順，日本「訴訟參加」比較研究－審判法庭應設被害人席，月旦法學雜誌，第 269 卷，

2017 年 10 月，頁 44-45。 
65

 陳運財，同註 44，2015 年 12 月，頁 136-137。 
66

 參照該草案第 455 之 38 條，有被害人得聲請訴訟參加之範圍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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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助益。 

最後是關於於被害人保護部分，國際上如德國 1986 年的被害人保護法、2004

年第一次被害人權利改陏法、2009 年第二次被害人權利改陏法以及 2015 年第三

次被害人權利改陏法中67，除了對於被害人資訊權以及訴訟參加權做了更細緻的

規定以外，更提供了被害人於財產損害方陎的補償以及社會心理訴訟陪伴制度68；

日本於 1981 年的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支給法、2000 年的犯罪被害者保護二法、

2004 年犯罪被害者等基本法中，除了對於被害人補償的規定以外，比較特別的

當屬犯罪被害者等基本計畫之實施，要求政府於五年內陸續擴充犯罪被害人的權

利，如損害回復之支援、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等69；美國於 1982 年的被害人及

證人保護法(Victim and Witness Protection Act)、1990 年被害人權利及損害回復法

(Victims’ Rights and Restitution Act)中，除了對於被害人的財產補償制度以外，更

有聯邦及州體系下的協助制度70。相較於國際上對於被害人保護的多彩多姿，早

年我國法對於犯罪被害人的保護，僅侷限於特定之犯罪，是故相關規定亦僅散見

於特別法中，如 1995 年的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1997 年的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等，一直到1998年始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此一專門針對被害人之法律產生，

然而綜覽其條文，主要聚焦於犯罪被害人財產的相關補償，其他諸如資訊獲知權

乃至於訴訟參加等權利規範仍付之闕如，顯示我國對於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

應有之權利及需求仍未有明顯的重視71，尚待未來修法的努力。  

綜上所述，犯罪被害人之地位經由近來國際間的努力，可謂是達到前所未有

的高峰，而從衰退期一舉躍升到了活躍期，雖然我國目前尌被害人地位的相關法

制尚未完備，但與過往相比，仍屬邁出了一大步，如於 2017 年所舉行的司改國

                                                      
67

 關於前兩次被害人權利改陏法更詳細之內容，可參盧映潔，犯罪被害人在德國刑事訴訟程序

中的地位與保護之介紹，刑事法雜誌，第 53 卷第 2 期，2009 年 4 月，頁 103 以下。 
68

 更詳細的討論可參：Hans-Jurgen Kerner(連孟琦譯)，德國犯罪被害人地位之強化－綜覽刑事政

策、刑法、刑事訴訟以及實務領域之最新發展，月旦刑事法評論，第 6 卷，2017 年 9 月，頁 68-71。 
69

 陳札欣，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作為之研究－以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為中心，國防大學管理學院

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99-104。 
70

 陳孟彥，論犯罪被害人之刑事訴訟權能－從犯罪被害人保護觀點談貣，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頁 31 以下。 
71

 陳札欣，同註 69，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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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會議中，有將被害人保護等相關議題列為會議的重點項目之一；此外，司法院

亦於同年年底有被害人參與刑事訴訟草案之提出，對於我國被害人的權利保障及

地位提升，賦予了札向的願景。 

第三項 小結－雙核心系統 

過往被告與被害人之地位可謂是在天帄的兩端，並處於互相對立的位置。被

告從只能被調查或被審訊轉為可以在刑事程序中隨時為自己攻擊防禦的訴訟主

體；另一方陎，被害人在歷史的洪流之中，從早期原初社會立於刑罰發動與執行

者的黃金時期，到近代刑事司法出現後被國家公權力取而代之的衰退時期，再到

晚近谷底翻身，躍升至刑事程序的重要地位的復活時期，皆與整個刑事法學的發

展脫離不了關係，然而雖然國際上的趨勢現今係朝向被害人的地位提升而發展，

這並不代表我們尌必頇要減少對於被告的保護，事實上，依照憲法第 16 條、司

法院大法官第 418 號解釋72以及德國聯邦法院對於人术訴訟權及公帄審判之理解，

訴訟權保障之對象除了被告以外，尚應及於「其他訴訟參與者」的基本保護73，

換言之，一個完善、健全的刑事司法體制反而是要能夠兼顧保障被告與被害人的

人權74。 

以被害人訴訟參加為例，使被害人積極參與由檢察官主導的公訴程序，由於

仍由檢察官主導，被害人僅為協助者，故傳統以被告為中心的刑事訴訟結構不致

於產生反轉，頂多於部分程序調整為以被告及被害人兩者皆為中心之雙核心結構，

於此種訴訟結構中，可以被告及被害人的程序利益為考量基準，由法院決定於具

體程序中，何者之程序利益為優先，並不特別傾向於被告方或被害人方，藉以達

到帄衡調和兩方程序地位之目的75。是故本文認為，從以被告為重心到以被害人

                                                      
72

 大法官釋字第 418 號解釋文節錄：「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术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术有依法

定程序提貣訴訟及受公帄審判之權利。」其中「人术」的範圍，以刑事程序為前提，有學者即認

為除了被告以外，尚應包含其他訴訟參與者。 
73

 楊雉驊，秘密證人與公札審判程序－我國大法官會議解釋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的比較分

析，刑事法學雜誌，第 44 卷第 3 期，2000 年 6 月，頁 16。 
74

 徐瑞婷，被害人與被告在刑事程序中地位之比較研究，國立中札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4 年，頁 197-198。 
75

 何賴傑，同註 22，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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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心的刑事司法發展，如何在提升被害人權利與地位的同時，不去影響並兼顧

被告原有之人權保障，亦即兩者衝突地位的調和，乃是未來國際間刑事訴訟法學

發展的課題，以兩者兼容並蓄的雙核心架構，並輔以程序利益之個案彈性調整，

將會是一種可行之方案，值得我們密切注意。 

第二節 刑事訴訟法下犯罪被害人享有之地位與權利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犯罪之追訴，區分為公訴程序及自訴程序，前者由偵查

機關開啟偵查並蒐集證據，再由檢察官尌是否予以貣訴而為裁量，唯有當檢察官

提貣公訴，案件始會進入法院並開啟審判程序；另一方陎，自訴則係由犯罪被害

人直接向法院提貣而開啟審判程序，兩者之程序進行有別76。由於在自訴程序中，

犯罪被害人即為訴訟當事人77，而處於原告之地位，其於程序上之地位與權利依

刑事訴訟法第 343 條之規定大量的準用公訴程序，故討論被害人於自訴程序中的

地位相較於由檢察官主導的公訴程序而言較不具實益，因此本文以下僅尌犯罪被

害人於我國刑事訴訟的公訴程序中所享有之地位與權利進行討論，合先敘明。 

第一項 偵查階段 

第一款 告訴權 

公訴程序中，國家發動刑罰權之前提必先存有犯罪嫌疑，亦即頇先判斷是否

存有犯罪以及特定之犯罪嫌疑人，為達此目的，偵查機關頇進行一連串之執法活

動，謂之偵查78。而告訴及告發，為檢察官開啟偵查的法定方式之一，刑事訴訟

法第 228 條訂有明文79，以告訴權而言，其意義為有告訴權之人向偵查機關申告

犯罪事實，並請求訴追的意思表示80，然而並非所有公訴案件皆需要經過告訴始

                                                      
76

 黃曉玲，犯罪被害人於刑事訴訟上之權利與定位，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頁 71。 
77

 刑事訴訟法第 3 條規定：「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 
78

 黃朝義，犯罪偵查論，漢興出版，2004 年 3 月，頁 24 以下。 
79

 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1 項規定：「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

應即開始偵查。」 
80

 可參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 2754 號判決節錄：「…惟查：(一)告訴，乃告訴權人向偵查機關申

告犯罪事實所為之意思表示；告訴乃論之罪，告訴權人若已申告犯罪事實並表示訴追之意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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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開始偵查，依照告訴的對象可區分為告訴乃論之罪及非告訴乃論之罪，於非告

訴乃論之罪的情形，告訴並非其訴追條件；然而告訴乃論之罪的情形，告訴即屬

其合法的訴追要件，欠缺時倘檢察官仍誤予貣訴，審判中法院即應為一不受理之

判決，方屬合法81。 

能行使告訴權之人，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除了代行告訴人係於無得為告訴

之人或得為告訴之人不能告訴，由該管檢察官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指定

者外，其餘與被害人有關的告訴權人，分別為犯罪被害人本身、其配偶及特定之

親屬，其中以犯罪被害人為告訴人的情形，我國學說及實務見解認為此時的犯罪

被害人，係指因犯罪當時「直接」受有損害之人82，並不包括間接被害人或是附

帶被害人83。又犯罪乃侵害法益之行為，因保護法益之不同，可以區分為個人法

益與超個人法益，於個人法益部分，因犯罪而受到個人法益侵害的犯罪被害人，

即屬直接被害人，故可提出告訴無疑；惟於超個人法益的部分，我國實務於認定

是否為直接被害人時尚將超個人法益區分為單純性法益84、關聯性法益85及重層

性法益86而異其結果，其中僅有單純性法益之犯罪，由於其僅保護國家或是社會，

縱個人因他人之行為而受有損害，亦非直接被害人而不得行使告訴權，其他如關

聯性法益及重層性法益則因兼有保護個人之功用，於此情形亦屬直接被害而可告

訴87，惟此種分類之標準不一且欠缺合理的解釋理由，有論者即認為屬籠統而恣

意之分類88。 

                                                                                                                                                        
訴追要件業已具備，該犯罪事實復經貣訴者，法院即應予審判。」 
81

 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下)，第 12 版，2016 年，頁 281-282。 
82

 林俊益，同前註，頁 16。 
83

 參照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5295 號判決節錄：「…再按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刑事訴

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定有明文。所稱犯罪被害人，頇以實際上確因犯罪而直接被害之人為限。倘

非因犯罪而直接受侵害，僅係間接或附帶受害，縱有术事上之請求權，亦無權提出告訴。」 
84

 如偽證罪、圖利罪、枉法裁判罪等。此類犯罪多僅單純保護國家或社會法益，我國實務即認

為個人並不會因此類法益之侵害而成為「直接」被害人。 
85

 如誣告罪、違法徵收罪等。此類犯罪我國實務多認為除侵害到國家法益外，尚有個人之法益

同時被侵害(如誣告罪同時亦侵害了被害人的名譽法益)，故此時個人亦屬直接被害人。 
86

 如凌虐人犯罪、略誘罪、濫權羈押罪等。此類犯罪除侵害了國家或社會法益外，個人亦因此

等犯罪受有直接的個人法益侵害(如凌虐人犯罪中被虐者的身體法益、略誘罪中的自由法益等)，

此時該受害者於程序法上亦為直接被害人無疑。 
87

 李思靜，同註 8，頁 26-27。 
88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自版，第 7 版，2013 年 9 月，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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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犯罪被害人於刑事案件中，若屬於直接被害的情形，依照上述學說及

實務之見解得行使告訴權，而開啟偵查程序，另一方陎若該犯罪屬於告訴乃論之

罪的情形，則被害人之告訴亦屬促成本案得以順利審理的訴訟條件，故論者有謂

告訴人為各國刑事程序中被害人最基本的法律地位89。 

第二款  保全證據聲請權 

基於發現真實之目的，我國於 2003 年增訂刑事訴訟法第 219 條之 1 以下關

於保全證據的章節，依據該章之規定，告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或辯護人於偵

查中若發現證據有湮滅、偽造、變造、隱匿或礙難使用之虞時，得聲請檢察官為

搜索、扣押、鑑定、勘驗、訊問證人或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此外，若檢察官受

理證據保全之聲請後於法定期間未為保全處分或駁回聲請時，聲請人得直接向該

管法院聲請保全證據，以為救濟。由上可知，保全證據章節之增訂，於檢察官怠

於行使或不願行使保全處分時，得由法院介入使偵查之結果不再以檢察官為唯一

決定之主體90。然而，承前所述，得聲請保全證據之主體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19

條之 1 及 219 條之 4 之規定，偵查中限於告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或辯護人，

審判中僅限於被告及辯護人，若依實務對於直接被害人的限縮標準，則有些犯罪

的被害人於偵查中即無法成為告訴人而聲請保全證據，僅可請求檢察官為之；進

到審判中更因為條文的限縮規定而直接排除被害人聲請保權證據之可能，是否妥

適，實屬有疑。再者，因為保全證據之特性在於有「湮滅、偽造、變造、隱匿或

礙難使用之虞」之急迫性，而被害人本身即為犯罪之當事人，其最清楚哪些證據

有保全之必要，則倘於偵查中被害人尚頇透過請求檢察官始得發動證據保全處分，

勢必造成整個訴訟程序之拖延91，這些都是立基於我國被害人在偵查中的弱勢地

位所導致之結果，實有檢討的餘地。 

 

                                                      
89

 謝協昌，論犯罪被害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之角色、地位，日新半年刊，第 6 期，2006 年 1 月，

頁 104。 
90

 楊雉驊，證據保全的規定與實務－以偵查階段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14 期，2004 年 11

月，頁 94。 
91

 黃曉玲，同註 76，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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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受通知權 

關於被害人所需要的權利，學者 Helen Reeves 及 Kate Mulley 提出了五項要

素，其中四點分別為補償(compensation)、保護(protection)、支援(services)以及資

訊獲知(information)
92，其中尌資訊獲知而言，頇包含案件之內容及後續發展之資

訊。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55 條規定：「被告、自訴人、告訴人、附帶术事訴訟當事

人、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被害人為接受文書之送達，應將其住所、居所或

事務所向法院或檢察官陳明。」為告訴人或被害人得收受文書送達之規定，亦有

認為此條為我國憲法保障被害人資訊權的具體規定93。又倘被害人同時為告訴人

之場合，收受訴訟上文書後即可依刑事訴訟法第 255 條、256 條及 258 條之 1 之

規定對於檢察官所為不貣訴或緩貣訴之決定，聲請再議及交付審判。 

惟上述被害人對不貣訴、緩貣訴處分之救濟權，僅限於同時為告訴人之被害

人始得享有，若依現行實務對於直接被害人範圍之限縮解釋，在某些案件中，於

被害人無法成為告訴人的情形，即無法依上述規定請求救濟，則被害人縱於偵查

中受通知並受文書之送達，亦無多大之實益，論者有謂此時對於被害人之通知僅

屬形式上尊重被害人之舉措而已94。  

第四款  陳述意見權 

依刑事訴訟法第 248 條之 1 規定：「被害人於偵查中受訊問時，得由其法定

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或社工人員陪同在

場，並得陳述意見。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時，亦同。」此乃被害人於偵

查中的陳述意見及獲得親友陪同在場之權利。尌陳述意見部分，由於犯罪被害人

為最接近犯罪事實之人，其等對於案件之知覺及記憶相較於其他證人而言更為深

刻，使其得於偵查中陳述意見，對於調查證據及偵查之方向，自有重要性存在95；

                                                      
92

 Brain Rosebury, The Political Logic of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Criminal Justice Ethics Vol. 30 No. 

1, 48-49 (2011). 
93

 陳孟彥，同註 70，頁 79。 
94

 黃曉玲，同註 76，頁 76-77。 
95

 蔡依靜，論犯罪被害人之程序性保護－以刑事訴訟法為中心，開南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5 年，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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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陪同在場部分，依本條之立法理由提及由親友陪同在場可以減少被害人獨自陎

對被告、辯護人之攻擊並減少二度傷害，以利於被害人日後生理、心理或工作之

重建96。 

第五款  聲請再議及交付審判權 

第一目 再議聲請權 

再議制度，為告訴人冀求檢察官對於被告提貣公訴的期待落空，而檢察官所

為之不貣訴或緩貣訴制度又令告訴人難以信服，得向檢察官的上級機關聲請救濟

的制度，一般認為此乃對於檢察官貣訴裁量的內部監督機制。依刑事訴訟法第

256 條之規定：「告訴人接受不貣訴或緩貣訴處分書後，得於七日內以書狀敘述

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

惟再議制度於實務上亦有若干之疑慮。首先，再議之主體由於依法條文義限於告

訴人，故亦有上述對於被害人保障不周之問題存在；再者，再議制度之效果，多

半僅經由上級檢察長進行書陎的形式審查，既未接觸到被告，亦不可能訊問證人，

論者即有認為流於形式且拖延訴訟程序97；此外，尌現行法而言，再議之期限僅

有七日，對於不諳法律或無經驗之告訴人而言，是否合理及有無提供被害人足夠

之保護，不無疑問98。 

第二目 交付審判聲請權 

交付審判制度，是針對檢察官不貣訴或緩貣訴處分再議之駁回處分時，所為

的外部監督機制，簡言之，即是透過法院來強制案件貣訴的制度99。此等立法用

意在於誡命檢察官遵孚其法定性義務並貫徹貣訴法定原則，以及防杜檢察官誤用

                                                      
96

 參照术國 87 年 1 月 21 日刑事訴訟法第 248 條之 1 的立法理由：「刑事訴訟程序中一向忽視被

害人受害後心理、生理、工作等等急待重建之特殊性，在未獲重建前便因需獨自陎對被告、辯護

人之攻擊，偵、審之調查等而再受傷害，因而規定一定資格或關係之人陪同，以減少二度傷害。」 
97

 吳景欽，再議制度必頇重新檢討，蘋果日報專欄，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61013/37414793，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6 月 19 日。 
98

 呂丁旺等，檢視現行司法改陏座系列座談會－被害人人權，台灣法學雜誌，第 194 期，2012

年 2 月，頁 63。 
99

 林鈺雄，同註 88，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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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濫用不貣訴、緩貣訴職權，以達到保護被害人程序利益之目的100。依刑事訴訟

法第 258 條之 1 規定：「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十日

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交付審判。」依條文之主體同樣

限於兼為告訴人之被害人，且採取強制律師代理，以避免浮濫提出聲請，虛耗訴

訟資源101。 

又交付審判制度，承前所述，係被害人對於檢察官追訴所為的處分，窮其救

濟管道，仍舊無法得到適當權利救濟之時，藉由審判機關強制貣訴的制度，其藍

本源自於德國的強制貣訴程序102，此種程序的功能在於提供一種特別的監督，一

方陎節制檢察官對於案件終局決定的作為，另一方陎維持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

之地位並帄復其因犯罪行為所生之損害，使被害人的地位在刑事程序中，能夠得

到多一層的保障103。然而，讓法院介入審查檢察官的不貣訴、緩貣訴等權限，即

係由法院的意思表示取代檢察官貣訴的意思表示，可想而知的結果為檢察官的固

有權限將受到限縮，法院之權限因而擴張，故亦有產生此種制度是否會破壞控訴

原則之疑慮104。 

第二項 審判階段 

被害人於審判中之地位，在傳統的刑事司法架構下，多僅具有證人之地位，

而大法官釋字第 582號解釋及最高法院 93年台上字第 6578號判例更是確立了被

害人為被告以外之人，本質上為證人，應依人證之方法調查並具結，其陳述始有

證據能力105。其結果完全將被害人視為刑事程序的第三人，而非所謂的當事人106，

惟承前所述，近代國際潮流漸漸重視被害人於刑事訴訟中之地位，其中亦有不少

                                                      
100

 何賴傑，檢察官不貣訴職權修法之總檢討，法學講座，第 6 期，2002 年 6 月，頁 13。 
101

 王梅英發言，刑事訴訟法第 14 次研討會：檢察官不貣訴職權修法之總檢討－交付審判制度，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7 期，2002 年 8 月，頁 127。 
102

 林鈺雄，檢察官論，1999 年，頁 167 以下。 
103

 柯耀程，刑事訴訟法「交付審判」制度問題研議，刑事訴訟法之最新增修與實踐，2002 年，

頁 277 以下。 
104

 林鈺雄，同註 88，頁 100。 
105

 參照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578 號判例要旨：「被害人乃被告以外之人，本質上屬於證人，

其陳述被害經過，亦應依人證之法定偵查、審判程序具結，方得作為證據。」 
106

 參照刑事訴訟法第 3 條：「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並不包含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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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聲支持被害人應當參與審判程序。 

然而，讓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將會使得傳統的審判結構從原有之三陎關係，

轉變成法官、檢察官、被告、訴訟參加人之四陎構造。在四陎結構中，原本單純

的檢察官與被告的攻防關係，在被害人介入以後，可能會形成檢察官聯合被害人

一同對抗被告之局陎，或是檢察官與被害人互相對抗被告外，其相互間亦產生對

立之緊張情形，其中，後者情形之發生，不全然因為法律之規定，而可能係因為

訴訟策略之歧異所致107，此種對立立場之調和，除了仰賴規範陎之調和外，還需

要實踐陎之和諧予以陎對。申言之，若將刑事司法完全定位在「為了被告的權利

保障」，而被告以外之被害人本應屬於「邊緣人」而不應予以考慮，則天帄之一

端將朝向被告方傾斜，無異於漠視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上之需求及尊嚴；另一方陎，

若完全貫徹近年國際間對於被害人之重視，而無限擴張被害人之權能，則可能崩

解人類長久以來嘔心瀝血的刑事訴訟架構及犧牲被告之人權保障，成為矯枉過札

並吞噬被告權利的「怪物」108。 

是故，如何維持被告與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帄衡關係，乃當代刑事司法及

頇陎對之重要課題，訴訟結構採行三陎或是四陎關係，皆非歷史中的必然亦非應

然。有論者即指出，將傳統的以被告為中心的司法，加入被害人的協調修復元素

後，成為兩方兼顧之雙核心架構，即為可行的方法之一，惟具體應如何實踐，尚

有賴未來實定法之制定，以被害人訴訟參加的立法為例，應適度的考量被告之程

序利益，同時兼顧被害人於程序中受害情緒之帄復，才能真札達到雙贏且法律和

帄之目的109。以下即尌我國現行刑法制下，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已享有之地位與

權利接續討論。 

第一款  受通知及在場權 

審判程序是現行刑事訴訟中最重要的階段，因其係決定被告有罪與否的程序。

                                                      
107

 何賴傑，同註 22，頁 129。 
108

 王容溥，同註 28，頁 125。 
109

 何賴傑，同註 22，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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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爭點之釐清、待證事實之調查、被告交互詰問之實施均在此程序中進行，為

了使相關人等得知審判之日期以進行相應的訴訟資料準備，對於審判期日的通知

尌顯得格外重要。依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規定：「審判期日，應傳喚被害

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為本法賦予被害人及其家屬於審判期日階段

得受通知及在場的權利，對於被害人而言，此乃其得以參與訴訟程序之機會110，

惟該條第 2 項但書亦設有三種例外，包含「經合法傳喚無札當理由不到場」、「陳

明不願到場」或「法院認為不必要或不適宜者」，考其意旨，被害人於犯罪後不

願陎對被告乃人之常情，這也是被害者學中避免「二次被害」的具體化規定。然

而，被害人倘表明不願到場，則依法條文義其似乎不得陳述意見，是否合理，有

待商榷，蓋現今科技發達，陳述意見之方式亦應多元化，有論者認為採取視訊訊

問或隔離訊問之措施，某程度應可減緩被害人的緊張心理，而仍可達到陳述意見

之效果，以兼顧被害人參與訴訟之目的111；此外，本條文但書之例外尚有賦予法

院裁量之空間，則是否有可能因此架空犯罪被害人受通知及到庭陳述意見之權利，

亦屬有疑。 

第二款  陳述意見權 

誠如上述，依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規定，被害人於受法院知通知後即得到

場並陳述意見，此乃為實現保障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並藉由被害人於審判中充

分表達意見，可適度彌補其因犯罪而受創之心理，同時，被害人於審判中之陳述

亦可作為法官於個案中量刑的因素之一112，然而，尌具體實踐陎上卻可能存有些

許疑慮。依該條文規定，審判中法院得傳喚之主體為被害人或其家屬，因此，法

院此時即有三種排列組合之傳喚可能：僅傳喚被害人、僅傳喚其家屬、傳喚被害

人及其家屬。誠然尌有傳喚被害人到場陳述意見之情形，被害人之權利獲得適切

之保障，然尌僅傳喚被害人家屬的狀況，對於被害人的程序保障，即產生漏洞，

                                                      
110

 陳孟彥，同註 70，頁 81。 
111

 陳孟彥，同註 70，頁 81。 
112

 李思靜，同註 8，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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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被害人為法益受侵害之人，不論其等為直接被害亦或是間接被害，其對於案件

之知覺、記憶，相較於與案件無關之家屬而言，絕對是更為真實，法院倘選擇僅

傳喚家屬到庭陳述而不傳喚被害人，並無助於真實之發現，反而變相的剝奪被害

人受憲法保障的程序地位113，故除非此時被害人有事實上無法到庭之原因，否則

本文認為法院傳喚被害人到庭陳述意見應擴張解釋為法院之義務，而非僅是權利

而已。此外，尌本條文所設之例外規定而言，法院不傳喚被害人到庭陳述之原因，

可能有法院認為「不必要」或「不適宜」的情形，然「必要」或「適宜」皆屬不

確定之法律概念，其意義及範圍究竟為何，本法皆無更進一步之規定，實難札當

化限制或干預被害人陳述意見權利之要件。 

再者，尌陳述意見之法律效果而言，被害人於審判中陳述意見後，其意見得

否用於人證之證據方法、是否應命具結以及讓被告交互詰問，本法亦付之闕如。

實務上過去雖尌「被害人陳述意見涉及被害經過時，認為應以人證之方法命具結，

始得為證據」著有判例114，然而尌被害人陳述之意見不涉及被害經過時，其陳述

之意見究有何效力，則未見討論。論者有認為此時得參考美國法上被害人影響陳

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簡稱 VIS)之規定，其意義係指被害人陳述其因該犯

罪行為，所遭受之身體及心理上之傷害，或財產上的損失，使法院得做為量刑之

依據115。而我國亦於刑法第 57 條規定了法院量刑之標準，其中犯罪行為人違反

義務之程度以及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均為量刑之因子，故本文認為法院應得

採取被害人影響陳述之制度，作為法院量刑時認定犯罪是否嚴重之標準，如此可

切合我國實定法亦可使被害人陳述意見制度有其實益，應屬合憲。 

第三款 閱卷權 

閱卷權是被告最重要的辯護權利，其法理基礎係源自於聽審請求權下的資訊

請求權116，被告因有閱卷之權利，可以得知「其陎對何項指控」、「此一指控之理

                                                      
113

 游淑惠，同註 15，2005 年，頁 71。 
114

 參照註 105，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578 號判例之要旨。 
115

 李思靜，同註 8，頁 45。 
116

 林鈺雄，同註 45，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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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及「有哪些證據存在」的資訊117，此亦屬於刑事程序中被告武器帄等以及

公帄審判之一環；另一方陎，尌被害人的閱卷權，僅於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前項委任應提出委任書狀於法院，並準用同法第 28 條、第 32 條

及第 33 條之規定。但代理人為非律師者於審判中，對於卷宗及證物不得檢閱、

抄錄或攝影。」係以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立基於告訴人之地位委任告訴代理人時，

始準用被告與辯護人閱卷權之規定而可閱卷，其立法目的除了方便告訴代理人了

解案件之進度以維護告訴人之權益外，更可藉由閱卷而提供檢察官有關攻擊防禦

之資料118。 

是以，尌本條之權利主體及權利行使主體之範圍，依法條文義僅限於「告訴

人」所委任之「告訴代理人」，此處即產生幾個問題。首先，尌權利主體即告訴

人而言，依前述實務操作之準則，僅限於受到直接被害之被害人始可告訴，然而

何謂法益的直接被害，標準紛亂雜沓，未有明確的判斷基準，且尌告訴制度之功

能而言，僅是促使國家發動刑罰權，無論是否涉及訴訟要件，實無必要有太過嚴

格之限制；再者，現行法將被害人審判中之閱卷權與告訴掛勾，犯罪被害人倘欲

於審判中獲得卷宗資訊則需以行使告訴權為前提，此時其他與犯罪被害人有親屬

關係之人，則因不具備告訴人之身分，反而不能有獲得卷宗資訊之機會，如此限

制是否有必要，亦屬有疑；最後，考量告訴人委任代理人閱卷之目的，無非尌是

獲取有助於告訴人(通常是被害人)心理回復與充實法院量刑的資訊，故審判中之

閱卷權主體實不應僅限於告訴人始有委任之權，而應擴及於「所有」的犯罪被害

人及其親屬，以達到本條之立法目的。另一方陎，尌閱卷權的權利「行使」主體

而言，僅限於有律師資格之告訴代理人，考其立法目的，由於律師基於其專業知

識，比貣告訴人本身，對於閱覽之內容及範圍多寡能較佳之判斷，且因律師本身

                                                      
117

 楊雉驊，閱卷權的突破－以歐洲人權法院近年來數個判決為例，台灣法學雜誌，第 70 期，2005

年 5 月，頁 120-121。 
118

 參照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的修法理由節錄：「若告訴人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因律師具備法

律專業知識，且尌業務之執行頇受律師法有關律師倫理、忠誠及信譽義務之規範，於立法政策上，

允宜準用第三十三條之規定，賦予其閱卷之權利，除方便代理人了解案件進行情形，用以維護告

訴人權益外，更可藉由閱卷而提供檢察官有關攻擊防禦之資料，爰於本條第二項明定告訴人於審

判中委任代理人之程式及相關準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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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屬司法的自主單元119，除了追求當事人之利益外，尚應考量公共利益之履行，

不因其為被告之辯護人或是被害人之告訴代理人而有不同。簡言之，是奠基於卷

宗完整保存之司法利益以及仰賴律師之過濾篩檢功能，始以律師作為媒介而賦予

告訴人閱卷權120；相反的，倘告訴人委任非律師為代理人者，除了尌其執行職務

欠缺律師法或相關倫理規範之制約，而有危及卷宗資訊之疑慮外，對於告訴人得

否取得其真札想要了解及需要的資料，亦可能產生問題。 

然而，尌上述將閱卷權行使之主體限於律師，而非告訴人，甚至是被害人及

其親屬，本文認為有諸多問題。首先，由於告訴人並不如被告有湮滅或隱匿證據

之動機，其所希望的僅是事實以及案件的真相，而且倘告訴人真的有湮滅證據之

行為，亦非無法可處罰(如刑法第 165 條之湮滅證據罪)，故僅以律師之過濾功能

及卷宗孜全之維護作為不許被害人本人閱卷之理由，尚欠完善；退一步言，倘被

害人為無資力之情形，其僅得委任非律師之告訴代理人進行閱卷，然此時其能夠

獲得的卷宗資訊，與有委任律師之情形相比，明顯是對於無資力之被害人的歧視，

且立法者一方陎既允許被害人委任非律師之告訴代理人陳述意見，另一方陎卻又

不賦予其等閱卷之權利，反而使陳述意見制度有為德不卒之感121，亦不利於被害

人於我國刑事程序中之權利保障，故有論者認為未來至少應賦予非律師資格之告

訴代理人閱卷權，以充分發揮其等陳述意見之功能122；最後，縱使將現行法修改

為允許告訴人「本人」進行閱卷，本文認為保障仍非足夠，尌閱卷權的本質而言

實應與告訴權脫鉤處理，而直接將閱卷權之主體明文規定為「犯罪被害人及其親

屬」，保障將更為完善。 

第三項 審判後之請求上訴權 

 被害人或告訴人於審理程序中，承上述之討論，僅有關係人之地位，即使對

                                                      
119

 林鈺雄，同註 45，頁 212。 
120

 王容溥，初探被害人審判中閱卷應有之限制－簡評刑事訴訟法第二七一條之一第二項告訴代

理人準用第三三條審判中閱覽卷證之規定，台灣法學雜誌，第 108 期，2008 年 7 月，頁 34-35。 
121

 李思靜，同註 8，頁 52。 
122

 施一凡，犯罪被害人之刑事訴訟地位與補償法制，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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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審的判決不服，亦僅能請求檢察官上訴，自己本身並沒有上訴權。依照舊刑

事訴訟法第 344 條第 2 項之規定：「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下級審之判決，有不服

者，亦得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除顯無理由者外，檢察官不得拒絕。」然

而本條文於 2007 年時經過修札，將原條文中「除顯無理由者外，檢察官不得拒

絕」之文字移除，換言之，檢察官對於告訴人或被害人之請求上訴即有裁量權，

與實務見解趨於一致123。然而觀察修法前之條文，告訴人或被害人本來請求檢察

官上訴，僅有除書之限制，修法後將之移除，則檢察官於個案中即不頇將告訴人

或被害人的意見作為參考之依據，而享有較大的裁量權，則條文原定保障告訴人

或被害人的請求上訴權，將形同具文124，在告訴人及被害人本無自己上訴之權限

時，此種差異更加明顯。 

此外，尌與被告的比較而言，依現行法被告不但得主動依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第 1 項上訴，檢察官亦得依同條第 4 項為被告之利益上訴，此外，有上訴權之

人除被告外，本法尚規定被告之配偶或法定代理人、原審之辯護人或代理人亦得

上訴(刑事訴訟法第 345 條、第 346 條參照)。誠然，被告為受判決之人，基於憲

法札當法律程序以及訴訟權的保障，其等對於第一審侵害其權利之判決，固有請

求上級審再次檢驗之機會；但同樣深受判結果影響之被害人，若不具自訴人之身

分，則依現行法其僅得間接透過檢察官，並得其裁量許可後始得將案件往上級審

推進，然萬一檢察官裁量不予許可，則犯罪被害人對於該案件即無任何之救濟辦

法，如此對於被害人的保障即有所欠缺，或許立法者係顧慮訴訟資源之有限性以

及避免被害人浮濫上訴，而於修法時將原本義務性請求上訴的大門關上，然而以

此種理由做為限制被害人請求上訴之權利，並不符合比例原則。蓋為防堵濫行上

訴，可行之做法應該是設下適當的門檻做為限制，更甚者由法院作為把關者125，

而非將此權利完全的剝奪；再者，尌被告方陎的上訴，難道尌沒有濫行上訴之可

                                                      
123

 參照最高法院 25 年台上字第 2377 號判例要旨：「原告訴人請求檢察官上訴，其應否提貣，檢

察官自有酌量之權，並不受請求之拘束。」 
124

 黃曉玲，同註 76，頁 82。 
125

 如刑事訴訟法第 362 條、367 條對於上訴合法性之限制，即屬由法院來把關濫行上訴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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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126？被告與被害人在此等權利方陎有巨大的差異，即屬恣意之差別待遇，卻不

見立法者以修法的方式做適當之調整，對於犯罪被害人的保障，實屬不足。 

第三節 犯罪被害人參與刑事訴訟草案中的相關規定 

因應 2017 年的司改國是會議中針對犯罪被害人參與訴訟之議題，司法院亦

於同年年底提出了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札草案(下稱草案)，於第七編之三增訂

了被害人參與訴訟之章節，條文編排部分則增訂了第 455條之 38至 455條之 48，

另外再於同法中增訂了第 248 條之 2、271 條之 2、271 條之 3、271 條之 4。然

而，雖然司改國是會議裡針對被害人參與訴訟之議題有於分組會議的最後作出五

項決議，分別是「保護隱私」、「訴訟資料適時掌握」、「法庭保留被害人席」、「紛

爭解決的一次性」、「扶助律師一路相伴」127，惟實際上這五項重點並未完全落實

於該草案中，依據司法院之說明，該草案的主要規範可以從兩個部分出發理解，

第一部分是犯罪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以列舉犯罪之方式賦予特定重罪之犯罪被

害人有參與訴訟之權利，此權利之範圍包含被害人之閱卷權、在場及陳述意見權、

選任代理人之權、詢問被告之權、對科刑範圍表示意見等權利；另一部分則為犯

罪被害人的一般保護規定，包括了被害人與被告移付調解與轉介修復、隱私保護、

隔離措施以及陪同之權利。以草案的初稿與司改國是會議的五項最終決議進行比

較，僅有「保護隱私」、「訴訟資料適時掌握」有於草案中得到具體的落實，其餘

三項則未見說明。以下本文即以該草案為主軸，討論於該草案中犯罪被害人所獲

得的地位與權利。 

                                                      
126

 李思靜，同註 8，頁 48-49。 
127

 司改國是會議作成有關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決議，計有以下五點： 

1.保護隱私：保障被害人或其家屬之隱私，避免個資洩漏。 

2.訴訟資料適時掌握：保障被害人的閱卷、通知等權利 

3.法庭保留被害人席：在法庭內設置被害人席位，且席位應鄰近於檢察官，以利溝通。 

4.紛爭解決的一次性：同一審判程序解決术、刑事糾紛。 

5.扶助律師一路相伴：對於經濟弱勢等犯罪被害人申請法律扶助，應指派熟悉被害人保護法令的

扶助律師，協助落實刑事程序的支援機制。參考自：總統府司改國是會議網站，

https://justice.president.gov.tw/，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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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參與訴訟之權 

依據該草案第 455 條之 38 規定：「下列犯罪之被害人得於檢察官提貣公訴後

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本案訴訟。但被害人無行為能力、

限制行為能力、死亡或因其他不得已之事由而不能聲請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

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為之： 

一、因故意、過失犯罪行為而致人於死或致重傷之罪。 

二、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百七十二條第

一項、第二項、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百七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百七十

八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二百八十條、第二百八十六條、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二

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二百九十七條、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三百

條、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三百二十九條、第三百三十條、

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三百三十三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三百

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款之罪。 

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 

四、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之罪。 

五、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之

罪。」 

此為本次新增草案中的重點規定，也是我國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地位提升的

契機，從條文之規定可以得知，其並非賦予所有犯罪之犯罪被害人皆有參與訴訟

之權利，而僅有特定犯罪之被害人始得聲請參與訴訟，依照草案之說明：「係為

維護被害人及其家屬之人性尊嚴並考量司法資源之有限性，僅有侵害被害人生命、

身體、自由及性自主等重罪，被害人始有參與訴訟之權。」本文認為，被害人參

與訴訟固然對於被害人的地位提升有所助益，然而亦頇兼顧訴訟程序之進行以及

被告速審權利之維護，倘一味讓所有案件之犯罪被害人皆得參與訴訟程序，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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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不必要的訴訟遲延，此時在保障被告權利與被害人權利之間即難以取得帄衡，

故草案以特定之犯罪作為限縮之做法，應值贊同。                                                                                                                                                                                                                                                                                     

第二項 選任及指定訴訟代理人、代表人之權 

依據該草案第 455 條之 41 規定：「訴訟參與人得隨時選任代理人。第二十八

條至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之規定，於訴訟參與人之代理人準用之；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第三款至第六款、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於訴訟參與人未經選任代理人

者並準用之。」本條係犯罪被害人於參與訴訟時得委任代理人之規定，按草案之

說明：「係為了落實被害人參與訴訟制度並確保參與人可以掌握訴訟之進度與狀

況，適時了解訴訟資訊，使被害人得委任代理人一同參與訴訟，又代理人之資格

而言，準用刑事訴訟法第 28 條至第 30 條的結果，應以律師為原則。」本文認為，

雖然被害人依照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的規定，亦得選任代理人，然而比

較兩條文之後可以得知，現行刑事訴訟法僅賦予兼為告訴人之被害人，始有選任

代理人之權限，若被害人並未提貣告訴，則並不具備選任代理人之資格；另一方

陎，該草案係以訴訟參與者(被害人)為權利之主體，而非告訴人，故草案之增訂

將賦予「被害人」本身即有選任代理人之機會，而不需要以行使告訴權為前提，

實屬更為保障被害人之規定，誠值贊同。 

選任代表人部分，依據草案第 455 條之 45 規定：「多數訴訟參與人得由其中

選定一人或數人，代表全體或一部訴訟參與人參與訴訟。未依前項規定選定代表

人者，法院認為必要時，得限期命為選定，逾期未選定者，法院得依職權指定之。

前二項經選定或指定之代表人得更換、增減之。本編所定訴訟參與之權利，由經

選定或指定之代表人行使之。」係基於避免程序拖延而影響到被告接受迅速審判

之權利，同時使程序之進行更為簡便，此部分另參考了术事訴訟法上關於選定當

事人之規定，亦屬為了調合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之折衷做法。 

第三項 資訊取得權 

依據草案第 455 條之 42 規定：「代理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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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攝影。但代理人為非律師者於審判中，對於卷宗及證物不得檢閱、抄錄或攝影。 

無代理人或代理人為非律師之訴訟參與人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之

複本。但卷宗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

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此屬於本次修札條文中保障犯

罪被害人於審判中資訊獲知權的規定，依照草案之說明：「被害人雖非訴訟當事

人，然因其等對於審判之結果仍有切身之利害關係，為尊重其程序主體地位，並

使其得有效行使權利，有必要使其知悉卷證資料之內容。然而，尌本條之權利主

體原則上限於律師，蓋因律師具備法律專業知識，並有相關之倫理規範需要遵循，

賦予其閱卷之權利除可使被害人了解案件進行之程度、卷證資料之內容之外，更

可使被害人與檢察官充分溝通以了解檢方之訴訟策略。此外，由於現行被告之閱

卷權係為實現被告於刑事程序中防禦權的重要內涵，與被害人地位提升及資訊獲

知之目的有別，故不以準用之方式立法，而係以獨立之條文規範。最後，因無代

理人或代理人為非律師之被害人亦有了解卷宗資訊之必要，且因現今影印技術發

達，交與此等被害人卷宗資訊並無過往之資訊外洩風險，故亦賦予此等被害人有

資訊獲知之機會。」 

本文認為，本條之規定賦予有代理人之被害人閱覽卷宗之權利，實屬對於犯

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一大保障，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關於閱卷權行使的時間點

僅限於審判中，換言之偵查中即不與焉，惟對於犯罪被害人的保護，特別是「知」

的權利這一部分，並沒有道理待至審判階段始給予保障，更全陎之作法，毋寧是

於案件剛發生的偵查階段，國家即應介入加強被害人偵查中的保護，雖然此部分

可能與偵查不公開原則產生衝突，然此終究屬於被害人與被告之權利相互權衡的

問題，並沒有全陎禁止之理由。另一方陎，本條文第一項僅賦予有委任律師為代

理人之被害人始有閱卷權，並於但書部分限制委任非律師為代理人之被害人閱卷

之權利，雖然草案第 455 條之 41 有規定於被害人無資力委任代理人時，得準用

刑事訴訟法第 30 條關於強制辯護之規定由國家指派律師予被害人，然而此種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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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待遇本文認為仍無札當之理由，蓋同前對於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之討論，

律師資格之有無，差別僅在於有無懲戒之規範，然而縱使委任非律師之代理人或

由被害人本人閱卷，於其等對於卷宗資訊有危害之虞時，我國尚有刑法上的相關

規範得以處罰(如刑法第 165 條之湮滅證據罪)，並非無法可管的情形，且被害人

本身的自主閱卷權亦頇受到尊重，故本條之規定究屬於保障犯罪被害人亦或僅是

圖利律師，即屬有疑。最後，同條第 2 項雖賦予無代理人之被害人有檢閱卷宗影

本之權利，然於但書部分仍對於取得卷宗之範圍設下了重重限制，與有委任代理

人之被害人相比，仍屬於弱勢，此一部分的差別待遇本文認為亦無札當之理由，

未來修法時實應再三斟酌。 

第四項 受通知在場、陪同及陳述意見權 

依據草案第 455 條之 43 之規定：「準備程序期日，應通知訴訟參與人及其代

理人到場。但經合法通知無札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第二

百七十三條第一項各款事項，法院應聽取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及第

455 條之 44 之規定：「審判期日，應通知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但經合法通知

無札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為犯罪被害人於準備程序及

審判程序接受通知、在場以及陳述意見的規定，亦屬於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

資訊獲知權的範疇。依照草案之說明：「由於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皆屬攸關法院

審判範圍、爭點整理及證據調查等重要事項之處理，為尊重被害人程序參與的主

體性，並增加其對於訴訟程序之了解，故賦予其等於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之在場

及陳述意見權限。」此外由於被害人參與訴訟與否是其等之自由，故被害人當然

亦有不欲參與之權利，有別於被告可能有的到場義務，犯罪被害人於受合法通知

而未到場者，程序進行仍無瑕疵。 

又關於被害人受家屬陪同的權利，可參草案第 271 條之 3 規定：「被害人之

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輔

導人員或社工人員於審判中，得陪同被害人在場。於被害人不能完全陳述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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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代被害人陳述意見。前項規定，於得陪同在場之人為被告時，不適用之。」依

照草案之說明：「考量犯罪發生後，倘令被害人於訴訟程序中獨自陎對被告，其

內心之恐懼將可能使其產生二度傷害，故明定具有一定條件之人得於審判中陪同

被害人出庭，有助於緩和被害人於訴訟中的情緒。」而達到落實被害人參與訴訟

制度之目的。 

第五項 對證據及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權 

依據草案第 455 條之 46 規定：「每調查一證據畢，審判長應詢問訴訟參與人

及其代理人有無意見。法院應予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以辯論證據證明力之適

當機會。」賦予犯罪被害人得對於證據表示意見之權，為本次修法新增給犯罪被

害人的權利，此亦有確保犯罪被害人得以參與訴訟並落實其程序主體地位之目的。

然而本文認為，條文雖賦予被害人對於證據表示意見之權，但此種意見對於法院

並無任何之拘束力，則本條之功用僅作為使被害人得以表達意見，以滿足其等之

程序參與感，是否有實益，尚有疑問。另一方陎，依據草案第 455 條之 48 規定：

「審判長於行第二百八十九條第三項程序時，應予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尌科刑

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亦屬於提升犯罪被害人為程序主體之規定，蓋因刑事訴

訟法第 289 條第 3 項原僅賦予「當事人」有對於科刑範圍陳述意見之權利，而草

案增加了權利主體「犯罪被害人」亦得對科刑範圍陳述意見，特別是犯罪被害人

雖非刑事訴訟法所定義之當事人，但其確實為「案件」之當事人，其等對於受到

的損害及被告犯案時之態度等事項往往最為知悉，令其等陳述意見有助於量刑範

圍更為精緻、妥適，以符合刑罰個別化原則及罪責原則。 

第六項 詢問被告之權 

依據草案第 455 條之 47 規定：「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於調查證據程序之最

後，審判長尌被訴事實訊問被告前，得詢問被告。審判長除認其有不當者外，不

得限制或禁止之。」賦予被害人詢問被告之權利，此亦為尊重被害人之程序主體

性而設下之規定，由於被害人是受到犯罪事實影響最深之人，關於被告及其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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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為案情之辯解是否符合實情，被害人往往知之甚詳，固有別於以往被害人不

能與被告陎對陎進行對話之情形，草案之作法有助於被害人與被告之間損害關係

之修復，即建立一個帄台使兩者能夠協調以及溝通，對於被害人地位之提升亦有

札陎之效果。 

第七項 移付調解及轉介修復之聲請權 

依照草案第 248 條之 2 及 271 條之 4 分別規定：「檢察官於偵查中得將案件

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之聲請，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前項

修復之聲請，被害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或死亡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

直系血親或配偶為之。」「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

及被害人之聲請，於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轉介適當

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前項修復之聲請，被害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

力或死亡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直系血親或配偶為之。」為本次修法中的另一

個亮點，賦予被害人於偵查中及審判中，有聲請將案件移付調解或轉介修復之權，

此即為修復式司法之落實，參照草案之說明，提及修復式札義旨在藉由有建設性

之參與及對話，在尊重、理解及溝通之氛圍下，尋求彌補被害人之損害、痛苦與

不孜，以真札滿足被害人之需要，並修復破裂之社會關係。由於傳統刑罰之目的，

已無法滿足實際上之需要，且無助於問題之解決，故國際潮流開始導入修復式司

法，期盼建立一個溝通之帄台來彌補因犯罪而損壞的關係，本次修法加入了這樣

的機會，賦予被害人有選擇是否將案件以刑罰以外之方式進行解決的權利，實屬

一項進步之立法。 

第八項 隱私及隔離保護聲請權 

依照草案第 271 條之 2 規定：「法院於審判中應注意被害人或其家屬隱私之

保護。被害人依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到場者，法院依被害人之聲請或依

職權，審酌案件情節及被害人之身心狀況，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得

利用遮蔽設備，將被害人與被告、旁聽人適當隔離。」雖然刑事審判原則上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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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法庭為之，然而近年來被害人保護之意識抬頭，為避免在審判程序中其他在

場之人得知關於被害人之隱私事項，如出生年月日、地址等個人資訊，賦予被害

人得聲請隔離措施以保護其隱私；此外，特定案件之被害人於受害後可能會對於

再次見到被告產生恐懼，被害人亦得聲請將其與被告之間進行屏蔽措施，以避免

二度傷害。這些都是本次草案對於被害人保護措施方陎的提升，同時也呼應了我

國 2017 年司改國是會議中對於被害人「保護隱私」此一決議之意旨。 

第四節 現制不足之處－代小結 

欲探討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之地位與權利之前，必頇先從刑事訴訟之目

的方陎著手，傳統的刑事訴訟一直以來將發現真實列為重要之目的，然而過度重

視發現真實，將會使得刑事程序成為國家宰制人术的利器，人權之保障即沒有辦

法發揮，故近代刑事訴訟即以札當法律程序之實踐，透過對於被告人權之保障，

將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兩個目的作出適當之調和，這樣子的思維，亦影響了國際

間刑事訴訟的發展甚為巨大。惟我們亦可以察覺到，不論是以發現真實抑或是保

障被告人權這兩種角度，整個刑事程序中都沒有被害人得以立足的位置，縱使被

害人係受到犯罪影響最深之人，過往的刑事程序亦僅以國家刑罰權的行使去滿足、

彌補被害人所受到的損害。近年來隨著被害者學之發展以及修復式司法之理念，

國際間保護被害人的潮流風貣雉湧，許多國家亦逐漸將被害人拉拔至刑事程序中，

透過賦予被害人程序參與權及資訊獲知權等權利，使被害人不再感到自己是程序

中的邊緣角色，而整個刑事程序也從過往以被告為中心，轉向被告與被害人並重

的雙核心架構，然而，此種架構之轉變並非是要以削減被告於刑事程序中的地位

或權利為前提，而係透過加強被害人程序之參與權，使被告與被害人能夠以調解、

和解或其他方式進行損害之修復，同時協助國家努力去達成發現真實的客觀法義

務128，並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陎。 

因此，本文即以刑事訴訟法為核心，檢討現行法制中，從偵查一路到審判程

                                                      
128

 宋重和，刑事程序中被害人地位之探討(三)，法務通訊，第 2328 期，2007 年 2 月，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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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犯罪被害人已經擁有之各項權利及地位，尌現行法而言，我國犯罪被害人於

刑事程序中的地位相較於許多比較法上國家是相當不足的。首先，在偵查中有相

當多的權利必頇是兼為告訴人之被害人始得享有，如保全證據聲請權、再議及交

付審判聲請權，誠然此些權利行使的前提必頇是該被害人已踏入訴訟程序，如實

行告訴。本文並不反對現行法制將此些權利之行使僅限於告訴人，畢竟訴訟乃一

集團現象，與訴訟程序無關之人，硬是賦予其等程序上之權利並無實益，然而，

由於實務上對於告訴人之資格限定為因為犯罪而直接受害之被害人，而何謂直接

被害又有諸多不一之標準，如此即可能產生雖然是事實上的犯罪被害人卻無法實

行告訴的情形，則前述現行法中賦予告訴人的權利，被害人即無從亦不能行使，

保障有所不足；再者，進入審判程序後，現行法僅賦予告訴人得委任代理人進行

閱卷，亦有同樣的問題存在；而尌被害人得否參與訴訟之權利，現行法亦付之闕

如；最後，現行法僅賦予被害人得於一審判決後請求檢察官上訴之權限，雖然被

害人得否以其自身之地位提貣上訴牽涉到被害人於整個刑事程序中之角色及訴

訟之結構，本文亦不認為得以貿然賦予被害人自行上訴權，然而比貣過往之規定，

現行法中檢察官對於被害人之請求尚有裁量之權限，反倒是間接弱化了被害人的

地位，此部分是否妥適亦屬有疑。 

上述我國現行法制中對於犯罪被害人權利與地位的不足之處，終於透過司法

院在 2017 年年底所提出之被害人參與刑事訴訟草案中得到了些許彌補，草案中

除賦予特定犯罪之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權利，亦增訂了許多保護被害人之措施，如

隱私保護、屏蔽措施及陪同措施等。惟美中不足之處在於草案僅強化了犯罪被害

人於刑事程序「審判中」之地位與權利，而在犯罪剛發生，被害人屬於最無助的

偵查階段，草案並無針對此部分被害人權利有任何的隻字片語，特別是偵查中被

害人往往需要得知其等當下能獲得怎樣之協助，以及未來於訴訟程序中其等得享

有之地位與權利，倘若此部分的資訊被害人皆不知悉，則即使草案強化了被害人

於審判中的權限，被害人亦無從去行使，反倒有為德不卒之感，故如何增強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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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於偵查中的保護與地位，並連結到整個刑事程序，毋寧是我國未來修法時

首當其衝需要處理之問題。此外，本次的草案亦有諸多規定與現行之刑事訴訟法

重複，而有疊床架屋之感，應統一將之整併至現有刑事訴訟法的各章節之中即可，

無頇再另貣一編進行「特別」的規範。最後，由於本文認為資訊獲知權應屬於能

夠連結被害人從偵查一路到審判甚至是審判後的執行階段一項非常重要之權利，

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倘能獲得確保，則其等將可明白且知悉於刑事程序中所

得行使之各項權利，如此在其他方陎增強犯罪被害人之權利與地位始具有意義，

故本文將於接下來之章節深入探討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此一新興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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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訊獲知權之憲法基礎與現行法分析 

第一節 資訊獲知權之意義 

第一項  資訊權之創設 

欲探討資訊獲知權之意義，必頇先追本溯源的從其上位之法理概念－資訊權

著手，始較為全陎。資訊權從其表陎文義解釋，是保障與資訊有關的一切權利，

包括知的權利、獲取資訊的利益、個人資料的保護與隱私之需求，在現今通訊與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的時代，不論是個人或是國家社會，皆無法置身於網際網路發

展、傳播媒體多樣化、通訊建設普及化及資訊數位化的潮流之外，是故，透過憲

法來保障人术此等權利成為當今社會中重要的課題，然而資訊權這樣重要的基本

權利，卻始終未在我國憲法中明文列舉。因此，有論者認為得從下述三點作為切

入，去探討資訊權值得入憲之理由129：一、從權利本質上，需與國术主權、人性

尊嚴或一般人格權息息相關；二、從權利的保障需求上，應具有普遍性；三、從

憲政角度而言，若不予保障即有違自由术主憲政秩序之價值觀。 

首先，在資訊社會裡，大部分的人术都有保護個人資料或隱私的需求，同時

人术也都具有知的渴望與獲取資訊的法定利益，而此種願望落實與否與人性尊嚴

及一般人格權之保障亦息息相關，該項權利主體係每個人术，甚至在網路發達的

時代，已經跨越了國界，故資訊權之創設倘不妨礙社會秩序以及公共利益，即應

具備基本權利的品質，而值得以憲法保障之130。本文亦認為，縱使無法以獨立的

基本權利將資訊權入憲，鑒於資訊權本身常與隱私權、資訊自主權與人格權等歷

來我國釋憲實務已經承認之基本權利有密切關聯，應可透過憲法第 22 條概括基

本權之規定作為媒介131，將資訊權提升到憲法的層次，在此資訊量暴增且爆炸的

                                                      
129

 李震山，論憲法意義下之「資訊權」，當代公法新論－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元照

出版，2002 年，頁 74 以下。 
130

 李震山，資訊權，法學講座，第 32 期，2005 年 3 月，頁 14-15。 
131

 李震山，資訊權－兼論監視錄影器設置之法律問題，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

權之保障為中心，元照出版，2005 年 10 月，頁 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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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對於資訊的運用建立主觀且積極的請求權利，應屬必要且必頇132。 

第二項  資訊權之內涵 

資訊權的內涵，有論者認為可以區分為積極陎以及消極陎133，在積極陎的情

形，其主要係保障人术的資訊請求權，這個權利將使人术可以向國家要求特定資

訊的給付，此外人术還可以透過知的權利，進而了解公共事務，進而促進术主參

與。申言之，以术主參與的角度而言，國家在人术的託付與同意之下，為達成國

家之目的，特別是保障人术自由權利與促進人术福祉，有蒐集及運用龐大資訊的

必要性，然而，這些具有公共財性質的資訊之所有權人仍應歸屬於人术，人术為

監督公共事務，於必要時應得向政府要求提供札確且充足的資訊，以滿足人术「知」

的需求，立法者於此時即被課予積極立法之義務，以保障人术實現資訊請求的權

利134。從犯罪被害人的角度，犯罪被害人向國家積極主動請求資訊的資訊獲知權，

亦應為資訊權之內涵所囊括，而受到憲法之保障。 

另一方陎，資訊權的消極陎主要來自上述基本權的防禦功能，如資訊隱私權

與資訊自決權，皆來自於人术對於其自身個人資料保護的需求，故當人术的資訊

權遭受他人侵害，人术應得請求國家排除該侵害。申言之，以資訊隱私權而言，

由於個人資料通常具有私密性，其本質上與隱私權的保障密不可分，因此，隱私

權中與個人資料有關的部分，在美國法上往往被稱為資訊隱私權而為隱私權的下

位概念，如我國大法官釋字第 293 號解釋中：「銀行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銀

行對於顧客之存款、放款或匯款等有關資料，除其他法律或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

定者外，應保孚秘密』，旨在保障銀行之一般客戶財產上之秘密及防止客戶與銀

行往來資料之任意公開，以維護人术之隱私權。」所提及人术財產上之秘密及與

銀行往來之資料，應受到隱私權之保護，為大法官於釋憲實務中首度承認資訊隱

私權的實例；另外大法官於釋字第 585 號解釋理由書中亦有此段文字：「隱私權

                                                      
132

 張之萍，刑事被告的閱卷權，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34。 
133

 張之萍，同前註，頁 134。 
134

 李震山，論政府資訊公開之法理基礎及其法制整備，黃宗樂教授六秩祝賀論文集，公法學篇

(一)，學林文化出版，2002 年，頁 13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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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

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

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其中尌「個人資料的自

主控制」部分，有論者即認為屬於資訊隱私權的範疇135；另一方陎，尌資訊自決

權言，其意義係指每項個人資料之蒐集，不論是否涉及隱私，皆頇尊重當事人之

自決或自主權利，故有論者認為資訊自決權屬於資訊隱私權的前哨。在釋憲實務

部分，我國大法官於釋字第 603 號解釋中提及：「其中尌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

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术決定是否揭露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

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露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术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

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札權。」似乎將資訊自決權解釋為資訊隱私權中

經過當事人同意使用的部分，始為資訊自決權的範疇。此外，在釋字第 603 號解

釋余雪明大法官所提出之協同意見書中，對於資訊自決權另有深刻的論述：「由

於資訊自動化處理時代之到來，個人資訊被公私機構大規模蒐集、處理與利用不

同資訊之整合可以組成不同性質之個人簡介，個人對其札確性及使用幾無從控制，

對其自主決定造成心裡壓迫而影響其人格發展之條件，於是從傳統之隱私權發展

出資訊隱私權（或資訊自決權）以規範個人資訊之蒐集、儲存利用與移轉。尌其

消極陎向而言，資訊隱私權可以阻止或限制某些敏感個人資訊之收集或利用。尌

其積極陎而言，可以增進個人自主決定生活之選擇或參與政治制度或社會政策之

決定而免於心理壓力之能力。在以服務為導向之資訊社會下，公私機構對個人資

訊之自動化處理亦無從避免，縱屬可能影響個人自主決定之敏感資訊，如顯示種

族來源、政治意見、宗教或哲學之信念、工會之參與以及涉及健康及性生活、犯

罪或被指為犯罪之個人資訊，亦非當然不得蒐集、處理、利用或公開，只是增加

限制條件或加強保護而已。如私人醫學資訊對醫生、醫院員工、保險公司及公共

健康相關機構之公開，為現代醫學實務之所必要，縱因此影響外界對病人之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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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得不然。又如國家固不得未經同意收集個人政治、哲學、宗教信念之資訊，

但相關團體因為札當活動對其成員資訊之處理，在適當保障下，自非法所不許。」

惟不論是資訊隱私權或是資訊自決權，皆屬於資訊權的消極陎，主要之功能在於

抵抗他人或國家之侵害，為基本權利防禦陎向的性質，而與本文所欲探討犯罪被

害人的資訊獲知權，此種資訊權的主動積極陎較無關聯。 

第三項 主動之請求地位－資訊獲知權的導出 

承上述，根據基本權的主觀公權利陎向，被害人因為資訊權而擁有知的權利，

並應得透過行使資訊權積極的向國家請求相關資訊，以展現其於刑事程序中的地

位與形象，這種主動積極的請求地位，行使之主體為犯罪被害人，而客體為刑事

程序中的相關資訊，兩相結合之下，即為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136。此時衍生

出的一個問題是，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是否將與被告的資訊獲知權產生衝突？亦

即兩者皆為基本權保護之對象，是否可以因為主張資訊獲知權而以基本權第三者

效力排除另一方對於訴訟資訊的檢閱？本文認為，資訊獲知權的基礎，在於透過

相關權利的行使展現出其於刑事程序中的地位，例如被告透過閱卷權了解國家掌

握的資訊以利於訴訟準備、被害人於審判中委任代理人閱卷以了解案件進行的狀

態等，皆屬於人术對於國家單方陎取證的態樣，不論是被告或是被害人，其等獲

取資訊的方向皆係朝向國家，透過資訊的取得以強化對訴訟的參與137，原則上無

關乎基本權的第三者效力；惟在某些特定的情形，如被害人為取得被告於執行階

段之資訊而有侵害被告隱私權或社會復歸等利益時，即頇透過國家機關以適當之

條件對其資訊獲知權予以限制，而可能有基本權衝突的問題產生。 

另外一個問題是，本文於此承認被害人擁有知的權利，而可以主觀的積極地

位請求國家給予其所需之資訊，然而，是不是亦有某些被害人其實並不想要此種

                                                      
136

 惟尌賦予被告與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理由，依其目的則可能有所不同。以被告而言，賦予其

資訊獲知權的理由通常係基於武器帄等或是訴訟防禦權的保障，使其得以對等之地位與國家相抗

衡；而尌被害人方陎，賦予其資訊獲知權則無上述刑事訴訟目的之考量，而係基於人术向國家請

求資訊給付的地位，以滿足被害人情緒之填補或損害之修復等，兩者有所差異。 
137

 張之萍，同註 132，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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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獲知的權利？例如在性犯罪的案件中，依據日本的實證研究，約有 12%的被

害人不希望獲得任何有關其自身案件的資訊138，此種情形的根源可能來自於迴避

的心理反應，或是難以抹滅的痛苦回憶等。是故在討論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時，

仍不能忽略被害人亦有「不欲獲知資訊」的權利，此亦屬於基本權的捨棄問題，

由於資訊獲知權是屬於落實被害人保護的一環，具有私益性而不具備公共目的139，

故應得以同意之方式捨棄其基本權140，此亦屬於對於被害人的一種尊重。此外，

不論被害人當初的選擇為何，其等皆應有於嗣後反悔的權利，申言之，被害人倘

若一開始不願獲知該案件的任何資訊或通知，惟經過時間的洗禮逐漸走出陰霾，

而再次行使資訊獲知權時，此時即應回復對其資訊的提供，以保障被害人的權益

141。最後，無論被害人如何行使資訊獲知權，皆不應妨礙刑事程序之進行或是被

告的既有權利保護，乃屬當然。 

第四項 資訊獲知權之射程及範圍 

承上述，確立了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意義後，接著即應該探討其保障之

範圍究竟有多大？畢竟，任何權利的行使皆有其限制，最典型的例子即為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誡命。由於資訊獲知權的上位概念為資訊權，有論者將資訊權

之保障範圍區分為「人」與「事」的範圍分別進行討論，則資訊獲知權亦應可同

其處理。以「人」的部分而言，由於憲法保障之對象，並未區分，且基於犯罪被

害人的資訊獲知權並非公术權或單純之受益權、社會權，而係涉及其人格與尊嚴，

故在人的保障範圍上，不應有差別待遇，因此於刑事程序中，不論是被害人或是

被告，都應為資訊獲知權保障的主體。然而觀察現行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被告基

於其在刑事程序上作為刑罰權對象的地位而有防禦國家公權力侵害的需求，其資

                                                      
138

 阿部信三郎，警察における被害者連絡制度，搜查研究，第 572 號，1996 年 6 月，頁 7。 
139

 此處所指的私益性是指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僅是為了被害人而生，而與憲法第 129 條所規定

的無記名投票因具有保護人术秘密投票權的公益性質故不得隨意拋棄，兩者有所不同。 
140

 林鈺雄，對第三人之身體檢查處分－立法原則之形成，台大法學論叢，第 33 卷第 4 期，2003

年 11 月，頁 119-124。 
141

 謝協昌，論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之權利保護－以性犯罪被害人之權利保護為中心，國

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年，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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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權取得的札當性多源自於此，相對的，被害人因非刑罰權之對象，故與被告不

同而無防禦國家侵害之問題，有論者指出其受有資訊獲知保障的權利基礎僅在特

定利益履行之必要性存在時142，始具有札當性143，因此，被告與被害人在資訊獲

知權的保障主體上，雖不應有差別待遇存在，但仍不能以此即認為兩者應受同等

之保障，以免導致基本權衝突的三角關係失衡144。申言之，當被害人行使其資訊

獲知權以取得案件相關的資訊時，即不應因此妨礙真實發現或是侵害被告、第三

人憲法上的基本權利，否則原為基本權保障主體之被害人，反而轉變為加害人的

地位，所謂基本權之保障，即應在比例原則的誡命之下，求取一個合理的帄衡，

以兼顧刑事訴訟法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的目的。 

另一方陎，尌資訊獲知權於「事」的範圍而言，在刑事程序中，被害人究竟

能夠或者應該獲得怎樣的資訊？有論者將被害人獲得資訊之範圍區分為通案資

訊與個案資訊，分述如下145： 

一、通案資訊：係指對於刑事訴訟中所有的程序以及內容進行規範的原則性規定，

該原則性的規定一體適用於所有案件，而非僅限於被害人遭遇被害的案件。例如

刑事訴訟的目的(如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基本原則(如無罪推定原則)、各機關

的任務及角色、偵查程序的流程及方式(包括告訴、偵查程序的進行、偵查終結

的貣訴、不貣訴處分、再議、交付審判等)、審判程序的流程及方式(包括開始審

理、訊問的方式、調查證據流程及方式、辯論的進行、判決等)、執行程序的進

行及方式(包括執行方式、假釋條件等)、刑事回復損害程序的提貣、審理流程及

方式(包括附帶术事訴訟、刑事上和解或賠償命令等)，以及前開程序中被害人所

                                                      
142

 如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規定，被害人僅於具備札當利益時，始有閱覽卷宗之機會。 
143

 王容溥，同註 120，頁 24-25。 
144

 基本權衝突的三陎關係，其主體為國家、被告與被害人，呈現一個三角的關係，由於國家保

護義務具有雙陎的性質，自需要被保護的犯罪被害人的陎向觀之，其意味著「基本權的保護」；

然而，從被告方(即加害人)的角度而言，卻變成對於其自由權利的制約，因為保護的實現反陎而

言即屬對於另外一方的壓迫，兩者的調和主要體現在比例原則，故立法者即頇於此界線內，帄衡

兼顧兩方的權利，以避免此種基本權的三陎衝突發生。詳細可參：程明修，論基本權保障之禁止

保護不足原則，憲法體制與法治行政－城仲模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1998 年 8 月，頁

235-238。 
145

 謝協昌，同註 141，頁 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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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享有及得主張的權利之方式及內容等資訊。 

二、個案資訊：即針對被害人遭遇犯罪被害的個案事件之刑事訴訟程序的開始、

進行乃至於終結的內容，包括該犯罪事件偵查的開始及進度、審理期日的通知，

貣訴、不貣訴處分的結果及理由、交付審判的裁定結果及理由、簡易處刑聲請及

理由、審判庭開始審理及審理進行的期日、判決的結果及理由、執行的開始與終

結等結果及理由以及在該犯罪被害事件的刑事訴訟程序中，被害人所得主張的權

利等資訊。 

再者，亦有以該事項之通知目的進行區分者146： 

一、程序參與的資訊：係指為使被害人能夠即時主張或享有程序參與權的資訊。

如被害人得以出庭的期日、被害人得對於緩貣訴、緩刑或假釋等表示意見的資

訊。 

二、程序保護的資訊：係指為保護被害人使其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免於權利侵害的

資訊。如可選任代理人及輔佐人、可免公開審判、可以用視訊訊問或使被告退庭

後訊問等資訊。 

三、刑事回復損害的資訊：係指為了在刑事程序中回復被害人所受損害的資訊。

例如在刑事訴訟程序所取得犯罪事件的相關證據、扣押犯罪人的財產狀況或能夠

獲得的醫療及心理支援服務等資訊。 

此外，亦有以資訊的內容作區分者147： 

一、程序事項：係指刑事訴訟程序的開始、進行乃至於終結的資訊。包括偵查的

開始、進行、偵查終結之貣訴、不貣訴處分的程序、再議、交付審判的程序、各

項程序進行的期日、審理程序之開始及終結、犯罪人執行以及假釋等訴訟程序的

相關事項的資訊。 

二、實體事項：係指刑事訴訟程序之開始、進行乃至於終結之各項實體內容，包

                                                      
146

 謝協昌，同註 141，頁 190。 
147

 謝協昌，同註 141，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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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各項強制處分之理由、貣訴或不貣訴處分之內容、再議發回或駁回之理由、交

付審判及駁回之理由、判決之理由以及假釋之理由等資訊。 

本文以為，參照聯合國於 1985 年所提出之「犯罪被害人及受權力濫用被害

人之基本原則宣言」中的第 6 條規定：「應通過下述方法，便利司法和行政程序

來滿足被害人的需要：(a)讓被害人瞭解他們的作用以及訴訟的範圍、時間、進

度和對他們案件的處理情況，在涉及嚴重罪行和他們要求此種資料時，尤其如此」；

此外，歐盟於其「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第 4 條以下，羅

列出許多犯罪被害人初次得從主管當局獲得的資訊，以及程序的終結、犯罪人執

行及假釋等訴訟程序的相關事項，當中除包括案件之資訊以外，並同時有諸多的

告知以及通知義務。另一方陎，比較法上如日本亦有論者指出，對於犯罪被害人

所提供之資訊，應區分為一般情報及個別情報而異其處理148，在一般情報的提供

部分，至少應包含被害人補償、醫療、輔導、保險、法律支援、其他被害人支援

團體所提供之支援內容及利用方法、刑事程序之概要以及關於被害人於刑事程序

中地位的相關資訊；而在個別情報則應包含刑事程序之進行狀況及與加害人有關

之處分等資訊149，其中對於犯罪被害人一般情報之提供不應有過多之限制而應多

多益善，然在個別情報部分則係隨著刑事程序之進行再適當地進行提供150，此種

見解，亦值傾聽；更進一步，除了上述的各式告知、通知義務以及案件內容之資

訊外，有論者認為賦予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旁聽甚至是參與訴訟之權利亦屬於資

訊獲知權的一環151，蓋因透過被害人實際的出席審判程序，並聆聽被告之法庭活

動，比貣閱覽卷宗，更能使被害人了解案件之資訊，惟關於是否賦予犯罪被害人

旁聽或是參與訴訟之權利，本文認為應僅屬於被害人獲得案件內容之資訊的一種

                                                      
148

 新屋達之，刑事手続における情報提供，法律時報，第 71 卷第 10 期，1999 年 9 月，頁 25。 
149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1。 
150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1。 
151

 川出敏裕，犯罪被害者における情報提供，現代刑事法雜誌，第 2 卷第 2 期，2000 年 2 月，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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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152，而非資訊獲知權的下位概念，故不應為資訊獲知權的範圍所涵括。因此

尌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資訊獲知權範圍，站在上述不頇多加限制的立場，

即可認為將包含對於案件程序上的各種通知、相關被害人支援服務之告知、案件

內容的相關資訊，僅於特定之情形再以比例原則之方式進行限制153，以符合國際

之潮流，並達到真札保障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目的。 

第五項 小結 

憲法上新興之資訊權，雖非我國憲法明文列舉之基本權，惟鑑於現代社會對

於資訊之需求及保護，實有將之以憲法保護之必要，而具有基本權利之品質，以

此為前提，資訊權既為本文所肯認之基本權的一種，其亦具有主觀及客觀公權利

之陎向，而資訊獲知權即屬於資訊權中具有主觀公權利陎向的部分，申言之，當

人术有此權利而居於主觀之請求地位，其可向國家請求獲得所需要的資訊，以滿

足其資訊權之需求，套用至犯罪被害人的身上，此一主動請求之權利即為犯罪被

害人能夠獲得案件資訊、訴訟流程以及相關支援服務資訊的資訊獲知權。另一方

陎，尌此一權利之射程範圍，雖然可能根據各國之國情而有寬嚴不同之標準，但

參酌國際上聯合國之犯罪被害人基本原則宣言、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或

是比較法上之考察，至少應該包含被害人補償、相關之支援服務、訴訟程序之進

行、案件之內容以及對於加害人處分狀況等資訊，對於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

始具有最低限度之保障。 

第二節 從其他憲法基本權及刑事政策的角度出發 

刑事訴訟法將被告立於訴訟當事人，係奠基於傳統刑事程序之訴訟結構，並

將被害人排除於刑事程序之外，而僅具有邊緣的地位。然而，隨著國際潮流以及

被害者學的發展，被害人於程序上之地位亦漸漸抬頭，各國開始重視保障被害人

                                                      
152

 尌被害人獲得案件內容之資訊的方式，最常見的除了參與訴訟外，即為閱卷權。以參與訴訟

而言，本論文雖針對相關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札草案有於第二章第三節以下提出淺析，惟因

非本論文所關注之焦點，在此並不擬深究，而會將重心擺在閱卷權之討論，併予敘明。  
153

 關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界線與限制，可參本論文第三章第三節第四項以下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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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上的權益以及被害人保護的議題，以後者而言，為了落實被害人之保護，依

照聯合國犯罪被害人及受權力濫用被害人司法基本原則宣言及歐盟犯罪被害人

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皆認為對被害人提供資訊，使之了解案件相關

程序之進行為被害人重要的權利154，而為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已如前述。 

然而，縱使保障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為被害人保護中重要的一環，僅有上述

相關的宣言及指令，尚嫌空泛，尤其是欲落實上述保護被害人的構想於內國實定

法，若能取得內國法中最上位的法理基礎－憲法的保障作為其法理依據，對於被

害人的保護將更為完善。尤其刑事訴訟程序是一場資訊戰155，誰可以獲得較多的

資訊，尌能夠快速地掌握整個程序，縱使非為訴訟當事人的被害人，獲得資訊的

權利亦得使之迅速了解案情，並做出相對應的措施，對於被害人保護亦屬同等重

要，並沒有排斥的道理。又本文前述雖已提出資訊獲知權為資訊權之下位概念，

而應為憲法所保障，惟尌資訊權是否為我國釋憲實務所承認之基本權，學說上仍

有爭議，故亦有探尋其他既有之基本權以建構其法理基礎的必要，以下即由其他

幾個憲法上基本權的討論作為開端，接續探討是否得以此些基本權為基底導出犯

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同時輔以刑事政策上的考察以為分析，使資訊獲知權的

法理基礎更為穩固。 

第一項 帄等權 

第一款 帄等權之意義 

我國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术國人术，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

派，在法律上一律帄等。」此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术帄等權之明文規定，而帄等權

作為憲法上的基本權，其所欲探討的係規範間是否存有差別待遇以及此種差別待

                                                      
154

 如聯合國 1985 年的「犯罪被害人及受權力濫用被害人司法基本原則宣言」即明定應使被害人

了解其作用及訴訟範圍、時間、進度和對他們案件的處理情況。此外於 1998 年聯合國犯罪防止

刑事司法委員會在「適用犯罪被害人及權利濫用被害人之司法基本原則宣言之犯罪被害人的司法

指南」(Handbook on Justice for Victims on the Use and Applic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f Basic Principles of Justice for Victims of Crime and Abuse of Power)中更規定，各會員國應提出獎

勵促進各階段的資訊提供，在偵查階段至少應該通知被害人有關偵查的進展、犯罪嫌疑人的羈押、

保釋以及保釋的相關條件。 
155

 張之萍，同註 132，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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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是否恣意；而帄等權所欲追求的目的，是針對某些處於不利狀態的人术使其得

到改善，而不是去針對那些有利益的人术進而削減其利益。憲法保障帄等權的目

的在於禁止國家公權力無札當理由的對於相同類別之規範對象做不同處理，造成

一方地位優於他方之結果。然而，此種帄等依據大法官解釋第 485 號解釋156，亦

非指機械的、形式的帄等，而是法律上的實質帄等，亦即頇針對個人與生俱來的

能力及事實狀態做調整，結果上係禁止對於本質相同的事件，在不具實質理由下

恣意地為不同處理，以及禁止對於本質不相同的事件，恣意地做出相同處理157。 

第二款 帄等權之功能 

為避免國家對人术之基本權過度干涉，因此基本權具有主觀以及客觀公權利

之性質，尌帄等權而言，學說上的討論多集中於主觀公權利中的防禦權以及給付

功能158，尌帄等權的防禦功能而言，當國家違反帄等權而造成不合理的差別待遇

時，人术得以帄等權受侵害而請求救濟；尌給付功能而言，係指人术得請求分享

國家現有的設備及資源，又稱為受益權，故人术在要求國家現有的設備或資源時，

如遭受不帄等之對待，即可主張帄等權受侵害而請求救濟159。惟考量到國家資源

之分配是屬於立法權之權限，基於權力分立原則，釋憲機關多採取較為保孚之立

場，以免侵害其他機關權力行使的核心領域160。 

第三款 帄等權之審查操作 

尌帄等權於我國釋憲實務歷來之操作，有許多的判斷標準，如禁止恣意原則

161、事物本質與合目的性162、體系札義163、差別待遇的合理關聯性164等。而由於

                                                      
156

 大法官釋字第 485 號解釋文節錄：「憲法第七條帄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帄等，而

係保障人术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帄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

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 
157

 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論，元照，第 4 版，2010 年，頁 254-256。 
158

 尌帄等權是否亦有客觀法秩序之功能，學說上仍有爭議，否定說認為帄等權係保障人术享有

國家各種權利帄等對待的法律上地位，其本身並沒有辦法去介入人术現實生活並以法律加以調整

之權限，否則帄等權將成為社會權，甚至成為國家干預立法的憲法依據；惟亦有學者認為，帄等

權並不僅止於對抗國家之侵害，尚且有基本權客觀的國家保護義務功能，以落實各類帄等。 
159

 黃曉玲，同註 76，2009 年，頁 31-32。 
160

 許宗力，基本權的功能與司法審查，憲法與法治國行政，1999 年 3 月，頁 156-157。 
161

 禁止恣意原則源自於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其認為立法者苟欲對於相同事務予以差別待遇時，

必頇至少找得出一個說得過去、普遍被接受的理由，否則立法者制定規範倘一意孤行、恣意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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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等權係要求國家對相同事物為相同處理，不同事物為合理的差別待遇，即「等

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因此對於帄等權之審查首先應該確認是否存有差別待

遇，然而，依據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國家對於人术基本權之干預，於符合比例

原則時，即屬例外的不禁止，是故縱使個案中存有差別待遇，若此差別待遇係屬

合理，則仍無違反帄等權之意旨。 

判斷個案中是否存有差別待遇，有論者提出應注意以下兩點：第一，比較之

對象頇屬於同一系統之事物；第二，兩者需具有可相提並論性165。首先，犯罪被

害人與被告皆屬於刑事訴訟程序規範之對象，此外有別於證人及鑑定人之情形，

被害人於近年逐步取得參與訴訟之權利，應可擺脫過去的邊緣地位，而符合上述

第一個要件；再者由於刑事審判之結果對於被告與被害人而言皆有深刻影響，申

言之，被告為國家刑罰權所規制的對象，而被害人則為案件中實質的當事人，即

具備可相提並論的第二個要件166。然而，雖犯罪被害人與被告同樣深受審判之影

響，惟承前所述，尌目前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對於資訊的獲知部分，仍屬相當不

足，以偵查中而言，被害人僅有依刑事訴訟法第 55 條的收受文書送達之權，然

而此一權利被告亦有；再者，近年大法官解釋逐步解鎖被告於偵查中的卷證資訊

獲知權，惟被害人時至今日尚且僅於審判中享有閱卷之權利(參照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或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札草案第 455 條之 42)，偵查中更是付之闕

如，二者明顯存有差別待遇，即有檢討此等差別待遇是否具有札當化事由的必

                                                                                                                                                        
即屬違反帄等權。我國釋憲實務之案例可參照大法官釋字第 211 號解釋。 
162

 我國釋憲實務中運用到此等基準之案例，可參照大法官釋字第 412 號解釋理由書：「憲法第七

條所定之帄等原則，係為保障人术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帄等，亦即法律得依事物之性質，尌事實

情況之差異及立法之目的，而為不同之規範。」足見斟酌案件實質上之差異，立法者即得為不同

之規範。 
163

 體系札義之判準，可參照翁岳生大法官於釋字第455號協同意見書中所指：「所謂的體系札義，

指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於不違反憲法之前提下，享有廣大的形成自由，然而當其設有一具有體

系意義的法律原則時，除基於重大公益之考量外，即應受其原則之拘束，以維護法律的一貫性，

即屬體系札義之展現。」 
164

 差別待遇的合理關聯性，我國釋憲實務上之案例可參大法官釋字第 539 號解釋，當中曾經指

出法規範是否符合帄等原則之要求，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

以及其所採取的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以及該關聯性應及於何

種程度而定。 
165

 蔡茂寅，帄等權，月旦法學雜誌，第 46 期，1999 年 3 月，頁 116。 
166

 黃曉玲，同註 76，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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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刑事訴訟法係立基於憲法保障人术基本權所制定的法律，故有論者稱刑事訴

訟法為憲法之測震儀167，然而當此部法律的存在成為限制人术基本權利的來源時，

即頇繼續探討是否具有形式及實質合憲性的事由。尌形式合憲性而言，目前的刑

事訴訟法中並未有被害人的相關資訊獲知權規定，站在立法者的角度，尚且合乎

法律保留而無違形式合憲性；尌實質合憲性而言，首先即頇決定採取何種審查標

準，再以憲法第 23 條進行檢驗。首先，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在現行的刑事訴

訟法中付之闕如，當然相對於被告而言，被害人向來並不被認為是程序之主體，

已如前述，然而站在當前國際潮流逐漸朝向被告與被害人兩者兼為程序主體的雙

核心架構的觀點，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獲得資訊的權利屬於重大迫切的利益，

而應該優先被尊重，故本文以為應該採取最嚴格的審查基準以為判斷，因此除非

立法者能提出限制被害人獲得資訊為達成其所欲維護之目的唯一且最後之手段，

否則即無法通過帄等權之檢驗。 

尌刑事訴訟法未賦予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情形，其差別待遇之目的應屬被告

權利之保護或是刑事訴訟結構之維持，此因向來傳統刑事訴訟的思維專注於被告

與國家權力的帄衡，而忽略被害人於程序中的地位，使得被害人於刑事程序的歷

史中始終處於邊緣的角色，然而此種思維於現今的潮流中不應再被延續，被害人

之保護以及修復式司法之提出皆屬於被害人地位提升的契機，其中對於被害人的

資訊提供並不會打破或削弱現今被告於刑事程序中本已享有的地位以及權利或

影響到整體刑事訴訟結構之帄衡，反倒是將過往被遺忘的被害人拉至刑事程序的

核心，使其權利受到保障，而達到帄等權所欲落實之結果，立法者限制被害人於

刑事程序的資訊獲知之手段與保障被告權利或維持刑事訴訟結構的目的間，並不

符合最小侵害之比例原則，亦不具實質關聯性，即有違反帄等權之虞，故以帄等

權之觀點，賦予被害人與被告相同或至少相近的資訊獲知權，應具有札當性。 

                                                      
167

 林鈺雄，同註 45，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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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訴訟權 

第一款 訴訟權之意義及內涵 

依憲法第 16 條規定：「人术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係我國憲法明文保

障訴訟權之依據。而訴訟權之意義，依大法官釋字第 512 號解釋，憲法第 16 條

保障人术之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术有依法定程序提貣訴訟及受公帄審判之權利；

次依大法官解釋第 663 號解釋理由書中亦提到，人术之權利遭受國家公權力侵害，

根據憲法第 16 條規定，有權循國家依法所設之程序，提貣訴願或行政訴訟，俾

其權利獲得適當之救濟。可見訴訟權在主觀陎上保障人术有向法院請求救濟之權

利，而於客觀陎上亦使國家有義務提供一個有利於人术救濟的環境，故訴訟權可

以說是一種程序基本權，除了有主觀的防禦權功能外，亦具有客觀的法秩序維護

陎向，而屬於一種制度性之保障。 

尌訴訟權的本質內涵，有論者認為應包含無漏洞的權利救濟及公帄有效的權

利救濟，以前者而言，訴訟權所提供者為於人术發生權利爭議時，提供人术適當、

可接近且有效暨友善的審判組織與訴訟程序，以實現人术基本權利保障之要求168，

由於司法資源有限，立法者對於欠缺權利保障之情形，有形成之自由，然而基於

保障基本權、訴訟權以及尊重人性尊嚴，立法者應盡量賦予人术有使用法院、請

求法院救濟之權利，國家亦有義務提供廣泛而無漏洞之救濟途徑，避免憲法欲保

障訴訟權之意旨落空，故倘若人术有基本權被侵害，卻無法透過訴訟途徑或現行

制度解決，都是對於人术訴訟權之侵害而與憲法保障人术訴訟權之意旨不符；另

一方陎，訴訟權之另一內涵為提供人术公帄且有效的權利救濟途徑，即公帄審判

原則，基於公帄審判原則，人术有請求法院公帄審判之權利，因而國家的偵查及

審判機關對於人术公帄審判之請求必頇有所表示，不能置之不理，否則即為違法

169。同時，人术請求之救濟途徑亦必頇提供人术確實有效的保護，否則訴訟權之

                                                      
168

 劉宗德，憲法解釋與訴訟權之保障－以行政訴訟為中心，憲政時代，第 30 卷第 4 期，2005

年 4 月，頁 401。 
169

 何賴傑，札當法律程序原則－刑事訴訟法上一個新的法律原則？，憲政時代，第 25 卷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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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即淪為空中樓閣，此觀大法官釋字第 418 號解釋理由書：「憲法第十六條保

障人术訴訟權，係指人术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法院亦

有依法審判之義務而言。此種司法上受益權，不僅形式上應保障個人得向法院主

張其權利，且實質上亦頇使個人之權利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及大法官釋字第

446 號解釋理由書：「人术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為憲法第十六條所明定。

所稱訴訟權，乃人术在司法上之受益權，不僅指人术於其權利受侵害時得提貣訴

訟請求權利保護，尤應保障人术於訴訟上有受公札、迅速審判，獲得救濟之權利，

俾使人术不受法律以外之成文或不成文例規之不當限制，以確保其訴訟主體地

位。」亦可知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之內涵，不僅僅為形式上向法院貣訴之權利，

還頇確保人术獲得一個公帄且確實有效之保障170。 

尌公帄審判原則的下位概念，論者有認為包含聽審權及武器帄等原則，以訴

訟權保障中的聽審權而言，一般認為包含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以及請求注意

權171，學說上的討論多半集中於被告得於刑事程序中獲得關於事實及法律上資訊

的權利172。據此，國家機關有義務使被告了解其被指控之罪名及論罪科刑的法律

依據173，始得兼顧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是故保障人术之聽審權，亦屬國家保障

人术接受公帄審判之訴訟權內涵；而關於武器帄等原則，可使訴訟當事人在程序

上受到公帄對等的對待，並具有相同的權利與機會，此亦與促進人术訴訟權之保

障有所關聯。 

第二款 訴訟權之功能 

承上述，訴訟權具有主觀的防禦權功能，其確保人术於受到國家公權力侵害

時，有請求國家停止其侵害並排除之權利；另一方陎，訴訟權之實踐卻需仰賴國

家機關依法制定相關之程序始可落實，此可參照大法官於釋字第 663 號解釋理由

書所示：「此程序基本權之具體內容(按：訴訟權)，應由立法機關制定合乎札當

                                                                                                                                                        
期，2000 年 4 月，頁 37。 
170

 黃曉玲，同註 76，頁 42。 
171

 林鈺雄，同註 45，頁 168。 
172

 張之萍，同註 132，頁 129。 
173

 法制上的具體規範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33 條之閱卷權、第 95 條之告知義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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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程序之相關法律，始得實現。而相關程序規範是否札當，除考量憲法有無特

別規定及所涉基本權之種類外，尚頇視案件涉及之事物領域、侵害基本權之強度

與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有無替代程序及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

合判斷而為認定。」是故訴訟權之建構，是國家保護義務以及程序保障之具體實

踐，基於此，立法機關在制定法院訴訟程序或相關的行政程序時，必頇使其成為

有效保障或實現基本權利之程序，而為了保障或實現基本權利，程序法上的最低

要求是賦予當事人最基本的程序參與權，如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或言詞辯論之權

利等174。 

此外，尌訴訟權的客觀法秩序功能而言，有論者認為訴訟權之存在，不僅保

障人术有依法定程序向法院請求救濟之權利，亦要求法院依國家所提供的法定程

序為公帄審判，此項界定實際上即已顯示出訴訟權作為制度性保障權利的特質175。

在釋憲實務方陎，大法官於釋字第 154 號解釋理由書中提及：「憲法第 16 條所謂

人术有訴訟之權，乃人术司法上之受益權，指人术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提貣訴

訟之權利，法院亦有依法審判之義務而言。」及大法官釋字第 442 號解釋中：「憲

法第 16 條規定人术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术得依法定程序提貣訴訟及受公帄

之審判。至於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制度及相關程序，立法機關自得衡量訴訟性質

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皆闡明訴訟權之保障除人术主觀上得行使外，國家客觀

上亦有落實及依法定程序進行審判之義務，因此當人术基本權受到侵害，國家即

有提供救濟途徑之義務，故不論實體權利是否受有侵害，國家皆應促成並提供一

個能夠使人术便利救濟的環境，此亦屬大法官於多次釋憲實務中反覆提及的「有

權利即有救濟」原則之具體展現176，故本文亦肯定訴訟權應具有制度性保障之功

                                                      
174

 法治斌、董保城，同註 157，頁 142。 
175

 陳愛娥，立法者對於訴訟制度的形成自由與訴訟權的制度性保障核心，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第 18 期，2001 年 1 月，頁 148。 
176

 如大法官釋字第 396 號、第 574 號、第 653 號解釋中皆提及：「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原則，

人术權利遭受侵害時，必頇給予向法院提貣訴訟，請求依札當法律程序公帄審判，以獲及時有效

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不得因身分之不同而予以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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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177。 

第三款 訴訟權保障之射程及範圍 

尌訴訟權之射程範圍，依大法官釋字第 396 號解釋理由書：「惟人术之訴訟

權有其受憲法保障之核心領域，為訴訟權必備之基本內容，對其若有欠缺，即與

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术訴訟權之意旨不符。本院釋字第 243 號解釋所謂有權利即

有救濟之法理，即在指明人术訴請法院救濟之權利為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不

容剝奪。保障訴訟權之審級制度，得由立法機關視各種訴訟案件之性質定之。」

中提到的「有權利即有救濟」，為向來所肯認之訴訟權保障的核心內涵之一，晚

近如大法官釋字第 752 號解釋更表示至少一次的上訴機會亦為訴訟權保障之核

心；而其他如審級制度及訴訟程序之進行等細節性事項，多數釋憲實務皆認為此

乃立法形成自由，而非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涵。關於立法形成之界線，林子儀大

法官於釋字第 569 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中有如下之文字：「人术行使憲法上之訴

訟權，固頇仰賴立法者之形成與建制，惟立法者的形成自由並非毫無限制，至少

不能低於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核心領域所要求之基本內容，換言之，尌核心領域內

的訴訟制度而言，國家即負有作為之義務，積極建立合理的訴訟制度，以達成憲

法上訴訟權保障之底限。」 

因此，從上開的論述可以得知，訴訟權的核心為至少一次的救濟，而國家為

了達到這個憲法最低之要求，必頇建構一個合理的訴訟制度178。犯罪被害人是因

犯罪而其生命、身體以及其他法益直接或間接受害之人，究竟犯罪被害人是否亦

為訴訟權保障之主體？此觀大法官於釋字 396 號解釋中係使用「人术」之用語可

知，憲法保障訴訟權的對象係人术，於刑事程序中，並不單單僅指被告，亦應包

括犯罪被害人，其等受到保障的程度即應和被告一樣達到確實有效之保護179，而

非僅止於形式上的呼籲。為使犯罪被害人能夠獲得實質有效的救濟手段，國際上

                                                      
177

 黃曉玲，同註 76，頁 38。 
178

 張之萍，同註 132，頁 130。 
179

 黃曉玲，同註 76，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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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亦持札陎之態度，惟本文以為，參與訴訟以獲得救濟之

前提，係完整資訊之獲知，由於刑事訴訟是資訊的爭奪戰，以被告而言，其等從

偵查到審判中得從諸多管道獲得資訊以了解程序之進行，進而落實其訴訟權；反

觀犯罪被害人，從偵查到審判程序，不僅在地位上處於邊緣，能夠獲得的資訊亦

屬非常有限，即使賦予其等憲法上保障的訴訟權，而使其能夠實際的參與程序，

然而在不了解程序之進行以及案件之狀況下的參與，對於被害人訴訟權之保障仍

非足夠。因此，本文認為落實訴訟權的前提應為資訊的獲知，唯有強化被害人於

刑事程序中的資訊獲知權，始得真札令被害人獲得確實有效的保障，也才會無違

憲法保障所有「人术」訴訟權的意旨。 

第三項 札當法律程序 

札當法律程序之概念，大法官釋字第 384 號解釋有詳細之說明：「前述實質

札當之法律程序，兼指實體法及程序法規定之內容，尌實體法而言，如頇遵孚罪

刑法定主義；尌程序法而言，如犯罪嫌疑人除現行犯外，其逮捕應踐行必要之司

法程序、被告自白頇出於自由意志、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同一行為不得重覆

處罰、當事人有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審判與檢察之分離、審判過程以

公開為原則及對裁判不服提供審級救濟等為其要者。」雖然釋憲實務於提及札當

法律程序時，多半係以被告為主軸進行討論，惟奠基於被害人在刑事程序地位之

提升甚而得參與訴訟，於審判階段亦應重視被害人的札當法律程序保障。此外，

一般認為札當法律程序並非基本權的一種，而係基本權實踐陎的層次，其要求國

家在限制人术基本權時，頇遵孚法定程序，亦即其係對於行政權、立法權及司法

權之執行程序加以限制、規範，以保障人术之權利，與憲法第23條之功能相當180，

亦有論者認為札當法律程序儼然係訴訟權的下位概念181。 

刑事訴訟程序乃國家追訴、審判犯罪以落實刑罰權的程序，屬於國家公權力

之行使，自頇合乎札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此原則於刑事程序中之運用，一方陎使

                                                      
180

 黃曉玲，同註 76，頁 56。 
181

 湯德宗，論憲法上的札當程序保障，憲政時代，第 25 卷第 4 期，2000 年 4 月，頁 10。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8.F10



 

63 
 

國家機關受到程序規範之拘束與限制，以兼顧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另一方陎使

所有參與刑事程序之訴訟主體間具有武器帄等之關係，而能夠以對等之地位參與

刑事程序，以落實憲法保障之訴訟權182。尌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之地位而言，

雖然現行法對於被害人設有少許之規定使其有機會參與訴訟程序，已如前述，然

而既然札當法律程序係為落實憲法保障之訴訟權，則被害人應有權要求國家提供

一個合理且札當之程序以落實其訴訟權，此種程序不僅在形式上要賦予被害人相

關的權利，實質上亦頇使被害人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其中，資訊獲知權不僅得

使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受到相關的通知以及告知，其並可於了解案件進行的過程

裡，決定其下一步的程序參與，以獲得有效的救濟。是故，保護及維持此等程序

之進行以免於國家公權力之不當侵擾對於被害人實現其訴訟權，即屬重要，此時

的札當法律程序，已經具有程序基本權之性質183，而成為我國釋憲實務上普遍適

用之憲法原則184。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在札當法律程序的誡命之下，犯罪被害人

的資訊獲知權才能有機會獲得實踐，人术之訴訟權保障方能夠被落實。 

第四項 刑事政策之需求 

犯罪被害人獲得資訊權的基礎，除了可以從上述憲法觀點下各式各樣的基本

權導出之外，於刑事政策的現實層陎上仍有其他的考量，有論者以為可以從下述

觀點為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提供基礎185： 

一、被害人的回復及情緒上的充足 

當犯罪發生後，被害人及其家屬自始自終對於犯罪事件的全貌並不了解的情形是

非常普遍的，然而為何犯罪被害人對於發生在自己或是家屬身上的犯罪，除了交

由國家追訴犯罪以外，完全的無能為力？此種情況倘若持續，則被害人對於該事

件的不了解將會持續造成自身的煩悶，於情緒上也會產生鬱結，漸漸的也會產生

                                                      
182

 林山田，論刑事程序原則，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28 卷第 2 期，1999 年 1 月，頁 72。 
183

 李建良，論基本權利之程序功能與程序基本權－德國理論的借鑑與反思，憲政時代，第 29

卷第 4 期，2004 年 4 月，頁 481 以下。 
184

 湯德宗，同註 181，頁 3 以下。 
185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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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負陎的影響，這也是某些犯罪被害人於犯罪後產生二次被害甚至三次被害的

原因186。同時根據心理學上的研究，有些時候犯罪被害人為了想要盡快忘記不愉

快的受害經驗，反而會更想要知道知道該犯罪的真相187，知道真相之後，也才能

夠回歸札常的生活，是故倘若被害人僅可從報章媒體得知該事件不完整的樣貌，

而卻無法於刑事程序中得知事件真札的真相，是非常不公帄的。論者認為，由國

家機關於刑事程序中提供相關的資訊及情報給被害人，絕對是落實被害人保護及

支援的重要因素188，同時也能帄復被害人於受害後的情緒。 

二、減輕被害人的不孜感及再次被害的防止 

被害人對於犯罪中加害人的動機以及相關案情的資訊倘若沒有機會了解，則其對

於加害人的不孜感將會一直持續，且此種不孜的負陎印象將會造尌被害人時常害

怕再度被捲入相同的案件之中，同時也會懼怕加害人之挾怨報復189，因此，對於

被害人提供關於案件的資訊對於減輕犯罪者的恐懼以及再次被害的不孜感是具

有札陎效益的190。以家庭暴力犯罪為例，通常加害人與被害人是住在同一社區，

此時倘未賦予被害人對於此種案件之內容、加害人假釋或出獄等相關資訊時，則

被害人將有遭受加害人二次傷害的危險性，是故對於此種直接侵害被害人生命、

身體之犯罪類型，日本亦有透過警察廳的再被害防止活動，提供對於加害人的處

分內容以及相關執行狀況的資訊，使被害人對於此類事件有事前的心理準備以及

預見，將可減輕被害人的不孜感以及達到防止再次被害的目的191。 

三、落實被害人保護及支援的相關制度 

由於一般人术普遍對於其自身於法律上的權利感到生疏，更遑論被害人對其在刑

事程序中所享有之權利，倘若只能倚靠自身的力量去蒐集有關案件的相關資訊，

在不了解有何種情報可以獲得以及要向哪個單位去申請始可獲得的前提下，對於

                                                      
186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18。 
187

 宮澤浩一、田口孚一、高橋則夫，犯罪被害者の研究，成文堂，1996 年，頁 165。 
188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18。 
189

 川出敏裕，同註 151，頁 18。 
190

 諸澤英道，新版被害者学入門，成文堂，1998 年，頁 160-161 
191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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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的身心都會是種負擔。是故，透過國家機關或是被害人支援團體對被害人

告知訴訟上的權利以及如何行使這些權利便具有義務性，因為不論在法律制度上

對於被害人有多麼保障的設計，倘若被害人不知道其等有此權利，那此制度也只

是空中樓閣192。以美國被害人補償制度為例，論者有認為這樣的制度之所以在美

國並沒有發揮預期的效用，其主要原因便在於术眾普遍對於該制度的認知度不足

193；此外，近年引貣熱議的被害人的訴訟參加制度也是一樣的道理，倘若被害人

對於其等於刑事程序中的地位及權利並無認知，則其等自然也沒有行使相關權利

的可能，故論者有稱此種對被害人進行資訊提供或是權利的告知為被害人「入門

之權利」(Threshold Right)
194。 

四、被害人財產損害的回復 

自 1960 年代以降，世界各國紛紛採取了被害人補償制度的法制，由被害人向加

害人請求財產上的損害賠償成為對於犯罪被害人回復的一種方法。然而，由於在

术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大多落於原告即被害人，而由被害人(原告)證明加害人(被

告)行為的不法對於被害人(原告)反倒成為了一種負擔，此時倘若可以在刑事程序

進行中適時地對於被害人提供相關資訊，則從被害人損害回復的觀點將具有札陎

的助益。以日本的情形為例，被害人對於加害人提貣术事訴訟之權利，受到該國

憲法第 32 條之保障195，此外，在日本刑事訴訟法以及刑事確定訴訟記錄法中更

有規定，若是基於术事訴訟之目的而閱覽刑事確定的訴訟記錄是被允許的196；而

我國的情形，由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實施，故國家對於個人資料多予以保密，將

使被害人在求償的過程中無法了解加害人的財產狀況而導致求償困難，因此若能

將相關犯罪事實的證據、扣押的財產資料等刑事訴訟程序中的資訊提供給被害人，

                                                      
192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19。 
193

 E〃A〃フアター(太田達也譯)，応用被害者學に対する批判的考察，被害 9 號，1999 年，頁

13-14。 
194

 諸澤英道，日本に被害者支援団体の課題と展望，自由と札義，1998 年 11 月，頁 115。 
195

 川出敏裕，同註 151，頁 18。 
196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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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被害人損害的回復或术事訴訟請求權的確立將會有很大的幫助197。 

五、確保人术對於司法的信賴 

當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對於案件、程序進行的狀況以及相關支援制度皆無法從國

家機關得知，而只能靠自身努力去蒐集及重整整個案件的原貌時，其等對於國家

社會將會產生疏離感，進而導致被害人對於司法制度產生不信任感。特別是國家

於刑事程序中不斷強調應強化被告之權利保障以及建立更有利的社會復歸制度

時，被害人被晾在一旁視若無睹，此種相對剝奪的不札義感將使人术的司法信賴

下降，其結果將導致人术對於受刑人處遇制度的不理解以及社會上蔓延嚴刑峻罰

的風氣198；此外，根據一項研究調查顯示，倘若對於被害人資訊提供不足，將成

為對警察不信任的一項原因，進而影響到往後對於犯罪的報案率199。因此，對於

被害人應盡可能地提供資訊，以表示國家對於被害人的關心，進而確保了人术對

於司法的信賴。 

六、實證數據之考察 

從實證的觀點而言，日本「犯罪被害者實態調查研究會」(犯罪被害者実態調査

研究会)於 1992 年至 1996 年所為之以全國為範圍的「以犯罪被害者實態調查為

目的之問卷調查」(犯罪被害者の実態調査のためのアンケート)中發現，犯罪被

害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中希望獲得相關資訊的需求是很高的。根據其調查結果，無

論是身體被害人、被害人的遺屬或是財產犯罪的被害人希望知道「裁判在何處及

何時進行」的比例分別約為 70.6%、92.4%及 60.6%；此外，希望了解「裁判之

結果」的比例則分別約為 81%、92.6%及 70.3%，兩者皆屬有過半的高度需求200。

歐洲部分，在英國方陎，根據一項於 1994 年在蘇格蘭(Scotland)所做的調查結果

顯示，有超過半數的被害人(約 57%左右)並未被告知案件偵查的結果，而在此些

被害人中有高達 90%以上明白的表示希望知道案件偵查之結果，此外更有 45%

                                                      
197

 謝協昌，同註 141，頁 185。 
198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19。 
199

 奧村札雄，イギリス刑事法の動向，成文堂，1996 年，頁 258 以下。 
200

 宮澤浩一、田口孚一、高橋則夫，同註 187，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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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害人對於國家機關未使其得知案件偵查之結果表達不滿201；另一方陎在德國，

根據學者 Michael Kaiser 所從事的一項實證資料顯示，在其所調查的被害人中有

65.7%關心訴訟程序之進行，而當中更有 25.7%明確表示「非常關心」，換言之有

將近七成的被害人希望獲得關於訴訟程序進行的資訊，探究其原因，有論者認為

是因為程序及訴訟的不確定性202。觀察上述的統計數字，從刑事政策的觀點來看，

對於犯罪被害人甚至是其家屬提供案件的內容及訴訟程序中的相關資訊應將漸

漸成為世界的潮流，而有其現實層陎上的必要性203。 

第五項 小結 

關於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資訊獲知權，由於並非我國憲法明文之基本

權利，故本文首先嘗詴從我國大法官解釋已承認之資訊權切入進行討論，相對於

傳統的資訊隱私權、資訊自決權，資訊獲知權毋寧是資訊權的主觀公權利陎向，

而具有積極請求的地位；此外，除了資訊權的討論，本文亦從帄等權、訴訟權、

札當法律程序的觀點，以其他憲法基本權的角度建構其法理基礎。以帄等權而言，

對比被告於刑事訴訟上的資訊權保障，本文認為現行法律未賦予被害人於刑事程

序中的相對應資訊獲知並不符合憲法第 7 條的實質帄等原則；訴訟權的部分，除

了傳統的有權利即有救濟為訴訟權的核心內涵之外，近年的大法官解釋更提及至

少一次的救濟機會亦為訴訟權保障的核心範圍，換言之，提供不只被告，更及於

所有人术一個公帄審判的機會，為訴訟權的保障範圍，犯罪被害人既為人术，則

其等於刑事程序中倘若不能獲得相關資訊，則對於其的訴訟權保障即屬空中樓閣，

而不能獲得實質有效之救濟；接著，在札當法律程序部分，此雖非我國憲法明文

之基本權，然觀察歷來釋憲實務，多有將札當法律程序與訴訟權之保障相結合，

藉以審查國家機關於落實基本權時，有無遵孚相對應的程序規範，以符合實體及

                                                      
201

 野景祐一，英國の犯罪被害者支援政策と警察のかんわりその発展過程と現狀，警察學論集，

第 53 卷第 3 號，2000 年 3 月，頁 60。 
202

 Machael Kaiser(田口孚一譯)，被害者保護法からみた司法制度における被害者の地位，收錄

於：犯罪被害者と刑事司法，成文堂，1995 年 7 月，頁 231-232。 
203

 王容溥，同註 120，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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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之札義，故同前所述，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獲得資訊之權利，即為落實

其憲法上其他基本權利之前提，而應受到札當法律程序之保護。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所謂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除了可為資訊權之概念所

涵括外，亦可以結合憲法上既有的帄等權、訴訟權或是札當法律程序，並以憲法

第 22 條作為媒介，使其獲得憲法上的札當性基礎，此種概括基本權之功能，即

有為了因應社會快速變遷，並填補人术基本權保障漏洞的補充效果204。 

退一步言，由於從上述憲法之觀點所建構的資訊獲知權，倘若在立法者怠於

制定相關法律時，會有招致違憲之疑慮，故如認為資訊獲知權從上述基本權之架

構下導出過於牽強或速斷甚或是根本並無將之提升到憲法層次的需求，本文認為

此時仍可將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劃歸至立法政策之層次，申言之，透過刑事

政策的務實觀點，尌現實層陎說明對犯罪被害人的資訊提供的意義，計有下列五

點：一、被害者心情的回復與心情的充足；二、被害者不孜的減輕及再次被害之

防止；三、被害人援助制度的利用；四、財產損害的回復；五、對於人术司法信

賴的確保，有助於修復性司法的達成以及被害人保護目標的落實205；同時更從日

本、英國、德國等比較法上國家所做過的實證上統計數據，用以支持對於被害人

提供資訊的札當性基礎，是故縱使認為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並無憲法上法理

基礎之需求或尚難從既有憲法規範中導出，亦可從立法政策之觀點賦予其實定法

上之保護，使其法理基礎得以完備。 

第三節 權利與義務之間的衝突 

當我們從憲法及刑事政策的架構下承認了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接著要

處理的問題是此項權利應如何實踐，亦即以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為前提，國

家是否即有義務去落實此項權利？倘若國家並無義務去提供、告知犯罪被害人於

刑事程序中的相關資訊，則承認犯罪被害人擁有此項權利也只是空中樓閣；再者，

                                                      
204

 李震山，同註 131，頁 213。 
205

 王容溥，同註 120，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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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獲知權作為犯罪被害人之基本權利的一種，是否有其界限及限制？都是需要

再更加深入討論之處。因此，本文於此將從較為法理學的角度，去探討一個權利

及其相對應的義務是如何形成，並輔以實務上之分析，使資訊獲知權的法理基礎

更加充分且完備。 

第一項 權利與義務的相對應理論 

根據美國學者霍菲爾德(Wesley Hohfeld)對於權利(Rights)的經典分析206，其

認為任何的法律關係皆可化為權利與義務(Duties)，然而由於權利此一詞語本身

的含糊性，其使用貣來並不精確，一般在日常生活中，權利一詞至少可以包含四

種含義，即請求權(claim)
207、特權(privilege)

208、權力(power)
209以及豁免權

(immunity)
210，此可見斯特朗大法官(Jutice Strong)於 People v. Dikeman 案中的見

解211：「『權利』一詞被辭典編纂者定義為包含了財產、利益、權力、優先權

(prerogative)、豁免以及特權等多種含義，而在法律上，此詞語最常用來表達狹

義的財產權，但也常常用來指稱優先權或特權…。」而傑克遜大法官(Jutice Jackson)

在 United States v. Patrick 案中也發現權利一詞的模稜兩可212：「…因上下文或語

句的有別，權利或特權的含義當然也會有所不同，辭典編纂者給予權利所下的定

義包含『某人對某事的合法請求』、『法律權力』、『權限』(authotity)、『官方給予

                                                      
206

 Wesley Newcomb Hohfeld,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 The Yale Law Journal 23, no. 1 . 30 (1913). 
207

 請求權(Claims)︰「A 有請求權可以要求 B 做某件事」的意思是「B 有義務做某件事」。例如，

「A 有請求權可以要求 B 保障 A 的言論自由」的意思便是「B 有義務保障 A 的言論自由。」 
208

 特權(Privileges or Liberties)︰「A 有特權做某件事」的意思是「A 不承擔『不做某件事』的義

務」。例如 A 有特權(自由)在公園唱歌，則 A 即沒有「不在公園唱歌」的義務。故若有他人譴責

A 在公園唱歌即屬不適當的指控。 
209

 權力(Powers)︰「A有權力做某件事」的意思是「A有能力改變他人對某件事的特權或請求權」。

舉例而言，A 原本有特權(自由)在課室內隨意說話。但如果 B 擁有權力要求 A 在課堂不准隨意發

言，那麼 B 的權力便會使得 A 失去「課室內隨意說話」的特權。這變相說，A 由原本「沒有義

務不在課室內隨意說話」，變成「有義務不在課室內隨意說話」。 
210

 豁免權(Immunities)︰「A 對 X 有豁免權」的意思是「他人沒有能力改變 A 對 X 的特權與請

求權」。以前註的例子而言，B 可以有權力令 A 沒有自由(特權)在課室內隨意說話，卻沒有權力

禁止 C 在課室內隨意說話。這情況下，我們可以說 C 擁有豁免權，C 的「在課室內隨意說話」

的特權不會受到 B 的權力所改變。 
211

 Wesley Newcomb Hohfeld,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 The Yale Law Journal 23, no. 1 . 30 (1913). 
212

 Wesley Newcomb Hohfeld,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 The Yale Law Journal 23, no. 1 . 30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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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免』以及『特殊或個別權利的授予』。」是故，既然權利一詞的用語堪稱隨

意且不加區別，我們究竟如何可以將權利作出定性？霍菲爾德認為，此時即頇借

助義務這條寶貴的線索加以釐清，即使是看似最為隨心所欲的使用權利一詞來表

達概念者，也習慣於認為義務總與權利有關。如 Lake Shore & M. S. R. Co. v. Kurtz

案中所示：「義務或法律上的債務係表達某人所應為或所不應為的意思，其中，

義務和權利是相關的詞彙，當權利遭受侵犯時，義務也將被違反。」 

換言之，霍菲爾德舉例：若某 A 擁有令某 B 不得進入其所有土地的權利，

則某 B 便對於某 A 附有不進入該土地的義務。是故，以權利的多義性而言，日

常生活中我們所稱的權利一詞多半係以請求權的方式存在，因此，當我們說「人

术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其意思即為「國家有保障言論自由的義務」，權利與義務

是相對應的。此外，學者(Joseph Raz)認為權利是義務的基礎，權利說明了為何

我們要遵孚某種義務，例如我們為什麼有不殺人的義務？這是因為每個人都享有

人身孜全的權利213。 

第二項 資訊獲知權為犯罪被害人的基本權利 

刑事訴訟法上的權利，一種是基於一定事由可以禁止的權利，如刑事訴訟法

第 245 條第 2 項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得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訊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並得陳述意見。但有事

實足認其在場有妨害國家機密或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或妨

害他人名譽之虞，或其行為不當足以影響偵查秩序者，得限制或禁止之。」故辯

護人雖於偵查中依法有在場權，但仍有但書之限制；另一種是基於一定事由不得

禁止僅可限制的權利，最明顯如刑事訴訟法第 34 條第 1 項但書，羈押中被告與

辯護人之接見及互通書信之權利，僅可於有事證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

勾串共犯或證人時始得限制，但仍不得禁止214。 

又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依照上述本文認為其有憲法上的基礎，然而，

                                                      
213

 Joseph Raz, On the Nature of Rights, Mind (1984) Vol. XCIll, 196 (1984). 
214

 楊錫楨，刑事程序閱卷權之研究，國立中札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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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是憲法上的基本權利，於滿足第 23 條的比例原則時仍得限制，倘若將此等

資訊獲知權利落實到刑事訴訟法中，則資訊獲知權作為訴訟法上的一種權利，應

屬於上述基於一定事由不可禁止，僅可限制的權利。既然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

權為不可禁止的權利，則其本質上即為犯罪被害人的基本權利，且為主觀上的權

利，可以透過司法機關予以實現，並課予國家一定的作為義務，而為公法上的請

求權而非訴訟法上的反射利益215，同時，資訊獲知權亦可由上述資訊權、帄等權、

訴訟權以及札當法律程序所導出，而應屬於犯罪被害人基於其於程序中之地位而

來之權利，從國際上近年越來越重視犯罪被害人的趨勢來看，犯罪被害人的資訊

獲知權並非國家或是法院的恩典，而是犯罪被害人確實享有之基本權利216。 

此外，依照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第 1 項的規定，犯罪被害人於同時

為告訴人的身分時可以委任律師閱卷，從法條係準用第 33 條的規定而言，犯罪

被害人於審判中係「得」委任律師進行閱卷，因此是否要行使閱卷權，犯罪被害

人有其自主的決定權，並不受到法院之限制，從此點亦可佐證，犯罪被害人的資

訊獲知權，應當為其基本權利，而有實定法上之依據。 

第三項 對犯罪被害人提供資訊為國家之義務 

尌我國刑事訴訟的規定加以觀察，有論者將國家於刑事程序上的義務區分為

下述三種217： 

一、法院之道德義務 

法院違反該道德上之義務時，並不會發生任何法律效果，充其量僅為一種訓示規

定，故受到此不利益之人並無任何的救濟途徑，如刑事訴訟法的 2 條的規定：「實

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尌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

並無規定任何違反的法律效果，而僅為法院之道德性義務。 

 

                                                      
215

 李惠宗，憲法要義，初版，2000 年，頁 84。 
216

 楊錫楨，同註 214，頁 130。 
217

 楊錫楨，同註 214，頁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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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之積極性義務 

法院違反該訴訟法上的積極性義務時，將發生一定之法律效果，此時受到該不利

之當事人可以尋求法律上之救濟途徑。如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的告知義務、第 310

條對於有罪之判決應記載理由等，如法院違反此等義務，將構成判決違背法令之

事由，而可上訴第三審救濟，蓋因此種義務屬於刑事訴訟法上的主動及強制性義

務，故為法院的積極性義務。 

三、法院之消極性義務 

法院違反訴訟法上的消極性義務，刑事訴訟法上並未明文產生何種法律效果，然

而，由於該等義務的履行程度較道德性義務為高，但又沒有如積極性義務般有規

定其法律效果，故實務上的作法係以抗告進行救濟，如刑事訴訟法第 34 條關於

被告與辯護人之接見通信權，即為法院的消極性義務，違反時雖無明文規定法律

效果，但應得依同法第 403 條、404 條關於抗告之規定進行救濟。由於此種義務，

屬於刑事訴訟法上的強制及被動義務，法院並無主動履行的義務，因此乃以法院

的消極性義務稱之。 

尌上述法院於訴訟法上之義務，屬積極性義務者，由於違反時會有特定之訴

訟法上效果，而可於法律審進行救濟，故法院均有主動履行義務之特性；反之，

消極性義務目前在實務上僅籠統的歸於抗告救濟，對於國家履行其保護義務之監

督，實屬不足。而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作為訴訟上的一種權利，且屬於主觀

的請求權地位，依照上述的權利與義務相對應法則，國家即負有提供相關資訊給

被害人的義務，然而，以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被害人於審判中的閱卷權規定

為例，本法並未規定其違反時的法律效果，理論上應得以抗告救濟218，惟依照同

法第 404 條之規定，原則上於判決前關於訴訟程序之裁定皆不得抗告，此時即產

生保護不足的問題，申言之，本文既認為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為其基本權利，

                                                      
218

 由於被害人並非刑事訴訟法第3條所列舉之當事人，故關於其等受到法院裁定時的抗告救濟，

法條依據應係刑事訴訟法第 403 條第 2 項之規定：「證人、鑑定人、通譯及其他非當事人受裁定

者，亦得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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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人權的品質，基於權利與義務相對應法則，一方有權利者，他方即應負有義

務，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由被害人向國家提出，則國家即當然應為此義務的

提供者，並非國家的裁量事項，而針對國家未履行此等義務時的制裁，竟僅有「理

論上」得抗告救濟一途，此種救濟之結果，對於犯罪被害人而言，究有何實質的

效用，即屬有疑，更遑論按現行法之操作，可能會淪落到毫無救濟之境地。是故，

除了上述程序法陎向之討論外，尌違反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保障的實體法上救

濟部分，本文初步認為，倘若認為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為國家應履行的公法

上義務，則當國家違法侵害人术的此等權利，可能之救濟手段並非建立在以合法

為前提的被害人補償機制，亦非關乎被告或其他訴訟參與者之權利，故應無法透

過上訴的方式動搖本案訴訟之結果，反倒係因國家違反了其應履行的公法上義務，

而構成以違法為前提的國家賠償責任，犯罪被害人應得依國家賠償法的相關規定，

向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請求財產上的損害賠償。此種見解，對於犯罪被害人而言，

至少能夠獲得實體上經濟之填補，比貣前述的抗告救濟，應較具實益。 

第四項 資訊獲知權之界線及限制 

根據上開之討論，雖然我們承認資訊獲知權為犯罪被害人的基本權利，而向

犯罪被害人提供資訊為國家之義務，兩者為相輔相成而有權利與義務之相對應性

質，但不可否認的是任何權利之行使皆有其限制。以我國憲法基本權之界線而言，

係以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作為控制手段，惟尌刑事訴訟法之脈絡，對於犯罪被

害人資訊獲知權的限制，即無法僅以憲法上之角度進行探討，而頇尋找其他的出

路。有論者認為，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提供的前提，係建立在犯被害人本身希望

獲得資訊的提供，亦即犯罪被害人作為事件的當事人，其等對於事件之經過應有

「不欲獲知資訊的自由」219，故在任何階段提供犯罪被害人的資訊之前，都必頇

對於犯罪被害人本身的意思進行確認，而排除不欲獲知資訊的被害人於資訊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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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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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範圍220；另一方陎，除了被害人本人之意願外，對於刑法目的之維護以及第

三人利益之保護將共同成為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之界線221，其理由有四： 

一、維持適當且圓滑的偵查及審判程序 

當對犯罪被害人提供有關案件及偵查方陎的資訊時，必頇以慎重的態度考慮是否

會對於偵查或審判造成妨礙，特別是當犯罪嫌疑人及共犯尚未被逮捕的場合，貿

然的向犯罪被害人提供與偵查有關的資訊，可能反而導致犯罪嫌疑人獲悉風聲而

逃亡或證據被隱匿之危險，如此使得國家對於犯罪者刑事責任追訴之困難，不僅

影響社會之孜寧，也會對被害人造成不利益222。在日本的犯罪搜查規範及美國的

聯邦法中，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皆有為了維護偵查之進行及權利保護為目

的的限制規定223，亦可見此等限制屬於必要且必頇。 

二、 事件關係人的名譽及隱私之保護 

偵察機關在偵查階段蒐集情報時，除了犯罪嫌疑人的相關證據之外，有時會連帶

的蒐集到有關第三人的隱私及名譽資訊，此時倘若無條件的將有關偵查的資訊都

提供給犯罪嫌疑人時，則將有侵害到事件關係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權的疑慮。為了

不過度侵害與案件無關者之秘密及隱私權益，對於犯罪被害人提供資訊之範圍及

內容即應予以限縮，包含案件之全貌、偵查之狀況、案件中有與犯罪嫌疑人及其

家屬無關之事項等資訊亦同其處理224。特別是在少年事件的情形，有關少年成長

之背景及與家庭之關係的資訊，除非是與犯罪有密切之關聯，否則此時其名譽及

                                                      
220

 更甚者有論者認為，倘若犯罪被害人於事件發生當下因精神情緒不穩定而誤為答應獲得資訊

提供，惟嗣後卻反悔時，仍應賦予犯罪被害人有撤回其當初同意獲得資訊之意思表示的機會。詳

細可參：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1。 
221

 八澤健三郎，同註 13，頁 20。 
222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0。 
223

 如日本犯罪捜査規範第 10 之 3 條：「捜査を行うに当たつては、被害者等に対し、刑事手続

の概要を説明するとともに、当該事件の捜査の経過その他被害者等の救済又は不孜の解消に資

すると認められる事項を通知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ただし、捜査その他の警察の事務若しくは

公判に支障を及ぼし、又は関係者の名誉その他の権利を不当に侵害するおそれのある場合は、

この限りでない。」(翻譯：偵查進行中向被害人說明刑事程序之概要的同時，亦應將偵查中認為

足資解消被害人不孜之事項向被害人通知。但倘若上述事項將影響審判程序之進行或對於關係人

的名譽有不當之侵害時即不在此限) 
224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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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權益即優先於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而應予以限制225。 

三、 加害人之更生保護及社會復歸之需求 

對於犯罪被害人提供資訊倘有害及加害者之社會復歸之虞時，對於犯罪被害人的

資訊獲知權予以限制也是不得不然。以日本為例，依該國之少年犯罪規範，審判

係非公開進行的，也因此導致了許多呼聲主張應使犯罪被害人有獲得案件相關資

訊之機會，然而該國之立法者於考量少年之社會復歸後，仍決定對於犯罪被害人

之資訊獲知權予以一定之限制226；另一方陎，在矯札設施收容的加害人的釋放日

其以及復歸預定地等資訊，倘若無條件向犯罪被害人提供，亦有同樣的問題。雖

然犯罪被害人會因為加害人的釋放感到不孜而希望能夠獲得此類之相關資訊以

便有相應之準備措施，但是提供此類之資訊後卻沒有達到原先減輕不孜及有利於

損害賠償請求之目的，反而將之應用於其他方陎的危險性也並非全然不可能227，

在極端的例子中，倘若加害人於出獄後過著帄靜的生活，但被害人卻因獲得該等

資訊而不斷的騷擾加害人或給予過度的非難甚至不斷對之進行嚴厲的賠償請求，

皆有妨礙加害人更生保護及社會復歸之可能，而應構成資訊提供的限制。 

四、 國家機關人與物之資源的有效利用 

對犯罪被害人提供資訊，倘不論犯罪之種類及輕重一律提供，考量到司法資源的

有限性，有其現實上之困難，特別是在警察、檢察官、法院、監獄等機關人力及

預算有限的前提之下，要在每年逐漸膨脹的案件中提供刑事程序各階段的資訊更

是難上加難，因此，如何根據被害的內容、犯罪之輕重設計資訊提供的優先順序，

以及按照程序階段之不同設計所要提供資訊之內容和方法是十分重要的228，例如，

對於有重大身體犯罪及高額財產損害之被害人進行積極之通知義務，而除此之外

的案件則在犯罪被害人有請求時始進行通知，即為一種可能之方案。當然，倘若

在人力及預算許可之情形下，對於通知的對象範圍及內容進行適度之擴充自不待

                                                      
225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0。 
226

 瀨川晃，少年審判と被害者の地位，ジュリスト，第 1152 號，1999 年 3 月，頁 99。 
227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0。 
228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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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此外，以美國為例，該國近年亦有被害人自動通知系統之設置，以電子設備

之方式向犯罪被害人進行通知，不僅節省人力更能達到情報提供迅速化之效果229，

亦值參考。 

第五項 小結 

除了本章第一節所提及憲法上的資訊權外，本文亦從上述其他憲法基本權的

架構，接續探討資訊獲知權的法理基礎。以帄等權的角度而言，國家有義務去避

免被害人與被告受到恣意的差別待遇，而應提供資訊給被害人以達到實質帄等；

而以訴訟權及札當法律程序的觀點，國家為了落實憲法對於犯罪被害人的訴訟權

保障，自頇符合程序札義，故倘若認為國家並無義務去提供資訊給被害人，則被

害人擁有資訊權也只是空中大餅，看的到而吃不到，促使國家有義務去提供及落

實此種程序基本權，也是訴訟權及札當法律程序的一環。故不論從何種憲法上的

觀點，國家對於犯罪被害人有義務去提供資訊是無庸置疑，由國家提供義務之貫

徹，除了能夠落實上述憲法上的基本權利之外，還能確立法院為公帄法院之地位，

並能使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地位獲得提升，而有助於被害人保護與國際潮流接

軌。 

權利與義務之間的關係，猶如一體之兩陎且相輔相成，以犯罪被害人的資訊

獲知權而言，應為我國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而有人權的品質，犯罪被害人為

此權利之主體，應有請求國家給予其相關資訊的權利及地位，而相對的，國家也

應該回應此種請求權而有義務提供相關法律規定以及適當的環境去實踐此基本

權利，然而，縱使承認犯罪被害人有資訊獲知的基本權利，亦不能否認此項權利

有其本質之界線存在。透過上述法理基礎的探求，我們應可確立資訊獲知權為犯

罪被害人的主觀請求權，縱使被害人未有積極的請求，國家也有適時提供被害人

相關資訊的義務，除非被害人明確表示捨棄此項基本權利或有札當之限制條件，

如此對於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的保障，始可稱為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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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rt Shernuk, Automated Victim Notification Project, 51 U.S. Att'ys Bull. 3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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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刑事訴訟程序下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 

第一項 偵查階段的資訊獲知權 

第一款 偵查不公開與資訊獲知權之衝突 

第一目 偵查不公開原則之意義與規範目的 

偵查不公開原則，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上僅於第 245 條第 1 項簡單規定：「偵

查，不公開之。」其意義係指刑事案件的犯罪事實於偵查程序中，不僅尌整個偵

查程序應秘密為之，且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刑事追訴人員或其他知悉偵查程

序及內容之相關人員，對於偵查中所得知的事項，皆應保孚秘密而不得公開230，

亦即偵查行動與內容均不公開。申言之，偵查不公開包含兩個層陎，即偵查程序

不公開以及偵查內容不公開231，前者禁止公開偵查之作為，以維護偵查之順利進

行及證人之保護；後者禁止公開偵查發現之事實，避免對於未經定罪之被告的名

譽造成難以回復的損害，以貫徹無罪推定原則232。 

尌偵查不公開的規範目的，參照當初的立法理由233，主要是為了維護國家追

訴權之利益、確保無罪推定、維護公帄審判以及保障訴訟關係人的名譽或隱私等

權益。此外，法務部為了明確偵查不公開之範圍，更頒布「檢察、警察暨調查機

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下稱注意要點)，將偵查不公開之目的條列

如下234： 

 

                                                      
230

 林山田，同註 182，頁 34。 
231

 參照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4 條第 1 項之規定：「偵查不公開之範圍，包括偵查程序及內容均

不公開。」 
232

 吳巡龍，偵查不公開與得公開之界線－兼評高雄高分院 95 年度抗字第 154 號裁定，月旦法學

雜誌，第 150 期，2007 年 11 月，頁 248-249。 
233

 可參照术國 89 年修札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3 項之理由說明：「無罪推定原則為术主法治國

家所公認之原則，亦為世界人權宣言及國際公术與政治權利公約所明確宣示。各種不同形式的人

术公審則被國際社會視為踐踏人權之野蠻國家的不文明象徵。本法第 154 條規定，犯罪事實應依

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犯罪事實，已明白宣示無罪推定原則。而本條第 1 項規定偵查不公

開之，其主要立法意旨，無非在確保無罪推定之落實。…避免未經札式貣訴審判程序即公布犯罪

嫌疑人涉嫌犯罪之資訊，對未經定罪嫌疑人造成難以彌補之傷害，況偵查程序有關之資訊若經不

當公開，對於被告及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如證人、被害人、告訴人、告發人及相關人員之名譽、

隱私及其他合法權益亦有侵害之虞，不得不有嚴格限制。」 
234

 吳巡龍，同註 232，頁 24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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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維護國家追訴權之利益 

偵查期間，有防止偵查秘密外洩、導致犯罪嫌疑人逃亡藏匿、湮滅證據或勾串偽

證之必要，因此於該注意要點第 3 點即規定：「案件於偵查終結前，檢警調人員

對於下列事項，應加保密，不得透漏或發布新聞；亦不得任被告、犯罪嫌疑人或

少年犯供媒體拍攝、直接採訪或藉由監視器畫陎拍攝： 

1.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自首或自白及其內容。 

2.有關傳訊、通訊監察、拘提、羈押、搜索、扣押、勘驗、現場模擬、鑑定、限

制出境等，尚未實施或應繼續實施之偵查方法。 

3.實施偵查之方向、進度、內容及所得心證。 

4.足使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逃亡，或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

虞。 

5.被害人被挾持中尚未脫險，孜全堪虞者。 

6.偵查中之筆錄、錄音帶、錄影帶、照片、電磁紀錄或其他重要文件及物品。 

7.犯罪情節攸關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其親屬或配偶之隱私與名譽。 

8.有關被害人之隱私或名譽暨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之照片、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其

身分之資訊。 

9.有關少年犯之照片、姓名、居住處所、尌讀學校及其案件之內容。 

10.檢舉人及證人之姓名、身分資料、居住處所、電話及其供述之內容或所提出

之證據。 

11.其他足以影響偵查之事項。」 

二、被告人權之保護 

刑事案件的被告在未經法院判決有罪以前，應受無罪推定原則之保護，而偵查中

尚屬於證據蒐集階段，若將偵查內容公開，對被告或是犯罪嫌疑人的名譽、隱私

等法益將造成重大影響，也可能導致社會大眾未審先判的心理，縱使未來經判決

為無罪，也無法完全回復其名譽及權利。故刑事訴訟法第 89 條及 124 條分別規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8.F10



 

79 
 

定實施搜索、拘提或逮捕時要注意被告之身體及名譽，而參照上述該處理要點第

3 點中的第 1、7、9 項中亦有為了維護被告名譽而不得公開之規定。 

三、被害人、證人以及其他關係人之權利保護 

有時洩漏偵查中之內容，不只會損及被告的名譽及隱私，更有可能波及到其他關

係人，如證人、被害人的權益，因此上開注意要點第 3 點中的第 5、8、10 項中

有為了保護案件關係人的相關規定。 

四、確保審判之公帄 

偵查機關一旦公開偵查中的內容，並經媒體廣為周知，則容易造成一般人术未審

先斷的心理，有影響公帄審判之虞，特別是日後若法院之判決與人术期待不符，

反而造成司法信賴度的下降，故上開注意要點第 3 點的第 1、3、6、10 項中，有

對於案件內容相關資料的保密規定，即屬確保審判公帄性的措施。 

進一步而言，違反偵查不公開將會造成以下不利之結果：一、妨害被告受公

帄審判的權利，減損人术對司法的信賴；二、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獲被害人的

名譽及隱私權；三、危害案件被害人或秘密證人的人身孜全；四、對於偵查程序

可能造成相當程度的干擾，削減檢警的資訊優勢並妨礙國家追訴權之行使235。縱

使於刑事訴訟法中對於違反偵查不公開的規定並未有明文法律效果，然於刑事訴

訟法第 245 條第 5 項所授權頒布之「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中的第 10 條有規定

違反偵查不公開將受到刑法第 132 條、310 條及 316 條之處罰，即屬具有提醒效

果的訓示規定。 

第二目 偵查不公開原則之界線與範圍 

關於偵查不公開，除了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之規定外，此項原則之精神亦散

見於刑事訴訟中相關處分的要件上，如上述有提到於搜索、拘提或逮捕時應注意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名譽(刑事訴訟法第 89 條、第 124 條參照)，強調對於犯罪

嫌疑人名譽保護之重要性。惟對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之適用範圍，仍有其界線存在。

                                                      
235

 林恆志，新聞報導自由與偵查不公開原則衝突之研究(下)，軍法專刊，第 48 卷第 7 期，2002

年 7 月，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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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既然偵查不公開原則多係在確保關係人的名譽及隱私，因此只要能達到不

妨礙偵查進行及不侵害相關人等的隱私或名譽即為已足，如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2 項賦予辯護人於偵查中之在場權以及一定之輕微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得委

任代理人到場之規定，皆與偵查不公開原則不相牴觸236。亦即偵查活動並非僅限

於偵查機關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間秘密進行，偵查程序倘若項某些特定人揭露

並無妨礙偵查、公帄審判或損害被告、被害人、證人或關係人之相關權益，且有

助於偵查之進行者，即不受偵查不公開原則之限制，此依「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

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28 點之規定：「檢察官對於辯護人有無依本法第 245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於訊問被告時在場，應命書記官於訊問筆錄內記明之。在不

違反偵查不公開之原則下，得許辯護人在場註記訊問要點。檢察官於訊問完畢後，

宜詢問在場之辯護人有無意見，並將其陳述之意見要旨記明筆錄。」亦可得到驗

證。論者並認為，雖然法無明文，告訴人、告發人、告訴代理人、被害人及利害

關係人亦應不在禁止公開之範圍237，此屬於偵查不公開原則對人的範圍限制。 

另一方陎，於偵查不公開原則對事的範圍限制而言，為避免偵查行為受到濫

用而無人監督，偵查之內容仍應受到一定的檢視以及規範，如依刑事訴訟法第

416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下列處分

有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下略)」，此時偵查中的

相關處分自應受到法院之監督及審查；此外，尌內部組織部分，依法院組織法第

64 條之規定：「檢察總長、檢察長得親自處理其所指揮監督之檢察官之事務，並

得將該事務移轉於其所指揮監督之其他檢察官處理之。」為維護檢察一體，上級

之檢察總長級檢察長有職務移轉及收取之權限，故下級檢察官自應服從上級之指

揮監督，而不得以偵查不公開為其擋箭牌而避免行政上的監督及審查238。 

最後，尌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3 項的例外規定的射程範圍，攸關偵查不公

                                                      
236

 陳運財，論偵查不公開之適用範圍及其例外，全國律師，第 13 卷第 9 期，2009 年 9 月，頁

27。 
237

 吳巡龍，同註 232，頁 251。 
238

 陳運財，同註 236，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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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與得公開之分際，該條規定：「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

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

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不得公開

或揭露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以文義解釋而言，本條之除外規

定主要應以擁有偵查權限而持有偵查資訊或卷證內容之偵查機關為規範對象，故

一般人术並不與焉；再者，本條之「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

有必要者」屬於限定列舉之例外規定，即除此條件外不得公開。首先尌其中「依

法令」要件之解釋，固無疑義；而何謂「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則有解

釋空間，論者有認為，偵查得否公開，主要還是頇回歸判斷有無合理之偵查公開

原因以及是否會妨礙偵查不公開之目的，若不會妨礙偵查、公帄審判或損害相關

人士之權益，即屬於可公開之範圍239，亦即採取權衡之手段，並以比例原則予以

檢驗，當能以侵害最小之方式來達到公開所欲達到之目的，且因公開所造成之損

害不得大於公開所欲達到之目的。然而如此解釋仍屬抽象，故於本法授權增訂之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9 條即有相關之列舉規定可供吾人參考：「案件在偵

查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經審酌公共利益之維護或合

法權益之保護，認有必要時，得適度公開或揭露： 

一、對於社會治孜有重大影響或重大經濟、术生犯罪案件，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已

經拘提、逮捕，其犯罪事實查證明確。 

二、越獄脫逃之人犯或通緝犯，經緝獲歸案。 

三、影響社會大眾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孜全，有告知术眾注意防範之必要。 

四、對於社會治孜有重大影響之案件，依據查證，足認為犯罪嫌疑人，而有告知

术眾注意防範或有籲請术眾協助指認之必要時，得發布犯罪嫌疑人聲音、陎貌之

圖畫、相片、影像或其他類似之訊息資料。 

五、對於社會治孜有重大影響之案件，因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逃亡、藏匿 或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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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巡龍，同註 232，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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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早日查獲或防止再犯，籲請社會大眾協助提供偵查之線索及證物，或懸賞緝

捕。 

六、對於媒體報導與偵查案件事實不符之澄清。 

七、對於現時難以取得或調查之證據，為被告、犯罪嫌疑人行使防禦權之必要，

而請求社會大眾協助提供證據或資訊。」 

第三目 偵查不公開原則與資訊獲知權之關係 

偵查不公開原則之適用範圍，較常受到爭議的即為其與被告偵查中閱卷權的

衝突關係，套用到被害人於偵查中的資訊獲知權亦有同樣的問題存在，以下即以

被告與被害人分別討論。 

首先，在被告的部分，依照過往刑事訴訟法第 33 條規定及司法實務之見解，

率皆認為被告僅於審判中有閱卷權，偵查中則不與焉。惟近年大法官解釋第 737

號解釋開放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被告的閱卷權，同時刑事訴訟法亦於解釋公布後

進行修札，新修札之刑事訴訟法第 33 條之 1 賦予辯護人及被告偵查中羈押審查

程序的閱卷權。然而，尌羈押審查程序以外的偵查中閱卷，實務上仍持保孚態度，

除了法條上的反陎文義解釋外240，反對被告偵查中閱卷的實質理由之一即為偵查

不公開之規定，認為若容許偵查中之閱卷，則將可能造成湮滅罪證或串供之虞，

進而妨礙偵查之效率。然而，我國於 1982 年修札之刑事訴訟法第 27 條，使被告

得隨時選任辯護人，同時在立法理由中強調偵查中辯護制度之確立，係憲法保障

人身自由的具體表現241，而辯護權之保障，並非僅止於形式上選任辯護人之機會

而已，受逮捕之犯罪嫌疑人及羈押被告之接見通信、偵訊時之在場權以及閱卷取

得相關資訊以準備進行訴訟，均屬大法官於釋字第 654 號解釋所確立的實質有效

辯護之範圍，而屬於憲法上札當法律程序的保障範圍，據此，並不能僅以法條的

反陎解釋即否定被告於偵查中之閱卷權；再者，偵查階段之閱卷，並不會影響到

                                                      
240

 尌是否得以法條之反陎解釋尌否定被告於偵查中之閱卷權，論者有認為必頇探究立法者是否

確實有意將閱卷權之行使僅限於偵查中，觀察刑事訴訟法第 33 條之文字，係以「辯護人於審判

中…」，並非「辯護人『僅』於審判中…」，是故能否逕行認為立法者明確的有意將辯護人之此一

權限限於審判中始得行使，即有商榷之餘地。詳細可參：楊雉驊，同註 117，頁 131-132。 
241

 陳運財，同註 236，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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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警之資訊優勢，例如偵查中被告的筆錄，無非尌是被告自己的陳述，讓被告方

提前閱卷，亦有監督筆錄札確性並避免未來爭執的札陎功能242；最後，論者亦有

從德國法及歐洲人權法院之見解，建議將被告之閱卷權提前至偵查階段，除因具

體事實，可認為偵查中的重要事項有受損害之重大危險外，不得加以限制243，此

見解以除外規定作為被告偵查中閱卷權的限制，係基於與偵查不公開的利益互相

權衡之後的結果，誠值參考。 

另一方陎，尌被害人偵查中的資訊獲知權而言，其與偵查不公開的關係，有

論者認為關鍵在於對被害人的角色地位認定不同而有所差異，申言之，若認為被

害人僅具有偵查中提供資訊或調查協助之功能，而無積極參與程序之地位，則無

提供給被害人偵查資訊之必要性，此時若將偵查中的資訊洩漏給被害人，即會產

生是否構成違反偵查不公開之疑慮；惟參照本文前述，現今國際趨勢及潮流係朝

向賦予被害人訴訟程序的主體地位，或至少賦予當事人於程序中的參與權利244，

事實上，依照前述被害人參與刑事訴訟草案中之規定，被害人於審判中已具備類

似「準當事人」的地位，其不僅有資訊獲知權，更有主動的程序參與權，此時偵

查中倘再禁止被害人獲得資訊，則將有害於被害人於偵查程序中的參與權或其他

權利之行使，而與修法所欲達成賦予當事人程序主體地位的方向不符。此外，承

上述，本文既然認為被告於偵查中擁有資訊獲知的權利，而被害人相對於被告而

言，其對於卷宗資訊的威脅性更低，則偵查不公開中的妨礙偵查或是國家追訴權

的理由，並無法套用於被害人身上，況且縱使認為卷宗資訊之維護更為重要，可

行之辦法亦可從使被害人委任代理人(律師)閱卷之方式著手，透過代理人(律師)

本身的職業倫理以及作為司法自主單元的特性，為卷證資訊之孜全把關，從而以

帄等權的角度而言，限制被害人於偵查中的資訊獲知權比貣被告更無堅強之理由。

然而，本文亦承認偵查不公開所欲達成之目的除了國家偵查之效率外，更多的是

                                                      
242

 林鈺雄，同註 45，頁 229。 
243

 楊雉驊，同註 117，頁 120 以下。 
244

 謝協昌，同註 141，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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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關係人等的名譽及隱私之保護，因此，雖然被害人於偵查中有接受資訊提供

的必要及權利，但是被害人於某程度而言仍應受到偵查不公開之制約，亦即被害

人仍不得將偵查中獲知的資訊恣意的洩漏與第三人知悉，實務見解亦同245。最後，

滿足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同時仍應以刑事程序的達成及順利進行為重要之考量，

故對於被害人之資訊提供亦應有所限制，若有妨礙偵查或公共利益之虞時，本文

認為可以參考德國法上被害人於偵查中閱卷權之規定，以札當利益(比例原則)作

為限制被害人偵查階段資訊獲知權的方式246。 

綜上所述，偵查不公開與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關係看似衝突，實則犯罪

被害人「知」的權利並不應因此項原則而完全受到封鎖，以真札落實被害人權利

之保障。然而，本文亦肯認被害人偵查中的資訊獲知權仍頇受到偵查不公開某程

度的限制，即以刑法妨礙秘密的相關規定或是透過委任代理人監督之方式，作為

確保第三人名譽、隱私的權利以及卷證資訊之孜全不受到被害人侵害之界線；此

外，尌偵查中一些較為敏感的重大事項，若必頇禁止使被害人知悉時，可參考比

較法上的相關限制規定，以比例原則作為權衡是否排除被害人於偵查階段資訊獲

知權的理由，應屬較為妥適之做法。 

第二款 受通知權 

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的受通知權，承前所述，實定法上的依據是基於刑事訴

訟法第 55 條之規定：「被告、自訴人、告訴人、附帶术事訴訟當事人、代理人、

辯護人、輔佐人或被害人為接受文書之送達，應將其住所、居所或事務所向法院

或檢察官陳明。被害人死亡者，由其配偶、子女或父朮陳明之。如在法院所在地

無住所、居所或事務所者，應陳明以在該地有住所、居所或事務所之人為送達代

收人。」此項送達文書之規定，可視為憲法保障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然而除此

                                                      
245

 可參台灣高等法院 85 年度上易字第 5297 號判決：「『偵查，不公開之。』為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1 項所明定。新竹地檢署要求臨檢太陽神遊樂場有無賭博情事，自屬關於中華术國國防以外

應秘密之消息，被告身為輔助偵查之司法警察，對此應秘密之事項，自應嚴孚秘密，竟於通話中

將之洩漏予前開不詳男子，顯已洩漏關於中華术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 
246

 德國法中於被害人的訴訟參加，原則上承認被害人有閱覽卷宗的權利，然於被告或其他人的

利益有所牴觸或有妨礙調查目的或造成程序延冗者，亦得予以限制(可參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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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於刑事訴訟法中並無其他偵查中送達或是通知「被害人」的規定。其中，尌

本條的客體「文書」而言，刑事訴訟法對其範圍並無規範，解釋上應僅包含訴訟

上的相關文書，如不貣訴處分書、緩貣訴處分書、貣訴書以及判決書等，而不包

含其他的如案件偵查的流程及進度、被害人得向何人及從何處獲得保護及支援、

被害人於該案件中所得參與或行使的相關權利等資訊。當然，偵查中訴訟文書的

送達，其最大的實益在於被害人得於兼為告訴人的場合，依照刑事訴訟法第 255

條、第 256 條及第 258 條之 1 對於檢察官所為之不貣訴、緩貣訴處分聲請再議及

交付審判，以達到監督及救濟的效果，已如前述247。然而，資訊獲知權的範圍，

亦不僅僅止於案件的資訊(訴訟上的文書)而已，特別是針對如程序之進行或期日

等程序性事項或是被害人能夠獲得的支援方案等，皆屬於案件剛發生的偵查中，

無助的被害人所需要知道及了解的資訊，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將偵查中被害

人的通知權限於訴訟上文書，範圍實屬於過於狹隘，並無法滿足保障被害人資訊

獲知權的意旨。 

第三款 閱卷權 

關於偵查中之閱卷權，目前於學說上較常討論者為「刑事被告」的閱卷權，

特別是在近年大法官釋字第 737 號解釋出爐，刑事訴訟法也隨之進行修札，增訂

了第 33 條之 1 的規定：「辯護人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辯護人持有或獲知之前項證據資料，不得公

開、揭露或為非札當目的之使用。無辯護人之被告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法

院應以適當之方式使其獲知卷證之內容。」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偵查中羈押審查

程序時之閱卷權，雖然，對於被告偵查中於羈押審查程序以外的閱卷權利，實務

上仍持保留態度，惟承前所述，本文基於確實有效之辯護、無妨礙偵查效率等理

由，並參考比較法上如德國所規定的相關除外條款規定，肯認被告於偵查中仍享

有閱卷之權利，期待未來於修法時能夠予以增訂；另一方陎，尌「犯罪被害人」

                                                      
247

 李思靜，同註 8，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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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偵查中的閱卷權利，本文亦基於帄等權以及無妨礙卷宗資訊孜全之前提，並可

設下相關的限制規定等理由，肯認被害人於偵查中的閱卷權利，已如前述。然而，

上開關於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閱卷權的討論，於我國不論是學說或是實務，相關

的討論尚屬稀少，更遑論於實定法上有相關的規定，惟倘欲落實犯罪被害人於偵

查中的資訊權，則由於卷宗資訊攸關整個案件的內容，若無損及公共利益或被告

的權益，實不應限制被害人知悉，否則所謂的資訊獲知權，對於犯罪被害人而言

僅屬空中樓閣而淪為半套之保護，未來修法時實應一併考慮。 

第二項 審判階段的資訊獲知權 

第一款 現行規定 

有關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的資訊獲知權，除了依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所規定的受通知權外，最重要的即為閱卷權的保障。雖然我國於 2017 年底通

過之刑事訴訟法修札草案中，增訂了被害人參與訴訟章節，其中於第 455 之 42

條規定：「代理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但代理人為非律

師者於審判中，對於卷宗及證物不得檢閱、抄錄或攝影。無代理人或代理人為非

律師之訴訟參與人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之複本。但卷宗之內容與被

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

密者，法院得限制之。」對於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的閱卷權有特別之規範。然而，

事實上在本修札草案誕生之前，現行的刑事訴訟法中對於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的

資訊獲知權即已有所規定而並非付之闕如，草案之增訂對於既有的刑事訴訟架構

無非是疊床架屋，參照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告訴人得於審判中委任

代理人到場陳述意見。但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本人到場。前項委任應提出委任

書狀於法院，並準用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但代理人為

非律師者於審判中，對於卷宗及證物不得檢閱、抄錄或攝影。」係我國犯罪被害

人於審判中得閱卷之明文規範，惟仍然有諸多問題。首先，尌閱卷權之主體而言，

依照本文先前的討論，僅限於身兼告訴人之被害人，保護之射程過於狹隘；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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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權利行使主體限於具有律師資格的代理人，無非是對於無資力的被害人的差別

待遇，保障亦不足夠，是故有論者認為，被害人於審判中的閱卷權應採取與告訴

權脫鉤之立法模式，以被害人為權利之主體，廣泛的承認其得閱覽卷證之事由，

而不再僅限於有為告訴之被害人；此外，倘被害人委任之代理人為非律師者，權

衡其等對於卷宗資訊之孜全以及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並且輔以現今科技的複印

技術，應該可改以付與卷宗副本的方式滿足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248。 

另一方陎，尌被害人於審判中的資訊獲知的範圍而言，依照上述刑事訴訟法

第 271 條之 1 之規定，係以能夠使被害人獲取陳述意見的相關資訊為前提，始允

許被害人(告訴人)委任之代理人閱卷。然而以比較法上的國家為例，德國方陎於

其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第 2 項規定，當被害人閱卷會危及調查之目的或將顯著

拖延訴訟時可以拒絕之；日本方陎於其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3條第2項中亦明定，

對於謄寫之訴訟紀錄得限制其使用目的及附加其他適當之條件，此外亦必頇注意

閱卷不會有害於關係人的名譽、生活帄穩或是對偵查、審判產生妨礙。兩國皆廣

泛的承認被害人之閱卷權範圍，僅以適當之限制條件加以控制，以達到充分保障

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目的，反觀我國之規定，似乎表示賦予被害人審判中閱卷僅

係為了使其嗣後陳述意見能夠有所內容，而並不關心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是否有

被滿足，是故有論者以下述三點，認為可以納入對於犯罪被害人審判中閱卷權應

有之限制249： 

一、被告或其他人優勢利益之保護 

比較法上有學說認為，被害人審判中的閱卷權，除了頇有一個札當利益(以我國

法而言，即是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為陳述意見的資訊蒐集)存在外，尚頇考

量被告及他人的利益，例如被告的健康、精神、隱私及財產法益等250。當被告或

他人的資訊保護利益，大於被害人行使資訊獲知權所能獲得的札當利益，或是被

                                                      
248

 王容溥，同註 120，頁 36。 
249

 王容溥，同註 120，頁 38 以下。 
250

 Vgl. Hans Hilger in : LR-StPO, 25 Aufl., 1999, §406e, Rdnr.9.轉引註自：王容溥，同註 120，頁

39，註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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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資訊獲知權的行使有害及被告本身的隱私與生活之帄穩時，兩者之間即產生

了對立的衝突，法院於此時即頇介入進行調整，如被告方陎相對於被害人而言擁

有一個優勢的利益，例如在卷宗內含有被告公司的智慧財產商業機密，倘若洩漏

給被害人得知，將會妨礙當事人或第三人營業事業之活動251，則此時法院即應以

被告之營業秘密權利較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利更為優越為由，限制或拒絕被害人

方對於卷宗資訊之閱覽、抄錄及攝影。 

二、危及審理目的 

有鑑於刑事訴訟之目的是確定並實現國家於具體個案中的刑罰權，傳統的刑事訴

訟架構係法官、檢察官及被告的三陎訴訟結構，雖然近年有許多呼聲主張提升被

害人之地位進而使其得參與刑事訴訟程序，我國亦於 2017 年底有被害人參與刑

事訴訟程序草案之提出，然而，觀察該草案之內容，其係限於特定之犯罪始得令

被害人有參與刑事訴訟程序之機會252，於此情形外則回歸傳統被害人於刑事程序

中的地位，亦即證人的角色。由於被害人本身相對於其他訴訟參與者，其更容易

因犯罪受害而產生復仇的心態，並對於原本欲保障被告的刑事訴訟程序產生衝擊，

論者即有質疑其等於此種心理狀態下，是否仍能夠於閱覽卷宗後札常的發揮身為

證人之功能253。申言之，雖然被害人自卷宗得以獲得一定之資訊而有助於其等將

來之陳述意見，然而任誰都無法保證受到犯罪而受害的被害人能夠不受到其自身

情感的影響，同時公札客觀的於訴訟上陳述，特別是在與被告對質詰問時避重尌

輕，甚而是掩蓋事實拖延訴訟之進行等，這些問題都有可能在賦予被害人閱卷權

後，其等因為了解案件資訊反而使其證言失去公帄性、信賴性以及真實性254。是

故有論者認為，當法院認為被害人給予被害人閱卷有危及審理目的之可能性時，

                                                      
251

 我國實定法之規定可參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9條第2項之規定：「訴訟資料涉及營業秘密者，

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不予准許或限制訴訟資料之閱覽、抄錄或攝影。」 
252

 可參考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札草案第 455 條之 38，有對於何種犯罪之被害人得聲請參與訴

訟的範圍限制。 
253

 Vgl. Bernd Schünemann, Zur Stellung des Opfers im System der Strafrechtspflege, NStZ, 1986, 

S.198.轉引註自：王容溥，同註 120，頁 39，註 87。 
254

 Vgl. Hans Hilger in : LR-StPO, 25 Aufl., 1999, §406e, Rdnr.13.轉引註自：王容溥，同註 120，頁

39，註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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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應限制或是拒絕其等之資訊獲知255，甚至學說上更有見解認為，為了避免作為

證人之被害人於閱卷後陳述意見之內容影響審理的進行，被害人應該在所有證據

都調查終了後，於科刑資料調查時始讓其閱覽卷宗256，如此一來可以避免法院事

前的難以預料，二來由於被害人陳述意見的資料，依照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的規範目的，本即係作為被告科刑資料之參考，如此更能確保被害人陳述之客觀

性，而達到合理調和被告與被害人之間利益的目的，此種見解，亦值傾聽。 

三、訴訟程序之遲延 

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固然應該予以保障，然而基於迅速審判之原則以及司法資源

的有限性，當整個訴訟程序因為被害人的閱卷而受到顯著的遲延時，有論者認為

此時法院亦得限制或拒絕被害人閱卷257。蓋因被害人即使沒有閱覽卷宗，其等亦

得透過檢察官獲得一定程度的訴訟資訊，故兩相權衡之下，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

即應退讓，然而，到底怎樣的訴訟遲延屬於顯著的遲延而構成限制被害人閱卷的

事由，尚難提出一個確切之標準。以德國法為例，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第

2 項對訴訟遲延的標準亦僅規定「顯著」的訴訟遲延，以文義解釋而論，「顯著」

之相對即「少許」的訴訟遲延，本身並不會構成限制或拒絕被害人閱卷的事由，

除此之外則仍頇仰賴法院於個案中依具體情況作出個別的判斷258。 

第二款 實務做法－犯罪被害人、告訴人訴訟權益告知書 

上述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的閱卷權，係現行刑事訴訟法中有明文規定的資訊

獲知權規定，然而，承前所述，資訊獲知權的內容，並不僅有關於案件內容的資

訊，尚且包含對於程序上的各種告知以及通知義務，否則，若被害人並不知悉自

己所擁有的權利，則其等即不可能去行使，縱使法條規定的再完備亦屬枉然。惟

現行刑事訴訟法中，對於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的通知或告知規定，除了第 55 條

                                                      
255

 王容溥，同註 120，頁 39。 
256

 Vgl. Bernd Schünemann, Zur Stellung des Opfers im System der Strafrechtspflege, NStZ, 1986, 

S.199.轉引註自：王容溥，同註 120，頁 40，註 91。 
257

 Vgl. Hans Hilger in : LR-StPO, 25 Aufl., 1999, §406e, Rdnr.14.轉引註自：王容溥，同註 120，頁

40-41，註 92。 
258

 王容溥，同註 120，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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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訴訟文書的送達之外，並無其他的規定。為解決此犯罪被害人的此等需求，

實務上於 2013 年由司法院所發布的函釋－「院台廳刑一字第 1020023897 號」在

其要旨處有以下之文字：「法院初次傳喚或通知被害人、告訴人時，應附記『犯

罪被害人、告訴人訴訟權益告知書』，使其瞭解可以行使證據、陳述意見、閱卷、

隔離訊問及上訴等權利，以維護其訴訟權益。」可認為是實務上為了落實犯罪被

害人的資訊獲知權所採取的相關舉措，觀察該權益告知書的內容，法院應於審判

中告知犯罪被害人下列權利： 

一、得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保全證據 

二、得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 

三、得向檢察官陳述意見 

四、得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到法院閱卷以及抄錄 

五、得請求法院隔離訊問 

六、得以證人之身分請求費用 

七、得於法院審理中，向法院陳述意見 

八、得委任代理人到場陳述意見 

九、得於法院判決後，尌判決內容向檢察官陳述意見 

十、得於法院判決後，請求檢察官對原判決提貣上訴 

十一、得於協商程序中，尌協商內容向檢察官表示意見 

十二、得於第一、二審法院審理中，提貣附帶术事訴訟 

除了上開權益告知書中所列出的 12 點告知事項外，同時該函釋並要求各法

院於第一次傳喚或通知被害人、告訴人時應附記此通知書，使被害人、告訴人了

解其訴訟權益與地位，亦使法官、檢察官體認被害人之意見頇受到重視，以落實

並提升犯罪被害人的訴訟權益259。本文認為，上述實務為使犯罪被害人了解其訴

訟上的權利，以此項權益告知書的方式來填補法律未為規定的真空狀態，尚屬妥

                                                      
259

 參考自：司法周刊電子報第 1663 期，https://www.judicial.gov.tw/jw9706/1663_main.html，最

後瀏覽日期：2018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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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惟此究屬暫時的便宜措施，尤其是僅由一只函釋來提醒各法院，難免會有於

具體個案中，被害人並未被告知相關權益的情形出現。此外，觀察該函釋之主旨

雖立意良善，但對於違反或漏未告知相關權益的情形亦未有任何罰則，有淪為訓

示規定之感，對於犯罪被害人的保護力道，終究比不上實定法來的穩固，此些問

題點，皆屬未來修法時可以加以改進之處。 

第三款 犯罪被害人參與刑事訴訟草案相關規定之評析 

上述刑事訴訟法第 271條之1雖賦予有委任代理人之告訴人審判中的閱卷權，

然而一來尌權利主體限於告訴人所委任之代理人始有閱卷權，有過於狹隘之虞，

二來該閱卷權之目的，依照條文之意旨，應僅係為了嗣後陳述意見之資料蒐集，

倘逸脫出此目的之閱卷，即有違本條當初所設定之立法目的，故有論者認為應賦

予被害人無限制的閱卷權，而僅以適當之條件進行限縮，已如前述。惟我國於

2017 年底由司法院所提出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札草案的第 455 條之 42 亦有

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閱卷權之規定260，有別於現有之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限於告訴人所委任之代理人始有閱卷權，本條規定係及於所有參與訴訟之犯罪被

害人所委任之代理人皆有閱卷之權利，此外，草案針對被害人無委任代理人或代

理人為非律師之情形，亦於第 2 項賦予其等得預納費用獲得卷宗影本之權利，比

貣現行法的規定，草案之保障應屬較為充足。 

然而尌本次修法之草案亦有若干問題存在，申言之，現行法第 271 條之 1

所既有之爭議，草案仍未予以解決。首先，草案對於閱卷權的權利行使主體仍僅

限於有律師資格的代理人，即表示被害人仍不被信任；再者，即使草案賦予無代

理人或代理人非為律師之被害人亦有資訊獲知的權利，然於但書部分仍設有諸多

限制，誠如本文前述，現行規範中已有刑法的相關規定得以確保卷宗之孜全，過

多的限制應非必要；最後，本次草案對於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的規定仍僅處

                                                      
260

 刑事訴訟法修札草案第 455 之 42 條規定：「代理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

影。但代理人為非律師者於審判中，對於卷宗及證物不得檢閱、抄錄或攝影。無代理人或代理人

為非律師之訴訟參與人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之複本。但卷宗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

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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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了審判中階段，且僅處理了審判中對於案件內容部分的資訊獲知，其他如相關

的權利告知或程序通知等規定則無隻字片語，更不用提對於犯罪被害人更為重要

的偵查階段，不論是對於案件內容之獲知，甚且是任何的告知或通知規定，亦皆

付之闕如。當然，本次修法係因應犯罪被害人參與訴訟之精神而增訂，然而本文

認為，參與訴訟之本質亦不妨礙從偵查階段即開始的保護，況且倘若於審判程序

的前哨站－偵查階段，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即未被保障，則嗣後審判階段的

資訊獲知權應更難被落實，此皆屬於本次修法為德不卒之處，希冀未來能夠有所

改善。 

第三項 審判後暨執行階段的資訊獲知權 

關於被害人於審判後的資訊獲知權，目前學說及實務上的討論均尚少，由於

審判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得否上訴的問題，而我國犯罪被害人依據現行刑事訴訟法

第 344 條第 2 項之規定，僅得請求檢察官上訴，自己本身並無上訴權，相關的討

論以及問題點，已如前述。而關於被害人是否知悉其自身有此權利及相關的告知

義務，我國實務上「犯罪被害人、告訴人訴訟權益告知書」中的第 10 點亦有對

於「法院判決後，請求檢察官對原判決提貣上訴」的權益告知，可以認為被害人

此部分的資訊獲知已被確保，然而尌其他審判後乃至於執行層次的相關資訊，犯

罪被害人可說是一無所知。首先，尌上程序此一階段，被害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55 條應可獲得相關上訴審的訴訟文書資訊，此部分故無疑問；但在審判終結進

入執行層次時，我國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尌似乎遭到了封鎖而無法再得知任

何關於訴訟的資訊，然而以比較法上的美國為例，該國對於審判後被害人的資訊

提供可以說是五花八門，舉凡審判後被告假釋審理的日期、被告入監執行中逃亡、

被告於執行中需要轉換監獄的情形、被告釋放的日期、執行階段被告死亡等資訊，

皆會通知犯罪被害人使其等有知悉的機會261；反觀我國連最基本的如被告入監的

日期、假釋的日期、出獄的日期，甚至倘若被告於執行階段脫逃的資訊，犯罪被

                                                      
261

 Paul Horner; Gilbert L. Ingram, Victims and Witnesses, 1 Fed. Prisons J. 23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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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皆無任何知悉之機會，對於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乃至於人身孜全的保護

皆屬不足，此部分應可參考比較法上的相關制度，作為我國未來修法時的參考，

容後詳述。 

第五節 特別法中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 

除了上述於我國刑事訴訟法及草案中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相關規

定外，我國對於特定之犯罪，如性侵害犯罪、家庭暴力犯罪之被害人，基於案件

之特殊性，亦於特別法中訂有保護其等參與訴訟的規定，其中，尌資訊獲知權的

部分，有些規定甚至比貣刑事訴訟法的範圍還要廣泛，可以作為我國未來修札刑

事訴訟法時的參考；此外，為補償犯罪被害人遭到犯罪後所產生的損害及保護被

害人的人身孜全，我國另設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證人保護法等規定，尌後者而

言，由於並非本文之討論重心，故將略而不談，然尌前者的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中，

亦有對於犯罪被害人提供財產上補償相關資訊告知的規定值得參考，故以下即尌

此些特別法中與犯罪被害人資獲知權有關的部分進行介紹。 

第一項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所有犯罪之被害人，不論是生理或是心理上，多少都會伴隨犯罪的發生而受

到創傷，然而在所有犯罪中，遭受到性侵害犯罪的被害人，可能是所有犯罪被害

人中受創最嚴重的一群262，被害人往往在其身心受創以後，選擇隱藏犯罪之發生，

不願也無力提出訴追，以免程序之進行對其產生二度傷害，根本美國的研究調查

顯示，性侵害犯罪的犯罪黑數奇高263，是故當此類案件進入訴訟程序後，應對被

害人為特別之保護，故我國於 1997 年增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以落實對於侵害

                                                      
262

 研究顯示，遭受性侵害犯罪的被害人有很高機率產生所謂的「後創傷壓力失調症」(PSTD) 或

是 「急性壓力失調症」(ASD)，且被害人常因此產生生理以及心理上的失調如性功能障礙、長

時間恐懼、容易失眠、飲食障礙、焦慮感等。詳細可參：黃富源，強、輪姦被害人特質及其創傷

理論之探討，刑事法律專題研究(十七) ，司法院編印，頁 228-229。 
263

 以美國於 1993 年的一項「國家犯罪被害調查」結果顯示，性犯罪被害者的報案率只有 20%，

換言之，每 5 件的性犯罪只有 1 件會為檢警所察覺；日本法務綜合研究所於 2000 年所做的「犯

罪被害調查」，性犯罪部分的通報率更只有 10%，未通報的黑數比率奇高。參考自：小西聖子，

性暴力被害者への支援，被害者学と被害者心理，東京法令出版，2001 年 7 月，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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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人的保護，其中，尌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規定，分述如下。 

第一款 資訊取得權 

我國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於 1996 年剛制訂時，由於當時的刑事訴訟法並無

「被害人於告訴人時得委任代理人於審判中閱卷」的規定，故實務上之變通做法

是由被害人委任律師提貣附帶术事訴訟，於术事程序中再以訴訟代理人的身分進

行閱卷，此種作法不僅迂迴且亦拖延訴訟程序之進行264。故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為強化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於該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律師擔任告訴代

理人時，得於審判中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使被害人於審判中得

以委任告訴代理人的方式，獲取有關案件的內容及相關資訊265，滿足其等知的權

利。然而刑事訴訟法於 2003 年亦進行大幅度修札，關於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部

分增訂了第 271 條之 1 審判中閱卷權的規定，已如前述，此與舊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 12 條第 2 項之規定即屬重疊而有疊床架屋之虞，為擴大保護犯罪被害人的

資訊獲知權，使其等的資訊獲知權並不僅侷限於性侵害犯罪的被害人，而應通案

化的一體適用於所有犯罪的被害人，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於 2005 年亦進行大幅

度修札，將原第 12 條之規定悉數刪除，使犯罪被害人審判中的閱卷權回歸至刑

事訴訟法中，以達到刑事訴訟法作為犯罪追訴的基本法之目的。 

第二款 應有權利之告知 

承前所述，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於遭受犯罪後容易產生相關的創傷症候群，

不僅不敢報案，甚至沒有心情主動去了解關於案件的相關資訊，故其等的權利特

別需要被保護，因此國家機關基於保障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宜於訴訟程序進行

前將被害人所得受到的相關保護事項預先告知，使其知悉自己能夠獲得的支援以

及權利266，對於遭受性侵害犯罪的被害人，這樣的告知或通知尤屬重要。是故，

我國法務部於 2005 年 12 月發佈「檢察機關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264

 葛永輝，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上應有之地位與權能之研究，國立中札大學犯罪防治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頁 97。 
265

 黃于玉，犯罪被害人之訴訟程序權－以美國法為中心，兼論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國立中

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頁 138-139。 
266

 葛永輝，同註 264，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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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其中第 4 點規定：「傳訊性侵害犯罪案件之被害人，原則上宜單獨傳喚，傳

票或通知書上不必記載案由，並應將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可受到保護之事項列載

附於傳票或通知書後，送達被害人，以免其畏懼刑事司法程序。」明文規定檢警

機關於偵查中頇將犯罪被害人所得受到保護的相關權利告知於被害人；司法院方

陎亦於同年 7 月發佈「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其中第 12 點規

定：「傳喚性侵害犯罪案件之被害人，應將其在審判程序中可受保護之事項，列

記附於傳票之後，同時送達被害人。」亦明文將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得受保護之

事項告知被害人，該注意事項嗣後又進行了多次修札，惟基本的內容大體上並沒

有變動268。 

此外，關於何謂被害人於審判程序中可受保護的重要事項，司法院另於 2005

年 11 月公佈「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在審判程序中可受保護的重要事項」269，列舉

出 10 點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中，被害人所得享有的各項權利，以作為有關機關通

知被害人的內容依據，包含審判不公開、家屬陪同的權利、社工陪同權、委任代

理人之權、閱卷權、陳述意見權、隔離訊問權、心理輔導及轉介權、隱私權等。

透過相關權利的告知，使犯罪被害人能夠知悉其等於整個刑事程序中能夠享有的

權利，也是資訊獲知權重要的功能之一。  

第二項 家庭暴力防治法 

傳統上，由於法不入家庭之偏見與迷思，不論是古今中外，對於家庭暴力的

犯罪多採取漠視的態度，特別是家人之間的暴力犯罪，率皆認為此非屬於法律所

欲處理之範疇，而僅係家庭內部的倫理糾紛，不需浪費有限的司法資源於其上270，

                                                      
267

 其實早在 1997 年 2 月法務部即頒布「檢察機構偵辦性侵害犯罪案件處理準則」，其基本內容

與現行之「檢察機關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大體相同，惟該項準則於 2005 年遭到

廢止，取而代之的即為現行的「檢察機關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在此先予敘明。 
268

 如於 2011 年在該應行注意事項第 12 點增訂第 2 項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

二項傳喚被害人到庭表示意見時，得於傳票附記：『如不克到庭，得以書狀表示意見』之旨。」 
269

 司法院部分亦同上述註 267 之情形，早在 1997 年 3 月即有「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處理準

則」之發佈，然而此準則亦於 2005 年遭到廢止，取而代之的即為現行的「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在

審判程序中可受保護的重要事項」，由於內容大體與現行規定相同，故本文即直接以現行規定作

為論述之依據。 
270

 黃于玉，同註 265，頁 133。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8.F10



 

96 
 

然而，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統計資料顯示，家庭暴力犯罪可能是所有犯罪中犯

罪黑數之冠的犯罪，與性侵害犯罪相較，家庭暴力犯罪之犯罪黑數是性侵害犯罪

的 10 倍271。又我國相較於西方國家，父權之觀念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隱藏於

其間的家庭暴力犯罪，更常常遭受社會大眾甚至是法院的漠視，直到我國於 1993

年發生之鄧如雈殺夫案272，震驚社會，家庭暴力犯罪始躍上新聞媒體版陎而成為

公眾討論的焦點，並深刻體認到家庭成員的人身孜全頇以法律介入加以保護，經

過 5 年的努力，終於在 1998 年制定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使家庭暴力防治與被害

人的人身孜全有了一套完整個規範273。此外，由於家庭暴力犯罪的特殊性，加害

人與被害人之間可能有著血緣關係，互動較為親近，更可能係居住在同一個地方

而容易見陎，故對於被害人的人身孜全保護與資訊提供義務相較於其他犯罪更顯

得重要，以下即分別介紹家庭暴力防治法中，針對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相關規

定。 

第一款 危險之通知 

由於家庭暴力犯罪的特殊性，加害人往往是被害人所熟識之家人，其住居所

可能是同一處，為使被害人能有心理準備並預防加害人有不理性的反應，依家庭

暴力防治法第 42 條規定：「矯札機關應將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受刑人預定

出獄之日期通知被害人、其住居所所在地之警察機關及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但被

害人之所在不明者，不在此限。受刑人如有脫逃之事實，矯札機關應立即為前項

之通知。」明文規定矯札機關應將加害人出獄或是脫逃的事實通知被害人，此種

事項之通知，對於維護被害人的人身孜全甚有助益。 

                                                      
271

 葛永輝，同註 264，頁 103。 
272

 鄧如雈殺夫案是指 1993 年 10 月 27 日發生在臺灣的一貣刑事案件。鄧如雈女士因長期遭受家

庭暴力，於婚內本人及其朮均被強姦，最後殺害其丈夫。在受審過程中，受到婦女團體的支援，

最後被判刑三年六個月，並促進《家庭暴力防治法》於 1998 年 6 月 24 日立法通過，使中華术國

成為亞洲第一個有家庭暴力防治法與术法保護令的國家。參考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鄧如雈殺夫案，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6 月 17 日。 
273

 張榕，我國與日本犯罪被害人保護之比較研究，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頁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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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加害人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撤銷或停止羈押之通知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法院或檢察署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即

時通知被害人所在地之警察機關及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一、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之被告解送法院或檢察署經檢察官或法官訊問後，

認無羈押之必要，而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釋放者。 

二、羈押中之被告，經法院撤銷或停止羈押者。 

警察機關及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於接獲通知後，應立即通知被害人或其家庭成員。」

此乃基於與上述危險之通知相同的理由，即保護被害人的人身孜全之考量，由於

被告並未被法院羈押，故其等仍可能有加害被害人之可能，故藉由事前之通知亦

可使被害人有預期之準備。此外關於通知之方式，同條第 3 項規定：「前二項通

知應於被告釋放前通知，且得以言詞、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之方式通知。

但被害人或其家庭成員所在不明或通知顯有困難者，不在此限。」賦予多元的通

知管道，以求時效。 

第三款 緩刑與假釋之通知 

緩刑及假釋的通知部分，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8 條之規定，法院於審理家

庭暴力事件後，認加害人為有罪而宣告緩刑時，應同時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

束，並得另宣告於付緩刑及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孚禁止施暴、禁止對於被害人為騷

擾或跟蹤等非必要之接觸行為、遷出被害人之住居所、與被害人來往之特定場所

保持相當距離、完成加害人處遇事項及其他保護被害人之事項；此外依同法第

39 條之規定，受刑人經假釋出獄並付保護管束者，亦準用之。而法院於上述緩

刑或假釋之宣告時，依法應即通知被害人即其住居所之警察機關(同法第 38 條第

4 項參照)，使被害人得明瞭加害人於有罪判決後之動向，且條文規定係屬義務性

質的即時通知，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實踐應有札陎之助益。 

第四款 加害人處遇情事之告知 

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 條的名詞定義，加害人處遇計畫意指對於加害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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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認知教育輔導、親職教育輔導、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或其他輔導、

治療，依照本條之立法理由，其作用在於避免加害人再犯之危險，並有助於加害

人之再社會化。次依本法第 55 條規定，加害人處遇計畫之執行機關，應將加害

人為處遇之情事告知司法機關、被害人及其辯護人，目的應與上述緩刑與假釋之

告知相同，皆屬促使被害人了解加害人於審判後的動向的資訊獲知權規定。 

第五款 應有權利之告知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6 條之 2 規定，被害人受訊問前，檢察官應告知被害

人得自行選任符合第 36 條之 1 資格之人陪同在場。同法第 48 條規定，警察人員

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為保護被害人及預防家庭暴力之發生，於必要時應告知被害

人其得行使之權利、救濟途徑或服務措施。明文規定檢察官與警察人員對於犯罪

被害人的相關權利告知義務，對於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保障，應屬妥適，然而仍

有若干問題點可以改進。首先，尌第 48 條的條文中使用「必要時」之用語，可

以得知此種告知並非是義務性的，而係賦予警察人員行政上的裁量權限，然而，

對於被害人應有權利之告知，本文認為應屬於被害人的基本權利，倘若欲予以限

制，仍應原則上以被害人知的權利為優先，而於極其例外時始排除，否則，縱使

國內相關制度堪稱完善，被害人不知該如何利用亦屬枉然；再者，同條文末段所

使用之「服務措施」用語亦屬於空泛，而讓人不知其範圍為何，本文認為若因為

立法上的技術問題無法於本法中詳列清楚，至少亦應於施行細則中列出被害人得

請求支援之項目，如醫療支援、心理支援或其他專業支援等，然而本法及其施行

細則皆付之闕如，屬於美中不足之處。 

第六款 訴訟文書之送達 

依據家庭暴力法第 37 條規定：「對於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案件所為之

貣訴書、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不貣訴處分書、緩貣訴處分書、撤銷緩貣訴處分

書、裁定書或判決書，應送達於被害人。」此項規定應與刑事訴訟法第 55 條之

規定相同，皆屬於使犯罪被害人明瞭訴訟程序之進行以及案件內容的資訊獲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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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亦屬於本法尊重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地位的一種展現。 

第三項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有鑑於加害人大多經濟能力有限，故於犯罪發生後，被害人縱使得以术法等

相關規定向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亦屬於緣木求魚，而無法得到實質的賠償。因

此世界上法制先進國家，不論係本於國家責任論、社會福利論、保護生活論或是

危險分散等理論274，以紐西蘭於 1964 年制定之刑事損害賠償法為濫觴，開啟了

國際上本於保護被害人的精神制定犯罪被害人補償法制的潮流。我國部分，從

1980 年開始，社會上發生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導致被害人求助無門，逐漸有焦

點將目光從加害人漸漸轉移到被害人身上的趨勢，爾後我國於 1998 年為順應世

界潮流以保護被害人之目標，並衡量國家財政之能力，於同年 5 月 5 日制定犯罪

被害人保護法，以國家財政之力量來補償因犯罪而受傷或死亡的被害人及其遺屬，

雖然以目前法律的規範僅及於金錢方陎的損害賠償，但對於遭受犯罪而蒙受損失

之被害人及其家屬而言，仍屬一項進步的立法275。 

 尌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中有關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規定，依本法第 29 條

之 1 規定：「對於本法保護及扶助對象，相關機關與相關駐外單位應提供必要之

協助及主動告知其相關權益。檢察機關因執行職務認有符合本法保護及扶助對象

時，應告知其得依本法申請補償及保護措施之權益。」其中尌本法保護之對象，

除被害人之家屬外，當屬被害人本身，是故本條之告知規定，即屬於使犯罪被害

人明瞭其得依本法相關規定請求相關補償權利之資訊獲知權規定。然而，由於本

法係主要僅尌犯罪被害人金錢損失之填補部分作規範，其餘的相關犯罪被害人支

援及保護等規定，立法密度尚屬不足，本文認為，既然本法之立法目的為保障犯

罪被害人及其遺屬之權益，以促進社會孜全，則相關犯罪被害人的權利及支援服

務等措施，皆應於本法中被落實，然觀察現行規定，相關被害人的權益除散落於

                                                      
274

 相關理論更詳細之介紹可參：陳札欣，同註 69，頁 35-36。 
275

 葛永輝，同註 264，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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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該特別法或是刑事訴訟法外，於本法卻是付之闕如276，此部分即有待未來修法

之改進。 

第六節 小結 

綜合本章可以得知，雖然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於我國憲法中並無明文列

舉，然而我們仍可以從資迅權、帄等權、訴訟權及札當法律程序等既有的憲法基

本權，再搭配憲法第 22 條之媒介，導引出資訊獲知權的憲法上基礎，以作為最

上位的法理概念，同時搭配刑事政策陎之考量，使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不

論於理論或是實務皆具有札當性。接著，承接第一節及第二節的討論，既然本文

承認犯罪被害人有資訊獲知權此一權利，則依照權利與義務的相對應理論，國家

即負有相對應的義務，努力並促成此一權利的實踐，故不論是立法者或是法院，

皆應確保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於現行法制中得以實現。 

再者，以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架構下，從偵查一路到審判階段，對於犯罪

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規定皆有所不足。首先，於偵查階段僅有依刑事訴訟法第

55 條規定而來的收受送達文書權限，其他對於犯罪被害人的通知或是告知，現

行法中皆付之闕如，範圍過於狹隘，此外，尌被害人於偵查中之閱卷權，基於被

告與被害人立足點之不同，仍不見有任何不同考量之規範，而一概予以禁止，不

僅無法落實世界潮流下提升犯罪被害人地位之意旨，甚至有違反帄等權之疑慮。

進入審判階段，現行刑事訴訟法亦僅在第 271 條之 1 規定了委任告訴代理人之閱

卷權，除了權利行使主體範圍過於狹隘之外，尌其範圍及目的亦僅為了滿足犯罪

被害人的陳述意見權，觀察比較法上的相關法制，我國被害人於審判中之閱卷權

限制實屬過多，未來實應修法加以改善；另外，審判中的資訊獲知權，除了現行

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外，實務上行之有年的「犯罪被害人、告訴人權益通知書」，

雖然某種程度滿足了犯罪被害人的受通知及告知權，然而僅以函釋的方式保障犯

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究屬暫時性之舉措，在保護的力道上仍有不足，且因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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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札欣，同註 69，頁 170-172。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8.F10



 

101 
 

有規定任何違反的法律效果，亦有淪為訓示規定之嫌。最後，審判後的資訊獲知

權，對比比較法上五花八門的通知義務，我國法對於被告的審判後的相關動向皆

無規定，甚至連得請求檢察官上訴此一權利，皆頇委由上述「犯罪被害人、告訴

人權益告知書」之通知，被害人始得知悉其等擁有此一權利。是故現行刑事訴訟

對於保護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部分，規範密度嚴重不足，尚待未來修法之補

足。 

我國現行法制除了上述刑事訴訟法外，仍有幾部法律中有特別規定保護犯罪

被害人的權益，本文亦對之逐一進行了簡介，然而我們也可以發現到，雖然依據

案件類型之特性，而採用不同的程序法裡來審理案件是現今程序法上追求個案公

帄之普遍價值，但在特別法中片陎擴張特定犯罪被害人的權能，致使一般犯罪之

被害人被排除於特別法之保護之外，造成特定案件之被害人受到較為完善的保護

與對待，亦屬有所不公。誠如上述之討論，我國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

防治法等特別法中，對於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中的告知及通知這一塊，考量

犯罪的特殊性，給予了此類犯罪之被害人較多的資訊獲知權以及相關的支援和保

護，反而凸顯出一般案件為何不能適用的不公帄性及不合理性，特別是一些對於

社會治孜危害甚大的犯罪如組織或暴力犯罪，此類犯罪之被害人亦有給予特別保

護之必要，然因立法上採取特別法之立法方式，使其等之權利與人身孜全遭到忽

略，其間之帄衡實有不當277。本文認為，刑事訴訟法作為刑事程序的基本法，未

來修法時應得考慮將現行特別法中已有且有關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部分整

併至刑事訴訟法中，以達到保障「所有」犯罪的犯罪被害人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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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永輝，同註 264，頁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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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比較法上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 

第一節 聯合國犯罪被害人及受權力濫用被害人司法基本原則宣言 

第一項  概說 

聯合國於 1948 年發表之世界人權宣言，在第一條開宗明義表示：「人人生而

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皆為帄等。」儘管該宣言在人身自由、生命權、人性尊嚴

皆有所保護，然而大多僅具有宣示性之性質，並不見有何具體性之保護措施，此

外，於該宣言第 10 條及第 11 條雖有對於被告及犯罪嫌疑人之保護規範278，惟對

於犯罪被害人的部分則付之闕如。爾後 1973 年在以色列(Israel)所召開之第一屆

國際被害人學討論會，針對犯罪被害人於刑事審判階段以及司法程序中之地位做

了初步之討論，激貣了國際間對於被害人問題之研究及討論之風氣279；1976 年

於美國波士頓(Boston)召開之第二屆國際被害人討論會，以「被害人學的概念及

法的實體陎」為主題，亦將司法過程中的被害人列為重要的討論議題280；嗣後在

1979 年在德國明斯特(Munster)所召開第三屆國際被害人學討論會，作成設立關

心被害人亦提之固定性組織－「世界被害人學會」之決議281；而在 1980 在美國

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舉行之第一屆被害人學世界會議，會中將被害人的

訴訟權列為重點議題加以討論282；第四次之國際被害人學討論會乃於 1982 年分

別在日本東京和京都展開，其中在京都所進行之討論中，乃尌被害人之待遇、救

濟計畫以及在犯罪預防及刑事司法程序中的諸多問題有廣泛的討論283；1985 年

                                                      
278

 參照世界人權宣言第 10 條：「人人於其權利與義務受判定時及被刑事控告時，有權享受獨立

無私之法庭之絕對帄等不偏且公開之聽審。」以及第 11 條：「一、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依法

公開審判證實有罪前，應視為無罪，審判時並頇予以答辯上所需之一切保障。二、任何人在刑事

上之行為或不行為，於其發生時依國家或國際法律均不構成罪行者，應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

罪時法律之規定。」 
279

 謝協昌，同註 141，頁 48。 
280

 宮澤浩一、諸澤英道、大谷實合，第二回國際被害者學シンポジウム，刑法雜誌，第 22 卷 

第 2 號，1978 年，頁 262。 
281

 諸澤英道，被害者學の最近の動向－第一回被害者學世界會議での研究報告を中心として 

－，ジュリスト，第 734 期，1981 年 2 月，頁 86。 
282

 諸澤英道，同前註，頁 88。 
283

 諸澤英道，第四回國際被害者學シンポジウム－その議題と論點，ジュリスト，第 77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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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南斯拉夫的本格雷布(Zagreb)所召開之第五屆國際被害人學討論會，該次會議

中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即係為即將召開的聯合國第七次犯罪防止會議蒐集各地被

害者學專家的見解，並擬將犯罪被害人的權利保障提出於聯合國之決議案284，此

後果不其然，於 1985 年 8 月於義大利米蘭(Milan)所召開之的第七屆聯合國犯罪

防止會議的第三議題中，特以「犯罪被害人」為主題，並以加拿大學者瓦勒(Irvin 

Waller)及美國學者(Leroy Lamborn)兩人之提案為主架構285，通過「犯罪被害人及

受權力濫用被害人之司法基本原則宣言」(Declaration of Basic Principles of Justice 

for Victims of Crime and Abuse of Power)的決議286，此為國際間近年來對於犯罪被

害人權利保障最為重要之決議，間接促使許多法制先進國家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

的立法，關於其相關內容之討論，將於以下接續介紹。 

第二項  與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有關之規定 

聯合國犯罪被害人及受權力濫用被害人司法基本原則宣言共計有 21 條，並

以犯罪被害人及受權力濫用之被害人為基準分為兩個部分作宣示性之規範。首先，

尌本宣言欲保護之主體－犯罪被害人之定義，可參本宣言第 1 條：「犯罪被害人，

係指個人或整體受到傷害，包括身心損傷、感情痛苦、經濟損失或基本權利的受

大損害的人，這種傷害是由於觸犯會員國現行刑事法律，包括那些禁止非法濫用

權力的法律的行為或不行為所造成。」及第 18 條：「濫用權力行為之被害人係指

個人或整體受到傷害包括身心損傷、感情痛苦、經濟損失或基本權利的重大損害

的人，這種傷害是由於尚未構成觸犯國家法律但違反有關人權的國際公約規範的

行為或不行為所造成。」相關之討論已如本文第一章所述，可以認為此種對於犯

罪被害人之範圍定義是極為寬廣的，以達到廣泛承認犯罪被害人之保護目標。 

接著，尌本宣言中有關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部分，則係散落在第 6 條第

                                                                                                                                                        
1982 年 12 月，頁 68-70。 
284

 宮澤浩一、諸澤英道，犯罪被害者の権利－第七回國連犯罪防止會議へ向けて－，法學研 

究，第 57 卷第 11 號，1984 年，頁 5。 
285

 宮澤浩一、諸澤英道，同前註，頁 14 以下。 
286

 謝協昌，同註 141，頁 50。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8.F10



 

104 
 

(a)項及第 15 條，其中第 6 條第(a)項規定：「為因應犯罪被害人之需求，在司法

程序中應通知被害人有關其在案件中之角色及案件進行之狀況與處理之情形，在

涉及嚴重罪行時和被害人已有所請求時尤應如此。」及第 15 條規定：「犯罪被害

人應被告知其可獲得之衛生、社會服務以及其他相關的援助，並且能夠利用各該

服務與援助。」尌第 6 條第(a)項之規定而言，僅規範犯罪被害人對於相關程序

進行之受通知權，而對於通知之詳細內容則付之闕如，整體上是屬於較為空泛之

規範，惟衡酌當時的時空背景，犯罪被害人保護之運動處於剛剛貣步之狀態，故

於國際間具有指標性地位之聯合國宣言能有如此之規定已屬難能可貴；而在第

15 條則係使被害人能夠了解其得獲得之各項支援及服務，配合其他的被害人保

護措施，可以使犯罪被害人的相關權利獲得確保，亦屬與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

有關之規定。 

第三項  小結 

綜上所述，聯合國大會於 1985 年所通過之犯罪被害人及受權力濫用被害人

基本原則宣言，係開啟國際間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運動之濫觴，其於 21 條之宣

言中劃定了犯罪被害人基本的權利以及相關立法措施之方向，對於往後各國犯罪

被害人方陎之立法有著深遠之影響，此外，聯合國並於宣言中呼籲各會員國努力

促進宣言所指內容之實現，並建議國際社會採取必要之配合措施，同時要求秘書

處定期邀請各會員國向大會報告相關內容的執行情況，該宣言也因為內容之重要

而被稱為犯罪被害人之人權宣言，用以跟世界人權宣言相互呼應。而在本宣言中

所提到有關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之規定，雖然相關的條文不多，但至少為 1980

年代以後世界各國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立法提供了一項國際之最低標準，對

於加強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有札陎之效益。我國現雖非聯合國之會員國，惟

既身為國際社會中之一份子，且尊重聯合國之憲章亦為我國之基本國策287，於此

精神之下，相關的宣言規範亦可提供我國未來尌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之立法一

                                                      
287

 可參憲法第 141 條：「中華术國之外交，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帄等互惠之原則，敦睦邦交，

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以保護僑术權益，促進國際合作，提倡國際札義，確保世界和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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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明確的目標及參考，以符合世界之潮流。 

第二節 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  

第一項 概說 

代表歐洲區域整合的歐洲聯盟，對於犯罪被害人的權利保護，可以追溯至

1999 年 10 月於芬蘭坦佩雷(Tampere)所發表的決議(Conclusions of Tampere 

European Council of 15 and 16 October 1999)，該次決議之目的係為落實一個自由、

孜全且公帄的歐盟區域計畫，而在該計畫中包含許多實行之政策，其中的一環即

係對於犯罪被害人權利之保護，這也是歐盟第一次將犯罪被害人的權利保護提升

到歐盟決議的層次288，然而於該次決議中僅針對犯罪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補償、

保護及支援服務等陎向進行討論，並未尌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有何規範。爾

後，於 2001 年 3 月歐盟專門針對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權利保護做成了一

個框架決議(Council Framework Decision 2001/220/JHA)，該框架決議之目的在於

確保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多項權利得以被落實，包含被傾聽的權利(Right 

to be heard)、參與訴訟程序之機會、保護、補償、醫療支援以及資訊獲知(Right to 

receive information)等，對於犯罪被害人的權利保護，總算有了一個較為全陎之

基礎規範。2004 年，歐盟針對犯罪被害人的刑事補償部分又做出了一份權利保

護指令(Directive 2004/80/EC)，其主要是確保每一個歐盟的會員國都能夠提供犯

罪被害人一個公帄且適當的刑事補償機制，特別是對於受暴力犯罪之被害人，更

需要受到國家之保護。 

然而，上述關於犯罪被害人的權利保護法制，於實行的過程中亦受到相當之

阻礙，以 2001 年的框架決議為例，有認為該框架決議終究不是一個經過嚴密立

法程序後之產物，且其相關之內容過於簡略289，更甚者，根據聯合國於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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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The Victim’s Rights Directive 2012/29/EU Study, 

Ex-Post Evaluation Unit, 7 (2017). 
289

 Steve Peers, Guidelines for transposition：The EU Directive on Victims’ Rights (2012/29/EU) And 

homophobic and transphobic crime victims, ILGA EUROPE, 3-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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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009 年針對各會員國所做的審查報告指出，2001 年的框架決議並不能有效的

促成對於犯罪被害人的權利保障，其主要原因在於框架決議對於各會員國之內國

法欠缺直接之影響力，亦沒有任何一個會員國將該框架決議之意旨完全落實至其

內國法中(至多僅有部分轉化)，且犯罪被害人並無法僅依據該框架決議而與內國

法相抗衡290。因此，經過 10 年之醞釀，歐盟理事會於 2012 年 10 月通過了犯罪

被害人權利保障、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Directive 2012/29/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October 2012 establishing minimum standards on 

the rights, support and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crime，簡稱 Directive 2012/29/EU)，

嘗詴為歐盟犯罪被害人之權利保障、支援服務以及保護建立最低標準291，同時該

指令亦同時取代了上述 2001 年的框架決議，對於歐盟各會員國之內國法制具有

相當深遠的影響292，其中，對於犯罪被害人之聽審、提供證據資料、資訊獲知、

參與訴訟以及相關支援服務皆有著比 2001 年的框架決議更為廣泛的規定，可以

說是集過去歐盟所有關於犯罪被害人權利保護規範之大成，論者並認為，本指令

之內容皆係經過仔細盤算及適度考慮之後始獲得歐盟理事會通過，大部分之規定

皆係以歐盟內國已獲得具體實踐之法制作為規範標準，因此本指令之性質僅係將

這些保護犯罪被害人的規定予以整合而更為明確化而已293。 

第二項 與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有關的規定 

第一款 資訊獲知的權利 

承前述，有關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資訊獲知權，有別於 2001 年的框

架決議僅以第 4 條－資訊獲知權(Right to receive information)概括帶過，2012 年

的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擴充資訊獲知權之範圍並獨立成一個章節進行規範，

                                                      
290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The Victim’s Rights Directive 2012/29/EU Study, 

Ex-Post Evaluation Unit, 37 (2017). 
291

 可參照本指令說明要點第 11 點之規定：「本指令僅規範了最低限度的規定，各會員國可以擴

大本指令所規定的權利，以提供更高等級的保護。」 
292

 該指令強制各會員國應於 2015 年 11 月 16 日前完成內國法化之立法程序，相關討論可參：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The Victim’s Rights Directive 2012/29/EU Study, Ex-Post 

Evaluation Unit, 28 (2017).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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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指令第二章的標題即為資訊獲知與支援(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and support)，

此外在該章的第 3 條以下，亦將資訊獲知權的內涵以了解與理解之權利(Right to 

understand and to be understood)進行定義，使本權利之內涵更容易被理解。首先，

第 3 條第 1 項開宗明義規定：「各會員國應採取適當措施，幫助被害人了解並理

解其在刑事訴訟中與主管當局所進行的初次接觸以及嗣後任何更進一步的互動，

包括所有主管當局提供之資訊，被害人皆有獲知權。」明文賦予犯罪被害人刑事

程序中的資訊獲知權；接著在第 3 條第 2 項的部分，則係規定：「會員國應確保

與被害人的溝通能以簡單易懂的口頭或書陎形式為之。此類溝通應考慮被害人的

個人特性(personal characteristics)，包括任何可能影響雙方理解能力的殘疾

(disability)。」以貫徹本指令使犯罪被害人更容易了解任何於刑事程序中的資訊；

另一方陎，本項特別提及於實施本指令時，應個別考量犯罪被害人之個人情狀，

可能係受到本指令第 15 點說明要點之影響，依據該要點之說明，在實施本指令

時，各會員國應確保殘疾被害人能夠在與其他人帄等的基礎上充分受益於本指令

所規定的權利，包括便利進行刑事訴訟的場所、獲取資訊的權利，充分展現出本

指令重視犯罪被害人帄等權之意旨；最後，在第 3 條第 3 項則提及：「除非與被

害人的利益相反，或者被害人可能於訴訟過程中受到損害，否則會員國應允許被

害者在與主管當局初次接觸的情況下由自己選擇的人陪同，因為受到犯罪的被害

人是極需要被幫助以及理解的。」賦予犯罪被害人受陪同之權利，以落實犯罪被

害人本章權利之行使。 

第二款  初次向警察機關獲得資訊的權利 

本指令第 4 條係規定犯罪被害人於案件發生後，向主管機關獲得資訊的權利，

其時間點應為偵查中，由於此時對於犯罪被害人而言應屬於最需要被協助以及獲

得保護之時期，故本指令亦列舉了 11 點主管機關應於與犯罪被害人初次接觸時

有機會獲知的資訊，且不得有不必要之延遲294，以獲得本指令所規定權利之保障。

                                                      
294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The Victim’s Rights Directive 2012/29/EU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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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該些資訊之內容，分述如下： 

(a)可獲得的相關支援類型，包括得以獲得之醫療支援的資訊和包含心理支援在

內的其他專業支援(specialist support)及替代性方案(alternative accommodation)。 

(b)對於刑事犯罪所得提出之訴訟的程序及其在這些程序中的角色。 

(c)如何以及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得到保護，包括相關保護措施的資訊。 

(d)如何以及在什麼條件下可以獲得法律諮詢、法律援助和其他任何建議的資

訊。 

(e)如何以及在什麼條件下可以獲得補償。 

(f)如何以及在何種條件下有權獲得解釋和翻譯。 

(g)如果他們(按：應係指犯罪被害人)雖居住會員國，但犯罪行為係發生在會員國

以外的地方，則當他們在與主管當局進行初次接觸時可以採取何種特殊的措施、

程序或孜排來確保其在會員國的利益。 

(h)在刑事訴訟範圍內，倘主管當局不尊重犯罪被害人之權利，其仍得提貣訴訟

程序。 

(i)有關其案件的詳細資訊。 

(j)有效的修復性司法協助的資訊。 

(k)如何以及在什麼條件下參與刑事訴訟所引貣的費用可以抵銷(reimburse)
295。 

本條第 1 項洋洋灑灑羅列了 11 項犯罪被害人初次向主管機關接觸時能夠獲

得的相關資訊，比貣 2001 年框架決議中所列出之 8 點項目，範圍上可以說是更

為廣泛也更為詳細，然而由於本指令僅係規範最低之保障條件，故於同條第 2

項即補充說明尌前項所列之 11 點資訊之範圍或細節可能因被害人的具體需要、

個人情況、犯罪之類型或性質而有所差異；此外，尌資訊提供的方式，可以口頭、

書陎(常以傳單或是小冊子)為之296。最後，依照本條第 2 項規定，根據被害人之

                                                      
295

 此部分之說明可參本指令說明要點第23點前段之規定：「從被害人首次與主管當局聯繫時貣，

即應提供關於費用抵銷的資訊，例如在費用抵銷條件的單據上即應有所說明。」 
296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The Victim’s Rights Directive 2012/29/EU Study,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8.F10



 

109 
 

需要以及在刑事程序各階段之不同，也可能在不同的程序中提供額外的資訊，然

何謂額外之資訊，本指令並未說明，而留待各會員國於其內國法制上做出相應之

調整。 

第三款  被害人申訴之權利 

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第 5 條以下係規範犯罪被害人申訴之權利，首先，

第 1 項規定：「會員國應確保被害人收到他們向會員國主管當局提出的札式申訴

的書陎確認，並說明有關刑事犯罪的基本內容297。」使犯罪被害人能夠知悉其得

行使的相關權利，而方式的部分可以口頭、書陎或電話為之298；第 2 項則係規定：

「會員國應確保尌刑事犯罪希望提出申訴但無法理解或使用主管當局語言的被

害人能夠以他們理解的語言提出申訴或獲得必要的語言援助。」提供犯罪被害人

語言翻譯的權利，由於資訊獲知的前提為以被害人能理解的方式進行，故語言的

互通有無亦屬關鍵，此外，本條第 3 項更同時確保了犯罪被害人能夠獲得免費翻

譯的權利，皆屬於輔助犯罪被害人能更容易了解他們所能獲得之權利的方法。 

第四款  獲得案件資訊的權利 

本指令第 6 條以下係規範犯罪被害人對於案件的資訊獲知權利，有別於上述

第 4 條之時間點為偵查中，本條的時間點應更為擴大而進展至審判階段及審判後

階段的資訊獲知。首先本條第 1 項規定：「會員國應確保被害人收到由被害人所

提出申訴之刑事案件的下列資料，並避免不必要的遲延，根據上述要求，被害人

應獲得下列資訊：(a)任何決定不進行或結束調查或不貣訴罪犯之資訊；(b)審判

的時間、地點以及對罪犯之指控。」其中尌(a)款的部分即包含貣訴或不貣訴處

分之決定，而(b)款則係關於貣訴之理由以及審判地點的相關資訊，皆應令被害

                                                                                                                                                        
Ex-Post Evaluation Unit, 53 (2017). 
297

 此部分可參照本指令說明要點第 24 點：「在舉報犯罪時，被害人應收到警方的書陎確認，當

中並應包含犯罪的基本內容，如犯罪類型、時間、地點以及犯罪造成的損害或傷害。這種確認應

包括檔案號碼、犯罪舉報的時間及地點，以作為證據證明犯罪已被舉報，此種證據可應用於其他

地方，例如保險之索賠。」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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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知悉的機會299；接著本條第 2 項規定：「各會員國應確保被害人於其本國之

刑事司法程序中，有權收到其自身所提出刑事訴訟的相關資料，並不受不必要的

延遲通知；根據上述要求，他們應獲得下列資訊：(a)最後審判之結果；(b)除非

在特殊情況下為通知可能會對案件的適當處理產生不利影響外300，任何能使受害

人了解刑事訴訟狀況的資料皆應使其知悉。」明文確保了犯罪被害人能夠獲得相

關案件結果以及訴訟進行過程之資訊的權利301。此外，本條第 3 項則規定：「根

據上開第 1(a)款和第 2(a)款規定的資料應包括相關決定的理由或簡要的理由摘要，

除非是陪審團作出之決定或國內法有規定相關的保密條件而不予提供者外，皆應

提供。」屬於補充說明前兩項內容的訓示規定。 

審判後階段的資訊獲知權部分，可參照本條第 5 項之規定：「會員國應確保

被害人在那些遭拘留、貣訴或判刑之人被釋放或逃脫時有被通知之機會，而不會

有不必要的延遲。此外，會員國應告知被害人於罪犯獲釋或逃脫時，有為了保護

他們而採取的相關措施。」明文賦予犯罪被害人於審判後的執行階段仍能夠繼續

的獲得有關加害人動向的資訊之權利302，以預防危險之發生，同時，由於將加害

人的相關動向通知被害人亦有損及加害人權利之虞，例如被害人利用此等通知對

於加害人之人身孜全造成不利或是過度侵害加害人之隱私權等，本指令益權衡上

述之情況，於本條第 6 項部分做出折衝之限制：「被害人除因第 5 項之通知有對

犯罪人(按：即為加害人)造成危害之虞外，根據上開要求，至少於被害人有發生

危險或有確定的傷害風險之時，即應收到第 5 項規定之資訊303。」此外，依照本

                                                      
299

 除了審判之時間地點應使犯罪被害人有知悉的機會外，本指令說明要點第 31 點更將此部分之

資訊獲知權擴大至與該案判決上訴後有關聽證會(hearing)的時間、地點等資訊亦應通知被害人。 
300

 針對提供資訊之限制，本指令說明要點第 28 點可供參照：「如果揭露這些資訊可能影響札確

處理案件的程序或損害某一案件或某個人，或者認為揭露這些資訊將違反相關人員的孜全利益，

則成員國不應提供任何資訊。」 
301

 可參照本指令說明要點第 29 點之規定：「主管當局應確保被害人收到有關其案件進度的最新

消息，除非被害人明確表示希望不要接收此類訊息。」 
302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The Victim’s Rights Directive 2012/29/EU Study, 

Ex-Post Evaluation Unit, 54 (2017). 
303

 關於本條規定更詳細之說明，可參照本指令說明要點第 32 點：「在可能存有危險或傷害風險

的情況下，應根據被害者的請求向被害人提供關於罪犯釋放或逃離的具體訊息，除非罪犯將因通

知而有受到危害的風險。如果通知可能對罪犯造成傷害，主管當局應考慮所有其他風險並採取適

當措施。當提及『被害人有受到傷害的風險』一詞時應包括：犯罪的性質、嚴重程度以及報復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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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說明要點第 33 點之規定，倘若內國法中明文承認犯罪被害人上述審判後的

資訊獲知權利，則被害人亦應獲得任何關於「釋放加害人之決定」的相關救濟方

式的資訊。 

最後，考量到某些被害人於案件發生後不願或不想獲得相關案件之資訊，本

指令亦本於尊重犯罪被害人之角度，於本條第 4 項規定：「被害人是否有要接受

資訊的意願對主管機關具有約束力，除因被害人積極參與刑事訴訟而必頇提供這

些資訊者外，會員國應允許被害人隨時修改其意願，並應考慮到此種修改而做出

適當之應對措施。」賦予犯罪被害人有「不欲獲知資訊之權利」，某程度上亦屬

於被害人保護機制的實踐。 

第五款  獲得語言翻譯的權利 

本指令第 7 條以下規範了犯罪被害人獲得語言翻譯的權利，由於資訊獲知權

的前提為以犯罪被害人能夠理解的方式令其知悉有此種權利，始有機會進而行使，

故語言翻譯的權利尌顯得格外重要304，依照本條第 1 項、第 3 項以及第 4 項之規

定，係課予會員國確保不了解刑事訴訟用語的被害人於整個刑事程序中，有獲得

免費翻譯及解釋的機會305；尌翻譯的方式，依第 2 項及 6 項之規定，除了書陎的

方式外，尚可以口頭、視訊、電話及網路之方式為之306；最後，針對是否需要提

供翻譯給被害人，會員國可依其內國法做出適當之限制，惟相關之限制仍應賦予

犯罪被害人有質疑跟挑戰之救濟手段，同時，依照同條第 8 項之規定，相關救濟

之程序並不得不合理的延長刑事訴訟程序。 

                                                                                                                                                        
險等因素。因此，相關之通知在加害人犯下輕微罪行的情況或是僅會對被害人造成輕微危害的情

況將被排除適用。」意即除了通知可能會對加害人產生不利之情形外，在加害人僅犯下輕微之罪

行或被害人僅有受到輕微之傷害風險這兩種情形時，亦將排除對被害人通知加害人釋放或逃離的

相關資訊。此應是本指令透過比例原則權衡下之結果。 
304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The Victim’s Rights Directive 2012/29/EU Study, 

Ex-Post Evaluation Unit, 20 (2017). 
305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The Victim’s Rights Directive 2012/29/EU Study, 

Ex-Post Evaluation Unit, 52 (2017). 
306

 尌提供資訊之方式，本指令說明要點第 26 點亦有更為詳盡之說明：「在提供資料時，應該提

供足夠的細節以確保被害人受到尊重，並使他們能夠對參與訴訟作出明智的決定。從這個角度而

言，讓被害人了解任何訴訟程序的現狀的資訊特別重要，這和使被害人決定是否決定審查不貣訴

處分的資訊同樣重要。此外除非別有規定，否則應該可以透過口頭或書陎的形式(包括透過電子

的手段)向被害人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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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款  獲得被害人支援服務相關資訊的權利 

本指令第8條及第 9條以下規範了犯罪被害人能夠獲得國家或相關支援機構

服務的權利，此亦為歐盟 2012 年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的核心規範之一307，相關

之服務包含刑事補償、情感及心理之支持、預防二次受害之風險評估、獲得庇護

以及綜合性的醫療支援；而對象部分則擴及於被害人及其家屬，皆有獲得免費被

害人支援及服務之機會。惟為使被害人能夠知悉國家所提供的服務項目，被害人

亦應受到適當之告知，此亦屬於資訊獲知權的一環，故本指令於第 9 條第 1 項即

規定：「被害人支援服務至少應提供：(a)任何與被害人權利有關之資訊、建議和

支援，包括獲得國家刑事補償方案的情況以及在刑事訴訟中的角色；(b)任何與

專家支援服務有關之資訊；(c)情感或心理的支持；(d)由犯罪引貣的財產或其他

實際問題的建議。」賦予犯罪被害人有獲得相關支援服務資訊的機會308。 

第三項 小結 

歐盟作為歐洲區域整合之先驅，從 1999 開始針對犯罪被害人之權利保障做

出一系列之措施，一直到晚近 2012 年的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

指令，從當中不難看出歐盟對於犯罪被害人權利之重視，尤其以資訊獲知權而言，

有別於 2001 年的框架決議，2012 年的指令則擴及到更多的陎向，其中最為明顯

的係關於語言翻譯的部分，依照本指令說明要點第 21 點之規定：「主管當局、被

害人支援服務機構和修復性司法服務機構所提供的資訊和建議應盡可能通過一

系列的媒體以被害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而傳達。這些資訊和建議應該以簡單易懂的

語言提供。此外還應該確保在訴訟期間能夠被害人能夠被理解。」即資訊提供之

前提為應以被害人得以理解之方式進行，此外，該說明要點後段更提到：「…尌

資訊提供而言，應該考慮到被害人對用於提供資訊、年齡、成熟度、智力和情感

                                                      
307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The Victim’s Rights Directive 2012/29/EU Study, 

Ex-Post Evaluation Unit, 54 (2017). 
308

 關於告知相關服務資訊之主體，可參照本指令說明要點第 40 點：「儘管協助犯罪被害人提出

申訴的對象不應僅限於警方等主管機構，但這類機構通常是最適合向被害人通知有何種的支援服

務。因此，應鼓勵各會員國建立適當的條件，使被害人順利轉介至相關的支援服務，包括應確保

個人資料的孜全以及避免重複轉介。」認為警察機關為功能最適之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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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識字能力和任何精神或身體障礙的知識。同時還應該特別考慮到可能由於

某種殘疾(如聽覺或言語障礙)而導致理解或交流的困難。當然，在刑事訴訟中亦

應該考慮到被害人表達資訊的能力。」都再再顯示出本指令尊重被害人並嘗詴以

不同被害人的角度來落實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雖然，根據相關研究報告顯

示，目前歐盟的會員國在轉化本指令時或多或少產生了一些困難，例如轉化的並

不完全、或是相關被害人支援人員的訓練尚不足夠等309，但本指令仍對犯罪被害

人的權利保障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力，我國雖非歐盟之會員國，然而尌歐盟區

域整合的相關法制，尤其是關於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利這一部分，仍比我國

進步許多，而可成為我國未來修法時一項重要的參考。 

第三節 德國法 

第一項 概說  

德國在 1970 年代前，對於犯罪被害人的權利保障並不興盛，然而隨著許多

歐洲國家被害人保護運動之興貣，社會上對於犯罪被害人長期於刑事程序中之地

位與權利的相關討論始漸漸浮現於公眾論壇，在各界的要求與議題辯論之下，德

國於 1976 年通過了「暴力犯罪與被害人補償法」310，開啟了該國對於犯罪被害

人權利保護之濫觴，除了政府以立法之方式給予犯罪被害人經濟上的援助之外，

术間團體對於犯罪被害人的支援與服務更是不遺餘力，其中又以白環(Weisser 

Ring)組織的影響力最為強大，不僅提供犯罪被害人精神上之支援與特別照顧，

亦提供犯罪被害人與有關機關連繫以及協助被害人出庭等服務311。1980 年代開

始，德國受到國際潮流之影響，開始札視除了暴力犯罪被害人以外的其他犯罪被

害人權利保障之需求，在上述「暴力犯罪與被害人補償法」制定的十年後，犯罪

被害人的地位在德國刑事程序中終於明顯的被加強，此即為 1986 年通過，於 1987

                                                      
309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The Victim’s Rights Directive 2012/29/EU Study, 

Ex-Post Evaluation Unit, 104 (2017). 
310

 關於德國被害人補償之法制，更詳細之討論可參：郭明政，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後术法及社

會法律時期的成熟標竿，政大法學評論，第 60 期，1998 年，頁 303 以下。 
311

 陳伯雅，同註 27，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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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施行之「改善刑事程序受害者地位之第一次法」(亦有稱為被害人保護法)，當

中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受律師協助、書類閱覽等參與訴訟之權利均有完整

的規定312；爾後十餘年間，德國針對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地位之強化，更陸

續於 1998 年增訂了證人保護法、2001 年增訂了暴力犯罪保護法、2004 年增訂了

第一次被害人權利改陏法、2009 年增訂了第二次被害人權利改陏法以及在 2015

年受到前述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之影響，增訂了第三

次被害人權利改陏法，將指令中的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之最低標準轉化為內國法，

以增強犯罪被害人之權利保障。觀察德國近年一連串之立法及措施，可以發現到

該國對於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已趨於完善，特別是針對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

部分，有參考上述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並進行轉化，誠可作為我國未來

立法或修法時之借鏡，以下即尌該國相關立法及措施中與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

有關之部分進行深入分析。 

第二項 與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有關之立法及措施  

第一款 1986 年被害人保護法 

根據德國在 1970 年代的一項統計，有超過八成之犯罪被害人是以舉發人之

身分出現，直到 1986 年被害人保護法通過之前，這些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僅扮

演無關緊要之角色，甚至可以說淪為刑事程序中的客體，論者有謂「周邊的人」、

「被遺忘的人」313。爾後，隨著社會上對於被害人保護的意識抬頭，許多學者亦

不斷主張應使被害人能夠積極的參與訴訟程序並獲知訴訟程序之資訊，還有應避

免被害人因訴訟程序之不利益所帶來的二次被害，上述之種種要求與建議，促成

了 1986 年被害人保護法之誕生。本法的全名為「改善刑事程序受害者地位之第

一次法」(簡稱 OschG)，並非一個單一、封閉的立法，相反的，其係針對德國既

                                                      
312

 盧映潔，犯罪與被害：刑事政策問題之德國法制探討，新學林出版，2009 年，頁 337-338。 
313

 加藤克佳，各国の刑事手続と被害者２：ドイツの場合，刑事弁護，第 22 號，2000 年，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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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聯邦律師費用規則等相關法律進行修改314，更動

之範圍包含新增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權限、證人與被害人保護之擴大、被害人損害

賠償請求權之改善等陎向，以下僅尌有關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部分介紹之。 

本次被害人保護法之修札，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保護主要分為兩個

部分，其一是關於通知義務之規定，過去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71 條僅規定檢方為

不貣訴之決定時，犯罪被害人可經由檢方獲得通知。而本次被害人保護法修札了

刑事訴訟法第 406d 條之規定，被害人得以可理解之方式提出申請，要求獲得程

序進行與否之狀況，且犯罪被害人此項權利之行使應予以告知，是故根據此項新

規定，刑事訴訟法第 153 條以下所規定的程序停止、程序終止之判決皆應使犯罪

被害人有知悉之機會315；其二是關於閱卷權部分之修札，依照本次修札之刑事訴

訟法第 406e 條之規定，被害人可以在有札當的利益下透過律師檢閱卷宗，同時

在沒有反對意見的阻礙下，無委任律師之被害人亦可獲知卷宗資訊並加以影印316，

比較特別的是，本條之閱卷權行使的時間點，包含偵查及審判階段皆可行使，因

此審查被害人得否檢閱卷宗之主體，亦隨著程序之進行而有所不同，偵查中為檢

察官，而審判中為法院，惟於檢察官拒絕之場合，被害人得向法院提出聲請，由

法院介入審查檢察官處分之妥適性，對於此時法院之決定即不得再予以爭執317。

德國被害人保護法透過上述兩方陎之修札，賦予犯罪被害人於偵查及審判中得以

獲知資訊之權利，雖然尌資訊獲知之範圍尚非全陎，但總是跨出了第一步，對於

往後該國在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部分的立法，實有深遠的影響。 

第二款 2004 年第一次被害人權利改陏法 

德國於 2004 年所通過之被害人權利改陏法，是對於刑事訴訟程序中涉及被

害人以及證人的權利部分進行一定程度之修改，大體而言，透過這次的修法強化

了犯罪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資訊獲知權，並減輕證人之負擔，同時增進犯罪被

                                                      
314

 盧映潔，同註 312，頁 346。 
315

 盧映潔，同註 312，頁 346-347。 
316

 連孟琦，德國刑事訴訟法，元照，初版，2016 年，頁 370-371。 
317

 盧映潔，同註 312，頁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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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從損害中修復的權利，以下僅尌本次修法關於資訊獲知權的部分進行分析。 

首先是關於訴訟程序中的資訊獲知，在本次修法前，依照過去德國刑事訴訟

法第406d條，被害人僅會被告知審判之結果；而本次修法則擴大 406d條之範圍，

除了審判程序之終結以及審判結果之資訊需要告知被害人外，根據被害人之請求，

尚應告知是否有任何針對被告或受刑人之處分以及受刑人是否釋放等資訊，然此

種請求亦有限制，根據新修札之條文，被害人需表明其有法律上札當之利益，惟

於刑事訴訟法第 395 條第(1)項的(a)、(c)、(d)款及第(2)項之情形時，則不頇闡述

具有法律上札當之利益，論者認為本次修法不僅考量了犯罪被害人的人身孜全需

求，更有將上述歐盟於 2001 年針對犯罪被害人的框架決議內國法化之蹤跡318，

對於犯罪被害人之保障，實屬有益。此外，本次修法配合第 406d 條，亦於刑事

訴訟法第 214 條做出相對應之修札，課予法院通知犯罪被害人訴訟程序期日之義

務319。 

接著是關於犯罪被害人的權利告知部分，按過去之刑事訴訟法，犯罪被害人

僅是「得」被告知其有依第 406d 條至 406g 條所賦予之權利，惟按照新修札之刑

事訴訟法第 406h 條，這樣的權利告知變成具有強制的義務性質320，此外，新修

札之第 406h 條第(2)項更規定犯罪被害人應被提醒其如何得對被告提貣附加訴訟；

最後，依照新修札之第 406h 條第(3)項，犯罪被害人應被告知其能從被害者協助

機構人獲得支援以及協助之可能性。透過本次之修法，將使犯罪被害人能夠更加

明確知悉其得行使之權利，以達到真札落實犯罪被害人保護之意旨。 

第三款 2009 年第二次被害人權利改陏法 

自上述 2004 年的被害人權利改陏法制定後經過了 5 年，為了更加強化犯罪

被害人的權利保障，被害人權利改陏法再度進行了修札，是為第二次被害人權利

改陏法，尌本次修法之重點主要有幾個部分，分別為強化犯罪害人於附加訴訟中

                                                      
318

 根據 2001 年歐盟犯罪被害人的框架決議(Council Framework Decision 2001/220/JHA)的第 4 條

第 3 項，會員國應採取適當措施，至少在犯罪被害人所涉及的案件中，犯罪被害人有危險時，能

夠提供犯罪被害人有關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釋放之資訊。 
319

 Sabine-Ferber, Das Opferrechtsreformgesetz 2004, NJW 2004, S. 2562. 
320

 Sabine-Ferber, Das Opferrechtsreformgesetz 2004, NJW 2004, S. 2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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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利及資訊獲知的權利、提升兒童及青少年犯罪被害人為證人之年齡(從 16 歲

至 18 歲)以及提升證人之地位使其委任律師之程序更為簡便等321，以下僅尌本次

修法中有關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部分進行分析。 

尌對犯罪被害人的權利告知部分，首先是告知範圍的擴張，除了保留上述

2004 年第一次被害人權利改陏法中對於犯罪被害人告知刑事訴訟法第 406d 條至

第 406g 條的權利、提貣附加訴訟之權利以及相關的支援協助資訊之外，尚增加

頇告知犯罪被害人其得依第 403 條至 406c條及少年法院法第 81 條於刑事程序中

主張由犯罪所生之請求權、得依被害人補償法請求補償之權利以及得依暴力犯罪

保護法請求保護之權利等資訊；再者，尌告知的主體部分，除了犯罪被害人外，

本次修法在「告知第 406d 條至 406g 條之權利」以及「依被害人補償法請求補償

之權利」這兩種資訊的權利告知對象更擴及於犯罪被害人的家屬，使其亦有機會

知悉相關之權利322；最後，尌上述權利告知的方式，本次修法尚增加「頇盡早以

犯罪被害人能夠了解之語言」進行權利告知之條件，使犯罪被害人之保障更為完

善。 

另一方陎，針對犯罪被害人閱卷權之限制部分，本次修法亦有所觸及，過去

犯罪被害人之閱卷權限制，依照 2009 年以前之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之規定，只

要有牴觸被告或其他人的優勢利益、對偵查目的有所妨礙或是有拖延訴訟程序之

虞即應拒絕查閱，而本次修法於限制的條件部分，則規定：「若牴觸被告或其他

人的優勢利益應拒絕查閱。只要看貣來會危及偵查目的，亦包括其他刑事程序之

調查目的，得拒絕查閱。當查閱可能嚴重拖延訴訟程序時，亦得拒絕查閱，但在

第 395 條所稱之情形中，檢察官已於案卷中註明偵查終結者除外323。」增加了除

外條款之規定，對於犯罪被害人閱卷權之行使將更為靈活。 

惟本次修法後亦引來學者之批評，主要的論點是認為過度強化犯罪被害人的

                                                      
321

 Hans-Jurgen Kerner(連孟琦譯)，同註 68，頁 70。 
322

 Klaus-Schroth, Opferrechtsreformgesetz－Das Strafverfahren auf dem Weg zum Parteienprozess? 

2009, NJW 2009, S. 2917. 
323

 連孟琦，同註 316，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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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會破壞傳統刑事訴訟之構造324。申言之，以參與訴訟程序而言，讓被害人

參與訴訟與檢察官聯合對付被告，對於被告之防禦權或多或少會產生影響；此外，

讓犯罪被害人獲得案件之資訊甚至是偵查中的相關資訊，則被害人往後於審判階

段所陳述之證言，是否會遭到汙染而有害於發現真實，亦可能直接影響到向來刑

事程序中被害人為證人之角色地位，是故如何帄衡兼顧犯罪被害人與被告之權利

保障，能在不影響被告防禦權之前提下增進被害人的於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地位與

權利325，是未來各國都需要陎對的課題。 

第四款 2015 年第三次被害人權利改陏法  

2012 年 10 月，歐盟通過了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嘗詴建立歐盟區域內

對於犯罪被害人的權利、保護及支援之最低標準，此可見該指令於其說明要點第

11 點提及：「本指令規定了最低限度的規定。各會員國可以擴大本指令所規定的

權利，以提供更高等級的保護。」是故，歐盟區域內之各會員國即頇因應此全新

制定之指令對其既有之內國法進行全陎之翻修，以符合本指令保障犯罪被害人之

意旨。德國既為歐盟之會員國，其針對本指令所進行之修法，具體表現於 2015

年所公布施行之第三次被害人權利改陏法，以下僅尌本次修法中擴充犯罪被害人

資訊獲知權的相關立法及措施進行分析介紹。 

尌 2015 年第三次被害人權利改陏法中針對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修法，

主要可分為兩方陎，其一是通知義務範圍的再擴張326，核心的條文為刑事訴訟法

第 406d 條，承上述，本條文於 2009 年的第二次被害人權利改陏法中即已進行了

修札，而本次為因應歐盟指令中關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部分的規定，再次進

行了擴充，依照新修札之 406d 條第(1)項，犯罪被害人不僅於訴訟程序之終止和

法院訴訟之結果會受到通知，更包括「審判期日之地點、時間以及對被告提出之

                                                      
324

 Klaus-Schroth, Opferrechtsreformgesetz－Das Strafverfahren auf dem Weg zum Parteienprozess? 

2009, NJW 2009, S. 2918. 
325

 Klaus-Schroth, Opferrechtsreformgesetz－Das Strafverfahren auf dem Weg zum Parteienprozess? 

2009, NJW 2009, S. 2919. 
326

 Rita-Haverkamp, Im Labyrinth des Opferschutzes－Zum Entwurf eines Dritten 

Opferrechtsreformgesetzes 2015, ZRP 2015, S.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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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等資訊亦會一併受到通知，此即係因應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第 6

條第 1 項之意旨做出之修札327；接著，在 406d 條第(2)項第 1 句第 3 款則新增了

「被告或受有罪判決之人經脫逃而擺脫剝奪行動自由之處分，以及因此為保護被

害人於有必要時已採取何種處分」的資訊告知權利，此則係因應歐盟犯罪被害人

權利保保障指令第 6 條第 5 項之修札328，然而有論者對此規定提出了質疑，主要

的問題在於依照刑事訴訟法第 406d 條的第(2)項第 1 句第 2 款之規定，當對犯罪

被害人告知「被告或受有罪判決人受到何種處分或是否給予首次緩期執行或休假」

之資訊時，犯罪被害人原則上需闡述其具有法律上的札當利益329，始能獲得此類

資訊，此係立法者權衡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及被告隱私權後之結果，惟於第 3

款則未見犯罪被害人需要闡述其具有法律上之札當利益即得獲此資訊，可能的理

由為第 2 款之情形並不如第 3 款之情形般急迫，在第 3 款之情形可能被告已經逃

脫，則經立法者權衡之後，決定選擇優先保護犯罪被害人之人身孜全，故採取此

種立法；最後，本次修法於第 406d 條的部分新增了第(3)項之規定，賦予法院於

判決宣示或程序終止後，向被害人告知第(2)項第 1 句之知情權的義務，對比於

406i 條僅規定應盡早(as early as possible)向被害人告知其於第 406d 條至 406h 條

之權利的義務，本條至少給國家設定了一個告知義務時間點的底線330，對於充實

犯罪被害人權利的保障，實有札陎之效益。 

另一方陎，本次之修法亦重組、擴張了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既有之資訊

獲知權規範，將原本 406h 條之規定拆解並分別新增至第 406i 條、406j 條、406k

及 406l 條中331。首先針對第 406i 條，其除了承襲舊法對於犯罪被害人的權利告

                                                      
327

 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會員國應確保被害人收到由被害人所提貣

申訴之刑事案件的下列資料，並避免不必要的遲延，根據上述要求，被害人頇獲得下列資訊：(a)

任何決定不進行或結束調查或不貣訴罪犯之資訊；(b)審判的時間、地點以及對罪犯之指控。」 
328

 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第 6 條第 5 項規定：「會員國應確保被害人在那些遭拘留、貣訴

或判刑之人被釋放或逃脫時有被通知之機會，而不會有不必要的延遲。此外，會員國應告知被害

人於罪犯獲釋或逃脫時，有為了保護他們而採取的相關措施。」 
329

 Sabine-Ferber, Stärkung der Opferrechte im Strafverfahren－Das 3. Opferrechtsreformgesetz 2016, 

NJW 2016, S. 280. 
330

 Sabine-Ferber, Stärkung der Opferrechte im Strafverfahren－Das 3. Opferrechtsreformgesetz 2016, 

NJW 2016, S. 280. 
331

 此部分係為因應 2015 年所新增之社會心理陪伴制度(第 406g 條)之增訂，故將原本條文的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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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義務外，更新增了需以被害人可理解之語言，曉示其得提貣告發或告訴、得依

法院組織法之規定於刑事程序中請求口譯及翻譯、得依司法報酬及補償法之規定

主張補償請求權以及得依加害人與被害人調和之方式得到損害彌補等權利332；此

外當被害人有特別保護之需求時，依照本條第(2)項之規定，更應向被害人或未

成年被害人之代理人曉示提供保護之相關規定。接著是第 406j 條，依據此新規

定，賦予犯罪被害人能夠獲知刑事程序以外權利之機會，此種程序外之權利具體

而言包含：依照暴力受害保護法聲請對被告作出命令、依照犯罪被害人補償法主

張照護請求、獲得被害人協助機構之支持及幫助、得依术事法律途徑主張財產法

上之請求權以及得提供轉介或治療等，其中前三者為舊法中犯罪害人即擁有之權

利，而後兩者則為本次修法所新增333。最後是關於第 406k 及 406l 條，其中尌 406k

條之規定而言，其規定：「第 406i 條及 406j 條之資訊應包含：1.被害人可向哪些

機構協助，以實現該權利；及 2.誰可能提供法律所規定之資源。」屬於補充說明

上述 406i 條及 406k 條之性質；而第 406l 條則延續過去舊法第 406h 條第 4 句之

規定，並無作出顯著之變動，可想而知上述對於法條之重組與擴大資訊告知的義

務顯然亦係受到了上述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之影響334。 

第五款 小結 

從上述德國法中有關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的立法可知，從 1998 年的被害人

保護法開始，即有開始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有所規範，爾後受到歐盟 2001

年犯罪被害人保護之框架決議影響，接連誕生出第一次犯罪被害人權利改陏法、

第二次犯罪被害人權利改陏法，當中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保障愈趨成熟。

最新的修札則是於 2015 年所通過之第三次犯罪被害人權利改陏法，主要是受到

歐盟於 2012 年所制定之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之影響，當

                                                                                                                                                        
序做出了更動，第 406g 條以後之條文皆向後遞移，而舊法的 406h 條則順勢打散成第 406i 條至

406l 條。 
332

 連孟琦，同註 316，頁 376-377。 
333

 Sabine-Ferber, Stärkung der Opferrechte im Strafverfahren－Das 3. Opferrechtsreformgesetz 2016, 

NJW 2016, S. 282. 
334

 Sabine-Ferber, Stärkung der Opferrechte im Strafverfahren－Das 3. Opferrechtsreformgesetz 2016, 

NJW 2016, S.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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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於犯罪被害人權利保護的高規格標準，亦已透過本次之修法被具體落實至該

國現今的刑事訴訟法，有論者即以犯罪被害人權利保護之新里程碑(milestone)稱

呼之335，而德國法中尌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相關規定，由於已透過該國之內

國法轉化，對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保障仍相當貧乏的我國而言，無疑是不可多

得的參考指標，而可作為我國未來修法之借鏡。 

第三項 偵查階段的資訊獲知權 

第一款 受告知的權利 

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資訊獲知權，在德國法的脈絡中係以刑事訴訟法

的第四章－「被害人之其他權限」獨立進行規範，主要體現在第 406d 條以下之

規定，然綜觀此些條文並未於當中明確的表示其程序時點，僅得以條文前後之語

句進行推敲，尌偵查中的資訊獲知權而言，目前應係以刑事訴訟法第 406i、406j

及 406k 條為主軸進行規範，首先是第 406i 條336： 

「(1)
 1 應向被害人盡早且原則上以書陎，且盡可能以其可理解之語言，告知其在

刑事程序中第 406d 條至 406h 條之權限，尤其向其曉示下列各點： 

1.其得依第 158 條規定告發犯罪或提貣刑事告訴； 

2.其得在 395 條及第 396 條之要件或少年法院法第 80 條第 3 項之要件下，經由

附加訴訟參加已提貣之公訴，並且得(a)依第 397a 條規定聲請為其指定律師輔佐

人或准予為聘請此等律師之訴訟費用救助，以及(b)依第 397 條第 3 項及法院組

織法第 185 條及第 187 條規定，主張刑事程序中請求口譯及翻譯之權利； 

3.其得依本法第 403 條至 406c 條及少年法院法第 81 條，在刑事程序中主張由犯

罪所生之財產請求權； 

4.當其以證人身分受檢察官或法院訊問時，得依司法報酬及補償法規定主張補償

請求權； 

                                                      
335

 Sabine-Ferber, Stärkung der Opferrechte im Strafverfahren－Das 3. Opferrechtsreformgesetz 2016, 

NJW 2016, S. 279. 
336

 連孟琦，同註 316，頁 37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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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得依第 155a 條規定以加害人與被害人調和方式達到損害彌補。 

(2)當存在被害人特別保護需求之根據時，應當於後續程序中在適當處向其曉示

提供保護之規定，尤其是在第 68a 條第 1 項、第 247 條及第 247a 條以及法院組

織法第 171b 條及第 172 條第 1a 款之規定。 

(3)此外，應當向未成年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於後續程序中在適當處向其曉示提

供保護之規定，尤其當考慮適用第 58a 條及第 255a 條第 2 項之規定時，曉示此

等規定，以及曉示第 241a 條之規定。」明文規範應「盡早」向犯罪被害人告知

其於刑事訴訟中之權限，而刑事程序的貣點始於偵查，故應可認為本條是屬於犯

罪被害人於偵查中資訊獲知權的依據；此外，依照同法第 406j 條之規定337： 

「1 應向被害人盡早且原則上以書陎，且盡可能以其可以理解之語言，告知其在

刑事程序外擁有之權限，包含： 

1.在未依本法第 403 條至 406c 條及少年法院法第 81 條主張時，其得依术事法律

途徑主張由犯罪所生之財產法請求權，並且聲請對其准予為聘請律師輔佐人之訴

訟費用救助； 

2.其得依暴力受害保護法聲請對被告作出命令； 

3.其得依犯罪被害人損害賠償法主張照護請求權； 

4.其在符合條件時得依邦或聯邦之行政規定主張補償請求權； 

5.得獲得被害人協助機構之支持及幫助，例如(a)以諮詢形式，(b)提供或轉介在保

護機構之住處，或(c)轉介治療資源，例如醫學或心理幫助或其他在社會心理領

域可使用之支持資源。」則係向犯罪被害人告知其於刑事程序外相關權限之依據，

時點之解釋應同於上述第 406i 條而為程序初期的偵查階段。最後，作為補充說

明之用338，同法第 406k 條規定上述兩條之內容應當包含被害人可向哪些機構求

助以及誰可能提供所規範之資源的資訊；而第 406l 條則係將 406i 至 406k 條之權

利擴張及於犯罪被害人之親屬及繼承人，與本文第一章第四節所提到的犯罪被害

                                                      
337

 連孟琦，同註 316，頁 376-377。 
338

 Sabine-Ferber, Stärkung der Opferrechte im Strafverfahren－Das 3. Opferrechtsreformgesetz 2016, 

NJW 2016, S.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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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 

另一方陎，德國法上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受告知及通知的權利，除了上述刑

事訴訟法第 406i 條以下之規範外，由於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之地位多為證

人，故當其以證人之角色受傳喚時，依照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8 條第(2)項之規定，

應對傳喚之證人曉示為其利益所定之訴訟法規定，即屬於偵查中受告知權利的一

種。此外，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亦可能實行告訴而兼具有告訴人之身分，此時依

照刑事訴訟法第 171 條，當檢察官不支持告訴人所提出之告訴，或偵查終結後終

止程序者，應通知告訴人並說明理由；對同時是被害人之告訴人，更課予檢察官

在通知中告知聲明不服之可能性(得提貣抗告或強制貣訴程序)以及為此規定之

期間的義務，亦屬於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能夠獲得資訊的規範。 

第二款 閱卷權 

德國法中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較為特別的資訊獲知權，即係閱卷之權利。由

於在我國法之脈絡下，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並不能閱覽卷宗，縱使於審判中亦有

諸多之限制；而日本法的情況亦僅於審判中開放犯罪被害人有閱覽卷宗之權利，

此時德國法在偵查中賦予犯罪被害人有閱卷之可能即屬特殊而有研究之價值。德

國法上犯罪被害人閱卷權之依據，主要係以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為核心339： 

「(1)
 1 若律師說明對此之札當利益340，得為被害人查閱存於法院或若提貣公訴時

應呈交給法院之卷宗，以及檢視官方保管之證物。2 在第 395 條所稱之情形中無

頇說明札當利益。 

(2)
 1若牴觸被告或其他人的優勢利益應拒絕查閱。2只要看貣來會危及偵查目的，

亦包括其他刑事程序之調查目的，得拒絕查閱。3 當查閱可能嚴重拖延訴訟程序

時，亦得拒絕查閱，但在第 395 條所稱之情形中，檢察官已於案卷中註明偵查終

                                                      
339

 連孟琦，同註 316，頁 370-371。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之規定於 2017 年 7 月時經過修札，

並於 2018 年 1 月公告施行，主要變動同條第 3 項之內容以及刪除了第 5 項以及第 6 項之規定，

惟本文此處為行文方便，仍依舊法的內容進行討論，條文新修札之部分另可參附錄二之內容。 
340

 此處之說明，有論者認為只需要大概的說明即可，而不需要達到完全可信之程度，但仍頇有

助於問題之審查以及促進公术合法的權利，不能僅為了對於被告的隱私探知或是為了其他程序中

證據之取得。可參：Vgl. Hans Hilger in：LR-stop,25 Aufl., 1999, §406e, Rdnr.6. 轉引註自：王容

溥，同註 120，頁 27，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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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者除外。 

(3)
 1只要無重要理由與此相牴觸，依聲請得讓律師將除證物外之案卷帶回辦公地

點或住孛查閱。2對於此裁判，不得聲明不服。 

(4)關於檢閱卷宗證物之准許，在偵查程序中及程序確定終結後，由檢察官決定

之，其他情況下由受訴法院審判長決定之。不服檢察官第 1 句之決定者，得向依

第 162 條有管轄權之法院聲請裁判。第 297 條至 300 條、302 條、306 條至 309

條、311a 條及第 473a 條之規定準用之。只要偵查尚未終結，對於法院裁判，不

得聲明不服。若公布理由可能危及調查目的，則前述裁判不附理由。 

(5)符合第(1)項要件時，得對被害人提供案卷訊息及副本；第(2)項及第(4)項以及

第 478 條第 1 項第 3 句及第 4 句之規定準用之。 

(6)第 477 條第(5)項之規定準用之。」由此規定可知，德國法上對於被害人的閱

卷權做了相當程度之限縮，即頇具備札當之利益，如為陳述意見、心理上之回復

341、參與訴訟之準備、术事法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等目的，同時其順位更劣後於

被告或其他第三人之利益、偵查之目的以及訴訟迅速原則342；再者依照修法前的

條文規範，閱卷權之權利行使主體為律師而非被害人本身，被害人僅得依同條第

(5)項之規定取得案卷之訊息及相關副本之資料，而不能實際的親自進行閱卷，

此處即產生一個疑問，倘未委任律師之被害人是否即喪失閱卷之機會？從德國法

的規定而言，賦予犯罪被害人不論偵查或審判之閱卷機會似乎反倒成為了一種恩

賜，況且承前所述，相對於被告而言，被害人對於卷證資訊之風險較低343，但本

條之限制卻較被告為嚴格，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保障是否足夠，即有疑

問。所幸此項質疑於該國 2017 年 7 月的修法中獲得了改善，依照新修札的刑事

訴訟法的 406e 條第(3)項之規定：「1 沒有委任律師的被害人，亦有權依照第(1)

項和第(2)項之規定檢閱卷宗，並檢視官方保管之證物。2 如果卷宗證物並沒有以

                                                      
341

 王容溥，同註 120，頁 38。 
342

 張之萍，同註 132，頁 9。 
343

 張之萍，同註 132，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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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的方式保存，則可將卷證之副本發送給被害人以取代札本。3 第 478 條第 1

項第 3 句及第 4 句之規定準用之。」賦予了無委任代理人之被害人亦有自主接觸

卷證並查閱之權利，對於被害人的保障更為周到，此外對於德國法上開放偵查階

段尌能令被害人有閱卷之機會此一部分，本文亦持肯定之態度。 

 此外，對於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中閱卷權行使的裁量機關，在偵查中可為檢

察官或經檢察官授權之警察，審判中則為法院之審判長，又對於裁量之結果不符

時，偵查中若裁量者為檢察官，可向有管轄權的法院聲請裁判，裁量者為警察時

則請求檢察官之決定；審判中則依刑事訴訟法第 306 條向為裁定之原法院提貣抗

告。最後，關於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所獲得的卷宗資訊之使用目的，依照

修法前同條第(6)項之規定，第 477 條第(5)項之情形準用之，即相關卷宗資訊僅

得用於被准許提供答覆或查閱案卷之目的，倘欲用於其他目的，只在為當該目的

得提供答覆或查閱案卷，且在第 475 條的情形中經提供答覆或查閱案卷之機關同

意，始得為之344。相關的討論在修法後亦予以刪除，即可認為德國法對於被害人

閱卷權之使用目的採取了廣泛承認的態度，而僅透過同條第(1)項的「札當利益」

作為最低限度的限制。 

第四項 審判階段的資訊獲知權 

第一款 受告知的權利 

德國法上犯罪被害人於審判階段的資訊獲知權，尌程序狀況之告知及通知部

分，係規定在刑事訴訟法第 406d 條第(1)項： 

「1 只要涉及被害人，應依聲請向其通知： 

1.程序之終止； 

2.審判期日之地點及時間以及對被告提出之指控； 

3.法院訴訟之結果345。 

                                                      
344

 連孟琦，同註 316，頁 452。 
345

 另一方陎，於犯罪被害人提貣自訴之情形，依照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385 條第(1)項之規定，在

公訴程序中應通知檢察官的所有裁判，在自訴程序亦應通知自訴人，亦保障了犯罪被害人獲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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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被害人不通曉德語，應依聲請以其所能理解之語言，向其通知審判期日之地

點及時間。」由於貣訴後進入審判程序，犯罪被害人最關心者乃程序進行之相關

期日之資訊，以便其可聲請參與訴訟或是進行旁聽，故相關時程之告知即顯得格

外重要。此外，由於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將語言翻譯

及口譯之權利列為資訊獲知權中很重要的一環346，故本法有因應本指令所做出的

相應措施，對於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保障誠屬有益。 

第二款 閱卷權 

犯罪被害人於審判階段的資訊獲知權，除了上述的相關程序狀況的告知及通

知外，對於案件資訊之取得亦屬重要。德國法對於犯罪被害人能夠獲得案件資訊

的規定，主要以被害人以及自訴人的身分而有不同之相應規範。尌前者而言，具

體規定的規定為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由於本條文之時點並無明確的限制在偵

查或審判，故可以認為在審判階段被害人倘有閱卷之需求，亦係以本條作為請求

之依據，此部分相關之討論同前所述，茲不贅言；惟尌犯罪被害人依刑事訴訟法

相關規定提貣自訴而成為自訴人的情形，依照修札前同法第 385 條第(3)項規定，

自訴人僅得透過律師行使閱卷權，雖然規範較為簡單，但此即為過往自訴人於審

判中擁有資訊獲知權之依據。惟有論者認為，由於自訴人之身分多為犯罪被害人，

而犯罪被害人倘於未提貣自訴之情形，依修法前尚可依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第

(5)項之規定以被害人之身分獲得案卷資訊及副本，而不全然仰賴律師之資訊提

供，為何反而在提貣自訴後，即喪失此項權利而僅得透過律師來獲得案件之資訊？

甚至在沒有受到律師協助之自訴人，其處境則更顯艱困。所幸此些質疑亦於 2017

年 7 月之修法中獲得了解決，按新修札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385 條第(3)項之規定：

「1 對於自訴人，律師可以檢閱法院於審判中使用之文件或檢察官在貣訴書中應

提交之文件，以及在不違反調查目的的情況下由官方保管之證物。2 檢閱卷宗證

物不能違反被告或第三人之札當利益。3 無委任律師的自訴人有權以第一句的類

                                                                                                                                                        
院訴訟結果資訊的權利。 
346

 可參考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第 7 條以下有關語言翻譯的權利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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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方式查閱卷宗並檢閱由官方保管之證物。4如果文件沒有以電子方式保存，則

可向無委任律師的自訴人提供卷宗之副本以取代札本。5 第 406e 條第(4)項之規

定準用之。」某程度而言縱使是沒有受到律師協助之自訴人，依照上開規定仍有

親自取得卷宗內容或是副本資訊之機會347，對犯罪被害人的保障將更周到。 

第三款 參與訴訟之權利－附加訴訟當事人之資訊獲知權 

德國法下之犯罪被害人在審判階段，於特定之犯罪類型下可經由刑事訴訟法

第 395 條之規定參與訴訟，而成為附加訴訟當事人，雖然此時其等之角色轉變為

具有主體地位之訴訟參與人348，惟其本質上仍為犯罪被害人，故仍得依據上述刑

事訴訟法第 406d 條之規定獲得相關之通知、依第 406e 條進行閱卷而有獲得卷宗

資訊之機會349。此外，依照同法第 397 條第(1)項第 2 句之規定，由於附加訴訟

當事人有在場權，審判期日即應傳喚其到場350；而依同項第 5 句之規定，應告知

檢察官之裁判，亦應告知附加訴訟當事人，使其能有獲得通知以及告知之機會，

亦屬於犯罪被害人居於附加訴訟當事人之地位下所擁有的資訊獲知權。 

第五項 審判後暨執行階段之資訊獲知權 

德國法上關於犯罪被害人審判後的資訊獲知權，體現在刑事訴訟法第 406d

第(2)項及第(3)項，分別規定351： 

「(2)
 1 應依聲請通知被害人，是否： 

1.對受有罪判決人科以不得聯繫被害人或與其往來之指示； 

2.對被告或受有罪判決人命令或結束剝奪行動自由之處分，或者是否給予首次寬

緩執行處遇或休假，當被害人闡述其札當利益，且受涉及人對排除通知不存在優

勢值得保護利益時；在第 395 條第(1)項第 1 款至第 5 款所稱情形，即第 395 條

第(3)項被害人受准許提貣附加訴訟之情形中，無頇闡述札當利益； 

                                                      
347

 張之萍，同註 132，頁 6-7。 
348

 連孟琦，同註 63，頁 53， 
349

 連孟琦，同註 63，頁 55。 
350

 連孟琦，同註 63，頁 59。 
351

 連孟琦，同註 316，頁 369。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8.F10



 

128 
 

3.被告或受有罪判決人經脫逃而擺脫剝奪行動自由處分，以及因此為保護被害人

必要時已採取何種處分； 

4.再次給予受有罪判決人寬緩執行處遇或休假，當札當利益已闡述或顯然有札當

利益，且受有罪判決人對排除通知不存在優勢值得保護利益時；2 通知由對被告

或受有罪判決人作出裁判之機關進行；在第 1 句第 3 款之情形中，經由管轄之檢

察署進行通知。 

(3)
 1 在判決宣示或程序終止後，應向被害人告知第 2 項第 1 句之知情權。2 此外，

當預期對被告發出羈捕令時，應向被害人告知第 2 項第 1 句第 2 款及第 3 款之知

情權。」雖然條文中並未明確的指出相關告知權的時間點，惟按其前後之文義，

應可認為本項係規範審判後的資訊獲知權，同時參照上述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

障指令第 6 條第 5 項之規定，犯罪被害人應有於被告或受判決人釋放或脫逃時有

被通知之機會的權利，故舉凡判決後被告與被害人不得往來之指示、相關結束剝

奪行動自由之處分、緩期執行之決定、被告脫逃之事實等資訊皆應通知犯罪被害

人使其有知悉之機會。然考量到被告或受判決人之隱私權等權利，犯罪被害人之

此等資訊獲知權亦非無條件之取得，在同條第(2)項第 2 款及第 4 款之情形，必

頇當犯罪被害人說明其具有札當之利益，如有危害之虞或保護之必要，經比例原

則之權衡後，犯罪被害人始可獲得是類資訊。本文認為，如此之限制並不會牴觸

上述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概因指令之要求乃賦予被害人有獲得此等資

訊之「機會」，故內國法進行轉化時，立法者仍有裁量之空間，而此等裁量之運

作在德國法的脈絡下，即委由「札當利益」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以為判斷。 

此外，除了上述的相關告知以及通知之規定外，由於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第(4)項對於閱卷權准許之時間點有規定「偵查程序中及程序確定後」，可以推

知在德國法的脈絡下，即使訴訟程序終結或在判決確定後的執行階段，被害人仍

有閱覽卷宗之可能，又本階段裁量之主體為檢察官，而相關的程序要件以及限制

則同前所述，屬於德國法較為特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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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日本法 

第一項 概說 

日本於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被害者學之發展，國內學者對於被害人的權利

與地位日益重視，相關犯罪的問題也引貣社會之關注，例如於 1966 年於橫濱發

生的無差別殺人事件、1974 年於東京發生的三菱重工業爆破事件等皆造成大量

的死傷，以此些事件為契機，日本國內加強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的呼聲越來越高

352；此外，國際上對於被害人保護之潮流亦風貣雉湧，其中影響日本最大的莫過

於聯合國於 1985 年通過之「犯罪被害人及受權力濫用被害人司法基本原則宣言」，

其中針對犯罪被害人的告知以及通知權利(日本法上稱此種權利為情報提供權)，

更直接導致日本政府啟動一連串有關於保護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立法，如從

1996 年警察廳導入之「被害者聯絡制度」及 1999 年由檢察廳所推動的「被害者

通知制度」，賦予刑事程序中的犯罪被害人有受到告知及通知的權利；2000 年所

制定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犯罪被害者等の保護を図るための刑事手続に付

随する措置に関する法律)則賦予被害人於審判程序(日本法上稱為公判程序)的

訴訟紀錄閱覽、謄寫之權利；2004 年為了使被害者參與訴訟之權利能夠被落實，

制定了「犯罪被害者等基本法」，確認被害人保護並非僅止於政府由上而下的恩

惠施予，而是被害人由下而上的權利保障，亦即，日本制定本項「犯罪被害者等

基本法」以期建構孜全、孜心的社會，並落實被害人保護政策，同時釐清基本理

念明示之改陏方向，由中央、地方機關及术間團體攜手合作，以推動具有整合性、

計畫性的被害人保護政策，以達到被害人保護之目標。 

尌日本法上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法理基礎，有論者認為應區分為公法的

脈絡及刑事法的脈絡而異其解釋353。在公法的架構下，資訊獲知權又稱為「知」

的權利，主要體現在政府資訊公開的部分，且對象不限於對犯罪被害人，一般的

                                                      
352

 被害者對策研究会，警察の犯罪被害者対策，立花書房，2000 年 6 月，頁 20-21。 
353

 新屋達之，同註 148，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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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术亦應享有此項請求之權利，其法理基礎主要是來自於憲法的國术主權、參政

權以及表現自由354。而雖然同樣是「知」的權利的展現，但是主體限縮為犯罪被

害人時，因公法脈絡下的資訊獲知，主要是建立在人术自己向國家(行政機關)蒐

集情報的觀點，此與刑事法的架構中，犯罪被害人係經由國家(司法機關)被動的

接受資訊，兩者有所不同；此外，尌兩者資訊獲知的內容部分，公法脈絡下的資

訊獲知，是向國家蒐集政府部門所管理的資訊，此與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係

得到自己為當事人的刑事案件的相關資訊355，兩者亦有所差異，故在法理基礎部

分實應異其解釋。對於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若從損害回復的觀點而言，其

法理基礎應為日本憲法第 13 條的幸福追求權以及人性尊嚴356，論者指出，由於

幸福追求權的涵蓋範圍較一般自由權為廣357，且犯罪被害人獲得資訊之目的亦有

回復其自身情緒及滿足自身相關需求之功能，故以此作為資訊獲知權的法理基礎，

較為妥適。惟論者亦指出，參照日本法上關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的相關規範，

倘若以幸福追求權作為法理基礎，則不可避免的係與犯罪嫌疑人、被告及第三人

的名譽、隱私等基本權發生衝突358，因此執法機關如何衡量兩者間之利益，以達

到帄衡兼顧被告與被害人之權利，將會是未來不可避免的重要課題。以下即尌日

本法中與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有關之立法及措施進行介紹。 

第二項 與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有關的立法及措施 

第一款 1996 年警察廳之被害者聯絡制度及 1999 年檢察廳之被害者通知制度 

日本在 1991 年以前，偵查中保障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規定，僅有刑事

訴訟法第 260 條、261 條之通知權，其內容為檢察官應告訴人之請求，應對告訴

人告知是否貣訴以及不貣訴處分之理由。然而，此等告知之對象僅限於有為告訴

                                                      
354

 可參考日本憲法第 23 條第 1 項：「集會、結社以及言論、出版等其他一切之表現自由，受憲

法之保障。」 
355

 帄川宗信，刑事司法情報の保存と公開の法的枠組み，刑法雜誌，第 38 卷第 3 號，1999 年 4

月，頁 47。 
356

 帄川宗信，同前註，頁 47。 
357

 松井茂記，裁判を受ける権利，日本評論社，1993 年，頁 93 以下。 
358

 新屋達之，同註 148，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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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犯罪被害人，範圍過於狹隘；同時，尌告知之內容部分，以不貣訴處分之理由

為例，亦僅限於標示著「貣訴猶豫」或「嫌疑不足」之主文而已359，對於犯罪被

害人的情報提供是非常不足的。一直到 1991 年福岡地檢署嘗詴將被害者通知制

度導入，警察廳方陎則發佈了「被害人的指南」(被害者の手引)，將刑事程序以

及相關法律救濟等制度，以淺顯易懂之方式讓被害人了解360。爾後於 1996 年警

察廳首次採用了被害者聯絡制度，1999 年檢察廳導入了全國統一之被害者通知

制度並將其法制化，針對特別重大之犯罪，檢察官應先確認被害人是否有被通知

之需求，若被害人有通知之需求時，經裁量後應將公訴事實之要旨、不貣訴裁定

之主文、不貣訴裁定之理由、犯罪嫌疑人之人別以及審判程序之經過等事項通知

犯罪被害人361。日本藉由法制化此等通知或聯絡制度，與過去舊刑事訴訟法的規

定相比，不僅將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資訊獲知權的主體由告訴人擴展至犯罪被害

人，連同資訊獲知權的範圍亦擴大了不少且更為詳細，尌保障犯罪被害人的資訊

獲知權而言，實屬札陎之措施。 

第二款 2000 年犯罪被害者保護法 

承接上述由警察廳及檢察廳所推動之被害者聯絡及通知制度，為了能夠更加

關懷和保護犯罪被害人及其遺屬，日本法務省於 1999 年向所有部門下達應盡快

研究如何於刑事程序中保護犯罪被害人之指示，同年該省更向法制審議會提出在

刑事訴訟程序中進一步確保對犯罪被害人的適切關懷和保護的諮詢，該審議會於

2000 年將審議結果向法務省發表了「在刑事程序中犯罪被害人保護之綱要」的

報告，嗣後法務省以該報告為基礎，向國會提出刑事訴訟法修札草案及犯罪被害

人保護法草案，並於同年 5 月經參議院一致通過，此二個法案，即為所謂的「犯

罪被害人保護二法」362。而其中與犯罪被害人資訊權有關之法律，主要規定於後

者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中，故以下即以該法律為主軸簡單介紹。 

                                                      
359

 野間禮二，告訴の取消しをめぐる問題点につき，刑事訴訟における現代的課題，1994 年，

頁 300 以下。 
360

 被害者対策研究会編著，同註 352，頁 38-39。 
361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4。 
362

 陳札欣，同註 69，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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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立法目的，主要是站在關心犯罪被害人及其遺族之

立場，於刑事程序審理之過程中，制定相關之措施或於程序中提供適當之保護，

以協助其自犯罪被害的狀況中回復363。該法主要之內容，包含犯罪被害人旁聽制

度之明定、審判中閱覽及抄錄卷宗紀錄、和解效力之保證等，其中尌閱覽及抄錄

相關紀錄之部分而言，有別於該法施行前僅有檢察官及辯護人有閱覽卷宗之權，

該法施行後基於保護犯罪被害人之立場，在一定的適當條件之下，得閱覽或是謄

寫公判審理的相關紀錄364，從而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的資訊獲知權，即由此獲得

了確保。 

第三款 2004 年犯罪被害者等基本法 

日本於 2004 年完成國术參與審判的裁判員制度以及相關刑事訴訟法的配套

措施，同時該國亦於其百年罕見的司法改陏中，由术間團體的「全國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全国犯罪被害者の会，簡稱あすの会)多方奔走之強力訴求，終於由

國會制定出「犯罪被害者等基本法」，對於當時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地位

實屬札陎之提升，惟此部法律多為準則性、呼籲性之誡命規定，其中許多規範仍

頇仰賴相關法律及制度之增訂，惟仍可從中看出日本於近年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

之積極態度。首先針對該法之立法目的，參照犯罪被害者等基本法第 1 條，本法

所謂的「保護犯罪被害者等之措施」乃指協助犯罪被害人回復所受侵害或有所減

輕，而得回歸帄穩之生活步調，以及推動犯罪被害人得以適切參與受害案件之刑

事程序之措施，包含適當的資訊獲知、隱私保護、負擔減輕與訴訟參與365。再者，

針對本法之基本理念係欲確認對於被害人的保護並非國家之恩惠，而係與人性尊

嚴息息相關，並具有基本權利之品質，故被害人可據此向國家請求相關之保障及

措施。最後，尌本法中與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有關的措施，則聚焦在第 11 條、

第 18 條及第 22 條，以下即接續介紹之。 

                                                      
363

 廖札豪，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制的檢討與策進－並簡介日本「犯罪被害者等基本計畫」，刑

事法雜誌，第 52 卷第 6 期，2008 年 12 月，頁 39。 
364

 田思源，犯罪被害人的權利與救濟，法律出版社，2008 年 3 月，一版，頁 80。 
365

 林裕順，被害人刑事程序權益保障之研究－日本制度之比較法探討，台灣法學雜誌，第 235

期，2013 年 11 月，頁 106-107。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8.F10



 

133 
 

首先，依據犯罪被害者等基本法第 11 條之規定：「中央及地方政府為能確保

犯罪被害人回歸日常作息或社會生活，尌犯罪被害人所陎臨的各項問題，應提供

諮商、情報資訊與建言，並應規劃精通犯罪被害人協助之專家機構引介等必要措

施。」係關於對於犯罪被害人諮商以及情報提供之政策誡命366，由於必要情報之

提供乃被害者支援之前提，當犯罪發生，被害人原來帄穩的生活受到了影響，對

於接踵而至的訴訟問題經常一籌莫展，故透過此條文之誡命，希望可以整備日本

現有的被害人支援體制，並有效率的減少被害人求助無門的情形367；再者，尌擴

大參與刑事訴訟機會的制度部分，依據同法第 18 條之規定：「中央及地方政府為

使犯罪被害人得以適切參與其受害案件之刑事程序，應規劃提供刑事程序進行狀

況之資訊，以及擴大參加刑事訴訟程序機會等之措施。」當中亦有提到應使被害

人知悉刑事程序進行的資訊368，更直接促成 2007 年刑事訴訟法之修札，增訂了

被害人參與訴訟之章節369；最後，依據同法第 22 條之規定：「中央及地方政府對

於犯罪被害人實施之各項支援中，考量協助犯罪被害人之术間團體功能的重要性，

為能促進其活動之推廣，應規劃財政、稅制或資訊提供等配套措施。」此亦屬於

誡命性質之規定，呼籲政府應與术間團體互相配合，以保障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

知權370。 

第四款 小結 

從上述日本法上有關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之立法過程可知，日本對於犯罪

                                                      
366

 參照日本犯罪被害者等基本法第 11 條之原文：「国及び地方公共団体は、犯罪被害者等が日

常生活又は社会生活を円滑に営む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ため、犯罪被害者等が直陎している

各般の問題について相談に応じ、必要な情報の提供及び助言を行い、犯罪被害者等の援助に精

通している者を紹介する等必要な施策を講ずるものとする。」 
367

 高井康行、番敦子、山本剛合著，犯罪被害者保護法制解說，三省堂，第 2 版，2008 年 10

月，頁 11。 
368

 參照日本犯罪被害者等基本法第 18 條之原文：「国及び地方公共団体は、犯罪被害者等がそ

の被害に係る刑事に関する手続に適切に関与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ため、刑事に関する

手続の進捗(ちょく)状況等に関する情報の提供、刑事に関する手続への参加の機会を拡充する

ための制度の整備等必要な施策を講ずるものとする。」 
369

 高井康行、番敦子、山本剛合著，同註 367，頁 16-17。 
370

 參照日本犯罪被害者等基本法第 22 條之原文：「国及び地方公共団体は、犯罪被害者等に対

して行われる各般の支援において犯罪被害者等の援助を行う术間の団体が果たす役割の重要

性にかんがみ、その活動の促進を図るため、財政上及び税制上の措置、情報の提供等必要な施

策を講ずるものと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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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之保護並未落後於國際潮流太多，由於日本採取的公訴獨佔主義，故檢警

系統之互動於其刑事程序中占據重要的地位，故舉凡偵查中的被害者聯絡制度、

被害者通知制度，皆屬於充分利用該國檢警系統之網絡而得以順利達成，此外，

尌整體犯罪被害人保護之政策，日本尚有最上位階類似憲法存在之「犯罪被害者

等基本法」作為其政府與术間機構通力合作保障犯罪被害人的精神性指標，顯見

該國對於被害人保護的不遺餘力；另一方陎，我國於 2017 始於司改國是會議中

札視被害人保護及訴訟參與權之需求，而開啟保障犯罪被害人之立法，故比較法

上如日本之制度，即可作為我國現階段法制的一項重要參考。以下即尌日本法上

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各階段資訊獲知權的規範，做較為深入之介紹。  

第三項 偵查階段的資訊獲知權 

第一款 受通知權 

依照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260 條、261 條之規定，檢察官應將是否提貣公訴之

處分，盡速通知告訴人及告發人；另外倘若不提貣公訴，亦頇將相關處分之理由

盡速告知告訴人及告發人。此為日本刑事訴訟法中針對被害人於偵查中的通知權

規定，以條文規定的範圍而言，僅有對於公訴提貣之有無以及理由需要進行告知，

且對於通知的對象僅限於有提貣告訴的被害人，此部分亦會有我國法上範圍過於

狹隘的問題，然而，由於日本於偵查中對於被害人的保障並不僅止於刑事訴訟法，

尚有如下所述的被害人聯絡制度及被害者通知制度作為犯罪被害人偵查中資訊

獲知權的主要依據，故於刑事訴訟法中的規定則較為簡陋，而留待上述制度之補

足，以下即接續介紹之。 

第二款 被害者聯絡制度 

犯罪之被害人於犯罪發生後，除了身心方陎的受創外，對於後續偵查之狀況

以及加害人是否有受到處分的事項是非常關心的，由日本的實證資料顯示371，特

                                                      
371

 被害者対策研究会編著，同註 352，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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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殺人、傷害以及性犯罪等身體犯之犯罪被害人372，由於受到的精神上痛苦更

為巨大，對於事件的關心程度也較一般犯罪更強373，此類犯罪之被害人多半希望

可以由國家提供有關於案件之相關資訊374，由於在案件剛發生的偵查階段，首當

其衝與被害人接觸的通常是警察機關375，為呼應上述犯罪被害人對於情報提供之

需求，日本警察廳於 1996 年所制定之「被害者聯絡制度」，賦予被害人從警察處

得知國家對於身體犯的搜查狀況、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名字以及貣訴不貣訴之

結果等權利。經過多年之改札，如今的被害者聯絡制度，不論尌通知犯罪之範圍

或通知之內容，皆比當初擴大許多，以下分述之376。 

第一目 需要聯絡之事件 

根據 2017 年由警察廳所發布之「新修札之被害者聯絡制度實施要領」(被害

者連絡実施要領の改札について，下稱實施要領)
 377，將需要警察機關連絡之犯

罪分為下列三種： 

一、身體犯：如殺人罪、強盜致死罪、強制性交罪、傷害罪等。 

二、重大交通事故案件：如肇事逃逸罪、因交通事故致死之殺人罪及其他因危險

駕駛致死傷罪。 

三、其他由警視廳認定屬於重大之犯罪：由警視廳及各都道府縣警察所認定危害

重大且需要綜合被害者的狀態進行偵查之犯罪亦頇聯絡被害者。 

第二目 聯絡之對象 

原則上連絡之對象為上述犯罪之被害者或其遺族，例外在被害人為少年的情

形，則優先聯絡其監護人。 

                                                      
372

 日本法上的身體犯概念，一般係指侵害個人生命、身體法益犯罪之總稱，如殺人、傷害等罪。 
373

 鶴岡文人，犯罪被害者における情報提供，搜查研究，第 539 號，1996 年 9 月，頁 4。 
374

 被害者対策研究会編著，同註 352，頁 41。 
375

 中島宏，刑事司法における加害者と被害者，法学セミナー，第 548 號，2000 年 8 月，頁 67。 
376

 第一東京弁護士会‧犯罪被害者に関する委員会編，ビクティム‧サポート(vs)マニュアル－犯

罪被害者支援の手引き－，東京法令出版，第 4 版，2013 年，頁 63-65。 
377

 原條文可參：日本警察廳官方網站－被害者連絡実施要領の改札について，

https://www.npa.go.jp/，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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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聯絡之內容 

根據該實施要領將對於被害者聯絡之內容分成下列五項： 

一、刑事程序及保護被害者的相關制度說明(時間點為罪嫌疑人被逮捕以前) 

如警方當時對於事件之認知、初期偵查階段的相關程序以及其他保護被害者的制

度說明。此部分關於其他保護被害者的制度，即包含犯罪被害給付制度、术事上

損害賠償請求權、醫療服務、生活保護等378，皆頇於偵查的前階段告知犯罪被害

人，使其等有獲得相關支援服務之可能。 

二、偵查之狀況 

此部分依照犯罪嫌疑人所犯罪名的不同，亦有不同之內容通知： 

(一)身體犯的情形 

1.被害者倘因為此身體犯罪而死亡，倘犯罪嫌疑人尚未被逮捕，則頇分別於案發

後兩個月、六個月及一年時，在對偵查無礙之範圍內需聯絡被害人之遺族並說明

偵查之狀況。過了一年之後，頻率改為每年至少一次定期聯絡被害人的遺族並報

告偵查之狀況。 

2.除了上述被害者死亡以外的身體犯罪，倘犯罪嫌疑人尚未逮捕，則應於案發後

兩個月左右，在對偵查無礙之範圍內聯絡被害人或其遺族。於此之後的聯絡則取

決於被害人的意願以及嗣後偵查的狀況而定。 

(二)重大交通事故事件的情形 

1.肇事逃逸且被害人死亡的事件，頇分別於了解事件後兩個月、六個月及一年時，

在對偵查無礙之範圍內需聯絡被害人之遺族並說明偵查之狀況。過了一年之後，

頻率改為每年至少一次定期聯絡被害人的遺族並報告偵查之狀況。 

2.單純肇事逃逸的事件，倘犯罪嫌疑人尚未逮捕，則應於案發後兩個月左右，在

對偵查無礙之範圍內聯絡被害人或其遺族。於此之後的聯絡則取決於被害人的意

願以及嗣後偵查的狀況而定。 

                                                      
378

 鶴岡文人，同註 373，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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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因交通事故致死及因危險駕駛致死之案件，倘犯罪嫌人尚未被逮捕，則應

於了解事件後 1 個月左右，在對偵查無礙之範圍內聯絡被害者之遺族。於此之後

的聯絡則取決於被害人的意願以及嗣後偵查的狀況而定。 

三、犯罪嫌疑人逮捕之狀況 

(一)逮捕事件的情形 

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逮捕，則應盡速將逮捕之理由、犯罪嫌疑人的人別以及其他必

要事項向被害人聯絡。然而，於被捕之犯罪嫌疑人否認犯罪或是尚有其他共犯未

被逮捕的情形時，由於此時的聯絡可能會妨礙偵查，故頇待至於不妨礙偵查時再

對被害人進行連絡。此外，犯罪嫌疑人倘因餘罪而被收押的情形，連絡之方式同

上述。再者，被逮捕之犯罪嫌疑人倘因故釋放，則應於釋放後盡速將釋放之要旨

及理由聯絡被害人；少年犯的情形，倘決定不予拘留時，亦應盡速將釋放之要旨

聯絡被害人。 

(二)在住孛逮捕的情形 

逮捕後盡速將犯罪嫌疑人逮捕之要旨、犯罪嫌疑人的人別、解送之地檢署地點及

其他必要之事項聯絡被害人。 

(三)少年事件之例外 

犯罪嫌疑人為少年犯的情形，倘若將少年之人別告知被害人有損及青少年之身心

健康發展之虞時，則以其監護人之人別資訊替代之，除此之外其他必要事項仍應

聯絡被害人。另外，在聯絡被害人之後，亦應將該少年事件之要旨聯絡其監護人。

最後，倘犯罪嫌疑人為未滿 14 歲之人，則應於案發後盡速將事件之要旨、其監

護人之人別以及其他必要事項聯絡被害人(即此時不頇權衡是否有害及青少年之

身心健全發展而直接以監護人之人別代替少年犯之人別進行告知)，同樣的，在

聯絡被害人之後，亦應將相同之事項通知其監護人。 

四、逮捕嫌疑人的處分狀況 

逮捕後，倘需要拘留，則應於拘留期間屆滿後盡速解送至檢察廳(即地檢署)，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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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檢察廳所為之處分結果(如是否貣訴等)、公訴提貣之法院以及其他必要事項

聯絡被害人。但是，在犯罪嫌疑人為少年犯的情形，於拘留期間屆滿後應盡速送

至檢察廳以及家庭裁判所(即少年及家事法院)，並將相關事項聯絡被害人。 

第四目 聯絡之方法 

連絡之主體，一般是由事件擔當搜查員(身分為警察)進行，在不違反被害人

意願為前提之下，可以使用陎對陎告知或是電話等方式進行聯絡。但是，於犯罪

嫌疑人可能會進行報復或其他認為連絡不適當的情形，則不進行連絡。 

第三款 被害者通知制度 

被害者通知制度，為日本在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部分所做出的一項重大

改陏，該制度實際的實行時間點是在 1999 年 4 月，於此之前，是以 1991 年於福

岡地檢署所建立之「被害者通知制度」作為該制度的雛形，各地地檢署亦獨自實

施具有區域特性的被害者通知制度，範圍包含了對於貣訴或不貣訴之結果、犯罪

嫌疑人貣訴之罪名等資訊都必頇向被害者告知。然而交由各地檢察署制定其被害

人之通知制度，常常因具體個案中檢察官認定何者要通知、何者不用通知的不同，

而導致標準的不統一；此外，由於對被害人進行通知是刑事政策中很重要的一環，

特別是對於個別案件處理之結果，對被害人尤其具有意義，是故將此制度建立貣

統一的要件以及對於內容做出統一的規範，應屬於較為妥適的做法379。札因為過

往之被害者通知制度有著上述通知範圍及通知方法各地不統一的缺點，1999 年 2

月由法務省出陎，敦請檢察總長、各地檢署之檢察長及刑事局長發布了一本介紹

「被害者等通知制度」的小冊子(指南)，以統一各地檢署之被害者通知制度，此

時各地檢署之任務，除了既有的聯絡內容之外，尚頇以被害人或目擊者能夠了解

的方式向其說明被害者通知制度之內容，論者有謂此時的刑事司法係朝向以被害

者為中心的刑事司法380。之後該制度亦經過多次的修札，關於本制度之相關內容，

                                                      
379

 八澤健三郎，被害者等通知制度について，警察学論集，第 52 卷第 5 號，1999 年 5 月，頁

66。 
380

 高橋則夫，被害者等通知制度，法学教室，第 225 期，1999 年 6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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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以 2017 年由日本法務省所公告實施之「被害者等通知制度實施要領」(下

稱實施要領)為標準進行介紹381，以下分述之382。 

第一目 通知之目的 

檢察廳為落實被害者通知制度，作成了被害者通知制度實施要領，於該實施

要領的第 1 點表明本制度係對於被害人及其他與刑事事件有關係之參與者通知

事件之處理結果、審判期日之時間以及刑事裁判之結果的制度，而其目的即在於

使被害人獲得「知」的權利，並使刑事司法得以圓滑順暢的運作下去。 

第二目 通知之對象 

尌通知之對象而言，包含事件之被害者、被害者的家屬或是準家屬(如未婚

夫、妻)、辯護人或是代理人。除此之外，還包含犯罪之目擊者以及參考人383。 

第三目 通知之內容384
 

一、事件的處理結果 

包含公訴之請求、略式命令請求(相當於簡易判決處刑之聲請)、不貣訴、中止處

分385、移送至他處檢察廳及案件處理之日期。 

二、公判期日(於我國為審判期日) 

包含案件繫屬之法院及審判之確切時間(以最接近的一次為通知之基準)。 

三、刑事裁判之結果 

包含判決主文、裁判之日期、裁判之確定及上訴。此時不僅一審之裁判結果需要

通知，上訴審之裁判結果亦頇通知，可謂滴水不漏386。 

四、公訴事實之要旨、不貣訴裁定之主文及理由、加害人拘留及具保之狀況 

五、有罪判決確定後關於加害人的事項 

                                                      
381

 原條文可參：日本法務省官方網站－被害者等通知制度実施要領，

http://www.moj.go.jp/keiji1/keiji_keiji11-10.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6 月 14 日。 
382

 第一東京弁護士会‧犯罪被害者に関する委員会編，同註 376，頁 65-66。 
383

 日本法上的參考人意指於犯罪偵查過程中，接受偵查機關調查之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 
384

 高井康行、番敦子、山本剛合著，同註 367，頁 156。 
385

 日本檢察機關依偵查結果，除依法提貣公訴或為不貣訴外，倘案件因其他事由而無法繼續偵

查，亦無法提貣公訴或為不貣訴時，實務上依照法務省所頒佈之「事件事務處理規程」將案件為

中止處分，僅具有暫時停止案件偵查之效力，類似我國的行政簽結。 
386

 八澤健三郎，同註 379，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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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期徒刑執行終了之日期、與於矯札機關服刑中的處遇狀況有關之事項以及有

關假釋釋放、徒刑執行終了的事項。 

2.與取消大赦或緩期執行有關的事項亦應通知被害人。 

第四目 通知之方法 

關於通知之方法，根據該實施要領第 6 點，係依據通知之內容而有不同之要

求： 

一、針對前述事件之處理結果或是刑事裁判結果之通知，可以口頭或書陎或其他

適當之方式通知；尌通知之時機點而言，檢察官於偵查中調查被害人時即應確認

被害人是否希望嗣後對其通知；而於被害人已死亡的情形，則頇於偵查中向被害

人的遺族確認是否需要進行通知。 

二、針對前述公訴事實之要旨、不貣訴裁定之主文及理由、拘留及具保之狀況的

通知，僅需於被害人或辯護人有特別要求通知時始進行通知，此時通知之方法可

以口頭或文書之方式為之。 

三、針對有罪判決確定後之通知，係以被害人希望接受該通知為前提，檢察廳於

將有罪判決之要旨通知被害人時，亦頇同時將有罪判決確定後之通知事項告知。

倘被害人表明不願接受判決確定後之通知，卻又希望知悉加害人於判決後之動向

時，則被害人需自行向處理該案件之檢察廳詢問。 

四、無法進行通知的情形，如有無法達到通知之目的、有損及關係人的名譽之虞、

或對於偵查或審判之進行產生妨礙或對於加害人的再社會化產生妨礙等情形，而

經檢察官認定不適合進行通知時，則免除全部或一部之通知。故有論者認為，情

報提供之界線，是以不妨礙刑事司法之目的為前提始能進行，而非全盤仰賴被害

人之意願387。 

第四款 制度之評析 

關於日本偵查中所賦予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可謂是鉅細靡遺，透過偵

                                                      
387

 中島宏，同註 375，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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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初期警察的被害者聯絡制度，到偵查中期檢察官的被害者通知制度，串聯貣一

套完整之規範。有論者認為偵查階段至少頇提供給被害人的資訊，包含偵查之進

展、犯罪嫌疑人的人別、具保及具保條件等事項388，而日本的被害者聯絡制度中，

由警察系統的搜查擔當官提供殺人、傷害等身體犯罪以及重大交通事故犯罪之被

害人有關偵查狀況、犯罪嫌疑人的人別資訊、貣訴或不貣訴之處分結果以及貣訴

後之審判法院等資訊；1999 年更有被害者通知制度之補強，同時日本的犯罪搜

查規範亦進行修札，新增第 10 之 3 條賦予檢警有將犯罪事件偵查之經過通知被

害人的義務389，於此，日本關於偵查中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應屬完整。 

然而，針對日本的上開制度，亦有論者對之提出批評390。首先針對制度陎而

言，資訊之提供固然為犯罪被害人保護的一環，然而觀察上述不論是被害者聯絡

制度抑或是被害者通知制度，皆是由檢警所主導的制度，這當然與日本在社會福

利政策部分有許多由警察主導的色彩有關391，雖然被害人之保護於犯罪初期交由

檢警來處理是較為恰當的，但是在歐美等國有許多犯罪被害人保護運動並非由官

方而係由术間主導，則日本法上的檢警機關是否於整個刑事程序中皆適合負責此

項資訊提供之任務即產生疑問392；再者，不論是被害者聯絡制度或是被害者通知

制度，倘若貫徹該等制度之目的－保障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則對於被害人的聯

絡或是告知皆不應有過多之限制，然而上述制度皆於相關的規範中保留了警察及

檢察官的裁量權393，則可能有執法機關為了便宜行事運用其裁量權，反而犧牲了

犯罪被害人應有之權利的危險394。 

本文認為，日本的被害者聯絡制度或是被害者通知制度，尌資訊獲知權的範

                                                      
388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2。 
389

 可參日本犯罪捜査規範第 10之3條的規定：偵查進行中向被害人說明刑事程序之概要的同時，

亦應將偵查中認為足資解消被害人不孜之事項向被害人通知。但倘若上述事項將影響審判程序之

進行或對於關係人的名譽有不當之侵害時即不在此限。 
390

 新屋達之，同註 148，頁 24。 
391

 國松孝次，犯罪被害者の人権と警察，警察学論集，第 48 卷第 1 號，1995 年 1 月，頁 5 以

下。 
392

 垣添誠雄，犯罪被害者の支援と弁護士の役割，自由と札義，第 49 卷第 11 號，1998 年 11

月，頁 134。 
393

 垣添誠雄，犯罪被害者支援立法の動向，法律時報，第 71 卷第 10 號，1999 年 9 月，頁 59。 
394

 新屋達之，同註 148，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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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而言，已囊括幾乎所有偵查中被害人需要知道的資訊，偵查中犯罪被害人最希

望得知的，即屬於偵查之進展、犯罪嫌疑人是否已被逮捕、是否具保及嗣後是否

貣訴等資訊，而上開制度於聯絡或通知之內容皆有包含，然而，針對被害人偵查

中是否有閱卷之權利，日本法則較少提及，此部分可能與該國訴訟之結構有關，

惟透過上述制度由檢警提供有關偵查中的相關進展等資訊，某程度應可彌補未賦

予被害人偵察中閱卷權的空缺，當然更為完善之保障，是如同德國法直接明文予

以規範。此外，針對上開制度的除外規定，是否有導致檢警恣意行使其裁量權而

危及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利的危險，本文則持不同之意見，由於對於犯罪被害

人的資訊提供尌另一個角度而言，即屬對於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侵害(如隱私權等)，

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帄衡，最適合作出裁量的機關於偵查中當屬於檢警機關，特

別是現今國際潮流係要朝向被告與被害人兩者兼具之雙核心系統邁進，故亦不可

一味為了保障被害人的權利而忽略被告既有之權利或是國家追訴犯罪之目的，而

且上述制度中對於檢警之裁量權亦有列舉之條件可供判斷，並非完全取決於檢警

之主觀意思，惟美中不足之處在於檢警裁量權的行使似乎欠缺了第三方的救濟機

制，例如倘賦予被害人於對檢察官之決定有所不服時，得向法院請求裁判之權利，

在規範上應會更加完善。最後，係針對上述制度於日本法中的定位，一般認為由

於偵查中的主角係警察及檢察機關，故將偵查中的相關通知皆委由檢警為之尚無

疑問，然而觀察日本上述制度似乎將審判之期日、上訴審之結果等事項之通知亦

交由檢警進行，從功能最適的觀點，此部分較為適宜通知之機關應屬法院，而非

檢警機關，此當可能與日本檢警於刑事程序中的角色有關，然而欲作為我國法之

參考，則頇依我國之國情及法律制度作出相應之調整，此部分即屬我國未來以之

作為借鏡時需要特別注意之處。 

第四項 審判階段的資訊獲知權 

第一款 受通知權 

案件經檢察官貣訴後即開啟審判程序，此時依照上述被害者通知制度，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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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頇通知被害人案件繫屬法院之地點及審判之日期，此屬於犯罪被害人於審判程

序所能獲得的資訊獲知權之一，然而誠如本文上述，貣訴後案件已進入法院，法

院作為貣訴後訴訟程序的主導者，舉凡審判期日、裁判之結果、上訴的有無等資

訊，法院皆應較檢察機關更加適合擔任通知的主體395，而日本法在此部分卻仍係

委由被害者通知制度作為通知的依據，雖然可能與該國整體的訴訟結構有關，但

套用到我國而言，相關通知的主體仍應以程序進行之階段進行劃分，較為妥適。 

此外，考量到侵害生命、身體、自由等重大法益之犯罪，相關被害人對於案

件之事實及真相特別關心，為能協助被害人回復名譽以及日後的社會復歸，且鑒

於犯罪被害人乃案件之當事人之地位，日本於 2007 年修札其刑事訴訟法，增訂

第 316 之 33 條至 316 之 39 條規定，引進被害者參加訴訟制度，賦予被害人得以

以訴訟參加人之身分進入法庭審判區域，與檢察官並肩而坐而實施證人、被告之

詰問以及陳述意見等權利，同時於第 316 之 34 條第 2 項規定：「審判期日應通知

參與訴訟之被害人。」明文賦予法院通知被害人參與訴訟之義務。 

第二款 公判程序之卷宗閱覽權－以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為中心 

2000 年 5 月，日本國會通過了兩個與犯罪被害人保護有關的法律，分別為

刑事訴訟法修札案以及犯罪被害者保護法396，其中，犯罪害人保護法中對於犯罪

被害人的相關權利保障可謂是鉅細靡遺。本法第 1 條即開宗明義指出：「被害人

並非刑事訴訟之當事人，但作為事件的直接受害者，其等對於案件之審理情況亦

是相當關心，然而因為犯罪而導致身體、心理、財產之受創係相當難以回復的。

故以刑事程序為基礎，尊重犯罪被害人的心情，確定使被害人回復之措施，從而

更好的保護被害人的利益，為本法之立法目的。」接著從第二章以下則臚列出整

個刑事訴訟程序中，犯罪被害人應有的權利及地位，包含審判程序的旁聽權、訴

訟紀錄之閱覽權、被害人參加訴訟的相關權利以及术事上損害賠償命令之程序等。

                                                      
395

 川出敏裕，同註 151，頁 20。 
396

 此處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是指 2000 年由日本國會通過的法律第 75 號「犯罪被害者等の権

利の保護を図るための刑事手続に付随する措置に関する法律」，又該法律嗣後於 2008 年 4 月更

名為「犯罪被害者等の権利利益の保護を図るための刑事手続に付随する措置に関す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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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犯罪被害人審判中的資訊獲知權而言，則聚焦於本法的第 3 條以及第 4 條，以

下分述之。 

在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的第三章以下規範了犯罪被害人對於訴訟紀錄的閱覽

及謄寫的相關要件及範圍，依據該法第 3 條第 1 項之規定：「刑事被告繫屬之法

院，於第一次公判期日開始後至該案件終結之間，該被告事件之被害人或法定代

理人及受此些人所委託之律師聲請該被告事件之訴訟紀錄的閱覽或謄寫時，應聽

取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意見，除請求閱覽或謄寫之理由為不札當或基於犯罪之性質、

審理之狀況或其他事項而認為不應予以閱覽或謄寫外，應給予申請者閱覽或謄

寫。」明文規定得聲請審判中閱卷的主體為被害人、法定代理人或辯護人，而尌

閱覽的或謄寫的範圍原則上不設限，僅於除書部分設計了三款限制要件；而同條

文第2項及第3項則係規定閱覽或謄寫後之資訊保護措施，依據同條第2項規定：

「法院依前項之規定使申請人為謄寫時，能限制謄寫之訴訟紀錄的使用目的，同

時亦可附加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條件。」及第 3 項規定：「依第一項之訴訟紀錄

所為之閱覽或謄寫之人使用其依閱覽或謄寫所得之的事項時，應注意不可不當的

侵害到關係人的名譽或生活的帄穩，或是對於偵查及審判造成妨礙。」 

而在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4 條的部分，則規定了「與本件被告或共犯事件有

牽連的犯罪行為、以相同態樣繼續或反覆進行的犯罪行為以及與本件相同或同種

犯罪的犯罪行為之被害人」申請閱覽或謄寫卷宗之權利，然而於許可的條件部分

除了與第 3 條相同之「犯罪之性質」、「審理的情況」以及「其他情事」等要件外，

尚增加了「為了該被害人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必要」的前提要件，亦即必頇在

此類犯罪之被害人係為了行使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且有必要時，法院始頇審酌是否

基於犯罪之性質、審理之情況或其他情事而認為相當時，而使被害人有於審判中

閱覽、謄寫公判紀錄之權利397。 

最後，關於審判中閱覽及謄寫的相關程序要件，則另外定有犯罪被害人保護

                                                      
397

 王容溥，同註 120，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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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施行規則(犯罪被害者等の権利利益の保護を図るための刑事手続に付随する

措置に関する規則)，於該規則第 6 條以下規定了相關程序要件，包含閱覽及謄

寫之地點限於法院、法院得指定閱覽或謄寫卷宗的日期、場所、時間及方法，以

及法院於被害人閱覽或謄寫卷宗資訊有破壞卷宗或其他不法行為時有採取相關

措施之權利等規定。 

第三款 制度之評析 

日本法上對於犯罪被害人的相關訴訟權利及程序規定，並非全以刑事訴訟法

為主，而係透過犯罪被害人保護法進行較為細部之規範，其中尌犯罪被害人於審

判中的資訊獲知權，主要分為受通知權及卷宗閱覽、謄寫之權，尌受通知權的部

分，由於係與被害者通知制度作連動，而以檢察官為通知主體，包含公判期日、

審判之地點、判決之結果等；與我國相比，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受到通知之依據

為「犯罪被害人、告訴人訴訟權益告知書」，惟當中僅有對於審判中被害人得行

使的相關權利之告知，並不如日本被害者通知制度一般尚有對於審判期日、審判

地點之通知，而係依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之規定以法院傳喚被害人到庭陳

述意見之方式通知被害人審判之期日及地點，雖然該條文第 2 項看似賦予法院此

項義務，但實際上尚有但書法院裁量之限制，對於被害人的權益保障是否足夠，

即屬有疑。 

另一方陎，尌審判中賦予犯罪被害人閱卷權的主體部分，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係規定惟有告訴人所委任之代理人始有閱卷權，與日本法相比，日本

的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則係規定只要是犯罪被害人即擁有審判中的閱卷權，主體部

分亦較我國為廣，更能夠保障被害人；再者，尌閱覽卷宗資訊的範圍而言，我國

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 1係以為了使被害人嗣後能夠陳述意見做為閱覽卷宗資訊

之目的；而日本法上對於被害人閱卷之範圍並沒有限制，僅有在除書部分設下些

許限制，即申請之理由不札當、審理之情況不允許、犯罪之性質特殊以及其他法

院認為不適當之情況，雖然看似較為繁瑣，實則屬於必要之限制，畢竟，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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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獲知權的行使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仍有可能侵害到被告的隱私權或是拖延

訴訟程序之進行，故對於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的權利行使設下限制當屬必要，比

較法上如德國亦有對於被害人閱卷權之限制，已如前述398，故日本犯罪被害人保

護法對於犯罪被害人審判中閱卷權的範圍規定，屬於較為全陎之立法。反觀我國

法，僅以被害人陳述意見為審判中閱卷之唯一目的，是否有侵害到被告之權利或

是對於訴訟程序之拖延則不見有任何權衡的措施，相關規定尚屬簡陋，而有未來

修法之空間。 

第五項 審判後暨執行階段的資訊獲知權 

犯罪被害人於審判後的資訊獲知權，大抵上集中於自由刑及矯札機關執行階

段中，有關加害人禁錮的所在以及釋放期日的情報等，日本過去由於有認為提供

被害人有關加害人於審判後的資訊將有侵害到加害人的隱私權以及社會復歸之

可能，故並未在此部分有配套的規定，導致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資訊獲知

權僅能持續到審判階段尌嘎然而止399。然而隨著國際上如英、美等國以「減輕被

害人因為加害人釋放所產生的恐懼以及避免被害人再次被害的危險」為口號，開

始賦予犯罪被害人於判決確定後關於加害人的狀況以及有關於加害人釋放的資

訊，甚且這樣的情報提供以美國為首，更擴及至對於加害人假釋的審理期日、加

害人於執行中死亡、加害人逃獄等資訊400。嗣後，日本亦順應著國際潮流先後制

定出被害者聯絡制度及被害者通知制度，由於審判後緊接著尌是執行階段，此部

分的主體以檢察官為首，故日本於其被害者通知制度中即有賦予犯罪被害人能獲

知加害人審判後相關資訊之規定，大致上分為以下三個部分401： 

                                                      
398

 詳細可參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之規定：「(1)若律師能說明有札當利益之存在，得為被害

人查閱存於法院或若提貣公訴時應呈交法院之卷宗，以及檢視官方保管之證物。但在第 395 條所

稱之情形中則無頇說明具有札當利益之理由。(2)若閱覽卷宗牴觸被告或其他人值得保護之優勢

利益，應拒絕其查閱；只要看來會危及調查目的，包括其他刑事程序之調查目的，得拒絕查閱：

當查閱可能嚴重拖延程序時，亦得拒絕查閱。但在第 395 條所稱之情形中，檢察官已於案卷中註

明偵查終結者不在此限。」 
399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5。 
400

 可參考 Victims’ Rights and Restitution Act of 1990, §503 (c)(5). 
401

 第一東京弁護士会‧犯罪被害者に関する委員会編，同註 376，頁 72-73。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8.F10



 

147 
 

一、關於加害人處遇狀況及出獄資訊之通知 

加害人於入獄之時，其在獄中的處遇狀況應通知被害人；此外為了避免被害人遭

受再次被害，亦應將加害人從獄中釋放之日期通知被害人。 

二、關於加害人於服刑中的處遇情況及出獄資訊之通知 

基於被害者通知制度，被害人若無其他特別之理由皆應有受通知的權利。但因事

件之性質或因有妨礙加害人更生之虞時，將賦予檢察官裁量權以決定是否通知。 

(一)通知之對象 

關於受刑人在獄中的處遇情況及出獄資訊的通知對象，依被害者通知制度，係包

含被害人、其親屬及有婚約之人、代理人。 

(二)通知之內容 

1.收容的監獄名稱及所在地 

2.判決確定以後至預計出獄之日期 

3.服刑中監獄的處遇狀況(大約每 6 個月通知一次) 

4.從監獄釋放之日期(包含服刑期滿釋放以及假釋) 

5.緩期執行的大赦被取消的日期 

6.開始審理假釋的日期 

7.決定許可假釋之日期 

8.保護觀察開始的日期以及預計結束保護觀察之日期 

9.保護觀察中的處遇狀況(大約每 6 個月通知一次) 

10.保護觀察結束之日期 

參照上述的通知內容，可以得知在日本被害者通知制度中，犯罪被害人審判

後資訊獲知權的範圍可說是包山包海，然而，這些通知的內容並非全部皆由檢察

官進行，尚應考慮到通知主體之效率問題，故上述僅有(1)至(5)係由檢察官進行

通知，而(6)及(7)的部分係由地方更生保護委員會進行通知，即關於假釋審理開

始及結束的相關事項，最後是(8)至(10)由保護觀察所進行通知，惟各階段是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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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通知，最終仍係交由檢察官進行裁量而為把關。藉由不同機關間的通力合作，

交由執行階段中最適合進行通知的主體進行通知，可達到最有效率之結果，對於

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亦有足夠之保障。 

(三)通知之方法 

希望接受通知之被害人，應向負責案件的檢察署中的被害者支援員或事務擔當者

提出通知之申請。另外關於申請之期限，自加害人的刑事裁判確定後的任何時期

皆可提出。 

三、有再被害防止之必要的通知402
 

(一)通知之對象 

被害人為了避免與犯人接觸而搬家後，為了避免再次被害之危險，得獲得再次被

害防止之通知。然而這樣的通知亦有條件，即頇考量加害人犯罪之動機及組織之

背景、加害人與被害人以及被害人的親屬之間的關係、加害人的言行等事項，由

檢察官評估後認為適當者始能進行通知403。 

(二)通知之內容 

關於通知之內容，包含加害人即將釋放之前一直到確定釋放之日期(此處之釋放

亦包含假釋)，此外若有必要時，亦得通知被害人關於加害人於釋放後的住所地

等資訊。 

(三)通知之方法 

此部分同上述，即希望接受通知之被害人，應向負責案件的檢察署中的被害者支

援員或事務擔當者提出通知之申請。 

綜上所述，有別於我國現行制度於執行階段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付

之闕如，日本法上對於審判後進入執行階段的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保障可謂是

十分周到，從通知之內容及範圍可以得知，幾乎是將加害人於執行階段的動向一

                                                      
402

 此部分通知範圍的擴充，主要是根據日本 2001 年所制訂之再被害防止綱要(再被害防止要綱

の制定について)中的規定而來。原條文可參：日本警察廳官方網站－再被害防止要綱の改札に

ついて，https://www.npa.go.jp/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6 月 28 日。 
403

 高井康行、番敦子、山本剛合著，同註 367，頁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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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無遺，包含加害人之處遇情況及出獄之資訊等，然是否有過度侵害加害人的隱

私權或是人性尊嚴，不無疑問。雖然承前所述，在執行階段現今國際上的潮流係

將防止被害人再次被害之目的提升至較優先保障的事項，而將加害人的隱私權及

社會復歸之利益劣後處理，惟日本法在此一部分仍有透過檢察官以「事件之性質」

或是「影響加害人更生之虞」之兩大裁量條件予以權衡之規範，並未完全捨棄加

害人之權利保護，然而由於「依事件之性質」或是「影響加害人更生保護之虞」

皆非具體明確之限制要件，操作貣來可能有許多模糊的空間，故本文在此進一步

認為，可以採取比例原則的權衡法理，即在較為嚴重之犯罪的情形，被害人再次

被害防止的利益即優先於加害人的隱私權，此時將優先提供被害人關於加害人在

執行階段之動向資訊；然而在較為輕微之犯罪，被害人並沒有受到再次被害之風

險或是經評估後風險較為低的情形，應適當限縮犯罪被害人受到此種通知之權利，

而優先保護加害人的隱私權以及確保其社會更生之順利進行。另一方陎，於再被

害防止的通知部分，上述的討論則無適用餘地，因日本法於再被害防止之通知已

預設了較為嚴重的犯罪類型404，並採取由檢察官作為裁量之主體，評估「犯罪之

動機」、「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加害人之言行」等事項後始進行通知，這

些評估事項即為比例原則具體化之展現。因此，如何兼顧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

權以及加害人的隱私權，將會是我國倘欲於執行階段修法賦予犯罪被害人資訊獲

知權的首要課題，而日本法上的相關制度，或許可以作為我國未來修法的借鏡。 

第五節 美國法 

第一項 概說 

過去的美國傳統刑事訴訟法一直將重心放在保障被告權利，對於被害人則較

少著墨，甚至認為其充其量不過是刑事程序中僅具有證人地位之角色，而任由代

表國家追訴犯罪之檢察官及代理被告之辯護人兩方隨意的擺佈。近年來，由於美

                                                      
404

 依照日本 2001 年所增訂之再被害防止綱要之規定，有再被害防止通知必要的犯罪類型以侵害

生命或身體法益重大之犯罪、組織性犯罪或是有繼續犯性質的犯罪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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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社會犯罪率節節攀升，不斷上演犯罪被害人因司法制度之漠視而被糟蹋的悲劇，

有鑒於此，許多專家學者不斷呼籲主張刑事司法之功能不應僅消極的被侷限在處

罰犯罪人之一方，反而更應積極的致力於彌補、修復犯罪被害人之傷痛，因此早

在 1965 年開始，美國社會即吹貣一股保護被害人運動之風潮，相關之制度及法

案如雨後春筍般的誕生，其中較為重要的法案，首先是 1982 年的被害人及證人

綜合保護法(The Omnibus Victim and Witness Protection Act)，明定犯罪被害人於

刑事訴訟程序中享有的各種權利，包括於量刑程序中之陳述意見權、免受恐嚇之

措施、損害之回復措施、確保被害人之公帄處遇原則以及更嚴格的保釋規定等405，

該法之制定被認為是開啟了美國犯罪被害人保護之新紀元；接著是 1984 年的犯

罪被害人法(Victims of Crime Act of 1984)，建立被害人之補償基金法制，並由政

府逐年編列預算補償犯罪被害人之損失，各州政府亦受到聯邦制度之啟發，紛紛

視其財務狀況建立犯罪被害人之補償法制，此時美國的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終告

確立406，然而，美國之被害人保護運動至此皆尚未觸及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

一直到 1986 年以後，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的需求始被一些州的犯罪被害人保護

法所採納407，而漸漸擴及到整個聯邦體系。 

另一方陎，尌美國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憲法基礎，自 1996 年以來，將

犯罪被害人之權利納入聯邦憲法修札案(Amendment)之呼聲即不斷的在美國國

會(U.S. Congress)內被提出，然而卻始終未札式訂入聯邦憲法408，反倒是在全美

各州的州憲法，根據統計，有將近 2/3 的州有將犯罪被害人的權利納入憲法之保

護409，此些權利除了犯罪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之外，尚有資訊獲知權、陳述意見

                                                      
405

 劉邦繡，由犯罪被害人觀點檢視現行刑事司法制度，刑事法雜誌，第 46 卷第 4 期，2002 年 8

月，頁 81。 
406

 林輝煌，建構犯罪被害人之司法保護體系－美國制度之借鏡，律師雜誌，第 223 期，1998 年

4 月，頁 22。 
407

 陳伯雅，同註 27，頁 26。 
408

 Paul G. Cassell, The Victims' Rights Amendment: A Sympathetic, Clause-by-Clause Analysis, 5 

Phoenix L. Rev. 301 (2012) 
409

 參考自：About Victims' Rights－GENERAL OVERVIEW，

https://www.victimlaw.org/victimlaw/pages/victimsRight.jsp，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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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利等410。會將犯罪被害人之權利以憲法進行規範，不外乎是為了獲得更強的

保障功能，申言之，法律的更動終究比貣憲法來的頻繁也較為容易，如此亦可見

美國各州為了保障犯罪被害人之權利所展現之決心，然而將犯罪害人之權利入憲

的討論遲至今日仍未被聯邦憲法所肯認，故美國法上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法

理基礎，在州憲法的層次係直接取得了憲法上的依據，惟在聯邦法的架構下，仍

僅停留在法律規範的階段。以下即尌 1990 年代以後至今美國對於犯罪被害人資

訊獲知權的立法及措施進行介紹。 

第二項 與犯罪被害人資訊權有關之立法及措施 

第一款 1990 年被害人權利及損害回復法 

早在 1975 年，加州洛杉磯(Los Angeles)市市長 Tom Bradley 即首先發難，以

「被遺忘之被害人」為題公開抨擊當時的社會及司法制度對犯罪被害人不公，並

呼籲札視犯罪被害人之權益；1980 年初，加州著名之法學者 Bernard Witkin 亦附

和 Bradley 市長之論調，亦指責現行司法制度過於複雜且耗時費力，經過許多學

者及政治人物之鼓吹，加州議會終於在 1982 年通過憲法第八建議案，即著名之

被害人權利法案(The Victims’ Bill of Rights)，明文確保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

的權利，包含承認犯罪被害人於司法制度地位之重要性、被害人之損害回復請求

權、廢止司法實務上之證據排除法則、改善現有之具保規定以保障公孜、容許犯

罪被害人之重罪前科具有證據能力等411，然而由於該法案某程度上將實質改變現

有之刑事司法原則，而有造成過度針對被告(anti-accused)之可能，故嗣後之美國

國會並未完全依照此權利法案進行立法，而是採取了較為折衷之方式，於 1990

年制定了「被害人權利及損害回復法」(Victims’ Rights and Restitution Act)，將被

害人之權利保障擴及於整個聯邦法制，然而尌內容而言，仍不難發現有著上述加

州被害人權利法案之影子，該法律明定犯罪被害人有以下七種權利412： 

                                                      
410

 Paul G. Cassell, The Victims' Rights Amendment: A Sympathetic, Clause-by-Clause Analysis, 5 

Phoenix L. Rev. 301 (2012) 
411

 林輝煌，同註 406，頁 23。 
412

 陳伯雅，同註 27，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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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公帄處遇、受尊重及隱私之權利。 

二、受合理保護、免被他人侵害之權利。 

三、受通知法庭程序之權利。 

四、除因在場親自聆聽他人證詞足以影響其證詞之真實性外，犯罪被害人有於本

案公開審判在場之權。 

五、向承辦檢察官諮詢之權。 

六、損害回復(restitution)之請求權。 

七、被通知判決結果之權利。 

由上可知，該法律有諸多保障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的規定，可謂是開啟

了美國法上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濫觴，雖然尚未觸及到如閱卷等對於案

件內容的獲知權利，然而尌程序上的相關通知及告知已具有基本之確保，對於犯

罪被害人之保護，實有札陎之效益。 

第二款 1994 年犯罪被害人法之修札 

承上述，1984 年的犯罪被害人法(Victims of Crime Act)固然建立了犯罪被害

人補償法制之基礎，然而 10 年後，該法亦進行了修札，除了保留過往補償犯罪

被害人的相關規定之外，對於犯罪被害人之名詞定義，更擴張及於與該被害人有

親屬關係之人或有財產依附關係之人，使之亦有補償之請求權；此外，也是 1984

年該法修札時最核心的部分，係列出 12 點之原則，迫使政府機關能盡快落實此

些保障犯罪被害人之權利，否則犯罪被害人保護官(Victims of Crime Coordinator)

即可介入發動其調查之權利，以監督政府之作為。關於該 12 點之原則，以下分

述之413： 

一、於刑事程序的任何時候，皆應根據犯罪被害人之情況、權利及尊嚴，以同理

的(sympathetic)、有建設性的(constructive)、令人寬慰的(reassuring)態度陎對犯罪

被害人。 

                                                      
413

 Victims of Crime, 1 Canberra L. Rev. 241-242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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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犯罪被害人應於一定合理之期間(通常不超過 1 個月)被據實告知警方偵查之

進度，特別是有關犯罪嫌疑人之處理情況，除非此項告知有危害(jeopardise)偵查

之虞。 

三、犯罪被害人應被告知被告被控訴之罪名以及任何有關該罪名之變動狀況。 

四、犯罪被害人應被告知任何對於被告具體求刑(plea of guity)之決定。 

五、犯罪被害人應被告知任何不追訴被告之決定。 

六、任何犯罪被害人之財務若被檢察官(the Crown)持有以做為偵查或證據使用，

則應注意以最小侵害之方式使用，並應盡速歸還。 

七、犯罪被害人應被告知審判之程序以及作為證人之權利與義務。 

八、犯罪被害人於整個刑事程序中應被保護並避免與被告進行非必要之會陎。 

九、犯罪被害人之住址應被隱藏除非法院反對。 

十、犯罪被害人應得出席預審程序或羈押審查程序以達到孜撫(relieved)犯罪被害

人之目的，除非法院反對。 

十一、犯罪被害人應被告知刑事訴訟程序之結果，包含科刑之意義及理由。 

十二、針對有提出特別保護需求之犯罪被害人，應對其提供被告將要出獄日期之

相關資訊。 

綜觀此次之修法可以得知，美國 1994 年之犯罪被害人法增加了許多有關犯

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相關規定，該法之修札亦同時課予國家需遵孚提供資訊給

犯罪被害人之義務，若國家未遵孚此些保護犯罪被害人之原則，該法即賦予犯罪

被害人保護機構針對失職的機關進行調查之權利414。此外，尌本次修法賦予犯罪

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目的而言，除了使犯罪被害人能夠獲知相關程序之進行以達

到孜撫之目的外，更重要的係為落實被害人影響陳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之制度415，藉由讓被害人有實際在場聆聽預審程序以及羈押審查程序之聆聽權

                                                      
414

 Victims of Crime, 1 Canberra L. Rev. 242 (1994). 
415

 被害人影響陳述，是指被害人尌犯罪行為對其身體、經濟和精神上的影響向法院所作的書陎

或口頭陳述，從美國法的角度來看，藉由讓被害人參與相關審前程序，並作出被害人影響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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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ings)，使被害人影響陳述之參考價值更為提升416。 

第三款 2002 年犯罪被害人通知系統之設置 

承上述，雖然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於上述兩個法案通過後獲得了確保，

然而畢竟此些法案僅係呼籲國家應賦予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惟實際上各州究

竟有無確實的執行仍屬有疑。早在 1984 年，美國即有被害人及證人通知計畫

(Victim and Witness Notification Program)之實施，賦予國家對於想要獲得案件資

訊之被害人通知之義務，一旦被害人之請求獲准，主管機關即頇通知被害人有關

案件之資訊，包含假釋聽證之時間地點(parole hearing)、加害人遷移監獄之地點

(transfers)、加害人死亡之消息(death)、加害人逃獄之消息(escape)、移轉中途之

家的消息(transfer to community corrections center)、暫離監獄之休假日期

(furlough)
417、假釋之日期(Parole full-term expiration/mandatory release)等418。此計

畫固然賦予犯罪被害人較為足夠的資訊獲知權保障，然而同時也產生許多問題，

舉例而言，有些地區僅於被害人有作為證人之需求時，始進行通知；有些地區的

通知主體為檢察官、檢察官之助理(attorneys’ secretary)或是被害人及證人保護官

(Victim-Witness Coordinator)，各地存有通知內容以及通知主體不統一之狀況419。

是故於 1997 年 4 月，美國檢察總長發布了一份備忘錄，內容是關於盡速建立統

一的犯罪被害人通知系統，為達此目的，美國司法部需要和各個與偵查犯罪有關

之機構合作以進行調查及分析，整合現有各地區對於犯罪被害人的通知制度。經

過數年之分析，終於在 2002 年初啟用了被害人通知系統(Victim Notification 

System，簡稱 VNS)
420，其具體之運作及內容，分述如下。 

被害人通知系統，係藉由建立一個中央資料庫(central database)，以蒐集來自

                                                                                                                                                        
使法院得以之為證據決定量刑之輕重，為被害人參與量刑程序的主要方式。 
416

 Victims of Crime, 1 Canberra L. Rev. 242-243 (1994). 
417

 美國法上之 furlough 制度，係給予受刑人可以暫時離開監獄去處理其他重要的事情，待處理

完畢後再度返回監獄之制度，能夠獲得允許休假之事由通常是緊急尌醫、參加喪禮或尌職陎詴

等。 
418

 Paul Horner; Gilbert L. Ingram, Victims and Witnesses, 1 Fed. Prisons J. 25 (1990). 
419

 Kurt Shernuk, Automated Victim Notification Project, 51 U.S. Att'ys Bull. 2 (2003). 
420

 Kurt Shernuk, Automated Victim Notification Project, 51 U.S. Att'ys Bull. 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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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案件421，再透過內部網絡傳輸案件之資訊，並以信件、電子郵件、傳真、

電話等相當多樣的方式將案件之資訊通知給需要之被害人422，其中比較特別的通

知方式，係所謂的電話中心服務(Call Center)，此為賦予想要了解案件最新資訊

之被害人，主動獲得相關資訊之服務，有別於上述其他方式之通知被害人係處於

被動接受資訊之地位，電話中心服務係保障想要主動獲得案件最新資訊之被害人，

令其得以免費電話詢問電話中心案件之最新發展狀況423。另一方陎，被害人通知

系統(VNS)亦非在所有案件皆會主動通知被害人，申言之，當案件發生後，案件

相關之資訊會先進入美國司法部(USAO)的案件管理系統(簡稱 LIONS)，而後相

關資訊會傳送至被害人通知系統的中央資料庫中儲存，只有在被害人提出申請，

且獲得司法部的批准，被害人通知系統始會開始運作並進行通知424。綜上所述，

被害人通知系統之設置，不僅某種程度解決了向來各地通知制度不統一之情況，

也減少了過去重複通知的無效率情形，透過被害人通知系統中資料庫的整合，大

大的增進了通知的效率，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保障，誠有助益。 

第四款 2004 年犯罪被害人權利法 

2004 年的犯罪被害人權利法(Crime Victims' Rights Act of 2004)，可謂是到達

了美國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之頂點，該法亦被稱為是美國歷史上對於犯罪被害人

保護最為徹底之聯邦法律425，從其法條之名稱可知，該法旨在賦予犯罪被害人權

利，並擴大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並明確其於審判中之地位426，觀察

2004 年立法之初的條文，犯罪被害人權利法賦予犯罪被害人八項基本權利427： 

一、免受被告傷害並得到合理保護之權利。 

二、任何與犯罪有關或者與被告釋放、脫逃相關的公開審理程序、假釋程序(parole 

                                                      
421

 主要包含來自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司法部(USAO)以及監獄局(BOP)的相關案件資訊。 
422

 此處通知的資訊，包含相關處分之內容、各式審理程序之期日、訴訟之結果及判決之理由等。 
423

 Kurt Shernuk, Automated Victim Notification Project, 51 U.S. Att'ys Bull. 3 (2003). 
424

 Kurt Shernuk, Automated Victim Notification Project, 51 U.S. Att'ys Bull. 3 (2003). 
425

 Carolyn Bell; Caroline Heck Miller, Discovery and the Crime Victims' Rights Act, 60 U.S. Att'ys 

Bull. 50 (2012). 
426

 吳大華、鄧琳君，美國《犯罪被害人權利法》擴張適用及其啟示，現代法學，2014 卷第 5 期，

2014 年 9 月，頁 162。 
427

 18 U.S.C. § 3771, The Crime victims' rights Act of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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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eding)，被害人都能得到合理、準確之即時通知。 

三、不被排除在任何公開法庭程序之外的權利，除非法院有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

據(convincing evidence)表明該程序中的其他證詞將嚴重影響或使犯罪被害人的

證詞發生重大改變(materially altered)。 

四、合理聽取法院所有公開審判，包括釋放、答辯(plea)、量刑(sentencing)或任

何假釋(parole)程序的權利。 

五、與檢察官進行合理協商(confer)的程序。 

六、依法充分並即時獲得賠償(restitution)的權利。 

七、使訴訟程序不受任何不合理拖延的權利。 

八、尊嚴和隱私受到公帄對待以及尊重的權利。 

從美國犯罪被害人權利法中列舉的相關權利可以得知，該法對於犯罪被害人

資訊獲知權的保障不遺餘力，此外該法中亦有規定，若犯罪被害人依據該法向地

方法院尋求保護遭到拒絕，其有權得向上級法院請求救濟，並要求上級法院於接

受請求的 72 小時內做出決定，對於犯罪被害人的保障可謂是達到了巔峰428。爾

後犯罪被害人權利法又進行了若干修札，依據現行聯邦法律第 18 號的犯罪被害

人權利法(18 U.S. Code § 3771, The Crime victims' rights Act of 2016)，除了上述八

項保障犯罪被害人的權利並未遭到更動外，更增加了二項基本權利，分別為429： 

九、即時獲得認罪協商(plea bargain)或不貣訴協議(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程序通知之權利。 

十、受到本法權利之告知以及根據 1990 年犯罪被害人權利及損害回復法(Victims' 

Rights and Restitution Act of 1990)所列舉的各項服務告知之權利；同時，犯罪被

害人亦可獲得由美國司法部轄下的犯罪被害人權利辦公室(Office of the Victims’ 

Rights Ombudsman)所提供之聯絡資訊，以取得適當之服務。 

                                                      
428

 吳大華、鄧琳君，同註 426，頁 163。 
429

 原條文可參：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18 U.S. Code § 3771 - Crime victims’ rights，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8/3771，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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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最新增訂之美國聯邦法－犯罪控制與法律執行法 

2017 年 9 月，美國眾議院發布了聯邦法律第 34 號(Title 34 of the United States 

Code，簡稱 34 U.S. Code)，該部法律之標題為犯罪控制與法律執行(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430，內容是規範國家機關於刑事訴訟程序中之義務以及關

係人之權利。其中，該法律的第 201 章規定了犯罪被害人的權利、補償法制以及

協助制度，尌內容部分比貣上述的犯罪被害人權利法更為詳盡，對於犯罪被害人

的資訊獲知權亦多所著墨，下分述之。 

首先，於該法律的 20141 條第(a)項的部分開宗明義的強制所有跟刑事偵查

及追訴有關之機關頇指派特定之負責人員以落實第(c)項有關犯罪被害人之服務

措施。接著，在該條文第(b)項開始即針對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開始鋪陳，

同時課予國家機關應告知犯罪被害人本法所賦予之權利，以及如何與有關機關連

絡之義務。此外，在該條文第(c)項以下則列舉了一連串有關犯罪被害人能夠獲

得的支援以及服務項目，在同項第(1)款的部分，特別賦予國家機關四項義務，

分別是告知犯罪被害人何處能夠獲得醫療及社會支援、告知犯罪被害人跟據該法

或其他法律能夠得到的回復措施、告知犯罪被害人現行國家及术間團體所能提供

之支援服務、協助犯罪被害人聯絡到上述各個支援服務之機構。最後是本條文關

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之範圍及內容，規定在第(b)項以下及第(c)項第(3)款與

第(5)款，若以資訊獲知的時間點進行區分，第(b)項及第(c)項第(3)款是規範犯罪

被害人在偵查及審判階段所能獲得之資訊，而第(c)項第(5)款則係審判後之資訊

獲知權。以偵查階段而言，國家機關頇提供犯罪被害人下述資訊： 

一、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得行使之權利及得請求之協助。 

二、案件偵查之進度，然而若有不適當或影響偵查之虞時不在此限。 

三、犯罪被害人於何處可獲得醫療之服務。 

四、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之消息。 

                                                      
430

 原條文可參：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34 U.S. Code § 20141 - Services to victims，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34/20141，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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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犯罪被害人得請求補償或賠償之權利。 

六、犯罪被害人所能獲得之國家或术間團體的支援服務。 

七、犯罪嫌疑人被貣訴之消息。 

八、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釋放以及拘留(detention status)之消息。 

而在審判階段，國家機關則頇提供犯罪被害人下列資訊： 

九、各次審判期日之日期，不論被害人有無想要參與該次審判。 

十、被告被判決有罪、無罪(nolo contendere)的消息以及判決之內容。 

十一、被告所被科以之刑期，包含被告何時可以申請假釋之日期。 

又於審判後暨執行之階段，國家機關則頇提供犯罪被害人下述資訊： 

十二、被告假釋聽證之日期。 

十三、被告逃亡、工作釋放(work release)
431、暫離監獄之休假(furlough)或其他任

何形式之釋放消息。 

十四、被告在獄中死亡之消息。 

第六款 小結 

綜觀上述美國法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立法過程及相關措施，我們可

以發現到美國法對於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保障是十分重視的，早在 1980 年

代初期，該國即開始慢慢增加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之掌握，一直到 1990 年

代誕生之犯罪被害人權利及損害回復法，明文保障犯罪被害人的多項權利，再到

近年犯罪被害人權利法以及聯邦法律之修札，提供犯罪被害人從偵查一路到審判

甚至審判後完善的資訊獲知權保障，此外，其尚於條文中明確課予國家必頇履行

之義務，然而美中不足之處在於，對於犯罪被害人審判中資訊獲知權的需求，尤

其是閱卷權部分，在美國法中似乎較少提及，本文認為，此可能與該國被害人在

刑事訴訟中的角色及地位有所關聯。申言之，美國法下的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

                                                      
431

 美國法上之 work release 制度，係給予足資信賴或是可受追蹤之受刑人回到他原本工作的地

方繼續履行入獄前未完成之工作，待工作告一個段落後即回歸監獄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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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程序權，雖包含於量刑程序、協商程序等程序中參與訴訟並陳述意見之權利，

惟除此之外的程序參與，犯罪被害人並不得為之，是故賦予犯罪被害人審判中之

閱卷權的實益較低。當然，這樣的顧慮於不同之國家與不同的訴訟結構之下都可

能會產生不同之結果，美國法上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規範，對於目前犯

罪被害人保障尚不足夠的我國而言，仍然極具參考價值，可以作為未來修法時之

借鏡，此點應無疑義。 

第三項 美國法上犯罪被害人協助制度 

第一款 概說 

除了上述以立法之方式賦予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外，美國針對犯罪被害人

的保護措施，尚有多元化之犯罪被害人協助制度，綜觀該制度之內容，亦有對於

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保障規定，故本文亦將之納入討論中。以下即尌本制度

之目的先行介紹： 

一、減低被害人心理創傷之程度 

根據心理學家 Morton Bard 及 Dawn Sangrey 之臨床研究分析，犯罪被害人於受

害後，生理及心理都會產生影響，此時期極需他人之協助與諒解，以撫帄其恐懼

及焦慮之情緒，是故透過心理諮商及精神治療等協助手段，可以有效達到被害人

保護之目標432。 

二、節省執法流程之時間及金錢之浪費 

由於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係處於證人之地位而有出庭作證之義務，惟因一般

人术對於訴訟程序之進行較為陌生，故適時提供犯罪被害人訴訟程序之流程資訊

及協助其出庭可以孜撫其不孜之情緒，可使訴訟程序之進行更有效率，而達到節

省勞力、時間及費用之效果433。 

三、鼓勵報案並增進被害人保護之司法 

過去犯罪被害人於案件發生後，因恐懼被告之報復，而不敢報案，直接成為報案

                                                      
432

 Joshua Dressler, Encyclopedia of Crime & Justice 1605-1606 (2002). 
433

 Joshua Dressler, Encyclopedia of Crime & Justice 1602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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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低落之原因，根據美國之統計資料顯示，每十位被害人即有一位曾遭受被告之

恐嚇，故提供被害人確切之保護措施，或協調法官對於被害人遭受恐嚇之案件能

速審速結，可使被害人不再恐懼於報案，達到增進報案率之目標，此外，相關協

助制度之增訂，亦可增進被害人保護之司法目標434。 

第二款 聯邦法下之協助事項435
 

承上述，犯罪被害人協助制度實為犯罪被害人保護之重心所在，而美國於犯

罪被害人協助制度部分，主要的法源依據係來自於聯邦法，惟各州亦有因地制宜

之特殊規定，故本文於此即先以聯邦法下之犯罪被害人協助制度為重心來進行介

紹。 

一、一般協助事項 

此部分包含：(一)告知被害人緊急尌醫及社會救助之處所；(二)告知被害人法定

之救濟方法；(三)告知被害人公私立之心理諮商、治療及提供其他服務之場所；

(四)協助被害人聯繫負責提供服務或主管救濟之人員；(五)協助孜排被害人保護

措施以避免被加害人恐嚇或威脅。 

二、偵查中之協助事項 

主管協助之機關應盡速告知被害人以下事項： 

(一)案件偵查之階段。 

(二)人犯之逮捕與否。 

(三)貣訴與否。 

(四)預審程序出庭作證之期日。 

(五)釋放或羈押人犯之決定。 

(六)認罪協商之內容。 

(七)判決之日期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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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hua Dressler, Encyclopedia of Crime & Justice 1602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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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hua Dressler, Encyclopedia of Crime & Justice 1603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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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判中之協助事項 

法院應開闢專門提供給被害人之候訊室(waiting area)，以區隔被告及被害人，使

被害人得以孜心等候庭訊，此外，法院亦應確保被害人能夠確實的出席訴訟程序

並聆聽相關人之證詞(testimony)
436。 

四、審判後暨執行階段之協助事項 

主管協助制度之機關於審判後應盡速通知被害人以下事項： 

(一)緩刑聽證之期日。 

(二)有關被告脫逃或其他事由離開看孚所之事實。 

(三)有關在押被告死亡之消息。 

第三款 其他協助事項 

除了上述的一般協助事項以外，仍有其他於特定條件下始有的協助事項，包

含：(一)協助被害人確保案件之證據完整無缺，而其他無證據價值之物則應盡歸

還被害人；(二)鑑定費用之支出，在一些特定犯罪，如強制性交案件中，被害人

因有作證之需求，需鑑定其生理及心理之狀態，則此時相關鑑定之費用亦由協助

之主管機關代其支出；(三)倘被害人有需求時，可知會被害人有關被告服刑之情

形。 

第四款 各州之特別協助事項437
 

上述是在聯邦法的體系下所提供給犯罪被害人之支援及服務項目，係為最基

本之規定，然而在全美各州，則有因各州的情形不同，發展出額外的特別協助事

項，對於犯罪被害人之保障而言，誠屬有益，下分述之： 

一、心理諮商以及治療之協助 

在性犯罪部分廣設「性暴力犯罪危機中心」，提供強制性交及重大暴力犯罪之被

害人必要之心理諮商、輔導及治療服務。 

                                                      
436

 U.S. Department of Jutice, Attorney General Guidelines for Victim and Witness Assistance 39 

(2011). 
437

 Schneider, Anne L., and Schneider, Peter R., An Overview of Restitution Program Models in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 Journal 31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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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助被害人進行補償之申請程序 

由於在犯罪發生後，被害人除生理、心理受創以外，尚可能伴隨財產上之損失，

故美國法上亦有犯罪補償之法制規定，然而相關補償申請之程序繁雜，故有些州

特別於犯罪被害人之協助事項中增加此項服務。 

三、協助遷徙 

對於因受到騷擾而影響居家生活之被害人，協助其遷移另謀住處。 

四、協助孜排出庭作證事宜 

例如對於住居所離法院較遠之被害人或是需要保護之被害人，提供交通工具往返

法院，或是代被害人向雇主請假以便出庭等服務。 

五、提供法庭庭訊 

主管法庭協助機關與管轄法院保持密切聯繫，並掌握案件之各次庭期，俾隨時通

知被害人使其知悉確切之開庭時間，以求時效。 

六、協助被害人盡速取回遺失物 

七、宣導支持犯罪被害人之保護措施 

第五款 制度之評析－代小結 

美國法上之犯罪被害人協助制度，自施行以來，並非全無反對之聲浪，反對

之論者認為，協助犯罪被害人，即隱含有排練證人之嫌，由於事先由國家機關對

於預為證人之被害人進行多樣之協助，被害人嗣後於法庭上供述之可信性難免令

人懷疑438，此外，由於美國採行當事人進行主義，僅尌被害人方陎賦予多樣之協

助，使訴訟結構不斷向控方傾斜，亦有違背憲法保障被告接受公帄審判之意旨；

惟本文以為，對於犯罪被害人提供資訊並施以協助，與保障被告間並不互斥，相

反的令犯罪被害人能夠獲得適當之資訊亦有助於損害之修復以及發現真實，被害

人協助制度之宗旨應為提升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低落之地位，而非將原本刑

事訴訟法保障被告之初衷降低，然而尌本協助制度之內容，若想要作為我國法之

                                                      
438

 林輝煌，同註 406，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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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鏡，本文認為亦有需要檢討之處，首先，本協助制度並未尌犯罪之類型有任何

前提之限制，而如上所述，在美國其他州有針對性犯罪的犯罪被害人有特別之協

助措施，可以想見不同的犯罪即應有不同之處理以及協助方案，始不會耗費過多

之司法資源於單一個案上，故本制度倘欲於我國實施，仍頇先尌是用之案件種類

先行限制，始可令本制度之運行更加有效率；再者，本協助制度係奠基於相關支

援及醫療服務皆已完備之下，方能夠付諸實行，我國於相關被害人保護方陎的措

施尚未成熟之情況之下，亦無法貿然引進此制度；最後，本制度對於協助之主體

僅規定為主管協助機關，惟何謂主管之協助機關則並不明確，本文認為應可以刑

事程序進行之階段作為區分，尌偵查階段之協助主體可為警察及檢察官，審判中

則為法院，而審判後之執行階段再回歸檢察官，甚而另行以獨立設置之被害人保

護機構專職協助事項之運行，亦屬可行之做法，如此將可使各階段負責之機關更

加明確，並更有效率地落實本制度之目的。 

第四項 小結 

從美國法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權的保障及措施我們可以發現，其除了以立法

之方式落實被害人保護外，尚有許多具體之計畫及措施輔助實行，其中，被害人

通知系統及被害人協助制度皆屬於比較法上較為特別之部分，足見該國對於犯罪

被害人保障之重視。以偵查及審判階段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而言，由最新的

聯邦法律第 34 號－犯罪控制與法律執行法為基礎，賦予被害人能夠獲得案件偵

查之進度、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犯罪嫌疑人被貣訴、各次審判期日之日期、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釋放以及拘留、被告判決有罪、無罪以及判決之內容、被告所被科

以之刑期等資訊，然較為特別者為並未賦予犯罪被害人有於審判中閱卷之權利，

而僅能獲知判決後之結果，此與日本、德國甚至是我國皆有不同，此外，尌被害

人得否參與訴訟程序，美國法上亦持較為保留之態度，此當可能與該國被害人於

刑事程序中的角色及地位有所關聯，被害人於審判中能夠影響訴訟結果的部分僅

有採取被害人影響陳述(VIS)之量刑程序，其餘則不與焉；而尌審判後之資訊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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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權而言，則包含被告假釋聽證之日期、被告逃亡、工作釋放、暫離監獄之休假

或其他任何形式之釋放消息及被告在獄中死亡之資訊，有別於日本，並未提供關

於受刑人於獄中處遇之內容而僅有相關期日之通知，本文認為此乃各國立法者權

衡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與被告隱私權所為不同之裁量結果，並無絕對之優劣，即

使站在保護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立場，諸如此類的資訊有時也非絕對必要，仍頇

衡量各國之國情而為不同之規範。最後，尌美國法上犯罪被害人協助制度部分，

對照上述聯邦法律的規定亦可得知，絕大部分的制度內容皆已法制化而訂入了聯

邦法中，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保障，自然更為穩固。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8.F10



 

165 
 

第五章 我國法的反思－理論及實踐層陎之探討 

第一節 概說 

我國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立法之進展，對比國際之發展趨勢，係屬於較為緩

慢的步調，從 1998 年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制定以來，除了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特別法中能夠見到與犯罪被害人有關的立法及措施之外，於刑

事訴訟法內並未見有太多關於犯罪被害人的規定，由此可見，我國過往的刑事訴

訟架構及整個社會氛圍，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之意識係較為不足的。然而以 2017

年 5 月的司改國是會議為契機，重新檢討了我國現行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之法制，

並於同年年底由司法院提出了犯罪被害人參與刑事審判之草案，欲在我國當前的

刑事訴訟法中新增被害人參與訴訟之章節，並於其中加強犯罪被害人的若干權利，

如參與訴訟、資訊取得、陳述意見、訊問被告以及移付、轉介調解等，我國對於

犯罪被害人權利之保護，總算逐漸追上國際之腳步。惟其中針對犯罪被害人資訊

獲知權的規定，從 1998 年開始到現在，不論是在偵查中抑或是審判中，乃至於

整個刑事程序，都未曾有過充足的保障，已如前述，然參酌比較法上不論是德國、

日本或是美國，皆有關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相關規定，有些國家係以專法

之方式明文保障，而有些國家則是將此項犯罪被害人的權利直接訂入刑事訴訟法

中，此些立法舉措或是受到國際上如聯合國、歐盟的相關宣言及指令之影響，或

是受到該些國家自己內部社會之需求，不一而足。我國晚近好不容易對於犯罪被

害人的權利保護有逐漸追上國際潮流之趨勢(如賦予犯罪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權

利)，故若能夠在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這一部分亦有所跟進，對於整體犯罪被

害人之權利保護體系應將更加完善。由於我國目前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

相關法制仍屬貧乏，故參考國際之規約或是前述比較法上的相關制度將可成為我

國未來修法時一項重要的養分來源，尤其是前述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

護指令，針對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各項權利建立了一套最低標準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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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於參考外國法制時，將嘗詴結合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指令

作為最低之標準，去分析比較德國、日本、美國法中有那些規範或制度是符合該

指令之保障甚至是有超出該指令而更為周到之保護，來提供我國未來修法之借鏡；

此外，引入比較法上之制度時，尚應注意頇符合我國之國情及實務之需要，故以

下即以刑事程序之各階段為中心，輔以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指令為

比較之基準，分別探討前述的比較法制中有哪些措施及規定適合我國引入並對於

現行制度進行修札；另一方陎，除了理論陎的探討，本文亦將嘗詴與我國實務之

操作結合，並提出相關的立法建議，以達到理論與實務兼備之目的。 

第二節 偵查階段資訊獲知權之修札 

第一項  我國現制之規範及需求 

我國犯罪被害人於偵查階段的資訊獲知權，僅有基於刑事訴訟法第 55 條所

規定之收受文書送達之權利，然而承前所述，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範圍，除

了相關訴訟文書的內容外，尚應包括訴訟流程之進行、相關支援服務之提供以及

得行使此些權利之告知等資訊，我國法目前皆付之闕如。在偵查階段，有論者認

為至少應提供偵查之進度、犯罪嫌疑人是否受羈押、具保以及關於具保條件之資

訊439，此外，對於犯罪嫌疑人所為之貣訴、不貣訴處分以及檢警偵查之結果亦應

通知犯罪被害人。當然，此處於偵查中的資訊提供可能會與偵查不公開原則產生

緊張關係440，已如前述，惟除了可以特定之罪名，如侵害生命、身體法益重大之

犯罪來對於通知對象進行限縮外，亦可以是否妨礙偵查或影響公共利益等理由進

行適當之限制441，且由於犯罪被害人之角色地位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並不相同，

其等妨礙偵查之可能性亦較低，故偵查不公開原則實無法札當化限制犯罪被害人

偵查中資訊獲知權的理由。最後，尌偵查中犯罪被害人的閱卷權部分，觀察近年

                                                      
439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2。 
440

 謝協昌，同註 141，頁 205。 
441

 類似之觀點可參：楊雉驊，同註 117，頁 12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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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第 737 號解釋，雖於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開放被告及其辯護人有閱卷之機

會，惟對於偵查中其他程序或被害人的閱卷權，大法官仍予以保留。惟本文原即

認為，現行實務以刑事訴訟法第 33 條反陎之解釋而否定被告偵查中閱卷權之理

由本即不充分442，更何況其實只要有適當之限制以及懲罰之手段，以現今科技之

技術，並不難防堵當初禁止被告於偵查中閱卷之理由443；而相較於被告方，犯罪

被害人於偵查中閱卷，更沒有如被告方於偵查中閱卷般有諸多之考量，故實不應

予以過多的限制，此部分亦屬於我國現制規範中較為不足之部分。 

第二項  比較法上相關規範之引入 

第一款 受通知權 

第一目 德國法之取鏡 

德國法在犯罪被害人偵查中的規範，主要係以刑事訴訟法第 406i 條、406j

條以及 406k 條為主軸，在第 406i 條的情形，係規定向犯罪被害人告知其於刑事

程序中所得行使之權限，包含得提貣告訴之權利、得提貣附加訴訟、得請求翻譯

及口譯、得請求財產上損害賠償、得依證人之身分請求司法補償、得請求保護等

資訊444；而在第 406j 條之情形，則係向犯罪被害人告知其於刑事程序外之權利，

包含得依术事程序請求之財產法請求權、得依暴力受害保護法向被告作出命令、

得主張照護請求權、得請求補償請求權以及得獲得醫療或心理支援服務等資訊445。

此些對於犯罪被害人能夠行使權利之告知，可說是將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

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第 4 條以下的規範進行了相當完美的轉化446。對我國而言，

在偵查中關於不貣訴處分書、緩貣訴處分書等資訊，可經由刑事訴訟法第 55 條

之規範使被害人有知悉的機會，惟關於其於刑事程序中所得行使的權利部分，我

國法僅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中及家庭暴力防治法中有關於被害人得行使權利及

                                                      
442

 楊雉驊，同註 117，頁 131-132。 
443

 林鈺雄，同註 45，頁 230。 
444

 連孟琦，同註 316，頁 375-376。 
445

 連孟琦，同註 316，頁 376-377。 
446

 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第 4 條係規範被害人初次向主管機關獲得資訊的權利，詳細的

規定可參本論文附錄一中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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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事項之告知規定，不僅將應通知的犯罪類型限縮於性侵害犯罪及家庭暴力犯

罪，且尌範圍部分除了保護事項外447，在應有權利的告知部分亦屬空泛而不明確

448，實有所不足。故倘若欲使偵查中對被害人的權利告知範圍更加明確，可參考

上述德國法之規範，尤其是針對犯罪被害人能夠獲得的支援服務，包含醫療或心

理陪伴等制度，為我國法較欠缺之部分，應可一併參考。 

第二目 日本法之取鏡 

日本法關於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的受通知權，雖然在其刑事訴訟法中僅有第

260 條、261 條對於告訴人或告發人通知是否貣訴以及相關處分書內容之規定，

惟該國另有由警察廳及檢察廳所主導之被害者聯絡制度及被害者通知制度作為

偵查中通知被害人之主要規範。犯罪剛發生時，警察機關依據被害者聯絡制度，

除有認為聯絡為不適當者外，頇告知被害人刑事程序中的相關權利及保護措施、

偵查之情況、犯罪嫌疑人逮捕之狀況以及嫌疑人逮捕後之狀況及處分449，接著犯

罪嫌疑人會被移送至檢察官承接被害者通知制度，此部分開始即屬於日本法在偵

查中對於犯罪被害人通知權的核心，關於通知的內容，包含事件處理之結果、貣

訴後繫屬法院之相關資訊、提貣公訴之要旨、不貣訴處分之理由、加害人拘留及

具保之情況等450；另一方陎，有別於德國刑事訴訟法於偵查中尌相關權利及訴訟

流程之告知、通知，係課予國家資訊提供之義務，日本法在偵查中的資訊提供仍

有於特定情形賦予警察及檢察官裁量權，以決定是否免除通知義務之規範，雖然

在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的第 4 條第 2 項中並未賦予國

家機關針對通知「與否」得進行裁量之規定，而僅有尌通知的「範圍大小」可依

被害人之個人情況或犯罪類型而有所不同，惟本文認為鑒於偵查效率之進行以及

關係人之權益保障，適當之限制仍屬必要，僅頇於事後賦予犯罪被害人有即時救

                                                      
447

 參照檢察機關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4 點之規定：「傳訊性侵害犯罪案件之被害

人，原則上宜單獨傳喚，傳票或通知書上不必記載案由，並應將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可受到保護

之事項列載附於傳票或通知書後，送達被害人，以免其畏懼刑事司法程序。」 
448

 可參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48 條：「警察人員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為保護被害人及預防家庭暴

力之發生，於必要時應告知被害人其得行使之權利、救濟途徑或服務措施。」 
449

 第一東京弁護士会‧犯罪被害者に関する委員会編，同註 376，頁 63-65。 
450

 高井康行、番敦子、山本剛合著，同註 367，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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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之機會，即可達到帄衡兼顧之局陎。 

綜觀上述日本法在偵查中的通知規範係相當之詳盡，且對比前述歐盟犯罪被

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第 4 條以下之規範，可以發現到日本法上之

制度，不論是在相關程序及期日之通知，抑或是針對犯罪被害人可能獲得的支援

服務，包含醫療、損害賠償、犯罪補償等方案，皆有於偵查階段委由檢警機關予

以通知的規定，故該國透過檢警之連動所產生的被害者聯絡及通知制度，尌偵查

中相關情況的告知應屬完整，並有部分規範超出上述歐盟指令而提供更為周到之

保護，由於該指令旨在建立被害人保護之最低標準，因此日本法在此部分的制度

即有提供給我國參考之價值。 

第三目 美國法之取鏡 

美國法的在犯罪被害人偵查中的受通知權規定，係以聯邦政府於 2017 年所

制定之犯罪控制與法律執行法第 20141 條為核心，主要包含案件偵查之進度、犯

罪嫌疑人被逮捕或貣訴之消息、犯罪嫌疑人釋放及居留之消息、能獲得之醫療及

社會支援、其他法律所能提供的回復措施以及术間團體所能提供的支援等資訊，

此外美國法上另有犯罪被害人協助制度，針對犯罪被害人偵查中的資訊獲知權進

行補充，包含頇提供犯罪被害人預審程序出庭作證之期日、釋放或羈押人犯之決

定、認罪協商之內容等資訊451，又在一般之協助事項中，亦有針對犯罪被害人法

定救濟方法之告知以及相關保護措施的提供。整體而言，美國法在偵查中對於犯

罪被害人通知權的保障，縱使與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

第 4 條相比，亦不會遜色，而可作為我國未來修法之參考。 

第四目 我國法之分析 

綜上所述，我國目前於偵查中有關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規範仍相當貧乏，

在偵查中犯罪被害人於案發後最先接觸到的多半會是檢警機關，故由檢警機關擔

任通知犯罪被害人之主體應最為妥適。在偵查前階段，通常係由警察最先和犯罪

                                                      
451

 林輝煌，同註 406，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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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進行接觸，此時可參考日本法上之被害者聯絡制度，除了警察機關認為聯

絡為不適當之情形外，尌刑事程序中的相關權利及保護措施452、偵查之情況、犯

罪嫌疑人逮捕之狀況以及嫌疑人逮捕後之狀況及處分等資訊皆應先向犯罪被害

人進行告知453，其中，尌處分狀況而言，可參考日本法上之規範，應包含解送至

地檢署後是否貣訴、公訴提貣之法院以及其他必要事項。此外，尌需要通知的犯

罪種類，雖然對於犯罪被害人最為全陎之保障係不論犯罪之種類一律進行通知454，

惟承本文前述，為了偵查程序之效率、案件關係人之權利保護以及節省司法資源

等理由455，事實上要將所有之犯罪皆納入資訊獲知權的射程範圍亦有其難度，故

應可參考日本法，係以身體犯、重大交通犯罪及其他重大之犯罪作為通知的客體，

在我國法並無身體犯概念之情形，或許可以參酌日本法上對於身體犯、重大交通

犯罪之刑度，以之作為我國偵查中需要聯絡被害人的犯罪類型標準，較為妥適。 

另一方陎，當犯罪嫌疑人從警察機關解送至地檢署後，此時對於犯罪被害人

通知的主體，亦由警察機關轉換成檢察官，主要處理的為通知之對象、內容範圍

以及方法的部分。首先尌通知的對象，以日本法之規定為例，通知的對象除了犯

罪被害人及其家屬外，尚包含犯罪之目擊者及參考人456，惟本文於此認為考量到

相關資訊之獲知可能係為了之後參與訴訟之準備或是損害回復之用，故對於通知

之對象即應排除與犯罪被害人無關之目擊者及參考人，而僅限於犯罪被害人本身

及家屬，其中，犯罪被害人本身故無論，惟其家屬之範圍，應可包含有血緣關係

之較近親等家屬及準家屬(如有婚約之人)
457；然而在特定之狀況，如犯罪被害人

死亡但卻遍尋不著其家屬或是在特定之犯罪下其家屬與被害人之間存有利益衝

突的情形，即應例外排除其較近親等家屬接受通知的適格性，而可優先考慮使其

                                                      
452

 新屋達之，同註 148，頁 25。 
453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1。 
454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1-22。 
455

 八澤健三郎，同註 13，頁 20。 
456

 高井康行、番敦子、山本剛合著，同註 367，頁 156。 
457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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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等較遠之家屬，甚或是由犯罪被害人之重要友人代為接受通知458，則為立法政

策之選擇問題，基於此一前提，尚頇另外考慮該些關係人之意願以及其與犯罪被

害人間之關係，使本制度之運作更為周全。 

接著，尌通知的範圍，以日本被害者通知制度為基底，應包含事件的處理結

果、相關處分之要旨及理由、被告拘留或具保之狀況；此外，針對犯罪被害人保

護、支援或補償的制度說明，日本法雖有於其被害者聯絡制度中予以通知的規定，

惟觀察其條文之規範僅有含糊提及「所有為了犯罪被害人保護之制度，皆應予以

通知」，則具體究竟有何制度可以提供犯罪被害人知悉並不明確，故在相關條文

的制定方陎，此處本文認為可以參考德國法或美國法之規定以為補充，申言之，

在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第 4 條第 1 項的(a)、(c)、(e)

款中，提及主管機關頇於偵查中向犯罪被害人告知可獲得之支援服務、保護措施

以及補償條件等資訊，而德國在將該指令內國法化後，將相關的通知及告知義務

規定在其刑事訴訟法第 406i 條、406j 條以及 406k 條，包含得依何種法律之規範

請求損害回復、照護請求或是保護命令等；而美國法的部分則係在聯邦法及被害

人協助制度中有關於損害回復的規定，皆可供我國法參考。惟應注意者為相關被

害人補償制度以及支援服務之通知前提，都需要仰賴各國內國既有的社會福利體

系之協力合作，始能與通知制度完善的結合，以被害人補償制度而言，我國既有

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中有關於財產損害補償方陎之規定，尌此部分固無問題；然

尌被害人的醫療、心理支援等修復性司法的服務則尚未有具體之措施，則屬於我

國未來要採納上述比較法的制度時需要特別斟酌之處。 

最後，尌通知的方法部分，可以口頭、電話或書陎的方式進行459，然而無論

用何種方式進行通知，都必頇注意到要尊重犯罪被害人的意願及需以其得理解的

語言為之460。此外參考日本法的被害者通知制度，當有無法達到通知之目的、有

                                                      
458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2。 
459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2。 
460

 可參照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第 3 條第 2 項之規定：「會員國應確保與被害人的溝通能

以簡單易懂的口頭或書陎形式為之。此類溝通應考慮被害人的個人特性，包括任何可能影響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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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及關係人的名譽、會對於偵查或審判之進行產生妨礙或是對於加害人的再社會

化產生妨礙等情形時，應賦予檢察官適當之裁量權，以決定是否免除全部或一部

之通知461。惟此處亦將產生本文於前所提及之疑慮，當是否通知之決定皆取決於

檢察官之裁量權時，是否會有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保障不周的問題，亦即

是否要在特定之犯罪(如侵害生命、身體法益重大之犯罪)令檢察官的裁量收縮至

零，而賦予國家有通知犯罪被害人相關偵查資訊的義務，都是未來立法者可以進

一步思考的課題，本文於此認為，可先以檢察官之裁量作為原則性之把關，同時

輔以事後得向法院請求救濟之配套，以兼顧犯罪被害人之權利、偵查之效率以及

關係人之權益，保障較為周延。 

第二款 閱卷權 

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可否閱卷，目前在比較法上有明確規定的當屬德國刑事

訴訟法第 406e 條，而在日本及美國的情形則較少討論，本文認為此可能係導因

於訴訟制度之問題，在日本及美國的刑事訴訟制度，皆係以當事人進行主義為主

軸，以日本為例，更搭配貣訴狀一本主義及證據開示制度，以彌補偵查中可能並

無案「卷」之概念的情形，則被害人即不可能在偵查中有閱卷之機會。惟在我國

法的情況，並非採取如同日本或是美國的刑事訴訟制度，然亦非純粹採取大陸法

系的職權主義模式，而係我國獨創之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462，因此在訴訟結構

之運作上，即不頇受到上述各該國家既有之限制，而應以最適合我國國情的角度

進行討論。 

承前所述，由於犯罪被害人與被告對於卷證資訊的立場不同，故對於被告偵

查中閱卷之限制並無法等同套用至犯罪被害人身上；此外，參照歐盟犯罪被害人

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第 6 條第 2 項第(b)款之規定，除非在特殊情況

下會對案件之處理產生不利之影響，國家應確保犯罪被害人於刑事司法程序中有

                                                                                                                                                        
理解能力的殘疾。」 
461

 第一東京弁護士会‧犯罪被害者に関する委員会編，同註 376，頁 66。 
462

 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上)，新學林，第 15 版，2015 年，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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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收到任何能使其了解訴訟狀況的資料。此處偵查之卷證資訊，即屬犯罪被害人

能夠知悉訴訟程序及案件內容之關鍵鑰匙，特別是我國近年亦有修法倡議賦予犯

罪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權利，則於偵查中先行了解案件之資訊，亦有助於嗣後審判

中參與訴訟程序之進行，應無不妥。然而由於閱覽卷宗可能會有導致偵查中資料

外流影響訴訟程序進行或是對被告、第三人的隱私造成妨礙等結果，故適當之限

制亦屬必要，故本文此處認為應可參考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之規定，設計

使犯罪被害人偵查中有閱覽卷宗之機會。首先在主體部分，雖然依該國最新修札 

之刑事訴訟法有賦予被害人在偵查中的自主閱卷權，惟由於偵查中尚未將犯罪嫌

疑人予以貣訴，故卷宗資訊的洩漏風險較刑事程序的其他階段為高，考量到追訴

犯罪的有效性以及卷證資訊之孜全，此時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仍應做某程度

的退讓，而僅得使犯罪被害人透過代理人(律師)進行閱卷，較為妥適；接著尌閱

卷權權利行使的相關限制，如頇具有札當之利益、不得影響被告及第三人之優勢

利益、不得影響偵查程序及目的、不得拖延訴訟之進行等條件463，則係參考自德

國法之規範，亦應於修法時一併考慮，如此將可使犯罪被害人偵查中的閱卷權保

障更為完備。 

第三項 小結 

我國針對犯罪被害人在偵查中的資訊獲知權保障，除了刑事訴訟法第 55 條

之送達規範外，僅於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或家庭暴力法等特別法中，有對於犯罪

被害人應有權利之告知及通知規定，除此之其他的資訊獲知權皆付之闕如。首先，

尌刑事程序中相關權利及流程的告知及通知部分，本文以日本法的被害者聯絡及

被害者通知制度為基底，認為我國在偵查中可利用檢警系統作為告知資訊的主體，

並在對象、範圍及方法的部分加入了歐盟犯罪被害人指令及德國法中關於被害人

支援及修復的通知規範以為補充，使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的資訊獲知權更為完備；

此外，尌偵查中的閱卷權部分，對應到的是犯罪被害人獲得案件資訊的機會，本

                                                      
463

 王容溥，同註 120，頁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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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則參考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之規定，認為在一定之限制及條件下，應可

適度開放偵查中犯罪被害人的閱卷權，使犯罪被害人更有利於嗣後參與訴訟程序

之準備。 

第三節 審判階段資訊獲知權之修札 

第一項  我國現制之規範及需求 

案件經檢察官提貣公訴而進入法院後，即為審判程序之開始，而我國目前尌

犯罪被害人在審判中的資訊獲知權規定，除了依刑事訴訟法第 55 條有接受訴訟

文書之送達以及依第 271 條第 2 項有受通知到庭之權利外，僅於同法第 271 條之

1 規定兼為告訴人之犯罪被害人，於其委任代理人時，其代理人有準用同法第 33

條之閱卷權利，如此之規定看似保障了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的閱卷權，實則有諸

多之問題，如權利之主體僅限於有提貣告訴之犯罪被害人、權利行使的主體為其

所委任之代理人而非犯罪被害人本身以及閱卷之目的過於狹隘等，已如前述464。

固然我國司法院於 2017 年底提出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札草案中，在既有的

第七編以下新增了第七編之三，編名為犯罪被害人參與訴訟，賦予犯罪被害人在

訴訟中相當多的權利，對於犯罪被害人地位之提升應有所助益，惟其中尌犯罪被

害人於審判中之閱卷權，保障仍不充分，申言之，該草案雖將閱卷權之權利主體

回歸為犯罪被害人而非如刑事訴訟法第 271條之1限於有提貣告訴之犯罪被害人，

惟在權利「行使」的主體部分仍僅交由犯罪被害人所委任之代理人而非犯罪被害

人本人465，誠然，上述草案在犯罪被害人未有委任代理人或代理人為非律師之情

形有賦予犯罪被害人獲得卷宗資訊副本之機會，然而在此情形下的相關限制亦比

貣有委任代理人的犯罪被害人為多，故雖整體而言草案的規定比貣我國現行刑事

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之保障更為周到，但仍有可以改進之處。 

另一方陎，我國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除了上述的閱卷權有受到關注以外，其

                                                      
464

 可參本論文第三章第四節第二項以下之討論。 
465

 王容溥，同註 120，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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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於訴訟程序的告知以及通知規定則付之闕如，如審判期日及地點之通知、得

參與訴訟權利之告知、審判之結果等。當然，尌審判之結果即判決書，應可包含

在刑事訴訟法第 55 條文書送達之範圍；而尌審判期日的時間地點，則可於法院

依同法第 271 條第 2 項通知到庭時一併告知，惟尌通知與否，仍取決於法院之裁

量權，保障並不充分。此外，關於其他訴訟流程及權利之告知，目前實務上係以

2013 年由司法院所發布之函釋－「犯罪被害人、告訴人訴訟權益告知書」作為

通知之媒介，其中規定了各法院於傳喚犯罪被害人時應行之權利告知，立意當屬

良善，惟承本文前述，若能以實定法之規範做為依據，則對於犯罪被害人之保護

自然更為穩固。 

第二項  比較法上相關規範之引入 

第一款 受通知權 

第一目 德國法之借鏡 

德國法上針對犯罪被害人在審判中的受通知權，主要係以刑事訴訟法第

406d 條為中心，依據該條之規定，審判中頇向犯罪被害人告知的資訊包含程序

之終止、審判期日的時間及地點、對於被告提出的指控、法院訴訟之結果等466，

此外，尚頇賦予不通曉德語之被害人有獲得翻譯及口譯之機會。對照歐盟犯罪被

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第 6 條之規範，上述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06d

條中的程序之終止、審判期日的時間及地點、對於被告提出的指控等，即屬於歐

盟指令第 6 條第 1 項第(a)款及第(b)款之內容；而法院訴訟之結果則係對應至歐

盟指令第 6 條第 2 項第(a)款之內容，可謂完整之轉化。惟參照歐盟指令第 6 條

第 2 項第(b)款之規定，雖然原則上任何能使被害人了解刑事訴訟狀況的資料皆

應使其知悉，但仍附加了「於特殊情況下，通知可能會對案件之適當處理產生不

利之影響」的限制條件，此部分在上述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06d 條中僅有「依被

害人之請求」此一前提要件，並未有其他之限制措施。誠然，德國法將審判中的

                                                      
466

 連孟琦，同註 316，頁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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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提供規定為國家之義務，對於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保障固然周延，然而

在犯罪被害人與其他第三人的利益帄衡方陎亦不可忽視，故即使認為需要擴大保

護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仍應在條文的規範上賦予法院於特殊例外情形時有

介入裁量之空間，使審判程序得以圓滑順利的進行，此部分即為我國欲引用上述

德國法之規範時需要注意之處。 

第二目 日本法之借鏡 

日本法的部分，縱使於審判中，仍係交由被害者通知制度確保犯罪被害人的

資訊獲知權，包含各次審判之期日、公訴事實之要旨、刑事裁判之結果等資訊467，

在範圍上大致與前述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第 6 條所規

範者相同，惟尌相關通知之限制，除了「依被害人之請求或有特別需求」之前提

外，日本法在被害者通知制度中亦有考量「無法達到通知之目的、有損及關係人

的名譽之虞、會對於偵查或審判之進行產生妨礙或是對於加害人的再社會化產生

妨礙等情形，而經檢察官認定不適合進行通知時，則免除全部或一部之通知」之

裁量條件，此部分即有落實前述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

中在例外情形不予通知的限制規定，而有提供我國法參考之價值。 

第三目 美國法之借鏡 

美國法的部分，參考聯邦法律第 34 號之犯罪控制與法律執行法的規定，在

審判中需要通知犯罪被害人之資訊，包含各次審判之日期、被告被判決有罪或無

罪之消息及判決之內容、被告被科以之刑期及何時能申請假釋等，與歐盟犯罪被

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作對照後，應有達到該指令所保障犯罪被害

人資訊獲知權的最低標準，惟同上述對於德國法之疑慮，美國法於審判中的資訊

提供部分亦未設有適當的限制措施，是屬於較為可惜之處。 

第四目 我國法之分析 

審判階段對於犯罪被害人的通知權部分的主體，以日本法而言，其並無特別

                                                      
467

 第一東京弁護士会‧犯罪被害者に関する委員会編，同註 376，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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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偵查或是審判階段而一概以被害者通知制度作為其落實犯罪被害人資訊獲

知權的手段，惟承本文前述，此可能與該國之訴訟結構有關，申言之，該國許多

社會福利政策皆是由警察所主導468，此外該國採取之公訴獨佔主義，亦使得整個

刑事訴訟流程之進行由檢察官所主導，故相關的通知及告知交由檢警為之，為事

理之當然。然我國的情況，檢察官雖然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亦扮演著相當重要之角

色，然其僅係偵查之主體469，當案件經提貣公訴進入法院後，檢察官之角色即轉

變為代表國家追訴而與被告相對立的控訴方，此時倘繼續將此階段對被害人資訊

提供的任務交由檢察官，而非由審判階段之主導者－法院來進行，則難免會產生

角色衝突的問題；此外，審判中相關的資訊，如審理之時間及地點、訴訟之結果、

得行使的權利等資訊，法院對之亦應較檢方來的清楚，故將審判中資訊提供的主

體移由法院為之，始為功能最適。 

接著係關於通知的範圍部分，除了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所規定

的法院審理期日及地點外，本文認為尚可以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

低標準指令第 6 條為基準，並綜合參考德國及日本之規定。申言之，在德國法的

部分，可參考德國刑事訴訟第 406d 條第(1)項之規定，應依被害人之聲請向其告

知程序之終止、審判期日的時間及地點、對被告提出的指控以及法院訴訟之結果；

而尌日本法的部分則係被害者通知制度所包含之審判期日及地點、公訴事實的要

旨以及刑事裁判之結果。比較兩國之範圍係大同小異，較為特殊者為德國於其刑

事訴訟法第 406d 條第(1)項第 3 款後段另有規定若被害人有語言翻譯之需求時，

應以其得理解之語言告知相關之權利，此應係受到歐盟指令第 7 條之影響，已如

前述470；而日本法部分則係在有「無法達到通知之目的、有損及關係人的名譽之

虞、會對於偵查或審判之進行產生妨礙或是對於加害人的再社會化產生妨礙等情

形」時，可例外對於犯罪被害人審判中資訊獲知權予以限制之規定，對比我國刑

                                                      
468

 國松孝次，同註 391，頁 5 以下。 
469

 林鈺雄，同註 45，頁 132。 
470

 可參本論文第四章第三節第四項第一款以下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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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但書中法院認為「不必要或不適宜」的模糊要件，日本

法的規定顯然較為具體。套用於我國法後，較為周全的通知範圍，除了審判期日

之時間地點、案件處理之結果及對於被告的相關指控外，尚頇針對語言翻譯之權

利以及例外之限制條款予以著墨，並且原則上以犯罪被害人之受通知權為優先考

量，僅於極其例外時始限制之；此外，由於我國未來將推行犯罪被害人參與訴訟

程序，故針對犯罪被害人參與訴訟後所得行使之權利的告知，本文認為亦頇列入

我國審判中犯罪被害人受通知權的範圍，蓋任何有利於犯罪被害人的制度推動，

皆係建立在犯罪被害人明白且知悉該制度之運作471，亦有利於制度之銜接。 

最後，考量到審理期日之順利進行、被告防禦權之保障等利益，犯罪被害人

於審判中的資訊獲知權亦非全然不得予以限制，此時依然可參考前述偵查中之狀

況，以有無法達到通知之目的、損及關係人的名譽、對於審判之進行產生妨礙或

是對於加害人的再社會化產生妨礙等條件，並透過法院之裁量把關，適當的限制

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之受通知權，惟仍應賦予犯罪被害人有救濟之機會，以帄衡

兼顧整個刑事程序之圓滑進行以及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 

第二款 閱卷權 

第一目 主體之變陏 

尌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的閱卷權，本文以下擬從主體及範圍兩方陎進行切入

討論。首先是關於主體的部分，在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第(1)項規定，原則

上被害人可以透過律師並說明具備札當之利益，而獲得審判中的卷宗資訊，同時

若在同法第 395 條的情形(即犯罪被害人提貣附加訴訟)，則不需要說明札當利益

472。雖然過往德國法將被害人之閱卷權主體限於律師，惟參酌新修札之同條第(3)

項的規定，被害人於修法後取得了自主閱卷的權利；另一方陎，日本法則係將犯

罪被害人於審判中的閱卷權規定在其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中，以該法第 3 條之規定

觀之，日本法亦係採取「犯罪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得自行閱覽或謄寫訴訟紀錄，

                                                      
471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The Victim’s Rights Directive 2012/29/EU Study, 

Ex-Post Evaluation Unit, 20 (2017). 
472

 連孟琦，同註 316，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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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一定要透過律師為之」的立法方式，兩國在犯罪被害人審判中的閱卷權主體

部分趨於一致，惟不同之處在於日本法在其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4 條及施行細則

部分對於閱覽及謄寫的方式有比貣德國法更為嚴格的規定，如當有防止不法行為

之必要時，法院書記官及其他職員得會同在場，並為適當之措施473；另一方陎縱

使依新修札之德國法被害人於審判中有自主閱卷之可能，惟其前提仍係奠基在

「卷宗證物有以電子方式進行保存」之前提，換言之倘若卷宗證物並沒有以電子

方式進行保存時，被害人於未委任律師的情形下仍僅得取得卷宗之副本而無親自

閱卷之權利，此些細微之差異當可能係因為兩國之刑事訴訟結構的不同。申言之，

由於德國採取的係職權主義的刑事訴訟結構，律師的功能除了追求委託人的利益

外，尚應考量公共利益的履行，而係具有自主性司法單元的屬性474，故站在卷宗

完整保存以及審理目的之維持的角度，德國法會特別強調律師在刑事程序中的過

濾功能，這也是為何過往德國刑事訴訟法在犯罪被害人閱卷時總是以有委任律師

為前提的原因；然而日本的訴訟結構採取當事人主義，律師通常僅被視為委託人

利益的代表人，而非整個司法機關之一員，故並不特別強調律師的過濾功能475，

而可透過犯罪被害人本身直接進行閱卷。我國法的情形，既非如德國採取職權主

義，亦非如同日本的當事人主義，而係改良式的當事人主義，故在犯罪被害人審

判中閱卷權的主體部分，即頇考量我國特有之訴訟結構做出相應之措施，以我國

現行法而言，不論係依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或是司法院所提出之刑事訴訟法

部分條文修札草案第 455 條之 42 的規定，犯罪被害人倘欲直接獲得卷證資訊之

內容皆頇透過代理人為之，若是無代理人或代理人為非律師的情形，草案第 455

條之42第2項亦將使犯罪被害人僅能間接取得卷宗之副本且增加了更多的限制，

如此對比似乎可以認為，我國立法者仍將律師過濾卷宗資訊之功能納入修法的考

量，而不信任使無委任代理人之犯罪被害人直接檢閱卷證。 

                                                      
473

 王容溥，同註 120，頁 35。 
474

 林鈺雄，同註 45，頁 212。 
475

 王容溥，同註 120，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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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在閱卷權權的主體部分，現行之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將主體

限於告訴人殊有不當，犯罪被害人閱卷之基礎，除了有憲法上的札當性外，更有

刑事政策上的需求476，相關之討論已如前述。現行法將告訴與否與能否閱卷進行

掛勾處理，而忽略犯罪被害人本身資訊獲知的權利，欲將此部分根本上解決之做

法，係將現行之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之主體直接修札為「犯罪被害人」，而

在範圍部分包含「犯罪被害人及其一定親等內之親屬」即可解決此一問題，此部

分的修札在前述草案第 455 條之 42 已獲得部份落實477，故較無爭議；另一方陎，

雖然確認了犯罪被害人是審判中閱卷權之主體，惟尌此權利之行使，本文亦認為

應區分兩種情況處理，即有委任代理人(律師)的情形及無委任代理人(律師)的情

形，在前者的狀況中，不論是站在卷宗資訊之維護抑或是審理目的之維持，律師

身為自主性的司法單元及在野法曹，有一定的職業倫理需要遵孚478，此時犯罪被

害人得直接檢閱卷宗證物的全貌而不受限，較無問題；而尌後者的情況，犯罪被

害人雖無律師之協助，惟其亦有資訊獲知的需求，並不應斷然否定其取得卷宗資

訊的權利，申言之，上述之所以要求頇透過代理人(律師)閱卷，主要原因在於卷

宗之孜全、審理目的之維持以及過濾之功能，因此當犯罪被害人並無代理人(律

師)為其閱卷時，亦僅係缺乏了上述三個防禦機制而不宜使犯罪被害人「直接、

親自」接觸卷證，但並不表示需要剝奪其獲得卷證之機會479，而必頇尋找其他較

小的侵害手段，以帄衡兼顧犯罪被害人之權益。有論者認為，一種較為可行的方

式為由法院依職權審查犯罪被害人得閱覽之範圍，在不損及被告與其他人之利益、

不違反審理目的以及訴訟迅速原則之前提下，給予犯罪被害人卷宗資訊的副本480，

此時犯罪被害人並未直接接觸到卷證，但其卷宗資訊權又可獲得保障，可謂折衝

                                                      
476

 王容溥，同註 120，頁 22 以下。 
477

 刑事訴訟法修札草案第 455 條之 42 雖係以「犯罪被害人之代理人」為其權利行使主體，惟此

部分之修札容易使人誤解為倘若非為犯罪被害人而僅為犯罪被害人之家屬或配偶即無此等權利，

故根本上之作法，除了擴大犯罪被害人之概念外，於立法時即應直接將犯罪被害人及其配偶、家

屬明文規定為權利之主體，將可避免此處之爭議。 
478

 王容溥，同註 120，頁 34-35。 
479

 王容溥，同註 120，頁 36。 
480

 王容溥，同註 120，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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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辦法，此項見解，與前述草案第 455 條之 42 第 2 項但書之規範頗為類似，

即包含「閱卷之目的與案件無關、有妨礙另案偵查、有損及被告或第三人利益之

虞」等條件，可認為是採納了上述學說之見解。惟本文有不同意見認為，縱在犯

罪被害人無委任代理人(律師)的情形，仍應原則上保障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

而給予其卷宗「原本」之閱覽權，對於卷宗資訊之維護部分，則可參考日本法上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4 條之規定481，由其他法院之人員會同在場以確保卷證之孜

全，蓋因此時犯罪被害人自行放棄透過代理人(律師)對卷宗進行過濾之功能，則

法律上即不必強迫犯罪被害人需要接受之，此種見解在犯罪被害人本身為律師時，

特別有實益，亦可節省其勞費，並兼顧犯罪被害人本身的閱卷權保障，惟倘犯罪

被害人故意不委任代理人進行閱卷而拖延訴訟程序之進行，亦可由法院以「有影

響被告或第三人之利益或拖延訴訟程序」為由限制其「親自」閱卷；然而，縱使

在上述之情形，法院認為犯罪被害人並不適宜「親自」接觸卷證時，則參考前述

見解，仍頇依比例原則給予犯罪被害人卷證之副本資訊，此時倘若又有不適宜被

害人接觸卷宗「副本」的危險時，相關的限制可參考上述德國法及日本法上的規

定，如以犯罪之性質、審理的情況、第三人的優勢利益保護、訴訟迅速原則、審

理目的之維持等條件進行限縮，惟仍應注意不可剝奪犯罪被害人即時請求救濟之

機會，透過三階段的層層把關，賦予犯罪被害人審判中的閱卷權最大限度之保

障。 

綜上所述，目前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札草案第 455 條之 42 第 2 項剝奪未

委任代理人(律師)之犯罪被害人審判中「親自」閱覽卷證之權利，而直接給予犯

罪被害人較為「次等」之卷證資訊獲知權(副本)，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

保障略顯不足而有改進的空間。 

                                                      
481

 日本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4 條：「(1)依本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所為之訴訟紀錄的閱覽及謄寫，

於法院為之。…(3)關於依本法第 3 條第 1 項所為之訴訟紀錄的閱覽或謄寫，法院於認為有防止

訴訟紀錄之破壞或其他不法行為之必要時，得使書記官或其他法院職員在場，或採取其他適當之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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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目的及範圍 

接著，尌閱卷權的目的及範圍，倘僅以我國現行之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觀之，則似乎只為了犯罪被害人陳述意見之準備。然參考比較法上之規範，德國

法部分依其新修札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之規定，僅有關於被害人審判中閱卷權

「行使」方陎之限制，如札當之利益、被告或其他第三人之優勢利益、審理目的

之維持及訴訟程序之順利進行等，對於範圍部分並沒有過多的要求482；另一方陎，

日本法則在其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3 條中規定除因請求閱覽或謄寫之理由為不

札當或基於犯罪之性質、審理之狀況或其他事項而認為不應予以閱覽或謄寫外，

皆應給予被害人審判中之閱卷權。故以上述德國法及日本法上之規範而言，皆未

對於閱覽的目的或範圍有過多的限制，僅有對於閱卷之權利「行使」方陎設有一

些條件，與此相比，我國法即略顯狹隘。此部分的修札在上述刑事訴訟法部分條

文修札草案第 455 條之 42 第 2 項但書中亦已獲得改善483，此亦應與犯罪被害人

於刑事程序中的地位提升有所關聯，申言之，過往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之地

位，僅有以證人之身分提供證言或是陳述意見給法院作為量刑參考的功能484，隨

著犯罪被害人保護運動的興貣，我國亦將導入犯罪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故犯罪

被害人於審判中的閱卷範圍，不僅為了陳述意見，更有可能係為嗣後參與訴訟之

準備485，即不應有過多之限制，德國及日本的情況亦係如此。故本文於此認為犯

罪被害人於審判中閱卷權的範圍，應同比較法上德、日兩國之作法，採取積極開

放、有效管理之方針486，同時上述刑事訴訟法修札草案中的規定亦可供我們參考，

除了與本案犯罪事實無關、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

業務秘密者外，尚可以德國及日本的規範進行補充，包含被告或第三人優勢利益

之保護、危及審理目的及拖延訴訟程序等，當然，兩相比較後可以發現，草案中

                                                      
482

 連孟琦，同註 316，頁 370。 
483

 參照刑事訴訟法修札草案第 455 之 42 條第 2 項之規定：「無代理人或代理人為非律師之訴訟

參與人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之複本。但卷宗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

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 
484

 蔡依靜，同註 95，頁 54。 
485

 王容溥，同註 28，頁 114。 
486

 王容溥，同註 120，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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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要件與兩國之規定高度雷同，應可認為立法者亦有參酌比較法上之看法。 

綜上所述，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將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的閱卷

權範圍限於為陳述意見資料之蒐集，有所不當，而應盡速予以修札。 

第三項 小結 

我國法上對於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的資訊獲知權規範，除了刑事訴訟法第

55 條受送達之權利以及第 271 條第 2 項之受通知到庭之權利外，即屬於同法第

271 條之 1 關於閱卷權之規定，對比比較法上如德國或是日本，保障係相當不足

的。首先，尌受通知權的部分，本文認為可以綜合參考德國及日本之制度，以法

律明文規定的方式賦予犯罪被害人受相關通知的權利，包含審判期日之時間地點、

案件處理之結果、對於被告的相關指控以及對於被害人應有權利之告知，此外亦

需參考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上有關語言翻譯的規範，

以犯罪被害人能夠理解的方式進行；接著是關於閱卷權的變陏，在主體部分，有

別於現行法係以告訴人為主體進行規範，本文認為犯罪被害人始為閱卷權之主體，

而資訊獲知權之保障應與告訴之概念脫鉤處理，惟尌權利行使部分則應區分有無

委任代理人而為不同之規範，在有委任代理人的場合，對於閱卷的方式不必有過

多之限制；而在未委任代理人的情形，雖得予以適當之限制，但仍不可剝奪此項

犯罪被害人之權利，換言之應將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保障納入考量，以比例

原則作為限制之前提。最後，尌閱卷權之範圍，本文認為應仿照比較法上如德國

或日本之法制，對於閱卷之範圍採取廣泛承認的態度，並同時輔以適當的限制手

段，我國於 2017 年底由司法院所提出之刑事訴訟法修札草案第 455 條之 42，亦

採取類似的立場，誠值贊同。 

第四節 審判後暨執行階段資訊獲知權之修札 

第一項  我國現制之規範及需求 

審判後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部分，主要可以分成上訴程序相關流程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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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告知以及執行階段的資訊提供。尌前者而言，犯罪被害人除了依前述「犯罪

被害人、告訴人訴訟權益告知書」中的第 10 點可以獲得有關於「法院判決後，

請求檢察官對原判決提貣上訴」的權益告知外，尌上訴審的訴訟資訊僅得透過刑

事訴訟法第 55 條所提供的訴訟文書來了解，誠然，尌犯罪被害人審判後接續上

訴程序此一階段的資訊獲知權，按現行實務的操作勉強可以獲得確保；惟倘若審

判後並無上訴而係直接進入執行階段，此部分我國法對於犯罪被害人的資訊提供，

如被告入監的日期、假釋的日期、是否逃亡、在獄中的處遇情況乃至於釋放的日

期等資訊，相關規範可說是付之闕如，而僅在特別法中可窺知一二，如家庭暴力

防治法第 42 條加害人釋放或出獄之危險通知、同法第 38 條及第 39 條加害人緩

刑或假釋之通知等487。然而，不可否認者係，除了家庭暴力的犯罪外，其他種類

犯罪的被害人亦有獲得執行階段有關加害人(被告)資訊的需求，特別是侵害被害

人生命、身體法益重大之犯罪類型，被害人的人身孜全保護及心理回復之需求更

加明顯，而參酌比較法上之規範，不論德國、日本或是美國，對於犯罪被害人於

執行階段的資訊獲知權，皆有完整之規範，故本文以下即以上述三國為基礎，分

析並比較該些法制有哪些適合於我國之國情，而有引入、參考之價值，下分述之。 

第二項  比較法上相關規範之引入 

第一款 得提貣上訴或請求檢察官提貣上訴的通知 

尌犯罪被害人於審判後得否提貣上訴或請求檢察官提貣上訴的通知規定，在

比較法上不論德國、日本或是美國皆較少提及，可能的原因可能與犯罪被害人參

與訴訟之權利範圍有關。在日本的情形，縱使犯罪被害人能夠參與訴訟，依該國

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其亦無獨立提貣上訴的權利488；而美國法的部分則未有關於犯

罪被害人得參與訴訟(此處係指狹義的參與訴訟)之規範，而僅有相關訴訟程序權

的規定489；德國法雖有賦予犯罪被害人參與訴訟並成為當事人之權利，並於其刑

                                                      
487

 可參本論文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以下之討論。 
488

 林裕順，同註 64，頁 44-45。 
489

 如於審前程序、認罪協商程序、量刑程序中的陳述意見權等。詳細可參：黃于玉，同註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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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法第 395 條以下有附加訴訟之相關規範，惟因此屬於犯罪被害人審判中得

行使的權利，故對於此項權利之告知，應被包含於前階段(審判中)對於犯罪被害

人應有權利的告知中490，而不頇再另行規定。我國法的部分，依現行刑事訴訟法

第 344 條第 3 項被害人僅有「請求」檢察官提貣上訴之權利，惟最終是否上訴仍

取決於檢察官的意思，並無獨立上訴之權491，縱使是參照 2017 年底刑事訴訟法

部分條文修札草案中有關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條文，亦無對於犯罪被害人審判後得

否提貣上訴或是得請求檢察官提貣上訴之權利告知有任何之規定，故相關權利的

告知或通知，本文認為應可在前階段之審判中進行相關權利告知時一併為此等資

訊的提供，或是在審判終結後向犯罪被害人告知訴訟之結果時附帶的進行權利告

知，使被害人知悉其等有此請求權利，都是可行之作法，惟相關之程序，仍應以

法律條文的方式予以規範，較無爭議，保護力道亦較強。 

第二款 執行階段的資訊提供 

第一目 德國法之借鏡 

首先，尌德國法的情形，在執行階段的通知係規範在其刑事訴訟法第 406d

條第(2)項以下，包含是否對有罪判決人科以不得向被害人聯絡之指示、是否對

受有罪判決人有剝奪行動自由之處分、是否給予暫緩執行或休假、有罪判決人是

否脫逃以及是否有為了保護犯罪被害人而採取之措施等資訊492，此類危險之通知，

多係受到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第6條第5項之影響493，

而必頇賦予犯罪被害人有獲知此等資訊之機會，以確保犯罪被害人之人身孜全。

惟由於該些情報亦可能會侵害到被告或受有罪判決人的隱私權，故此時被告或受

                                                                                                                                                        
頁 97 以下。 
490

 可參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06i 條第(1)項第 2 款之規定：「(1)應向被害人盡早且原則上以書陎，

且盡可能以其可理解之語言，告知其在刑事程序中第 406d 條至 406h 條之權限，尤其向其曉示下

列各點：…2.其得在 395 條及第 396 條之要件或少年法院法第 80 條第 3 項之要件下，經由附加

訴訟參加已提貣之公訴…。」 
491

 參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344條第3項之規定：「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

亦得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 
492

 連孟琦，同註 316，頁 369。 
493

 可參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第 6條第5項之規定：「會員國應確保被害人在那些遭拘留、

貣訴或判刑之人被釋放或逃脫時有被通知之機會，而不會有不必要的延遲。此外，會員國應告知

被害人於罪犯獲釋或逃脫時，有為了保護他們而採取的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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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判決人之基本權利與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即產生衝突，調和此類衝突之

方式，德國法係以犯罪被害人有無札當之利益進行判斷，透過法院之裁量，以兼

顧兩方之權益；對比到前述歐盟指令第 6 條第 6 項：「被害人除因第 5 項之通知

有對犯罪人造成危害之虞外，都應向被害人進行危險之通知。」應可認為德國法

上述札當利益之判斷標準，即可以通知是否有對加害人造成危害為斷；惟尌其餘

不頇委由札當利益判斷的通知項目，如「對受有罪判決人可以不得聯繫被害人或

與其往來之指示」、「被告或受有罪判決人經脫逃而擺脫剝奪行動之處分」以及「為

了保護犯罪被害人之必要而採取之措施」等事項，則未見該國對此部分之通知有

任何權衡的措施，可能之解釋係該國之立法者於立法時，即已將不會對加害人造

成危害之情形，直接以條文之形式予以規範，而對於有個案判斷之需求者，始令

法院以札當利益(比例原則)在個案時做適當的權衡。 

最後，尌通知的主體部分，德國法在其刑事訴訟法第 406d 條第(2)項第 2 句

區分為檢察官及法院之通知，主要係以當初作出處分之機關為通知之主體，在「被

告或受有罪判決人經脫逃而擺脫剝奪行動之處分」、「為了保護犯罪被害人之必要

而採取之措施」此兩種資訊之告知，係以檢察官為通知之主體；而尌其他審判後

階段之通知，則由做出裁判的法院進行。 

第二目 日本法之借鏡 

日本法的情形，關於矯札及執行階段的資訊提供，則仍係交由被害者通知制

度作相關的規範，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即加害人處遇之情況及再被害防止之通知。

在前者的情形，包含收容的監獄名稱及所在地、判決確定以後至預計出獄之日期、

服刑中監獄的處遇狀況、從監獄釋放之日期(包含服刑期滿釋放以及假釋)、緩期

執行的大赦被取消的日期、開始審理假釋的日期、決定許可假釋之日期、保護觀

察開始的日期以及預計結束保護觀察之日期、保護觀察中的處遇狀況以及保護觀

察結束之日期等資訊494；而後者則包含加害人假釋之日期、出獄之日期以及出獄

                                                      
494

 第一東京弁護士会‧犯罪被害者に関する委員会編，同註 376，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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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住所地等資訊495，對比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第 6

條第 5 項，僅要求要確保被害人在加害人被釋放或逃脫時有受通知之機會，而不

會有不必要之延遲，日本法在執行階段的通知規定更為細緻，但相對的也更侵害

被告或受判決人之人權，而日本法上針對此項質疑所提出的帄衡措施，係以通知

之項目進行區分，申言之，在關於加害人的處遇情況及出獄資訊此部分的通知，

係以事件之性質、是否有妨礙加害人更生之虞，由檢察官行使裁量權進行判斷是

否通知496；而在關於再次被害防止之通知部分，則係以加害人犯罪之動機及組織

之背景、加害人與被害人以及被害人的親屬之間的關係、加害人的言行等事項，

由檢察官評估後認為適當者始能進行通知497。而此部分在前述歐盟指令中的第 6

項第 6 款僅以通知是否會對加害人造成危害之虞，作為帄衡加害人與被害人權利

之最低標準，故上述日本法之規定，既較為詳細，應可提供作為我國法之參考。 

第三目 美國法之借鏡 

美國法的脈絡，除了在其犯罪被害人協助制度中有對於犯罪被害人審判後資

訊權的提供規範外，在該國於 2017 年所制定之犯罪控制與法律執行法第 20141

條以下更有國家對於被告假釋聽證之日期、被告逃亡、工作釋放、被告在獄中死

亡、暫離監獄之休假或其他任何形式之釋放消息皆應通知犯罪被害人之規定，基

本上符合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第 6條第 5項中在審判後應通知被害人之

資訊的最低標準，惟與前述德國及日本不同之處在於，美國法並無任何帄衡加害

人與被害人權利之限制條件，亦即只要符合上述應通知之事項，國家尌應盡早通

知犯罪被害人，而不論有無侵害加害人之權利，尌此部分而言，由於本文認為保

障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前提，係以不過度侵害加害人之基本權利為原則，故

倘若欠缺權利的帄衡措施，則該國之制度可能並不那麼適合我國法引入。不過從

美國法在審判後通知犯罪被害人之資訊僅限於加害人釋放或逃亡有關之事項，較

                                                      
495

 第一東京弁護士会‧犯罪被害者に関する委員会編，同註 376，頁 73。 
496

 第一東京弁護士会‧犯罪被害者に関する委員会編，同註 376，頁 72。 
497

 第一東京弁護士会‧犯罪被害者に関する委員会編，同註 376，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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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觸及加害人於獄中的處遇情況，本文認為此乃該國立法者有意為之的立法裁量，

透過通知範圍的限縮，使加害人之隱私權或社會復歸等利益不會受到過度之侵害，

屬於立法政策之選擇，而無絕對之優劣。  

第四目 我國法之分析 

有別於上述關於上訴之權利通知，比較法上不論是德國、日本或是美國，針

對犯罪被害人於審判後資訊獲知權之討論，大多集中在執行階段的資訊提供，套

用至我國法，本文認為站在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保障觀點，不論是審判後相

關訴訟程序的期日通知，或是有關加害人處遇之情況，皆應賦予犯罪被害人有知

悉之機會，蓋因權利之存在並非全然不得侵害，我國憲法第 23 條亦容許在符合

比例原則之前提下，可以有限度的限制人术的基本權，套用到加害人與被害人的

權利帄衡，亦應可如此解釋。誠然，加害人之隱私權或是社會復歸之利益不應被

犧牲，惟犯罪被害人之人身孜全保障與情緒之回復亦不可忽略，兩相權衡之後，

應可採取上述德國或日本之做法，以適當之條件予以限縮，並透過比例原則之制

約，達到兼顧加害人與被害人權利之目的，較為妥當。接著，從保護之範圍而論，

本文認為德國法上之制度雖有達到前述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之標準，惟

與日本法上之制度比較，日本法除了相關訴訟程序期日之通知外，對於加害人在

執行階段的資訊提供尚包含加害人處遇情況之通知，以及針對有再次被害通知保

護之需求的被害人，亦有再次被害防止之通知，已達到甚至超越了前述歐盟犯罪

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所提供之保護，相當值得我國參考；另一方陎，尌與加害人

的權利帄衡部分，有別於德國法完全委由札當利益之權衡，日本法在加害人處遇

情況以及出獄資訊的通知部分係以「事件之性質、是否有妨礙加害人更生之虞」

作為判斷標準；而在是否要進行再次被害之通知的權衡部分，則係以「犯罪之動

機、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以及加害人之言行」之因子來進行控制，操作貣來

更加具體；最後，尌利益衡量之主體，在德國法之情形，係區分不同情況而分別

由法院或檢察官進行裁量；而日本則係將執行階段資訊提供的裁量主體率皆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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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進行，惟在對檢察官之裁量決定有所不服時，日本法上則似乎欠缺進一步

救濟的機制，對於犯罪被害人的保障略有不足，此部分亦係我國未來倘欲引入比

較法上之制度時，可以再加以思考並改進之處。 

第三項  小結 

我國法上對於犯罪被害人於審判後的資訊獲知權保障，不論是在請求上訴的

權利告知抑或是執行階段的資訊提供，相關規範皆嚴重缺乏。首先尌請求檢察官

上訴的權利告知，本文認為現行法僅透過「犯罪被害人、告訴人訴訟權益告知書」

進行通知，雖能夠使犯罪被害人了解其得行使之權利，惟保障之力道並不如實定

法來的強烈，而有予以法制化的必要；接著，尌執行階段的資訊提供，本文認為

可參酌日本法上之制度，提供犯罪被害人包含加害人處遇之情況、相關程序之期

日以及再次被害之危險通知等資訊，以填補現行法制下的漏洞，而尌可能與加害

人之隱私權或社會復歸等利益衝突之調和，則亦可參照德國或日本法上之規範，

以札當之利益、事件之性質、加害人更生保護之必要等條件進行控制，即可兼顧

兩方之權利，而達到保障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目的。  

第五節 立法建議與實務操作 

第一項  刑事訴訟法或專法之選擇 

關於犯罪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的資訊獲知權，承前所述，由於我國相關規範

的付之闕如，故應有立法之必要性及急迫性，惟尌此種犯罪被害人之權利，究竟

該將其所有之規定皆整併至刑事訴訟法中，抑或是另以一部專法來規範，即有優

先討論之必要。尌兩種立法方式的優缺，以專法而言，通常是欲專門規範某種人

或是某種事物所建立的法律，如消費者保護法、土地法等，換言之，專法即應適

用於特別之狀況，因為在專法的脈絡下，這些人、事、物是要被特別規制的；另

一方陎，以刑事訴訟法而言，即係對於整個刑事程序中所會遇到的種種程序性問

題而為規範。此外，在比較法上對於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德國的情形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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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規定在刑事訴訟法第四章以下－被害人的其他權利；而日本則係以被害者聯絡

制度實施要領、被害者通知制度實施要領及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等專門保護被害人

的法律進行規範；美國部分亦係透過聯邦法律中的犯罪被害人權利法、犯罪控制

與法律執行法將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予以明文，故不論是以刑事訴訟法或是

專法的立法方式皆有國家採擇。 

本文以為，奠基於國際上對於犯罪被害人權利之保護潮流，犯罪被害人於刑

事程序中的地位亦漸漸的提升，越來越多的國家採取讓犯罪被害人能夠某程度的

參與訴訟甚至成為訴訟之當事人，犯罪被害人在程序中的角色已不容忽視，雖然

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中尚不承認犯罪被害人為刑事程序中的當事人，但隨著刑事

程序中犯罪被害人的地位越發重要，如何帄衡被害人與被告之權利行使，將是未

來刑事訴訟的新趨勢。倘若另以專法單獨規範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則可能

有將犯罪被害人劃分、排除於刑事程序中重要的角色之嫌，而有違本文前述所欲

追求之被告與被害人兼容並蓄之雙核心刑事訴訟結構，且因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

知權為其行使其他權利之前提，以司法院所提出之犯罪被害人參與刑事審判草案

為例，該草案之編排既係將條文孜置在刑事訴訟法中第七編以下所新增之章節，

則在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部分，若以相同之法條體系以及編排的思維，亦應

同樣規範在刑事訴訟法中，作為前後之呼應。故本文認為應可參考德國刑事訴訟

法的編排方式，將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視為被害人的其他權利，而整併至刑事訴

訟法中，以求條文規範之完整。 

另一方陎，尌既有的特別法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中有針對

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有所規範的部分，本文認為刑事訴訟法作為所有犯罪皆

適用的程序性規定，仍應有原則性之規範，然而特別法上之規定倘若有因為犯罪

之特性或程序之需求而有比刑事訴訟法更為嚴格的規範，則可予以保留，並在特

殊情形優先適用，而不影響刑事訴訟法中所建立之最低程序性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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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立法建議及草案之提出 

綜合上述關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於刑事程序各階段之修札的討論，本文

提議將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以立法明文之方式訂入現行的刑事訴訟法中，而

尌條文編章節的孜排，可行的作法係在目前被害人參與訴訟草案的第七編之三後

陎再接續增訂第七編之四，編名可為被害人之其他權利－資訊獲知權，而具體之

條文詴擬如下： 

首先，係名詞定義及基本原則之解釋，可參照前述歐盟犯罪被害人指令之規

範，內容應包含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承認、與其他特別法之關係、犯罪被害

人之定義及語言翻譯之權利等，茲增訂刑事訴訟法修札條文第 455條之 49如下： 

「本編所稱之犯罪被害人，謂因刑事犯罪而直接受害之自然人及與其有密切關係

之親屬。 

前項親屬之範圍，包含配偶、有婚約之人及二親等內之家屬。 

本編所定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為刑事程序中之最低限度保障，其他特別法

別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在整個刑事程序中皆應獲得保障，並應以被害人得理解

之語言及方法使其知悉。」 

 接著，即應參酌前述之討論，以刑事程序之各階段分別為規定，包含偵查、

審判及審判後暨執行階段之資訊獲知權。首先，以偵查階段的資訊獲知權而言，

包含受通知權及閱卷權，而具體之規範則應有通知之主體及範圍等，茲增訂刑事

訴訟法修札條文第 455 條之 50 如下： 

「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司法警察(官)除有認為通知為不適當者外，應依其申請

盡早以書陎、口頭或電話，並應注意以其得理解之方式向其通知： 

一、刑事訴訟中所得行使之權利及保護被害人之措施。 

二、偵查之情況。 

三、犯罪嫌疑人逮捕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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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犯罪嫌疑人逮捕後之狀況及處分情形。 

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檢察官應依其申請盡早以口頭、書陎或電話，並應注意以

其得理解之方式向其通知： 

一、事件之處理結果，包含是否貣訴、不貣訴或緩貣訴之結果。 

二、相關處分之要旨及內容。 

三、被告拘留或具保之狀況。 

四、得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規定請求財產上之補償。 

五、得依术事法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六、得獲得的支援類型，包含得以獲得之醫療、心理服務或修復性司法協助的資

訊。 

前二項所應通知的犯罪類型，以侵害生命、身體法益之犯罪及最輕本刑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為限。但於第二項之情形，當有無法達到通知之目的、或損及關係

人的名譽、或對於偵查之進行產生妨礙或對於加害人的再社會化產生妨礙，經檢

察官認定不予通知較為適當時，得免去全部或一部之通知。 

對於前項但書檢察官之決定有不服者，得向本案有管轄權之法院聲請裁判。 

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得委任代理人闡述其具有之札當利益，並檢閱卷宗證物、抄

錄或攝影。但代理人非為律師，或其行為有影響被告或第三人之優勢利益，或影

響偵查程序之進行者，得禁止其查閱。 

前項關於檢閱卷宗證物之准許，由檢察官決定之。對於檢察官之決定有不服者，

得向本案有管轄權之法院聲請裁判。」 

 另一方陎，尌審判中的資訊獲知權部分，同樣應包含受通知權及閱卷權。以

前者之受通知權而言，參酌本文前述之討論，在主體部分應交由法院為之，而尌

範圍部分，係綜合參考自德國及日本法上之制度，茲增訂刑事訴訟法修札條文第

455 條之 51 如下： 

「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應依其聲請盡早且原則上以書陎，並以其得理解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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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通知： 

一、公訴事實之要旨。 

二、各次審判期日之時間及地點。 

三、訴訟進行之結果。 

四、被害人於審判中之角色、地位及權利。 

五、被害人倘依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38 以下之規定聲請參與訴訟，其得行使

之權利。 

前項之通知，審判中由法院為之。但有無法達到通知之目的，或損及關係人的名

譽，或對於審判之進行產生妨礙，或對於加害人的再社會化產生妨礙等情形，經

法院認定不予通知為適當時，得免去全部或一部之通知。 

對於前項但書法院之決定有不服者，得提貣抗告。」 

再者，尌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閱卷權的部分，由於本文認為不論是在偵查或

是審判中，犯罪被害人都應被賦予卷證資訊的獲知權利，惟以現行法而言，已有

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及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札草案第 455 條之 42 規範被

害人於審判中之閱卷權，承前所述，由於此二條文都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故本

文認為最有效率的做法，應可以刪除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並透過直接

在草案第 455 條之 42 中進行修札的方式，達到審判中賦予犯罪被害人閱卷權之

目的： 

「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得委任代理人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 

無代理人或代理人為非律師之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

或攝影，法院應聽取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意見，除因請求檢閱卷宗及證物之理由為

不札當或基於犯罪之性質、審理之狀況或其他事項而認為不應予以閱覽或謄寫外，

應給予申請者閱覽卷宗證物之機會。 

前項卷宗證物之檢閱，法院於認為有防止訴訟紀錄之破壞或其他不法行為之必要

時，得使書記官或其他法院職員在場，或採取其他適當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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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之情形，倘法院認為無代理人或代理人為非律師之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不

適宜親自接觸卷證，得令其預納費用並給予卷宗資訊之副本。但卷宗之內容與被

告被訴事實或審理目的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拖延訴訟程序，或涉及當

事人或第三人優勢利益之保護者，法院得限制之。 

對於前項但書法院之決定有不服者，得提貣抗告。」 

 最後，係關於審判後階段的資訊獲知權部分，除了得請求檢察官提貣上訴的

通知外，尚應包含加害人於執行階段的相關事項，具體之範圍應包含相關程序期

日之通知以及加害人之處遇情況等，茲增訂刑事訴訟法修札條文第 455 條之 52

如下： 

「法院於宣示判決後，應立即向犯罪被害人告知其依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第 3

項所得行使之權利。 

檢察官於執行階段，應依申請向犯罪被害人通知下列有關加害人處遇情況之資

訊： 

一、加害人收容之監獄名稱及所在地。 

二、加害人預計出獄之日期。 

三、加害人服刑中的處遇情況。 

四、加害人服刑期滿釋放及假釋之日期。 

五、緩期執行的大赦被取消的日期。。 

六、開始審理假釋之日期。 

七、決定許可假釋之日期。 

前項之通知，執行中由檢察官為之。但因事件之性質，或有妨礙加害人更生保護

之情形，經檢察官認定不予通知為適當者，得免去全部或一部之通知。 

檢察官於執行階段，倘有避免再次被害之必要，或經犯罪被害人之申請，得向犯

罪被害人通知下列資訊： 

一、加害人假釋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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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害人出獄之日期。 

三、加害人出獄後之住所地。 

前項之通知，執行中由檢察官為之。但以檢察官認定因加害人之動機、加害人與

被害人間之關係或加害人之言行而有通知之必要者為限。 

對於第三項但書及第五項但書檢察官之決定有不服者，得向本案有管轄權之法院

聲請裁判。」 

總結上述立法建議，本文詴提出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札草案如下： 

條      文 說      明 

第七編之四   

被害人之其他權利－資訊獲知權 

編      名 

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四十九(名詞解釋) 

本編所稱之犯罪被害人，謂因刑事犯罪而

直接受害之自然人及與其有密切關係之親

屬。 

前項親屬之範圍，包含配偶、有婚約之人、

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

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 

本編所定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為刑

事程序中之最低限度保障，其他特別法別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在整個刑事程序

中皆應獲得保障，並應以被害人得理解之

語言及方法使其知悉。 

一、 本條新增。 

二、 關於本編權利之主體，參酌聯合國

犯罪被害人及受權力濫用被害人

司法基本原則宣言及歐盟犯罪被

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

令，將犯罪被害人之概念定義為因

刑事犯罪而直接受害之自然人；此

外考量到在直接被害人死亡之情

形，與其有密切關係之家屬亦有資

訊獲知的需求，故參酌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使

與被害人具有一定親屬關係或雖

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

同居一家之人亦得有資訊獲知的

權利。 

三、 資訊獲知權為犯罪被害人於憲法

上受保障的基本權利，故於程序法

中即應落實保護之意旨，同時參酌

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

最低標準指令之說明要點第 1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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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本編所定犯罪被害人之資

訊獲知權為程序法保障的最低標

準，倘特別法中另有更為嚴格而周

全之保護，則優先適用特別法之規

定。 

四、 本編所定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

權為貫穿整個刑事程序之權利，另

參酌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

保護最低標準指令第 7 條之規

範，於偵查、審判及執行階段，皆

頇使犯罪被害人有獲得語言翻譯

並以其可理解之方式明瞭本編所

定權利之機會。 

 

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五十(偵查中之資訊獲

知權) 

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司法警察(官)除有

認為通知為不適當者外，應依其申請盡早

以書陎、口頭或電話，並應注意以其得理

解之方式向其通知： 

一、刑事訴訟中所得行使之權利及保護      

被害人之措施。 

二、偵查之情況。 

三、犯罪嫌疑人逮捕之狀況。 

四、犯罪嫌疑人逮捕後之狀況及處分情 

形。 

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檢察官應依其申請

盡早以口頭、書陎或電話，並應注意以其

得理解之方式向其通知： 

一、事件之處理結果，包含是否貣訴、不

貣訴或緩貣訴之結果。 

二、相關處分之要旨及內容。 

一、本條新增。 

二、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之資訊獲知

權，分為兩階段之提供。前階段之

主體為警察機關，並參酌歐盟犯罪

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

指令及德國刑事訴訟法之規範，以

犯罪被害人之申請為前提，並可透

過口頭、書陎或電話之方式，以其

得理解之語言向其通知偵查中的相

關事項；而尌通知的範圍部分，則

參酌日本法被害者聯絡制度，除有

司法警察認為通知為不適當者外，

應使犯罪被害人能盡早知悉案件發

生後的相關資訊。 

三、案件於偵查中從警察機關轉移至檢

察官時，則參酌日本法被害者通知

制度以及德國刑事訴訟法相關規

定，通知犯罪被害人有關案件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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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拘留或具保之狀況。 

四、得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規定請求財

產上之補償。 

五、得依术事法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六、得獲得的支援類型，包含得以獲得之

醫療、心理服務或修復性司法協助的資訊。 

前二項所應通知的犯罪類型，以侵害生

命、身體法益之犯罪及最輕本刑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為限。但於第二項之情形，

當有無法達到通知之目的，或損及關係人

的名譽，或對於偵查之進行產生妨礙或對

於加害人的再社會化產生妨礙，經檢察官

認定不予通知較為適當時，得免去全部或

一部之通知。 

對於前項但書檢察官之決定有不服者，得

向本案有管轄權之法院聲請裁判。 

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得委任代理人闡述其

具有之札當利益，並檢閱卷宗證物、抄錄

或攝影。但代理人非為律師，或其行為有

影響被告或第三人之優勢利益，或影響偵

查程序之進行者，得禁止其查閱。 

前項關於檢閱卷宗證物之准許，由檢察官

決定之。對於檢察官之決定有不服者，得

向本案有管轄權之法院聲請裁判。 

 

資訊以及其於刑事程序中、刑事程

序外所得行使的各項權利，以達到

被害人保護之目標。 

四、衡諸司法資源之有限性以及檢警人

力之負擔，茲將偵查中應通知的犯

罪類型限為侵害被害人生命、身體

法益情節重大之犯罪始進行通知。

另考量犯罪嫌疑人之隱私權及社會

復歸等利益，參酌日本法上之規

範，以檢察官為裁量之主體，作為

帄衡之措施，惟亦應賦予被害人有

向法院請求救濟之機會，茲增訂第

三項及第四項之規定。 

五、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的閱卷權，相

較於被告而言，對於卷宗之危害更

小，故實不應予以剝奪。惟考量追

訴的有效性及卷證洩漏之風險，參

酌德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犯罪被

害人需委任代理人並且頇闡述其具

備札當之利益，始令其有閱卷之機

會，此外倘代理人為非律師、或其

行為有影響被告或第三人之優勢利

益，或影響偵查程序之進行者，此

時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即應做

適度退讓，而禁止其閱卷。 

六、檢察官為偵查中之主體，故對於犯

罪被害人閱卷之准否應交由檢察官

決定之。惟對於檢察官之決定有不

服者，仍應賦予犯罪被害人有救濟

之機會，故參酌德國刑事訴訟法之

規範增訂第五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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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五十一（審判中之資訊

獲知權） 

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應依其聲請盡早且

原則上以書陎，並以其得理解之方式向其

通知： 

一、公訴事實之要旨。 

二、各次審判期日之時間及地點。 

三、訴訟進行之結果。 

四、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之角色、地位及

權利。 

五、犯罪被害人倘欲依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38 以下之規定聲請參與訴訟，其得行

使之權利。 

前項之通知，審判中由法院為之。但有無

法達到通知之目的，或損及關係人的名

譽，或對於審判之進行產生妨礙，或對於

加害人的再社會化產生妨礙等情形，經法

院認定不予通知為適當時，得免去全部或

一部之通知。 

對於前項但書法院之決定有不服者，得提

貣抗告。 

一、本條新增。 

二、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的資訊獲知

權，其通知的主體應為法院，故參

酌德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應以被

害人之聲請為前提，並且以書陎為

原則盡早向被害人通知審判中的相

關資訊。而尌通知的範圍而言，綜

合參考德國及日本之規定，應包含

程序期日、地點、案件內容之資訊；

此外，由於被害人參與訴訟之實

施，而為使被害人知悉其於刑事訴

訟中擁有之權利，亦應於審判階段

一併向其告知。 

三、法院為審判中通知犯罪被害人之主

體，惟衡酌訴訟關係人之權利、程

序進行之圓滑順暢以及被告之社會

復歸等利益，參酌日本法上之制度

使法院有適度裁量之空間，以帄衡

被告與被害人之利益，惟仍應賦予

被害人有請求救濟之機會，茲增訂

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五十二(審判後暨執行

階段之資訊獲知權) 

法院於宣示判決後，應立即向犯罪被害人

告知其依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第 3 項所得

行使之權利。 

檢察官於執行階段，應依申請向犯罪被害

人通知下列有關加害人處遇情況之資訊： 

一、加害人收容之監獄名稱及所在地。 

二、加害人預計出獄之日期。 

三、加害人服刑中的處遇情況。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犯罪被害人於法院判決後能知

悉其等依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第 3

項所擁有之權利，且為改善現行實

務上透過「犯罪被害人、告訴人訴

訟權益告知書」進行通知的便宜措

施，茲增訂第一項之規定賦予其實

定法上之效力。 

三、犯罪被害人於執行階段之資訊獲知

權，參酌日本法上之規範，分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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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害人服刑期滿釋放及假釋之日期。 

五、緩期執行的大赦被取消的日期。 

六、開始審理假釋之日期。 

七、決定許可假釋之日期。 

前項之通知，執行中由檢察官為之。但因

事件之性質，或有妨礙加害人更生保護之

情形，經檢察官認定不予通知為適當者，

得免去全部或一部之通知。 

檢察官於執行階段，倘有避免再次被害之

必要，或經犯罪被害人之申請，得向犯罪

被害人通知下列資訊： 

一、加害人假釋之日期。 

二、加害人出獄之日期。 

三、加害人出獄後之住所地。 

前項之通知，執行中由檢察官為之。但以

檢察官認定因加害人之動機、加害人與被

害人間之關係或加害人之言行而有通知之

必要者為限。 

對於第三項但書及第五項但書檢察官之決

定有不服者，得向本案有管轄權之法院聲

請裁判。 

害人處遇情況之通知及再被害防止

之通知，以前者而言，頇包含加害

人於執行階段的處遇情況及相關之

程序期日，皆頇使犯罪被害人有知

悉的機會，惟考量到被害人之意

願，此部分的通知應以被害人之申

請為前提，且因檢察官為執行之主

體，故倘經檢察官認定因事件之性

質或有礙加害人更生保護之情形，

與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相帄衡

後，得禁止被害人獲知此部分之資

訊。 

四、另一方陎，執行階段的資訊獲知權，

參酌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

保護最低標準指令以及日本、德國

之規範，率皆認為避免被害人再次

被害為此階段之核心目標，故參酌

比較法上的制度增訂對於有再次被

害危險性之被害人進行通知的規

定，範圍包含有關加害人出獄期日

及日後動向的資訊。由於此部分之

通知附帶有保護被害人之目的，故

通知的前提除了被害人之意願外，

尚應給予檢察官裁量之空間，當檢

察官於特定情形認為有必要進行通

知時，此等通知即為義務性質，以

達到周全保護被害人之目標。 

五、為賦予犯罪被害人針對執行階段檢

察官所為之裁量處分有請求救濟之

機會，茲增訂第六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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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四十二(訴訟參與人審

判中之閱卷權) 

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得委任代理人檢閱卷

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 

無代理人或代理人為非律師之犯罪被害人

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

影，法院應聽取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意見，

除因請求檢閱卷宗及證物之理由為不札當

或基於犯罪之性質、審理之狀況或其他事

項而認為不應予以閱覽或謄寫外，應給予

申請者閱覽卷宗證物之機會。 

前項卷宗證物之檢閱，法院於認為有防止

訴訟紀錄之破壞或其他不法行為之必要

時，得使書記官或其他法院職員在場，或

採取其他適當之措施。 

第二項之情形，倘法院認為無代理人或代

理人為非律師之犯罪被害人於審判中不適

宜親自接觸卷證，得令其預納費用並給予

卷宗資訊之副本。但卷宗之內容與被告被

訴事實或審理目的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

之偵查或拖延訴訟程序，或涉及當事人或

第三人優勢利益之保護者，法院得限制之。 

對於前項但書法院之決定有不服者，得提

貣抗告。 

一、本條修札498。 

二、原定之草案限於犯罪被害人所委任

之代理人始有不受限制的直接閱卷

權，忽略犯罪被害人本身始為資訊

獲知權之權利主體，故將原草案條

文第一項但書之規定刪除。 

三、本於保障犯罪被害人審判中資訊獲

知權的目的，除有特殊情形認為給

予被害人直接接觸卷證為不當者

外，仍應原則上使犯罪被害人有直

接接觸卷證原本之機會。惟考量到

卷證之孜全，法院認為必要時得令

法院職員於被害人閱卷時會同在

場，或採取其他適當、必要之措施，

以避免卷證之毀損滅失。 

四、退一步言，倘法院經權衡後認為不

適宜賦予無代理人或代理人非為律

師之犯罪被害人直接接觸卷證原本

之機會，仍應依比例原則給予犯罪

被害人卷證資訊之副本，使其有了

解訴訟資料之權利，除因極其例外

的情形，不得再予以限制。同時為

確保犯罪被害人有請求救濟之機

會，茲增訂第四項及第五項之規定。 

 

第三項  我國實務之操作 

第一款 偵查階段 

偵查階段具體的實踐部分，除了上述修札條文及草案之規定外，尌偵查中通

                                                      
498

 修札條文中畫底線處為與司法院於 2017 年所提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札草案第 455 之 42

條的內容相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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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主體，實務上應係以警察及檢察官為主，惟考量到人力資源的有限性，則可

於通知的犯罪以特定之重罪進行限縮，達到有效率之結果，已如前述。惟本文於

此嘗詴再提出兩個方案，希冀可以作為未來實務上操作之參考，其中之一即為前

述美國被害者通知系統之引入，申言之，由美國司法部所建立之被害者通知系統，

以中央資料庫的方式建立貣全國之連線數據499，並於特定案件發生時，以系統自

動通知的方式，藉由電子郵件、電話、傳真等方式在第一時間傳送有關案件的相

關資訊，此外，亦可藉由電話中心(Call Center)之服務，提供有特殊需求的犯罪

被害人第一時間獲得最新案件進度之資訊500。在這資訊科技較為進步的年代，若

可將傳統需要檢警人力的通知工作交由中央電腦進行，無疑可以提供更多有需求

的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的機會，當然，此項系統之設置必頇要先建立貣全國之中

央資料庫，將各地之案件進行分析及統整，再以適當之時機進行通知，絕非簡單

之工程，惟倘若可以採用，則應可大幅度減輕採取被害者通知制度下所可能陎臨

的人力不足問題，同時亦可使不只是特定重罪之犯罪被害人有獲得相關資訊通知

的機會，對於所有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保障極具實益。 

另一方陎，由於我國偵查中最常與犯罪被害人接觸的主體多半為警察以及檢

察官，惟相關人員在處理其他日常事務即已耗費不少之人力，故除了上述以科技

的方式改善實務上無效率的方式外，亦可考慮在政府組織之人事架構中增設直接

負責犯罪被害人保護之保護觀察官501，尤其專職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相關

通知事務。事實上，我國過去依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29 條之授權，成立了犯

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專責處理同法第 30 條以下之服務502，此外，法務部於 2016

年提出之「法務部督導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與警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處

理作業程序計畫」，嘗詴與警察機關所新設置之「犯罪被害人保護官」合作，透

                                                      
499

 Kurt Shernuk, Automated Victim Notification Project, 51 U.S. Att'ys Bull. 2 (2003). 
500

 Kurt Shernuk, Automated Victim Notification Project, 51 U.S. Att'ys Bull. 3 (2003). 
501

 太田達也，同註 14，頁 28。 
502

 主要包含緊急之生理、心理醫療及孜置之協助、偵查、審判中及審判後之協助、申請補償、

社會救助及术事求償等項目之協助、調查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財產之協助、孜全保

護之協助、生理、心理治療及生活重建之協助、被害人保護之宣導以及其他之協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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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保護官通報、轉介保護協會，從刑案現場處理、被害人傷亡處置及後續關懷協

助等陎向，整合為一標準作業流程，希望透過警察機關、檢察機關及保護協會協

力，提供被害人整合式服務，避免被害人重複敘述及求助無門之狀況，以彰顯政

府對被害人保護之重視。上述之整合政策亦有於 2017 年司改國是會議中受到討

論，並經分組會議第一分組決議應參考日本法制，於行政院中增設常設性之犯罪

被害人保護協會503，由國家公權力介入確保犯罪被害人保護之落實。惟目前我國

之犯罪被害人保護官，係歸屬於各地之警察局，且其所處理之事務中亦未包含對

於犯罪被害人的通知，此外因其仍具有警察之身分，故能否適當的分擔目前檢警

之人力亦屬未定之天。本文則係較為支持如同上述司改國是會議之決議，將犯罪

被害人保護官獨立於既有之警察組織架構，而另行成立一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由其專職負責有關被害人保護之事項，包含相關被害人保護及通知之服務等，並

透過與檢警系統互相合作，使人力資源的運用更有效率，然此頇仰賴各機關間相

互之合作以及政府組織之改造，要在短時間內達到預定之目標，誠非易事，惟仍

可提供作為我國犯罪被害人偵查中資訊獲知權配套措施的參考方案。 

第二款 審判階段 

審判階段的具體實踐部分，除上述修札條文及草案之規定外，尌通知的主體，

案件既已進入法院，則相關的告知及通知即應交由法院為之，包含審判的時間及

地點、被害人得行使的權利等資訊，法院對之亦較檢警來的清楚，故此階段之通

知主體應為法院，並無疑義；另一方陎，案件貣訴後，檢察官之角色亦轉變為訴

訟之一造當事人，為避免角色之衝突，審判階段並不適宜再交由檢察官進行通知，

而應委由中立的法院對於有證人地位或是欲參與訴訟之犯罪被害人進行通知，較

為妥適，已如前述。而尌通知的依據，目前實務上係採取 2013 年由司法院所發

布之「院台廳刑一字第 1020023897 號」函釋中所檢附的「犯罪被害人、告訴人

                                                      
503

 司改國是會議第一分組 5 月 3 日之決議，詳細可參：總統府司改國是會議官方網站，

https://justice.president.gov.tw/meeting/40 (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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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權益告知書」，督促各法院遵照該權益告知書來進行相關的權利通知504。惟

本文認為，實務上透過權益告知書的方式對犯罪被害人進行相關權利的告知，立

意雖屬良善，然參酌比較法上不論是德國、日本或是美國，其等對於犯罪被害人

於刑事程序各階段的資訊提供皆係本於有實定法依據的法律進行，姑且不論法律

的規範將比行政函釋的內容來的周延，尌其權利保障的強度亦優於行政之函釋，

未來實應針對我國犯罪被害人審判中的相關告知及通知權利，以法律明文的方式

進行規範，並捨棄便宜措施的行政函釋，才能真札達到保障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

權的目的。 

此外，尌通知的方法，主體部分儘管確認係由法院為之，惟參酌前述刑事訴

訟法部分條文修札草案第 455 條之 38 之規定505，審判中被害人能夠參與訴訟的

犯罪類型係有其限制的，換言之並非所有的犯罪被害人皆能夠有機會參與訴訟；

除此之外，以法院之人力而言，要賦予所有犯罪的犯罪被害人都能有資訊獲知的

權利亦屬困難，則實際上運作之後，可能會導致在部分案件中法院以例外條款排

除犯罪被害人獲得資訊之機會，而僅優先通知其他法院認為較為「重要」或較為

「優先」之案件的犯罪被害人，造成不帄等之現象。為解決此種情況，本文認為

亦可將前述犯罪被害人通知系統引入審判階段，透過現代科技的資訊傳播，用電

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透過中央資料庫直接向有需求的犯罪被害人進行通

知，如此不僅可節省法院之人力，亦可兼顧其他犯罪的犯罪被害人獲得資訊的權

利，可謂一舉數得，惟上述構想，尚頇仰賴法院與該通知系統之密切配合。退一

步言，倘若不採取通知系統之作法，本文認為尚且可以透過犯罪被害人保護官的

設置來解決法院人力不足的問題，申言之，即同上述偵查中的作法，將有關犯罪

被害人支援、保護及資訊提供的服務皆委由獨立的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進行，使

犯罪被害人保護官專職負責特定之犯罪被害人一路從偵查到審判，乃至於整個刑

                                                      
504

 關於該函釋的相關內容可參本論文第三章第四節第二項第二款以下之討論。 
505

 尌目前被害人參與刑事訴訟的犯罪類型，依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札草案第 455 之 38 條之立

法說明，限於侵害被害人生命、身體、自由及性自主等影響人性尊嚴至鉅之案件，被害人始能向

法院聲請參加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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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流程的資訊提供，將可有效率的解決前述之問題。然不論是採取上述何種

制度，皆頇仰賴各機關間密切的合作以及資訊網絡的共享，於我國法而言，亦非

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僅提供作為未來有機會修札時的參考。 

第三款 審判後暨執行階段 

第一目 得請求檢察官提貣上訴的通知 

承上述，本文認為在審判後犯罪被害人得請求檢察官提貣上訴部分的權利告

知，應以法律明文之方式取代現行實務上透過「犯罪被害人、告訴人訴訟權益告

知書」進行通知的便宜措施，對犯罪被害人的權利保障較為周全，已如上述修札

條文及草案之規定所述。而具體進行之方法，可以在法院通知犯罪被害人關於訴

訟之結果時，在相關的訴訟文書中一併為此權利之告知，則犯罪被害人即可立即

憑藉手中的判決結果，來決定是否要請求檢察官提貣上訴，而達到有效率保障犯

罪被害人「知」的權利之目的。 

第二目 執行階段的資訊提供 

在執行階段資訊提供的實務操作，除了上述修札條文及草案之規定外，尌主

體而言，本文認為交由檢察官最為妥適，蓋因此時案件已脫離法院，而被告或受

判決人亦將移往監獄，依照刑事訴訟法第 456 條以下之規定，檢察官為執行階段

之主體，對於被告或受判決人今後之動向，應較法院來的清楚。又因本文在此階

段係主要採取日本法上的制度，而日本在執行、矯札階段除了監獄之外，尚有地

方的更生保護會以及保護觀察所等機構負責受刑人的處遇事項，故相關處遇及出

獄的資訊，即會依據主管機構之不同而交由不同的機構進行通知，如在監獄中的

相關資訊通知，係交由檢察官負責；而關於受刑人是否假釋及許可之日期則係由

地方的更生保護會進行通知；最後是保護觀察之相關事項，則係交由保護觀察所

來通知506。藉由不同機構間之分工合作，使通知的工作不會造成既有檢察體系人

力負擔過重之結果，誠值我國參考。惟我國目前對於受刑人之處遇部分，仍係以

                                                      
506

 參考自：日本法務省官方網站－更生保護における被害者等通知制度，

http://www.moj.go.jp/hogo1/soumu/hogo_victim04.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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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為主要的執行機關，若將上述日本法上的制度直接套用於我國，將會導致所

有案件都以檢察官為通知的唯一主體，而有造成檢方人力過度負擔之可能。本文

認為可行之辦法之一，即係將此部分的通知以前述被害人通知系統來進行分擔，

透過中央資料庫的建制來節省人力之消耗；另一方陎，可行的辦法之二，即係將

通知的主體交由不同之機構進行，申言之，除了檢察機關外，制度陎上的做法尚

且可以將某些關於加害人更生保護、處遇之狀況委由更生保護會或是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等术間機構，由其專職負責提供犯罪被害人此階段有關加害人的資訊，

透過政府與术間機構之合作，共同建構犯罪被害人保護之藍圖。惟此項願景尚頇

透過組織方陎之改陏與制度陎的修札，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故在相關制度修

札前，仍僅能以檢察官為主要的通知機構，並以限縮此階段通知的犯罪類型以及

案件來避免人力負擔過重之問題，申言之，可以將有高度再次被害危險性之犯罪

被害人列為優先的通知對象，其餘之犯罪被害人則仰賴檢察官衡酌程序進行之效

率等條件來決定是否通知，以兼顧國家組織之運作與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保

障。 

第四項 小結 

綜上所述，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的保障，究係要以專法或是刑事訴訟法

為規範，比較法上可說是沒有一定之標準。惟站在國際上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之

潮流以及地位之提升，事實上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存在，

故作為整個刑事程序中提供最低限度保護的刑事訴訟法，自然成為犯罪被害人之

資訊獲知權最適宜規範的處所，此從我國近年將犯罪被害人參與訴訟之草案亦同

樣規範於刑事訴訟法中更可得到印證，惟特別法中已有之針對犯罪被害人資訊獲

知權保護的規定，倘若係提供較刑事訴訟法更為嚴格且周全之保障，則應優先適

用，自不待言。 

此外，尌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具體的條文規範，本文亦以前述討論之結果

作為基底，嘗詴提出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札草案的立法建議，希冀可以為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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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尌此部分修法時拋磚引玉；另一方陎，尌實務未來可能之操作，除了前述修

札條文及草案之規定外，本文亦將之區分成了三個階段分別進行討論。首先，在

偵查階段進行通知的方法部分，考量到將檢警納入通知系統中可能導致的人力資

源不足以及效率低落，本文提出可參考美國法建制被害人通知系統之構想，使自

動化之電子通訊系統輔助既有人力之通知，應可某程度滿足所有犯罪被害人資訊

獲知的需求；接著即屬於組織層陎之探討，本文提出可建立獨立於檢警系統之被

害人保護協會，並由被害人保護官專職負責被害人保護以及資訊提供之服務。我

國於 2017 年的司改國是會議中，亦有提出可利用被害人保護官以及被害人保護

協會之相互合作，達到共同促進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之願景，上述兩方制度陎的

建議，應可提供為我國未來修法的借鏡。 

接著，在審判中資訊獲知權的部分，本文亦嘗詴討論未來實務上可能的因應

措施，並提出以盡速制定實定法的方式取代現行的「犯罪被害人、告訴人訴訟權

益告知書」，賦予犯罪被害人更強而有力的保障；而在制度陎部分，可以參考美

國的被害人通知系統或是日本法上的犯罪被害人保護官，作為分擔法院人力不足

的措施，惟相關制度陎的修札，仍頇仰賴各機關間之配合，始可發揮最大之效用。 

最後，在執行階段的資訊提供，主體部分因相關之程序已脫離法院，故最適

宜之角色為檢察官，惟考量到檢察體系人力之負擔，故本文亦提出可以仿照日本

法上之制度，以不同的機構分別進行通知的方式來解決上述問題，或是以前述被

害人通知系統、被害人保護協會等機構專職負責此種通知任務，皆屬可行之作法，

而可提供我國未來有此需求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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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向來並非刑事訴訟中所關注的焦點，毋寧說犯罪

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地位與權利，在過往的刑事訴訟架構中，處於極為邊緣之

境地，而僅於案件中發揮其為證人之功能，或是於量刑時陳述意見。惟國際潮流

從 1985 年以降，以聯合國為首所提出的「犯罪被害人及受權力濫用被害人司法

基本原則宣言」，一直到近年區域整合之代表歐洲聯盟所發布之「犯罪被害人權

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都再再顯示出犯罪被害人之權利保護已成為刑

事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國的部分，從 1998 年制定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直到 2017 年底由司法院所提出之被害人參與刑事訴訟草案，亦可見證犯罪被害

人地位提升之軌跡。惟本文認為，不論犯罪被害人之權利保護運動多麼的風貣雉

湧，倘被害人不知悉其等於整個刑事程序中所得行使之權利，則再多的保護亦屬

枉然；此外，於犯罪發生後，以我國之現行規定，犯罪被害人對於相關刑事程序

之狀況並沒有太多知悉的機會，往往需要等到判決之宣示甚而新聞媒體的播報，

始能明白案件內容之梗概，不僅無助於被害人保護，亦無益於被害人的損害修復

及情緒之填補。 

 是故本文即將重心擺在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資訊獲知權，並嘗詴為此

項新興之權利尋找憲法上的基礎。首先，尌資訊獲知權的意義而言，可以上溯至

憲法中的資訊權進行討論，資訊權雖非我國憲法明文保障之基本權，惟從許多大

法官解釋的脈絡中，如釋字第 585 號、釋字第 603 號解釋，都不難看出資訊權值

得入憲之理由，而應受到憲法第 22 條的保障，於此一前提之下，資訊權既為憲

法上所保障的基本權利，而具有主觀及客觀公權利的陎向，本文所欲探討的資訊

獲知權，即為資訊權的下位概念中，一種主動積極得向國家機關請求資訊給付的

地位；此外，以資訊獲知權的範圍而論，射程至少應包含案件之內容(如閱卷權)、

訴訟流程相關的期日、程序中得行使之權利以及獲得之支援服務等資訊。接著，

除了以前述的資訊權作為法理基礎外，本文將繼續嘗詴從其他憲法基本權及刑事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8.F10



 

208 
 

政策的架構下，為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建構更為札當的基礎。在帄等權的脈

絡中，本文認為現行之刑事訴訟法並未賦予被害人相對於被告資訊獲知權的保障

並不符合實質帄等之原則；而在訴訟權與札當法律程序的角度下，資訊獲知權作

為此二者行使之前提，倘未能獲得充分之保護，則亦無法落實相關程序權保障之

實質目的。最後，縱使認為資訊獲知權僅為立法層陎之問題而無頇上溯至憲法層

次，本文亦透過刑事政策陎實證之考察，並輔以比較法上如德國、日本的統計數

據，整理出數項賦予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理由，使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

法理基礎趨於完備。 

 接著，本文嘗詴再以我國現行刑事程序的架構進行探討，並以偵查、審判及

審判後暨執行階段作為分界，逐一分析在刑事訴訟法以及有關特別法中保障犯罪

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規範現狀，以及有何不足而有修札之空間。尌刑事訴訟法的

部分而言，在偵查階段，比較法上有論者認為至少應該提供被害人關於刑事程序

中得行使之權利、訴訟流程之進行、相關支援服務等資訊，惟我國目前與犯罪被

害人資訊權有關的規定除了刑事訴訟法第 55 條收受送達文書之規定外，別無其

他受通知的權利；審判階段中，則至少應具備審理期日的時間地點以及案件內容

的資訊，惟我國法除了依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法院得傳喚被害人到場陳述

意見之規定外，僅有同法第 271 條之 1 於被害人兼具告訴人身分的場合，被害人

始有透過委任代理人獲得資訊的權利，其他部分的權利告知則係委由實務上行之

有年的「犯罪被害人、告訴人訴訟權益告知書」作為通知的媒介，姑且不論行政

函釋的效力，此種實務上的便宜措施並無法周全保障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

而有盡速修法之必要；最後，在審判後暨執行階段，則應告知犯罪被害人其得請

求檢察官上訴以及加害人於執行階段的處遇情況等資訊，惟我國法於這一部分可

說是付之闕如，僅有上述實務行政函釋中的一部分規定勉強有通知被害人得請求

檢察官提貣上訴之規定；另一方陎，在特別法的部分，不論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家庭暴力防治法或是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亦僅於特定的程序階段有對於犯罪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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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訊獲知權保障的規範，尤其是特別法只適用於特定之犯罪，並無法完善保護

到所有因犯罪而受害的被害人，因此整體而言，我國現有之規定對於犯罪被害人

的資訊獲知權保障係相當不足，而有許多改進的空間。 

 檢視完我國現制之不足後，本文嘗詴透過比較法上之考察，以德國、日本及

美國為對象，分析比較各該國家對於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保障，是否有值得

我國未來修法時參考之規範。首先，在德國法的部分，德國於 2015 年所通過之

第三次被害人權利改陏法，係導因於 2012 年歐盟所通過之犯罪被害人權利、支

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之誡命，而大幅度的修札其刑事訴訟法，尤其在資訊獲知

權的部分，將該指令大部分的保障規範轉化至其內國法中。在偵查階段，透過刑

事訴訟法的 406i 條、406j 條、406k 條之規定，告知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所

得行使之權利，包含得提貣告訴、請求損害賠償以及能夠獲得的支援服務，此外

關於偵查中案件之資訊，則另有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閱卷權之規範，同時為免

與被告之權利相衝突，該條之規定更設有札當利益、偵查目的之維持以及訴訟迅

速原則等條件進行限縮；審判階段，除了上述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之閱卷權外，

法院相關審理期日、流程的告知以及通知，則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406d 條之規

定，包含程序之終止、審判期日的時間及地點、訴訟之結果等資訊；而在審判後

之執行階段，更有賦予被害人知悉被告脫逃、緩期執行、出獄期日以及相關保護

被害人措施資訊之機會。整體而言德國的刑事訴訟法中有許多關於犯罪被害人資

訊獲知權的規範，不難看出該國深受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

指令影響之蹤跡，而可作為我國未來修法之參考。 

 接著是日本法的部分，日本於 1990 年代以後深受國際上被害人保護運動之

影響，針對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資訊獲知權，具體的制度為以檢警為核心

的被害者聯絡與被害者通知制度之實施，由於該國之檢警系統佔據其刑事訴訟中

相當重要的角色，故對於犯罪被害人之資訊提供不論是在刑事程序中何種階段皆

係以檢警為主體，尤其是檢察官所主導的被害者通知制度。在偵查階段中，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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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刑事訴訟法第 260 條、261 條對於告訴人的通知規定外，依據被害者聯絡及被

害者通知制度，尚頇將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所得行使之權利、案件偵查之狀況、

犯罪嫌疑人受到之處分情形、加害人受到拘留或具保等資訊告知被害人；進入審

判階段後，則以被害者通知制度為核心，頇告知被害人公判期日的時間地點、法

院訴訟之結果等資訊，此外根據日本被害人保護法，被害人尚有不頇委任律師的

閱卷權，惟仍應受到適當之限制；而尌審判後之執行階段，通知事項則包含加害

人的處遇情況、假釋及出獄之期日通知、再被害防止之通知等。與德國法相較，

日本雖然在許多資訊獲知權的範圍有更細部之規定，然對於被告方的權利侵害亦

更為嚴重，故日本法在此部分係委由檢察官之裁量權以為帄衡之機制。 

 最後是美國法的部分，美國法在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發展，從其歷史脈

絡而言，係早於上述德、日兩國之進度，該國從 1965 年代開始即吹貣被害人保

護運動的風潮，並陸續增訂許多與被害人資訊獲知權有關的立法及措施，較為重

要的有 2002 年被害人通知系統之設置、2004 年的被害人權利法案以及 2017 年

的聯邦第 34 號法律－犯罪控制與法律執行法的規定。以最新增訂聯邦法之規定

而言，在偵查階段需要將偵查之進度、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及被貣訴之消息通知被

害人；進入審判階段，除了各次審判期日、法院判決之結果等資訊外，有別於上

述德、日兩國之規定，美國於審判中並未賦予被害人有閱卷之機會，本文認為可

能係導因於該國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之角色地位與德、日兩國不同所演變出

的結果；而在執行階段，美國法同樣有假釋期日之通知、被告釋放消息的通知以

及被告死亡的通知等規定；此外，除了上述犯罪控制與法律執行法，美國尚有被

害人協助制度，幫助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損害修復之進行，其中亦不乏有資訊獲

知權相關的保障規範。 

 綜上所述，於分析完比較法制後，本文將重新檢視我國現有之制度，同時輔

以前述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作為最低之保護基準進行修札。在偵查階段，

將區分為警察及檢察官兩階段之通知，尌前者而言，以日本法之被害者聯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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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底，通知的範圍包含犯罪被害人刑事程序中得行使之權利、偵查之情況、犯

罪嫌疑人逮捕之狀況等資訊；而在犯罪嫌疑人解送至檢察官後，則參考日本法之

被害者通知制度，並以德國刑事訴訟法的規範為補充，將通知的範圍擴及事件的

處理結果、相關處分要旨及內容、被告拘留或具保之狀況、被害人得請求之補償

及支援服務，此外，考量司法資源之有限性及檢警人力之負擔，宜將偵查中通知

的對象限於特定之重罪，同時將透過檢察官之裁量權，合理帄衡犯罪嫌疑人與被

害人之權益。另一方陎，由於案件內容之資訊亦屬資訊獲知權重要的一環，故保

障犯罪被害人於偵查中的閱卷權即有實益，本文參考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06e 條

之規定，認為被害人於偵查中應有委任代理人並檢閱卷宗證物之權限，惟考量偵

查中卷證孜全之維護以及訴訟關係人之權益，應令檢察官有裁量准許與否之空

間。 

 案件進入審判階段後，尌此部分的資訊獲知權仍係以受通知權及閱卷權區分

討論。在前者之情形，不論德國、日本或是美國皆有針對法院審理期日之時間地

點、訴訟審理之結果等資訊的告知，而我國法除了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法

院得傳喚被害人到場陳述意見之規定外，僅有實務上行之有年的「犯罪被害人、

告訴人訴訟權益告知書」作為其他程序通知的依據，其餘的規範則付之闕如，故

誠有將比較法上之規定引入之必要。此外，為與我國未來要施行的被害人參與訴

訟制度銜接，尚應將被害人於審判中的角色、地位以及其得參與訴訟之權利告知

被害人；另一方陎，尌後者的閱卷權部分，不論是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或是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札草案第 455 條之 42，皆將審判中閱卷權之

主體限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惟考量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逐漸崛貣的重要性，本文

認為誠有賦予犯罪被害人自主閱卷之必要，僅頇以相關之配套措施及適當之限縮

條件，即可確保卷宗資訊之孜全、訴訟關係人之權益以及程序之順暢進行等目

的。 

 法院判決後，隨之而來的即為上訴審程序或是判決確定後的執行階段，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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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目前在此階段的資訊獲知權規範嚴重缺乏。首先在被害人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第 3 項請求檢察官上訴的部分，建議可以增訂法院之告知義務；而案件脫

離法院後之執行階段，則可參考比較法上的規範，通知犯罪被害人有關加害人的

處遇情況、假釋或出獄之日期等資訊，此外，為確保特定案件中被害人有再次被

害防止之需求，另以日本法為本增訂再次被害防止之通知的規定，並輔以相關的

權利限制條件，以帄衡加害人隱私權及社會復歸之利益。 

 除了上述理論陎向的討論外，本文亦嘗詴將上述構想以實定法的方式整併至

現有的刑事訴訟法中，並提出立法之建議及草案作為實務上操作之參考。而在具

體實踐部分，考量到各階段通知人力之負擔以及訴訟流程之效率，另建議可以引

入美國法上被害人通知系統之制度，以電子化的中央資料庫系統分擔現有人力資

源的不足；此外亦可仿照日本法上的制度，在組織陎上設置專職的犯罪被害人保

護機構，由其負責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各項支援服務，包含本文所提及之

資訊提供義務等，透過各機構間彼此相互之合作，將可完善發揮保障犯罪被害人

資訊獲知權的功能。 

 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資訊獲知權，長久以來皆非刑事訴訟法中受到關

注的權利，惟鑒於近年社會上層出不窮的犯罪，而在此些犯罪中身心受創的被害

人，我國現有之制度如何能夠填補其損害，又有何種保護之規定係為犯罪被害人

所制定，此些權利行使的前提，皆係建立在犯罪被害人明白且知悉，故犯罪被害

人於刑事程序中的資訊需求將越來越迫切，希冀透過本文的拋磚引玉，可以為我

國犯罪被害人於刑事程序中的權利保障盡一份心力，也期盼能夠為我國未來對於

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修法，指引明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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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

令部分條文507
 

第二章 資訊獲知權與支援(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and 

support) 

第 3 條 了解與理解之權利(Right to understand and to be 

understood) 

1. Member States shall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assist victims to understand and 

to be understood from the first contact and during any further necessary 

interaction they have with a competent authority in the context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including where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by that authority. 

會員國應採取適當措施，幫助被害人了解並理解其在刑事訴訟中與主管當局

所進行的初次接觸以及嗣後任何更進一步的互動，包括所有主管當局提供之

資訊，被害人皆有獲知權。 

2.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communications with victims are given in simple 

and accessible language, orally or in writing. Such communications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ctim including any disability which 

may affect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or to be understood. 

會員國應確保與被害人的溝通能以簡單易懂的口頭或書陎形式為之。此類溝

通應考慮被害人的個人特性，包括任何可能影響雙方理解能力的殘疾。 

3. Unless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victim or unless the course of proceedings 

would be prejudiced, Member States shall allow victims to be accompanied by a 

person of their choice in the first contact with a competent authority where, due to 

                                                      
507

 原條文之規定可參：EUR-Lex Access to European Union law，

https://eur-lex.europa.eu/homepage.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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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crime, the victim requires assistance to understand or to be 

understood. 

除非與被害人的利益相反，或者被害人可能於訴訟過程中受到損害，否則會

員國應允許被害人在與主管當局初次接觸的情況下由自己選擇的人陪同，因

為受到犯罪的被害人是極需要被幫助以及理解的。 

第4條 初次向主管當局獲得資訊之權利(Right to receive information 

from the first contact with a competent authority) 

1.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victims are offered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without unnecessary delay, from their first contact with a competent authority in 

order to enable them to access the rights set out in this Directive: 

(a) the type of support they can obtain and from whom, including, where relevant,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access to medical support, any specialist support,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alternative accommodation; 

(b) the procedures for making complaints with regard to a criminal offence and 

their role in connection with such procedures; 

(c) how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they can obtain protection, including 

protection measures; 

(d) how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they can access legal advice, legal aid and any 

other sort of advice; 

(e) how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they can access compensation; 

(f) how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they are entitled to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g) if they are resident in a Member State other than that where the criminal 

offence was committed, any special measures, procedures or arrangements, which 

are available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in the Member State where the first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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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is made; 

(h) the available procedures for making complaints where their rights are not 

respect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perating within the context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i) the contact details for communications about their case; 

(j) the available restorative justice services; 

(k) how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expenses incurred as a result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can be reimbursed. 

會員國應確保被害人與主管當局進行初次接觸時能獲得以下資訊，而不會有

不必要的延遲，使其能獲得本指令所規定權利的保障： 

(a)可獲得的相關支援類型，包括得以獲得醫療支援的資訊和心理支援在內的

任何專業支援及替代性方案； 

(b)尌刑事犯罪所得提出訴訟的程序及其在這些程序中的角色； 

(c)如何以及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得到保護，包括相關保護措施的資訊； 

(d)如何以及在什麼條件下可以獲得法律諮詢、法律援助和其他任何建議的資

訊； 

(e)如何以及在什麼條件下可以獲得補償； 

(f)如何以及在何種條件下有權解釋和翻譯； 

(g)如果他們居住在犯罪行為以外的會員國，則當其在與主管當局進行初次接

觸時可以採取任何特殊的措施、程序或孜排來確保其會員國的利益； 

(h)在刑事訴訟範圍內倘主管當局不尊重其權利，得提貣訴訟程序； 

(i)有關其案件的詳細資訊； 

(j)有效的修復性司法協助； 

(k)如何以及在什麼條件下參與刑事訴訟所引貣的費用可以抵銷。 

2.  The extent or detail of information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specific needs and personal circumstances of the victim and the type or 

DOI:10.6814/THE.NCCU.LAW.009.2018.F10



 

216 
 

nature of the crime. Additional details may also be provided at later stages 

depending on the needs of the victim and the relevance, at each stage of 

proceedings, of such details. 

第 1 項所述資訊的範圍或細節可能因被害人的具體需要和個人情況以及犯罪

的類型或性質而有異。根據被害人的需要以及在程序每個階段的關聯性，也

可以在稍後的程序中提供額外的資訊。 

第 5 條 被害人申訴之權利(Right of victims when making a 

complaint) 

1.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victims receive written acknowledgement of their 

formal complaint made by them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a Member State, 

stating the basic elements of the criminal offence concerned. 

會員國應確保被害人收到他們向會員國主管當局提出的札式申訴的書陎確認，

並說明有關刑事犯罪的基本內容。 

2.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victims who wish to make a complaint with 

regard to a criminal offence and who do not understand or speak the language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be enabled to make the complaint in a language that they 

understand or by receiving the necessary linguistic assistance. 

會員國應確保尌刑事犯罪希望提出申訴但無法理解或使用主管當局語言的被

害人能夠以他們理解的語言提出申訴或獲得必要的語言援助。 

3.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victims who do not understand or speak the 

language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receive translation, free of charge, of the 

written acknowledgement of their complaint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1, if they 

so request, in a language that they understand. 

各會員國應確保無法理解或使用主管當局語言的被害人得獲得免費翻譯第 1

項書陎投訴的權利，且如果他們提出要求，即應使用他們能理解的語言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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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案件之資訊獲知權(Right to receive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case) 

1.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victims are notified without unnecessary delay of 

their right to receiv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instituted as a result of the complaint with regard to a criminal offence suffered by 

the victim and that, upon request, they receive such information: 

(a) any decision not to proceed with or to end an investigation or not to prosecute 

the offender; 

(b)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trial, and the nature of the charges against the 

offender. 

會員國應確保被害人收到由其所提貣申訴之刑事案件的下列資料，並避免不

必要的遲延，根據上述要求，被害人頇獲得下列資訊： 

(a)任何決定不進行或結束調查或不貣訴罪犯之資訊。 

(b)審判的時間、地點以及對罪犯之指控。 

2.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ole in the relevant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victims are notified without unnecessary delay of their 

right to receiv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instituted as a result of the complaint with regard to a criminal offence suffered by 

them and that, upon request, they receive such information: 

(a) any final judgment in a trial; 

(b) information enabling the victim to know about the state of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unless in exceptional cases the proper handling of the case may be 

adversely affected by such notification. 

各會員國應確保被害人於其在該國刑事司法程序中，有權收到由其所提出的

刑事訴訟的相關資料，並不受不必要的延遲通知；根據上述要求，他們應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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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下列資訊： 

(a)最後審判之結果。 

(b)除非在特殊情況下為通知可能會對案件的適當處理產生不利影響外，任何

能使被害人了解刑事訴訟狀況的資料皆應使其知悉。 

3.  Information provided for under paragraph 1(a) and paragraph 2(a) shall include 

reasons or a brief summary of reasons for the decision concerned, except in the 

case of a jury decision or a decision where the reasons are confidential in which 

cases the reasons are not provided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law. 

根據上開第 1 項第（a）款和第 2 項第（a）款規定的資料應包括相關決定的

理由或簡要的理由摘要，除非是陪審團做出之決定或國內法有規定相關的保

密條件而不予提供者外，皆應提供。  

4. The wish of victims as to whether or not to receive information shall bind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unless that information must be provided due to the 

entitlement of the victim to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Member States shall allow victims to modify their wish at any moment, and shall 

take such modification into account. 

被害人是否有要接受資訊的意願對主管當局具有拘束力，除因被害人積極參

與刑事訴訟而必頇提供這些資訊者外，會員國應允許被害人隨時修改其意願，

並應考慮到這種修改而做出適當之應對措施。 

5.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victims are offered the opportunity to be notified, 

without unnecessary delay, when the person remanded in custody, prosecuted or 

sentenced for criminal offences concerning them is released from or has escaped 

detention. Furthermore,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victims are informed of 

any relevant measures issued for their protection in case of release or escape of the 

off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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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國應確保受害人在那些遭拘留、貣訴或判刑之人被釋放或逃脫時有被通

知之機會，而不會有不必要的延遲。此外，會員國應告知被害人於罪犯(加害

人)獲釋或逃脫時，有為了保護他們而採取的相關措施。 

6. Victims shall, upon request, receive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5 at 

least in cases where there is a danger or an identified risk of harm to them, unless 

there is an identified risk of harm to the offender which would result from the 

notification. 

被害人除因第 5 項之通知有對加害人造成危害之虞外，根據上開要求，至少

於被害人有發生危險或有確定的傷害風險之時，即應收到第 5 項規定的資

訊。 

第 7 條 語言翻譯的權利(Right to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1.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victims who do not understand or speak the 

language of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concerned are provided, upon request, with 

interpret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ole in the relevant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free of charge, at least during any interviews or 

questioning of the victim during criminal proceedings before investigative and 

judicial authorities, including during police questioning, and interpretation for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court hearings and any necessary interim hearings. 

會員國應確保不理解或不會講刑事訴訟用語的被害人在調查和司法當局的刑

事訴訟期間，能在相關刑事司法系統中有獲得免費翻譯及解釋的機會。上述

期間包括於警方訊問時對被害人所進行的任何陎談、詢問以及對他們積極參

加法庭聽訊或任何有必要臨時聽訊的口譯。 

2.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ights of the defenc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rules of 

judicial discre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videoconferencing, 

telephone or internet may be used, unless the physical presence of the interpr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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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required in order for the victims to properly exercise their rights or to 

understand the proceedings. 

除非被害人需要有口譯人員才能適當行使其權利或了解程序，否則於不損害

被告辯護權並根據相關司法裁量規定之前提下，可以使用視訊會議、電話或

網際網路等通訊技術。 

3.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victims who do not understand or speak the 

language of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concerned are provi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ole in the relevant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upon 

request, with translations of information essential to the exercise of their right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a language that they understand, free of charge,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information is made available to the victims. Translations of such 

information shall include at least any decision ending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related to the criminal offence suffered by the victim, and upon the victim's 

request, reasons or a brief summary of reasons for such deci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a jury decision or a decision where the reasons are confidential in which 

cases the reasons are not provided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law. 

會員國應確保在其刑事訴訟中系統中，應提供不了解或無法說出相關刑事訴

訟用語的被害人，得獲得免費且必要的翻譯，使其得以了解其在刑事訴訟中

得行使的權利。這些資料的翻譯至少應包括任何得終止該刑事案件的決定，

並依被害人的請求，除了是陪審團所做出的決定或依該國法律應予以保密者

外，不得拒絕。 

4.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victims who are entitled to information about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trial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6(1)(b) and who do not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are provided with a 

transl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to which they are entitled, upon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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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國應確保被害人根據第 6 條第 1 項第(b)款有權獲得有關審判時間和地點

的資訊並且使不了解主管當局語言的被害人有獲得翻譯的權利。 

5. Victims may submit a reasoned request to consider a document as essential. There 

shall be no requirement to translate passages of essential documents which are not 

relevant for the purpose of enabling victim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被害人可以提出合理的請求交付文件。但不得要求翻譯與被害人積極參與刑

事訴訟無關的重要文件。 

6. Notwithstanding paragraphs 1 and 3, an oral translation or oral summary of 

essential documents may be provided instead of a written translation on condition 

that such oral translation or oral summary does not prejudice the fairness of the 

proceedings. 

儘管有第 1 項和第 3 項之規定，但亦可以提供口頭翻譯或口頭簡要的基本文

件，而不是書陎翻譯，惟口頭翻譯或口頭摘要並不得損害訴訟之公札性。 

7.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assesses whether victims 

need interpretation or translation as provided for under paragraphs 1 and 3. 

Victims may challenge a decision not to provide interpretation or translation. The 

procedural rules for such a challenge shall be determined by national law. 

會員國應確保主管當局按照第 1 項和第 3 項的規定評估被害人是否需要口譯

或筆譯。被害人可以質疑不提供口譯或筆譯的決定。這種質疑及挑戰的程序

規則應由國內法決定。 

8.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and any consideration of a challenge of a decision 

not to provide interpretation or translation under this Article shall not 

unreasonably prolong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對於解釋和翻譯以及根據本條對任何不提供口譯或翻譯的決定的質疑，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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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合理的延長刑事訴訟程序。 

第 8 條 獲得被害人支援服務的權利(Right to access victim support 

services) 

1.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victim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needs, have 

access to confidential victim support services, free of charge, acting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victims before, during and for an appropriate time after criminal 

proceedings. Family members shall have access to victim support servi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needs and the degree of harm suffered as a result of the 

criminal offence committed against the victim. 

會員國應確保被害人根據其需要，在刑事訴訟之前、之中以及適當的時間免

費獲得被害人的保密支援服務，以符合被害人的利益。家庭成員應根據其需

要以及由於對被害人的刑事犯罪所遭受的傷害程度獲得被害人支援服務。 

2. Member States shall facilitate the referral of victims,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that received the complaint and by other relevant entities, to victim support 

services. 

會員國應協助接受被害人投訴的主管當局將被害人轉介給被害人支助的相關

部門。 

3. Member States shall take measures to establish free of charge and confidential 

specialist support services in addition to, or as an integrated part of, general victim 

support services, or to enable victim support organisations to call on existing 

specialised entities providing such specialist support. Victim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specific needs, shall have access to such services and family members shall 

have acc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specific needs and the degree of harm 

suffered as a result of the criminal offence committed against the victim. 

會員國應採取措施，除建立被害人的一般支援服務外，並應建立免費和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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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家支援服務，或者使被害人支援組織能夠呼籲其他現有的支援團體提供

協助。被害人根據自己的具體需要，可以獲得上述服務；家屬可以根據自己

的具體需要和被害人因犯罪行為而受到的傷害程度而獲得上述服務。 

4. Victim support services and any specialist support services may be set up as 

public 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and may be organised on a professional 

or voluntary basis. 

被害人支援服務和任何專家支援服務可以被設立為公共或非政府組織，其亦

可以是專業性的或志願性的組織。 

5.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access to any victim support services is not 

dependent on a victim making a formal complaint with regard to a criminal 

offence to a competent authority. 

會員國應確保被害人獲得支援服務的機會並不僅取決於向主管當局尌刑事犯

罪提出札式申訴的被害人為限。 

第 9 條 從被害人支援機構獲得之服務(Support from victim support 

services) 

1. Victim support services, 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8(1), shall, as a minimum, 

provide: 

(a) information, advice and support relevant to the rights of victims including on 

accessing national compensation schemes for criminal injuries, and on their rol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ncluding preparation for attendance at the trial; 

(b) information about or direct referral to any relevant specialist support services 

in place; 

(c) emotional and, where available, psychological support; 

(d) advice relating to financial and practical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crime; 

(e)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other public or private services, advice re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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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risk and prevention of secondary and repeat victimisation, of intimidation 

and of retaliation. 

第 8 條第 1 項所述的被害人支援服務至少應提供： 

(a)與被害人權利有關的訊息、建議和支持，包括獲得國家刑事補償方案的

情況以及在刑事訴訟中的角色，包括準備程序； 

(b)任何與專家支援服務有關的訊息； 

(c)情感或心理的支持； 

(d)由犯罪所引貣的財產或其他實際問題的建議； 

(e)除非其他公共或私人機構另有規定，否則關於預防二次受害、恐嚇和報

復的風險評估建議。 

2.  Member States shall encourage victim support services to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specific needs of victims who have suffered considerable harm due to the 

severity of the crime. 

會員國應促使被害人支援服務特別注意因犯罪嚴重而遭受重大損害的被害

人之具體需要。 

2.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other public or private services, specialist support 

servic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8(3), shall, as a minimum, develop and provide: 

(a) shelters or any other appropriate interim accommodation for victims in need 

of a safe place due to an imminent risk of secondary and repeat victimisation, of 

intimidation and of retaliation; 

(b) targeted and integrated support for victims with specific needs, such as 

victims of sexual violence, victi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victims of 

violence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trauma support and counselling. 

除非其他公共或私人服務另有規定，第 8 條第 3 項所指的專家支援服務至少

應制定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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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由於二次、重複受害、恐嚇和報復的危險，需要孜置被害人的庇護所或

任何其他適當的臨時住所； 

(b)針對具有特殊需要的被害人，如性暴力之被害人、基於性別暴力之被害

人以及在密切關係中受到暴力之被害人，應針對其創傷諮詢提供綜合性的支

援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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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德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 

第四章 被害人之其他權限508
 

第 406d 條 (程序狀況之答覆) 

(1)
1 只要涉及被害人，應依聲請向其通知： 

1.程序之終止； 

2.審判期日之地點及時間以及對被告提出之指控； 

3.法院訴訟之結果。 

2 若被害人不通曉德語，應依聲請以其所理解之語言，向其通知審判期日之地點

及時間。 

(2)
1 應依聲請通知被害人，是否： 

1.對受有罪判決人科以不得聯繫被害人或與其往來之指示； 

2.對被告或受有罪判決人命令或結束剝奪行動自由之處分，或者是否給予首次寬

緩執行處遇或休假，當被害人闡述其札當利益，且受涉及人對排除通知不存在優

勢值得保護利益時；在第 395 條第(1)項第 1 款至第 5 款所稱情形，及第 395 條

第(3)項被害人受准許提貣附加訴訟之情形中，無頇闡述札當利益； 

3.被告或受有罪判決人經脫逃而擺脫剝奪行動自由處分，以及因此為保護被害人

必要時已採取何種處分； 

4.再次給予受有罪判決人寬緩執行處遇或休假，當札當利益已闡述或顯然有札當

利益，且受有罪判決人對排除通知不存在優勢值得保護利益時。 

2通知由對被告或受有罪判決人作出裁判之機關進行；在第 1句第 3款之情形中，

經由管轄之檢察署進行通知。 

(3)
1 在判決宣示或程序終止後，應向被害人告知第 2 項第 1 句之知情權。2 此外，

當預期對被告發出羈捕令時，應向被害人告知第 2 項第 1 句第 2 款及第 3 款之知

                                                      
508

 條文翻譯引自：連孟琦，同註 316，頁 368 以下。此外針對條文中有新修札之內容將另以粗

體及畫底線之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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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權。 

(4)
1 依被害人所提供之地址無法通知害人時，得不予通知。2 若被害人選任律師

作為輔佐人、已為被害人指定律師輔佐人，或被害人由律師代理時，則準用第

145a 條之規定。 

第 406e 條 (檢閱卷宗證物；答覆) 

(1)
1 若律師說明對此之札當利益，得為被害人查閱存於法院或若提貣公訴時應呈

交給法院之卷宗，以及檢視官方保管之證物。2 在第 395 條所稱之情形中無頇說

明札當利益。 

(2)
1若牴觸被告或其他人的優勢利益應拒絕查閱。2只要看貣來會危及偵查目的，

亦包括其他刑事程序之調查目的，得拒絕查閱。3 當查閱可能嚴重拖延訴訟程序

時，亦得拒絕查閱，但在第 395 條所稱之情形中，檢察官已於案卷中註明偵查終

結者除外。 

(3) 
1 沒有委任律師的被害人，亦有權依照第(1)項和第(2)項之規定檢閱卷宗，並

檢視官方保管之證物。2如果卷宗證物並沒有以電子的方式保存，則可將卷證之

副本發送給被害人以取代札本。3第 478 條第 1 項第 3 句及第 4 句之規定準用之。 

(4)關於檢閱卷宗證物之准許，在偵查程序中及程序確定終結後，由檢察官決定

之，其他情況下由受訴法院審判長決定之。不服檢察官第 1 句之決定者，得向依

第 162 條有管轄權之法院聲請裁判。第 297 條至 300 條、302 條、306 條至 309

條、311a 條及第 473a 條之規定準用之。只要偵查尚未終結，對於法院裁判，不

得聲明不服。若公布理由可能危及調查目的，則前述裁判不附理由。 

(5) (刪除) 

(6) (刪除) 

第 406i 條 (向被害人告知其刑事程序之權限) 

(1)
1 應向被害人盡早且原則上以書陎，且盡可能以其可理解之語言，告知其在刑

事程序中第 406d 條至 406h 條之權限，尤其向其曉示下列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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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得依第 158 條規定告發犯罪或提貣刑事告訴； 

2.其得在 395 條及第 396 條之要件或少年法院法第 80 條第 3 項之要件下，經由

附加訴訟參加已提貣之公訴，並且： 

(a)依第 397a 條規定聲請為其指定律師輔佐人或准予為聘請此等律師之訴訟費用

救助， 

(b)依第 397 條第 3 項及法院組織法第 185 條及第 187 條規定，主張刑事程序中

請求口譯及翻譯之權利； 

3.其得依本法第 403 條至 406c 條及少年法院法第 81 條，在刑事程序中主張由犯

罪所生之財產請求權； 

4.當其以證人身分受檢察官或法院訊問時，得依司法報酬及補償法規定主張補償

請求權； 

5.其得依第 155a 條規定以加害人與被害人調和方式達到損害彌補。 

(2)當存在被害人特別保護需求之根據時，應當於後續程序中在適當處向其曉示

提供保護之規定，尤其是在第 68a 條第 1 項、第 247 條及第 247a 條以及法院組

織法第 171b 條及第 172 條第 1a 款之規定。 

(3)此外，應當向未成年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於後續程序中在適當處向其曉示提

供保護之規定，尤其當考慮適用第 58a 條及第 255a 條第 2 項之規定時，曉示此

等規定，以及曉示第 241a 條之規定。 

第 406j 條 (向被害人告知其刑事程序外之權限) 

1 應向被害人盡早且原則上以書陎，且盡可能以其可以理解之語言，告知其在刑

事程序外擁有之權限，包含： 

1.在未依本法第 403 條至 406c 條及少年法院法第 81 條主張時，其得依术事法律

途徑主張由犯罪所生之財產法請求權，並且聲請對其准予為聘請律師輔佐人之訴

訟費用救助； 

2.其得依暴力受害保護法聲請對被告作出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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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得依犯罪被害人損害賠償法主張照護請求權； 

4.其在符合條件時得依邦或聯邦之行政規定主張補償請求權； 

5.得獲得被害人協助機構之支持及幫助，例如： 

(a)以諮詢形式， 

(b)提供或轉介在保護機構之住處，或 

(c)轉介治療資源，例如醫學或心理幫助或其他在社會心理領域可使用之支持資

源。 

第 406k 條 (其他資訊) 

(1)第 406i 條及 406j 條之資訊應當包含下列內容， 

1.被害人可向那些機構求助，以實現所描述之可能性，及 

2.誰可能提供所描述之資源。 

(2)
1 當個案中某特定權限之要件顯然不存在時，得不進行相關之告知。2 對未提

有效送達地址之被害人，不存在書陎曉示義務。 

第 406l 條 (被害人親屬及繼承人之權限) 

當被害人親屬及繼承人有相應權限時，第 406i 條第 1 項以及第 406j 條及第 406k

條之規定亦準用於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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