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準司法權的行使 

     

在描述中紀委的沿革部分，略提中紀委在調查活動中的協作範圍擴大到檢察

機關，同時在第三章第六節介紹中紀委具備一種準司法權。本來作為黨的司法

權，黨紀處理事物的範圍比法律還大，因此紀檢、檢察之間並不是每個案件都能

合作。基本上案件交叉可分為三種類型：一、違反黨紀，不違反法律（如拖欠黨

費、未參加支部會議等），二、違反黨紀和法律（如貪污），三、不違反黨紀，違

反法律（兩規措施）。第一個狀況純粹屬於黨紀處理的範圍，因此雙方不會產生

衝突或糾紛。第二個狀況時，黨紀處分後採取移送法辦的方式。第三個狀況不同

於其他兩者之處，就是黨的司法權侵犯檢察機關職權，在聯合辦案的架構下雙方

進行調查時，兩規的行使無法期待以互相尊重對方的辦案依據為前提的合作。在

此，針對作為黨的司法權之「兩規」措施具有何等權限進行具體分析。 

 

第一節 兩規措施 

在紀檢機關調查大案要案時，往往出現「兩規措施」這個字眼。中紀委也「實

踐證明，正確採用這項措施對於突破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應當繼續依法採

用」的說法肯定其作用。1在受到開除黨籍處分的副省長級以上的幹部中（見表

五）使用兩規以及聯合辦案（兩規的一種配套措施，在下一節後述）的實際運用

情形其實絕無僅有，只有河北省原省委常委、常務副省長叢福奎而已。兩規措施

的這麼少量的運用的原因何方，仍然不知其謎，但至少從案件處理時間（表六）

可推論，兩規措施似乎被採取於破案難度大，案情比較複雜的案件。 

 
 
 
 

                                                 
1「中共中央紀委、監察部關於紀檢監察機關依法採用『兩指』『兩規』措施若干問題的通知」。

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編，第六卷（北京：中國

方正出版社，2001 年 6月），頁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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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今年來受到判刑的副省級以上幹部 
辛業江  海南省人大原副主任 1998年 5 月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5年。 

陳希同  原中央政治局委員、北京市原市長 1998年 7 月因犯貪汙罪、玩忽職守罪被判處有期徒

刑 16年。 

姜殿武  河北省原人大副主任 1998年 12 月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10年。 

徐炳松  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 1999年 8 月因犯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孟慶平  湖北省政府原副省長 1999年 12 月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10年。 

胡長清  江西省原副省長 2000年 2 月因受賄罪、行賄罪、鉅額財產來源不明罪被判死刑，同年

3 月在南昌執行。 

成克傑  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 2000年 7 月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死刑，同年 9 月在北京執行。 

慕綏新  瀋陽市原市長 2001年 8 月因犯受賄罪、鉅額財產來源不明罪被判處死刑，緩期 2年執 

行。 

劉知炳  廣西壯族自治區常委、自治區政府副主席 2002年 6 月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15

年 

王樂毅  海關總署原副署長 2002年 9 月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13年 

李紀周  公安部原副部長 2001年 10 月因受賄罪、玩忽職守罪被判處死刑，緩期 2年執行 

許運鴻  中共寧波市委原書記 2000年 10 月因犯濫用職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10年 

叢福奎  河北省原省委常委、常務副省長 因受賄索賄被“雙開”並已移送司法機關處理 

王懷中  安徽省原副省長 因涉嫌受賄被依法逮捕 

秦昌典  重慶市人大原副主任 2002年 4 月因玩忽職守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6個月，緩期 1年執行 

周文吉  寧夏自治區原政協副主席 因以權謀私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 

李大強  湖北省原副省長 2000年 9 月因受賄和接受禮金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李嘉廷  雲南省原省長、原省委副書記 涉嫌受賄被開除黨籍、公職，移送司法機關查處 

資料來源：貪官檔案，正義網，http://www.jcrb.com/zyw/tgda/index.htm。 

 
表 5-2：從逮捕至公訴、一審判處時間 

             逮捕                     公訴                   一審判處       合計 

辛業江  96年 12 月 27 日   10 月   97年 10 月 25 日    7 月   98年 5 月 26 日   17 個月 

陳希同  98年 2 月 27 日               不  明                98年 7 月 31 日   5 個月 

姜殿武  97年 11 月 1 日   7 個多月  98年 6 月 23 日  5 個多月  98年 12 月 7 日   12 個月 

徐炳松  98年 6 月 3日                不  明                99 月 8 月 27 日   14 個月 

孟慶平  98年 4 月 23 日    8 月    98年 12 月         12 月  99年 12 月 1 日   20 個月 

胡長清  99年 10 月 10 日   4 月    00年 2 月 1日      2 週   00年 2 月 15 日    4 個月 

成克傑  00 月 4 月 25 日    2 月    00年 6 月 26 日     1 月   00年 7 月 31 日    3 個月                   

劉知炳  01年 12 月 5 日    25 日   01年 12 月 30 日    6 月   02年 6 月 24 日    7 個月 

李紀周  99年 12 月        14 月   01年 2 月 28 日     8 月   01年 10 月 22 日   22 個月 

許運鴻  99年 10 月 13 日   7 月    00年 6 月 16 日     4 月   00年 10 月 17 日  11 個月 

叢福奎  01年 4 月 29 日    4 月    01年 8 月份      1年 8 月 03年 4 月 29 日   24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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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2：從逮捕至公訴、一審判處時間 
王懷中  02年 10 月 14 日   11 月   03年 11 月 13 日  1 個多月 03年 12 月 29 日  12 個多月 

秦昌典  00年 6 月 7日     6 月    00年 12 月 12 日  1年 4 月 02年 4 月 26 日    22 個月 

李嘉廷  01年 10 月 10 日              不  明                03年 5 月 9日    19 個月 
資料來源：貪官檔案，正義網， http://www.jcrb.com/zyw/tgda/index.htm，公訴以及一審判處時間

不明者一律除外。 

「兩規」措施的使用以及使用時的調查體制等，其實讓紀檢機關具備超越法

律規範的職權，這種強制性色彩符合破案難度較大的案件。在此，首先概括分析

兩規的性質和作用。兩規是指 1994 年 3月中紀委發布的「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

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例」（以下簡稱為條例）第二十八條第三項所規定的「要求

有關人員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就案件所涉及的問題作出說明」部分。「條例」出

臺後被取代的 1988 年 5月發布「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例（試

行）」中，未有被調查人在何等環境接受調查的詳細規範，不同之處是調查主體

在調查時間的控制上具有一定的強制性。後來逐漸建立有關兩規的詳細規範，下

列為 1998 年 6月「中共中央紀委、監察部關於紀檢監察機關依法採用『兩指』

『兩規』措施若干問題的通知」特作的三項規定：2

 

1.不准使用司法手段，不准使用司法機關的辦公、羈押場所和行政部門的收容遣

送場所。 

2.不准修建用於「兩指」「兩規」措施的專門場所。 

3.嚴禁搞逼供、誘供，嚴禁體罰或者變相體罰，嚴禁打罵、侮辱人格和使用械具。     

 

該規定的內容重點規範兩規的手段，第一項的司法手段指司法權的行使，主

要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行使，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監獄也行使部分司

法權，3因此紀檢機關未被授與跟上述機關同等權力。另外，第三項缺乏即時制

止上述手段的必要措施，雖然仍有途徑追究紀檢機關的違紀行為，4但該規定中

                                                 
2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編，第六卷，頁 848。 
3浦法仁，法律小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年 5月），頁 481。 
4中紀委於 1993 年 8月印發之「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機關控告申訴工作條例」第七、八條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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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明確指示處理方法。 

    接著，從 2000 年 1月的「關於紀檢機關使用『兩規』措施的辦法（試行）」

中的一些具體辦法中分析其特徵。 

  使用「兩規」措施必須具備下列條件： 

    第 1項、已經掌握了違紀案件中涉嫌違紀的黨員的部分嚴重違紀事實及證

據，已具備給予其紀律處分的條件，但仍有重要問題尚待查清； 

    第 2項、涉嫌違紀的黨員有串供、翻供或者外逃的嫌疑，或者可能隱匿、銷

毀證據，或者有其他妨礙案件調查的行為。 

第五款、決定對涉嫌違紀的黨員使用「兩規」措施的，辦案人員應向其宣讀

有關規定和必須遵守的紀律。對涉嫌違紀的黨員帶至「兩規」地點的交通工具、

通信工具、證件、貨幣及可能危及安全的物品，由紀檢機關暫為登記保管。使用

兩規措施後，紀檢機關應告知涉嫌違紀的黨員所在的單位和家屬。 

    第七款、涉嫌違紀的黨員應當按照紀檢機關的要求，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就

案件所涉及的問題作出解釋和說明，如無正當理由而予以拒絕，或者有其他妨礙

案件調查的行為，按照「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關於對妨礙違紀案件查處的黨

組織和黨員黨紀處分的規定（試行）」處理。 

第 2項部分的問題為如何劃分紀律處分的條件以及妨礙案件調查的行為，妨

礙調查的行為之認定由紀檢機關來判斷，雖該規定第四項：「紀檢機關決定對所

轄地方或者部門的領導班子成員和其他重要領導幹部實行『兩規』的，應由紀委

書記或者分管案件的副書記批准，並向同級黨委報告」等部分顯示，使用條件的

認定並不是調查部門一手包辦的，經過一定的手續，但仍然無法排除擴大解釋等

可能性。另外，由供到證的反貪偵查模式普遍存在的情形下，5「仍有重要問題

尚待」的條件，會否為獲得證據提供方便，仍然無法排除其可能性。 

                                                                                                                                            
有關紀檢機關成員違反紀律行為時的檢舉、控告等程序，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

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編，第六卷，頁 713。 
5陳衛東主編，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調研報告（北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 年 5月），頁 42。 

 58



第五項暫時保管的規定包括通信工具，此舉限制與外部（包括律師在內的）

聯繫的機會，若紀檢機關未履行告知義務，就等同於綁架。由於兩規為黨內監督

的措施，因此不屬於刑訴法中的監督架構，也沒有聘請律師等保護自己的機會。

第七項規定似乎被調查人有義務如實地答覆，由於妨礙案件查處行為的標準極為

模糊，6因此「被檢查人要自覺地接受組織的檢查」這種前提下，7任何防禦自己

的嚐試可能被視為妨礙調查的行為。 

原來的兩規除了任意決定訊問時間和地點之外，未有詳細的內容。但隨著附

帶規定的增加，兩規本身似乎已經獨立發展成一套案件檢查規範似的。這些規定

濃厚地反映出兩個特點，那就是缺乏紀檢機關從事違法執紀活動時的制衡機制。    

與此同時無可避免地涉及一個問題，那就是具有相當功能的刑訴法和「兩規」如

何劃清界線，或者可以說刑訴法的執行機關（司法機關）和紀檢機關如何互相配

合對方的辦案程序，還有會否發生雙方的職權重疊甚至侵犯的狀況，並如何處理

的問題。 

    當雙方起衝突時，聯合辦案這個制度環境是觀察雙方如何因應的最佳題材。

因為該制度的架構下雙方處於同一個時間和地點共同辦案，比起移送法辦的狀況

沒有時滯的問題，所以能夠清楚地突顯出雙方的處理態度。 

 

第二節 聯合辦案 

    論述何謂聯合辦案之前，首先應處理聯合辦案這種調查組織形式何以存在的

問題，以解釋聯合辦案賴以存在的基礎。以多種辦案機關參與為主要特徵的聯合

辦案組之形成，表示多種機關能夠按照各個辦案依據參與調查並做出處分。在

此，首先從瞭解有何等規章依據以及各個規章之間的關係等問題入手。 

                                                 
6例如，「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關於對妨礙違紀案件查處的黨組織和黨員黨紀處分的規定（試

行）」第三條中有：「凡屬妨礙案件查處的行為，都是違犯黨的紀律」，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

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編，第六卷，頁 656。 
7「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關於對妨礙違紀案件查處的黨組織和黨員黨紀處分的規定（試行）」

第六條，同前註，頁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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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辦案制是指對於案情複雜、涉及面較廣的案件，採取黨紀、政紀、法

紀檢查機關共同參與檢查或者由其中兩辦案制度或方法。」8上述黨紀、政紀、

法紀分別為針對黨員的黨的紀律、針對國家行政機關工作人員的行政紀律以及針

對一般公民的法律，其檢查主體分別為紀檢機關、行政監察機關以及公安機關、

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的三個機關。至於檢查客體方面，黨紀案件檢查的對象主

要涉及到各級黨組織以及各級黨委、紀委、人大、政府、政協、法院、檢察院、

工會、共青團、婦聯、武裝部等機關團體和各類企事業單位中的中共黨員。政紀

的主要對象有國家行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和由國家行政機關任命的其他人員。法

紀的對象為一般公民。執紀依據如此亂立使得案件調查主體的管轄範圍、客體的

類型以及調查標準等問題極為複雜錯亂。一般而言，黨紀、政紀、法紀重疊的情

形較為普遍，最為嚴重的情形係在國家行政機關任職的中共黨員觸法的場合，因

為法紀當中最嚴重的處分為死刑，而黨紀處分中最嚴重的清除出黨處分並沒有權

力執行死刑。案件交叉的情形可分為黨紀、政紀交叉；黨紀、法紀交叉；政紀、

法紀交叉；黨紀、政紀、法紀交叉的四種類型。其複雜程度可見一斑。這種多種

規範的並存可謂為聯合辦案賴以存在的根本基礎，但同時面對如此複雜的執紀環

境，在形式上各個調查機關有必要整頓其調查隊伍。因為如果各個執紀機關展開

調查時，互相脫節、易於導致重複辦案以及調查取證難等問題隨之產生，這是所

謂獨立辦案制的問題。獨立辦案制是指「黨紀、政紀或法紀檢查機關，按照分工

負責的原則和監督檢查的權限對違反黨紀、政紀或法紀的機關或個人獨立行使立

案、檢查、處理權限的辦案制度。」9聯合辦案形成的客觀背景，雖然有起因於

案件本身的複雜性一面，但更大的原因應是有利於彌補這種獨立辦案制本身的缺

陷，以發揮調查上的優勢。除了能夠克服上述問題之外，其優勢表現還有：各個

機關可對案件的來龍去脈掌握清楚、克服重複辦案以節省人力和物力並加快辦案

                                                 
8同前註，頁 125。 
9
魏明鐸主編，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工作全書（石家莊：河北人民出版社，1992 年 10月），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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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度、可發揮各機關的專業優勢等內容。 

    但解決各種機關之間的職能重疊、程序劃分的問題之際，多種機關的介入將

會導致「聯合辦案如果領導不力，有可能產生意見不一或者互相推諉的現象」等

問題。10對於聯合辦案具備的這種先天性問題的答案就是如「主辦機關要有集

中，黨的紀律檢查機關加強政治思想的領導」的紀檢機關牽頭領導的方式。11

以由紀檢監察機關牽頭多方聯合為主的聯合辦案制的設計，12似乎是合理又

有效的調查途徑，一方面能夠集中辦案質量以發揮上述優勢，另外還有：「如果

我們與檢察機關聯合辦案，他們運用法律手段充分發揮其監督的威攝力對被調查

人員實施監控，案件則會很容易得到突破。」13、「紀檢機關以其作為黨的紀律

檢查機關的特殊地位，對涉及一些組織與領導幹部的問題有著其權威性，檢察、

監察、審計、工商、銀行、稅務等部門雖具有司法、行政、經濟懲罰手段，但對

於涉及到某些組織和領導幹部的問題，往往會遇到阻力，給辦案造成一定的困

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採用聯合辦案的方式，充分發揮紀檢機關思想政治工

作的優勢，對排除阻力，加快辦案速度將是一個極大的促進」等優勢，14這些優

點充分顯示作為身兼黨政機關的紀委之獨特地位。此外，中紀委之所以擁有特殊

地位，它在調查階段時已獲得黨中委的批准，亦即該調查為獲得共識的，是全黨

的意志，這是特殊地位和思想政治工作優勢之意涵。但同時紀委的獨特地位造成

另一個調查技術上的問題，如前所述，兩規帶有刑訴法強制性措施的色彩，它的

行使產生權限重疊的可能。那麼當紀檢機關發揮自身的優勢時，無可避免地涉及

到其他執法機關的職權範圍，或者可以說優勢的發揮包含利用或者侵犯其他機關

的職權來提昇本身的調查功能之意涵，這種情形可見於與行政監察機關合署辦公

的紀檢委。另外，單純地從提昇功能的完整性的角度來看，檢察院紀檢組和檢察

                                                 
10同前註，頁 127。 
11同前註，同頁。 
12本書編寫組，紀檢監察業務程序（北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 年 4月），頁 247。 
13魏明鐸主編，前引書，頁 126。 
14同前註，頁 126。 

 61



機關的互補關係也具有類似的架構。聯合辦案制不如這些機關般，擁有常規的黨

政關係架構，這是一種臨時性的，非常規的互動裝置。但仍然具備以黨為優先的

考量。 

    這種考量也反映在人事部署的安排上。在一般情況下，調查組設組長一人，

副組長一人或若干人，調查組的組長和副組長由承擔案件的紀檢機關或黨組織指

定，組長應由參加調查組的牽頭單位負責同志擔任。15如前所述，聯合辦案組通

常由紀檢委牽頭的場合為多，那麼聯合辦案組組長的人選，基本上由紀檢委方面

安排上任。另外，具體的協作規範中也可見調查中的主從關係，例如：「對於查

處有阻力或涉及黨紀、政紀、法紀交叉的大案要案，經紀檢監察機關和檢察機關

協商，可由一個部門為主調查，另一部門進行配合，必要時由聯席例會決定由紀

檢監察機關和檢察機關聯合調查，對觸犯刑律的，由檢察機關依照法律程序辦

理。」16此規定進一步明確雙方在執行監督時的互動模式。雖然這些舉措完善了

聯合辦案制度，但如前面所曾反覆強調的，雙方的權限衝突無法避免的情形下，

此動作恐怕會繼合署辦公牽動的領導體制改換後，動搖檢察機關在刑訴法中的地

位。當然若在偵查工作上產生不利的影響，對檢察機關而言沒有「積極配合」的

必要，但問題恰恰在於檢察機關可能無法積極做出拒絕的動作，在兩規措施的行

使無法避免破壞法律程序的情形下，檢察機關依然保持雙方的合作關係。 

檢察機關的訴訟活動環境有先天的瑕疵，瑕疵的原因在於刑訴法中不受到法

律約束的紀檢機關的存在。如此情形不僅提供紀檢機關能夠恣意活動的環境，加

上隱藏著在紀檢機關干預的可能性之下，法律程序被壟斷或者權限被挪用的危

險。紀檢和檢察雙方之間沒有劃清必要的界線，這種情況下也無法期待以互相遵

守對方辦案程式為前提的合作。 

雖然在法理上雙方之間沒有合作空間，但聯合辦案這種架構依然存在，那麼

                                                 
15同前註，頁 111。 
16「中共中央 最高人民檢察院 監察部關於紀檢監察機關和檢察機關在反腐敗鬥爭中加強協作的
通知」第五款，中國檢察年鑑編輯部，中國檢察年鑑 1994 年版（北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5
年），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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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中出現哪些具體問題，以下分析實例，觀察其表現為何。 

第三節 實例 

    實際上，在達成破案的共同目的下，聯合辦案制架構中的紀檢機關和檢察機

關的關係頗為和諧，兩者之間少見程序違法所引起的緊張關係，甚至舉行表彰大

會等機會予以高度讚許。雖然「兩規」措施的行使本身為觸法，但檢察機關在場

而毫無過問的情形，不僅凸顯其法律監督功能的喪失，進而隱約可見以破案為優

先的一種職權主義思維。 

    以下介紹的實例為檢察機關包括在內的聯合調查組，針對省級領導人或者由

中紀委實施「兩規」的案例。這些案例從被調查人的級別、調查單位層次來判斷

算是重大的案件，後來分別發佈中紀委的案件通報。17由於採取「兩規」措施並

資料齊全的案件極為有限，因此挑選這些案例的原因完全出於資料上的考量。 

 

一、叢福奎案 

叢福奎為原河北省委常委、常務副省長，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及河北省人大

代表。他的基本案情和處理結果分別為如下。 

自 1997 年初至 2000 年 6月，利用職務便利，為他人謀取利益，索取、非法

收受錢款共計 936萬餘元人民幣。依照「中國共產黨紀律處分條例（試行）」和

「國家公務員暫行條例」的有關規定，2001 年 3月，經中央紀委監察部決定，

並報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給予開除黨籍和行政開除處分。2003 年 4月河北

省張家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受賄罪判處死刑，緩

期二年執行，剝奪政治權利終身，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產。18 

    叢福奎專案組為典型的紀委牽頭，多種機關協助的聯合辦案模式。探討辦案

                                                 
17中紀通[2001]8號「關於李真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的通報」，中央紀委監察部案件審理室，黨紀政
紀案例參考第 3輯（北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 年 6月），頁 20。 
18中央紀委監察部案件審理室編，黨紀政紀案例參考第 4輯（北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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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內容之前，事先從 2002 年 10月 12日在石家莊召開的查辦李真叢福奎等案

總結表彰大會中，瞭解一下對於該聯合辦案模式的破案做出何等總結。 

中紀委副書記劉麗英：「李真、叢福奎等案成功查辦，是中央領導高度重視，

中紀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河北省委、省政府正確決策、堅強領

導的結果，是廣大人民群衆積極參與、大力支持的結果，是有關地方黨委、政府

和有關部門密切配合、通力合作的結果，是全體辦案人員共同努力的結果。」 

河北省委書記王旭東：「李真、叢福奎等案的成功查辦，是在黨中央的正確

領導和中紀委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直接組織指揮下取得的」 

「省委研究決定，利用李真、等典型案例，在全省黨員幹部中集中開展警示教育

活動，這是推進我省黨風廉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一項重要舉措，黨員幹部要引

以爲鑒，警示自己，努力加強黨性鍛煉和修養，牢固構築起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

防線。」19

 

由上可知，他們認為各方的積極參與和合作促成該案的破案，但王旭東所稱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直接組織指揮下取得的」的部分，恐怕違背事實。因為就

如前所述，聯合辦案組實施「兩規」的同時，檢察機關的法律監督功能完全被迫

停止。（至於「兩規」實施的實際過程，在後面加以詳細的論述。）總之，檢察

機關的指揮實際上形同虛設。 

另外，將此案件列為典型案例並拿來作為宣傳教育教材以期加強思想道德的

做法，濃厚地表現出著重於預防作用的考量。中共一向強調靠著提高黨員個人的

自覺性來作為防腐的重要途徑，中共為何這麼需要呼籲思想道德的重要性，這個

設問裡已隱藏著防腐機制的缺陷。但總言之，從加強黨性的訴求優先於違法執紀

的思維，可見似乎執紀單位和一般黨員守法的標準不同。 

                                                 
19「查辦李真叢福奎等案表彰大會在石召開」，河北日報電子版，

http://www.hebeidaily.com.cn/200201012/ca175616.htm，2002 年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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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的不同標準其實沿用到辦案主體內。有時候，辦案主體的組織內容左右

程式是否合法，因此事先有必要剖析一下其陣容。 

首先，從河北日報 2002 年 10月 13日的「查辦李真、叢福奎等案先進集體

和先進個人名單」報導，20瞭解一下主體陣容以及聯繫的情形： 

 
獲得集體一等功  四個單位             獲得集體三等功  十八個單位 
中央紀委監察部第六紀檢監察室辦案組   北京市朝陽區紀委辦案組 
廊坊市人民檢察院                     山西省陽泉市公安局監管處 

石家莊市橋西區人民檢察院             山西省陽泉市平定縣看守所 

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                   河南省安陽市看守所 

                                     秦皇島市撫寧縣人民檢察院 
獲得集體二等功  十一個單位           張家口市宣化區人民檢察院 
中央紀委監察部審理室審理組           張家口市沽源縣人民檢察院 
山西省陽泉市看守所                   邢臺市橋西區人民檢察院 
山西省陽泉市第二看守所               邢臺市邢臺縣人民檢察院 
唐山市人民檢察院公訴處               邢臺市人民檢察院法警支隊 
衡水市人民檢察院公訴處               張家口市人民檢察院監所處 
石家莊市欲華區人民檢察院             張家口市人民檢察院法警支隊 
張家口市人民檢察院公訴處             廊坊市中級人民法院 
張家口市中級人民法院                 秦皇島市撫寧縣人民法院 
河北省財政廳                         衡水市深州市人民法院 
河北省審計廳                         衡水市冀州市人民法院 
                                   武警河北省總隊第五支隊汽車中隊 
                                     武警河北省總隊第八支隊 

先進個人一等功 
葉曉穎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代理審判長 
陳繼如 北京市紀委常委 
楊戰玉 哈爾濱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高貴君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副庭長 
王其江 河北省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趙新元 張家口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龐祥海 承德市人民檢察院代檢察長 
王俊清 張家口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 
蘭池軍 張家口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助理檢察員 （第四屆中國優秀青年衛士） 

                                                 
20「查辦李真、叢福奎等案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名單」，河北日報電子版，

http://www.hebeidaily.com.cn/200201012/ca175618.htm，2002 年 10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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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宏   衡水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2003 年感動河北十大年度人物） 
金榮海 衡水市桃城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李會生 邢臺市反貪局局長 
梁瑞琴 石家莊市橋東區檢察院檢察長 
張玉岩 刑台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於義坤 邯鄲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常榮才 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穆思山 河北省人民法院副院長 
田志和 省刑偵緝捕行動科科長21

 

該名單還包括在後面進行分析的「李真案」部分，例如山西省陽泉市看守所

為李真被異地關押的地方。至於河北省的哪些市級單位參與叢福奎專案組以及河

南省安陽市看守所是否參與等都無法獲知，但十一個河北省內市級行政區中涉及

七個市級行政區的各檢察院以及法院，另外還有武裝警察的參與來看可知其範圍

極為廣泛。 

叢福奎專案組當中，公安機關並未參加這次的專案組，22這是符合針對貪汙

賄賂案件的處理要求，可謂專案組的調查作業基本上主要由紀委和檢察院兩者來

執行。第六紀檢監察室為分管地方紀檢監察工作的部門，它的有關調查方面的職

責為：負責承辦所聯繫地區中央管理的幹部違法違紀案件和其他重要、複雜案件

的查處工作；綜合、協調、指導所聯繫地區的紀檢、監察工作等。23該辦案組的

組長為前述中紀委副書記劉麗英，至於副組長人選方面無法獲知。但由檢察機關

的人員來擔任的可能性較高，因為在「李真案」專案組擔任副組長的就是河北省

檢察院檢察長侯磊，侯磊在與「李真案」有關的叢福奎專案組裡，兼任副組長的

                                                 
21由於二等功（81名）、三等功（113名）以及嘉獎（159名）部分人數過多，因此省略。另外一

等功獲獎人總共有 42名，但在上面僅列出可知其職務的，無法獲知的則省略。 
22出席會議的有：中紀委副書記劉麗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劉家琛、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副書

記兼副檢察長邱學強、監察部副部長幹以勝、國家稅務總局紀檢組長賀邦靖、河北省委書記王

旭東、副書記趙世居、副書記兼紀委書記張毅、省委常委兼常務副省長郭庚茂、省委常委兼秘

書長王學軍、省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韓葆珍、省政協副主席韓立成、省檢察院檢察長侯磊、石家

莊陸軍指揮學院院長許和震、省武警總隊副政委徐崇政，其中未見公安機關的代表，因此未出

席的可能性高。河北日報電子版，同前註。 
23參閱吳秀玲，中共行政監察制度之研究，（台北）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論文（1998 年），

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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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無法排除。但該專案組當中有從黑龍江省檢察院抽調來的辦案人員，24因

此可知該專案組的編制為紀委牽頭檢察機關協助的組織格局。這表示紀檢、檢察

兩機關同時處於「兩規」階段。概念圖為如下： 

 
圖 5-1：聯合辦案的刑事訴訟流程 

 
紀檢    檢察            檢察                法院 

         
                    強制措施               起訴       
          兩規階段            提審階段            審查階段 
    

在「叢福奎案」中，專案組行使「兩規」措施時，固然有違反刑訴法規定的

可能，那麼接下來的問題應為「兩規」具備何等違法性質以及檢察機關其中有何

等不妥當行為，亦即未有以提前介入來進行法律監督的兩點。刑訴法的強制措施

按照訊問時間的長短以及其方法分為具有階段性的內容，因此從「兩規」實施的

時間來衡量其性質為何是一個可行的途徑。在此首先探討「兩規」實施的時間部

分。由於沒有關於「兩規」如何終結的規定，因此何等狀況才能稱為「兩規」的 

結束其實是個問題。若辦案主角的轉換可作為其指標，刑事拘留的開始足以顯示

檢察機關接替主角地位，同時刑事訴訟程式的啟動表示犯罪嫌疑人正式置於司法

機關的管理下，並脫離「兩規」的控制。 

上述刑事拘留以及逮捕的實施使得這兩者與「兩規」做出嚴格的區別，但在

兩規措施只能由紀檢機關使用的限制下，25檢察機關不能以配合紀檢機關辦案程

式為由從事越權行為，法理上檢察機關仍然有必要在刑訴法的有關規定中尋找參

與辦案的依據。面對此狀況，除了上述的刑事居留以及逮捕之外，檢察機關能夠

使用的強制措施為傳喚、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這四項而已。各措施的依據

以及使用條件為如下： 

                                                 
24專案組還有中紀委某紀檢室以及從天津市紀委黑龍江省紀委抽調來的十餘名辦案人員，參閱王

有波，「叢福奎的不歸路」，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1/10464/953073.html。 
25中共中央紀委辦公廳關於印發「關於紀檢機關使用兩規措施的方法（試行）的通知」第三項，

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編，第六卷，頁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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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叢福奎案」兩規實施的前後動態 
2000 年 6月 24日  初核報告經中央紀委簽批後，直送中央。 
2000 年 6月 25日  經中央領導同志批准，叢福奎案專案組成立。 
2000 年 6月 27日  正在醫院住院的中央紀委副書記劉麗英拔掉針頭，直接從醫

院出發，親自率領親自帶領中紀委某紀檢室以及從天津市紀

委黑龍江省紀委和黑龍江省檢察院抽調來的十餘名辦案人員

奔赴石家莊。 
2000 年 6月 27日  被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雙規（即兩規，撰者註），在當天下

午，在河北省委及有關部門的配合下，專案組順利地對叢福

奎及其秘書徐勇採取了雙規措施。 
2001 年 4月 19日  因涉嫌受賄罪被河北省人民檢察院依法刑事拘留。 
2001 年 4月 29日  依法逮捕。 
2001 年 5月 16日  中紀委發出通報：中央紀委、監察部研究決定並報請黨中央、

國務院批准，給予叢福奎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移送司

法機關依法處理。 
資料來源：「查辦叢福奎大事記」，正義網，http://www.jcrb.com/zyw/n1/ca6845.htm。撰者註，正

義網為最高人民檢察院主管，中國檢察日報社主辦的網站。劉天明，「墮落的靈魂－

河北省人民政府原常務副省長叢福奎經濟犯罪實錄」，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3/9702/893869.html，自行整理。 
 

傳喚 

第 92條規定：對於不需要逮捕、拘留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傳喚到犯罪嫌疑

人所在市、縣內的指定地點或者到他的住處進行訊問，但是應當出示人民檢

察院或者公安機關的證明文件。 

    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最長不得超過十二小時。不得以連續傳喚、拘傳的形

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拘傳 

第 50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對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可以拘傳、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取保候審、監視居住 

第 51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於下列情形之一的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立適用附加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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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不致發生社會

危險性的。 

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由公安機關執行。 

第 58條（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法定期限及其解除）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最長不得

超過十二個月，監視居住最長不得超過六個月。 

    在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期間，不得中斷對案件偵查、起訴和審理。對於發現

不應當追究刑事責任或者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期限屆滿的，應當及時解除取

保候審、監視居住。解除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應當及時通知被取保候審、

監視居住和有關單位。 

 

資料來源：劉家琛主編，新刑事訴訟法條文釋義（北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 年 6月），頁 116、

128、143、243。 

 

由於叢福奎自 6月 27日至翌年 4月 19日，接受長達約十個月的「兩規」措 

施，因此單單就從刑訴法的觀點來看，檢察機關只有採取法定期限十二個月的取

保候審時才不會違反規定。但從根據司法實踐，對於可能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者三年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不能適用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情

形，26以及執行監視居住和取保候審的公安機關未參與等情形來判斷，27應該可

以理解為未執行監視居住和取保候審。 

    似乎沒有監視居住和取保候審的可能性這個事實，其實等於檢察機關參與辦

案的法律依據不存在了，那麼檢察機關沿著何等程式辦案是一個問題。這問題應

該從「兩規」的性質來尋找答案較為妥當。「兩規或兩指，實際已經演變成為正

式羈押措施之外的變相羈押」28和「...客觀上造成了長期拘禁的後果」29等論述可

                                                 
26劉家琛主編，新刑事訴訟法條文釋義（北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 年 6月），頁 129。 
27在上述「查辦李真、叢福奎等案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名單」中，除了河南省安陽市看守所之外

沒有公安機關，但一般而言看守所沒有承擔執行取保候審以及監視居住的功能。 
28陳瑞華主編，未決羈押制度的實證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 年 3月），頁 26。 
29樊崇義主編，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與對策研究（北京：中國人民共安大學出版社，2001 年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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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兩規」就是變相羈押。由於檢察機關在「兩規」的黨內監督程序的架構下

參與辦案，因此檢察機關無法擺脫變相羈押的涉嫌。檢察機關的越權行為並不是

它主動造成的產物，應當理解為紀檢機關壟斷法定程序的結果，這種狀況同時顯

示檢察機關作為法律監督機關無能糾正違法執紀的狀況。 

其實喪失法律監督功能的表現還不至於針對監視居住和取保候審這些強制

措施中約束力屬於較為輕的措施上，因為上述羈押為「司法機關依法將犯罪嫌疑

人或被告人關押在一定的場所，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總稱」，30通常適用於刑事

拘留和逮捕後的羈押，31如此一來雖然河北省人民檢察院做出的刑事拘留決定可

視為開始，但就實質內容而言，決定刑事拘留之前的待遇就已相當於刑事拘留或

逮捕，且「兩規」期間遠超過刑事拘留和逮捕後羈押的期限規定。32

與「叢福奎案」相比，以下介紹的「李真案」的特徵表現在紀檢機關介入逮

捕後的刑訴法程式階段。首先，從「李真案」內容開始，進而分析辦案過程。 

 

二、李真案 

    李真為原河北省國稅局局長黨組書記、局長（正廳級），他的基本案情和處

理結果分別為如下。 

李真自 1992 年 8月至 1999 年 12月，在擔任河北省委辦公廳秘書、副主任、

省國稅局副局長、局長期間，利用職權之便，接受他人的請託，為他人謀取利益，

索取和非法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共計 676萬餘元，美元 16萬餘元。夥同他人侵

吞中國東方租賃公司河北辦事處人民幣、中興電子公司和尼瓦利斯有限公司股

份，共計折合人民幣 2967萬餘元，李真從中分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 270萬餘

元。 

                                                                                                                                            
頁 135。 
30浦法仁、李江弘編寫，刑事訴訟小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 年 5月），頁 437。 
31在西方國家的刑事司法實踐中，實行逮捕與羈押分離制，逮捕實施後是否羈押須另行由司法審

查決定，樊崇義主編，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與對策研究，頁 129。劉家琛主編，前引書，頁 313。 
32根據刑訴法第 134條，拘留羈押的時間最長為三十七天。逮捕後羈押的時間根據第 124條、126
條和 127條規定可將本來兩個月的時間延長為七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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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 8月 30日，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對李真經濟犯罪案做出一審判決：

依法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利終身。李真不服，提出上訴。2003 年 10月 9日，

河北省高級人民法院在唐山對李真受賄、貪汙一案公開宣判，依法裁定駁回李真

上訴，維持一審對李真的死刑判決。33

在前面已提及，該專案組的組長以及副組長分別為中紀委副書記劉麗英和河

北省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侯磊，另外後來為了加強專案的領導和協調力度而成立的

案件領導小組中，劉麗英任組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趙登舉和侯磊任副組

長。此外，負責實際調查業務的 2.23專案調查組的組長由中紀委第六室副主任

劉森、副組長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從哈爾濱市檢察院抽調的高級檢察官楊戰玉當

任。雖組織上採取「由最高人民檢察院立案，河北省人民檢察院主辦，中紀委配

合調查涉及有關幹部的問題」的形式，34但從 2.23專案組高層的人事部署情形，

應該可以說是屬於紀檢牽頭型的聯合辦案組模式。 

    案件領導小組和專案調查組的關係以及各別所負責的業務內容，在現有的資

料中無法充分瞭解。但從「領導小組決定從北京、江蘇、山西、黑龍江等省市的

紀檢、檢察、公安等部門抽調得力的預審能手、偵查專家...」35「劉麗英和趙舉

登聽取領導對查辦李真案進展情形的匯報」36以及「專案組經中紀委和最高人民

檢察院領導批准後，在河北省國稅局召開了李真案件的通報會」的內容可知，37

案件領導小組統籌有關調查事項全局，充當決策和指揮中心。而專案調查組所負

責的為有關偵查業務方面的事務。在進一步剖析之前，先瞭解一下「兩規」前後

的時間關係。 

    根據新華網內容，自 3月 1日至 3月 30日有二十九天的時間，即使檢察機

關執行拘留措施也符合拘留期限三十七天的規定，檢察機關之所以未採取拘留措

                                                 
33「貪官檔案－李真」，正義網，http://www.jcrb.com/zyw/n60/ca158098.htm。 
34喬雲華著，地獄門前與李真刑前對話實錄（北京：新華出版社，2004 年 10月），頁 325。 
35同前註，頁 337。 
36同前註，頁 332。 
37該通報會號召全省國稅系統幹部踴躍舉報李真和其他人員的經濟犯罪行為，並公佈了專案組受

理舉報的電話。會後，舉報信明顯增多。同前註，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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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原因是「李真為省、市兩級人大代表，因此採取強制措施需要經兩級人大許

可後才能進行，在這個時候適值人大常委會即將在北京召開，河北省人大常委會

的有關人員，即將赴北京參加兩會，難以做到向人大對李真採取強制措施的提

請，而無法對他直接採取強制措施」38但是「如強制性行政措施的收容審查、行

政拘留、司法拘留、監視居住、取保候審等，都必須在事後經該級人大主席團或

常委會許可。」39的規定顯示，檢察機關有權行使逮捕以外的其他強制措施，此

時並不會受到「在司法機關有證據認為人大代表有犯罪行為時，逮捕或審判之前

必須報請代表大會主席團同意，閉會期間報請常委會同意。」40此種規定的約束。

顯然，檢察機關除了逮捕之外沒有其他考量，可以說兩規能夠解決報請時間問題

並具有足以替代逮捕手段的內容，但畢竟這不能成為檢察機關參與辦案的理由，

而且參與的依據都不存在。另外，自從 3月 30日開始的異地關押至次年 10月

30日的移送法院起訴，總有長達十八個月的逮捕後羈押時間，雖然逮捕後的羈

押期間最長為七個月，如果沿用刑訴法第 128條的逮捕後偵察羈押期限的重新計

算規定，羈押期間也可以延長。但這階段的問題不是羈押時間的長短，而是紀檢

機關介入逮捕後羈押。上述的領導小組成立的時間為 3月 28日，是執行逮捕的

前兩天。該小組的領導劉麗英在 6月 7日親自與授命擔任主審官的是唐山市人民

檢察院副檢察長陳曉穎談話，41從兩者的互動可知，中紀委牽頭的聯合辦案依然

持續，並參與逮捕後的羈押。照理說，執行逮捕的同時中紀委介入的依據自動喪

失，若中紀委的參與視為「兩規」還在持續的話，中紀委自己違反「關於紀檢機 

關使用『兩規』措施的辦法（試行）」的規定。該規定第六款有「不准使用司法

機關的辦公、羈押場所和行政部門的收容遣送場所」部分，河北日報 2002 年 10

月 13日報導的「查辦李真、叢福奎等案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名單」中，山西陽 

 

                                                 
38曉鳴，「李真特大受賄案全景披露」，民主與法制（北京），2003 年 4月，第七期，頁 14。 
39同前註，頁 206。 
40蔡定劍，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度，第四版（北京：法律出版社，2003 年 6月），頁 206。 
41曉鳴，前引書，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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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專案組組織關係 
2.23專案組 

案件領導小組  劉麗英組長、趙登舉和侯磊各任副組長 
     批准調查中所需的措施 
     佈置調查人員                    匯報調查狀況 

                         專案調查組    劉森組長、揚戰玉副組長 

                     抽調 

                                 提審及訊問 

                                 李真 

 

資料來源：喬雲華著，地獄門前與李真刑前對話實錄（北京：新華出版社，2004 年 10月），頁

332-339。自行整理。 

 
表 5-4：「李真案」兩規實施的前後動態 

1998年 6 月 25 日  中紀委六室向中紀委副書記劉麗英寫出「關於反映河北省國

稅局局長李真有關問題的情況匯報」。 

2000年 2 月 17 日  中紀委六室起草了「關於建議檢察機關對李真立案偵查並採

取司法措施的請示」，得到了中紀委領導的批准。 

2000 年 2月 23日  劉麗英帶領中紀委六室辦案人員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向最高

人民檢察院主要領導通報李國庭一案和李真涉嫌受賄犯罪

的有關情況，提出了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對李真一案進行立

案查處的意見。 
                  中央紀委、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組成聯合辦案組，對李 

真涉嫌經濟犯罪案件進行全面調查。 

同年 3月 1日     專案組決定，先依據中國共產黨查辦黨員幹部違紀案件的有 
關規定，對李真採取兩規措施。 

同年 3月 29日    河北省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 

河北省人民檢察院關於提請許可逮捕犯罪嫌疑人、省人大 

代表李真的報告」 

同年 3月 30日     河北檢察院依法逮捕後，在山西陽泉看守所進行異地關押42。 

2001 年 10月 30日 移送法院起訴。 
2001 年 9月 14日  中紀委做出「關於給予李真開除黨籍處分的決定」。 

2001 年 12月 12日 中紀委監察部發出「關於李真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的通報」。 

紀檢檢察公安

等各部門 

資料來源：「追尋李真人生軌（七）」，引自檢察日報，正義網，

http://www.jcrb.com/zyw/n69/ca162727.htm，2003 年 11月 23日。曉鳴，「李真特大受

賄案全景披露」，民主與法制（北京），2003 年 4月，第七期，頁 18~19。「查辦李真、

叢福奎等案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名單」，河北日報電子版，

                                                 
42同註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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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ebeidaily.com.cn/200201012/ca175618.htm，2002 年 10月 13日。喬雲華著，

地獄門前與李真刑前對話實錄（北京：新華出版社，2004 年 10月），頁 325。 

泉市看守所獲得集體二等功。從此可知民主與法制以山西省某市看守所的用詞報

導的應是陽泉市看守所。 

 
圖 5-3：李真案刑事訴訟流程 

 

兩規  紀檢、檢察聯合辦案   逮捕         紀檢、檢察聯合辦案            起訴 

                                                                
   3月 1日   29天            3月 30日         19個月              翌年 10月 30日 

 

整理上述兩個案例，以下幾點為主要問題所在。 

一、中紀委執行變相羈押或者參與逮捕後羈押，違反刑訴法規定。 

二、檢察機關在刑事拘留之前或者無法提請強制措施的情形下，參與等同於變相

羈押（拘留）的兩規措施。違反刑訴法規定。 

三、檢察機關參與兩規措施，違反「關於紀檢機關使用『兩規』措施的辦法（試

行）」。 

四、中紀委參與移送看守所之後的程序，違反「關於紀檢機關使用『兩規』措施

的辦法（試行）」。 

     

    兩個實例的分析中凸顯出來的，不僅是中紀委壟斷刑訴法程序和挪用檢察機

關職權的情形，檢察機關也藉著中紀委行使「兩規」來突破法律規定，以達成破

案的目的。雙方之間存在一種互補或依賴關係，在聯合辦案這種本來雙方互不相

讓，且其衝突無法避免的架構下，似乎無法看見侵犯對方辦案程序所導致的糾紛

或者緊張的局面。反而雙方對於彼此之間存在的權限挪用一事完全若無其事，在

破案的共同目標之下，雙方的合作既和諧又始終暢通無阻。另外，為了解決報請

時間問題而採用兩規措施的做法，衝擊著人身特別保護權的實際作用。43當然「人

                                                 
43根據憲法第 74條和代表法第 30條規定：「縣以上各級人大代表，非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
團許可，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閉會期間，非經本級人大常委會許可，不受逮捕或者刑事審

判」，蔡定劍，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度，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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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會只能對由它產生的國家機關及其組成人員實施監督，而不能對非國家

機關的政黨實施監督。」44而且兩規措施的行使，純粹可視為針對黨員幹部的違

法違紀案件，但兩規措施具有變相羈押以及長期拘禁的色彩，以及檢察機關利用

聯合辦案架構參與的情形，使得人大代表的人身特別保護權形同虛設。 

「我國現階段出現的腐敗絕不是根本制度性的腐敗，腐敗現象同黨的宗旨和

社會主義制度根本不相容的」，45叢福奎和李真的貪汙腐敗的形成不是本文所處

理的範圍，因此對於上述論述的準確性與否方面採取迴避的態度。但就司法腐敗

的形成而言，已經難以說成制度性因素無關。其實新華社記者喬雲華的著作「地

獄門前與李真刑前對話實錄」之定位為「這本書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根

據黨的十六大精神和中紀委的反腐倡廉工作部署寫作，反映了黨中央反腐敗的決

心和懲治腐敗的成果」，46是屬於「警示教育圖書」。雖然中央紀委監察部案件審

理室編的「黨紀政紀案例參考」包羅各地市級以上的典型案例，李真的案件通報

也收編於此，47但如李真般被拿來利用並出版警示教育圖書的例子仍然為十分罕

見的。黨中央的如此作為不禁思考為何需要這種宣傳教育一事，其實中共防腐鬥

爭的歷史中，自從建國初期的劉青山、張子善以及改革開放後的陳希同、成克杰

等，防腐倡廉的宣傳教育的典型教材從未缺位過。這是否意味著兩件事，即現階

段出現的腐敗還是根本制度性的腐敗，因此才需要以警示教育的方式進行預防措

施？但無論宣傳教育的目的和意義為何，迴避司法腐敗問題的這種警示教育，難

免引起自欺欺人的批判，同時若繼續採取如此姿態，腐敗的改善應是遙遙無期的

事情。 

 

 

                                                 
44同前註，頁 371。 
45劉麗英，警鍾長鳴 防微杜漸（前言），喬雲華著，前引書，頁 2。 
46同前註，頁 4。 
47中央紀委監察部案件審理室編，黨紀政紀案例參考第 3輯（北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 年 6
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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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行使準司法權的其他方式 

 

兩規以及聯合辦案所引發的弊端出於「不違反黨紀、違反法律」之黨內監督

規範的存在，由於兩規和刑訴法之間的矛盾是顯而易見的，因此較為容易成為焦

點。但紀檢委發揮影響力的途徑不僅是這種違法的方式，其實仍有完全「不違反

黨紀及法律」的方式，那就是紀檢委和檢察機關在查處案件過程中互相提供案件

材料的機制。該機制不同於聯合辦案之處，則是紀檢、檢察機關各個保持互不侵

犯權限的原則，但恰恰這原則的存在，反而讓檢察機關無法追究黨內監督過程中

可能存在的違法執紀行為，進而無法排除將非法取證的材料當作進行審查時的依

據之危險。在此，紀檢委如何透過提供立案材料的環節，向檢察機關的調查發揮

影響，以及保障影響力行使的配套措施方面進行分析。 

1989 年 7月發布的「關於紀律檢查機關與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在查處

案件過程中互相提供有關案件材料的通知」規定提供案件材料的具體步驟。這些

規範的內容，極為有利於紀檢委，因為就與檢察機關的關係而言，確立紀檢委的

結論優先於檢察機關的制度設計。 

一、在檢查過程中，發現需由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依法查辦的違法犯罪

案件，或在黨紀處理後，還需追究刑事責任的...把立案材料移送法院、檢察院、

公安機關。 

二、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在接到紀律檢查機關或黨委（黨組）的案件材

料和建議後，應及時進行審查 

三、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查處的黨員違法犯罪案件，在依法處理前，有

關紀律檢查機關或黨委決定要作黨紀處分，需要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有關材

料的，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積極配合。48

 

                                                 
48本書編寫組，紀檢監察辦案程序規定（北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 年 7月），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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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規定使得檢察機關根據紀檢委所取得的立案材料進行審查，可謂存在著

檢察機關單方面接受黨內檢查結果的機制。這種制度設計，與檢察機關對於公安

機關偵查活動的司法控制相比，形成明顯的對照。 

1998 年 12月修訂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有關規定為如下： 

第 264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公安移送的案件進行審查後，在法院做出判決

之前，認為需要補充提供法院審判所必需的證據的，可以書面要求公安機關提供。 

第 256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的時候，對公安機關的勘驗、檢查，認

為需要複驗複查的，應當要求公安機關複驗複查，人民檢察院可以派員參加；也

可以自行複驗、複查，商請公安機關派員參加，必要時也可以聘請專門技術人員

參加。 

第 258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物證、書證、視聽資料、勘驗、檢查筆錄存在

疑問的，可以要求偵查人員提供物證、書證、視聽資料、勘驗、檢查筆錄獲取、

製造的有關情況。必要時也可以詢問提供物證、書證、視聽資料的人員並製作筆

錄，對物證、書證、視聽資料進行技術鑑定。 

第 26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

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不能作為指

控犯罪的根據。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部門在審查中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

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的，應當提出糾正意見。同時應當要求

偵查機關另行指派偵查人員重新調查取證，必要時人民檢察院也可以自行調查取

證。49

另外，刑訴法第 87條也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立案偵查的

案件而不立案偵查的，或者被害人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立案偵查的案件而不立案

偵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要求公安機關說明不立案的理由。

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不立案的理由不能成立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立案，公

                                                 
49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1月），頁 326-327。 

 77



安機關接到通知後應當立案」。50可以說，檢察機關對於公安機關的失職行為所

導致的非法取證以及影響立案材料準確性的事項，能夠採取相當程度的控制並排

除其負面影響。當然，再完整的規範也未確立其執行的保障，亦即若檢察機關附

和、坐視公安機關的失職行為，以及檢察機關企圖隱瞞本身的非法訊問、刑訊逼

供等違法行為而不會受到法律制裁，那就會減弱其實際作用。    

對此，2004 年 6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檢察人員紀律處分條例（試行）」

第 59條規定：「故意作出違背案件事實的勘驗、檢查、鑒定結論的，給予開除處

分；情節較輕的，給予降級或者撤職處分」，牽制檢察機關的失職行為。其他主

要的有關規定為如下： 

第 43 條規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給予記

過或者記大過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降級或者撤職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

除處分。」 

第 44 條 非法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非法傳訊他人的，給予記過或者

記大過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降級或者撤職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處分。     

第 47 條 刑訊逼供的，給予開除處分；情節較輕的，給予記大過、降級或者

撤職處分。
51

 

該處分條例所指的紀律，並不是黨紀以及法律，而是在檢察機關內的處分標

準，但該處分不僅止於紀律處分，還牽扯到法律制裁。例如，第 19條「凡被判

處三年以上有期徒刑的，給予開除處分」，以及第 16條「受到開除處分的...其行

政任務、級別自然撤銷，其法律職務依法罷免或者免除，不得再被錄用為檢察機

關工作人員」擁有明確的處分規範以及標準。 

                                                 
50劉家琛，前引書，頁 232。 
51「檢察人員紀律處分條例（試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

http://www.spp.gov.cn/site2005/scripts/pageRead.asp?d_id=2004081011095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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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能夠間接控制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其擔保為對於檢察機關的法律

制裁之可能性，然後得以實現針對檢察機關司法控制的途徑就是律師的介入。雖

然在偵查階段存在律師介入的種種困難，而這些阻礙因素影響審查起訴階段以後

的訴訟活動，但只要案件進入到審查起訴階段，律師對於檢察機關的失職行為展

開事後監督。因此可以說檢察機關的偵查活動相當程度地受到法律的約束。 

    不同於公安或檢察機關，紀檢委的調查屬於黨內監督，又不是刑訴法所規定

的監督主體，因此完全不受法律約束。雖然中國共產黨紀律處分條例第 134條規

定：「...案件偵查、起訴、審理、審判活動中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的，或者刑

訊逼供、暴力取證的...對負有直接責任者，給予嚴重警告或者撤銷黨內職務處

分；負有主要領導責任者，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對負有直

接責任者，給予留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負有主要領導責任者，給予撤銷黨

內職務或者留黨察看處分」。
52但是即使發生失職行為，基本上無法追究其刑事責

任。另外，即使有意執行處分，能否進行處分是另外一回事，因為若失職行為出

自於黨委的決定，可能難以對此行為做出處分。如該條例第 50條：「拒不執行黨

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決定，或者故意作出與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

和重大工作部署、決定相違背決定的，對直接責任者，給予嚴重警告或者撤銷黨

內職務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留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的規定，53無法排

除只要黨內認為需要違法執紀行為而明知故犯的可能。可以說黨內監督的約束十

分薄弱，因此始終存在立案材料的內容帶有瑕疵或者嚴重偏向性的可能。 

檢察機關既沒有手段確定弊端的存在，又被紀檢委以「建議」的方式提出黨

的見解。即使被告人在審查起訴階段提出任何異議，由於屬於黨內監督階段之

故，檢察機關也無可奈何。再者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機關控告申訴條例第 41條

                                                 
52中共中央，中國共產黨紀律處分條例，（北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 年 1月第一版），頁 44。 
53同前註，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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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也要求控告、申訴人「接受黨組織的正確處理意見，不得提出黨章、制度、

政策規定以外的要求」，54顯然，黨內監督排除依照法律提出異議的途徑。 

「為了及時、嚴肅地使那些違法犯罪的黨員受到黨紀和法律的追究」的目

的，55促使紀檢委和檢察機關的互相協作，這協助機制將本來屬於不同體系的黨

內監督和法律監督銜接起來。紀檢委的黨內監督幾乎沒有受到限制、監控以及事

後監督，與受到各個制約的檢察機關相比，其調查活動的自由度可見一班。但與

自由度成正比的是非法取證的可能性，由於檢察機關無法干涉紀檢委的監督活

動，必須單方面接受黨內監督的檢查結果，亦即檢察機關有著將可信度方面存疑

的材料當作審查依據的風險，紀檢委則以提供材料的方式影響檢察機關追究刑事

責任與否。從移送立案材料的機制中，隱約可見紀檢委的黨內監督優先於法律監

督的思維。 

     

 

                                                 
54本書編寫組，紀檢監察辦案程序規定，頁 152。 
55「關於紀律檢查機關與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在查處案件過程中互相提供有關案件材料的通

知」，同前註，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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