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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偵查程序之自由形成原則 

 
第一節  目的：連結偵查的功能效率 

在控訴原則的分工下，偵查程序係於刑訴程序的前階段扮演蒐集事證、過濾

案件的角色，與主要目的係在認事用法、確定犯嫌有無之審判程序，有著功能上

的基本差異，正因存有這樣的差異，使兩種程序受刑事訴訟法之「規範密度」大

相逕庭。申言之，由於審判程序乃為確立具限制或剝奪基本權性質的國家刑罰權

之有無，於此程序被告已被特定，而成為刑事程序當事人之一，為了保障被告的

聽審權，刑事訴訟法嚴謹地規範了「審判應如何進行」：包括明確的程序流程、

審級制度的設計、須以嚴格證明法則調查證據等，法官必須在其所主導的審判程

序「按表操課、依（刑事訴訟）法審判34」；相較於此，在偵查階段，國家追訴

機關必須藉由各種線索去發現犯罪嫌疑人並試圖拼湊出案件可能的全貌，這是一

個從無到有、從不特定到特定的過程，如何「循線破案」、甚至是否主動佈線，

往往取決於第一線偵查人員的經驗，「辦案模式」也可能因犯罪類型而有所差異，

因此刑事訴訟法對於「偵查應如何進行」的規範顯然、也必須較為寬鬆。 

正因對偵查程序鉅細靡遺、公式化立法的客觀不能35，於焉產生了偵查程序

之自由形成原則，這是一個與偵查的「事物本質」（彈性、靈活性、流動性）息

息相關的原則，因而承認此原則的目的，可以想見的必須與偵查功能、刑事司法

系統運作效率的促進相連結36。 

 

第二節  內涵 

第一項  方式順序的自由決定 

此實為偵查程序之自由形成原則最重要而根本的內涵。依此，作為偵查主體

的檢察官在選定偵查方向與要採取何種偵查措施上均有裁量空間37，原則上亦可

                                                       
34 LR-Rieß, StPO, 25. Aufl., 2004, §160 Rn. 35. 
35 Beulke, StPR., 2006, Rn. 104；Meyer-Goßner, StPO, 2004, §163 Rn. 47；LR-Rieß, §160 Rn. 35. 
36 楊雲驊，註 5 文，頁 300。 
37 LR-Rieß, §161 Rn. 31；Pfeiffer, StPO, §161 R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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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決定各該偵查措施的運用順序38。德國刑事訴訟法於第 161 條第 1 項（針對

檢察官）、163 條第 1 項（針對警察）中「為了達到第 160 條第 1 至 3 項所規定

的目的...，得採取任何種類的偵查措施（Ermittlungen jeder Art）」的規定，則

被認為是導出此原則的法律基礎39。 

簡言之，此原則使檢察官於偵查程序可自由決定要對何人(實施對象)於何時

(實施順序)採取何種偵查措施。須注意的是，就「實施對象」而言，對犯罪嫌疑

人、被告以外第三人之偵查措施 (如證人、告訴人等之傳訊)，亦屬偵查程序自

由形成原則之涵涉範圍40；又，德國刑訴法 161 條第 1 項「任何偵查措施」在解

釋上排除強制處分，並非意謂：強制處分不屬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下檢察官得

選擇之偵查措施；反之，檢察官於偵查階段依個案之偵查進度，所享有「決定是

否聲請發動強制處分」之主控權，正是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之展現。至於強制

處分在法治國原則下無法以上開「偵查概括條款(Ermittlungsgeneralklausel)」為

授權（法律保留）依據41，乃因其干預人民重大基本權本質之故，兩者層次不同

42，不可不辨。 

總的來說，因為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偵查機關得選擇任何其認為在「當

時、當下」最有效率的偵查措施－包括已由刑訴法特別規定的強制處分及雖尚未

                                                       
38 SK-Wolter, Vor §151, Rn. 45；楊雲驊，註 4 文，頁 94；楊雲驊，註 5 文，頁 300。 
39 LR-Rieß, §161 Rn. 31; Meyer-Goßner, §161 Rn. 7；Pfeiffer, StPO, §161 Rn. 7. 
40 „...kann der StA wegen der freien Gestaltung des Ermittlungsverfahrens nach seinem Ermessen 

darüber befinden, ob er die Vernehmung durch ihn im Wege der Vorführung erzwingen oder bei 

Nichterscheinen des Zeugen hierauf verzichten und stattdessen seine richterliche Vernehmung 

beantragen oder von anderen Beweismitteln Gebrauch machen will.” KK-Wache, StPO, 2003, §161a 

Rn. 8. 
41 對此之進一步討論請參閱【第四章 第一節 第一項 層級化保留體系的運用】。 
42 Rieß 對此有一段貼切的說明：「需要特別規範的強制處分與基本權干預，也是屬於 161 條任

務分配意義下之偵查措施(gehören zu den von der Aufgabenzuweisung des § 161 erfaßten 

Ermittlungsmaßnahmen. )。」LR-Rieß, §161 Rn. 34。本文認為，從條文的沿革可知，偵查程序自

由形成原則會以 161 條為依據，係因該條文一開始即明顯具備的任務分配/指示

(Aufgabenzuweisung)功能，從這個觀點切入，強制處分的選用自然可以該條為依據；直到 1999

年藉由 StVÄG 對該條文的修正(„Zu diesem Zweck sind sie befugt,...Ermittlungen jeder Art 

vorzunehmen ”)，使其成為所謂的偵查概括條款，才產生「該條文是否可透過門檻理論的操作成

為強制處分外一般偵查措施授權依據」的問題。簡言之，在授權依據的層次上，需要特別授權的

強制處分始終不是該條文的指涉範圍(條文明文排除：„soweit nicht andere gesetzliche 

Vorschriften ihre Befugnisse besonders rege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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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特別規定、但已為偵查實務廣為採取的一般偵查措施43。 

 

第二項  自由證明原則的運用 

在審判程序，法官針對與犯罪相關的實體事項必須適用嚴格證明法則(der 

Grundsatz des Strengbeweises)調查證據、獲得心證，亦即必須適用具證據能力之

法定證據方法及法定的合法調查程序44；相較於此，偵查程序則係使犯罪相關之

實體事實「明朗化、特定化」之過程，要求檢察官僅得使用法定證據方法、進行

法定調查程序偵查犯罪，不啻與偵查程序彈性、靈活性之特性相悖，而有「綁手

綁腳」之嫌，故「偵查程序，適用自由證明原則(der Grundsatz des Freibeweises)」

乃為學說45實務46所承認，而這正好與上述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之主要內涵：

「偵查措施方式順序上的自由決定」不謀而合；或可謂：承認偵查程序之自由形

成原則，就同時說明了在偵查程序係適用自由證明原則，從這個觀點來看，自由

證明原則的適用即屬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內涵之一。 

既然偵查程序不適用嚴格證明法則，那麼現行法中若針對個別證據方法，特

別設有「合法調查程序為何」之要件規定時，其對以蒐集證據、而非調查證據為

                                                       
43 本文認為，兩者乃相對的概念，亦即，許多偵查措施在德國已因干預性明顯而「強制處分化

（即由刑訴法「特別授權」）」－此部分本文將於第三章第三節各項中有所介紹，然在我國、在

本文的概念定義下，這些措施仍屬一般偵查措施的指涉範圍。 
44 否則非但牴觸嚴格證明法則，尚且有違證據裁判主義（刑訴法 154 條第 2 項）。對此，釋字

582 號解釋理由書說得很清楚：「在正當法律程序下之刑事審判，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即

採證據裁判原則。證據裁判原則以嚴格證明法則為核心，亦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須具

證據能力，且經合法調查，否則不得作為判斷之依據。…所謂合法調查，係指事實審法院依刑

事訴訟相關法律所規定之審理原則（如直接審理、言詞辯論、公開審判等原則）及法律所定各種

證據之調查方式，踐行調查之程序；如對於證人之調查，應依法使其到場，告以具結之義務及

偽證之處罰，命其具結，接受當事人詰問或審判長訊問，據實陳述，並由當事人及辯護人等就

詰、訊問之結果，互為辯論，使法院形成心證。」 
45 SK-Wolter, Vor §151, Rn. 45；LR-Rieß, §161 Rn. 31；林山田，《刑事程序法》，2004 年 9 月 5

版，頁 98；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上)》， 2007 年 9 月 5 版，頁 461。 
46 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字第 6096 號判決：「嚴格證明法則係限制法院於審判期日踐行調查證據

程序時，祗能使用法定之證據方法，此法定之證據方法，一般分為人的證據方法與物的證據方

法。前者包括被告、證人及鑑定人；後者則包括文書及勘驗，而此法定之證據方法須經法定之

調查程序，始得據以認定犯罪事實並採為裁判之基礎。是嚴格證明法則既具有嚴格之形式性要

求，對於法院調查證據之程序形成相當之限制，自僅侷限於本案犯罪事實及其法律效果等問

題，更僅適用於法院審判程序中，至於並非確認犯罪事實之偵查程序則不與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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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的檢察官而言，應認並不具有完全的強制（拘束）力，而得以任意規定理解

之。以釋字 582 號解釋理由書所舉「人證」為例，對此證據方法的調查，審判中

需踐行「應命具結」（擔保證言之真實可靠）、「交互詰問」（擔保被告對質詰

問權）等程序，始得謂已對之為「合法調查」；惟對偵查中之檢察官而言，應允

許其依個案目前偵查情況，考量偵查之有效性及偵查程序本身之特性後「自由裁

量」是否踐行，而不應認檢察官對此負有「義務」。然而，最高法院對此似乎採

取雙重標準，亦即：關於「偵查中使被告詰問」之規定（刑訴法 248 條），認為

並非強制規定而得交由檢察官裁量47；惟關於「訊問人證應命具結」之規定（刑

訴法 186 條），則認縱偵查中之檢察官亦同受拘束48，若未遵循即屬刑訴法 158

條之 3 所指「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之情形49，法律效果就是：「該人證之證據

方法無證據能力」。 

                                                       
47 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1653、1655 號判決：「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條第項係規定檢察官『訊

問證人時，如被告在場者，被告得親自詰問』，故祇要被告在場而未經檢察官任意禁止者，即屬

已賦予其得詰問證人之機會，被告是否親自詰問，在所不問；同條第二項前段規定『預料證人於

審判時不能訊問者，應命被告在場』，就訊問證人時應否命被告在場，則委之於檢察官之判斷。

凡此，均尚難謂係檢察官訊問證人之程序必須傳喚被告使其得以在場之規定。」；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603 號判決：「『詰問』乃偵查程序之一部，除預料證人、鑑定人於審判時不能訊問

之情形外，檢察官可視實際情況，決定是否命被告在場，讓被告得親自詰問證人、鑑定人，此

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八條所明定。」 
48 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字第 3979 號判決：「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於被告案件中係屬證人，

應依人證之調查程序，使其立於證人之地位，依同法第一百八十六條之規定，具結後而為陳

述，其供述證據始有證據能力，此項規定，於檢察官偵查及審判中，均有其適用。」；97 年台

上字第 216 號判決：「本件卷查檢察官於九十五年十二月五日以訊問丙○○係以被告身分訊問，

並未依人證調查及命具結，原審逕就丙○○於檢察官偵訊時之供詞，採為認定上訴人犯罪之依

據，採證自難謂適法。」另，97 年台上字第 2882、4096 號等判決均屬同旨，此處不逐一羅列。 
49 學者有認，就本條立法理由所舉最高法院四則判例之事實可知，其僅為規範「審判中未命具

結」之情形，亦即從立法理由中，並不能得出「偵查中檢察官亦同受拘束」之結論，陳運財，偵

查中證人之具結與傳聞例外之適用－評九四年台上字第三二七七號刑事判決－，台灣本土法

學，93 期，2007 年 4 月，頁 253；惟實務見解對此條的詮釋顯係傾向立法者於 159 條之 1 立法

理由中所表明的態度，即：「...然而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

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偵查中

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律規定，不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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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雙重標準並沒有存在的理由。實務多數見解50之所以對「偵查中

是否應命人證具結」及「偵查中是否應予被告對人證之詰問機會」作差別待遇，

顯係深陷法條上「應」與「得」文義解釋的泥沼，而忽略了偵/審程序因應其目

的、功能上的不同而應分別適用自由形成/嚴格證明之本質差異51。固然，就人證

之調查而言，有些證據取得禁止之規定，因所連結的規範目的極為重大，應不分

偵、審程序，一體適用（如 166 條之 7 第 2 項第 2 款之不正詰問禁止，因連結「證

人本身的供述自由/人性尊嚴」此規範目的，應認係屬國家的「不作為義務」）；

然而，「命具結」、「給予被告詰問機會」所連結的「保障被告程序主體權」此

規範目的，就偵查程序（之構造）而言，並非絕對52，故容許檢察官基於程序進

行狀況、追訴效率53去決定「是否不踐行上開程序，亦不致減損規範目的（如可

                                                       
50 仍有少數判決勇於採取不同意見，如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2151 判決：「共同被告蘇家慶

在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按：未經具結），就上訴人而言，雖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但

依原判決所為之論證，其偵查中之供述並無顯有不可信之情況，原判決已敘明其認有證據能力

之理由，揆諸上開說明，並無違法可言。」即明確指出 158 條之 3 並不拘束偵查中檢察官；至於

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2175 號判決認：「若檢察官或法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而以共犯、共同被

告身分傳喚到庭為訊問時，其身分既非證人，即與『依法應具結』之要件不合，縱未命其具結，

純屬檢察官或法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行使，當無違法可言。…前揭非以證人之身分在審判中

之陳述筆錄，倘該被告以外之人已經法院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並經具結作證，且由被告為反對

詰問，或有前揭傳喚不能或詰問不能之情形外，該未經具結之陳述筆錄因屬審判上之陳述，自

有證據能力…不能因陳述人未經具結，即一律適用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三之規定，排除其證

據能力。」簡單來說就是一個「以子（文義解釋）之矛攻子之盾」的邏輯：既然法條明文說人證

要具結，那麼檢察官用「非人證」傳喚，即不受拘束。然若如此詮釋，顯然與釋字 582 號「終結

第六種法定證據方法」之解釋意旨背道而馳，畢竟大法官對「共同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而

言，為被告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於證人」既已定調，即不應因偵、審程序再有不同認定。 
51 而且是一種刻意的忽略，因為針對「被告詰問權的賦予」，實務見解確已思考到偵、審程序

本質與目的上的差異而應予「可裁量/係義務」之差別對待：「偵查中檢察官訊問證人，旨在蒐

集被告之犯罪證據，以確認被告嫌疑之有無及內容，與審判中透過當事人之攻防，經由詰問程

序調查證人以認定事實之性質及目的有別」（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405、1253、1653、1655、

2272 號等判決參照）；惟在探討「使證人具結」之規定時，對上開差異即隻字未提。 
52 因偵查的兩面性、不公開及武器不平等（被告、辯護人原則上無閱卷權），被告在此階段的

「程序主體性」自不可能與審判程序相提並論。 
53 在其他的證據法則中，如針對供述證據－當然包括人證－的傳聞法則並不拘束偵查中之檢察

官，亦即，檢察官得使用「證人於偵查庭外之陳述」作為其認定犯罪嫌疑存在之起訴依據，其原

因應就在於其有助偵查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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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審判時補行或僅於審判時行之即可54）」，即賦予其裁量空間，正是承認「偵

查程序，適用自由證明原則」之意義所在。 

 

進一步而言，在對共犯（就他共同被告之案件）以人證方式加以訊問的情形，

若檢察官決定採取「通知證人到場，不令其具結而加以訊問」之方式，不僅是檢

察官對「如何蒐集證據」有自由決定空間的展現，某種程度上可能也是檢察官在

比例原則要求下的自我抑制55，因為在此等情況下，其所採取的，正是一種影響

該共犯實質權益較輕微的方式－原因在於：在偵查程序中無從「分離程序」（依

刑訴法 287 條之 1、287 條之 2 之規定），就算檢察官告知「即刻起身份轉換」，

對共同被告而言，其就「不同身份享有不同程序保障（被告享有緘默權；證人卻

負作證/說明義務）」之情事仍難免產生混淆；且審判中分離程序的搭配規定是

為了讓他共同被告可對之詰問56，然而由於「偵查程序原則上不公開且係由檢察

官主導」、「偵查中被告/辯護人原則上無閱卷權」，導致偵查中縱賦予被告詰

問機會，亦無太大實益57，故若檢察官考量到共同被告上述身份重疊情事，決定

不命其具結而為訊問，僅生「該訊問筆錄，若欲提出於審判程序當作證據，係屬

傳聞證據」而需以傳聞法則檢驗之的問題58，不宜逕自連結刑訴法 158 條之 3，

率然否定其證據能力。 

                                                       
54 實務對「偵查中是否賦予被告詰問權」之態度即係如此，認為既「事實上難期被告有於偵查

中行使詰問權之機會」（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545、1276 號判決），那麼「此項詰問權之欠

缺，非不得於審判中由被告行使以補正，而完足為經合法調查之證據」（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

第 1276、1804、2341 號判決）。 
55 即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與其他刑訴法上原則間必須有所折衝，對此請參本章【第三節、第

二項】之說明。 
56 刑訴法 287 條之 1 立法理由：「若各共同被告之利害相反，而有保護被告權利之必要者…」；

287 條之 2 立法理由：「法院就被告本人之案件調查共同被告時，該共同被告對於被告本人之案

件具證人之適格，自應準用有關人證之規定」均係指向被告對該共同被告之對質詰問權。 
57 陳運財，註 49 文，頁 252。 
58 析言之，證人偵查中於檢察官前未經具結之陳述中僅可能(而非必然)符合 159 條之 1 第 2 項傳

聞例外，原因在於：1.條文本有「無顯不可信情況」之要件限制，即必須判斷該陳述作成時「一

切之外部附隨之環境或條件」，如陳述時之心理狀況有無受到外力干擾（法院辦理刑事訴訟案件

應行注意事項第 89 點參照）；2.自釋字 582 號解釋以降，實務適用該條文均會加上「客觀上不

能接受詰問」此不成文要件，亦即，不論偵查中人證於檢察官前之陳述是否具結，原則上均需於

審判期日傳喚到場再行具結接受詰問（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1352、1434 號判決亦同斯旨）。

在此等「雙重把關」下，該陳述雖不因 158 條之 3 逕失證據能力，惟亦僅在「審判時該人證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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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終結程序的便宜考量 

檢察官係代表國家進行追訴，並負有客觀性義務，其在決定是否開啟及如何

終結（包含是否起訴與可否不起訴）偵查程序時，應嚴格遵守法律所訂之相關準

則而無裁量空間，此即法定原則(Legalitätprinzip)。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1

項「…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第 251 條「…足認犯罪嫌疑者，應提

起公訴」、第 252 條「…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為不起訴處分」等，均為法定原

則之展現。反之，便宜原則（Opportunitätprinzip）則自刑事政策之觀點出發，賦

予檢察官於合目的性範圍內之裁量空間，使其可對「符合起訴條件之案件」不予

起訴59，而逕為不起訴、緩起訴處分（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253 條之 1 以

下、254 條參照）。 

由此可知，法定原則的鬆綁主要反映在偵查程序的終結層次，而偵查程序自

由形成原則則屬偵查進行中之原則，既然此原則「貫穿」整個偵查程序，則可認：

檢察官按偵查進行之結果，在某些情況下所享有不予起訴之裁量空間，亦屬偵查

程序自由形成原則之涵攝範圍，在此範圍內與便宜原則有概念上的重疊60。 

 

第四項  小結  

綜上所述，若廣義解讀偵查程序之自由形成原則，其係指涉：在偵查程序進

行中，檢察官「適用自由證明原則」而可「自由運用各種偵查措施並決定其順序」；

進而在獲得「足認犯罪嫌疑」心證之偵查終結時點，可於合目的性之範圍內「裁

量不予起訴」。惟本論文係以一般偵查措施的合憲控制為主題，故以下在本文所

論及之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均僅關注在「偵查措施、順序之自由運用」此面

                                                                                                                                                           

上無法到庭具結接受詰問」此前提下，其先前之陳述始可能因傳聞例外而「進場」，否則原則上

該陳述仍會因其傳聞證據的本質，被排除於法官心證之外。 
59  Pfeiffer, Grundzüge des Strafverfahrensrech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und des Bundesgerichtshofes, 3. Aufl., 1998, Rn. 6. 
60 „Auf der anderen Seite sind mit Blick auf die freie Gestaltung des Ermittlungsverfahrens 

Durchbrechungen oder Begrenzungen von Wahrheitserforschungspflicht und Legalitätsprinzip 

möglich.” SK-Wolter, Vor §151, Rn.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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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合先敘明。 

 

 

第三節 與其他刑訴法原則的折衝 

承認偵查程序之自由形成原則，係為促進偵查的功能效率，惟此目的不能無

限上綱，故有謂偵查自由形成原則係「兼顧合法性、可靠性及有效性偵查等要求

下，檢察官可採取其認為對犯罪事實澄清一事，所有合適且必要的一切措施61」。

以下本文即將探討此原則與其他重要的刑訴法原則間，彼此的折衝關係： 

 

第一項  無罪推定原則 

無罪推定原則係指：被告於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其無罪。此原

則固然拘束職司審判、證據調查的法官，使其在無法獲得有罪確信之心證時，應

予被告實體無罪判決；惟其是否拘束負舉證義務之檢察官？ 

對此可自檢察官所負客觀性義務之角度切入。固然，審判時公訴檢察官負有

實質舉證義務，於其盡此義務之時，為訴訟構造上被告之「對造」，必然堅信被

告有罪，此時要求其「懷有無罪推定之心」，非但不可能，且無實益；惟偵查中

檢察官尚處蒐證階段，藉由這個過程，檢察官在終結偵查之時點可能逐步建構出

「足認犯嫌」之有罪推定，惟亦有無法建構而決定不予起訴之可能，因而檢察官

在此階段決定、運用各種偵查措施時，毋寧應認其某種程度上仍受無罪推定原則

之拘束62，故必須對有利（如被告之不在場證明）、不利被告之證據均予注意。 

                                                       
61 楊雲驊，註 5 文，頁 300。 
62 相同見解，法務部編印，陳志龍主持，《「檢察官之偵查與檢察制度」國科會專題計畫》，

1998 年 3 月，頁 20；林鈺雄，註 45 書，頁 158。惟崔雲飛認為：「從檢察官負偵查追訴職責此

內部面向來看，其不受無罪推定拘束，但不表示於偵查系統外，完全不受到無罪推定原則之拘

束。...偵查不公開所拘束對象亦包括檢察官，因此檢察官亦應受到無罪推定原則之拘束，至多

只能認其所受拘束不如法官來的廣泛而嚴格。」將檢察官受無罪推定原則拘束侷限於偵查系統外

（檢察官的對外動作），並連結偵查不公開的要求。崔雲飛，無罪推定之具體實踐—以歐洲人權

法院判例法為核心--，台灣大學法研所碩士論文，2006 年 7 月，頁 65-66，58-59。本文贊同無罪

推定原則對檢察官之拘束力應較寬鬆之論述，惟就前段部分有不同意見：即，誠如該論文所

述，無罪「推定」係指一種「被告尚未被依法定罪前，應要以其有可能為無罪之方式加以對待」

指導原則、一種立場或態度的選擇，若連結檢察官的客觀性義務，在偵查系統內亦應有所適

用；且檢察官偵查中對外宣示的動作，乃內部偵查系統運作後的結果，若依本文推論，亦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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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所述，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與無罪推定原則看似格格不入而無法並

存，實則應認後者構成前者之界線。本文認為，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3 項「實

施偵查非有必要，不得先行傳訊被告」明文限制檢察官運用偵查措施之順序，即

在避免檢察官在調查其他證據前，藉由被告的可能自白，先入為主地對被告產生

有罪推定，應可視為檢察官於偵查中仍需保有一定程度「推定被告無罪立場」之

適例。 

 

第二項  比例原則 

偵查，乃國家公權力之行使，若干預人民基本權，在憲法優位性的要求下，

自須符合比例原則，本文認為，偵查程序雖以自由形成為原則，然比例原則仍展

現於以下兩層次： 

 

一、一般偵查措施優先於強制處分 

此實為比例原則中「必要性(最小手段性)」之反映。承前所述，檢察官依偵

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固可選擇強制處分為偵查措施，惟應以「使用不造成干預或

干預程度較輕微之一般偵查措施無法達到相同偵查效率」為前提。對此學者有以

「任意偵查原則63」、「階段區分容許原則64」加以理解者，本文認為，渠等概

念在用語上或有出入，惟指涉範圍大致相同65。 

 

                                                                                                                                                           

能係對被告有利之心證之宣示，此時是否仍屬偵查不公開所禁止之對象（此種宣示可能反而有助

被告名譽的回復）？是否可因此推論內部偵查運作完全不受無罪推定原則拘束？即有疑義，因而

本文認為縱係於偵查中，檢察官某種程度仍應受無罪推定原則之拘束。 
63 「任意偵查原則係指，偵查目的藉由多數之手段均可達成時，必須選擇任意處分之方式為之；

亦即，應優先考量在偵查對象出於自願或不侵害其實質權益的情況下，進行證據之蒐集保全。…

偵查原則本身即為比例原則的一種具體展現。」陳運財，偵查之基本原則與任意偵查之界線，東

海法學研究，9 期，1995 年 9 月，頁 287、292。 
64 「即首先考慮對於人民無負擔的刑事程序行為，依序才是負擔輕微的、負擔較重的、負擔最

重的刑事程序行為。」 法務部編印，陳志龍主持，註 62 書，頁 70。 
65 任意偵查為日本法之用語，其不同於具強制力之強制處分，而以受處分人之同意或認諾為前

提，早期日本實務認為，如任意同行、秘聽、利用誘餌偵查等，均屬之。對此之介紹，土本武

司著，董璠輿、宋英輝譯，《日本刑事訴訴法要義》，1997 年 5 月，頁 123-134；蔡墩銘，《刑

事訴訟法論》，1982 年，頁 284-285。惟當代刑事訴訟法對強制處分已不以強制力為定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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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行面上的限制 

依偵查程序之自由形成原則，檢察官不但可選擇其認為必要的偵查措施，亦

得決定如何具體實施，然不論是強制處分或一般偵查措施，其執行方法均受比例

原則(包含適合性、必要性、狹義比例性)之拘束66。例如，為逮捕已鎖定之特定

毒犯，佯裝水電工進入其住所進而逮捕之，雖干預毒犯之意志自由（人格權），

惟衡量所涉追訴之公益，應屬符合比例原則之逮捕67；在同一案例，若未先採取

「喊話、要求自首」之行動即逕行對毒犯及其住處開槍，此等逮捕即有違比例原

則之嫌68。我國刑事訴訟法對若干強制處分的運用，雖認「得使用強制力」，惟

同時亦有「不得逾必要之程度」、「須注意被告身體及名譽」、「應注意受搜索

人之名譽」之相關規定69，實為比例原則限制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之具體展現。 

 

第三項  正當法律程序原則 

自釋字 384 號解釋「…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不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

告之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律規定，其內容更須實質正當…」已

降，正當法律程序原則儼然成為憲法上朗朗上口之「重要」原則，然以下問題迄

今仍具爭議性，即：此原則之憲法基礎何在70？其是否可與美國憲法第五修正

                                                                                                                                                           

而更著重其干預基本權之本質，因而許多不含強制力之任意措施已「不再任意」，區別兩者之標

準則迭有爭議，陳運財，註 63 文，頁 299 以下。本文認為，為避免「任意」所易造成之語義上

誤會，以「一般偵查措施」作為強制處分之相對概念似乎較為恰當。 
66 因而學者有將比例原則歸納為有關追訴程序之原則。林山田，註 45 書，頁 61。 
67 楊雲驊，聰明的警察？，法學講座，18 期，2003 年 9 月，頁 50-51。 
68 楊雲驊，逮捕現行犯與比例原則，法學講座，26 期，2004 年 3 月，頁 79-85。 
69 刑事訴訴法第 89、90、124、132 條參照。 
70 有連結憲法第八條對人身自由之特別保留而認「正當法律程序乃人身自由之制度性保障」者，

如釋字 384、392、567、582、639 號解釋，王兆鵬，憲法解釋與刑事訴訟（上）－最重要的三則

解釋，台灣本土法學，74 期，2005 年 9 月，頁 37-38；有自憲法第十六條訴訟權之保障推出此

原則者，如釋字 396、418、512 號解釋；有認兩者均為其依據者，如釋字 436 號解釋；亦有認為

正當法律程序不單純自某一憲法條文推出，而係內含於所有基本權之客觀程序性保障範圍，其乃

為強化基本權主觀防禦功能而生，於不同類型之權利措施中指涉不同之最低程序保障內容，許宗

力，基本權程序保障功能的最新發展—評司法院釋字第四八八號解釋，月旦法學，54 期，1999

年 11 月，頁 155；陳愛娥，正當法律程序與人權之保障－以我國法為中心，憲政時代，29 卷 3

期，2004 年 1 月，頁 382-383；許宗力，《憲法與法治國行政》，2007 年 2 版，頁 168-173，對

此大法官在釋字 409 及 488 號(財產權)、462 號(工作權)、491 號(服公職權)、535 號(居住自由、

財產及隱私權)、與 563 號(受教育權)似已對「基本權的程序保障乃其客觀功能面向之一」採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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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正當之法律程序(due process of law)71」、德國法上的「公正程序原則

(Grundsatz des fairen Verfahrens)72」及歐洲人權公約第六條第一項「受公平程序

(審判)之權利(das Recht des fairen Verfahrens)73」畫上等號？凡此皆尚待我國憲法

學說實務形成共識。 

 

                                                                                                                                                           

定見解；整理並分析上開各說，將「程序基本權(以司法救濟為中心，泛指訴訟權)」、「程序作

為(實體)基本權之保障機制(限制或剝奪實體基本權須遵循正當法律程序，乃基本權行使之必要條

件)」、「程序作為輔助/促進基本權實現之工具（以組織及程序規範作為調和法益衝突之手段，

非基本權行使之必要條件）」等程序之多重樣貌予以區隔，詳細介紹其在德國學說及釋憲實務之

發展脈絡，李建良，論基本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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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卷 4 期，2004 年 4 月，頁 481-531。 
71 有認憲法第八條之「法定程序」即指英美法之「正當法律程序」，並認其已因大法官解釋而

成為我國憲法之基本價值，得依個案「類推適用」於憲法所保障之其他權利者，林明鏘，人身自

由與羈押權，憲政時代，21 卷 2 期，1995 年 10 月，頁 9；翁岳生，大法官關於人身自由保障的

解釋，警大法學論集，創刊號，1996 年 3 月，頁8；反對見解，郭介恆，正當法律程序－美國法

制之比較研究，載：《憲政體制與法治行政－城仲模教授六秩華誕祝壽論文集（二）》，1998，

頁136-142；陳愛娥，同前註，頁374。事實上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中“No one… shall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nor shall private propert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的「正當程序」一般認為包涵兩層面，即「實質上正當程序

(substantive due process)」與「程序上正當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前者側重立法目的與其

所運用手段間之關聯性(“Why” the law is just)，毋寧係指國家措施限制人民權利時與公益之折衝

過程，作用類同我國憲法 23 條比例原則的操作(亦有認如法明確性原則在內之其他法治國原則

下之子原則均包含在內)；後者則強調相關(訴訟)程序、制度的設計是否「公平(fairness)」(“How” 

the law is just)，See：http://www.usconstitution.net/consttop_duep.html（最後查訪日期：

2009/04/09）；湯德宗，《行政程序法論》，2003 年 10 月 2 版，頁 173-198。據此分析，上開兩

種見解應僅係指涉不同層次的正當程序，實際上並無衝突。 
72 德國認為刑訴法上之公正(審判)程序原則(Grundsatz des fairen Verfahens)其憲法基礎係法治國

原則，本身係一集合概念(Sammelbegriff)，內涵包括法律保留原則、公平審判原則、不自證己

罪原則。Pfeiffer, Grundzüge des Strafverfahrensrech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und des Bundesgerichtshofes, Rn. 28；Meurer, 

Informelle Ausforschung, in: FS-Roxin, 2001, 1283; BVerfG, Urt. 3. 3. 2004-1 BvR 2378/98, StV 

2004, 173；Meyer-Ladewig, NJW 2004, 982；林山田，論正當法律程序原則，軍法專刊，45 卷 4

期，1999 年 4 月，頁 2-7。 
73 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In the determination of…any criminal charge against him, everyone 

is entitled to a fair and public hearing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by an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tribunal 

established by law.” 此為公平/公正程序之一般條款，該條同時規定對質詰問權、不自證己罪等

追求公平程序目的之列舉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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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拋開此原則前述理論上之爭議，「刑事程序（包括從追訴到審判的整體過

程）應受正當法律程序原則拘束」已多次為大法官提出，同時內涵亦趨具體74。

究其原因，乃因刑事程序的過程與結果，對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財產等

基本權均可能造成（較諸其他民事或行政程序）相對嚴重之限制，因而對人民的

刑事訴訟權自應有較強之保障密度75。偵查程序既不囿於正當法律程序要求之外

76，在此範圍內，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當然受有限制，舉例言之，國家機關惡

意以挑唆方式誘使人民犯罪之偵查手法，若「已屬蠻橫(outrageous)且一般人均認

其打擊司法正直之程度已超越其欲達成之追訴利益77」(美國標準)、「將人民視

為一全然之刑罰權客體78」(德國標準)，造成「手段顯然違反憲法對基本人權之

保障，且已逾越偵查犯罪之必要程度，對於公共利益之維護並無意義79」(我國標

                                                       
74 釋字 384 號解釋理由書：「…就程序法而言，如犯罪嫌疑人除現行犯外，其逮捕應踐行必要

之司法程序、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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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 436 號：「…亦屬國家刑罰權之一種，其發動與運作，必須符合正當

法律程序之最低要求，包括獨立、公正之審判機關與程序，並不得違背憲法第七十七條、第八

十條等有關司法權建制之憲政原理」；釋字 582 號：「憲法第十六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

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利，即屬該等權利之

一，且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不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律程序所保障之

權利。」 
75 釋字 639 號解釋理由書第三段即揭此旨：「本院解釋固曾宣示人身自由為重要之基本人權，

應受充分之保護，對人身自由之剝奪或限制尤應遵循正當法律程序之意旨，惟相關程序規範是

否正當、合理，除考量憲法有無特別規定及所涉基本權之種類外，尚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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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判斷而為個案認定。」 
76 法務部編印，陳志龍主持，註 62 書，頁 8；何賴傑，正當法律程序－刑事訴訟法上一個新的

法律原則？憲政時代，25 卷 4 期，1999 年 4 月，頁 37、43-44；林山田，註 72 文，頁 1；康順

興，註 2 文，頁 47-48；楊雲驊，閱卷權的突破，載：顏厥安、林鈺雄主編《人權之跨國性司法

實踐》，2007 年 7 月，頁 117。 
77 United States v. Rusell 411 U.S. 423 (1973), at 431-432; Hamton v. United States 425 U.S. 484 

(1976), at 485-488 . 通說對“outrageous”的解釋：“the government behavior would offend those 

canons of decency and fairness which express the notion of justice of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even 

toward those charged with the most heinous offenses.” Paul Marcus, The Due Process Defense In 

Entrapment Cases: The Journey Back, 27 AM.CRIM.L.REV. 457, 462 (1990); Rochin v. (People of) 

California, 342 U.S. 165 (1952), at 169. 
78 BGH, JZ 2000, 367；楊雲驊，註 23 文，頁 152。 
79 摘自我國關於誘捕偵查之標竿判決：最高法院 92 年台上字第 455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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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時，即屬違反正當法律程序原則而違法/違憲80。惟為免在審查時，率皆進入

「正當」與否之認定，可能過於抽象而流於空洞化81，刑事訴訟法本身若已有相

關之規定時(如禁止不正訊問、禁止夜間訊問、須遵守告知義務等)，則應援引之，

因可視其已具體化為刑訴法上的正當法律程序，或轉化為刑事訴訟領域之重要原

則。以下本文即以兩個刑事訴訟法的重要原則：被告聽審權之保障與不自證己罪

原則為出發點，探討其對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構成如何之限制： 

 

一、被告之聽審權保障 

聽審權(rechtliches Gehöer)之保障，不論係英美法82或德國法83，亦不論在行

政程序或刑事訴訟程序，均屬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即最低限度之程序性保

障，近年來在我國之發展可謂漸趨成熟84。就刑事程序而言，凡於法院/法官前(vor 

                                                       
80 其合法/合憲性須在個案中依各種主、客觀標準(包括「是否係對原先不存在犯罪嫌疑者所為之

犯罪挑唆」、自其誘使之方式、強度、目的審酌「對行為人是否施以過當的犯罪壓力」、「被誘

使人對自我行為之決定能力」等)具體判斷。BGHSt 32, 345, 346; NStZ 1994, 335; BGHSt 45, 321. 
81 學者擔憂，如此一來刑事訴訟法將有被掏空之虞。何賴傑，註 76 文，頁 46-47；林鈺雄，《刑

事法理論與實踐》，2001 年 8 月，頁 215；林鈺雄，註 45 書，頁 26。不過，從另一角度而言，

正當法律程序本質上「即非一成不變，而是一個具可塑性的原則」，因為，縱係美國聯邦最高法

院，其對正當法律程序於刑事偵審程序的適用，也不斷在「正當程序模式(Due Process Model)」

與「犯罪防治模式(Crime Control Model)」間流動。史慶璞，正當法律程序與美國刑事偵審程序

之研究，載：《美國憲法與政府權力》，2001 年 4 月，頁 76-87。 
82 美國憲法第六修正案：“In all criminal prosecutions, the accused shall enjoy the right to a speedy 

and public trial, by an impartial jury of the State and district wherein the crime shall have been 

committed, which district shall have been previously ascertained by law, and to be informed of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accusation; to be confronted with the witnesses against him; to have 

compulsory process for obtaining witnesses in his favor, and to have the Assistance of Counsel 

for his defence.” 包括受起訴罪名及原因的告知、可詰問證人、請求調查有利證據等均為正當法

律程序之一環，而這實際上與德國聽審權的內涵－請求資訊、請求表達權等並無二致。 
83 § 103(1) GG : Vor Gericht hat jedermann Anspruch auf rechtliches Gehör. 德國通說對此之詮釋係

上溯人性尊嚴(Würde des Menschen)，認任何人在訴訟程序此等重要情境下，應得為事實與法律

論據的陳述，在此基礎下建構出請求資訊權(Recht auf Information)、請求表達權(Recht auf 

Äußerung)、請求注意權(Recht auf Berücksichtigung)等聽審權之重要內涵。Ingo Richter/ Gunnar 

Folke Schuppert/ Christian Bumke, Casebook Verfassungsrecht, 4. Aufl., 2001, 459；林鈺雄，註 45

書，頁 160-162；認聽審權之保障乃為維持被告之訴訟主體性，藉此達公平審判之目標，林山田，

註 72 文，頁 3。 
84 尤其反映在 88 年立法之行政程序法條文中，如得申請調查證據(第 37 條)、得申請閱覽卷宗

(第 46 條)、完整聽證程序之設計(第 54-66 條)、作成行政處分前之陳述意見及聽證(第 102-109 條)

等，一方面使公務員之身分、財產剝奪及限制事件得以走出特別權力關係之帷幕，另方面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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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icht)所為之程序，被告之聽審權均受保障，審判中係如此（如：被告得聲請

調查對其有利之證據、得透過律師閱卷－請求資訊權；得與證人對質詰問、於調

查證據時有陳述意見之機會－請求表達權；對其之不利判決若未附理由或理由矛

盾屬絕對得上訴三審之判決當然違背法令事由－請求注意權；凡此皆為保障其聽

審權、使其不致淪為程序客體），偵查中亦然(如偵查中的羈押審查程序85)；有

問題者係，由檢察官所主導之偵查程序，是否也有被告聽審權保障之「生存空

間」？ 

本文認為，在兩面關係的偵查程序中，被告得請求檢察官調查對其有利之證

據，並享有證據保全聲請權86及若干在場、詰問權87，其目的當係保障被告/犯罪

嫌疑人一定程度之程序主體性，就此而言，與聽審權所欲追求之目的如出一轍，

故上開規定亦得視為被告聽審權保障於偵查程序中之具體反映，進而構成偵查程

序自由形成原則之界限。只是考量到偵查程序之事務本質、檢察官負有舉證義務

                                                                                                                                                           

一般人民在對抗國家之高權行為時，不再處於資訊不透明或取得困難、過程中少有發言餘地而

淪為訴訟客體等實質上武器不平等之地位。 
85 對此，我國偵查中，縱係羈押決定之審查，律師或被告仍不得閱卷之規定，即屬落伍而迭遭

批評。陳運財，註 1 書，頁 291；楊雲驊，註 76 文，頁 115-120。 
86 刑事訴訟法第 219 條之 1 第 1 項：「告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或辯護人於證據有湮滅、偽

造、變造、隱匿或礙難使用之虞時，偵查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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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2 項前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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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條第 1 項：「訊

問證人、鑑定人時，如被告在場者，被告得親自詰問；詰問有不當者，檢察官得制止之。」、同

條第 2 項；「預料證人、鑑定人於審判時不能訊問者，應命被告在場。但恐證人、鑑定人於被告

前不能自由陳述者，不在此限。」然而，於我國刑訴實務，此偵查中之反對詰問權實際上卻難以

有效發揮作用，原因有三：一為偵查程序採取糾問原則的本質，實難期待身負追訴義務的檢察官，

能憑藉其「客觀性義務」耐心傾聽被告或辯護人對（尤其是檢方）證人的反詰內容（主觀不能）；

其次，實務（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1859、2272 號判決）對於上開詰問，認為僅得以刑訴法

166 條以下所規定的交互詰問理解之，然而如此一來，要在兩面關係的偵查程序中踐行根本是客

觀不能；最後，縱然釋字 582 號解釋已於解釋理由書闡明刑訴法 159 條之 1 之傳聞例外必須在「客

觀上不能接受詰問」之前提下始有適用，惟實務（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356、1313、3369、

3754 號判決等）與學說（林鈺雄，對質詰問與上級審－歐洲法發展與我國法走向之評析，月旦

法學，143 期，2007 年 4 月，頁 21；楊雲驊，眾裡尋他千百度－最高法院對於刑事訴訟法第一

五九條之一解釋之評析，載：第三屆學術與實務之對話－對質詰問觀點的傳聞法則研討會論文

集，2008 年 7 月，頁 28）均認該前提僅需偵查中或審判中「整體觀察、其一滿足」即可，實務

並緊扣刑訴法 159 條第 2 項之文義，認偵查中未經詰問之人證訊問，因屬傳聞例外，仍具證據能

力，至其「非經合法調查」之程序可透過審判時之詰問予以補行/正，因此，檢察官偵查中對人

證之訊問，既有傳聞例外撐腰，即難以想像其會多此一舉地給予被告或辯護人詰問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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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在偵查中同時存有偵查不公開、原則上不得閱卷等限制，其對被告聽審

權之保障密度，自較審判程序為低88。 

 

二、不自證己罪原則 

不自證己罪原則(nemo-tenetur Prinzip;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

乃於刑事訴訟程序，避免被告淪為程序客體最重要之原則，屬公平審判之核心

內涵，「被告須能自由決定是否將自己作為自己犯罪之證明工具」說明了人性尊

嚴為其最重要之憲法基礎89。據此，被告享有緘默之權利，並得自對己最有利之

防禦角度選擇是否陳述；同時，基於憲法十六條訴訟權保障之要求，並平衡偵查

機關與被告地位之實質落差，國家出於訴訟照顧義務，負有告知被告其享有此訴

訟上防禦權之義務90。此等緘默權何時發生？雖然自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第 2

款及 158 條之 2 第 2 項綜合觀察，會得出「僅受拘提、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享有不自證己罪原則保護」之結論91，然而，不自證己罪原則所關注的，應非「被

                                                       
88 舉例言之，在審判程序，被告在場乃判決合法之程序要件（刑訴法第 281 條第 1 項、379 條第

6 款參照）；被告得於審判時行使對質詰問之訴訟上防禦權亦為大法官所背書（釋字 384、582

號解釋參照），實務（如最高法院 94 年台上字第 478 號判決、95 台上字第 3973 號判決等）並

以對質詰問之觀點進行傳聞例外之續造，認為事實審若可歸責地未負起其促使證人到庭接受詰

問之義務，則該人證於法官面前之陳述即非容許之傳聞例外。然而，這些保障在偵查程序是否

得以實現，全賴檢察官之裁量（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1653、4066 號判決），對不合法或不適

當的裁量現行法並無任何「法律效果」，此自最高法院亦承認「事實上難期被告有於偵查中行使

詰問權之機會（見前註之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356、545、1276 號判決）」之態度可見一班。

對此，學者有認近年歐洲與德國法「參與式偵查(partizipatorisches Ermittlungsverfahren)」的改革

趨勢，一方面藉由辯方的充分參與可使偵查中反對詰問權具實質意義，同時容許該「已經程序保

障」之證據資料不需於審判時重覆審查，亦有利訴訟經濟，或許是值得借鏡的根本解決之道。詳

細介紹，林鈺雄，改革偵查程序之新視野－從歐洲法趨勢看我國法走向，月旦法學，157 期，

2008 年 6 月，頁 212-219。 
89 BVerfGE 56, 37, 43; Verrel, Nemo tenetur-Rekonstruktion eines Verfahrensgrundsatzes-1 Teil, 

NStZ 1997, 364. 
90 何賴傑，告知義務及第三審上訴之限制，台灣本土法學，創刊號，1999 年 4 月，頁 127；林

鈺雄，註 81 書，頁 180-181。 
91 林鈺雄即批評我國此等先德(德國以被告地位之形成時點，惟緘默權告知義務之發生時點)後

美(美國的「米蘭達告知」適用範圍確以拘捕之被告為限)、虎頭接蛇尾式之立法，將造成非拘捕

被告緘默權保障之空窗。林鈺雄，歐式米蘭達-歐洲人權法院 Allan 案裁判及其劃時代意義之評

析，台灣本土法學，72 期，2005 年 7 月，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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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提、逮捕」之客觀狀態，而在於「被告、犯罪嫌疑人」身分已出現之本身。故

應認為：一旦在刑事程序中成為追訴之客體92，即應有不自證己罪原則之適用。 

 

不自證己罪原則構成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的界限，已具體地反映在偵查機

關不得以不正方式訊問93(消極禁止)與須(積極)盡告知(有緘默權)義務94等相關刑

訴法規定上。近年來的新興議題是：若偵查機關並非親自出擊而為正式訊問，而

使用臥底偵查員、線民對犯罪嫌疑人/被告隱密探話、進而獲得被告對己之不利

陳述，是否亦應受不自證己罪原則之拘束？ 

這顯然就是一個必須與偵查自由形成原則所追求的偵查效率間相互折衝、考

量的複雜問題。首先，就積極的告知義務而言，現實上無從想像在使用此類隱性

偵查手法的同時，還必須對被告/犯嫌進行緘默告知，因為一旦告知，形同「破

梗」，將造成隱性偵查措施繼續使用毫無實益，故若以「探話不具國家訊問性（→

被告面對非國家偵查機關之第三人不會有「坦白才能從寬」之法律錯誤）」為論

                                                       
92 即被告地位的形成時點，一般認為應依偵查者的主觀認知與客觀偵查程序的進行狀況(種類、

程度)綜合判斷。林鈺雄，註 81 書，頁 189-190；楊雲驊，被告地位之形成與告知義務，台灣本

土法學，44 期，2003 年 3 月，頁 146-147。刑事訴訟法第 181 條「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受刑

事追訴或處罰者，得拒絕證言。」亦說明了，在證人/被告地位的轉換瞬間，即應受有不自證己

罪原則之保護。 
93 有認為不正訊問之禁止與不自證己罪原則係屬二事，不容混淆，王士帆，註 14 書，頁

218-220；本文認為，不正訊問禁止強調供述證據之任意性而課予國家消極禁止之義務；緘默權

告知則係強調為避免被告陷於「不知其無陳述義務」之法律錯誤而課予國家積極之告知義務，兩

者固然在功能上有所區別，然確有重疊之處，因為不自證己罪原則之核心內涵：「被告須能自由

決定是否將自己作為犯罪證明之工具」正好連結了不正訊問禁止所強調的陳述須出於自由，故以

不自證己罪原則作為不正訊問禁止之論理依據，應無不可。相同見解，楊雲驊，不自證己罪原

則的幾個基本問題，法學講座，15 期，2003 年 3 月，頁 51；林輝煌，《論證據排除－美國法之

理論與實務》，2006 年 4 月，頁 65；陳俊閔，註 24 論文，2002 年 6 月，頁 56；我國刑事訴訟

法 156 條第 4 項之立法理由：「按刑事被告應有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之自由，在美國憲法修正條

文第五條及日本憲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均已明文規定，不得強制刑事被告為不利於己之陳述，

我國憲法就此雖無明文，但依本法第九十八條及本條第一項之規定，固亦有此涵義」。王士帆亦

認在以凌虐、非取得被告自白不予休止等「直接強制」之情況下，不正訊問方法可能牴觸不自證

己罪原則，王士帆，前揭書，頁 220。 
94 近年來更有認為，被告如於警詢時因警方未盡告知義務而自白，檢察官偵訊時應同時踐行一

般告知與加強告知(告知警詢時之陳述可能無證據能力，現在決定之緘默仍有意義)，使不自證

己罪原則更為徹底落實。楊雲驊，「加強告知」義務的課予－評最高法院九三年台上字六六五六

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76 期，2005 年 11 月，頁 252-255。 



  24

述基礎95，則「隱密探話者不須盡告知義務」這樣的結論，將透過文義解釋順利

得出；其次，就禁止不正方式訊問之立法目的而言，乃為確保陳述出於被告之自

由意志，被告在此類情況下所為不利己之陳述，非受物理力上的強制固不待言，

「虛偽朋友理論(False Friend Doctrine)96」進一步將此與「受詐欺、利誘」等意志

不自由狀況下所為之陳述劃清界線，其論述重點即在被告向臥底偵查員、線民此

等虛偽朋友所為之陳述仍具自發性、自主性，難謂係「陷於錯誤」之狀況下所為

97（或者，難以證明）。故就表面上而言，以臥底偵查員、線民對被告為隱密探

話，似乎並不存有不自證己罪原則之違反。 

 

                                                       
95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Illinois v. Perkins 案中發展出「米蘭達法則秘密探員之例外」，其最重要

之理由即認，此時既非國家機關之訊問，則米蘭達法則所要保護的利益情狀：「被告容易誤以為

若不陳述，在法律上將會有對其不利之推斷」並不存在，Illinois v. Perkins, 496 U.S. 292 (1990)；

對此之介紹，謝宜雯，隱藏身分偵查與人權保障－以美國法為借鏡－，台灣大學法研所碩士論文，

2002 年 7 月，頁 86-88；Rolando V. del Carmen 著，中央警察大學教授合譯，《美國刑事偵查法

制與實務》，2006 年 8 月，頁 503-505。結論相同的德國學說則基於維護臥底偵查刑事政策觀點，

認實質訊問不可採：Wesslau, Zwang, Taeuschung und Heimlichkeit im Strafverfahren, ZStW, 1998, 

6f；Beulke, StPR., 2006, Rn. 115。採相同見解之我國學者：黃惠婷，警察詢問中犯罪嫌疑人之權

利，警學叢刊，31 卷 2 期，2000 年 9 月，頁 128；傅美惠，註 12 書，頁 144；謝宜雯，前揭論

文，頁 98；吳巡龍，檢察官傳訊及任意偵查，刑事法雜誌 53 卷 1 期，2009 年 2 月，頁 15。惟

亦有採相反見解者，如李錫棟：「受警方委託之線民，其資料蒐集行為應該計入國家之行為，故

如以其所蒐集之資料在刑事程序中當作被告之自白，實際上和警方以訊問名義來獲取被告自

白，並無兩樣，而應該受到刑事訴訟法針對國家訊問所設規範之拘束」（李錫棟，線民之遴用及

其在刑事證據上之問題，警大法學論集，11 期，2006 年 3 月，頁 305），似採實質訊問觀點。

另外，亦有跳脫形式/實質訊問觀點，認經立法特別授權的臥底警探與線民偵查，其所為之行為

雖具有國家性，然因其隱匿、欺瞞之本質，此時踐行告知義務實屬不可能，故一旦立法者對此

類偵查手法已有特別授權，則「在此範圍內」將排除告知義務的適用。林鈺雄，註 13 文，頁

291-293。 
96 由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Hoffa v. United State 案中正式提出，認為被告將具國家代理人身分的

私人誤信為其朋友，自願與其談話因而作出不利己之陳述，該陳述並未受到事實上或法律上的

強迫，故沒有「強迫」自證己罪之問題；且該私人若將所聽到的資訊洩漏出去，也是一般生活上

的風險，被告本應自行承擔，換言之，既然被告決定對該虛偽朋友透露犯罪資訊，此時該資訊

就已經不具備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的保護要件：「合理之隱私期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Hoffa v. United State, 385 U.S. 293 (1966)；1971 年之 United State v. White 案並將之

擴張到該「虛偽朋友」使用錄音機及竊聽器，使隱匿其後的竊聽者證述所聽聞之被告不利己陳述

的情形，United State v. White, 401 U.S. 745, 91 S.Ct. 1122, 28 L.Ed.2d. 453 (1971).  
97 1994 年發生在德國的【監聽陷阱案】，聯邦最高法院於 1996.05.13 所為之大刑庭裁定即認「偵

查機關不揭露國家的身分，此與凌辱、疲困、身體侵犯、餵食藥品或折磨等不正所影響的被告

意思自由，不能等同視之。」BGH, StV 1996,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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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等觀察角度近年來已受到挑戰98，2002 年歐洲人權法院劃時代的

Allan 案判決99，一舉突破「形式訊問」之侷限，將不自證己罪原則及據此而來

之告知義務，適用到「功能上相當於訊問的取證情境100」，其理由在於：隱密探

話若係出於國家主動、蓄意之誘發，不啻使被告在不知不覺間，於上開看似自由、

實質上意志自由已被扭曲（以為自己面對的不是偵查機關）之情境下「被迫主動

地自證己罪」，既然在追訴機關刻意塑造資訊落差的陷阱裡，被告判斷是否自願

配合的意思決定空間已被限縮101，於此情況下之陳述，當然有違反不自證己罪原

則之問題；因此所獲取之自白，不論從告知義務之違反102或不正訊問禁止103之脈

絡來看，均不應認定具有證據能力，這也是德國實務的最新見解104。 

綜上所述，偵查機關「自由形成」的隱密探話實務仍然可能牴觸不自證己罪

原則，惟若據此推論「所有利用臥底偵查員、線民的隱密探話均屬違法偵查」則

似嫌率斷且不切實際105。因為縱然被告緘默權有其憲法上的基礎，亦非絕對不容

                                                       
98 縱在美國，虛偽朋友理論在許多州法院及聯邦巡迴上訴法院並不被採取，個別之案例介紹與

美國學說上的反對意見，謝宜雯，註 95 論文，頁 40-48。至於德國學說上的發展，脈絡之一是

從隱密探話者是「追訴機關手足之延伸」的角度出發，展開對形式訊問的反思，這反映在【監聽

陷阱案】聯邦最高法院第五庭之建議裁定中，詳細介紹，王士帆，註 15 文，頁 188-189；第二

個脈絡則將被告處於隱密探話者所塑造出之特殊情境連結不正禁止中之「詐欺」狀態，著重其「落

入國家陷阱後」之陳述實質上並不自由，Beulke, a.a.O.(Fn. 30), Rn. 136; BGHSt 34, 362. 
99 對此重要判決案例事實之介紹及深入評析，林鈺雄，註 91 文，頁 119-144；王士帆，註 14 書，

頁 212-235。 
100 ECHR, Allan v. the United Kingdom, 2002-II. §51: “…whether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him and 

the accused was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t of an interrogation…” 
101 王士帆，註 14 書，頁 202。 
102 自偵查機關之蓄意性、破壞規範保護目的之嚴重性、對違法偵查之嚇阻性等各種角度觀察，

皆無賦予該自白證據能力之理由；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 2 第 2 項參照（此處既屬惡意欺

瞞，故無該項但書之適用）。 
103 此當係指該隱密探話之詐欺程度已達「明顯影響被告之陳述自由」之情形，舉例說明，黃惠

婷，註 95 文，頁 134。 
104 „ Ein Verdeckter Ermittler darf einen Beschuldigten, der sich auf sein Schweigerecht berufen hat, 

nicht unter Ausnutzung eines geschaffenen Vertrauensverhältnisses beharrlich zu einer Aussage 

drängen und ihm in einer vernehmungsähnlichen Befragung Äußerungen zum Tatgeschehen entlocken. 

Eine solche Beweisgewinnung verstößt gegen den Grundsatz, dass niemand verpflichtet ist, sich 

selbst zu belasten, und hat regelmäßig ein Beweisverwertungsverbot zur Folge.“ BGH, Urt. v. 26. 

7. 2007 - 3 StR, NJW 2007, 3138＝NStZ 2008, 110. 關於聯邦最高法院見解之演變，本文將於【第

四章、第四節】說明。 
105 故有認應將「偵查措施合法與否」及「由該偵查措施所獲之證據是否禁止」分開觀察，亦即，

在有法律授權的前提下，隱密探話可以是合法偵查而「作為發動進一步偵查的依據、引導辦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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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的權利（如同其他基本權），在與追訴公益有所衝突時，立法者得折衝於禁

止保護不足（對被告而言）與禁止過度侵害（對集體之公益而言）間，於符合比

例原則的範圍內限制之，而這可能反映在特別以法律授權、彰顯中立第三人監督

的法官保留、及狹義比例性的要求等立法設計中106。 

 

 

第四節 小結 

基於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刑事追訴機關對於要進行何種偵查活動、採取

強制處分或一般偵查措施，基本上都可以「有所選擇、裁量」，但某種程度上亦

會（應）受到偵查其他重要原則的「制約」。從憲法保障基本權的角度加以理解，

約制的可能「依據」即來自於「所採取一般偵查措施仍可能將對基本權造成干

預」，下一章中本文即將討論此一問題；至於在接下來的【第四章 法治國/憲法

原則對一般偵查措施的控制】中，本文則擬轉換觀察角度，探討在「以各種法治

國/憲法原則審視一般偵查措施的立法及其運用」時，偵查程序自由形成原則所

扮演的角色與「影響力」（如，其是否會「必然降低」上開法治國/憲法原則對

一般偵查措施的控制密度）。 

                                                                                                                                                           

向」，惟自隱密探話所誘發不利被告之證詞，證據禁止。BGH, Beschl. v. 22. 3. 1995 -5 StR, NStZ 

1995, 410, 411；王士帆，註 14 書，頁 227。 
106 然而，現實上我國刑事訴訟法本身並沒有任何關於「得使用臥底偵查、線民」作為犯罪偵查

手法之相應規定（僅於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2 條規定，基於防止犯罪之行政預防目的，可使用線

民秘密蒐集資料之規定，然其指涉範圍是否及於對被告/犯嫌之隱密探話，顯有疑義，對此之討

論請參林鈺雄，註 13 文，頁 308），其是否得以刑訴法 228 條 1 項、230 條 2 項為授權依據，亦

有爭議。本文認為，究竟我國是否需要、以及如何以法律授權容許並規範臥底偵查員、線民的設

置及其具體之活動，須視其具體之活動(如進入住宅窺探、博取信任後獲得犯罪相關資訊)干預

基本權之程度是否已與強制處分相當而定，若是，則可能須有特別授權依據並遵守法官保留原

則、比例原則。對此本文將於【第三章、一般偵查措施與基本權干預】及【第五章、我國的困境

與反思】一併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