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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檢察官之起源與發展 

    對於犯罪加以審判，以回復社會秩序，在人類社會的歷史十分悠

久。刑事訴訟是決定國家刑罰權是否存在的過程，因此，發現真實，

並正確地適用刑罰法規，為刑事訴訟的首要目的；但這並不表示刑事

訴訟容許以不擇手段，不計代價地發現真實，否則將流於恐怖苛刻，

並造成更大的不正義，因此國家刑罰權的行使，還必須符合正當法律

程序，以保障人權。因此發現真實及保障人權為刑事司法的兩大目的，

但其終極目的則均為實現司法正義1。 

    檢察官之產生、定位及其權責，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以及刑事訴

訟制度有密切的關係，本文將從刑事訴訟制度談起。 

 

                                                
1  蔡墩銘，《刑事訴訟法論》，五版，五南圖書公司，2002 年 10 月，第 22-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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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糾問制度1與控訴制度2 

第一目  糾問制度與控訴制度之區別 

    在人類社會用以發現真實的訴訟模式中，如果以訴訟之結構，及

裁判官在訴訟過程中角色之積極與否，可將刑事訴訟制度大別為控訴

式(Adversarial System; Accusatorial System)及糾問式(Inquisitorial 

System)。 

    控訴式訴訟將真實的發現，寄望於對立的訴訟雙方當事人，希望

藉由彼此攻擊或防禦對方所提出的證據，以拼湊出事實的真相；糾問

式訴訟則寄望於權威、公正客觀的第三者(法官)，藉由蒐集、調查證

據，獲致事實的真相。嚴格說來，二者都不能算是成功的例子。 

    控訴式訴訟寄望於不切實際的假設前提，認為正反兩方都有讓真

相攤在陽光下，接受審判的意願，而就在兩造各自陳述有利於已的證

據時，法官就能拼湊出事實的真相；但實際的情形卻是，當事人期待

勝訴的動機遠高於期待真相大白，而且當事人的技巧及能力，又會影

響其論述及主張，於是法官所能拼湊出來的真相，未必就真能貼近事

實；糾問式訴訟雖然有糾問法官來負責調查真相的工作，但同樣有其

                                                
1  有學者稱之為「審訊程序」(Inquisitionsprozeß)，以免與監察權中之「糾舉」一辭相

混。 
   林山田，《刑事程序法》，五版，五南圖書公司，2004 年 9 月，第 49 頁。 
2  國內文件舊譯為「彈劾主義」，但因易與憲法中監察權相混，且檢察機關之職權即在

「控訴」犯罪，因此學者間漸改稱控訴制度。 
   林山田，《刑事程序法》，五版，五南圖書公司，2004 年 9 月，第 51 頁。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四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4 年 9 月，第 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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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對於拒絕吐露真相的人，不管是證人還是被告，糾問法官一樣

是一籌莫展，甚至是用最極端的刑求方式，也不見得可以得到真相。

更何況在人權高漲的今日，糾問制度更顯得不合時宜3。 

    根據學者艾斯曼(Adhemar Esmein)的分析，控訴制度有下列特

徵：(一)任何個人有權自主地對犯罪行為人提出控訴，無控訴即無審

判，提出控訴者亦應承擔控訴後的責任。(二)訴訟是為了避免暴力復

仇，雙方進行訴訟是對制度的尊重，居於仲裁者角色的法官，原則上

是獲得雙方所認可的。(三)為了確保裁判的公正，早期的審判大都由

被告的同儕，或與被告背景相當的人來審判。(四)原則上雙方必須親

自到場，而這是源自於決鬥的特性。(五)法官不主動提出訴訟，也不

蒐集證據，只是被動的審酌送到他面前的資料，作出判斷。(六)發現

真相，判斷有罪與否的方式，十足反映著當時的信仰。對於現行犯的

處罰較無疑義，但對於非現行犯，則審判的方式與過程，不論是酷刑

裁判(ordeal)或宣誓裁判(oath)，都與當時的信仰有關。基本上就是把

法官當作神，而在法官面前進行著「表演」4。 

    而糾問制度則有著下列特徵：(一)犯罪之偵查及起訴不再由個人

啟動。國家設置機關依職權(ex officio)承擔這兩個工作，當然這個機

關並不是一夕之間突然蹦出來的，而是經過演進，而這個演進的歷程

可能還沒結束。(二)法官不再由當事人選定，而是由國家任命，法官

趨於專業化，而成為所謂的「司法官員(officer of justice)」。(三)法官

調查證據不再只限於當事人所提供的，法官自己也蒐集證據，建立不

                                                
3  Thomas Weigend, “Is the Criminal Process About Truth?: A German Perspective”,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Vol. 26, 2003, p.157. 
4   Adhemar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Translated by John Simpson, with an editorial preface by 
William E. Mikell and introductions by Norman M. Trenholme and by William 
Renwick Riddell,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Reprinted 2000 by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New Jersey, p.4-7. 



 13 

對外公開的書面卷證，當事人間的對抗(duel)於是被法官的突襲裁判

(insidious attack)所取代。(四)發現真相的方式變更，供述證據取代神

意裁判，其中被告的自白尤其受到重視，刑求逼供成為取得被告自白

的最佳手段(the method par excellence)。(五)建立了嶄新的上訴制

度，不服下級法官之裁判，可以向上級法院提出上訴。(六)秘密偵訊

制度的演進，法定證據乃成為勢所必行的措施，以保障被告的權利，

因此而有證據法則的制定，法官完全依據證據法則裁判，法官個人的

意見不能影響判決的結論，而這種發展雖然對糾問制度縛手縛腳，但

啟發了後來刑事訴訟制度的演進5。 

    糾問制度之下，法官包辦所有刑事追訴與審判工作，而被告只是

法官工作(審問、審判)的對象而已，其訴訟結構是上對下的；反之，「不

告不理」是控訴制度的重要原則，在控訴制度之下，將刑事追訴與審

判工作分開，前者交給控訴者，最早是被害人或其家屬，而在專業控

訴人產生之後，就交給專業控訴人來負責，在大多數國家是檢察官。

檢察官除了負責偵查之外，並在審判階段擔任控訴者(原告)的角色，

因此訴訟結構是三面的，由原告(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及法官組成，

法官單純只是客觀中立的裁判者。 

    在證據呈現方面，糾問制度由法官調查證據、訊問被告及證人；

控訴制度則由當事人調查證據、詢問證人，所以有交互詰問制度，以

及證據法則的訂定6。也因為證據是由當事人呈現至法官面前，因此呈

現的順序、形式及方法，往往成為勝敗的關鍵，因此當事人往往須要

有較高的訴訟技巧，而訴訟的結果所獲致的，往往只是程序上的真實

                                                
5  Adhemar Esmein, ibid, p.8-10. 
6  糾問制度對於證據法則的建立，也有其貢獻，但其重點並不在於建構「遊戲規則」，

而是著重在規範糾問法官，保障被告人權。現代的控訴制度融合了糾問制度的優點，

並制定了比先前糾問制度更為完備的證據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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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al truth)7。 

    在被告角色方面，糾問制度下被告是審判之客體，被告的陳述是

證據的一部分；而在控訴制度下被告是訴訟的一方，經由訴訟程序來

決定被告是否有罪，因此被告並沒有提供供述證據的義務，但如被告

同意作證，接受檢察官或辯護人之詢問，則應承擔成立偽證罪之責任；

也因被告是處於對立的訴訟關係的一方，所以當被告自白或坦承犯罪

時，對立的訴訟關係就不復存在，則可以直接將被告定罪，於是有認

罪協商制度(plea bargaining)。 

    法官在偵查階段就介入，可以有效的疏減訟源，證據不足的案件

就不需進入審判程序，訴訟效率較高；但糾問制度下法官權力毫無節

制，法官包辦偵查及審判，容易先入為主，客觀公正難期，被告處於

弱勢，被告的人權將無法獲得確保8。現代法治國家已鮮少採用純粹的

糾問制度，而多半是採用融合了糾問制度優點的控訴制度。 

 

                                                
7  Thomas Weigend, ibid. 
8  林鈺雄，同前註，第 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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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控訴制度與當事人進行主義 

    現代的控訴制度下，法官立於中立之角色，不介入事實之調查，

而由檢察官及被告(及其辯護人)進行辯論，法官則根據辯論之結果判

決。現代的控訴制度，又可因法官掌控及介入審判程序之程度(反面而

言，即當事人主義實現之程度。)，而呈現不同的司法風貌。有法官維

持糾問式審判方式，則控訴者就成為法庭上聊備一格的裝飾品而已，

我國在九十二年修正刑事訴訟法，積極落實交互詰問制度之前，檢察

官重偵查而輕公訴，在法庭上實質缺席1，即是如此；也有法官完全立

於客觀地位，將訴訟之進行，甚至結論完全委諸控訴者及被告(協商)，

例如：美國。至於像希臘或羅馬共和時代，將判決之執行亦委諸私人，

在強調「國家刑罰權」實現的現代法治國家，則並未見之。 

    發動訴訟的方式，是區別糾問制度與控訴制度的重要基準。關於

開啟訴訟程序的方式，可大別為兩大類：國家本於職權(ex officio)追

訴、由私人啟動之私人追訴模式。而私人追訴模式又可分為被害人追

訴與公眾追訴兩種型態，前者由被害人或其親屬提出告訴而開啟訴訟

程序，為日耳曼法制；後者為每個國民均得提起刑事告訴，早期羅馬

法採用之2。在國家意識抬頭，刑罰權國有化之後，國家追訴原則已為

                                                
1  當時法官依職權調查證據，直到證據調查完畢才開始進行審理程序，並通知檢察官到

庭，而所謂的審理程序通常只是書面(筆錄、卷宗)的提示而已，只要數分鐘即可結束。

檢察官的開場白是「起訴事實詳如起訴書」，結語詞則是辯論時的「請依法判決」，其

餘時間檢察官只是法庭的隱形人。不過，大部分時間檢察官並不能安份地逗留在法庭

裡，因為人力的關係，檢察官同時兼三個法庭的公訴工作，所以在法庭大廈，可以見

到檢察官穿梭在法庭之間，重複著上述開場白及結語詞，被告是何許人，犯罪情形如

何，則均非而問。 
2  Claus Roxin 著，吳麗琪譯，《德國刑事訴訟法》，初版，三民書局，1998 年 11 月，

第 105 頁。 



 16 

絕大多數法制國家之立法例。由國家設置的專業控訴人，本於職權追

訴，雖屬職權主義，仍為控訴式訴訟。 

    控訴制度由控訴者開啟訴訟，並在法庭進行控訴，極易讓人與當

事人主義混為一談。當事人主義是與職權主義相對。糾問式訴訟由裁

判者發動訴訟，蒐集、調查證據，再加以裁判，被告只是審判的客體，

固然屬於職權主義之範疇，但控訴式訴訟則未必均屬於當事人主義。

控訴式刑事訴訟制度之下，國家(檢察官)追訴、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3

等，均為職權主義的展現。 

    當事人主義，簡言之，就是訴訟取決於當事人之意思。表現在刑

事訴訟部分，包括當事人進行及當事人處分原則4。基於「私法自治」

原理，私人可以自由決定其爭端之處理，當事人主義為民事訴訟所採

用。而在現代的刑事訴訟程序中，當事人主義也以不同的強度，呈現

在除了執行以外的每一個階段。在偵查階段的強制處分權之行使、證

據之搜集，在起訴階段的起訴裁量，在審理階段的訴訟進行、卷宗審

閱、證據調查及認罪協商5，均可因當事人主義體現之程度，而影響訴

訟的風貌，也左右了檢察官角色。 

    發現真實，維護人權，以實現司法正義，既屬刑事訴訟所不能背

棄的目的，則再怎麼納入當事人主義的精神，刑事訴訟百分之百採用

當事人主義即屬不可能，而這也是在強調司法正義的大陸法系國家，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四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 9 月，第 42 頁。 
3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2 項。 
4  當事人進行原則包括下列兩項內涵：1、當事人決定法院應審理何項法律爭端，以及

2、當事人決定何項事實須經證明。而「當事人處分原則」則是指，當事人可以自由

處分其請求法院裁判的客體。 
   林鈺雄，同前註，第 69、70 頁。 
5  黃東熊、吳景芳合著，《刑事訴訟法論(上)》，修訂六版三刷，三民書局，2006 年 9

月，第 7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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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認罪協商制度時態度曖昧的緣由6。 

 

                                                
6  Thomas Weigend, “Is the Criminal Process About Truth?: A German Perspective”,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Vol. 26, 2003, 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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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糾問制度與控訴制度在歷史上之風貌 

    羅貫中在所著三國演義第一回開卷說道：「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

合，合久必分。」，糾問制度與控訴制度之靈魂人物──法官與檢察官

的角色，也有類似的分合情形，當控訴者與裁判者合而為一，訴訟制

度就走向糾問制，當二者分由二個機關負責，則傾向控訴制。以下簡

述糾問制度與控訴制度在歷史上的分合及融合的情形。 

    控訴式與糾問式訴訟在歷史的發展上，並無先進、落後之別，關

鍵在於對國權與民權之體認程度，在國權強大的國家，傾向採用糾問

式，在強調被告權利的國家則採用控訴式。隨著人權思潮之發展，近

代國家均漸演變為控訴式，並融合糾問式的精神，將開啟訴訟之重要

角色，交給公訴人，在多數國家是由檢察官來擔任。檢察官就是那個

從糾問制度灰燼中誕生，承擔控訴重責的要角。 

第一款  希臘雅典時代 

    漢摩拉比時期，訴訟活動已基本脫離傳統的寺廟法院和祭司的影

響，而由世俗法院管轄，但司法權與行政權尚未有嚴格的劃分，部落

首領兼有基層司法審判權，王室法官接受國王指派負責各大城市的案

件之審理，國王享有最高司法審判權，對於判決不服可向國王提出上

訴1。發誓及神意裁判是重要的證據方法，漢摩拉比法典規定，被告對

                                                
1  何勤華主編，《外國法制史》，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2004 年 1 月，第 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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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發誓說明自己沒有犯罪，可以減輕或免除其刑2。 

    古希臘、羅馬時代將犯罪視為私人的事，即使是殺人等重大犯罪，

也僅僅是被害人及其家屬的事。當時雖然有塞西亞人(Scythians)或其

他奴隸擔任維持秩序、逮捕犯人、管理囚犯等工作，但關於犯罪之偵

查，甚至判決之執行則均委由市民私人3。典型的刑罰不外乎流放(exile)

及死刑4，並容許被害人(或其家屬)與犯罪者透過私下和解方式解決紛

爭5。 

    西元前 594 年梭倫(Solon, 638 B.C. ~ 558 B.C.)當選雅典市的執

政官，就任後進行一系列立法改革，其中包括首創「陪審法庭」制度

(Heliaea of the Thesmothetae)，意為「作為法庭的公民大會」

( Assembly as A Court)，由行政官員於集市日在市場上審理訟案，並

由數名有空暇的公民參加審判6。 

    雅典時代的審判機關十分多樣，有部分案件委由執政官

(Archons)，一部分委由戰神山的阿留帕格斯元老院(Areopagus7)，埃

非特法院(Ephetae8)，還有其他大小不一的陪審法院，處理各種不同

的案件。其陪審法官的人數從 201、501、1001 到 1501 人，最多的

                                                
2  漢摩拉比法典可以在下列網站查得：

http://www.yale.edu/lawweb/avalon/medieval/hamframe.htm, visited at 2007/09/09. 
3  Virginia Hunter, Policing Athens: Social Control in the Attic Lawsuits, 420-320 B.C.,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3. 
4  聖經裡最早關於流放之記載，為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摩西律法(the Tarah)中關

於過失致死的處罰是流放(舊約民數記 Numbers, 35:6, 11, 12)，以避免結成氏族世仇

(blood feud)，故意殺人的處罰則為死刑。 
5  Richard A. Bauman, Political Trials in Ancient Greece, Routledge, 1990, p.3. 
6  何勤華主編，前揭書，第 68 頁。 
7  Areopagus 本意即是指戰神山(Hill of Ares)，為雅典的貴族議會。 

http://www.classics.upenn.edu/cgi-bin/myth/dict/redir?method=did&regexp=1565&
setcard=0&link=0&media=1, visited at 2007/11/10. 

8  埃非特法院由 51 人組成，又稱五十一人委員會。

http://www.classics.upenn.edu/cgi-bin/myth/dict/redir?method=did&regexp=1141&
setcard=1&media=1&link=0, visited at 200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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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法院(Heliaia)更有 6001 名陪審法官(Dikastes)9。 

    雅典法律規定，只有男性公民才能提起訴訟，訴訟分為私訴(Dike)

和公訴(Graphe)，前者由原告為保護自己民事權利而提出，後者則係

為懲處被告而提出，私訴是由被害人或其代理人提出，當時民事訴訟

與刑事訴訟並沒有嚴格區分。訴訟提出後由原告通知被告到庭，被告

對案件審查有異議的，可以提出書面陳述；如被告不提出異議或被告

的異議被裁斷為理由不充分，才進行實質審查。雙方都應提出與案件

有關的全部證據，也可以請求證人到庭作證10。 

    審判公開進行，地點並不一定，有的在露天荒山，對於被放逐禁

止進入雅典的被告，只能坐在靠近岸邊的船上，接受坐在岸上的法官

審理。進入裁判階段，法官先宣讀控訴書，再宣讀抗辯書，然後雙方

依序發言。辯論後，法官採用祕密投票的模式，按照票數多少決定訴

訟的勝敗，得票多者為勝訴，票少者為敗訴，票數相等，則必須宣告

被告無罪11。 

    這時期的法院是由公民會議兼任，採用被害人開啟訴訟程序的控

訴制訴訟。 

第二款  羅馬共和及羅馬帝國時代 

    西元前 510 年羅馬貴族驅逐國王「傲慢者」塔克文(Tarquinius，

                                                
9  何勤華主編，前揭書，第 78 頁。 
10 同前註。 
11 同前註。

http://www.classics.upenn.edu/cgi-bin/myth/dict/redir?method=did&regexp=1141&
setcard=1 &media=1&link=0, visited at 200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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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known ~ 496 B.C.)，建立共和政體，由元老院(Senate, Senatus)、 

二名執政官(consuls)和公民會議(Comitia Tributa)12組成。掌握國家實

權的元老院由大約三百名貴族組成，決定國家政策方針。每年公民會

議從貴族中選舉出二名執政官，行使最高行政權力，任期一年，十年

內不得再獲選出任執政官。公民大會則由平民(plebeians, plebeii)和貴

族(patricians, patricii)構成。共和國成立的最初十幾年，羅馬陷入騷亂

之中，嗣後貴族在平民拒絕拿起武器，為羅馬與臨近部族征戰之脅迫

下，承認平民得選舉護民官(tribunate, tribuni plebis)，監督政府行政，

保護平民基本權利不受侵犯13。 

    羅馬共和時期的十二銅表法(the Law of the Twelve Tables)對於

刑事訴訟程序的規定並不多，充其量只是把民事責任的規定擴充適用

而已，當時採用不告不理的公眾追訴原則。告訴人以口頭提出控訴，

並說明理由請求、或者強制被告出庭14，如被告未到庭，原告得經民

選裁判官(praetor)之許可，直接沒收被告之財產。如被告順利出庭，

則在裁判官之主持下，釐清爭點及請求之事項及選任法官，法官由原

先編妥的名冊中選出，雙方都有否定法官之權，兩造意見不一時，則

由裁判官裁奪。審判公開進行，原告負有舉證責任，法官在聽取雙方

陳述及證據後即判決。迥異於現代制度，當時勝訴的當事人應自行負

責判決之執行，可以執行扣押敗訴者的財產，或者拘束其自由促其賠

                                                
12 羅馬共和時期有數個公民會議，其組成成員不一，有根據血統及財富(Senate)、部族

代表(Comitia Curiata 及 Comitia Tributa)、軍人(Comitia Centuriata，即百人隊)、平

民(Concilium Plebis)，其議決的事項也不一，除了元老院外，Comitia Tributa 及

Concilium Plebis 最為重要，而 Comitia Centuriata 則同時為死刑或放逐判決之上訴

法院。 
   Andrew Borkowski, Paul du Plessis, Textbook on Roman Law,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ed. 2005, p.32f. 
   http://www.roman-empire.net/republic/earlyrepublic.html, visited at 2007/12/17. 
13 http://www.roman-empire.net/republic/earlyrepublic.html, visited at 2007/12/17. 
14  Peter Stein , Roman Law in Europe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England, 1999, p.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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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如經過一定期間仍未履行，則可將之販賣為奴隸，這種制度稱為

法定訴訟「Legis Actiones system」(the actions at law)15。 

    因為法定訴訟(Legis Actiones)制度過於原始，執行力有限，因此

在西元前一五０年之後改採程序訴訟(Formulary System)制度。這種

程序原本是處理涉外案件之裁判官(peregrine praetor)用於處理外國

人事件的一種簡易訴訟程序，原告的請求及被告的抗辯都不需履行嚴

格的儀式，雙方均能自由陳述意見，但多數程序以書面訴狀方式處理，

因具有速審速結的功效，之後即普遍適用於全體國民16。 

    在這種制度下，原告以口頭提出告訴後，雙方在裁判官面前就下

列事項達成協議：(一)選定法官(nomination)，由原告就法定名單中提

出建議人選，經被告同意而選任，如果無法達成和議，即由裁判官裁

奪。(二)原告就其主張提出陳述(intention)。(三)法官就被告應償付的

金額作出裁奪，或判決免除被告的責任(condemnation)。(四)對於法

官未就給付金額作出裁定之對人的案件(in personam claim)，由原告

陳述其請求所本之事實(demonstration)。(五)被告為特殊事由之答辯

(exception)，例如：正當防衛，以及原告提出反駁(replication)。(六)

確定爭執的事項，避免原告以同樣事實對同一被告另為控訴

(praescriptio)。部分案件在這個階段就結束了，原告可以特定內容要

求被告發誓(take an oath)，如果被告膽敢發誓，則勝訴，否則敗訴。

被告如不願發誓，也可以反過來提出內容要求原告發誓，但原告不能

再反過來要求被告另行發誓。而後的查士丁尼大帝 (Justinian，

526~565)法典，就此即有明文的規定17。 

                                                
15 Andrew Borkowski, Paul du Plessis, ibid., p.34f. 
16 Ibid. 
17 Digesta of Justinian, Book 12, Title 2. 
   Tit. 2. Concerning the taking of an oath, whether voluntary, compulsory, or jud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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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官協議之後的審判程序，則與前述法定訴訟(Legis Actiones)

制度類似，惟判決之執行雖仍由勝訴者負責，但增加類似清算程序

(bonorum vendito)，即敗訴者經通知仍未給付，勝訴者可以聲請裁判

官(praetor)扣押其財產(missio in possessionem)，啟動破產清算程

序，週知其他債權人參與拍賣財產以便清償債務，但迥異於現代的破

產制度，當時的債務人在破產之後，其不足部分之清償義務並不因而

消滅18。 

    法定訴訟(Legis Actiones)制度與程序訴訟(Formulary System)制

度，均尚保有濃厚的當事人主義的色彩。 

    西元前四十四年三月，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被暗殺身亡，

其養子屋大維(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與安東尼(Marcus 

Antonius)、雷必達(Marcus Aemilius Lepidus)結盟，打敗了刺殺凱撒

的共和派貴族。在短暫的合縱連橫之後，屋大維掌握了大權，被確認

為「終身保民官」、最高統帥 (Imperator)，並獲得「奧古斯都」

(Augustus，神聖、至尊的意思)的封號，建立起專制的元首政治，開

創了羅馬帝國19。隨著王權的高漲及權力的集中，訴訟制度也漸次修

改，自西元三四二年以降，訴訟制度乃漸改為具有糾問制度色彩之

                                                                                                                                          
   (1 )Where a party is sued in any kind of an action, if he makes oath it will be a 

benefie to him, whether the action is one in personam, in rem, or in factum, orwhere 
it is a penal action, or any other kind, or where the proceedings relate to an 
interdict. 

   The Roman Law Library by Professor Yves Lassard and Alexandr Koptev. 
   http://webu2.upmf-grenoble.fr/Haiti/Cours/Ak/Anglica/D12_Scott.htm#II, visited at 

2007/12/21. 
18 Andrew Borkowski, Paul du Plessis, ibid., p.34f. 
19 Garrett G. Fagan, Augustus (31 B.C. - 14 A.D.), An Online Encyclopedia of Roman 

Rulers,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http://www.roman-emperors.org/indexxx.htm, 
visited at 2007/12/24  

   http://www.roman-emperors.org/auggie.htm#7, visited at 2007/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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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 extra ordinem 制度20。 

    之前的刑事訴訟制度，容許兩造當事人合意解決紛爭，而在選定

法官，將案件交給私人性質的法官審理後，並無缺席判決之可能。改

採新制之後，原告無庸再以個人力量強制被告到庭，而是在提出起訴

狀(libellus conventionis)之後，由法院職員將起訴狀送達給被告，甚

至逮捕被告，如果被告未能在審判期日出庭，則有缺席判決

(Judgement-in-default)之適用。此種轉變使法院取得訴訟的主導權，

當事人事前的合意已無足輕重21。新制的審判程序也有重大改變，不

再委諸於私人法官，而改由治安法官(magistrate)獨任審判。治安法官

掌握了訴訟之進行，證據之採用和調查，以至於判決。治安法官的判

決仍有上訴之機會，上訴程序頗為複雜，甚至有上訴至羅馬皇帝者。

至於判決後之執行，也由公權力介入，勝訴者已毋庸再自力救濟了。

至此，訴訟制度已漸轉向而為糾問式，惟仍維持私人啟動訴訟22。 

第三款  中古前期(Early Middle Ages) 

一、背景介紹 

    羅馬帝國前期，國家穩定、社會繁榮，為羅馬帝國的黃金時期。

帝國後期從西元三世紀起即危機四起，戰亂頻仍，至羅馬皇帝狄奧多

西一世(Flavius Theodosius，347~395)死後，羅馬帝國正式分為兩部

                                                
20 Andrew Borkowski, Paul du Plessis, ibid., p.34f. 
   http://it.wikipedia.org/wiki/Cognitio_extra_ordinem, visited at 2007/12/6  
21 Andrew Borkowski, Paul du Plessis, ibid., p.34f. 
2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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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23。東羅馬帝國(Eastern Roman Empire)定都君土坦丁堡，仍沿用

舊制，直到西元一四五三年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Ottoman Empire)所

滅；而定都在羅馬的西羅馬帝國，則在內外交迫中衰落，蠻族數度入

侵，及至西元四七六年滅亡24。 

    羅馬帝國北方原本散居著一些異族部落，這些部落沒有清楚的種

族共同體意識，各自以部落的名稱稱呼自己，其中著名的有哥德人

(Goths) 、汪達爾人 (Vandals) 、法蘭克人 (Franks) 、勃艮地人

(Burgundians)、盎格魯人(Angles)、撒克遜人(Saxons)、倫巴德人

(Lombards 或 Langobards)等，他們操持不同的語言，因為既不能讀，

也不會寫，希臘人與羅馬人都一概稱之為「蠻族」(Barbarian)25。後

來因為東漢和帝永元元年(西元八十九年)大將軍竇憲率軍討伐匈奴，

匈奴西征，各部落紛紛進入羅馬帝國境內，攻占城池，掠奪財產26。 

    西哥德人(Visigoths)在首領阿拉里克(Alaric，370~410)帶領下，

攻陷並洗劫羅馬，之後其繼任者接受招安，於西元四一九年在西班牙

北部建立羅馬帝國版圖中的第一個日耳曼國家──西哥德王國

(Visigothic Kingdom)27。其後各部族亦紛紛在西羅馬帝國境內建立各

自的小王國；東哥德人(Ostrogoths)在今義大利半島上建立東哥德王

國(Ostrogothic Kingdom)28；倫巴底人(Lombards)在今義大利北部建

                                                
23 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著，席代岳譯，《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三

卷)》，初版三刷，聯經出版公司，2007 年，第 73 頁。 
24 同前註，第 352 頁。 
25 賴麗琇，《德國文化史》，中央圖書出版社，2002 年，第 15 頁。 
26 翦伯贊，《秦漢史》，知書房出版集團，2003 年，第 556 頁以下。 
27 西元八世紀初(711 年)為阿拉伯帝國滅亡。 
   愛德華．吉朋著(Edward Gibbon)，席代岳譯，前揭書，第 433 頁。 
   賴麗琇，前揭書，第 19 頁 
28 東哥德王國(493-553)是由該部落首領狄奧多里克(Theodoric)所建，狄奧多里克銜東

羅馬帝國之命，討伐入侵消滅西羅馬帝國之奧多亞塞(Odoacer)，並在該址建立東哥

德王國，但狄奧多里克同時具有東羅馬帝國官員的身分，因此可算是君士坦丁堡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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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倫巴底王國(Lombard Kingdom of Italy)29；法蘭克人(Franks)在今法

國境內建立法蘭克王國(L'empire carolingien)30；汪達爾人(Vandals)

在北非建立汪達爾王國(The Vandal Kingdom)31；盎格魯撒克遜人

(Anglo-Saxons)也在不列顛羣島上建立了七個小王國32。 

    蠻族統治西羅馬帝國領域之後，採用「屬人法」原則33，對於當

地的西羅馬遺民仍適用羅馬法，例如：在法蘭克王國內，高盧籍羅馬

人(Gallo-Romans)適用羅馬法，而教士(clergy)則適用教會法(canon 

law)，而日耳曼人則仍適用其原本部落的法律34。王國建立初期之法

律仍為不成文法，主要是口耳相傳延續下來日耳曼人的傳統習俗，由

                                                                                                                                          
下的一個副王或總督(viceroy)，然而實際上東羅馬帝國對東哥德王國並沒有約束的能

力。其後為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the Great)派兵消滅。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Eleventh Edition, 

http://www.1911encyclopedia.org/Theodoric, visited at 2008/01/02. 
29 西元 568 年春天，倫巴底人在阿爾博因（Alboin）領導下，聯合其他日耳曼族群翻越

阿爾卑斯山脈攻佔義大利北部，建立倫巴底王國。西元 773 年法蘭克人圍困了倫巴

底首都，俘獲了國王，結束倫巴底人對義大利的統治。法蘭克人在一連串的攻城略地

中，自倫巴底人手中奪得不少領土，法蘭克國王丕平(Pippin Ⅲ)將義大利中部和北部

的許多地方，作為對教會的奉獻贈送給羅馬教宗，成為教宗國(Civitas Ecclesiae, the 
Papal States)。西元 781 年，丕平的兒子查理大帝宣佈教宗為這些地區的最高統治

者，基督教的教會法，一方面作為羅馬法的繼受者，一方面又為近代歐洲法制的先驅。 
30 法蘭克人是對歷史上居住在萊因河北部法蘭西亞(Francia)地區的日耳曼人部落的總

稱。這些部落包括 Salians, Sicambri, Chamavi, Tencteri, Chattuarii, Bructeri, 
Usipetes, Ampsivarii 等。西元 486 年 Salians 部落首領克洛維(Clovis, 466~511)統一

了一些部落，建立法蘭克王國(Francia)，開啟了墨洛溫王朝(Merovingian，481~751)，
克洛維死後依習俗將王國分給四個兒子，之後法蘭克王國就在分分合合中，國家大權

旁落到權臣手上，最後國王甚至被迫遜位(751 年)，遁入修道院終老，而由加洛林王

朝(Carolingiens)接替。至西元 800 年當時的統治者查理(Charles the Great)在羅馬聖

彼得大教堂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Imperator Romanorum)，王國勢力達到頂端，

查理大帝死後，其繼任者雖極力維持帝國的統一，但其子孫於西元 843 年簽定凡爾

登條約(Treaty of Verdun)，將帝國一分為三，東法蘭克王國(East Francia，其後神聖

羅馬帝國之前身)、西法蘭克王國(West Francia)、中法蘭克王國(Middle Francia)，為

近代德國、法國、義大利三國領土的雛形。 
   賴麗琇，前揭書，第 25 頁以下 
31 汪達爾人於西元 439 年佔領羅馬人的非洲行省首府迦太基(Carthage)，並建立汪達爾

王國。西元 533 年為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Emperor Justinian)所滅亡。 
32 愛德華．吉朋著(Edward Gibbon)，席代岳譯，前揭書，第 435 頁以下。 
33 李秀清，《日耳曼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 年北京，第 456 頁。 
34 愛德華．吉朋著(Edward Gibbon)，席代岳譯，前揭書，第 418、4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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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法規的貴族在集會上以問答形式宣佈或公示於眾。其後因受到羅

馬人重視成文法典的治國方式影響，日耳曼諸王國相繼開始編纂成文

法典35。 

    西哥德法典(Lex Visigothorum, The Visigothic Code of Law)36在

西元七世紀時文字化，原本也是貴族間的口傳習慣法，加上國王所頒

布的敕令，再結合基督教會的法規，該法典具有強烈的神權色彩，西

哥德法典頒布實施後，一體適用於王國內的所有人民，羅馬人和哥德

人間的分野也漸消失，而統一在同一個司法管轄權之下37。 

    法蘭克王國也在拉丁語和文字傳入之後38，進行法典化的工作。

克洛維一世時派人在原有的習慣法基礎上，編撰薩利克法典 (lex 

Salica，The Salic Law)39，之後歷任國王均曾進行修撰。薩利克法典

也成為後來里普里安法典(Lex Ripuaria)40的重要參考依據。除了法典

的編撰外，國王也透過發布敕令(capitulary)的方式，宣達其旨意，或

維護原有的制度 (royal ordinances) 。墨洛溫王朝 (Merovingian 

Dynasty, 481~751)所發布最後一個法令，是由克羅塔二世(Chlothar II, 

584~629)於西元六一四年發布的巴黎敕令(the edict of Paris)，這在歷

                                                
35 李秀清，前揭書，第 8 頁。 
36  目前殘存的法典在西班牙馬德里市西北約 50 公里處的埃斯科里亞爾修道院

(Escorial)。 
   全 文 可 在 下 列 網 站 查 得 ： http://libro.uca.edu/vcode/visigoths.htm, visited at 

2007/11/15. 
37 Katherine Fischer Drew, The laws of the Salian Frank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1 p.23f. 
38 愛德華．吉朋在他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中，說明：「羅馬人用基督徒的宗教和拉丁

人的語文，與征服者建立連繫。」，實在是十分精闢的註腳。 
   愛德華．吉朋著(Edward Gibbon)，席代岳譯，前揭書，第 431、432 頁。 
39  Katherine Fischer Drew, The laws of the Salian Frank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1 p.25f. 
   薩利克法典之內容可在下列網站查得： 

http://www.yale.edu/lawweb/avalon/medieval/salic.htm, visited at 2007/11/24. 
40 里普里安法典編撰於薩利克法典之後，約在西元 630 年左右，其中有部分章節仿照或

抄襲薩利克法典，里普里安法典對嗣後的薩克遜法典(Lex Saxonum)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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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別具意義，有學者將之與英格蘭的大憲章相比擬41，在該敕令中

確保了貴族的權利，並且試圖排除司法舞弊，並維護當地的利益。 

    這一波法典化的工作在查理大帝(Charlemagne, 742~814)42時代

達到顛峰；而受了查理大帝法典編撰的影響，萊茵河東岸的其他日耳

曼部落，也紛紛將部落法規法典化，例如：巴伐利亞人(Bavaria)的 Lex 

Bajuvariorum，阿勒曼人(Alemanni)的 Lex Alamannorum43。 

    在查理大帝的法典化工作中，他也試著建立對司法的監督機制，

他將巡迴大臣制度(missus dominicus，複數為 missi dominici)予以法

制化 44。法蘭克王國在查理大帝祖父查理．馬特 (Charles Martel, 

676~741)及其父親丕平(Pippin Ⅲ，714~768)在位時，即曾派出巡迴

大臣監督特定敕令之執行。查理大帝在西元八０二年發布的敕令則將

此法制化，他將領土分為數個巡迴區，派任一名教會人員(legationes，

通常為主教或修道院院長)、一名俗世人員(missatici，通常是伯爵等貴

族)，二人一組，每年巡視轄區四次，召集當地人員，宣達法令及詣旨，

巡視、監督地方政務、司法之施行、接受效忠之宣誓 (oath of 

allegiance)，他們享有廣泛的調查權，有權糾正行政和司法之不當措

置，巡迴大臣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尊嚴，等同於國王的代理人，在某些

方面而言，與英格蘭的巡迴法官(justice in eyre)類似。但隨著查理大

帝的駕崩及帝國的分裂，該制度也逐漸廢棄不用。因為巡迴大臣是為

                                                
41 Herbert Mitteis, Der Staat des Hohen Mittelalters, fourth edition (Weimar, 1953). ET: 

The State in the Middle Ages: A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Feudal 
Europe, trans. H. Orton (Amsterdam, 1975), p 155. 

42 查理大帝在某些歷史書籍譯為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 其意為 Charles the Great，
在德文則為 Karl der Große，其中後綴字-magne，即為 the Great 之意，而其出生時

名為 Charles，其後因其豐功偉業而贏得 Charlemagne 之封號，因此譯為查理大帝

為宜。 
43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Sixth E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7, p.19084. 
44 賴麗琇，前揭書，第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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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貫徹中央的敕令而來，於是往往會與封建時代(feudaliam)地方諸侯

的利益相衝突，當中央權限低落時，地方諸侯往往會抵制巡迴大臣的

派任，或是干涉人選，巡迴大臣的職權漸漸為當地的主教(bishop)及

伯爵(count)所取代，遲至西元十世紀之後西歐已不復見此種制度矣45。 

二、日耳曼王國的審判制度 

    在日耳曼蠻族統治之下，犯罪與侵權之區別極為模糊，大部分的

犯罪，如殺人、偷盜等，都歸類屬於侵犯私人利益之行為。在當時結

構鬆散的社會，報復行為被視為光榮之舉，可以得到人們的認同和讚

許，但復仇必須公開進行，如秘密進行，則屬違法。在公權力不彰，

復仇盛行的時代，軟弱的官吏介入處理時，只能說服或強迫爭執的兩

造，付出和接受相當金錢46，贖罪金的多寡原本是由雙方協議，後來

漸漸形成慣例，並規定在法典裡，薩利克法典裡的主要內容，就是規

定各種犯罪的贖罪金。 

    蠻族的粗獷不文，表現在審判方面就原始多了，日耳曼王國的法

院有兩類：由傳統集會演進而來的普通地方法院，以及王室法院。日

耳曼的王國下設若干郡 (county, shire)，郡之下設若干百戶區

(wapentake, hundred)，百戶區之下為十戶區(tithing)，在封建社會之

下，各郡乃至各百戶區都有很大的自治權力，郡長(shire reeve, sheriff)

和百戶長由當地貴族擔任，他們既是地方行政首長，也是郡法院和百

                                                
45 薛波主編，《元照英美法詞典》，法律出版社，2003 年北京。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Eleventh Edition (1911)，

http://www.1911encyclopedia.org/Missi_Dominici, visited at 2007/11/24.  
46 愛德華．吉朋著(Edward Gibbon)，席代岳譯，前揭書，第 4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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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區法院的法官。郡法院及百戶區法院即是當地的民眾大會，處理各

種事務，也排解紛爭。百戶區法院由百戶區長官主持，每年定期召開，

百戶區的自由人均應參加，沒有另外正式的法官，只是請一些經驗豐

富，熟知傳統習慣的長者，在訴訟當事人陳述事實，辯論之後，作出

裁奪，再由在場全體自由民表決同意與否；郡法院則由郡的長官，通

常是伯爵(count)主持，一般在各個百戶區輪流舉行47。 

    普通地方法院依據當地的習慣法審理案件，同樣的犯罪在不同的

地區法院受到不同處罰之情形，屢見不鮮，而且結果未必符合王國全

體的利益，於是而有王室法院制度，即由國王或國王所任命的官員主

持的法院，主要審理涉及王室利益的案件。如前所述，查理大帝時派

往各地的巡迴大臣，也可以接受人民的請求，開庭審判，自由民不得

參與王室法院的審判活動48。 

    礙於審判者的學識和才幹，當時日耳曼人審判案件的方式十分原

始、粗糙，「每一種宗教的神明都被用來肯定證人所言屬實，或是懲罰

偽證的謊言」，有能耐的被告只要能找到一群友善的證人到法庭，嚴正

地宣告他們相信被告或提出保證，就可以證實被告的清白。無罪判決

所需的證人數目不一，視犯罪情節而異其證人的人數，七十二位證人

異口同聲的證詞，就可以釋放一個縱火犯或殺人兇手；當皇后的貞操

受到質疑時，三百位貴族堅定宣誓作證，就可以化解49。這種審判方

法最後演變成「污穢的發誓大賽」(a corrupt swearing contest)50，其

正確性殊可想見。 

                                                
47 何勤華主編，前揭書，第 119、120 頁。 
48 何勤華主編，前揭書，第 120 頁。 
49 愛德華．吉朋著(Edward Gibbon)，席代岳譯，前揭書，第 421 頁。 
50 Gregory W. O'Reilly, “England Limits the Right to Silence and Moves towards an 

Inquisitorial System of Justic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Vol. 85,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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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被告不能提供必要的證人，則必須接受神意裁判(Trial by 

ordeal)，通常是用水或火來考驗當事人，視其結果來決定被告是否有

罪；到了晚期，神意裁判還可以用支付金錢來免除51。 

    如果缺乏合法證據，而兩造又爭執不下時，即採用日耳曼人所特

有，源於血親復仇的「格鬥審判法」(trial by combat, wager of battle, 

or judicial duel)。對日耳曼人而言，接受對手致命的挑戰，是一種義

務，要不就放棄訴訟，要不就是在公開的比武場上以決鬥來維護自己

的榮譽，他們不相信勇敢的戰士應該死去，而膽小的懦夫反能偷生52，

決鬥方式是徒步戰鬥或馬上對決，則依各王國的習慣而定；至於決定

用刀劍還是長矛，要經過天意、法官或人民的批准。這種「合法暴力」

的審判方式(judicially-sanctioned duel)直到西元十六世紀才絕跡53。 

    法國在西元一三八０年甚至發生過人狗決鬥的審判，當時有一隻

狗的主人遭人謀害，那隻忠狗帶著眾人找到被害人的屍體，並持續跟

蹤並攻擊被告，這引起了眾人的疑竇，被害人的朋友前去報案，破天

荒的人狗決鬥於是在法庭上展開，以決定被告是否有罪，被告抵擋不

住那隻忠狗的攻擊，終於俯首認罪，並接受絞刑54。 

    王室法院並不採用上述的神意裁判法或決鬥裁判法，而是採用糾

問式的訴訟程序，由法官主動調查，訊問當事人及證人，可以傳喚知

情者，令其具實陳述，如法官有疑義，更可以再行調查，直到澄清為

止，但這種程序實以強大的王權為前提55。 

                                                
51 何勤華主編，前揭書，第 35 頁。 
52 愛德華．吉朋著(Edward Gibbon)，席代岳譯，前揭書，第 421、422 頁。 
53 同前註。 
54 http://www.law.gwu.edu/Burns/rarebooks/exhibits/duel_unusual.htm, visited at 

2008/01/09. 
55 何勤華主編，前揭書，第 1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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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社會的發展，郡或百戶區民眾大會的作用日益下降，審判的

職權逐漸為少數人所操縱，且因絕大多數案件與一般人無關，普通自

由民逐漸喪失參加審判的興趣及意願，參加的人數日趨減少。查理大

帝於是在西元七六九年頒布敕令，免除自由民參加審判的義務56；西

元七八０年左右，查理大帝進行地方制度的改革，更在每個郡裡設置

七名通曉法律的專業法官(scabini57, rachimburgi)，協助審理案件58，

並要求法官採用經宣誓的供述證據(sworn inquests)，作為建構事實的

依據，於是案件漸改由終身職的專業法官進行審判59，訴訟程序也逐

漸走向糾問式，但這種糾問式訴訟與強大的王權息息相關，當查理大

帝的法蘭克王國分裂瓦解之後，世俗法院就不再使用，但其後為教會

法院所採用，甚至成為鎮壓異端的工具。 

第四款  中古後期(Late Middle Ages) 

一、背景介紹 

    中古時期的歐洲大部分地區為蠻族所統治，這時歐洲沒有一個強

有力的政權來統治，尤其在法蘭克帝國分裂之後，封建割據帶來頻繁

的戰爭，造成發展停滯，人民生活在毫無希望的痛苦中，歐洲文明史

                                                
56 李秀清，前揭書，第 383 頁。 
  何勤華等著，《德國法律發達史》，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2004 年 1 月，第 15 頁。 
57 http://it.wikipedia.org/wiki/Scabino, visited at 2008/01/11. 
58 賴麗琇，前揭書，第 31 頁。 
   Wendy Davies, Paul Fouracre,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7. 
59 何勤華主編，前揭書，第 1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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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發展比較緩慢的時期，史稱「黑暗時代」(Dark Ages)60。 

    西元八四三年的凡爾登條約(the Treaty of Verdun of 843)，將查

理大帝的法蘭克王國一分為三，雖然號稱王國，但實際上仍是國中有

國的封建狀態，王國分為數個大小不等的采邑(fiefs)。其中的西法蘭克

王國在查理大帝的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結束之後，由卡佩王朝

(Capetian Dynasty, 987~1328)61所取代，成為法蘭西王國(Royaume 

de France, 987~1792)，嗣後在十字軍東征時扮演重要的角色，並在

英法百年戰爭獲勝之後，王權更加集中，成為歐洲霸權，直到近代法

國大革命才被推翻62。 

    中法蘭克王國在義大利的中部，所轄民族最多，一直動盪不安，

後來部分領土被東、西法蘭克王國所瓜分，其餘分裂為數個小王國，

直到近代才統一在義大利之下。而東法蘭克王國其後也分裂為士瓦比

亞(Swabia)、法蘭克尼亞(Franconia)、薩克森(Sachsen, Saxony)和巴

伐利亞(Bavaria)等四個公國(duchies)63，王權一直無法集中；西元九

六二年薩克森王朝的鄂圖一世(Otto I, 936~973)在羅馬由教皇加冕為

羅馬人的皇帝(Roman Emperor)，十三世紀時在「帝國」前面加上「神

聖」二字，正式更名為「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一

五一二年起改稱「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Nation)，一直沿用至一八０六年弗朗茨二世(Franz 

                                                
60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Sixth E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2007, p.31880. 
61  William W. Kibler, Grover A. Zinn, Medieval France: an Encyclopedia, Routledge, 

1995, p.165. 
62 劉增泉編著，《西洋中古史》，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10 月，第 231 頁

以下。 
63 也有將靠近法國的洛林(Lorraine)列入，成為東法蘭克王國的第五大諸侯。 
   林立樹，《世界文明史(上)》，第二版，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3 月，

第 1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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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1768~1835)在位時，為拿破崙所滅64。其實，神聖羅馬帝國只是

一個鬆散的邦聯結構，其下的封建公國(feudal principalities)或城邦

(city states)，只是名義上歸屬於神聖羅馬帝國而已。法國啟蒙思想家

伏爾泰(Voltaire)即曾評論，說它「既不神聖，也非羅馬，更非帝國」65。 

    儘管愛德華．吉朋認為基督教的引進，使得人們不再重視今世，

轉而寄望來生，而在經濟繁榮之後，羅馬人逐漸將防衛帝國的責任託

付給蠻族傭兵(barbarian mercenary)，並導致西羅馬帝國滅亡及羅馬

帝國的衰敗；但基督教也為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的歐洲提供了安定的因

素，而教會法更為糾問式訴訟制度提供了發展的溫床，並作為橋樑，

將其引介至神聖羅馬帝國，而為現代義大利、德國、法國所採用。相

較於神意裁判法，或是決鬥裁判法，採用糾問式訴訟制度的教會法將

訴訟拉回事實的推究，其實是一種進步。 

    教會法(Canon law)是指規範教會內部的法規，廣義的教會法包括

東正教(Eastern Orthodox Church)、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 

Church)、英國國教(Anglican Church)等在不同時期所制定、編纂的

各種規則和章程；狹義的教會法則是指在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

中世紀時期的羅馬天主教法規66，本文此處所指的教會法，即係指狹

義的教會法。 

    教會原本就其組織、制度，和教徒個人的品德、生活制定有一些

教規，犯罪行為也被視為違反教規的行為。自從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

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272~337)在西元三一三年頒佈米蘭詔書

                                                
64 Mary Fulbrook, 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 王軍瑋、萬方譯，《劍橋德國簡史》，

初版三刷，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 年 3 月，第 64 頁。 
65 David Held & Anthony McGremed,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Cambridge, 

Polity, 2003, p.147. 
66 何勤華主編，前揭書，第 1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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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ct of Milan)，承認基督教為合法宗教，及狄奧多西(Theodosius I，

347~395)於西元三八０年將基督教定為國教之後67，教會法規隨著基

督教地位的變化而發展。法蘭克王國的克洛維在西元四九六年受洗，

並將基督教定為國教，這固然使其較容易受到其所征服地區人民的愛

戴，也使得基督教的影響力遍及蠻族所統治的地區68。 

    教會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教徒之間像兄弟般互動，教會管轄教

徒的信仰與道德生活，並介入教徒間爭執的處理，而漸漸形成由主教

裁判教徒之間糾紛的慣例69。西元三三三年羅馬皇帝確認了主教裁判

權，確立了「二元化」的管轄原則，教士擁有不受世俗法院審判的權

利70。民事案件的原告既可以向主教請求裁判，也可以向世俗法院起

訴。大部分的刑事案件則先由教會審判，若認被告有罪，則剝奪其教

籍(excommunication)後，再交由世俗法院進行判決71。 

    基督教教會自從合法化並成為國教之後，歷代陸續接受捐輸而擁

有不少土地，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義大利的基督教會組織起來，在

羅馬主教的治理下，逐漸成為義大利中部地區事實上的世俗統治者。

尤其是在倫巴底人與拜占庭帝國在該地區傾軋之際，教會無論在精神

                                                
67 狄奧多西受洗後頒布一份詔書，公開自己的信仰，並為臣民指出應該皈依的宗教，該

詔書中並載明：「……同時我們也判定所有其他教派全是極度愚昧的瘋子，應把他們

打上可恥的標誌，稱他們為異端分子。……除了神的正義要定他們等罪，他們在塵世

也要遭到嚴厲的制裁……。」。 
   愛德華．吉朋著(Edward Gibbon)，席代岳譯，前揭書，第 8 頁。 
68 同前註，第 404 頁以下。 
69 聖經新約哥林多前書(1 Corinthians 6)：「你們中間有彼此相爭的事、怎敢在不義的人

面前求審、不在聖徒面前求審呢？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麼，若世界為你們所審、難

道你們不配審判這最小的事麼？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麼，何況今生的事呢。既是這

樣、你們若有今生的事當審判、是派教會所輕看的人審判麼？」。 
70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ume IV, Published 1908,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4447a.htm, visited at 2008/01/12. 
71 何勤華主編，前揭書，第 126 頁。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Eleventh Edition, 

http://www.1911encyclopedia.org/Ecclesiastical_jurisdiction, visited at 2008/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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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經濟上，均相對較為穩定。嗣後教會因受倫巴底人的威脅，又得

不到拜占庭方面的支援，教宗轉向法蘭克國王丕平求救72，平定入侵

羅馬的倫巴底人，並將取自倫巴底人的義大利中部和北部的許多地

方，作為對教會的奉獻，贈送給羅馬教宗，世俗的教宗國(Stati pontifici, 

Pontifical States)73於是成立。到了西元七八一年，丕平的兒子查理大

帝宣佈教宗為這些地區的最高統治者74。查理大帝的法蘭克王國瓦解

之後，西歐進入封建割據時期，相較於分封動盪的社會結構，基督教

教會的組織顯得集權、穩定得多。 

    西元一０五四年基督教分裂為東西兩部分，東部教會以君士坦丁

堡為中心，稱為東正教(Orthodoxy)；西部教會以羅馬為中心，稱為天

主教(Catholicism)。教皇一方面不斷改革以提高教會法的地位，只有

教皇所頒布及核准的教會法律為有效的法律，另一方面教皇透過發布

敕令，召開宗教會議決議改進教會法的內容，擴大宗教法院的管轄權，

並把零亂分散的法規整理編輯，成為完整而有系統的法律體系75。最

早有系統蒐集、編篡教會法規，是在十一世紀時由僧人葛拉蒂安

                                                
72 丕平（Pepin III）原本為墨洛溫王朝世襲的宮相(maire du palais)，掌握實權，後來取

而代之，建立了加洛林王朝（Carolingiens），其出兵幫助教宗，並與教宗結盟，以換

取教宗對其(篡位)的認同及支持。 
   《大英簡明百科》知識庫光碟，中文版由遠流出版公司出版發行，2003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73 幾世紀以來，教宗國的領土範圍和教宗控制的程度變化很大。754 年的「丕平贈禮」

為中世紀的教廷掌握世俗權力奠定了基礎。1077 年教廷取得了貝內文托公國(Duchy 
of Benevento)，接著教宗英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和尤里烏斯二世(Pope Julius 
II)擴張了教宗國的領土。公社的興起和當地家族的統治，削弱了教宗在城鎮的權利。

到了 16 世紀，教宗的領土只是眾多義大利小邦中的一個。這些小國成為阻撓義大利

統一的絆腳石，直到 1870 年義大利軍隊占領了羅馬並將其設為首都。1929 年拉特

蘭條約(Lateran Treaty)確定了教宗與義大利之間的關係，承認梵諦岡城的獨立主權。 
   摘自《大英簡明百科》知識庫光碟，中文版由遠流出版公司出版發行，2003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74 愛德華．吉朋著(Edward Gibbon)，席代岳譯，《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五卷)》，初版，聯

經出版公司，2006 年，第 90 頁以下。 
75 何勤華主編，前揭書，第 127-1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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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tian)所編的教令集 (Gratian's Decretum 76 )，國瑞九世 (Pope 

Gregory Ⅸ) 於西元一二三四年也發布第一部官方的法典 (the 

Decretalia Gregorii Noni)，其後又陸續有 Liber Sextus (1298)、

Clementines (1317)法典，當時的幾個大主教，本身就是教規法學家

77。而教會的權力在十三世紀英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擔任教皇

時達到頂鋒，十五世紀以後隨著文藝復興和中央集權民族統一國家的

形成，教會權力開始走向衰落，尤其在宗教革命之後，教會再度分裂，

教會法的管轄範圍遂縮小到精神領域，及與信仰有關之世俗領域78。 

二、神聖羅馬帝國的審判制度 

    德意志帝國初期，境內沒有統一的法院，因為諸侯割據，皇帝只

是名義上享有最高司法審判權，實際上大封建領主在其領地內也都享

有獨立的審判權。除了領主法院和教會法院外，神聖羅馬帝國有兩個

最高法院，一為設在首都維也納的帝國法院(Reichshofrat, the Aulic 

Council)79，由國王或皇帝主持，是由原本國王顧問的角色演變而來，

原本仍負有行政事務，後來轉為司法機關。另一為一四九五年馬克西

米連一世 (Maximilian I，1459~1519)進行司法改革 (the Imperial 

Reform of 1495)時，為了建立永久的、平和的解決紛爭的司法機制，

                                                
76 Anders Winroth, The Making of Gratian's Decretu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5. 
77 Brian Tierney, Sidney Painter 著，We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300-1475, 5th 

ed.，袁宗偉譯，《西洋中古史(上) 》，初版三刷，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2002 年 8 月，第 407 頁。 
78 何勤華主編，前揭書，第 128 頁。 
79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Eleventh Edition, 

http://www.1911encyclopedia.org/Aulic_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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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代血親復仇、決鬥或支付贖金，另外在沃爾姆斯(Worms80)所成立

的 皇 家 最 高 法 院 (Reichskammergericht ， Imperial Chamber 

Court)81，處理有關公共秩序、非法監禁、違反國王敕令等涉訟事件，

及受理各地民事上訴案件，但不及於享有司法特權的領地82。該法院

曾在許多不同的城市開過庭，一五二七年落腳於史培爾(Speyer)，直

到一六八九年該城市被毀才搬到韋次拉(Wetzlar)；皇家最高法院審理

案件時以羅馬法為主，以教會法或其他法源為輔。這兩個最高法院在

案件管轄方面一直有競爭(合)關係，之後在一六四八年西發利亞和約

(Treaty of Westphalia)確立由先受理案件的法院審理，到一八０六年

帝國滅亡為止83。 

    法典化(成文法)的工作在中世紀後期仍持續進行，如十三世紀出

現 的 薩 克 森 法 典 (Sachenspiegel) 84 、 德 意 志 法 典

(Deutschenspiegel)、和士瓦本法典(Schwabenspiegel)，都是以習慣

法為基礎，並參考羅馬法及教會法所編篡的法典85；但隨著社會的進

步，傳統的習慣法漸漸無法處理日益複雜的社會生活，而歷經千年捶

鍊、體系完整的羅馬法，反而更能貼近當時的社會形態。於是，在蠻

                                                
80 在德國 Rhineland-Palatinate 邦。 
81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Eleventh Edition, 

http://www.1911encyclopedia.org/Imperial_Chamber, visited at 2008/01/12. 
   Mary Fulbrook, 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 王軍瑋、萬方譯，《劍橋德國簡史》，

初版三刷，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 年 3 月，第 69 頁。 
82 卞建林、劉玟，《外國刑事訴訟法》，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第 1-2 頁。 
83 Mary Fulbrook, 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 王軍瑋、萬方譯，前揭書，102 頁以

下。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Eleventh Edition, 

http://www.1911encyclopedia.org/Aulic_Council, visited at 2008/01/13. 
84 Mary Fulbrook, 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 王軍瑋、萬方譯，前揭書，第 59 頁

以下。 
   http://dca.tufts.edu/features/law/index.html, visited at 2008/01/15. 
85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Sixth E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7, p.19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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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入侵後淪為另一種習慣法的古典羅馬法86，成為中世紀學院最熱門

的研究課題87。而神聖羅馬帝國既然以延續古羅馬帝國為職志，羅馬

法於是漸漸在德意志王國復興。羅馬法的復興從大學起步，從十二世

紀伊爾內留斯(Irnerius，about 1050~about 1130)88在波隆那(Bologna)

講授羅馬法全集，波隆那成了整個中世紀世界法律研究中心89。一三

四八年神聖羅馬帝國在現在捷克首都布拉格(Prag)創立第一所大學

起，羅馬法就成為大學必修課程90。 

    除了傳統的習慣法及古典的羅馬法外，當時尚有帝國法令、城市

法(Weichbild)91、地方法典，而後者以加洛林納刑法典(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 、 巴 伐 利 亞 民 法 典 (Codex Maximilianeus 

Bavaricus Civilis)、普魯士邦法(Algemeines Landrecht)最為重要92。 

    加 洛 林 納 刑 法 典 又 名 「 查 理 五 世 的 刑 事 審 判 令 」 (the 

Halsgerichtsordnung of Charles V.)，是德國第一部刑事法典，於一五

三二年立法通過，共有二百十九條，條列出各種犯罪，採用許多羅馬

帝國後期的嚴峻的刑罰，但缺乏系統的編排，該法對於巫術(witchcraft)

案件處以火刑的規定，成為其後百餘年公眾審判巫術的根據。該法將

訴訟分為偵查與審判兩階段，採糾問式訴訟，實行有罪推定原則，並

                                                
86 Brian Tierney, Sidney Painter 著，袁宗偉譯，前揭書，第 134 頁。 
87 同前註，第 403 頁以下。 
88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of 1913,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8168a.htm, 

visited at 2008/01/15.  
89 Peter Stein, ibid., p.43. 
   Mary Ann Glendon, Michael Wallace Cordon, Paolo G. Carozza, Comparative 

Legal Traditions, Second Edition, 1999, West Group, p.24. 
   Brian Tierney, Sidney Painter 著，袁宗偉譯，前揭書，第 403 頁以下。 
90 何勤華等著，《德國法律發達史》，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2004 年 1 月，第 19-20

頁。 
91 在國王或各地領主恩准取得自治權的城市，參照習慣法和法院判決編制而成。 
92 何勤華等著，《德國法律發達史》，第 2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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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以刑求取得自白93。加洛林納刑法典雖然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制定

法，並希望能一統神聖羅馬帝國的司法制度，但礙於當時各諸侯的勢

力，該法並無強制力，只是作為範本推行於各個諸侯國，儘管如此，

仍有不少諸侯國主動採用該法，且該法所確立的糾問及其他制度，為

一八七一年統一之後的德意志帝國刑法典(Reichsstrafgesetzbuch)所

沿用，在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94。 

    早期的私刑及復仇漸漸受到限制，西元一二三五年德皇腓特烈二

世(Friedrich Ⅱ，1194~1250)頒布法令，規定只有在當事人不滿意法

院判決時，進行私刑才算合法，並對私刑的使用方式加以限制，例如：

禁止在寺院使用私刑等等。十三世紀以後，在羅馬法及教會法的影響

之下，開始採用教會糾問式訴訟方式95。加洛林納刑法典公布之後，

正式將訴訟分為偵查及審理兩個階段，糾問式訴訟更是成為主流。 

    同時期的法蘭西帝國的情形也與此相似，沒有完整的司法審判組

織，也談不上審級劃分，王室法院、領主法院、城市法院和教會法院

互不隸屬，體制各異，各行其事。依性質而論，分屬世俗法院和宗教

法院兩大類。各個世俗法院之間，及世俗法院與宗教法院之間，隨著

封建形態的演進，其管轄權互有消長。王室法院的管轄權僅限於王室

領地，其他大小封建領主各自在其領地行使審判權，而教會法院更以

其強大的實力，對世俗法院的審判權力提出挑戰96。刑事訴訟制度也

從原本控訴式訴訟，漸漸改為糾問式。而將糾問制度法制化，則始於

一四九八年的敕令(the Ordinances of 1498)97。 

                                                
93 同前註，第 22，26-29 頁。 
94 同前註，第 28 頁。 
95 同前註，第 28-29 頁。 
96 何勤華主編，前揭書，第 320 頁。 
97 Adhemar Esmein, ibid., p.145. 



 41 

    而在歐陸以外的英格蘭，英皇享利二世 (King Henry Ⅱ，

1133~1189)在一一六０年代設置了一些世俗的巡迴法庭，而當英格蘭

的宗教法庭因為教宗英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Ⅲ)之改革，而改採糾

問制度時，巡迴法庭仍維持原來的控訴制度，並在一二一五年列入大

憲章(Magna Carta)第三十八條98。(詳見後述大陪審團) 

三、教會法的審判制度 

    基督教為中世紀西歐的文化主軸，為了對抗日耳曼的異教文化，

同時因應教會勢力的擴張，逐漸以羅馬教皇為中心，發展成教會法，

適用於教會法庭99。 

   教會法之法源為聖經、教皇敕令、宗教會議決議等，並從羅馬法及

日耳曼法中吸收法律原則。基督教的教士是中世紀唯一的智識階層，

大多精通羅馬法，許多僧侶還充當國王的法律顧問100，因此教會法在

制定時即參考了不少羅馬法的規定。 

    在西歐封建早期，宗教意義上的「罪孽」與世俗意義上的「犯罪」，

並沒有明顯的區別，到了十一世紀晚期以後，才漸漸有了區別。世俗

的王室法院所處罰的是對世俗法律的違反，至於對「上帝律法」的違

反之處罰，則由教會專屬管轄。教會根據世俗法院的模式，建立了不

同審級的教會法院，形成獨立成完備的宗教法院體系。主教法庭是第

一審級法院，由主教或其代理人主持；大主教法院是第二審級法院，

                                                
98 No bailiff for the future shall, upon his own unsupported complaint, put anyone to his 

law, without credible witnesses brought for this purposes. 
99 雷萬來，《論司法官與司法官彈劾制度》，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4 年，第 21 頁以下。 
100 Brian Tierney, Sidney Painter 著，袁宗偉譯，前揭書，第 191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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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主教主持；除此之外，還有大修道院、皇宮禮拜堂所設的專門法

庭，對於以上各種法院的判決不服，都可以上訴至羅馬教皇法庭，教

皇法庭是最高審級法院。此外，教會於十三世紀時另專設特別刑事法

庭，又稱異端裁判所 (Inquisitio Haereticae Pravitatis Sanctum 

Officium)，作為專門審查與宗教有關的案件，處罰異端教徒(heretics)

的司法機構，直接隸屬於教皇，是一個惡名昭彰的機構，還曾經發生

過扼殺科學及先進思想之事件101，更是將糾問制度發揮到淋漓盡致。 

    中古教會法庭在日耳曼習慣法的影響下，原本也採行私人訴追的

控訴式訴訟制度，惟基於鎮壓犯罪之需要，於西元第九世紀踏出糾問

主義之第一步102。當輿情指出某特定人涉犯屬於教會管轄之犯罪，例

如：巫術等，經教會確認無訛，則雖無人出面控訴，教會法庭仍可逕

自採行糾問程序，命該特定人證明自己的清白，證明的方法不外為宣

誓或神意法，若該特定人拒絕或無法證明自己清白，則可就其所涉犯

罪予以論罪科刑103。西元一一八四年教宗在「Ad abolendam 敕令」

中確立糾問制度104，一一九八年教宗英諾森三世發佈一系列法規，改

革宗教法院(the ecclesiastical court system)，規定宗教法院法官

(ecclestiastical magistrate)可以主動傳喚證人，如果證人之證詞足以

認定被告犯罪，即可對被告進行審判。一二一五年第四次拉特蘭宗教

會議(The Fourth Council of the Lateran)簽署禁令，禁止教士(clergy)

參與以決鬥或酷刑裁判法進行之審判，於是糾問制度更形確定。 
                                                
101 何勤華主編，前揭書，第 139 頁。 
102 林朝榮，《檢察制度民主化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年，

第 26 頁。 
   個人以為，以現在的觀點看來，當時鎮壓宗教上異端邪說之目的，實大於鎮壓犯罪之

目的。固然，當時宗教上的異端思想，也被視為某種程度的犯罪，但該等「犯罪」，

因為不易找到控訴者出面擔任原告，糾問式訴訟則為此提供了追訴的可能性。 
103 同前註。 
104 該敕令之拉丁文版本，可參照下列網站：

http://digilander.libero.it/eresiemedievali/decretale_1.htm, visited at 2007/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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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經公眾告發或私人控訴，即可對案件進行調查，訴訟程序的

進行由法院主導，被告應親自到庭，並可提出答辯及有利於己的證據。

教會的訴訟制度之特點如下：(一)書面訴訟程序，由原告以書面陳述

或控告而開啟訴訟，被告也以書面形式答辯，此外法官的判決、證人

的詢問也都以書面方式呈現。(二)證據必須經過宣誓後提出，如有偽

證將處以重罰。(三)當事人得委任代理人針對證據所揭示的事實，就

法律問題進行辯論。(四)法官仍須依據「理性和良心原則」對當事人

進行詢問，法官須本於確信而為判決，確保案件審理公正性及客觀真

實性105。 

    糾問制度之下，法官扮演積極的角色，其工作量相對繁重，為期

訴訟順利並迅速進行，法庭上配置有速記員 (actuarius)、顧問

(assessor)、助理(auditor)等人，以分擔法官的工作，其中又以控訴官

(fiscal promoter，promotor fiscalis)的角色，在制度上具有重要意義。

控訴官是由法官所雇用，負責調查犯罪事實，並在法庭以法院之名義

行使控訴者的角色，普遍存在於當時歐陸國家106。如果以其職責而

言，其正確的名稱應為維護正義之人(promoter of justice)，尤其是針

對刑事案件，在法庭上維護教會的利益。控訴官其權責有三：觀察教

士戒律之奉行、參加宣福禮(beatification)及封聖典禮(Canonization)、

維護婚姻制度及神職之神聖107。這在歷史的洪流中，開啟控訴制度與

糾問制度融合的契機，埋下專業控訴人及審檢分工的伏筆。 

                                                
105 何勤華主編，前揭書，第 140 頁。 
106 R. H. Helmholz, “Judges and Trials in the English Ecclesiastical courts”, 收錄在

The trial in history, volume I,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2f (108). 
107 Périès, Le procureur fiscal ou promoteur, Revue des sciences ecclésiastiques, 

April, 1897. 
   引自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ume IV, Published 1908,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4447a.htm, visited at 2008/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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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法把刑罰認為是對破壞上帝秩序的懲罰與恢復，因而在實行

刑罰時，必須考慮對犯罪者靈魂的淨化和道德的矯正。教會法堅持法

律存在於法官心中，審判過程應本於「良心」進行，教會法院的法官

被賦予更多的自由裁量空間。而教會法所確立的糾問式訴訟程序，相

較於當時的血親復仇，或者神意裁判，毋寧是一種相對文明且進步的

制度，更對後世大陸法系國家產生重大影響，可惜因後來羅馬教廷用

在鎮壓異端的過程中，被告的權利被剝奪殆盡，再加以對被告刑求逼

供，促其悔悟，使得後世將糾問制度與司法專橫劃上等號，而蒙上不

白之冤。 

第五款  啟蒙時期及近代 

    糾問式訴訟在啟蒙運動時代遭到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

等思想家的猛烈抨擊，路易十六時針對刑事訴訟制度進行修改，廢除

刑求逼供，並要求法官裁判時應說明理由。法國大革命之後，起草了

人權宣言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de 

1789)，明示被告無罪推定原則。革命初期國民議會廢除領主司法、

恢復刑事審判公開原則、採用重罪案件陪審制，針對苛刻的糾問制度

進行部分修正108。 

    法國大革命後英格蘭化的刑事訴訟法，顯然無法應付當時劇烈動

盪的社會，刑事訴訟制度乃再度修正。一八０八年公布的刑事訴訟法

(Code d'instruction criminelle) ， 是 拿 破 崙 一 世 (Napoleon 

                                                
108 何勤華主編，前揭書，第 3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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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aparte，1769~1821)的立法工程中之一環，該法綜合了控訴制與

糾問制，將訴訟程序區分為偵查、預審、審判三個階段，實施糾問制

的審判前程序，以及言詞、公開、辯論制的審判程序，由國王代理人

擔任公訴官(public prosecutor)，負責追訴犯罪，預審階段由預審法官

調查證據，並以調查結果作為其後審判的基礎。該法其後經過多次修

正，增加對人身自由的保障等規定，一直適用至一九五八年，才為新

制定的刑事訴訟法(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所取代109。 

    德國的啟蒙運動開啟得較英法晚，直到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啟蒙

運動才在德國發生影響110，德意志帝國在一八七七年頒布法院組織

法，設立四級(區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帝國法院)法院，獨立

行使司法權。同年所公布的刑事訴訟法，採控訴制度，檢察官負責偵

查犯罪事實，蒐集證據，並代表國家提起公訴，凡重罪案件應先經過

預審，以決定是否起訴；審判階段經檢察官與被告進行辯論後，再由

法官作出判決，不服判決之被告或檢察官均可向上一級法院提出上訴

或抗告111。 

 

                                                
109 同前註，第 378-380 頁。 
110 Mary Fulbrook, 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 王軍瑋、萬方譯，前揭書，第 140

頁以下。 
111 何勤華主編，前揭書，第 439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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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小結 

    刑事訴訟的最終目的在於使犯罪者受到刑罰，使得因為犯罪所產

生的社會秩序的違反，得以藉由裁判獲得回復。根據十七世紀英格蘭

大法官庫克(Sir Edward Coke，1552~1634)所描述的：「訴訟(trial)是

經由正確的調查爭點或當事人雙方疑點之真相，藉以作出裁判1。自古

以來的多少刑事訴訟制度，及證據方法理論，莫不在追求「發現真實」

的終南捷徑。 

    控訴制度，藉由對立的雙方當事人，為維護其自身的利益，自行

蒐集證據，在法庭上進行攻擊防禦及辯論，以拼湊出事實的真相；而

糾問制度，則委由中立超然的公權力，藉由訊問被告及證人，調查證

據，來發現真實。然而在事過境遷，證據滅失，以及當事人刻意隱瞞

的情況下，「發現真實」實在是一場漫長而艱困的征戰2。 

    控訴制度，因為是將原始社會的決鬥形式，加以規範改良，因此

在歷史的進程上，率先出現在人類文明社會3。羅馬共和時期採用不告

不理，公眾追訴制度。後來羅馬帝國時期，設有常設法院，法官由國

家授薪，法官雖掌有訴訟進行的大權，但是訴訟的開啟仍然委諸私人。

                                                
1  Trial is “the finding out by due examination of the truth of the point in issue or the 

ques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whereupon judgment may be given.” 
   Maureen Mulholland, Brian Pullan, Anne Pullan, The Trial in Histo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5. 
2  Thomas Weigend, “Is the Criminal Process About Truth?: A German Perspective”,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Vol. 26, 2003, p.157. 
3   Adhemar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Translated by John Simpson, with an editorial preface by 
William E. Mikell and introductions by Norman M. Trenholme and by William 
Renwick Riddell,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Reprinted 2000 by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New Jersey,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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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歐洲進入日耳曼民族控制，中世紀(medieval 

period)前期的「黑暗時代」，控訴制度繼續以其原始而笨拙的形式

(crude and clumsy form)，存在於日耳曼及封建莊園社會4，遵循著傳

統的日耳曼不告不理及被害人追訴原則(日耳曼古諺 No accuser, no 

judge)5進行訴訟。然嗣後因不足以應付日趨複雜的社會，以及王權日

益集中，兼以教會法盛行，以及羅馬法復興之衝擊下，歐陸各國改採

糾問制度；海外的英格蘭，以及其後的美國，則因歷史因素，受到教

會法的影響較小，仍舊維持原本的控訴制度。及至近代，有感於糾問

制度造成恐怖的警察國家，歐陸各國乃紛紛走回復古風，改採國家追

訴的控訴制度，並融合糾問制度之優點，而成為混合式訴訟制度。而

海外的英格蘭與美國，也順應潮流，設置公訴人一職。 

    根據學者艾斯曼的分析，混合式的訴訟制度有下列特徵：(一)法

官不能根據其自己的認知而主動發起訴訟，而應由公訴機關發動，被

害人也只是輔助的角色。(二)審判的工作交由治安法官(magistrates)

及陪審員(jurors)來負責，因不同的國家而異其制度。(三)審判程序分

為兩個階段，一為交給治安法官處理的審前程序 (preliminary 

examination)，既不公開也不是對抗式 (neither confrontative nor 

public)，治安法官會作成初步判斷(preparatory decision)，以決定是

否進入正式審判；一為在法庭公開進行的對抗式審判(final trial)。(四)

證據法則雖有法律規定，但證據的證明力(probative value)卻是由法官

自由心證，法官無須對其判決的證據基礎加以說明6。而就像所有混合

                                                
4  Ibid. 
5  例外的是，現行犯逮捕後，縱無被害人出面，亦可立即進行審判；或犯人允諾接受審

判。 
   林朝榮，《檢察制度民主化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年，

第 18 頁。 
6  Adhemar Esmein, ibid., 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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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制度一樣，每個國家採用的比重不同，所展現出來的風貌就未必

相同，而在訴訟制度的光譜上所占據的位置也就不同。 

    原始的控訴制度，是粗糙的，媚俗的、民粹的，缺乏具有公權力

的專業控訴者。當時的控訴者除了必須承擔舉證、建構犯罪事實的責

任，當控訴失敗時，控訴者，甚至包括證人，還得承受嚴厲的後果，

因此被害人或證人往往不願意出面控訴。久而久之，自然無法應付日

趨複雜的社會裡層出不窮的犯罪。所以當國家權力集中之後，糾問式

訴訟於是應運而生。 

    糾問制度，尤其是教會法庭所使用的糾問制度，以現今觀點看來，

似乎是個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以中世紀的角度看來，卻是一個嶄

新的「發明」，因為它把「犯罪」定義為對社會秩序(inquiety)的破壞，

並將刑事審判拉回認定犯罪事實，本於所認定的犯罪事實而定罪，相

較於中世紀的審判方式(神意裁判)，它是一個比較文明而理性的制度。 

    糾問式訴訟的貢獻有二：一是公權力的介入，使得蒐集證據，調

查犯罪事實更有效率，使得犯罪的懲罰，不單只是被害人或其家族尋

求報復而已，而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而公權力介入，也促成審判專業

化7，裁判結果更具可預測性。一是證據裁判原則的形成，間接促使證

據法的興起。在原始的控訴式訴訟下，其證據方法為：「當事人或相關

人等，與事實未必相關的誓言」(淪為發誓比賽)、神意證據、司法決

鬥，以現代的角度看來，是十分荒謬的；而在採用糾問制度之後，法

定證據成為證據的主要形式，被告的口供更是成為「證據之王」，雖然

造成過度依賴供述證據，而演變成刑求逼供，但仍屬進步之舉，在歷

史的洪流中是值得肯定的轉變。而也因糾問制度對被告人權的侵害，

                                                
7  專業法官，以及其後的專業檢察官產生之後，也才有身分保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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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權思潮發達之後，制定法規來規範糾問法官的審判行為，促成了

訴訟制度的現代化。 

    切確說來，在偵查專業化及專業控訴者產生之前，很難有高品質

的控訴可言。在原始的控訴制度下，無法或不便親自擔任控訴者的被

害人，找來第三者協助，例如：採取決鬥裁判法時，如果控訴者為婦

女時，由他人代為上場決鬥，或者當國王或領主為控訴者時，由代理

人代為在法庭上維護權利。而採用糾問制度之後，法官積極介入訴訟，

工作量加重之下，將控訴的工作「移交」給國王代理人，現代的專業

控訴者─檢察官，於焉產生。 

    檢察官的產生，當事人對立的控訴制度，提供了理論基礎及基本

架構，職權進行的糾問制度則給予其發展的契機。蓋在原始的控訴制

度之下，須由被害人或其家屬提出控訴而開啟訴訟，檢察官和犯罪沒

有利害關係，本不可能是擔任所有犯罪的控訴者的角色；但糾問制度

將犯罪視為社會秩序的違反，法官應主動追訴，兩相結合，使檢察官

制度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檢察官一職，是從糾問制度過度到現代控訴

制度的靈魂角色，並且仍將繼續扮演繁重的角色，尤其是對於限制自

訴制度，以及採用公訴獨占制度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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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檢察制度之起源 

第一目  濫觴 

    早期控訴制度將犯罪的訴追僅委諸於私人，既不能有效懲罰犯

罪，也易流於復仇，以致無法應付日益複雜的社會，法官本於職權追

訴犯罪的糾問制度於焉產生。 

    法國大革命前，歐陸各國不論是世俗法院或宗教法院，均已採用

糾問式訴訟制度。法官依職權審訊的糾問制度，解決了無人提出控訴，

或被告不同意接受審判，即無從追訴犯罪的窘境；另一方面並在職權

審訊制度之下，設置類似宗教法庭裡控訴官(promotor)的角色，以分

擔法官的工作，並避免在私人追訴制度下，被害人或家屬因顧慮到敗

訴時所面臨的不利益，而不願出面追訴，以致使犯罪者逍遙法外之情

形。於是出現了由國王代理人(procureurs du roi)所擔任的公訴官

(public prosecutor)的角色1。 

    國王或領主的代理人(king’s procurators or procurators fiscal of 

the lords)原本只是為國王或領主處理財務之人，而當時罰款(fines)、

沒收(forfeitures)、刑事判決之收入(the fruit of penal sentences)等是

國王及領主們重要的歲入來源，於是國王代理人的重要權責之一，即

                                                
1   Adhemar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Translated by John Simpson, with an editorial preface by 
William E. Mikell and introductions by Norman M. Trenholme and by William 
Renwick Riddell,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Reprinted 2000 by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New Jersey, 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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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揮、監督某些犯罪之追訴，並在訴訟進行時代理國王或領主，在

法庭主張並維護國王或領主的權利2。 

    原本在十三世紀以前，採行控訴式訴訟制度，當事人必須親自出

庭，惟一例外的是國王或領主，因此法國古諺才有「在法國，除了國

王外，無人得以代理人進行訴訟。」(In France no one pleads by 

procurator save the king.)3。國王的代理人除了在國王自已的轄區法

庭外，也可以代理國王到其他轄區法院進行訴訟。而國王代理人在代

理國王進行訴訟時，不可能將自已定位為「原告」(accuser)，因為刑

事訴訟的原告在敗訴時，會有承擔受到傷害的風險，於是國王代理人

說服法官，接受其以代理人的定位來進行訴訟4。 

    國王代理人(king’s procurators)的角色，在十三世紀以前的習慣

法法典中並不曾出現過。但西元一三０二年之後，腓力四世(Philip the 

Fair，1268~1314)將行之已久的作法明文化，規定其職權為，以王室

官員(royal functionary)的身分，接受臣民的宣誓(效忠)，並代理國王

在法庭上行使權利，接受對造的宣誓具結(take the oath of calumny)。

一三一八年雖因習慣法的影響，在某些地區對這種訴訟制度有不同的

看法，一度使國王代理人的角色停滯，而改由地方行政首長(bailiff)行

使，但其後到十四世紀時，國王代理人已是公認的活躍於法庭的一股

勢力(acknowledged power)5。 

    根據控訴制度之原則，控訴者應對訴訟有直接利益，始可提出控

訴，然則國王的代理人是如何將自己放入當時的刑事訴訟程序中的？

他是迂迴地借用教會法裡的糾問程序(procedure per inquisitionem)。
                                                
2  Ibid., p.115. 
3  Ibid., p.114. 
4  Ibid., p.115-116. 
5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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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會法的規定，法官因告發人(denunciator)之敦促而行使其職

權。告發人可以是不相干的第三人，也可以是當事人之一方，在訴訟

中提出證人及證據，這種程序稱作「promovere」或「prosequi 

inquisitionem」。而隨著王權的擴張，國王的利益也從財產上利益，擴

張到治安上的利益，國王代理人的工作也擴張到檢舉、訴追危害社會

安寧的所有犯罪；國王代理人於是以所有犯罪的告發人身分，出現在

法庭上，介入所有案件，時而單獨行事，時而與個別私人(被害者)一

起。根據一三四七年的法令(Ordinance of 1347)，國王代理人之職權

為「promovere inquestas fieri」，即為實行公訴6。 

    國王的人馬(Les gens du roi)，既非斷案的法官，也不是當事人的

顧問，而是在法庭工作，並在議會(Parlement)裡代表國王利益的常任

文官，稱為「Procureur-Général」，其助手為「avocats-généraux」。

其在法庭上的席位，設在法官旁邊稍低一點的位置，因此俗稱「 le 

parquet」 7，直到現在法國對檢察官的稱呼仍為「Magistrats du 

parquet」，這些官員除了代表客戶(國王)出庭外，也須注意公共秩序

之維護，處理無人追訴的犯罪案件。 

    但當時公訴制度尚未確立，國王代理人並非本於自己的職權，在

法庭上行使職務，亦非來自法官的命令，而是基於法官之同意或授權，

此由西元一三五０年的法令第十五條(Ordinance of 1350, Art. 15.)之

規定8，可見一般。因為在當時的糾問制度之下，檢舉、訴追及審判均

                                                
6  Ibid. 
7  Otto Kahn-Freund, Claudine Lévy, Bernard Rudden, A Source-Book on French Law, 

3r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p.4. 
8  「Also, let no one be accused officially without sufficient information made under 

order of court by a party not suspected. And before the procurator begins his action 
or joins with the party, let the said information be seen and advised upon by the 
bailiff or other sufficient person acting on his order.」 

   Adhemar Esmein, ibid., 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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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之於法官之手。 

    路易十二(Louis XII le Père du Peuple，1462~1515)於西元一四

九八年發布敕令，確立了糾問式訴訟制度，其後繼者法蘭西斯一世

(Francis Ⅰ，1494~1547)於西元一五三九年四月發布敕令，使國王代

理人正式成為刑事訴訟的參與者，於預審階段(examination)負責追訴

(claims or petitions) ， 至 於 預 審 法 官 則 負 責 審 訊 (conducts 

examination)9。根據該敕令，以及路易十四(Louis ⅩⅣ，1638~1715)

於西元一六七０年所發布的刑事條例敕令(Ordonnance criminelle de 

1670)10，審判程序劃分為預審(examination)及審理(judgement)兩個

不相對等的階段。 

    預審階段由預審法官本於被害人申告，或其他告發，或預審法官

主動查覺，而發動偵查，蒐集、調查證據，訊問證人，建立卷宗檔案，

之後預審法官即將卷證資料轉交國王代理人，徵詢其意見。國王代理

人閱卷之後，以書面表達意見，併同卷證交還給預審法官。預審法官

參酌國王代理人之意見後，或擱置案件，或進一步傳喚、逮捕被告(prise 

de corps)。被告到場後，預審法官應立即審訊(interrogation)之，此時

被告完全置在法官的支配之下，沒有辯護人，對於案情可能一無所知，

而且被告還有陳述的義務，並且應宣誓據實陳述11。如果被告自白犯

罪，而國王代理人也以書面請求立即宣判，則結束預審，進行宣判12。

反之，則繼續預審程序，預審法官再度傳喚先前的證人，命其具結確

認證言(confirmation)，並與被告對質(confrontation)，被告可以利用

                                                
9  Ibid., p.149. 
10 該敕令條文可在下列網站查得(法文版)：

http://ledroitcriminel.free.fr/la_legislation_criminelle/anciens_textes/ordonnance_cri
minelle_de_1670.htm, visited at 2007/12/06. 

11 Adhemar Esmein, ibid., p.151-152. 
12 Ibid., p.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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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質的機會，對證人所言提出異議，也可以就不利於己的事項提出爭

執13。 

    預審法官完成預審階段的工作後，即將卷證資料交給受命法官

(reporting judge)，由其分析案情後對合議庭(bench)作出報告，以便

評議及裁判，但在這之前，卷宗會先送給國王代理人，以便其能即時(三

天內)提出書面論告(conclusions or final motions)14，國王代理人如果

發現被告提出確切的事實，而為無罪之答辯時，例如：不在場證明等，

可以要求被告立即提供證人的姓名，此時則由法官或其助理，依職權

訊問，訊問時被告並不在場。被告如未能提出有利於己的事證，則即

將面對終局裁判或者刑求15；國王代理人也可以在論告中請求對被告

刑求，如果合議庭認為被告罪證雖不足，但強烈推定其犯罪，得裁定

對被告刑求，以取得被告之自白16。而審理階段則幾乎只是檢視預審

法官所準備的書面資料，及最後的訊問被告。預審及審判程序均不對

外公開17。 

    國王代理人所承擔犯罪之告發、訴追之權限，隨著糾問制度的發

展而逐漸擴張。漸漸地，除了對犯罪之告發與追訴外，也接受民眾向

其告發，及偵查犯罪，向法院請求處罰罪犯(求刑)，執行罰金及沒收

等刑，以公益代表人的資格在民事庭陳述意見，及監督司法行政事務

等權限。而且，其官署亦附設於法院，而成為檢察機關之濫觴18。 

 

                                                
13 Ibid., p.152-153. 
14 Ibid., p.156, 232. 
15 Ibid., p.156-157. 
16 Ibid., p.150, 232. 
17 Ibid., p.149. 
18 黃東熊，《中外檢察制度之比較》，中央文物供應社，1986 年，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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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檢察制度之發展 

第一款  法國 

    法國大革命之後，起草了人權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1，其中確立了很多刑事司法原則，例如：無罪推定、人身

自由之保障，法律不溯及既往等等2。制憲會議，針對刑事訴訟制度進

行修改，更確立了公開審理、律師權等原則。關於控訴者，不再使用

「國王代理人」的稱謂，而由人民選舉的「公訴官」(Accusateur Public)

取代，負責在刑事法庭追訴及辯論。嗣於一七九一年又修正刑事訴訟

法，大幅向英格蘭制度傾斜，引進起訴陪審(即大陪審團)制度，及治

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之預審訊問(preliminary hearing)制度，

並確立不告不理原則，於是起訴權乃操之於起訴陪審團 (jury 

d'accusation)，而公訴官則僅負責審判時之辯論，而不主動檢舉、訴

追犯罪；而在辯論終結後，則由國王任命之「國王委員」(Commissaire 

du Roi)向法院請求科刑，並負責判決之執行。一七九二年廢除王政，

改行共和後，國王委員改由政府首長任命，為政府委員(Commissaire 

                                                
1  其前言是由 Mirabeau and Mounier 起草，本文由波爾多大主教 Champion de Cicé

起草。 
   全文見以下網站：

http://www.textes.justice.gouv.fr/index.php?rubrique=10086&ssrubrique=10087&ar
ticle=10116 , visited at 2008/02/02 

2  見 1791 年法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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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Governement)，且不再干預刑事訴訟3，法國傳統的檢察制度一度

中斷。 

    然而英格蘭的制度在法國並不足以鎮壓犯罪，而且反成為政爭的

工具，於是在西元一七九五年再度修正刑事訴訟法時，恢復一七八八

年以前之秘密偵訊及書面審理，並採公訴制度，由前述政府委員行使

4。法國共和第八年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Year Ⅷ)5繼續司法體系的

建構，任命「立席法官(Magistrats du parquet，Standing judges)」擔

任公訴人的工作，由有「國璽看守者(Garde des Sceaux6)」稱號之司

法部長任命之。 

    拿破崙即帝位後，於西元一八０八年公布刑事訴訟法典(Code 

d'instruction criminelle)，綜合糾問式及控訴制，在偵查階段採糾問

式，於審判階段則採控訴制，並廢止起訴陪審，將偵查及追訴權限交

給「皇帝代理人」(Prosureur Impérial)之檢察官，而將蒐集證據及將

被告交付審判之決定權，交給預審法官(Juge d'instruction)7。此後，

隨著國體的變更，「皇帝代理人」由「共和國代理人」(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取代，即為現今的檢察官，其權限包括指揮警察從事犯罪

之偵查，追訴犯罪，提起並實行公訴，監督預審法官，監督及執行裁

判，而成為與法官分庭抗禮的機關。 

                                                
3  黃東熊，《中外檢察制度之比較》，中央文物供應社，1986 年，第 8 頁。 
4  Adhemar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Translated by John Simpson, with an editorial preface by 
William E. Mikell and introductions by Norman M. Trenholme and by William 
Renwick Riddell,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Reprinted 2000 by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New Jersey, p.438. 

5  法國大革命之後，為切斷曆法與宗教的關係，自 1793 年起採用法國共和曆(le 
calendrier républicain; French Republican Calendar)，共和第 8 年憲法是在 1799 年

12 月 24 日通過。 
6  Keeper of the seals  http://en.wikipedia.org/wiki/Keeper_of_the_seals, visited at 

2007/12/01. 
7  Adhemar Esmein, ibid., p.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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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德國 

    普魯士傳統上有所謂「司庫」(Fiskalat)一職，直接隸屬於國王，

替國王掌理國庫財政，貫徹君王的權力意志，而其在權力逐漸擴大之

後，對百姓造成欺壓而引致反感，在十九世紀初(西元一八０九年)廢

除「司庫」8。後來法國的檢察制度，隨著拿破崙帝國征服歐洲而傳到

德國，檢察制度引進德國時，起初就暫先寄生在甫遭廢除的司庫制度

之上，成為刑事訴訟程序中，為了當權者的利益，對於糾問法官的裁

判提起上訴的官吏9。 

    司庫式的檢察官本來可望成為政府的代言人，但在十九世紀初，

當時民智漸開，人民在自由思潮的激盪下，亟思有一個客觀的控訴機

關(objektiven Anklagebehörde)來對付抗威權的統治；法學者薩維尼

(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 1779~1861)及米特邁爾(Mittermaier)等

人更是大力鼓吹，認為刑事訴訟之所以要改革，廢除糾問制度，最主

要的著眼點，並不在於政府欠缺代言人，而是在於被告的權益被漠視

10。時局逆轉，德國的檢察機關(Staatsanwaltschaft)就是在這種為了

對抗警察國家(Polizeistaat)及專制政治(Absolutismus)的目的，激烈的

政治角力下的產物，因此檢察機關又被稱為「革命之子」(Kind der 

                                                
8  Johann Caspar Bluntschli, Karl Ludwig Theodor Brater, Karl Brater, Deutsches 

Staats-wörterbuch, Expedition des Staats-Wörterbuchs, 1858, Stuttgart & Leipzig h, 
S.537. 

   林鈺雄，〈談檢察官之雙重定位─行政官？(司)法官？〉，收錄於《檢察官論》一書，

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第 63 頁以下(第 71 頁)。 
9  Peter Collin, “Wächter der Gesetze” oder “Organ der Staatsregierung”?: 

Konzipierung, Einrichtung und Anleitung der Staatsanwaltschaft durch das 
preußische Justizministerium Von den Anfängen bis 1860,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00, S.55. 

10 林鈺雄，前揭文，第 63 頁以下(第 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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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11；但也有學者認為，當時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

(Friedrich Wilhelm Ⅳ von Preußen，1795~1861)，不滿於當時法院

對有關保護國家利益案件所作的判決，於是要求成立中立的司法機構

(unparteilische Justizbehörde)，以便一方面整頓司法紀律，另一方面

確保國家及維護被告的利益。於是，普魯士就在這股外國法制激勵，

以及上下一致的期待下，經多年的研議，於西元一八四九年移植了法

國的檢察制度。德國其他各邦也先後紛紛仿效法國建立檢察制度12。 

    德國統一(1871年)後，在西元一八七七年的德意志刑事訴訟法及

法院組織法中，檢察官即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除了澈底廢除糾問制

度，將追訴與審判分開，以確保審判之客觀與正確外，根據該法第三

條之規定，新成立的檢察機關是在司法部的指揮監督之下(unter der 

Aufsicht der Justizministers)，具有犯罪追訴權及裁判執行權，附設於

法院13。作為法律的守護者(Wächter des Gesetzes)，檢察官應該是客

觀的官署(objective Behörde)，在偵查權限內指揮警察履行職務，避

免警察濫權；實質參與預審階段(Ermittlungsverfahren)，避免法官偏

見及恣意(Voreingenommenheit)14。 

第三款  英格蘭 

    英格蘭的檢察制度別樹一格，有學者甚至質疑英格蘭究竟有無檢

                                                
11 Roland Kalkofen, Die Staatsanwaltschaft, 1. Auflage, GRIN Verlag, 2006, S.7 
   Peter Collin, a.a.O., S.2. 
12 Roland Kalkofen, a.a.O. 
13 Peter Collin, a.a.O. 
14 Roland Kalkofen, a.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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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制度15。英格蘭並無類似法國的檢察官或預審法官，其刑事訴訟原

則上採用私人追訴制度，即由私人聘請律師提起訴訟，即使是由公務

員(例如：警察)提起的刑事訴訟，該公務員也是以私人身分參與訴訟，

其地位與權限與一般私人完全相同16。 

    專業控訴人的產生，因素眾多，隨著人口的增加，社會愈趨複雜，

傳統的私人控訴已無法應付繁複的刑事訴訟；而新式警察機關的建置

17，以及王權的集中，人民在思想方面的自由化，對於被告以及被害

人雙方人權保護之需求，都是驅使英格蘭設立公訴人的重要因素。西

元一八七九年英格蘭國會通過的犯罪追訴法(Prosecution of Offences 

Act, 1879)，設置檢察長(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簡稱DPP)18

一職，其下設數名助理。一八八０年英格蘭任命了第一位檢察長，但

其功能僅在於處理少數重要或者複雜的案件，例如：謀殺或叛國罪，

其餘案件則仍由私人律師，以警方的代表的身分來處理19。 

    根據統計，在十八、十九世紀，英格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案件，

都是由被害人或其代理人追訴，其餘案件大部分由警方負責，少數由

財政部法務官(Treasury Solicitor)20代表國家起訴，只有不到百分之一

的案件，是由檢察長處理，其中大部分是叛國罪(treason)或煽惑罪

                                                
15 黃東熊，前揭書，第 23 頁。 
16 James Fitzjames Stephen, A History of the Criminal Law of England, Routledge, 

1996, p.493. 
17 倫敦在一八二九年才成立類似現在的警察局。 
   William F. McDonald, The Prosecutor, SAGE Publications, 1979, p.22. 
18 或譯為「公訴長官」，見黃東熊，前揭書，第 26 頁。 
19 Garry Patten,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Prosecution System in England and 

Wales”, 收錄於王普、劉生榮所編，《英國刑事審判與檢察制度(中英對照) 》中國方

正出版社，1998 年，北京，第 47-49 頁。 
20 財政部法務官(Treasury Solicitor)一職，始於西元一八七六年的法務官法(Treasury 

Solicitor Act 1876)，為替女王處理財務的官員(該法第一條)，並負責訴追偽造貨幣及

其他與國家財政有關之案件，也幫助其他未設有法務部門的政府機關執行追訴工作。 
   黃東熊，前揭書，第 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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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tious libel)21。而且檢察長決定起訴後，案件仍由財政部法務官接

續處理公訴事宜，因此當時的檢察長只能算是諮詢者的角色，於是在

西元一八八四年修正的犯罪追訴法，索性規定由財政部法務官兼任檢

察長，直到一九０八年的犯罪追訴法才又將這兩個職位分離，把檢察

長置於內政部(Home Office)，由內政部長任命(該法第一條)。除了原

有提供刑事訴追方面的意見諮詢外，並擴張到進行追訴；私人追訴制

度仍然保留，但檢察長認為適當時，可以在任何階段介入而擔當訴訟

(第二條第三項)22。 

    警察局內部也設有起訴部門，處理大部分的刑事案件，只有重大

案件才移送給檢察長處理。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人們開始

對這種制度產生質疑，這種由警察機關一手包辦偵查及起訴的工作，

缺乏一個獨立的機關來審查證據的制度，是否妥當？於是，英格蘭在

西元一九七八年成立了皇家刑事訴訟調查委員會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Criminal Procedure)，針對現有的制度加以檢討，並

提出建言。除了上述質疑由警方偵查並決定起訴的妥當性外，各地警

方的起訴標準不一，以及草率起訴，造成無罪率過高，都成為檢討的

重點。該委員會最後給論是，建議成立獨立專責的起訴機構，英格蘭

於是在一九八五年通過了犯罪追訴法(The Prosecution of Offences 

Act of 1985)，由DPP整合了警察機關的起訴部門(Police Prosecuting 

Solicitor’s Departments)，成立皇家檢察署(The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以DPP為首長，自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起成為英格蘭及威

爾斯起訴專責機構23。 

                                                
21 Douglas Hay, “Controlling the English Prosecutor”, Osdooge Hall Law Journal 

Vol.21, No.2, p.167. 
22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Eleventh Edition, 

http://www.1911encyclopedia.org/Prosecution, visited at 2008/02/19. 
23 Garry Patten,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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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美國 

    美國殖民初期一切因陋就簡，同一批人處理立法、執行及審判，

並沒有明確的法院，甚至取所謂的法院，還兼理其他行政事務24，當

時的刑法將很多聖經裡所提到的罪惡(sin)都列入處罰25，因為受英國

殖民之故，其訴訟制度偏向英國式，採私人追訴制度26，但法官會在

審判時訊問被告27。 

    美國的檢察官，有學者認為是荷蘭在美洲殖民的遺緒；有學者認

為是取自早期英格蘭的治安法官(English magistracy)制度，由太平紳

士(justice of the peace)的角色演化而來，後來成為重罪案件中的檢察

官；有學者則認為，美國獨立之後為了擺脫英國，對英國制度相當反

感，而在獨立過程中法國給予相當的支持，美國獨立建國後於是仿效

法國制度，設置檢察官(public prosecutor)一職28。 

    西元一六四三年維吉尼亞 (Virginia)成為第一個任命檢察官

(Attorney General)的殖民地區，早期的檢察官是由法院或總督

(governor)所任命，稱不上有獨立性或裁量權，檢察官在下決定時應

先諮詢法院及總督的意見29。 

                                                
24  Lawrence M.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Second Edition, Simon 

&Schuster, New York, 1985, p.37f. 
25 十七世紀時，麻塞諸塞(Massachusetts)地區，最普遍的犯罪為通姦(fornication)及酗

酒(drunkenness)。 
   Lawrence M. Friedman, ibid., p.70-72. 
26 Ibid., p.48. 
27 William F. McDonald, ibid., p.43. 
28 Ibid., p.20. 
29 Angela J. Davis, “The American Prosecutor: Independence, Power, and the Threat 

of Tyranny”, 86 Iowa L. Rev. 393(450), January, 2001 



 62 

    美國第一個立法設置的檢察官辦公室，是西元一七０四年五月在

康乃狄克(Connecticut)，廢止私人追訴制度，改採國家追訴原則，規

定：「(女王的)代理人應依法舉發、起訴所有犯罪，並盡一切可能打擊

邪惡及反道德行為。」30。但其實在殖民時期，因為新移民來自不同

的母國，當時的新大陸同時併存著數種不同的追訴制度，有英格蘭制

的私人追訴和警察追訴(private and police prosecution)，也有荷蘭式

的公訴(public prosecution)，但大致上仍以私人追訴為主。因為當時

並沒有專職的治安機關，倫敦直到一八二九年才成立類似現在的警察

局，美國則更晚，是以當時的刑事訴訟大多由被害人自行，或聘請律

師，或由職業原告(professional complainant)，或由大陪審團起訴31。 

    美國獨立之後，聯邦於一七八九年訂立司法制度法 (Judiciary 

Act)，仿效法國建立檢察制度，其他各州也先後建置檢察制度，但各

州的檢察制度仍欠缺劃一性。 

    殖民時代及獨立初期，美國檢察官是由總督或法院任命。然而至

十九世紀初，由於民主思潮高漲，認為所有公務員都應由民選產生，

包括法官及檢察官，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成為第一個以選舉產生地

方檢察官(district attorney)的州，到西元一九一二年，大多數的州都採

用相同的制度，時至今日只剩華盛頓特區(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及德拉瓦(Delaware)、紐澤西(New Jersey)、羅德島(Rhode Island)

及康乃狄克(Connecticut)四個州，不採選舉方式。形成美國特有的檢

                                                
30 「The “attorney” for the Queen should “prosecute and implead in the law all criminal 

offenders, and do all things necessary or convenient as an attorney to suppress 
vice and immorallities.”」 

   William F. McDonald, ibid., p.20. 
   黃東熊，前揭書，第 22 頁。 
31 職業原告(professional complainant)是以替人訴訟為業，並由勝訴結果取得報酬。 
   William F. McDonald, ibid.,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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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制度32。 

    獨立後半世紀左右，美國的刑事體系結構大致完成，與先前最大

的差異在於，檢察官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追訴無被害人或

侵害公共法益的犯罪方面，而在全職專業的警察機構建置完成後，被

害人在刑事偵查及訴追的角色就更加萎縮了33。 

    全職專業的警察機構之建置及其權限的擴張，與檢察制度有密切

的關係。傳統上，治安(警)官(peace officer)對於重罪案件(felony)如認

有合理懷疑(reasonable grounds)，即可進行無令狀逮捕(warrantless 

arrest)，但如逮捕錯誤，應承擔民事責任，至於輕罪(misdemeanor)，

則除非是現行犯，不能進行無令狀逮捕。西元一八二七年英格蘭法院

對於警察逮捕錯誤的案例，作出免除警察民事責任的判決，但這個判

例只適用於警方，並不適用於私人，於是被害人更願意將犯罪交由警

方來處理；但如此一來，錯誤逮捕的可能性就更增加了，於是在制度

上設計了逮捕後的審查(post-arrest review)機制，在某些地方是由法

官(judicial officer)在初審階段(preliminary hearing)受理，有些地方則

委由檢察官來處理34。 

    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上的角色，漸漸地被警察及檢察官所取

代，某些地區的警察可以越過檢察官階段，將案件交給大陪審團起訴，

或直接送到法院審判；有些地區則由檢察官決定是否起訴。隨著認罪

協商制度的採用，檢察官介入認罪協商程序，隨著檢察官權限的擴張，

而漸漸成為起訴的把關者(gatekeeper)。大致說來，到十九世紀末期，

檢察官已經承擔正式的控訴程序(formal accusatory process)，包括：

                                                
32 Angela J. Davis, ibid. 
   黃東熊，前揭書，第 22 頁。 
33 William F. McDonald, ibid., p.23-24. 
34 Ibid., p.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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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陪審團陳報案情(presenting cases to the grand jury)、撰寫起訴

書(filing informations)、駁回警方移送的案件(dismissing cases filed 

by the police)、認罪協商(plea bargaining)、實行公訴(prosecuting 

cases at trial)等等35。 

    但美國的刑事訴訟制度源自英格蘭的制度36，而當歐陸各國邁向

糾問制度時，英格蘭仍維持普通法上私人追訴的控訴制度，即便是在

警察制度建立之後，由警察機關擔當大部分的追訴工作，仍不改其性

質37。因此，在訴訟制度的演變過程中，英格蘭少了預審法官階段的

體驗，美國因循其制，雖設有檢察機關，但檢察官的權限是由警方劃

分過來的，不像歐陸國家的檢察官是取代部分預審法官的功能，因此

美國的檢察機構即較不具有司法性格，兼以其選任方式多透過選舉產

生，也就比較像是民選的政務官了。 

第五款  日本 

    日本古代行政官吏中雖也有類似檢察官職能者，例如：奈良、平

安鐮倉時代的「彈正台」，平安初期的「檢非違使」，德川幕府時代的

                                                
35 Ibid., p.27-28. 
36 英格蘭在一八七九年犯罪訴追法(Prosecution of Offences Act 1879)通過之前，並沒

有檢察官，因採私人追訴制度，被害人得自己或聘請律師打官司，追訴犯罪。其後設

置檢察長(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一職，由內政大臣(Home Secretary)任命，

作為內政部(Home Office)的下屬職員，但只處理少數重大案件，當其決定追訴時，

案件就交給財政部的法務官(Treasury Solicitor)接手，其他案件則仍由警方處理追訴

事宜。直到 1985 年犯罪訴追法(The Prosecution of Offences Act 1985)通過之後，

才結合檢察長及既存的警察追訴機關 Police Prosecuting Solicitor’s Departments)，
成立皇家檢察機關(the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CPS))，並以檢察長為檢察機關

之首長。 
   Garry Patten, ibid. 
   黃東熊，前揭書，第 24-27 頁。 
37 黃東熊，前揭書，第 24-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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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38，但儘管古代的某些官吏負有檢舉犯罪、追捕犯罪、蒐集

犯罪證據等職掌，但在歷史背景與制度沿革方面，與日本現代的檢察

制度並無直接的關連39。 

    日本現代的檢察制度是在明治維新時期，自法國引進，經幾度變

革後，而有了近代檢察官制度40。明治五年(西元一八七二年)制定的日

本司法職務定制法，其中的第六章、第七章是關於檢事職制及檢事章

程之規定，規定檢察官為保障憲法及人民權利，扶良除惡，監督裁判

品質的公益代表人，此為日本近代檢察制度的初現41。 

    明治十三年(1880年)公布的治罪法(嗣改為刑事訴訟法)，確定了

國家追訴及起訴獨占原則，然因該法同時採用預審法官制度，檢察官

的角色並不明顯。嗣於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的裁判所組織法及刑事

訴訟法，改採德國式的架構，將檢察系統與行政機關的司法省分離，

而與法院合流，裁判所附設檢事局，檢察官的任職資格、官階、薪俸

與裁判官相同，對於法院獨立行使職權，對內應服從上級長官命令42。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盟軍占領日本，在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的主導下，於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及翌年

頒布的檢察廳法及刑事訴訟法，誕生了現行的檢察廳及檢察官，因其

歷史的因素，成為融合法、德、美三國制度的檢察制度43。 

                                                
38 裘索，《日本國檢察制度》，商務印書館，2003 年，北京，第 3 頁。 
39 黃東熊，前揭書，第 14 頁。 
40 章瑞卿，〈採訪日本檢察制度成功的原因〉，律師雜誌，第 284 期，2003 年 5 月，第

108 頁以下(第 112 頁)。 
41 裘索，前揭書，第 3 頁。 
42 上級長官有職務移轉權及職務承繼權。 
   裘索，前揭書，第 4-5 頁。 
43 同前註，第 6 頁。 
   黃東熊，前揭書，第 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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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我國檢察制度之來源 

    我國古代並無西方控訴原則下的檢察制度。我國古代特有的監察

制度，主要在整頓吏治，糾正違失；可分為二個系統，一為言官，或

稱諫官，以「給事中」及「諫議大夫」為主，職司諫諍君主，封駁詔

敕，規正朝廷違失，節制君權，以免天子恣意虐民1，唐朝魏徵任諫議

大夫時，即以勸諫著名2；另一為察官系統，或稱監官，以「御史」為

主，職在監督百官，糾劾官邪，維護綱紀，防止官吏擅權誤國3。 

    職司糾劾官吏違失，維護官箴的御史台(明代以後改稱「都察

院」)，雖因為職責之故，在唐朝之後也參與重大案件的審判，和刑部、

大理寺合組「三法司」4，俗稱「三堂會審」，但我國古代的御史，與

歐陸職司檢舉一般犯罪的檢察官，尚難等量齊觀。我國現代的檢察制

度，是在清朝末年法制改革後才產生。 

    庚子事變(1900 年)之後，清廷在和約中允諾議商改善通商事宜，

西元一九０二年(光緒二十八年)清廷與英國簽訂的「續訂通商航海條

約」(馬凱條約)5約定，中國深欲整頓本國律例，以期與各西方國家改

                                                
1  王壽南，〈唐代御史制度〉，收錄於《唐代政治史論集》一書，增訂本，台灣商務印書

館，2004 年，第 1 頁以下。 
2  李樹桐，《隋唐史別裁》，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第 92 頁 
   新唐書．卷九十七．魏徵傳：「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

者。」 
3  王壽南，前揭書，第 1 頁以下。 
4  倪正茂，《比較法學探析》，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 年，第 383 頁以下。 
5 《中英續訂通商航海條約》於 1902 年 9 月 5 日(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初四)由呂海寰﹑盛

宣懷與馬凱(Sir James Lyle Mackay)簽訂。又稱《馬凱條約》，是根據《辛丑條約》

第十一款的規定所簽訂的。訂立新的通商行船條約是參加《辛丑條約》的列強所取得

的權利之一。英國於《辛丑條約》簽字後三周﹐ 就派定代表來華商訂此項新約。1902
年 1 月 10 日﹐中英談判在上海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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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一律，英國允諾盡力協助，一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判制度

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允諾放棄其治外法權，此為中國採行

現代法治之初端6。除了英國，美、日兩國亦同意，如中國律例與外國

(歐美)一致，即願意放棄領事裁判權7，清廷於是加緊改革司法制度。 

    一九０六年清廷改革官制，原掌刑罰執行的刑部，改為「法部」，

職司司法行政事務，原掌參審重案的大理寺，改為「大理院」，為最高

審判機關，職司司法審判事務，其下設各級審判廳。同時在大理院及

各級審判廳，對應設立總檢察廳及各級檢察廳。一九０八年奉天高等

審判廳、高等檢察廳率先成立8。 

    西元一九０六年(光緒三十二年)頒行的「大理院審判編制法」中，

已確立了檢察官提起公訴等基本原則，該法第十二、十三條規定：「凡

大理院以下審判廳均須設有『檢察官』，其檢察局附屬該衙署之內。」；

「檢察官於刑事有提起公訴之責，檢察官可請求用正當之法律，檢察

官監視判決後正當施行。」，同時頒布的「高等以下各級審判廳及檢察

廳試辦章程」，明定檢察與審判兩廳獨立行使職權9。一九一０年二月

七日頒行，為其後法院組織法先驅的「法院編制法」，明確規定大理院

為最高司法機關，其下分設高等、地方、初級審判廳及檢察廳10，確

定了近代審檢合署，各自獨立行使職權之檢察制度。 

    民國成立，仍沿清制，西元一九一九年設置各省特別區初級審判

                                                                                                                                          
   中國大百科智慧藏，智慧藏百科全書網，http://www.wordpedia.com/。 
6  (日)崗田朝太郎、松崗義正、小河滋次郎、志田鉀太郎口授，鄭言筆述，《檢察制度》，

前言(陳頤所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第 1-2 頁。 
7  王爾敏，《晚淸商約外交》，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147 頁以下。 
8  張從容，《部院之爭︰晚清司法改革的交叉路口》，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6 月，

第 71 頁以下。 
9  法務部編，《法務部史實紀要(第二冊)》，初版，法務部印行，1990 年，第 1 頁。 
   法務部編印，《跨時代的正義─檢察制度世紀回顧紀念文輯》，2008 年 5 月，第 10 頁。 
10 張從容，前揭書，第 76 頁以下。 



 68 

廳，同時配置各級檢察廳。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裁撤檢察廳，而於

各法院內配置檢察官，將原有之檢察長及監督檢察官改為各級法院首

席檢察官，仍獨立行使職權。一九二八年設立最高法院檢察署，置檢

察長一人，指揮監督並分配該管檢察事務。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公布法院組織法，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施行，此後法院組織法經多次

修正，並施行審檢分隸，仍未變更檢察制度的基本模式11。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各級

法院及分院配置檢察官之員額。以法律定之。」，同法第二十九條規定：

「檢察官對於法院，獨立行其職權。」。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修正之法院組織法，將首席檢察官改為「檢察長」，而將原最高法院檢

察長改為「檢察總長」，並將檢察機關與法院之關係，由人員配置改為

機關配置，於第五十八條規定：「各級法院及分院各配置檢察署。」 

    清末民初現代法制建置之際，台灣尚在日本統治之下，台灣地區

檢察制度的建置過程略異於中土。十七世紀荷蘭在台灣殖民時，雖然

有名為「Fiscale」的法律事務官員之設置，但當時台灣的居民都未曾

接觸今日的檢察制度12。西元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台灣

總督府於同年十月七日，以軍事命令發布「台灣總督府法院職制」，第

三條規定：「總督府法院置院長一人，審判官四人，書記四人，各支部

置審判官、書記各一人或二人。」，並未設置專司檢察事務之人13；但

其後於十一月十七日發佈的「台灣住民治罪令」第三條則規定：「陸軍

憲兵軍官、軍士、守備隊長、兵站司令官、地方各行政機關長官、警

                                                
11 廖與人，《中華民國現行司法制度(上冊)》，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 年，第

320 頁。 
12 王泰升，〈歷史回顧對檢察法制研究的意義和提示〉，檢察新論，第 1 期，2007 年 1

月，第 1 頁以下(第 4 頁)。 
13 王泰升，〈台灣檢察制度變遷史，檢察制度世紀回顧委託研究報告〉，法務部編印，2006

年 6 月。 



 69 

部長、警部應為檢察官，偵查犯罪，蒐集證據，起訴於法院或支部。」，

顯見日治初期的軍政時期，是指定特定人士來擔任檢察官的工作14。 

    西元一八九六年進入民政時期後，台灣總督府在五月一日發佈「台

灣總督府法院條例」，並根據該條例設立「台灣總督府法院」，掌理民

事刑事裁判，採三級三審制，設有高等法院、覆審法院、地方法院。

各法院，除「判官」外，同時設有檢察官，判官及檢察官均由台灣總

督任用。此為台灣地區首度有西方的檢察制度15，相較於清末的「大

理院審判編制法」，足足早了十年。 

 

                                                
14 同前註。 
1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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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小結 

    從各國檢察官制度之沿革，可以歸納出檢察官產生之背景及原因

如下： 

    在刑事訴訟程序廢除糾問制度，改採控訴制度演變過程中，糾問

法官的權力被削弱了，漸漸成為純粹被動的「聽訟者」，另賦予檢察官

開啟訴訟之權限，以期透過訴訟上的分權，達到刑事審判程序的客觀

與正確。 

    在走回控訴制度的過程中，原始的私人追訴制度無法應付複雜的

社會裡對治安的需求；而維護治安的警察機關，又因為專業能力因素，

無力承擔法庭工作，於是受過嚴格法律訓練的檢察官，順勢承接控訴

的責任，並承擔監控警察活動合法性的任務，以維護法治國家應有的

秩序，並避免淪為警察國家。 

    而對於始終維持控訴制度的國家，當國家權力集中，私人追訴無

法應付繁複的社會時，也順應潮流設置檢察官作為專業控訴人，但其

是用以取代私人追訴，因此在其定位及職權方面，相較於瓜分糾問法

官權限的檢察官，即有顯著的差異，惟對於檢察官公益的角色，則並

無二致。 

    檢察官為法律的守護人，除了代表國家訴追犯罪外，也同時保障

人民權益；因此表現在檢察官的義務上是對被告有利、不利之事證應

一併注意，檢察官可以為被告之利益或不利益進行上訴。德國刑事訴

訟法學者Eb. Schmidt曾說：檢察官乃國家法意志的代表人，而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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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聲筒1，為檢察官設立的目的，下了最佳的註腳。 

                                                
1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四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 9 月，第 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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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檢察官與相關職位 

第一目  檢察官之職權 

    由各國檢察官之源起可以得知，檢察官是在糾問制度演變到控訴

制度，私人追訴改為國家追訴之下的產物，尤其在採用公訴獨占的國

家，如果又沒有自訴制度，或者自訴制度只是聊備一格，則檢察官成

為開啟刑事訴訟的唯一「守門人」，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之重要性不言可

喻。 

    各國關於檢察官之名稱及職權並不一致，但與其歷史歷程有關，

在英美法國家，通常以具有法律專業的律師，來代表國家追訴犯罪，

於是仍保留私人追訴時代的稱謂，有稱為「皇家律師」(Crown Attorney 

or Crown Counsel)(加拿大)、「國家律師」(U.S. Attorney)、「地方律

師」(District Attorney)，甚至以其管轄領域稱之，為郡律師或州律師

(County Attorney, State Attorney)，或是以其職權稱之，為公訴律師

(Prosecuting Attorney) 1，或皇家檢察官 (Crown Prosecutor)(英格

蘭)；而在大陸法系國家，則往往將之與法官同列在公務員(civil servant)

之列，即為具有法律專業之公務員，並強調其公益性，在法國檢察官

統稱為 Ministére Public，另再以其職務別另設職名2；德國則稱為國

家代理人(Staatsanwalt)。 

    檢察官的角色具有四個功能，即：為警察官之功能，為裁判官之

                                                
1  以上均為美國檢察官之稱謂。 
2  林輝煌，〈我國檢察官制度之檢視與再造─以比較制度及《聯合國 1900 年檢察官角色

指引》為準據〉，檢察新論，第 3 期，2008 年 1 月，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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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為律師之功能，為行刑官之功能3，幾乎貫穿了整個刑事司法程

序。各國檢察官之職權範圍不一，最廣泛的從包括參與上游的偵查、

起訴，到下游的裁判、執行，以及其他民事或非訟事件，例如：我國

與法國。其次廣泛者僅以刑事偵查、起訴、實行公訴及執行為限；狹

窄者僅限於刑事偵查、起訴及實行公訴；次窄者僅限於起訴及實行公

訴；最窄者，如英格蘭，檢察官只對重大犯罪案件，提起公訴及實行

公訴4。 

    我國法院組織法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檢察官之職權為：實施偵

查、提起公訴、實行公訴、協助自訴、擔當自訴及指揮刑事裁判之執

行，以及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因此，我國檢察官之職權是採取

最寬的範圍。 

    各國對於檢察官職權範圍容或有寬窄不同，但提起公訴及實行公

訴始終是檢察官最重要、最核心的職權，各國再以此為核心，分別向

上游及下游延伸，擴及於公訴前之偵查，以及判決後之執行，並因檢

察官的公益角色，再賦予其他職權。因此，本文將以行使起訴(裁量)

權，並負責維持公訴權責之人，作為探討之對象。 

 

                                                
3  黃東熊，《中外檢察制度之比較》，中央文物供應社，1986 年，第 147-148 頁。 
4  林輝煌，前揭文，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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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相關職位 

    檢察官的主要職權為提起公訴及實行公訴，而為了提起並準備公

訴，檢察官必須檢視、評估並篩選證據，甚至進行偵查並搜集證據。

而在歷史上以及立法例上，曾以相關的職位或類似的角色，取代或從

事檢察官的這些功能，在此擬就預審法官1(偵查、搜集證據)、偵查法

官(節制、制衡檢察官權限，保全證據)及大陪審團(評估證據，決定是

否起訴)，分論之。 

第一款  預審法官 

    預 審 法 官 (juge d'instruction ， investigating magistrate ，

Untersuchungsrichter)是因預審制度而來，「預審」即審判前之預備工

作，即法官在審判前就積極介入，進行調查犯罪事實，蒐集證據，尋

找犯罪嫌疑人等偵查活動，以便進行審判。就實質意義而言，「預審」

與「偵查」所從事之工作並無二致，差別僅在於，前者是由專職法官

為之2。 

  中世紀歐洲大陸在教會法的影響下，普遍採用糾問式訴訟程序，

法官在審判前就積極介入案件調查，並將調查結果作成書面記錄，並

進而以書面記錄作為審判的基礎。路易十四(Louis ⅩⅣ)於西元一六七

０年發布刑事條例敕令(Ordonnance criminelle de 1670)3，將審判程

                                                
1  預審法官實際上從事的是偵查工作，或許稱之為「偵查法官」較為名實相符，但因其

係沿襲、延續糾問制度的審判程序中的預審階段，因此本文仍稱之為「預審法官」。 
2  陳志龍，〈預審制度與檢察官〉，萬國法律，第 114 期，2000 年 12 月，第 72 頁以下。 
3  該敕令條文可在下列網站查得(法文版)。

http://ledroitcriminel.free.fr/la_legislation_criminelle/anciens_textes/ordonnance_cri
minelle_de_16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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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分為預審(examination)及審理(judgement)兩個階段。由預審法官本

於被害人之申告，或其他告發，或預審法官主動查覺，而發動偵查，

蒐集、調查證據，訊問證人，建立卷宗檔案，再將卷證資料轉交國王

代理人，徵詢其意見後，將案件送交審判庭審判。當時的預審法官並

且有主動開啟偵查之權限。 

    現代的控訴式訴訟下的預審制度，則始於法國一八０八年的犯罪

審理法(Code D'instruction Criminelle de 1808)，該法規定，由檢察官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及預審法官(juge d'instruction)負責預審

階段，檢察官負責追訴，但並無訊問及強制處分權，僅得就所知之犯

罪嫌疑，請求預審法官發動偵查；預審法官雖有訊問及強制處分權，

但應遵循不告不理原則，非經檢察官請求或被害人告訴(類似我國的自

訴)，不得開啟預審程序4。 

    拿破崙的犯罪審理法，適用達一百五十年之久，至一九五九年才

由第五共和的刑事訴訟法所取代5。茲以法國現行的制度，說明預審法

官制度。 

    法國將犯罪區分為重罪(Crime)、輕罪(Delit)及科處罰金之刑法及

違警案件(Contravention)，交由不同的法院審理，重罪案件必須經過

預審，其他案件則除有特別規定外，並不強制採取預審程序，直接由

檢察官將案件送到法院接受審判6。 

                                                
4   Adhemar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Translated by John Simpson, with an editorial preface by 
William E. Mikell and introductions by Norman M. Trenholme and by William 
Renwick Riddell,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Reprinted 2000 by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New Jersey, p.504-505 

5  林朝榮，《檢察制度民主化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年，

第 52 頁。 
6  李山明，〈簡介法國「偵查法官」(Le Juge D'instruction)與「重罪法庭陪審」制(Le 

Jury)〉，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2003 年 7 月，第 28 頁。 
   陳文琪，九十三年度台法司法人員交流計畫法國司法機關參訪報告，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出國報告，2005 年 3 月，第 14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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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審法官受理案件採不告不理原則，經檢察官提出偵查聲請書

(Réquisitoire Introductif)，或經在刑事法院成為民事當事人(partie 

civile)之被害人請求，即應開啟預審7，不得拒絕請求8。如預審法官認

為事證不明，而作出不予偵查之裁定(ordonnance de non-informer)，

檢察官和民事當事人均可提起抗告9。預審法官應依法採取其所確信最

有效的偵查方法，以期發現真實，不論有利或不利於被告10。預審法

官進行偵查時，有訊問被告、證人，勘驗現場，搜索、扣押，監聽電

話、傳喚、拘提、羈押被告，或准許被告交保，命實施鑑定，囑託司

法互助等權限，並可要求司法警察的協助11，除了不得主動開啟偵查

外，預審法官擁有充分的偵查權限12。 

    預審法官偵查終結後，應即通知檢察官，檢察官應於三日內提出

書面意見，但預審法官並不受其意見之拘束。預審法官如認被告罪嫌

不足，即應作成不起訴之裁定(ordonance de non-lieu)13；如認被告構

成違警或輕罪，則分別移送至各該輕罪法庭(Trubinal Correction)，或

警察法庭(Tribunal De Police)進行審判；如認被告構成重罪，則將案

件移送至重罪法院檢察部門(the Indictment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ppeal)14，由檢察官送請重罪法院進行第二級預審程序，預審結束

後，如認被告涉嫌輕罪或違警，則分別送交各該法院處理；如認被告

確有涉嫌重罪，則應將案件送重罪法院檢察部門，由檢察官撰寫起訴

                                                
7  法國刑事訴訟法第 51 條第 1 項。 
8  Robert Vouin, “The Protection of Accused in Franch Criminal Procedure”, The 

Internation Comparative Quarterly, Volume 5, January 1956, p.7. 
9  法國刑事訴訟法第 186 條第 2 項。 
10 法國刑事訴訟法第 81 條。 
11 法國刑事訴訟法第 51 條第 3 項、第 81 條第 4 項。 
12 法國刑事訴訟法第 92、94、97、100-100-7、122、125、137 條。 
   Christian Dadomo & Susan Farran, The French Legal System, Second Edition, 

Sweet & Maxwell, 1996, p.203f. 
13 李山明，前揭文，第 23 頁。 
14 法國刑事訴訟法第 181 條。 
   Christian Dadomo & Susan Farran, ibid., 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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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再移送到重罪法院審理15。 

    目前法國只有重大案件(例如：殺人、妨害性自主等)，或者案情

複雜的普通案件(例如：公務侵占、盜用公款、貪污等案件)才會有預

審法官介入。根據法國司法部的統計，在西元二００五年一整年，法

國約有一百一十萬件犯罪進入審判，其中只有大約三萬三千件是經過

預審法官調查16，其餘大多數的案件都是由司法警察機關，在檢察官

的監督之下進行偵查。 

    預審制度脫胎於糾問式訴訟，保留了由法官主導偵查程序的特

點，法官獨立偵查，不會受其他外力的干預17，但又為避免預審法官

濫用偵查權限，於是再以不告不理原則來加以限制，並使其與檢察官

相互制衡，以避免糾問制度之餘毒。 

  預審法官制度，利弊互見，由法官主導偵查程序，法官獨立於行

政權之外，可以在兼顧被告人權之情況下，有效地蒐集對被告有利及

不利的證據，以發現真實，更有利於實現公平正義，其偵查亦較具公

信力；但預審法官既指揮偵查，又簽發令狀，實際上就是披著法官外

衣的檢察官18，有點掩耳盜鈴的意味。德國在一九七四年修法之後，

即廢除預審法官制度，取消法官的審前調查權，另外再獨立設置檢察

機關19。將原先由預審法官履行的四大職能︰蒐集證據、簽發令狀、

保全證據和證據評估，移轉出去。其中蒐集證據的工作轉交給檢察官，

確立了檢察官為偵查主體的地位20；評估證據是否足以進入審判程序

                                                
15 Christian Dadomo & Susan Farran, ibid., p.208f. 
   卞建林、劉玟，《外國刑事訴訟法》，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第 135 頁。 
16 Les chiffres-clés de la Justice, French Ministry of Justice, October 2006. 
   http://www.justice.gouv.fr/art_pix/1_chiffrescles06.pdf, visited at 2008/04/03. 
17 Robert J. Art, Louise Richardson, Democracy and counterterrorism: lessons from 

the the past, U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7, p.139. 
18 李山明，前揭文，第 28 頁。 
19 陳志龍，前揭文，第 73 頁。 
20 同前註，第 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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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則交給處理中間程序(或起訴審查制)的法官21。至於在偵查中

簽發令狀和保全證據的工作，則交給偵查法官(Ermittlungsrichter)22。 

    預審法官制度在法國已有二百年的歷史，其存廢一直有正反不同

的意見。首先，預審法官一直陷於偵查者與裁判者的角色衝突中，更

引起人們對法官中立性之質疑；其次，在實務上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

案件，是經過預審法官偵查，而且其中還有不少案件是由預審法官授

權（commission rogatoire)司法警察來進行偵查；況且剛結訓少不更

事的預審法官，也未必能發揮多少實質偵查的功能23，於是一直有廢

除預審法官之議，雖尚未付諸行動，但為確保人權，法國自二００一

年一月一日起，已不再由偵查法官決定偵查中被告之羈押，而改由羈

押法官(Rights and Detention Judge, Le Juge des libertés et de la 

détention)來處理，且對於羈押的原因及期間作了更嚴格的限制24。 

第二款  偵查法官   

  所謂「偵查法官」(Ermittlungsrichter)，並不是從事或者主導偵查

活動的法官，而是指在偵查階段，應偵查機關之聲請，就特定強制性

偵查措施為裁定的法官。偵查法官對於偵查活動並無監督或指導之權

責，而只是因為法官保留原則(Grundsatz der Richtervorbehaltes)25，

基於人權的考量，在具體個案中應檢察機關的申請，決定羈押、搜索

等強制處分令狀等之核發。 

                                                
21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1 項。 
22 其實，「預審法官」及「偵查法官」的稱謂，有點名實不符，預審法官實際上從事的

是主要是偵查的工作，而偵查法官反而沒有什麼「偵查」的功能，但因配合預審程序，

而沿襲前人的稱謂。 
23 周建華，〈法蘭西預審法官存廢之爭〉，中國刑事法雜誌，第 3 期，2006 年。 
24 法國刑事訴訟法第 116 條。 
25 是指將特定的公法上事項保留由法官行使，並且也僅法官能行使的原則。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四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 9 月，第 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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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查原本是由檢察官或警察主導，但偵查法官卻提早在偵查階段

即已介入，提早將控訴制度在審判中設計的三面關係（被告、檢察官

及法官）引入偵查程序中，以法官中立的角色，節制偵查機關的偵查

作為，以維護人權。 

    在立法例上，德國的偵查法官，其就偵查程序的介入，並不單只

在於就強制處分的聲請，為准否的決定而已，更延伸至「依偵查機關

之聲請而訊問被告、證人或鑑定人，以保全供述證據」，以及「於一定

要件之下替代檢察官為必要急迫處分」的情形26。目前德國偵查法官

的職務，可分成下列三大類：(一)依偵查機關之聲請，裁定是否准許

採取特定強制處分或偵查作為，例如：羈押、搜索、扣押、監聽等令

狀之核發，或證據之保全等。(二)偵查機關在緊急情況下，未經取得

法官之令狀，逕行採取某些偵查措施，事後依法應聲請法官核准，由

偵查法官處理該類聲請案，例如：逕行搜索27。(三)因情況急迫，如有

延誤就會發生危險時，如未能及時與檢察官取得聯繫，則雖未經檢察

官聲請，偵查法官也可以以檢察官之立場，主動處理必要的偵查事宜，

例如：依職權簽發羈押命令28。在此情況下，偵查法官是以檢察官的

立場處理偵查事宜，故或稱其為「緊急檢察官」(Notsstaatsanwalt)29。

但為了確保檢察官的偵查主體地位，偵查法官只有在未能及時聯繫上

檢察官時，才可以主動處理，至於後續的處理事宜，仍應交給檢察官30。 

    我國檢察官原本擁有羈押被告、簽發搜索票、監聽票之權限，但

在人權思潮影響下，自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以來，認定賦

予檢察官羈押權限之規定抵觸憲法，刑事訴訟法及相關法律陸續修

                                                
26 Claus Roxin 著，吳麗琪譯，《德國刑事訴訟法》，初版，三民書局，1998 年 11 月，

第 95、96 頁。 
27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 
28 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25 條。 
29 Claus Roxin 著，吳麗琪譯，前揭書，第 96 頁。 
30 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6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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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將簽發押票31、搜索票32、通訊監察書33的權限交給法官，並賦予

法官事後審核逕行搜索合法與否之權限34，我國的偵查法官的權責越

來越重，但還稱不上有德國法制上「緊急檢察官」的功能。而且，我

國的法官可能因為接手處理偵查中令狀核發等偵查法官的工作，為時

尚短，在心態上仍停留在審判法官的角色，尚未能突顯偵查法官制度

的特色。 

第三款  大陪審團 

    源自於英格蘭普通法(Common Law)系統的大陪審團，是另一個

專業的公訴團體，其在歷史上、政治上35、法治上均有重大意義。 

一、大陪審團之起源 

    大陪審團之起源，在學者間眾說紛紜，有追溯至希臘時期，但希

臘時期固然存在有民眾參與公訴之情形36，然早在英格蘭與希臘城邦

                                                
31 刑事訴訟法第 102 條第 4 項。 
32 刑事訴訟法第 128 條第 3 項。 
33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5 條第 2 項。 
34 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 
35 有認為這是保護一般民眾，免於被當權者不當追訴之保護傘。美國獨立宣言所列舉殖

民者之惡行，甚至包括剝奪陪審的權利。 
   Nancy Jean King, “The American Criminal Jury”, 62 Law & Contemp. Probs. 41 

(Spring 1999). 
   Albert W. Alschuler & Andrew G. Deis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riminal Jury in the 

United States”, 61 U. CHI. L. REV. 867, 874 (1994). 
36 西元前五九四年，梭倫就任希臘雅典的執政官後，進行一系列改革，首創陪審法庭

(Heliaea of Thesmothetae)，即「作為法庭的公民大會」(assembly as a court)，由

行政官員於集市日在市場上審理訟案，並由有空暇的若干公民參加，為公民參與審判

的一種表現。另有以年滿三十歲之公民為基準，抽籤選定一千五百零一人、一千零一

人或五百零一人組成審判團，審理刑事案件。 
   何勤華主編，《外國法制史》，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2004 年 1 月，第 68、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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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往來之前，即已消失於歷史洪流之中。且雅典時期雖有類似諾曼

人(Norman)以決鬥，或公眾參與審判之習俗，但尚未出現一個以控訴

為職志的專責機關。有些學者主張，大陪審團源於盎格魯薩克遜的

Ethelred Ⅱ(978~1016)時頒布的法規，但有些則認為是在西元一０六

六年諾曼人征服英格蘭之後才引進，但也有認為與諾曼人無關37。 

    確切地說，大陪審團是由治安首長(bailiff)從百戶邑中挑選召集，

作為處理發生在該百戶邑中之犯罪的控訴者，後來擴大為二十四名騎

士組成，在愛德華三世(Edward Ⅲ, 1312~1377)統治時期，才正式定

案，西元一三五二年愛德華三世下令禁止起訴陪審團參與審判38，一

三六八年正式確定由二十四人組成，作為起訴之諮詢機關，並賦予正

式名稱「le graunde inquest」39；但在此之前早已歷經了多年的醞釀

和演進。 

    審 判 階 段 之 小 陪 審 團 (petit jury) 是 斯 堪 地 納 維 亞 人

(Scandinavians)的制度，隨著維京領導人羅樓(Rollo of Normandy，

c. 860 ~ c. 932)帶領人民進入諾曼第而傳到歐陸，適用在較輕微的案

件上。當時在斯堪地那維亞是以 nambda 作為控訴者40，而盎格魯薩

克遜人則是使用 sectatores41，他們所處理的包括法律及事實問題。

其議決方式是否須全體一致通過已不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二種

人員所處理的均為民事案件42。 

    關於刑事案件之處理，諾曼人是採控訴原則(appeler)，並以決鬥

                                                                                                                                          
頁。 

37 George J. Edwards, Jr., The Grand Jury, 1906, p1-2. 
38 何勤華主編，前揭書，第 252 頁。 
39 George J. Edwards, Jr., ibid., p2. 
40 John Reeves,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w: From the Time of the Saxons, 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Philip and Mary [1558], Third Edition, Printed for Reed and Hunter, 
1814, p.84. 

41 薩克遜法制，在民事訴訟中就事實及法律作出裁決之人。 
   Black’s Law Dictionary, West Publish Co., Fifth Edition, 1979. 
42 George J. Edwards, Jr., ibid.,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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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ger of battle)方式決定訴訟之勝負，對於無人提出控訴之犯罪，則

不予追訴，nambda 對於刑案並無管轄權。至於英格蘭制度的設計則

重在避免犯人逍遙法外，實施以十個納稅戶區(tithing)居民為單位的共

誓連保制度(frankpledge)，居民互為彼此行為的保證人，相互擔保在

觸犯法律時不會逃避審判 43。鎮長巡迴各地，每年舉行二次庭期

(sheriff’s tourn)，百戶小邑區每年一次巡迴法庭，檢視、檢討共誓連

保之效果。至 Ethelred 時更規定，在百戶小邑(wapentake)中選出十

二名年長的鄉紳，負責針對該小邑中所發生之犯罪提出陳述

(presentment)。並採用「呼喊追捕法」(hue and cry)44，而如果嫌犯

逃匿無蹤，則其所屬之百戶邑將會連坐罰款。 

    當時(Ethelred 時代)認為所有的犯罪都是私人間的關係，因此有

贖罪賠償金(weregild)45之適用，犯罪行為人可以因為支付賠償金給被

害人或其家屬，而免於接受刑罰，至於賠償金之數額則因犯罪情節，

被害人受害程度，甚至是被害人的身分地位而有不同。如果被告無法

或拒絕支付償金，則改採宣誓裁判法(compurgation)46、詛咒(神意)裁

判法(the corsned or morsel of execration )47或以酷刑(神意)裁判法

(the ordeal of fire or water)48。如果被告無法找到足夠的證人，以宣誓

                                                
43 John Philip Dawson, A History of Lay Judg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Reprinted 1999 by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p.188 
44 即當強盜或其他重罪發生時，當地居民應即大聲呼喚眾人追捕嫌犯，直到捕獲為止。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Sixth E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3030. 
45 Black’s Law Dictionary. 
46 採用宣誓裁判法案件之被告，如果發誓自己並未犯罪，並可以在鄰近居民裡找到一定

數量之證人(非目擊證人，只是品行證人)，一併宣誓保證被告並未犯罪，則被告即可

獲無罪開釋。也有學者譯為「共誓滌罪」。 
   見易延友，《陪審團審判與對抗式訴訟》，三民書局，2004 年，第 28 頁。 
   Black’s Law Dictionary. 
47 由教士在一小塊麵包或乳酪上唸下咒語，讓被告食用，被告如果順利吃完，則宣告被

告無罪，如哽在喉裡，則表示被告有罪。 
   Richard Thomson, Illustr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vol 1, Edinburgh: 

Constable & Co., 1828, p.166. 
48 將被告有罪與否，交由超自然的力量來判斷，認為神明會顯現神跡保佑無辜的人，因

此讓被告接受某些酷刑考驗，如果被告歷經考驗而毫髮無傷，或迅速復原，則認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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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他的清白，則須要接受酷刑審判49。 

    Ethelred Ⅱ國王將英格蘭的家戶連保制度(frank-pledge)，配合巡

迴法庭及百戶邑中選出十二名鄉紳作為控訴者，以避免犯罪的制度納

入立法，然而這並不是專業控訴人的首創，只是把當時通行於英格蘭

部分地區的制度，加以明文化，推行於全國罷了。實際上專業控訴人

是歷經多年慢慢演進而來的，至於人數則或多或少有點迷信的意味50。 

    諾曼人占領英格蘭之後，帶來了控訴決鬥制度，原本的共誓連保

制度也仍持續存在，但二者漸漸融合，而不復原來面貌；就連保制度

而言，由於諾曼人的控訴原則的採用，使得共誓連保制度式微，並促

使專業控訴人的產生；而就諾曼人的控訴決鬥制度而言，有了專業的

控訴者，被害人即無冒著生命危險提出控訴，並進行決鬥之必要，而

酷刑裁判法也取代了決鬥法，作為判決的主流51。 

    鄉紳陳述犯行的百戶小邑巡迴法庭制度，到了享利二世(King 

Henry Ⅱ of England，1133~1189)時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而更具有

現代的大陪審團之雛形。金雀花王朝的開創者享利二世在西元一一五

四年歷經多年內戰後即位52，所面臨的是戰亂所造成的紛亂社會，兼

以當時正值十字軍東征(Crusades，1095~1291)全盛時期，從軍出征
                                                                                                                                          

告無辜。酷刑的種類通常為沸水、熾鐵或冷水。有時會與宣誓裁判法合併使用。當被

告無法找到足夠的保證人時，則須接受酷刑的考驗。 
   David Luban, Lawyers and Justice: An Ethical Stud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67f. 
49 George J. Edwards, Jr., ibid., p4. 
50 Ibid., p5-6. 
51 Ibid., p7. 
52  享利二世 (1133~1189)之祖父享利一世 (Henry I, c.1068/1069~1135)為威廉一世

(William the Conqueror, 1027~1089)之幼子，繼威廉二世(William II, c.1056~1100)
之後為英格蘭國王。享利一世過世後，享利二世之母馬蒂爾達皇后(Empress Matilda, 
1102~1167)本為王位繼承人，但享利一世之外甥史蒂芬 (Stephen of England, 
c.1096~1154)搶先登基，馬蒂爾達皇后不服，並展開與史蒂芬長期內戰，嗣後馬蒂爾

達皇后的長子享利二世長大後也加入戰局，之後雙方達成協議，由享利二世於史蒂芬

駕崩後繼位為英格蘭國王。 
   Nigel Saul,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8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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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主返回領地，在登記制度不健全的時代，亟需有解決土地紛爭、

恢復社會秩序的機制。享利二世即位後即陸續頒布一些敕令，試圖取

代原先的裁判方式，並逐步從教會手中取回主導權53。 

    根據西元一一六四年的克拉倫登法案，對於新近被侵奪土地者，

可以訴求巡迴法院恢復其權利，由十二位當地騎士(sword-girt knights)

或自由民組成陪審團，經宣誓後提供證詞，決定土地之歸屬。這也成

為後來普通法上小陪審團之淵源。而在刑事案件方面，一一六六年所

頒布克拉倫登法案(Assize of Clarendon)54規定，重大刑事案件亦由類

似的程序處理，享利二世更任命了許多巡迴法官(justices in eyre)，巡

迴各鄉鎮，拜訪當地的騎士，召集二十四名居民組成陪審團，負責以

口頭報告附近所發生的犯罪事件，但這個陪審團並不為任何裁判，只

是對犯罪提出控訴，這時的陪審團已漸脫離證人的角色，而具有控訴

官的功能55。 

    享利二世的巡迴法庭(itinerant court)也取代了百戶小邑的法庭，

成為特定犯罪的管轄法院，大大擴張了王權；而其中更重要的進展是，

法案中明文規定在這些巡迴法庭上，使用酷刑裁判法 (trial by 

ordeal)，此後宣誓裁判法即不復出現在國王的巡迴法庭上56。採用酷

刑裁判法，未能通過酷刑考驗的被告固然將會被處刑，而通過考驗的

被告，如果其所涉為特定犯罪，也會面臨被放逐(banishment)的命運。

                                                
53 Susan W. Brenner & Gregory G. Lockhart, “Handbook of Federal Grand Jury 

Practice § 2.1”, Virginia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 the Law, 1996. 
   William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7th ed., 1956, p.321-323. 
   Theodore F.T. Plucknett,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5th ed., 1956, 

p.111-113. 
   Andrew D. Leipold, “Why Grand Juries Do Not (And Cannot) Protect the Accused”, 

80 Cornell L. Rev. 260, 280-281(1995). 
54 法案全文可在下列網站(Center for Medieval Studies, Fordham University)取得：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source/aclarendon.html, visited at 2008/03/09. 
55 郭成偉主編，《外國司法制度概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41 頁。 
56 George J. Edwards, Jr., ibid.,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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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凡是被大陪審團起訴的「壞蛋」，最終將被社會剔除57。 

    從百戶小邑的法庭轉換成為國王的巡迴法庭，只是一種身分的轉

換，並不是如何繁難的過程，因為百戶小邑的法庭是由鎮長主持，鎮

長是由國王任命，在當地擁有最高權力，國王想要貫徹其權力，傾向

由御前會議(curia regis)裡選任精通法律之人出任鎮長，並同時執行巡

迴法庭之法官(itinerant justices)之職務，只是由十二位騎士取代鄉紳

作為提出控訴之人58。 

    享利二世在西元一一七六年頒行北安普頓法案(the Assize of 

Northampton)再次確立此種刑事案件之處理方式，並將全國分為六個

巡迴法院區。根據享利二世時代的大法官(Chief Justiciar)Ranulf de 

Glanville 所撰寫，有關當時英格蘭法制的專論所載，古老薩克遜贖罪

賠償金制度，因為諾曼人的控訴決鬥制度的引進而式微，但隨著王權

的擴張，犯罪被視為破壞平和的行為(against the King's peace)，不再

容許私了，因此被害人一旦提出控訴，則未經許可，當事人不得私下

和解或撤回，則專業控訴人的地位愈形重要59。 

    根據 Glanville 論文所載，當時併行著「私人控訴」和「公眾控訴」

(the accusation by the public voice)制度，如果是由被害人或其男性

親屬提出控訴，則通常以決鬥方式裁判；但並非所有案件都適合以決

鬥方式解決，如果提出控訴者為六十歲以上之老人，或受有重傷，則

可以拒絕以決鬥方式裁判，則被告即應接受酷刑裁判；如果控訴者為

女性，則否認犯罪之被告即應接受酷刑裁判。如果控訴失敗，或在決

鬥之前被害人撤回控訴，則仍應再諮詢控訴團體(大陪審團)之意見，

如大陪審團仍舊認為被告涉嫌犯罪，則被告仍應接受酷刑裁判60。 

                                                
57 Ibid., p9. 
58 Ibid., p8. 
59 Ibid., p9. 
60 Ibid.,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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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一二一五年歐洲發生了兩件歷史上重要事件，其一為英王約

翰(John of England, 1167~1216)在蘭尼美德(RunnyMede)簽署了著

名的大憲章(Magna Carta)61，並將大陪審團制度62列入。另一件為教

皇英諾森三世 (Pope Innocent Ⅲ)在第四次拉特蘭宗教會議 (The 

Fourth Council of the Lateran)簽署禁令，禁止教士參與神意裁判法的

程序，則起訴之後的審判程序，不得不改弦更張，起訴後的審判程序

也漸漸改由陪審團來決定63。陪審團於是一分為二，其中原本的十二

人陪審團負責有罪無罪之判斷，而作為控訴者之陪審團則擴充為二十

三人，並有了正式名稱「le grand inquest」。 

    大陪審團發現犯罪應主動調查，並向法院提出起訴書狀 (a 

indictment or a presentment)64，嗣後大陪審團成為保障人權的重要利

器，並列入大憲章(Magna Carta)，到了十八世紀英格蘭人將大陪審團

視為對抗政府壓迫的制度，除了對犯罪提起公訴外，大陪審團甚至對

其他事務提出建言，例如：公共建設、監獄或公共行政65。 

    美國移民將大陪審團制度帶往新大陸，殖民時代的大陪審團，在

拒卻英國當局不當的起訴要求時，也確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66。雖然

在美國立憲當時並未將大陪審團納入憲法之中，但在其後的人權法案

                                                
61 大憲章要求王室放棄部分權力，尊重司法，認同王權應受法律的限制，英王約翰在貴

族脅迫下簽署，嗣後即宣布廢棄，英格蘭隨即發生內亂，翌年約翰駕崩，新王享利三

世(King Henry Ⅲ of England, 1207-1272)即位，曾多次頒布修正版本的大憲章，其

中關於王權的條款縱有修正，但關於大陪審團部分則均未更動。 
62 當時尚未使用大陪審團(Grand Jury)字眼，其用語為：「None of these fines shall be 

imposed except by the assessment on oath of reputable men of the 
neighbourhood.」(大憲章第二十條)。 

63 林朝榮，前揭文，第 23 頁。 
   易延友，《陪審團審判與對抗式訴訟》，三民書局，2004 年，第 38 頁。 
64 indictment 和 presentment 同指起訴書狀，但後來有所區別，presentment 是指大陪

審團本於自主認知，主動發動偵查所提出的。 
   Susan W. Brenner, “The Voice of the Community: A Case for Grand Judy 

Independence”, 3 Virginia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 The Law 67(69), Fall, 1995. 
   Black’s Law Dictionary, Fifth Edition. 
65 Ibid. 
66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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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ll of Rights)第五增補條文即明確保障，死刑或重大犯罪由大陪

審團起訴之權利。 

    大陪審團扮演積極的角色，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初，但

到了十九世紀末，大陪審團越來越受檢察官影響，已是不爭的事實。

隨著檢察官的介入日深，專業的公訴人取代了大陪審團的角色，各州

紛紛立法廢除大陪審團制度，有些州雖然未全然廢除陪審團，但立法

設定一些標準，授權檢察官可以獨立提起公訴。至於聯邦層級，因為

憲法第五增補條文之規定，仍保有大陪審團制度，但其重要性已日漸

式微，成為不折不扣的橡皮圖章67。 

    大陪審團受到檢察官的掌控，原因多端，大陪審團成員素質不一，

大部分不是法律人，本身未必有偵查的能力，仰賴檢察官或法官提供

法律諮詢及指導證據之取捨，如果法官或檢察官未特別提醒或強調陪

審團主動偵查之權限，久而久之自然仰賴檢察官進行偵查及起訴。而

嗣後聯邦刑事訴訟規則，取銷大陪審團主動偵查提出起訴書狀

(presentment)之權力68，規定大陪審團須經檢察官之同意，始得提起

公訴，更是宣告大陪審團只是檢察官的附庸角色。到了一九七０年代

以後，大陪審團的唯一功能，只剩下審酌檢察官提出的證據是否充足，

決定是否應提起公訴了69。 

    大陪審團由二十三名公民(有些州將人數縮減為十二人至二十三

人之間)以抽籤方式組成，可以主動偵查、傳喚證人、聽取及審酌檢察

                                                
67 Ibid. 
68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七條第ａ項之諮詢委員會意見第四點(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7(a) advisory committee's note 4)：「Presentment is not included as an 
additional type of formal accusation, since presentments as a method of instituting 
prosecutions are obsolete, at least as concerns the Federal courts.」。 

69 一九七０年組織犯罪防制法(Organized Crime Control Act of 1970)雖曾授權特別大陪

審團主動偵查起訴之權，但因顧慮到可能濫權，對其權限也多所限制，而事實上陪審

員也欠缺偵查的能力，也未發揮多少功效。 
   Susan W. Brenner,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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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所提出的證據、決定起訴與否，但因陪審員往往不是專業人士，因

此常淪為檢察官的橡皮圖章。英格蘭已在一九三三年廢止大陪審團起

訴制，但美國憲法第五增補條文明確保障被告受大陪審團起訴的權

利，然近年來透過大陪審團起訴的案件已逐漸減少，改以檢察官提出

起訴書(information)，取代大陪審團的起訴書(indictment)，論者批評

這種作法規避了憲法所保障的被告權利70。 

二、大陪審團的法律地位 

    美國一向認為大陪審團是法院的一部分，接受法院之指導71，但

最高法院在一九九二年的判決(United States v. Williams, 504 U.S. 36, 

1992)，對此種通說提出不同的見解，認為大陪審團並未規定在憲法

本文中，因此並不歸屬於憲法第一條至第三條(即立法、行政、司法)

所規定之部門72。但在各州則未必如此，在將大陪審團制度入憲的各

州，如：紐約州，即在其刑事訴訟法明定，大陪審團為選派之法院的

一部分73，其他如北卡羅萊納州(North Carolina General Statutes § 

                                                
70 鍾鳳玲，〈美國刑事訴訟流程概述〉，法學叢刊第 49 卷第 2 期，第 65 頁(70 頁)。 
71 Levine v. United States, 362 U.S. 610, 617 (1960) 
   「The grand jury is an arm of the court and its in camera proceedings constitute "a 

judicial inquiry." Hale v. Henkel, 201 U.S. 43 ,66. "The Constitution itself makes the 
grand jury a part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It must initiate prosecution for the most 
important federal crimes. It does so under general instructions from the court to 
which it is attached and to which, from time to time, it reports its findings."」 

72 「Because the grand jury is an institution separate from the courts, over whose 
functioning the courts do not preside, we think it clear that, as a general matter, at 
least, no such "supervisory" judicial authority exists, and that the disclosure rule 
applied here exceeded the Tenth Circuit's authority.」 

  「 [R]ooted in long centuries of Anglo-American history,… the grand jury is 
mentioned in the Bill of Rights, but not in the body of the Constitution. It has not 
been textually assigned, therefore, to any of the branches described in the first 
three Articles. It is a constitutional fixture in its own right.」 

   504 U.S. 36, 47 (1992) 
73 § 190.05 Grand jury; definition and general functions. 
   A grand jury is a body consisting of not less than sixteen nor more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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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A-621)、華盛頓州(Revised Code of Washington § 10.27.020(6))

亦有類似的規定74。 

    大陪審團應獨立行使職權，為了確保大陪審團的獨立性，美國不

成文的慣例，通常會避免找律師充當陪團員，一方面是顧慮律師會有

定見，而不接受檢察官之指導，另一方面也是顧慮到律師會影響其他

陪審員，而影響了大陪審團之獨立性75。有學者認為陪審團，包括大

陪審團、小陪審團(petit jury)及民事陪審(civil jury)，是美國立憲當時

權利法案的核心，也是民眾參與司法的具體表現76，但隨著民族主義

(nationalism)、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科技進步、專業分工日漸

精細，陪審制度乃日漸式微77。但相較於律師和檢察官，陪審團不為

任何當事人服務的特性，顯得中立客觀多了，且陪審團另有監督法官

的功能，一如憲法中其他機關制衡之機制78，大陪審團維持民眾(私人)

追訴的傳統，並代表著尋求獨立的追訴機關的一種渴望。 

 

                                                                                                                                          
twenty-three persons, impaneled by a superior court and constituting a part of such 
court, the functions of which are to hear and examine evidence concerning 
offenses and concerning misconduct, nonfeasance and neglect in public office, 
whether criminal or otherwise, and to take action with respect to such evidence as 
provided in section 190.60. 

74 Susan W. Brenner, ibid. 
75 Ibid. 
76 Akhil Reed Amar, The Constitution and Criminal Proced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63. 
77 Ibid., p.164. 
78 Ibid., p.16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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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從糾問制度演變為控訴制度，檢察官占據了開啟訴訟的重要位

置，而其關於提起公訴之決定，以及維持公訴的品質，關係著犯罪的

處罰及裁判的正確性。分析各國刑事訴訟法制，關於第一審審判前的

程序，莫不設有審查機制，其目的在於約制檢察官濫權起訴，以避免

證據不充足的案件進入審判庭，並緩和公訴獨占的弊端。 

    而各國法制，有由單獨的機構(人員)審查者，如預審法官及大陪

審團；有在起訴後由審判庭進行審前審查者，如德國的中間程序1。而

後者，雖然未在偵查中設(起訴)把關的人員或機構，但為了確保人權，

及符合法官保留原則，另設有偵查法官，來處理令狀核發及證據保全

等事宜。 

    刑事訴訟程序是一個分工的歷程，經由這些程序，讓犯罪者接受

應得的處罰，使無辜之人獲得澄清；在這個程序中，從偵查、起訴、

公訴、審判、執行，各個階段各有專業人員負責，各司其職。審判階

段的司法獨立已為普世的共識，偵查及公訴階段之獨立行使職權，則

尚在混沌未明之狀態，但不同的法律體系，都曾努力朝獨立行使職權

的方向設計。英美法系將負責提起公訴的檢察官，定位為上命從下的

行政官員，為維護公訴不受行政機關之影響，於是有大陪審團制度之

設計；而在大陸法系國家，或是維持糾問制度之下，讓獨立行使職權

的偵查法官提早介入，而設計有預審法官制度；或是一舉廢除預審法

官，但另以偵查法官一職，用以確保人權。 

    檢察制度之設立，取代原本具有審前調查權之預審法官，其實即

是在於節制法官權限之過度擴張。預審制度之廢除，避免法官身兼審
                                                
1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2 項之規定，與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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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及調查之職務，將偵查的工作交由檢察官主導，使檢察官之權限擴

張。檢察官接手預審法官的偵查工作，避免由警察主導偵查，並有另

一層偵查專業化的意義，促使檢察制度之成長、茁壯，使檢察官成為

偵查階段之專責機關，確立訴訟上的權力分立原則，監督裁判之進行，

以保障刑事司法權限行使的客觀性與正確性，同時保障人民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