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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刑事訴訟係以發現真實為目的，而發
現真實之目的，就是在追求正義。對於刑
事訴訟如何發現真實，英美法制與歐陸法
制雖有不同之認知，不過，追求真實之目
的並無區別，甚而美國學者自吹自擂認
為，英美法制所採之交互詰問制度，才是
有史以來人類所發明之發現真實之最大利
器。

以訴訟當事人進行訴訟做為刑事訴訟
基本運作模式之英美法制，關於刑事訴訟
上之真實，基本上是委諸當事人決定，即
由控訴官與辯護律師透過刑事程序而共同
決定，法院不介入犯罪事實之調查及發
現。而以國家機關依職權進行訴訟之歐陸
職權進行方式，關於刑事訴訟之真實，則
不完全由當事人決定，法官對於真實發現
亦負有責任及義務，因而檢察官及被告辯
護人縱然一致承認某事項為真實，法官如
仍有疑問，法官可以自行調查事實以發現
真實，亦即為發現真實，法官可以不受訴
訟當事人之拘束。

不過，無論依當事人進行方式或依職
權進行方式，刑事訴訟皆不可能不顧及當
事人之程序利益而完全由法官一手包辦發
現真實之任務。就當事人進行方式而言，
為發現真實而蒐集調查證據，皆由當事人
為之，毋須聲請法院調查，因而並無所謂
聲請法院調查證據之聲請權。所謂當事人
之證據調查聲請權，純粹是為因應職權進
行方式而特別賦與當事人享有之訴訟權
利，其目的在促進法官於職權進行時所負
之發現真實義務，因而如謂當事人證據調
查聲請權是職權進行方式下刑事訴訟法之
產物，亦不為過。

現行法賦與當事人證據調查聲請權，
主要係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一項：「當事人…
得聲請調查證據，… 」，且通說也都認為，
當事人證據調查聲請權是當事人受憲法保
障之程序權，法官不得恣意剝奪之，因而
對於現行法第一七二條規定，法官得以「不
必要」為理由而駁回當事人證據調查之聲
請，必須有更明確之標準，否則將啟法官
恣意之門。就此而言，現行法第一七二條
規定，恐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對於當事人證據調查之聲請，現行法
對於聲請格式、要件、內容，皆無明文，
因而法官必須基於程序法理予以決定。所
謂「調查證據之聲請」，係指要求以某證
據方法做為某犯罪事實證明之程序上之請
求。基此，調查證據之聲請，必須具體指
明所欲證明之犯罪事實為何，且必須提出
所欲使用之證據方法為何。此處之證據方
法係指法定之五種證據方法：即人證，書
證、鑑定、勘驗及被告陳述。

聲請之格式，以書面及言詞提出皆
可；於審判期日提出時，以言詞提出為主，
審判期日前提出，則以書面提出為主。

對於當事人之證據調查聲請，現行法
於第一七二條只規定以「不必要」為理由
而駁回聲請，毫無明確標準。本文主張法
官基於下列幾點理由得駁回證據調查之聲
請：1. 對公眾週知、於法院已顯著或為法
院職務上已知之事實聲請調查者，2. 待證
事實不具重要性、無調查必要者，3. 待證
事實已明確者，4. 使用之證據方法欠缺合
適性者，5. 調查顯有困難或不能調查者。

於偵查階段，當事人是否亦有聲請調
查證據聲請權，仍非無疑。檢察官為偵查
主體，不可能亦無必要聲請調查證據，而
辯護人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二四五條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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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只有在場權及陳述意見權，並無
證據調查聲請權。有疑問的是被告是否有
向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之權利？依刑事訴
訟法第九五條第四款規定，國家偵查機關
於訊問前，應告知犯罪嫌疑人「得請求調
查有利之證據」，此處之「請求」是否即
為證據調查「聲請」權，仍有進一步討論
之必要。

關鍵詞：發現真實、當事人證據調查聲請
權、證據調查聲請、不必要、法律明確性
原則、證據方法、告知義務、請求

Abstract

Der Begriff des Beweisantrags ist in 
Rechtsprechung und Schrifttum unbestritten: 
“Ein Beweisantrag ist das Begehren eines 
Prozessbeteiligten, ueber eine bestimmte 
Tatsache ein nach der Prozessordnung 
zulaessiges bestimmtes Beweismittel zu 
verwerten”(BGHSt 6, 128, 129).

 Ein Beweisantrag muss die zu 
beweisende Tatsache behaupten und dem 
Gericht ein konkretes Beweismittel nennen. 
Eine bestimmte Frist sieht das 
Strafprozessrecht fuer die Prozessbeteiligten 
nicht vor. In der Hauptverhandlung kann ein 
Beweisantrag muendlich vorgetragen werden.

Ob in dem Ermittlungsverfahren ein 
Beweisantrag vom Beschuldigten der 
Staatsanwalt gestellt werden, steht in Frage. 

Keywords: Wahrheitsfindung, Beweisan-
tragsrecht, Begehren, Keine Not-
wendigkeit, Ablehnungsgruende, 
Amtsaufklaerungsgrundsatz, Be-
lehrung,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民國九十一年立法院通過司法院所提
之刑事訴訟法修法草案，將現行刑事訴訟
法第一六三條第一項法官應調查證據及第
二項當事人之證據調查聲請權之規定順序
對調，將當事人證據調查聲請權規定置於
該條第一項之修法理由，係認為其係廢棄
現行法之職權進行主義改為改良式當事人

進行主義所不得不為之調整。事實上，如
此修法理由是對舊法第一六三條規範意旨
之嚴重誤解。舊法第一六三條規定，將法
官職權調查證據與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置
於同一條內，主要是認為法官職權調查證
據之範圍與當事人聲請證據調查之範圍有
其關連性，更確切地說，立法者係以第二
項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之範圍做為第一項
法官依職權調查證據範圍之限制。現行法
將第一項、第二項對調，將損及原先立法
者之立法設計藍圖。

無論如何，就新修正之第一六三條第
一項當事人證據調查聲請之現行法而言，
雖然未來刑事訴訟法之修法對此不致再有
太大之變動，不過，現行法之規定仍有嚴
重不足之處，相對應之制度設計仍有待加
強。本研究之目的即在補充現行法規定不
足之處。

三、結果與討論
  

首先，本研究率先於國內針對當事人
證據調查聲請權之概念提出明確之定義，
將當事人證據調查之聲請，界定是當事人
所提針對證據方法之調查請求。對於當事
人證據調查聲請權之行使，本研究亦明確
指出其聲請方式。對於駁回聲請之理由，
擴充現行法只規定「不必要」之不當。

當事人證據調查之聲請，於刑事審判
實務上為非常普遍之情形。為提供法官更
明確之行為準則或指示，司法院針對當事
人證據調查聲請權之行使情形，於民國九
十一年提出草案，提請立法院明文增修現
行規定，即草案第一六三條之一。該草案
對於當事人證據調查之聲請，限制必須以
書狀提出，例外時（有正當理由或情況急
迫時）始能以言詞提出，如此規定是對當
事人證據調查聲請權行使施加不當之限
制。另當事人聲請證據調查必須明確指出
證據方法，該草案亦未對此有所明示，亦
有未當。

對於駁回聲請之理由，司法院所提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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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之第一六三條之二規定有四款理由：
不能調查者、與待證事實無正要關係者、
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必要者、同一
證據再行聲請者。相對於此草案規定，本
研究所提之五點駁回理由可以涵蓋司法院
版本之四點理由，尤其是對於現行刑事訴
訟法第一五七條、一五八條規定，明定其
調查方法，可以補充現行法之不足。

四、計畫成果自評

刑事訴訟法學，於國內仍然是有待開
發之法學領域，尤其欠缺針對實務所為之
慣時性之實證研究，更是刑事訴訟法學無
法開展之致命原因。此種不良現象，亦反
應於當事人證據調查聲請權之研究上。國
內無論學界或實務，對於當事人之證據調
查聲請，皆無深入探討，而當事人證據調
查之聲請，卻是刑事審判實務之常態，因
而如何針對當事人之證據調查聲請情形為
更詳細且更廣泛之實證調查，恐為未來刑
事訴訟法學無法迴避之重要課題。而就現
行刑事司法而言，當事人證據調查之聲
請，是刑事審判程序內使用率非常高之制
度，但國內實務對該權利之行使，常停留
於只知如何處理，但不知為何如此處理，
即只知如何實踐，但並不知理論如何。本
文之研究成果，雖然可以補充國內理論研
究之不足，不過，對於當事人證據調查之
聲請，仍須廣泛之實證資料以檢驗理論研
究之成果，本文尚無法廣泛蒐集實證資

料，只能期待未來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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