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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全球化時代來臨，跨國犯罪行為日漸增多，許多罪犯在其本國犯

罪後，為逃避追緝而遠走他國，各國為有效查緝並杜絕犯罪，常需要

仰賴與其他國家間的司法互助，才能引渡罪犯回國受審，實現內國刑

罰權，此為國際上普遍使用的犯罪偵緝方法。在國際法的定義下，引

渡屬於國與國間之司法互助，涉及到各國司法主權，具體實踐方式通

常由主權國家間簽訂對等的引渡條約，並於需要他國引渡特定人犯時，

依據條約向他國請求。然而，對於與世界各主要國家均無邦交之我國

而言，迄今只有與史瓦濟蘭、南非共和國、哥斯大黎加、巴拉圭、多

米尼克、多明尼加、馬拉威等國簽訂引渡條約。除此之外，至多僅與

若干國家（例如韓國、美國）簽有資料交換、毒品走私或打擊洗錢犯

罪的瞭解備忘錄等各種形式的司法互助協定，但尚無具有直接效力的

罪犯引渡條約。如何在全球化的氛圍下，將逃匿至境外的罪犯引渡回

我國以進行司法審判，勢必成為今後不可迴避的問題。 

 

而兩岸近年來交流日趨熱絡，我國人民犯罪後逃往中國大陸者，

亦所在多有；惟因兩岸關係特殊，目前亦無法進行國際法上的引渡，

雖然透過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及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簽有「海峽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依據該協議已有若干合作打擊

販毒、詐騙的成功案例，不過，如何在既有的合作基礎上繼續強化海

峽兩岸間的罪犯引渡成效，讓罪犯均能回歸至我國刑事司法體系就審，

自屬我國刑事司法必須面對的課題。未來努力的方向，應該是繼續深

化相關交流，並擴大犯罪的打擊面，以讓人犯難以利用中國大陸作為

脫免刑事責任的管道。有鑒於我國在國際上的外交困境，在實務運作

上經常與其他國家以各自之移民法作為法源，以移民法上「驅逐出境」

或「遣返」等替代措施來取代「引渡」。但此一方式並非長遠之計，

如何在外交困境中尋得一條解決之道，極有待學理的深入研究。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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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交流日趨熱絡，兩地人民犯罪後逃往對方地區者，亦所在多

有；海峽兩岸司法互助協議第 6 條雖將「人員遣返」列為共同打擊犯

罪項目之一，但對受遣返人權益保障，仍有保護不足之處。 

 

本研究團隊認為，基於政治因素或法律規定，於無法採用正式引

渡程序時，必須妥善運用引渡之替代機制。我國目前因政治因素，無

法與美國簽署任何具國際法效力的引渡條約，我國若要從美國引渡人

犯回台受審，或美國要自我國引渡人犯回美國受審，目前只能從非屬

正式引渡程序的其他方法進行。至於我國與歐盟諸國間，亦無任何實

質的條約或司法互助協定，某程度而言，要從歐盟實現引渡的法律效

果，遠比從美國引渡人犯更加困難。未來應加強與歐盟諸國間的司法

人員交流，了解雙方的司法現況，一旦有人員遣返的需求，我國即能

透過已有相當交流的對方官員，獲知人犯的最新動態，從而再研析應

該採用刑事管轄權移轉或移民法的相關規定，以達成遣返人犯的實質

效果。 

 

最後，我國與東南亞各國的刑事司法互助，重心應該仍是移民法

的遣返程序，亦即，在缺少官方引渡機制的事況下，我國目前只能 

循移民法進行。未來努力的方向，仍以回歸正式引渡模式為主要目標；

惟現階段應當可以擴大移民法遣返程序的適用國家。除了移民法程序

以外，亦可考慮刑事管轄權移轉的作法。我國應儘快與東南亞各國的

刑事司法機關建立資訊的交換網絡，藉以未來能與東南亞各國建立起

實質的通報系統，不論接續要採用刑事管轄權移轉或移民法遣返程序，

都能夠更快、更有效地實現引渡的目標。  

關鍵詞： 引渡、遣返、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替代引渡作為、國籍、

入境、移民 



3 
 

英文摘要 

In the globalized era,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transnational crimes. 

Many offenders committed crimes in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then flee to 

other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and prevent crimes as such,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jud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judicial cooperation concerning rendition 

of a person suspected of committing a crime are chiefly executed through 

extradition agreements between states. However, considering Taiwan’s 

special international status, it is difficult to have such agreements of 

extradition. It is very urgent for our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o develop a 

new legal alternative framework functioning like extraction. This 

research program therefore explores this topic and is aimed to provide our 

judicial office practical suggestions to conduct extraditions. 

 

Keywords: Extradition, Rendition, Judicial Cooperation, Alternative of 

Extradition, Nationality, Im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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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論 

第一節 前言 

 

    2011 年 2 月前後，菲律賓將數名台籍罪犯，依其與中國大陸之

引渡法規定，轉交中國大陸司法當局審判，此舉引發了我國輿情上極

大憤怒。 

 

    2007 年 2 月時，時任力霸集團負責人的王又曾先生，因涉嫌淘

空公司資產，在檢察官起訴之前飛抵新加坡，雖於新加坡被發現其身

分，但因王又曾先生擁有美國簽證而遭遣送至美國，使得我國刑事司

法無法對其展開訴追。 

 

    第一個案例涉及我國國民在他國犯罪，卻因我國與菲律賓無相關

的引渡條約，最後菲律賓選擇將我國國民轉交中國大陸刑事司法處理；

第二個案例則是國民在內國犯罪後，因有外國入境文件，且成功逃往

國外後，而由於我國與外國間無任何引渡條約，亦無法將內國人引渡

回台接受刑事司法審判。雖然兩個案例案情不同，但其共通點在於：

我國因政治局勢處境艱難之故，與世界主要國家均無引渡條約，這使

得逃亡出境或境外犯罪成為我國刑事司法無法處理的棘手問題，也因

此使得刑事司法的研究者，有必要對於相關問題提出具體的解決方式。

亦即，如何在我國政治處境困難的前提下，提出有效且務實的作法，

以防堵此一罪犯逃脫刑事責任的漏洞，即為本研究最主要之目的。 

 

第二節 研究計畫內容及執行進程 

    由於我國現階段刑事司法實務上，除與中國大陸間有較定期性的

刑事司法互助外，與其他各國的刑事司法互助極度欠缺，而我國現有

學理對相關問題的研究，也有有待精進之處。因此研究上必然優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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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比較法制後，再斟酌我國現狀的實際情況，方能提出有效的解決作

法。 

 

    考量上述，本研究主要將比較並參酌兩個主要法系的引渡制度，

此即美國及歐盟，同時將以我國現狀為中心，分析我國與罪犯較常隱

匿或出現司法互助問題的中國大陸、東南亞諸國具體情況後，提出具

備實務意義及效能的解決模式，期能增進我國刑事司法未來發展與各

國間的司法互助活動，達到有效打擊罪犯的目的。基此，本研究計劃

的重心將置於以下四個重點： 

1、 美國法制的引渡制度之介紹與比較； 

2、 歐盟法制的引渡制度之介紹與比較； 

 3、現況之研析，並著重我國現有引渡人犯及自外國遣犯罪犯法 

制及實務之檢討（包括與中國大陸、東南亞各主要國家） 

   4、法制之建議，尤其將重心放在因應政治局勢，應有之法律上對 

   應策略。 

 

    具體的研究進程上，考量美國法的複雜性與廣域性，以及歐盟法

共同法律關係之特殊性，在全球化的時代中，這兩個司法實體的實質

作法勢將左右未來各國引渡制度的發展，故將於期中報告之前的研究

時程，優先著手於美國法及歐盟法之研究，同時蒐集我國法制及相應

國家人員遣返之資料。期中報告完成之後，研究重心將轉至「我國現

況（尤其與中國大陸及東南亞重要國家間的引渡及人員遣返實務）及

「未來法制建議」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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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渡制度的概述 

 

第一節 引渡制度的歷史沿革 

 

引渡（英文 Extradition），來源於拉丁短語 Extra Tradere，意思是

「向外遣送」。「聖經」中最早記載的引渡案件大約發生在西元前 1350

年，該案例與拒絕引渡強暴殺人犯有關1。早在兩千多年前的羅馬法

中，就存在一個類似的術語，即 Noxae Deditio，中文可譯為「損害賠

償」，意思在於：家父將犯了罪的孩子移交給受害者所屬的團體，任

其處罰，以此避免自己的團體遭受更為嚴重的報復，在這項向外移交

犯罪者的古老制度中首次出現了 Deditio 一詞2。此外，在西元前兩千

年的古代近東世界，「引渡」就已廣泛存在；在赫梯文獻中，不僅出

現於大量條約和部分書信等涉外文獻，且出現於年代記、行政管理等

類別的文獻之中3。具體的引渡規定可能在赫梯古王國晚期或中王國

早期即已出現；學者指出，「引渡是自古就有的，早在西元前 1291 年，

古埃及法老拉姆捷斯二世（Ramerjes Ⅱ）和赫梯皇帝哈圖希裏二世

（Hattusili Ⅱ）在結束敘利亞戰爭時就簽訂「和平條約」4，其中載有

相互遣返逃到對方境內的罪犯之規定5。」有學者認為，銀版條約是

歷史上第一個有提到引渡內容的和約6。引渡制度從 13 世紀開始被用

                                                
1
 《聖經·舊約》士師記第 19、20 章。主要講的是來自便雅憫的匪徒將以色列的一名婦女強姦致

死，以色列人要求便雅憫人將匪徒交出，但便雅憫人拒絕交出匪徒，後引發以色列人和便雅憫人

大戰的故事。 
2
 黃風，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規則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3 頁。 

3
 參見王歡，赫梯國家引渡的歷史研究，北京大學 2008 年碩士學位論文。當然，也有學者對此

持不同觀點，認為古代既沒有引渡制度，也沒有引渡理論，「在古代的引渡中，雖然存在條約性

和約，但是引渡並不是完全按照和約所規定的程式進行的，甚至可能和約本身也沒有規定詳細的

引渡程式。和約之所以規定引渡，不過是為了君主之間的合作更加明確化。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

以說，古代的引渡可能只是一種外交禮儀。」秦一禾，犯罪人引渡諸原則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

學出版社，2007 年，第 1-2 頁。 
4
 即銀版和約。 

5
 黃風，引渡制度（增訂本），法律出版社，1997 年，第 1-2 頁。 

6
 王鐵崖，中華法學大辭典，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 年，第 256-2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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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國家間引渡罪犯之措施7，但當時引渡的主要對象是與政治和軍事

有關的犯罪。在 18 世紀以前，雖然許多國家由於特殊條約規定，或

者沒有條約規定而出於自願，常常彼此交出政治逃犯、異教徒，甚至

入境移民，但是引渡普通罪犯的情形則幾乎沒有發生過8。學者解釋

為：「統治者只希望把那些直接危害自己的政治統治和宗教統治的犯

罪人引渡回國，通過處以酷刑來消滅對立面並殺一儆百，維護其專制

地位；相反，他們對於普通犯罪卻很少訴諸引渡，甚至常常對犯有普

通罪的人處以流放刑，把他們趕出自己的轄區，或者互相推託對這些

罪犯進行審判的責任……請求國鎮壓政治犯罪的迫切需要，提高了被

請求國統治者手中犯有政治罪的逃犯的交換價值。對於作為君主們政

治交易手段的早期引渡活動來說，交易對象的這種交換價值無疑是重

要的。」9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亞會議之後，民族主權國家迅速興起。

但由於該時期戰爭頻繁發生，該時期引渡的主要對象除政治犯外，主

要是軍事犯。根據德國學者 Von Malden 統計，在 1718 年至 1730 年

的 10 餘年間，歐洲國家共簽訂了 28 項針對逃兵的引渡條約10。因此，

這種早期的引渡活動具有與現代引渡制度完全不同的特性，它實質上

是掌握在統治者手中的一件政治工具，帶有明顯的政治性色彩11。 

 

18 世紀中產市民階級啟蒙運動的蓬勃興起，引渡制度也成了中

產階級用來限制專制統治者的罪行之擅斷權，作為實現對被告乃至被

判刑的犯罪人訴訟權利和基本人權保障的重要手段。各國陸續通過制

                                                
7
 轉引自成良文，刑事司法協助研究，西南政法大學 2002 年博士學位論文，第 63 頁。 

8
 詹寧斯、瓦茨修訂，奧本海國際法，第一卷第一分冊，王鐵崖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8 年，第 339 頁。 
9
 黃風，前揭（註 5）文，第 2、4 頁。與此類似，秦一禾教授認為，早期引渡「 只是為了保護

各國之間的內在秩序，並沒有把引渡看作為一種進行國際刑事合作的手段，最多只是一種政治合

作的表現形式，這是 17 世紀以前的引渡……一般不涉及普通犯罪的原因」。（參見秦一禾，前

揭（註 3）文，第 2 頁。）持「 古代引渡一般不涉及普通犯罪」這種觀點的還有詹寧斯·瓦茨，

他認為，「 18 世紀以前……引渡普通罪犯的情形幾乎沒有發生過」。參見詹寧斯、瓦茨修訂，

奧本海國際法第一卷第一分冊，王鐵崖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第 339 頁。 
10

 黃風，前揭（註 5）文，第 2 頁。 
11

 秦一禾，前揭（註 3）文，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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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引渡法、簽訂引渡條約、在本國刑法或刑事訴訟法中規定引渡具體

內容之方式規範引渡制度，並明確將與政治有關的行為排除在可引渡

之罪外。從統治者相互協助遣返政治逃犯，到注重保護本國主權、保

障基本人權之引渡制度，現代引渡制度的確立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

過程，成為了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最重要的一部分。隨著引渡實務不斷

發展，引渡的對象不僅適用於政治犯罪、軍事犯罪，而且擴展至普通

刑事犯罪。如 1759 年法國符騰堡（Wurttemberg）簽訂的一項條約中

規定，締約雙方有義務引渡土匪、作惡者、強盜、縱火犯、殺人犯、

謀殺犯、流浪者、騎兵、步兵、重步兵、輕騎兵12。18 世紀中產階級

啟蒙運動時，刑法改革的呼聲日漸強烈，此波刑法改革的浪潮也衝擊

了引渡制度。中產階級刑法改革先驅、義大利刑法學家貝加利亞

（Cesare Beccaria,1738-1794）率先向引渡制度發難，他一方面抨擊了

與早期引渡制度並存的庇護制度，認為其乃對犯罪的縱容，且會在各

個國家和公共輿論中造成巨大動亂，另一方面貝氏又表現出對被遣返

者命運的極大關注。「只要最符合人類要求的法律以及最為寬和的刑

罰在擺脫了擅斷之後，還未使受壓迫的無辜者和受鄙薄的美德獲得保

護；只要那種將君主利益同臣民利益日益聯繫在一起的一般理性，還

沒有將暴政完全隔絕在廣闊的亞洲平原之外，那麼，對於國家之間互

相遣返罪犯是否有益這一問題，我可不敢做出結論13。」1793 年法國

大革命後所制定的憲法對此作出回應，在第 120 條規定中指出：「法

國人民對於因爭取自由而被其本國放逐的外國人給予避難所。而我們

對於暴君將不給予避難。」1794 年世界上出現一個涉及引渡問題且

具有現代性的條約，即美國和英國間的「傑伊條約」（Jay Treaty） （1794

年 11 月 19 日），其中第 27 條關於引渡的條款確立了普通罪犯引渡的

內容，「雙方同意，在接受各自的大臣或被專門授權的官員提出請求

時，陛下和合眾國將遣返一切被指控在各自管轄範圍內犯有殺人或偽

                                                
12

 轉引自黃風，前揭（註 5）文，第 3 頁。 
13

 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黃風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年，第 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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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罪，並向另一國尋求庇護的人。這種遣返只能根據下列犯罪證據進

行，即依據逃犯或上述被控者所在地的法律，如果犯罪實施於當地，

該證據足以使對該人之逮捕與交付審判合法化。逮捕和遣返的費用將

由提出請求並接受逃犯的一方承擔和償付14」。此後，普通罪犯之引渡

逐漸在國際引渡制度確立下來，且發展成為現代引渡制度的一環，引

渡制度至此產生從「政治協助」到「司法協助」的轉變。 

 

世界上第一部引渡法是由比利時於西元 1833 年所頒佈的「比利

時引渡法」（The Belgian Extradition Law of 1833 ）15，這是大陸法系

國家引渡法制的典範。而普通法系國家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引渡法是

英國「1870 年引渡法」（The Extradition Act of 1870 ）16，不僅適用

於英國的本土，尚且適用於英國屬地。上述兩部引渡法的出現意味著

現代引渡制度的誕生，此後各國紛紛以此為基礎推動國內引渡立法和

國家間引渡條約的簽訂。各國調整引渡的國內法規範大體表現為兩種

形式，即特別法形式和一般法形式。所謂特別法形式即採取單一的專

門法調整引渡制度，如法國 1927 年「引渡法」、日本 1953 年「引渡

法」等；一般法形式是指把有關引渡的國內法規範分別規定在一般性

的法典或法律之中，如義大利將引渡的基本原則納入到「憲法」中，

而將實體性規範納入「刑法典」，引渡的一般程序則規定在「刑事訴

訟法典」中。當然，除上述兩種模式外，也有些國家採取上述兩種模

式的折衷模式，或在立法上另闢蹊徑。引渡涉及到國與國的雙邊關係，

引渡一般以條約為前置條件。因此，引渡方面國內立法的迅速發展也

推動了雙邊或多邊引渡條約的發展。當前，各國間涉及引渡的雙邊或

單邊條約、協定以及公約十分繁多，典型的國際引渡公約如 1933 年

美洲引渡公約（Convention on Extradition﹝Inter-American﹞）、17
1952

                                                
14

 轉引自黃風，前揭（註 5）文，第 5 頁。 
15

 IVAN ANTHONY SHEARER, EX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18 (1971). 
16

 SHEARER, Ibid., at 18. 
17

 有學者將其稱為「泛美引渡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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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阿拉伯國家聯盟引渡條約（Pact of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1957

年的歐洲引渡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Extradition）等。此外，

為了有效的抑制國際犯罪，一些國際公約也相繼出現了一些有關引渡

的條款，如「關於在航空器內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為的東京公約」、「關

於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海牙公約」及「關於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

的非法行為的蒙特利爾公約」此 3 個保障民用航空安全的公約，與

「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傷兵員境遇公約」18、「改善海上武裝部隊

傷兵員及遇船難者境遇公約」19、「關於戰俘待遇公約」20以及

「關於戰爭中平民保護公約」21此 4 個日內瓦公約及其附加議定

書中都有引渡罪犯的規定。雖然現代引渡制度發展至今已經歷了 300

餘年的時間，然而針對引渡的概念，專家學者們卻始終未能達成一致

之見解。如英國國際法學者奧本海認為，引渡是一個被控訴或判罪的

人由他當時所在的國家把他交給另一個認為他在其領土內犯了罪或

對他判罪的國家；而另一位英國學者斯達克則認為，引渡指的是一個

過程，在此過程中，一國根據條約或在對等基礎上，應另一國的請求，

將被宣判或被指控觸犯請求國刑法的罪犯遣送給有權對之審判的請

求國；蘇聯學者童金認為，引渡罪犯是一國（被請求國）應另一國（請

求國）之請求，所對犯罪者進行的刑事訴訟程序，其目的是為使罪犯

承擔刑事責任，或者對他們執行判決，而所採取的司法互助行為22。

王鐵崖教授認為，引渡是指一國把在該國境內而被他國追捕、通緝或

判刑的人，根據有關國家的請求移交給請求國審判或處罰23。事實上，

                                                
18

 http://www.redcross.org.tw/RedCross/upload/main/org/1st%20Geneva%20Convention.pdf（最後訪

問時間 2012 年 10 月 31 日）。 
19

 http://www.redcross.org.tw/RedCross/upload/main/org/2nd%20Geneva%20Convention.pdf（最後訪

問時間 2012 年 10 月 31 日）。 
20

 http://www.redcross.org.tw/RedCross/upload/main/org/3rd%20Geneva%20Convention.pdf（最後訪

問時間 2012 年 10 月 31 日）。 
21

 http://www.redcross.org.tw/RedCross/upload/main/org/4th%20Geneva%20Convention.pdf（最後訪

問時間 2012 年 10 月 31 日）。 
22

 王秀梅，國際刑法學研究述評（1978-2008），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180-181 頁。 
23

 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 年，第 705 頁。 

http://www.unhchr.ch/html/menu3/b/q_genev1.htm
http://www.unhchr.ch/html/menu3/b/q_genev2.htm
http://www.unhchr.ch/html/menu3/b/q_genev2.htm
http://www.ohchr.org/english/law/prisonerwar.htm
http://www.ohchr.org/english/law/civilianpersons.htm
http://www.redcross.org.tw/RedCross/upload/main/org/1st%20Geneva%20Convention.pdf
http://www.redcross.org.tw/RedCross/upload/main/org/2nd%20Geneva%20Convention.pdf
http://www.redcross.org.tw/RedCross/upload/main/org/3rd%20Geneva%20Convention.pdf
http://www.redcross.org.tw/RedCross/upload/main/org/4th%20Geneva%20Conven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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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渡制度概念的多元化是與複雜的引渡實踐密不可分的。引渡制度作

為一個國家間的司法互助事務，必然與國家間的合意有極大的關聯。

但現實的複雜性將使得國家間的合意難以完全一致，因此引渡的內容

也不可能完全一致。雖然近年來引渡制度逐漸規範化、統一化，但作

為一項古老的制度，各國間的引渡制度仍然存在許多差異。此外，引

渡制度的最新發展，也變更了許多傳統意義上的引渡觀念和要件，但

概念的差異並不能阻礙對引渡制度的理解，至少得以從最基本意義上

來理解。亦即引渡是指不同國家相互根據請求將在本國境內發現的、

在對方國家受到刑事追訴或者已被判刑的人移交給請求國，以便對其

提起刑事訴追或者執行刑罰的互助合作。 

 

第二節 引渡制度的程序與規則 

 

引渡作為一種不同國家間刑事司法互助合作，其進行需要具備一

定的條件。對此，各國法律主要規定了兩種方式：一是要求以互惠為

基礎，即要求請求國曾經提供或承諾提供對等的引渡合作；二是要求

以引渡條約關係為基礎，即要求請求國與自己締結了專門的引渡條約，

學者們將其稱之為「條約前置主義」24。互惠原則是引渡制度中最古

老的原則，早在 1842 年美國和加拿大簽訂的引渡條約中即有明文規

定。但從互惠原則的實質以觀，互惠原則不是基於正義而來的要求，

而是透過國家政策所確立的原則。此一原則早在 1880 年 9 月 5 日的

國際法大會上就有定論25。各國在制定引渡法時也大都明確規定互惠

原則，如 1933 年比利時引渡法、1927 年法國引渡法、1982 年德國國

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5 條等都確立了該項原則。條約前置主義主要為

普通法系國家所採納，認為引渡是一國之權利，而非義務，一國是否

                                                
24

 也有學者認為，還有一種根據國際禮讓（international comity）的引渡方式，即基於國家之間

的便宜及恩惠等關係進行引渡。筆者認為，基於國際禮讓的引渡和基於互惠的引渡之間區分比較

模糊。因此，國際禮讓的引渡也是一種根據國際關係中的互惠原則所進行的引渡方式。 
25

 轉引自秦一禾，前揭（註 3）文，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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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某一罪犯提交給他國純屬該國內部事務，由該國依國際法和本國法

決定。即引渡是基於請求而進行，習慣法並未要求各國有將罪犯引渡

他國的國際義務存在26。英國 1870 年引渡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一

旦與外國在移交逃犯問題間達成協議時，女王陛下便可根據樞密院令

對該外國適用本法。」美國法典第 209 編第 3181 條規定：「本法與移

交外國犯罪人有關的各條款，僅在與該國政府簽訂的任何引渡條約存

續期間有效。」，條約前置主義明顯要比互惠原則狹隘的多，嚴重限

制了引渡的合作範圍。因此，原本採取條約前置主義的國家也逐漸放

棄或變通該原則，以便擴大引渡的適用範圍。 

 

引渡作為一種司法程序，將受國際法和各國國內法律規範的拘束。

從引渡請求的提出到引渡執行完畢，各個程序均有不同的規則和要求。

由於各國法律制度有所差異，條約內容以及各國的內國法律規範不一，

實際的引渡程序並不一致。一般而言，引渡的程序可以分為「引渡請

求的提出」、「為引渡而採取之強制處分」、「引渡審查」和「引渡的執

行」等。第一，引渡請求的提出。如果一國確知其正在偵查、起訴、

審判或執行刑罰的犯罪者進入了其他國家或地區，需要引渡該名罪犯

回國受審或執行刑罰，就需向罪犯所在地國提出引渡請求。由於各國

法律規定不一，提出引渡請求的機關也不盡相同。一般而言，引渡請

求主要是通過如下幾種方式提出：一是外交途徑；二是領事途徑；三

是政府法律事務部門途徑；四是司法機關直接聯繫途徑。正式的引渡

請求應以書面形式提出，並且應當附上相關資料，如被請求引渡人的

情況、案情摘要、有關的刑事法律依據、請求機關的稱謂以及其他必

要的法律與說明資料。至於究竟需要哪些資料，各國規定並不相同，

必須考量各國對引渡請求的舉證程度。第二，為引渡而採取強制處分。

引渡作為追捕犯罪嫌疑人、被告或者被判刑人並將其遣返的司法合作

                                                
26

 Harvard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Law, Draft Convention on Extradition, 29 AM. J. INT’L L. 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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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必須有相應的強制措施與之配套，防止被引渡者逃亡或繼續逃

亡，以保障引渡程序的順利進行。目前，各國對引渡採取的強制處分

主要有引渡羈押和引渡限制住居等。歐洲引渡公約第 16 條第 1 項規

定：「在緊急情況下請求國當局可以請求對被請求引渡者實行臨時逮

捕。被請求國主管當局應依其法律對此作出決定。」值得注意的是，

引渡強制處分與刑事訴訟中的強制處分並不完全相同。引渡強制措施

是被請求國為了保障引渡程序之順利進行，依據請求國的請求所為，

並不需要滿足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採取強制處分之要件。為了防止引

渡強制處分被濫用，許多國家的法律規定了相當之期限。如英國 1870

年引渡法第 12 條規定：「如果被監禁的逃犯在監禁後兩個月內，或在

簽署了人身保護令狀的情況下，而法院卻作出駁回人身保護令狀的決

定後兩個月內，未被移交並押離聯合王國國境，威斯敏斯特女王陛下

的高等法院中的任何法官，除非有足夠的反對理由，否則可根據罪犯

或代表罪犯向他提出的聲請以及根據說明將提出此類聲請的合理意

向通知書中所提交的證據，命令將該逃犯釋放27。」第三，引渡審查。

歷史上的引渡審查共經歷了三種方式，即行政審查制、司法審查制和

雙審查制。當引渡主要是一種政治交易時，引渡審查被視為外交政策

的一種，法院並不介入引渡審查。但 19 世紀以後，隨著引渡在性質

上轉變為一種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院逐漸在引渡程序中佔有一席之

地，並通過引渡訴訟的形式進行審查。當前世界上主要的引渡審查方

式主要為雙重審查，單一審查制幾乎不被採用。雙重審查制在當今國

際社會，也有三種不同形式：行政審查—司法審查—行政審查；司法

審查—行政審查；行政審查—司法審查等。在法院或者有關司法機關

審查引渡案件的程序中，世界多數國家都實行「一審復審制」，即一

審後再進入復審程序。也有少數國家對引渡案件的審查採取「一審終

審制」，不允許被請求引渡人提出上訴或者申訴，如法國引渡法28。第

                                                
27

 成良文，刑事司法協助，法律出版社，2003 年，第 80 頁。 
28

 薛淑蘭，引渡司法審查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25-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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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引渡執行。被請求國經過司法審查和行政審查後認符合要件時，

作出許可引渡的決定。 

 

第三節 引渡制度的基本原則 

    為了確保引渡順利進行，長期以來在國際實務中逐步形成用以規

範和限制引渡行為的原則。經由有關國際條約和國內立法的確認，這

些原則成為各國在引渡活動中普遍遵守的一些準則。而隨著全球化進

展，相關引渡原則亦因此發生一些修正或調整。 

 

(一)互惠原則 

    所謂互惠原則，又稱為相互主義原則，係指引渡國間必須以平等

互惠為原則，此乃最古老的引渡基本原則，確立於 19 世紀中葉。1842

年時，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締結的引渡條約中，第一次將此一原則於條

約中成文化。現行美國法上，原則上採行相互主義原則，但仍必須依

美國與個別國家間的條約而做個案性的觀察，不可一概而論。換言之，

互惠原則在條約前置原則的影響下，其適用範圍僅及於美國對他國之

引渡請求程序，至於外國對美國之引渡請求，則必須以條約作為前提

29。 

(二)雙方可罰原則30
 

    與相互主義原則類似，雙方可罰原則很早就成為一種引渡罪犯的

條件，其用意主要是避免透過引渡而實現特定的懲罰目的。其具體意

義乃：當一個國家要將逃亡之犯罪人引渡回國，必然要透過其他國家

的司法協助，而其他國家的司法行為原則上不能作用在該國不處罰之

人身上。也因此在引渡法的發展過程中，才逐漸形成當雙方法律皆認

                                                
29

 M. CHERIF BASSIOUNI, INTERNATIONAL EXTRADITION: UNITED STATES LAW AND PRACTICE 93-95 

(2007). 
30

 M. CHERIF BASSIOUNI, Ibid., 494; SATYA D. BEDI, EX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ACTICE 69-84 (1966); SHEARER, supra note 15, at 1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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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罰時，才會進行引渡的規則，這一點也落實在美國現代的引渡法

制中。不過，美國近年來司法逐漸走向所謂法律規定上的可罰同一性

原則，這種趨勢是否會對引渡基本原則帶來變革，是需要密切加以關

注的，這一點將於後續的研究成果中呈現。 

 

雙方可罰原則可說是「罪刑法定原則」在國際刑事司法領域的實

現，因為此原則要求被請求國依據本國法律獨立審查請求國所追訴的

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並且以此作為決定是否向請求國的刑事訴追活動

提供協助的依據。與其他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方式相較，引渡是最具

有強制性、高權性與直接性的合作方式，其將使被請求引渡人在被請

求國境內受到人身強制措施，且不顧慮被請求人的意願而將其強行遣

返至請求國，使其接受刑事追訴或者處罰。因此，必須嚴格審查是否

符合雙方可罰原則。 

 

(三)特定性原則31
 

    特定性原則是針對引渡合作的請求方所為的一種限制。根據此一

原則，引渡請求國只能針對引渡請求中所載明，並得到被請求國許可

的特定犯罪對被引渡人實行訴追或執行刑罰，此外，不得擅自將該人

再引渡給第三國。從國際條約和內國立法以觀，特定性原則主要表現

在三個部分：一是刑事訴追或處罰的限制，亦即請求國不得就引渡請

求所記載之外之犯罪，對被引渡人進行刑事訴追或處罰，此屬於特定

性原則最基本之要求。二是刑事強制措施的限制，即請求國不得就引

渡請求所記載以外之犯罪對被引渡人實施限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

三是再引渡的限制，即請求國不得在接受被引渡人後，因其以前實施

之犯罪而將其再引渡給第三國進行刑事訴追或執行處罰。 

                                                
31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 GUIDE TO U.S. PRACTICE AND PROCEDURE (Ved P. Nanda and M. 

Cherif Bassiouni, eds. 1987); SHEARER, supra note 15, at 132-49); 6 MARJORIE WHITEMAN,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773-74 (1963); SATYA D. BEDI, EX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ACTICE 69-84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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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特定性原則，將使得引渡國及被引渡國之間，對於特定人犯

未來的刑事訴追，仍保有一定程度的掌握空間。此一特定性原則，在

美國與各國間的引渡條約均有加以規定。 

 

 

(四)政治犯不引渡原則32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即是政治犯、軍事犯不引渡原則。政治犯

不引渡原則是指當被請求國根據其本國法認為引渡請求所指涉之犯

罪是屬於政治性犯罪時，而拒絕請求國的引渡請求。該原則發展自法

國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時代，當時法國對於其他國家因政治理由而成

為罪犯者給予庇護，也間接開啟了政治犯不受引渡的法制原則。不過，

與其說政治犯不受引渡是為了保護某種政治理念，倒不如說這是主權

國家間政治關係的體現，透過保護他國政治犯，從而可以實現對他人

政治局勢的影響力，也因此在進入20世紀之後，開始出現許多限制政

治犯不引渡的例外規定。至於美國法制上，目前在美國聯邦法上已經

有明文規定禁止引渡政治犯33，所以此一原則亦適用於美國。 

 

在各種引渡原則中，政治犯不引渡原則的普遍適用程度以及法律

位階都甚高，甚至己經超越引渡區塊，提昇至國家的重要對外政策。

但隨著國際社會對於打擊跨國組織犯罪、恐怖主義犯罪、貪腐犯罪以

及對各種危害人類基本權利和生存犯罪之重視，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

的約束力似乎逐漸減少，國際社會強烈意識到不能讓此一原則成為犯

罪者可逃避制裁的「護身符」。近年來，不少國際條約都將某些可能

與政治因素相關的犯罪予以「非政治化」處理，將其排除在政治犯不

                                                
32

 CHRISTOPHER PYLE, EXTRADITION, POLITICS AND HUMAN RIGHTS (2002); Christine Van den 

Wyngaert, The Political Offense Extradition to Extradition: How to Plug the ‘Terrorists’ Loophole 

whithout Departing from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eds. John Dugard & Christine van den Wyngaert 1996); SHEARER, supra note 15, at 

166-69; BASSIOUNI, supra note 30, at 650. 
33

 18 U. S. C. 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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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渡原則適用範圍之外。 

    

(五)本國國民不引渡原則34
 

    此外，國際引渡法上另有本國國民不引渡原則。本國國民不引渡

原則是指當被請求引渡之人是被請求國的國民時，被請求國不予引渡。

此一原則來自大陸法系國家，尤其著重對國民的保護。本國國民不引

渡原則，各國立場並不一致，對於英國、美國等普通法系的國家而言，

國民不引渡原則並未被完全遵守。普通法系國家一般認為，即使是本

國國民也可以引渡給外國，因為此一問題對普通法系國家，重點不是

國民的保護，而在於國家利益之維護。 

 

但大陸法系國家一般採取不引渡本國國民的立場，因為大陸法系

國家認為犯罪亦具有屬人性，在刑事管轄權問題上普遍堅持屬人主義

原則，不管本國國民的犯罪是否在本國實施，本國對其都擁有優先管

轄權力。此一原則在美國的實踐上，給予法官較大的權力，依個案來

進行裁量，並無普遍性的適用。 

 

主張本國國民不引渡原則之理由，還有對於外國司法的不信任感，

以及國家對本國國民所具有的保護義務。但隨著各國人員交往關係的

不斷密切，越來越多的國家更加尊重刑事司法管轄的屬地原則，本國

國民不引渡原則亦有所鬆動。 

 

(六)死刑不引渡原則35
 

    死刑不引渡原則是現代引渡制度的產物，是隨著人權觀念的興起

                                                
34

 Extradition of German Natonal Case, 21 I.L.R. 232, 234 (BGH 1954) (F.R.G.); BASSIOUNI, supra 

note 30, at 738; SHEARER, supra note 15, at 118-19. 
35

 William A. Schabas, Indirect Abolition: Capital Punishment’s Role in Extradition Law and Practice, 

25 LOY. L.A. INT’L & COMP. L. REV. 581, 596-98 (2003); Craig Roecks, Extradition, Human Rights, 

and the Death Penalty: When Nations Must Refuse to Extradite a Person Charged with a Capital 

Crime, 23 CAL. W. INT’L L. J. 189, 230-31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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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形成與發展起來的。死刑不引渡原則基本上是指當被請求國有理

由認為被請求引渡人在引渡後可能被處以死刑時，不予以引渡的原則。

隨著各國廢除死刑的呼聲越來越高，死刑不引渡原則逐漸成為引渡制

度中的主要原則，而成為引渡條約的一般規定，並且以此特別彰顯，

被請求國對請求國作出的不判處或者不執行死刑的承諾都要進行嚴

格審查。 

 

(七)或引渡或起訴原則36
 

    或引渡或起訴原則是引渡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原則，它要求在其境

內發現犯罪人的國家，必須做出這樣的抉擇：「或者向請求國引渡犯

罪人，或者將案件提交其主管當局以便起訴。」在國際法上，或引渡

或起訴原則的形成原因，在於大陸法系國家和普通法系國家在刑事司

法制度上有所差異。具體來說，一方面，對刑事管轄權的確定上，普

通法系國家過去只根據屬地原則行使刑事管轄權，並不處罰在外國犯

罪的本國國民；大陸法系國家除了根據屬地原則行使刑事管轄權外，

還根據屬人原則主張刑事管轄權。另一方面，對本國國民的引渡問題，

普通法系國家同意向外國引渡本國國民，大陸法系國家則不允許向外

國引渡本國國民。如果這兩類國家之間發生罪犯逃亡的事件，就有可

能給罪犯留有逃避處罰的法律漏洞。 

 

 

                                                
36

 CHARLES DOYLE & MICHAEL JOHN GARCIA, EXTRADITION TO AN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VERVIEW OF THE LAW AND RECENT TREATIES 34 (2010); MICHAEL ABBELL, EXTRADITION TO AN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7-2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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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國法之引渡制度 

第一節 引渡制度概說 

   

各國引渡規定的法源主要有三種： 

一、條約； 

二、特別立法； 

三、刑事法或刑事訴訟法。 

 

儘管條約在引渡實務中最為重要，然而條約卻少有全面而完整地

規範引渡程序；因此，各國通常都會有特別立法來加以規範並補充。

在美國，引渡條約本身便具備規範效力，無庸再透過內國法加以承認；

因此根據引渡條約，國務院與司法機關即可藉此開啟引渡程序。但相

對於美國來說，英國所簽訂的條約就不具備規範效力，尚必須透過內

國法予以承認（尤其當條約賦予或干預人民權利時），而將條約的規

定納入於內國法之中。在英國，假如條約所容許之範圍較內國法為廣，

內國法將具有優先性；但在美國，條約規定反將會優先於內國法而適

用。蓋美國憲法中規定條約之優先地位，惟英國卻沒有類此的成文憲

法條文。因此在美國，條約以及特別立法將會優先於其他法律，例如

美國聯邦刑事程序法中有關證據禁止的規定就不適用於引渡程序。 

   

美國有關國際引渡的程序乃規定在聯邦法中（18 U.S.C § 

3181-3196）惟條約中若有不同之規定將以條約為優先。值得注意的

是，由於條約會優先於內國法而適用，再加上各條約所規定的引渡程

序亦有所不同，因此在相關引渡程序的細節上，美國迄今仍未加以統

一。職是之故，各法院處理引渡之不同議題時，無論是涉及實體或程

序問題，仍存在許多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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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渡條約中亦有可能規定相應的機關來負責引渡事務，例如國務

院（Department of State）或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被請求國

將會按照其法律，決定引渡相關問題應由行政機關處理或者一部分甚

至於全部皆透過司法程序來執行。 

 

  對於多數國家而言司法機關仍屬決定是否引渡罪犯的機關之一，

然而引渡畢竟屬於涉外政治事務，最終決定權仍由行政機關所掌握。

直到 19 世紀，多數國家的引渡問題依舊全部由行政機關加以處理，

例如法國直到 1875 年之後，才在引渡程序中引進司法程序。 

 

在美國，由司法機關審查的機制，是從 1799 年開始透過判例加

以累積，最早的成文化則是在 1848 年的引渡法案（Extradition Act），

並在 1842 年與英國簽定的條約中則引進了司法聽證程序37。比利時則

是最早在引渡程序中引進司法審查的國家，要求所有的引渡案件都必

須送交法院；惟必須注意的是，司法審查並不具備最終的確定性，行

政權依然得以不理會司法決定38。在美國，基本上只有行政機關得以

在引渡程序中設下條件，但亦有少數的例外，例如：透過司法審查所

建立的特定性原則（Principle of Specialty），亦即請求國僅得根據被

請求國所認可的犯罪而對被引渡人起訴。 

   

在大陸法系國家，引渡乃刑事司法互助之工具，相關機關甚至不

會對被引渡者之罪責進行初步的調查；反之在美國，司法程序必須符

合某些標準，例如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或表面證據（Prima Facie）

39。舉例而言，在 Benson v. McMabon 案中，美國最高法院以是否存

在相當理由作為標準來判斷犯罪是否遭到違犯且關係人是否即為犯

                                                
37

 Act of August 12, 1848; see also In re Stupp, 23 F. Cas. 281 (C.C.S.D.N.Y.1873); JOHN B. MOORE, 

A TREATISE ON EXTRADITION AND INTERSTATE RENDITION (Boston, Boston book Co., 1891) 551-56. 
38

 In re Rozzoni, 24 I.L.R. 506(Cass. 1957) (Belg.). 
39

 BASSIOUNI, supra note 30, at Ch. X, Sec. 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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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者40。 

   

大陸法系國家並未要求諸如相當理由的審查，並且認為正式的引

渡請求即為初步的證據，依此就可批准引渡。但通常會有兩點例外： 

一、關係人身分的認定； 

二、請求的內容是否與條約內容具有一致性。 

 

此等證明通常會出現在引渡犯人的請求或所附加的文件之中，例

如起訴書或類似之控訴文件，但亦有可能是法院所批准的文件。這些

文件的實質內容原則上並不會受到被請求國的審查，但可經由條約規

定例外得調查的事項。進一步來說，在歐盟所有成員國都受到歐洲人

權公約及其第 14 條附加議定書所拘束，目前歐洲的趨勢乃透過特別

立法整合所有的刑事司法互助及跨國合作。除了多邊條約，歐盟企圖

迴避合作模式的運作，因此無論是實體或程序問題，只要透過公約授

權及歐洲逮捕令（European Arrest Warrant）的簽發，就可直接下達指

令41。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引渡程序都涉及行政與司法機關，在行政

層次上，通常會涉及到外交部、內政部、司法部；而在司法層次上，

亦可能涉及司法部之行政功能。因此，引渡程序將有賴於不同機關間

之合作，故通常會有所延誤。例如在法庭程序中，司法部有可能主張

代表司法部之人具有相關權限，惟事實上，該人只有移送或接受相關

訊息之權限，而無權批准法律請求（通常惟有法院有權為之）。值得

特別注意的是，若當事人的權利將被侵犯，被請求國法院將會例外涉

入調查，特別是顧慮到兩國的行政機關可能有意使引渡程序更加快速，

而忽略當事人權利之保障。   

                                                
40

 Benson v. McMahon, 127 U.S 457, 462-63 (1888). 
41

 See BASSIOUNI, supra note 30, at Ch. I, Sec. 4.1. 



24 
 

第二節 美國法引渡程序的基本原則 

   

美國引渡程序主要規定在 18 U.S.C § 3181-3196 之中，此法於

1848 年生效，最後一次修正是在 1965 年，而在 1981 至 1984 年間，

幾度有修法的嘗試，惟均告失敗。 

 

首先說明引渡之限制，美國法與世界各國類似，不論是自美國引

渡人犯，或美國請求其他國引渡人犯，均受到若干基本原則的限制，

對此請參照本文第一章之說明。 

   

第三節 從美國引渡人犯之程序 

一、概說 

 

  請求國有兩種方式開啟引渡程序： 

1、向國務院請求（直接或透過外交途徑），國務院將會將相關交件轉

交司法部，司法部會將此請求轉交由檢察官處理（通常是請求對象所

在地之檢察官）。 

2、透過委託民間律師事務所，在被請求人所在地之聯邦地方法院

（Federal District Court）提起訴訟（惟此等程序過去 30 年來未曾使

用過，故並未具有實務上的重要性）。 

 

無論以上述何種方式來開啟引渡程序，都會被登錄在聯邦地方法

院的民事卷宗當中（Civil Docket），儘管引渡程序具有特殊性，但其

仍有許多與刑事訴訟程序相似之處。 

引渡程序並非美國憲法第 3 條所稱的司法程序，而是涉及到第 2

條的行政權。除了特定的條約規定（無論是雙邊或多邊條約），引渡

的司法程序乃根據 18 U.S.C § 3181-3196 之規定。此種司法程序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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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司法官（Magistrate）加以審理，且當事人並沒有上訴的權利。

然而，當事人可以透過聲請人身保護令（Writ of Habeas Corpus），對

法院審理結果表達不服，藉此重新審理相關法律或事實問題。若聯邦

地方法院駁回該人身保護令之請求，當事人得向巡迴法院提起上訴。 

 

  值得注意的是，§ 3184 所規定之司法聽證程序，其目的並非為了

判斷當事人是否犯罪等實體問題，而是為了審查以下問題：1、是否

存在有效的引渡條約 2、引渡之對象是否即為當事人 3、引渡之請求

是否符合條約以及美國法律之規定 4、根據相關條約規定，被引渡者

所涉及之犯罪，是否屬於可得引渡之罪 5、根據請求國與被請求國之

法律，相關事實是否足以證成犯罪行為 6、是否達到與刑事案件之預

審程序（Preliminary Hearings）相同標準之相當理由要求42
7、是否條

約或立法限制引渡 8、引渡令所涉及的犯罪是否特定，藉此確保特定

原則的實踐。 

 

  司法程序不同於行政程序，除非是在審查相當理由是否存在、引

渡程序是否合憲、亦或是有其刑事政策之考量以及確保任何處於國家

公權力下的人皆享有合於國際人權保障與美國憲法之權利等問題上，

否則對於實體事項的調查是受到相當大的限制。但這並不代表著當事

人享有全然等同於一般刑事程序之權利，由於聯邦刑事程序規則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與聯邦證據規則（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原則上並不適用於引渡審查的案例上，承審法官得依其

裁量，來決定在個案中適用何種合適且必要之程序。 

 

  如果是從美國引渡人犯，法院還會於聽證程序中審查國際習慣法

                                                
42

 See Ornells v. United States 517 U.S 690 (1996); United State v. Schaafsma, 318 F.3d 718, 722 (7th 

Cir. 2003); United States v. Hayes, 236 F.3d 891, 894 (7
th
 Cir. 2001); United States v. Gilliam, 167 

F.3d 628, 633 (D.C.Cir. 1999); Hobber v. Klein, 573 F.2d 1360, 1369 (9
th

 Cir. 1978); Quinn v. 

Robinson, 783 F.2d 776 (9th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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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慣例（尚包括國際人權法之議題）。反之，若是從外國引渡人犯至

美國，就不會在聽證程序中審查這些問題，而是在後來的刑事審判程

序中加以處理。在這些引渡案件中，雖然被告享有所有憲法及制定法

所規定之權利，且受到聯邦刑事程序法與聯邦證據規則的保障，但在

觸及引渡事項時，被告的權利卻受到限制，例如特定性原則（Principle 

of Specialty）與不調查原則（Rule of Non-Inquiry）43。 

   

引渡的請求，無論是以向國務院請求（直接或透過外交途徑）的

方式亦或是透過委託民間律師事務所來提起訴訟此方法，均必須遵守

相關條約之規定與 18 U.S.C § 3181-3196 之程序機制。條約有時會規

定引渡程序的實質內容，除此之外，相關的聯邦法將得以補充適用。

向聯邦地區法院提出引渡聲請後，聯邦檢察官（United States Attorney）

就會要求簽發暫時逮捕令。若正式的引渡請求尚未提出，但條約中卻

容許引渡請求前的暫時逮捕（Provisional Arrest），此時聯邦檢察官亦

得請求簽發暫時逮捕令。逮捕令是由美國司法官（United States 

Magistrate）或聯邦司法官所簽發，得基於口頭控訴或證詞而審理簽

發逮捕令所根據之相關事實，但不以嚴格證明為必要。簽發後的調查、

搜索與逮捕將由聯邦調查局（FBI）執行，因為暫時逮捕令的管轄權

是隸屬於聯邦層級。在聯邦調查局暫時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後，應及時

進行保釋聽證（Bail Hearing）程序，以符刑事程序中之各項要求。 

   

在保釋聽證程序後，將會進行引渡聽證程序，審查是否符合 18 

U.S.C § 3181-3196 所要求的「相當理由」標準。該程序將審查請求國

與美國間是否簽定引渡條約、所涉及之犯罪是否可得引渡、嫌疑人被

逮捕時，其行為是否屬於犯罪；而相關證據審查方式乃規定於 18 

U.S.C § 3190 之中。假如上述規定的構成要件均屬合致，嫌疑人就會

                                                
43

 See BASSIOUNI, supra note 30, at Ch. VII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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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定為可得引渡者，承審法官將會依此簽發引渡令狀。反之，若法

院認為嫌疑人不具引渡適格時，程序將會終結。 

 

當承審法官簽發引渡令狀時，嫌疑人有權向聯邦地區法院聲請人

身保護令44；值得注意的是，先前的聽證程序亦是由聯邦地區法院之

法官所審理，再加上簽發人身保護令狀的程序流程在美國法中並非如

此明確，因此有可能於此程序中遇到與簽發引渡令狀相同之法官。在

這種狀況下，僅得藉由迴避制度來予以避免；一方面得藉由聲請變更

承審法官，另一方面亦得藉由其他法官積極介入審理而避免此等情況

發生。當聯邦地區法院駁回人身保護令狀之請求時，當事人得根據聯

邦人身保護令程序 45予以上訴，之後當事人亦得請求移審令狀

（Certiorari），使案件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46。 

 

  值得注意的是，引渡令本身是不得上訴的，因此人身保護令的請

求僅是作為重新審查的手段，且由於人身保護令亦得於其他案件程序

中提出（例如當法院拒絕保釋申請時，透過此程序重新審查），故於

引渡程序中所提出的人身保護令請求就必須與基於其他事由而提出

者相區隔。本文說明如下：首先，若當事人的請求被聯邦地方法院或

上訴法院批准，將會重新開啟聽證程序或釋放當事人；假如法院認可

當事人之請求並釋放當事人，請求國之政府或私下委託之律師均不得

對法院之決定聲明不服。但請求國依然可以再次聲請引渡，蓋雙重危

險原則（the principle of double jeopardy）於此並不適用之47。若當事

人具備可得引渡之適格，批准引渡之決定將會從法院送交至司法部，

然後司法部會將批准令轉呈國務院，國務院將會發布最終的引渡令。

                                                
44

 法源依據：28 U.S.C. § 2241 (2000)。 
45

 法源依據：28 U.S.C §2241 (2000)。 
46

 法源依據：28 U.S.C. § 2101 (2000)。 
47

 See Collins v. Loisel, 262 U.S. 426, 429 (1923); Caltagirone v. Grant, 629 F.2d 739,748 n. 19 (2d 

Cir.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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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務院於此階段中享有行政裁量（Executive Discretion）的空間而

有最終之決定權，甚至得以拒絕簽發引渡令48。一旦國務院簽發引渡

令，美國執行官（United States Marshal）便會根據兩國正式或非正式

的協議將當事人送交請求國的負責機關。實際引渡時，可以由執行官

陪同被引渡者至請求國或由請求國代表進入美國將其引渡回國。在

Vo v. Benov 案中，第 9 巡迴上訴法院對引渡程序有如此的結論： 

 

An extradition court-in this case the magistrate judge exercises very 

limited authority in the overall process of extradition. As we have 

explained, "[e]xtradition is a matter of foreign policy entirely with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the statute 

interposes a judicial function." Lopez-Smith v. Hood, 121 F.3d 1322, 

1326 (9th Cir.1997) (citing In re Metzger, 46 U.S. (5 How.) 176, 188, 12 

L.Ed. 104 (1847)). Extradi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s initiated when 

the nation seeking extradition makes a request directly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Blaxland v. Commonwealth Dir. of Pub. Prosecutions, 323 

F.3d 1198, 1207 (9th Cir. 2003). "After the request has been evaluat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relevant extradition treaty, a United States Attorney... files a complaint in 

federal district court seeking an arrest warrant for the person sought to be 

extradited." Id. Upon the filing of a complaint, a judicial officer (typically 

a magistrate judge) issues a warrant for an individual sought for 

extradition, provided that an extradition treaty exis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untry seeking extradition and the crime charged is 

covered by the treaty. 18 U.S.C. § 3184. After the warrant issues, the 

judicial officer conducts a hearing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48

 See 4 GREEN HAYWOOD HACKWORTH,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316, 49-50; see 

BASSIOUNI, supra note 30, at Ch. XI. 

http://openjurist.org/323/f3d/1198
http://openjurist.org/323/f3d/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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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sufficient to sustain the charge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oper treaty or convention," id.,or, in other words, whether there is 

probable cause.
49

 

 

If the judicial officer determines that there is probable cause, he "is 

required to certify the individual as extraditabl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Blaxland, 323 F.3d at 1208 (emphasis added) 

(citing Lopez-Smith, 121 F.3d at 1326). After an extradition magistrate 

certifies that an individual can be extradited, it i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representing the executive branch, who ultimately decides whether to 

surrender the fugitive to the requesting country.Id.; see Quinn v. 

Robinson, 783 F.2d 776, 789 (9th Cir. 1986).
1
 The authority of a 

magistrate judge serving as an extradition judicial officer is thus limited 

to determining an individual's eligibility to be extradited, which he does 

by ascertaining whether a crime is an extraditable offense under the 

relevant treaty and whether probable cause exists to sustain the 

charge.See Prasoprat v. Benov, 421 F.3d 1009, 1014 (9th 

Cir.2005); Blaxland, 323 F.3d at 1208 (quoting United States v. Lui 

Kin-Hong, 110 F.3d 103, 110 (1st Cir.1997)). Part of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offense is extraditable is examining whether it falls within the 

political offense exception. If it does, the individual is not eligible for 

                                                
49

 中譯：引渡法院，亦即在本案中的承審法官對於引渡程序僅享有部分的權限。正如我們已解

釋過的，除非法律規定允許司法部門加以介入，否則引渡程序因涉及到外交政策，而屬於行政部

門裁量之範疇。" Lopez-Smith v. Hood, 121 F.3d 1322, 1326 (9th Cir.1997) (citing In re Metzger, 46 

U.S. (5 How.) 176, 188, 12 L.Ed. 104 (1847)). 美國引渡人犯的程序是因他國對美國國務院的引渡

請求而開啟。Blaxland v. Commonwealth Dir. of Pub. Prosecutions, 323 F.3d 1198, 1207 (9th Cir. 

2003). 在國務院審查相關證據以確定它是否在引渡條約範圍內之後，聯邦檢察官…將會向聯邦

地方法院聲請令狀以逮捕引渡之對象。基此請求，司法人員（通常是一個法官）需審查相關要件

是否符合，例如：請求國與美國間是否存在有效的引渡條約，且被控之犯罪是否屬於條約中所規

定之犯罪等（18 U.S.C. § 3184），而基此對請求引渡者簽發逮捕令狀。在逮捕令狀簽發後，法官

將開啟聽證程式，決定在條約或協定的條款規定下，是否有足夠的證據支持對嫌疑人的控訴，此

即為相當理由之審查。 

http://openjurist.org/783/f2d/776
http://openjurist.org/447/f3d/1235/vo-v-l-benov#fn1
http://openjurist.org/421/f3d/1009
http://openjurist.org/110/f3d/103
http://openjurist.org/323/f3d/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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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dition. Quinn, 783 F.2d at 787.
50

 

 

The decision to certify an individual as extraditable cannot be 

challenged on direct appeal. Rather, a habeas petition is the only available 

avenue to challenge an extradition order.Mainero v. Gregg, 164 F. 3d 

1199, 1201-02 (9th Cir. 1999). The district court's habeas review of an 

extradition order is limited to whether: (1) the extradition magistrate had 

jurisdiction over the individual sought, (2) the treaty was in force and the 

accused's alleged offense fell within the treaty's terms, and (3) there is 

"any competent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probable cause determination of 

the magistrate. Id. at 1205; Quinn, 783 F.2d at 790. We have held that 

"the political offense question is reviewable on habeas corpus as part of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offense charged is within the treaty." Id. at 

791. This factor is a mixed question of law and fact. Id. Mixed questions 

are reviewed de novo, though we cautioned in Quinn that if "the 

determination is 'essentially factual'... it is reviewed under the clearly 

erroneous standard."Id. (citing United States v. McConney, 728 F.2d 1195, 

1203 (9th Cir. 1984) (en banc)).
51

 

                                                
50

 中譯：若法院認為存在相當理由，將會由國務卿認定當事人屬於可得引渡（extraditable）

" Blaxland, 323 F.3d at 1208 (emphasis added) (citing Lopez-Smith, 121 F.3d at 1326). 隨後國務卿將

代表行政部門作出是否引渡於請求國的最終決定。Id.; see Quinn v. Robinson, 783 F.2d 776, 789 

(9th Cir. 1986). 法院在引渡程序中的權限僅限於決定當事人是否具有引渡之適格性，亦即根據相

關條約審查被控訴的犯罪是否屬於可引渡之犯罪，以及是否有相當理由支持該控訴。See Prasoprat 

v. Benov, 421 F.3d 1009, 1014 (9th Cir.2005); Blaxland, 323 F.3d at 1208 (quoting United States v. 

Lui Kin-Hong, 110 F.3d 103, 110 (1st Cir.1997)).決定是否屬於可得引渡之犯罪，主要是審查是否屬

於政治犯而有政治犯不引渡原則之適用。如果是的話，此嫌疑人即不具有引渡的適格。 
51

 中譯：對於引渡的決定，聲請人身保護令是唯一的途徑來推翻引渡決定，個人不能訴諸上訴

來推翻之。Mainero v. Gregg, 164 F.3d 1199, 1201-02 (9th Cir. 1999). 對於當事人所聲聲請之人身

保護令狀，地區法院之審查限於以下事項：1、審理引渡事項之法院是否對此享有管轄權，2 引

渡條約是否具有效力且引渡之罪行屬於條約中所規定之犯罪，以及 3、是否有足夠之證據支持法

院對於相當理由的判斷。 Id. at 1205; Quinn, 783 F.2d at 790. 我們認為“政治犯不引渡原則爭議的

審查，是屬上述審查事項 2、引渡之罪行是否屬於條約中規定之犯罪所包含”  Id. at 791. 而此問

題將同時涉及到事實的認定與規範的解釋。在此程序中，複雜的問題被從頭重覆加以審查，即使

在 Quinn 案中法官所警告的，“若先前法院之決定本質上涉及事實認定…此時仍應採取明顯錯誤

之標準加以審理（clearly erroneous standard）”。Id. (citing United States v. McConney, 728 F.2d 1195, 

http://openjurist.org/164/f3d/1199
http://openjurist.org/164/f3d/1199
http://openjurist.org/783/f2d/776
http://openjurist.org/421/f3d/1009
http://openjurist.org/110/f3d/103
http://openjurist.org/164/f3d/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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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言之，第 9 巡迴法院認為，法院在引渡程序中僅享有部分的權

限，因為引渡程序常涉及到外交政策，除非法律規定司法部門有權加

以介入，否則行政部門於此是具有相當大的裁量空間。從美國引渡人

犯的程序是透過他國對美國國務院之引渡請求而開啟，在國務院審閱

相關證價評估是否予以引渡後，聯邦檢察官將會向聯邦地方法院聲聲

請令狀來逮捕引渡之對象。基於此請求，法院會審查相關要件是否符

合，諸如請求國與美國間是否存在有效的引渡條約且被控之犯罪是否

屬於條約中規定之引渡犯罪。在令狀簽發後，法院將開啟聽證程序，

決定在條約或協定的條款規定下，是否有足夠的證據支持犯罪之控訴，

此即為相當理由的審查。 

 

  若法院認為存在相當理由，將會認定當事人屬於可得引渡

（Extraditable），並將結果通知國務卿，隨後國務卿將代表行政部門

作出是否引渡的最終決定。由此可見，法院在引渡程序中的權限僅限

於決定當事人是否有引渡之適格性，亦即根據相關條約審查被控訴的

犯罪是否屬可引渡之犯罪，以及是否有相當理由支持該控訴。決定是

否屬於可得引渡之犯罪，通常而言乃審查是否涉及政治犯不引渡原

則。 

 

  最後，對於當事人所聲請之人身保護令，地方法院之審查限於以

下事項： 

1、審理引渡事項之法院對此是否享有管轄權； 

2、引渡條約是否具有效力且引渡之罪行是否屬於條約中規定之犯

罪； 

3、是否有適當之證據支持法院對於相當理由的判斷。 

                                                                                                                                       
1203 (9th Cir. 1984) (en b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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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政治犯不引渡原則，第 9 巡迴法院認為可以併入前述第 2 點

事由中予以審查，而此問題將同時涉及到事實認定與規範解釋。至於

審查之標準，第 9 巡迴法院認為，若先前法院之決定本質上涉及事實

認定，此時應採取明顯錯誤之審查標準（Clearly Erroneous Standard）。 

 

茲將相關程序整理如下： 

1、 請求國備齊相關文件。 

2、 正式請求前若擔心嫌疑人逃亡，請求國會透過非正式途徑請求      

引渡與聲請暫時逮捕，同時保證正式文件將隨即補齊。 

3、 請求對象：國務院（the State Department）。 

4、 國務卿（the Secretary of State）裁決。 

5、 移交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6、 程序： 

(1) 國際事務處（OIA）審查52。 

(2) 移交各地區。 

(3) 指派助理聯邦檢察官（the 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取

得逮捕令。 

(4) 逮捕嫌疑人。 

(5) 帶至治安法官或地區法官。 

(6) 政府提出引渡案之限制。 

(7) 法院聽證程序（法源依據：18 U.S.C. § 3184）。 

(8) 引渡令，國務院批准之紀錄。 

(9) 嫌疑人有時會放棄聽證程序。 

(10) 國際事務處通知請求國，準備引渡事宜。 

(11) 引渡令不具有可爭訟性時，嫌疑人可以請求人身保護令；若

                                                
52

 此處所指稱之 OIA，是隸屬於美國司法部之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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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決定具有可爭訟性時引渡程序則可以暫緩。 

7、 逮捕與保釋： 

   條約通常會包括要求暫時逮捕，除非有極度例外情形，否則通常   

   不得保釋。當然，可以在條約中增加保釋的例外狀況。 

8、 聽證程序（具體內容通常會由條約加以規定）： 

 

  (1)請求國與美國間具有有效的引渡條約。 

  (2)當事人即為被請求者。 

  (3)符合可得引渡之罪行。 

  (4)符合雙方可罰原則。 

  (5)相當理由相信當事人違犯該罪行53。 

  (6)提出相關文件（根據美國法律、條約之特殊要求）並經翻譯   

    與認證。 

  (7)其他條約要求或實定法之程序。 

9、 審查程序54： 

(1)如果法院最後在聽證程序中認定引渡不合法，請求國得以       

提出新事實與新據證聲請引渡，並且聲請的次數不受限制。55
 

(2)如果法院認定嫌疑人具引渡之適格時，嫌疑人並沒有上訴之    

  權利，只能透過聲請人身保護令獲得有限制的救濟。 

 

10、引渡： 

                                                
53

 大陸法系國家法院大多不會審查行為人是否確實違犯該罪，但普通法系國家卻透過相當理由 

或是初步調查審查此問題。See BASSIOUNI, supra note 30, at 808. 
54

 這個程序只審查治安法官是否有管轄權、被控訴的罪行是否在條約之中、是否有足夠的證據

顯示嫌疑人有罪，以及是否有證據支持治安法官的相當理由。當然嫌疑人也可能會在此程序中提

出反酷刑公約來加以抗辯。 
55

 Gill v. Imundi, 747 F. Supp. 1028, 1039 (S.D.N.Y. 1990) (citing In re Doherty, 786 F.2d 491, 503 

(2d Cir. 1986)). See also In re Extradition of Massieu, 897 F.Supp. 176, 179 (D.N.J. 1995); Hooker v. 

Klein, 573 F.2d 1360, 1365 (9th Cir.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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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過法院認可階段後，就會進入國務卿的行政裁量範圍，而 

    其有釋放或進行引渡的最終決定權56。實際引渡的程序會由條 

    約57或立法58加以明定；例如：請求國必須在一定期間內提出 

    請求，否則會逕行釋放、以及有多國請求時，該如何決定請求 

    引渡的國家等59。在實際案例中，亦經常容許被引渡者完成審 

    判程序或是執行完判決後方才引渡60。 

                                                
56

 由於是高度政治性，最終決定權通常是行政部門。See BASSIOUNI, supra note 30, at 806. 
57

 請參考：Extradition Treaty with Thailand, art. 11 (3) entered into force May 17, 1991, S. TREATY 

DOC. 98-16 (“If the extradition has been granted, surrender of the person sought shall take place 

within such time as may be prescribed by the laws of the Requested State.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agree on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surrender of the person sought. If, 

however, that person is not removed from the territory of the Requested State within the prescribed 

time, that person may be set at liberty and the Requested State may subsequently refuse extradition for 

the same offense”); Bulgari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12, entered into force May 21, 2009, S. TREATY 

DOC. 110-12; Argentine Extradition Treaty, art. 12, entered into force Jun. 15, 2000, S. TREATY 

DOC. 105-18, TIAS 12866; Austri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14 (2)-(4), entered into force Jan.1, 2000, 

S. TREATY DOC. 105-50, TIAS 12916; Hungari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13, entered into force Mar. 

18, 1997, S. TREATY DOC. 104-5; Costa Ric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13, entered into force Oct. 11, 

1991, S. TREATY DOC. 98-17; Jamaic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XI, entered into force July 7, 1991, S. 

TREATY DOC. 98-18;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the Bahamas, art. 11, entered into force Sept. 22, 1994, 

S. TREATY DOC. 102-17; Bolivi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IX, entered into force Nov. 21, 1996, S. 

TREATY DOC. 104-22; Jordani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12, entered into force July 29, 1995, S. 

TREATY DOC. 104-3; Itali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XIII, entered into force Sept. 24, 1984, 35 U.S.T. 

3023. 
58

 請參考：18 U.S.C. § 3186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order the person committed under sections 

3184 or3185 of this title to be delivered to any authorized agent of such foreign government, to be tried 

for the offense of which charged. Such agent may hold such person in custody, and take him to the 

territory of such foreign government, pursuant to such treaty. A person so accused who escapes may be 

retaken in the same manner as any person accused of any offense”). 
59

 請參考：Extradition Agreement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rt. 10, entered into force Feb. 1, 2010, S. 

TREATY DOC. 109-14 (when the United States or an EU Member State receives competing  

extradition request from the other State and a third country, the requested State shall consider “all 

relevant factors” when determining which request to honor,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 whether 

the requests were made pursuant to treaty; (b) the places where each of the offenses were committed; (c) 

the respective interests of the requesting States; (d) the seriousness of the offenses; (e) the nationality 

of the victim; (f) the possibility of any subsequent extradition between the requesting States; and (g)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in which the requests were received from the requesting States” );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Trinidad and Tobago, art. 12, entered into force Nov. 29, 1999, S. TREATY DOC. 105-21;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Thailand, art. 
60

 請參考：Jamaic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XII, entered into force July 7, 1991, S. TREATY DOC. 

98-18 (“If the extradition request is granted in the case of a person who is being prosecuted or is 

serving a sentence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Requested State for a different offence, the Requesting State 

shall, unless its laws otherwise provide, defer the surrender of the person sought until the conclusion of 

the proceedings against that person or the full execution of any punishment that may be or may have 

been imposed”);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Sri Lanka, art. 13 (2), entered into force Jan. 12, 2001, S. 

TREATY DOC. 106-34; French Extradition Treaty, art. 16 (2), entered into force Feb. 1, 2002, 

S.TREATY DOC. 105-13; Hungari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14, entered into force Mar. 18, 1997, S. 

TREATY DOC. 104-5;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Thailand, art. 12, entered into force May 17, 1991, S. 

TREATY DOC. 98-16; Costa Ric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14, entered into force Oct. 11, 1991, S. 

TREATY DOC. 98-17; Bolivi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XI, entered into force Nov. 21, 1996, S. 

TREATY DOC. 104-22; Jordani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13, entered into force July 29, 199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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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暫時引渡 

    條約經常會規定，當嫌疑人正在被請求國面臨訴訟或服刑 

    時，可以先行引渡至請求國接受起訴，但必須尊重法院嗣 

    後之決定61。 

    

以下的討論，將針對上述程序中最重要的部分，特別予以說明。 

 

二、引渡程序之開啟 

 

  對於嫌疑人引渡之請求，雖然沒有固定形式，但仍屬於正式的外

交請求62，所以必須由請求國相應之機關向美國國務卿提出63。而提

出請求的機關可以是請求國的外交部或法務部，並根據請求國之法律

規定，透過外交途徑通知美國政府。所謂的外交途徑，包括由美國駐

外之大使，或請求國駐於美國之大使將引渡請求轉交至美國國務院。

由於透過外交途徑請求引渡耗時甚多，許多國家容許其司法部直接向

他國之司法部提出引渡請求。目前許多國家在司法部下設有國際事務

處或引渡部門，職司引渡之案件。美國司法部設有國際事務辦事處，

處理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事宜，在某些美國大使館亦駐有司法部專員，

以確保其雙方之緊密聯繫。 

 

  各個條約對於引渡的實質要件會有不同之規定，但這些不同的規

                                                                                                                                       
TREATY DOC. 104-3; Itali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XIV, entered into force Sept. 24, 1984, 35 U.S.T. 

3023. 
61

 請參考Extradition Agreement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rt. 9, entered into force Feb. 1, 2010, S. 

TREATY DOC. 109-14 (when preexisting agreement between EU Member State and United States 

lacks similar provision, allowing requested State to surrender the realtor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he 

will be kept in custody and returned under circumstances and conditions agreed upon by the two 

States); Peruvi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X (2), entered into force Aug. 25, 2003, S. TREATY DOC. 

107-6; Second Protocol Amending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Canada, art. 1, entered into force Apr. 30, 

2003, S. TREATY DOC. 107-11 (adding art. 7 bis to earlier treaty; Protocol Amending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Mexico, art. 1, entered into force May 25, 2001, S. TREATY DOC. 105-46, TIAS 12897 

(adding art. 15 (2)-(3) to earlier treaty). 
62

 See 6 MARJORIE WHITEMAN,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906 (1963). 
63

 See 18 U.S.C. §318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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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不具備重要性，因為於司法聽證程序中，可以對條約內容進行修

正或補充。即便請求國之請求在內容上有實質之錯誤，亦不會對引渡

請求有重大影響，蓋於美國拒絕引渡後，請求國得以隨時再提出新的

請求，美國最高法院亦明白指出雙重危險之禁止並不適用於引渡案件

中64。至於將引渡請求轉呈國務卿之時間亦未加以限制，可以在司法

聽證程序進行前、進行中、甚至進行後方為轉呈，但必須在國務院批

准引渡令之前轉呈國務卿65，有時條約亦會規定引渡請求必須在引渡

對象被逮捕或限制行動後兩個月內轉呈，於此期間經過後，當事人必

須被釋放且引渡請求將即刻失效，惟此期間效力並非當事人憲法上之

權利66。 

 

  假如不同國家同時或分別提出引渡請求，所涉及的條約即有可能

規定必須加以考量的要素，用以決定何國之請求具有優先地位，諸如

犯罪行為地67或犯行的嚴重性68，否則將取決於行政機關之裁量。在

                                                
64

 Collins v. Loisel, 262 U.S. 426 (1923), see also Romeo v. Roache, 820 F.2d 540 (5th Cir. 1987) 

(“Extradition proceedings, however, are generally not considered criminal prosecutions”); In re 

Extradition of Montiel Garcia, 802 F.Supp. 773 (E.D.N.Y. 1992); Artukovic v. Rison, 628 F. Supp. 

1370(C.D. Cal. 1986), affd, 784 F.2d 1354 (9th Cir. 1986 ); Artukovic v. Boyle, 107 F.Supp. 11 (S.D. 

Cal. 1952), rev’d sub nom. Karadzole v. Artukovic,247 F.2d 198 (9th Cir.1957), vacated and remanded, 

355 U.S. 393 (1958), on remand, United States ex rel. Karadzole v. Artukovic, 170 F.Supp. 383 

(S.D.Cal. 1959). 
65

 Ex parte schorer, 197 F.67 (C.C.E.D. Wis. 1912); see also 6 MARJORIE WHITEMAN, DIGEST 

OFINTERNATIONAL LAW, 905 (1963). 
66

 See Jimenez v. United States Dist. Court, 84 S. Ct. 14 (1963); Hababou v. Albright, 82 F.Supp. 2d 

347 (D.N.J. 2000). Wright v. Henkel, 190 U.S. 40 (1903); Barrett v. United States, 590 F.2d 624 (6th 

Cir. 1978); In re Factor’s Extradition, 75 F.2d 10 (7th Cir. 1934); In re Normano, 7F. Supp. 329 

(D.Cmass. 1934); Ex parte Reed,158 F.891 (C.C.D.C.N.J. 1908); In re Dawson,101 F.253 

(C.C.D.C.N.Y. 1900). On when commitment starts, see Charlton v. Kelly, 229 U.S.447 (1913); In re 

Chan Kam-Shu, 477 F.2d 333 (5th Cir.), cert. denied, 414 U.S. 847 (1973). See also In the Matter of 

Extradition of Rafael Eduardo Pineda Lara, 1998 U.S. Dist. LEXIS 1777 (S.D.N.Y.Feb. 18 1998), 

Matter of Extradition of Powell, 4f. Supp. 2d 945 (S.D.Cal. 1998); Elcock v. United States, 80 F. Supp. 

2d 70 (E.D.N.Y. 2000). 
67

 請參考：(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Extrad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s other American 

States, art. 7, 49 Stat, 3111, 3115, T.S. No. 882, 165 L.N.T.S. 47 (enteres into force, Jan. 25, 1935), 其

內如為： When the extradition of a person is sought by several States for the same offense, preference 

will be given to the State in whose territory said offense was committed, If he is sought for several 

offenses, preference will be given to the State within whose bounds shall have been committed the 

offense which has the greatest penalty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surrendering State. If the case is one 

of different acts which the State from which extradition is sought esteems of equal gravity, the 

preference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priority of the request. 
68

 請參考：Extradition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Northern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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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v. Adamov 案69中，美國與俄國同時提出引渡 Adamov（其

國籍乃俄國）的請求，瑞士最高法院批准將 Adamov 引渡至俄國，本

案中正好亦是美國控訴 Adamov 之犯罪發生地。 

 

  美國國務卿於接受到引渡請求後，可以提出備忘錄於法院，惟此

實務上並不常見，且亦非司法聽證程序之必備要件。在實際運作上，

通常是由請求國負責機關開啟此等司法程序，但於美國則是由各請求

對象所在地區之檢察官為之，若引渡對象之所在地不明，則會由聯邦

法院管轄區之哥倫比亞地區檢察官為之。 

 

三、司法程序 

 

  引渡程序之開啟通常是由請求國負責的機關提出引渡請求，對美

國而言，乃是司法部。至於請求者並不限於具有外交官身分之人，只

要請求國有充份授權即可，惟於實務運作中，向美國提出引渡請求者

均具有外交官身分。在 United States ex rel. Caputo v. Kelly 案70中，第

二巡迴法院認為： 

 

Extradition proceedings must be prosecuted by the foreign governmen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may not be used by a private party for private 

vengeance or personal purpose; but if in fact the foreign government 

initiates the proceedings , no reason is apparent why it may not authorize 

                                                                                                                                       
art. X, 28 U.S.T.227,232-33, T.I.A.S. No.8468 (entered into force, Jan. 21, 1977), 其內容為： If the 

extradition of a person is requested concurrently by one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and by another State 

or States, either for the same offense or for different offenses, the requested Party shall make its 

decision in so far as its law allows, having regard to all the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the provisions in 

this regard in any Agreements in force between the requesting States, the relative seriousness and place 

of commission of the offenses, the respective dates of the requests, the nationality of the person sought 

an possibility of subsequent extradition to another State. 
69

 United States v. Adamov, 2006 U.S. Dist. LEXIS 35408 (W.D. Penn. 2006). 
70

 United States ex rel. Caputo v. Kelly, 92 F.2d 603 (2d Cir. 1937), cert. denied, 303 U.S. 635 (1938). 



38 
 

any person to make oath to the complaint on its behalf.
71

 

 

對於被引渡者的暫時逮捕令得由相應的聯邦司法官發出，惟均必

須符合憲法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司法程序的啟動必須是在行政程序

進行之後，且必須遵守相應條約之規定，而且在啟動聽證程序之前，

法院必須擁有屬人管轄權72，此即由引渡對象被逮捕時其所在地之聯

邦地區法院取得，而無論暫時逮捕令是否由該法院發出。 

 

四、提出請求之文件 

 

  請求國必須提出相關文件以支持其引渡之請求，此類文件必須經

過美國駐外使館的認證，且透過外交途徑轉呈美國。美國法院實務見

解認為，一旦此類文件根據 18 U.S.C. § 3190 而認證，其效力便終局

地獲得認可。 

 

  巡迴法院於判決中曾多次主張，18 U.S.C. § 3190 並非要求該文

件在外國法庭上亦得作為證據使用，只要能夠獲得美國註外使館的認

證，便足以於美國引渡程序中使用。德拉瓦州地區法院於 In re 

Lehming 案73中表達如下觀點： 

 

The purpose of § 3190 is to afford the Government an efficient method 

of satisfying obligations under extradition treaties and supply a 

framework through which the Government can introduce evidence to 

efficiently extradite fugitives. United States v. Taitz, 134 F.R.D. 288, 291 

                                                
71

 中譯：引渡必須是請求國基於公眾利益而提出，不能作為私人報復的手段或為了任何私人的

目的。然而若請求國政府啟動引渡程序，法院並沒有理由反對請求國授權任何人代表該國進行宣

誓。 
72

 Goldsmith v. M. Jackson & Sons, Inc., 372 F.2d 184 (10th Cir. 1964); Jimenez v. Aristeguieta, 311 

F.2d 547 (5th Cir), cert. denied, 373 U.S.914 (1963); Bernstein v. Gross, 58 F.2d 154 (5th Cir. 1932). 
73

 In re Lehming, 951 F.Supp. 505,514-15 (D.De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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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Cal. 1991), citing In Re Luis Oteiza y Cortes, 136 U.S. 330, 34 L. 

Ed. 464, 10 S. Ct. 1031 (1890). Based upon the aforementioned statute, 

this Court may examine all of the documents admitted into evidence, 

including the Warrant of Arrest, to make a probable cause 

determination.
74

 

 

法院進一步認為： 

 

A fugitive is permitted to introduce evidence which rebuts the finding 

of probable cause, but this proffer is limited solely to evidence explaining 

the circumstances before a court. Explanatory evidence has been defined 

as "reasonably clear-cut proof which would be of limited scope and have 

some reasonable chance of negating a showing of probable cause . . . the 

extraditee cannot be allowed to turn the extradition hearing into a full trial 

on the merits." Matter of Sindona, 450 F. Supp. 672, 685 (S.D.N.Y. 1978). 

This Court shall exclude evidence which is proffered to contradict 

testimony, challenge the credibility of witnesses or establish a defense to 

the crimes alleged. Id. at 782, also see Collins, 259 U.S. 309, 315-16, 66 

L. Ed. 956, 42 S. Ct. 469 (admissible evidence is that which might 

explain ambiguities or doubtful elements of the prima facie case); In Re 

Okeke, No. 96-7019 P-01, 1996 WL 622213 (D.N.J. 1996) (fugitive is 

limited to explanatory evidence that offers a benign explanation for the 

evidence presented against them); Hooker v. Klein, 573 F.2d 1360, 1369 

(9th Cir.), cert. denied 439 U.S. 903 (1970).
75

 

                                                
74

 中譯：§ 3190 的目的是提供政府一個有效的方法來滿足引渡條約下的義務，並提供了一個框

架，讓政府可以提出證據以有效地引渡逃犯。United States v. Taitz, 134 F.R.D. 288, 291 (S.D.Cal. 

1991), citing In Re Luis Oteiza y Cortes, 136 U.S. 330, 34 L. Ed. 464, 10 S. Ct. 1031 (1890)。根據上述

法規，法院可審查所有將被接納為證據的文件，包括逮捕令，以做下具有相當理由的裁定。 
75

 中譯：被引渡者亦被允許提出證據推翻相當理由之判定，惟此等證據限於解釋先前已存在於

法院之事實情狀。此等證據特性在於，“其證明之範圍是有限的，且具備合理之可能推翻相當理



40 
 

 

法院強調，§ 3190 之規範目的，在於提供政府有效率之方法以滿

足引渡條約之要求，並使得引渡機制更能有效的執行。依此，法院得

以審查所有文件，例如逮捕令，作為判斷相當理由的證據。當事人亦

得主動提出證據推翻相當理由之判定，惟此等證據限於解釋先前已存

在於法院之事實情狀。而當事人提出的此等證據，其特性在於，證明

之範圍是有限的，且應具備合理之可能性而足以推翻相當理由。最主

要關鍵在於，被引渡者不應將聽證程序轉為全面審查其實質罪責之程

序，因此法院應該將用以推翻證詞之證據、質疑證人可信性之證據與

防禦之證據加以排除。 

 

五、控訴之提出 

 

  引渡程序通常是由控訴而加以開始，此等控訴近似於起訴書

（Indictment）或犯罪之指控（Information），通常是由被引渡者所在

地之聯邦地區檢察官所進行，形式上必須經過宣誓或其他認證程序，

大體上等同於民事控訴或刑事起訴76，且必須通知當事人，使其得對

之提出異議、對相當理由加以爭執或依據法律及條約予以抗辯。控訴

形式上亦必須符合相關條約與立法之規定，包括犯罪之事實情狀。如

同其他聯邦刑事控訴，檢察官得隨時更正該控訴以符合前述要求或其

他法院所提出之要求；當發現新的犯罪事實，亦得隨時補充其控訴。

通常而言，控訴必須包含以下內容： 

                                                                                                                                       
由…被引渡者不應將聽證程序轉為全面審查其罪責之程序。”Matter of Sindona, 450 F. Supp. 672, 

685 (S.D.N.Y. 1978). 法院應該將用以推翻證詞之證據、質疑證人可信性之證據與防禦之證據加

以排除。Id. at 782, also see Collins, 259 U.S. 309, 315-16, 66 L. Ed. 956, 42 S. Ct. 469(被允許的證據

是指可以解釋表面上確鑿案件中含糊不清或可疑的部分)；In Re Okeke, No. 96-7019 P-01, 1996 

WL 622213 (D.N.J. 1996) (被引渡者限於對他們提出的證據，給予一個有利的解釋); Hooker v. 

Klein, 573 F.2d 1360, 1369 (9th Cir.), cert. denied 439 U.S. 903 (1970). 
76

 See Fed. R. CIV. P. 23.1; FED. R. CIV .P.27 (a); FED.R.CIV.P.65; FED. R.CIV.P.66. See generally 

2 MOORE’S FEDERAL PRACTICE 11.03 (1982). see also Gaither v. United States, 413 F.2d 1061 (D.C. 

Cir.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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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事人姓名。 

2、 援引現行有效之條約。 

3、 主張所違犯的犯罪係屬條約規定可得引渡之犯罪。 

4、 主張該行為在美國聯邦法或地區法院所在地之州法規定下，亦屬

犯罪行為77。 

5、 若涉及條約中之拒卻事由，該等事由即不適用於本案之中。 

6、 犯罪行為事實情狀之彙整。 

7、 有相當理由支持當事人即為引渡之對象且該人乃屬犯罪行為

人。 

 

以下文件必須做為控訴之附件： 

 

1、 外國引渡請求之影本。 

2、 請求國相應機關所做成之逮捕令、起訴書、判決書影本或其他作

為請求國控訴基礎的文件。所有引渡程序之相關文件，無論是呈

於行政或司法部門之文件，均必須由美國駐於請求國之領事人員

或外交官員加以認證，亦即該等文件於請求國足以作為刑事案件

之證據78。 

3、 由請求國的適當機關對於相關文件與事實之正確性所為的宣

誓。 

4、 根據條約之要求，附上證明相關外國法律與事實的附加宣誓書、

文件與證據等。   

5、 足以辨認當事人身分之資訊。 

6、 被引渡者涉及犯罪之事實認定。 

                                                
77

 United States v. Stockinger, 269 F.2d 681(2d Cir.), cert denied, 361 U.S.913 (1959); see 

BASSIOUNI, supra note 30, at Ch. VII.  
78

 See 18 U.S.C. §3190 (2000); see also Collins v. Loisel, 262 U.S. 426 (1923); O’Brien v. Rozman, 

554 F.2d 780 (6th Cir. 1977); United States v. Galanis, 429 F.Supp. 1215 (D.Conn.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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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文件都必須翻譯成英文，且翻譯文件必須署名或宣誓，

且由美國領事加以認證79。在請求國提出控訴後，司法官或法官得以

發佈暫時逮捕令。該令狀之效力範圍及於全美，任何司法官員均有權

聽取該案，即便其非做成令狀者。在 Pettit v. Walshe 案80中，被上訴

人 Walsche 在印第安納州遭到美國執行官逮捕，而逮捕令乃由紐約市

之司法官所開出，該令狀中並要求執行官將 Walsche 送交紐約市法院

以舉行相關證據的聽證程序，惟被上訴人 Walsche 質疑該等條款的效

力。最高法院認為被上訴人應該被送至距離逮捕地最近之法院，於本

案中即為印第安納州： 

 

The alleged criminal shall be arrested and delivered up only upon 

such evidence of criminality, as,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the fugitive person so charged is found, would justify his apprehension 

and commitment for trial if the crime or offense had been there 

committed. As applied to the present case, that stipulation means that the 

accused, Walshe, could not be extradited under the treaties in question, 

except upon such evidence of criminality as,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Indiana,-the place in which he was found,-would justify his apprehension 

and commitment for trial if the crime alleged had been there 

committed.….It is made the duty of a marshal arresting a person charged 

with any crime or offense to take him before the nearest Circuit 

Commissioner or the nearest judicial officer, having jurisdiction for a 

hearing, commitment or taking bail for trial in cases of extradition.
81

 

                                                
79

 請參照§ 3190。 
80

 194 U.S. 205 (1904). 
81

 中譯：必須存在足證被指控之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證據，方得進行逮捕及移送。亦即，根據逃

犯被控訴之所在地法律，該行為亦是構成犯罪，藉此合理化法院對其所為的羈押與審判。適用於

本案中，條文意指被告即 Walshe，在條約下不能被引渡是有疑慮的，除非在 Walsche 所在地印

第安納州法律的規範下，此證據亦認定其行為將構成犯罪…執行官有義務將被逮捕者送至有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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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強調，將 Walsche 引渡的前提必須是，按照當前有效的條約，

於 Walsche 所在地印第安納州法律的規範下，其行為亦將構成犯罪，

而執行官亦有義務將被逮捕者送至有管轄權限之最近巡迴司法官或

法官。 

  

六、逃犯的意義 

 

   “Fugitive”「逃犯」一詞乃用於引渡條約中，亦即在請求國領土

內與審判權範圍內違犯犯罪，無論其基於何等理由而離開請求國之人。

在 United States v. Steinberg 案82中，地區法院在處理當事人對於迅速

審判之抗辯中，對於逃犯一詞做有說明。該案當事人於斯坦伯格被控

謀殺、盜用公款、詐欺，在逃離美國前曾受到大陪審團的審判。隨後

於英國索爾茲伯里與南非羅德西亞共居住了 7 年。雖然兩國間並未簽

訂引渡條約，惟基於善意原則，仍透過非正式管道（在當事人自願的

前提下）遣送當事人回美國，惟於美國政府傳訊後，其並不接受認罪

協商，且更進一步主張其迅速審判權遭到違反。然而法院認為，當事

人屬於逃犯，因而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並未被違反： 

 

If, after the commission of a crime within a state,the person who 

allegedly committed it leaves the state, no matter for what purpose, with 

what motive, or under what belief, he becomes, from the time of such 

leaving, within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fugitive 

from iustice.
83

 

 

                                                                                                                                       
權之最近巡迴司法官或法官以進行引渡案件的聽審、羈押或保釋程序。 
82

 United States v. Steinberg, 478 F.Supp. 29 (N.D.I11. 1979). 
83

 中譯：假若行為人於犯罪後，離開犯罪地之國家，無論是基於何等目的、動機或信念，犯罪

嫌疑人在離開該國的同時，根據美國憲法與制定法，此人將被視為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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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即便此人並非為了逃避請求國之司法程序，惟在請求

國嘗試請求引渡的同時，即便他不知道自己已遭到追捕且亦無躲避司

法程序的意圖，此等犯罪行為人亦會被視為逃犯。 

   

在 United States v. Blanco 案中，第 2 巡迴法院認為隱藏身分且其

行為表明不願返回美國接受司法審判之犯罪嫌疑人，亦將被視為逃犯

84。於該案中，Blanco 主張其並非逃犯，並援引 United States v. 

Salzmann 案作為先例，於該先例案件中，首席法官（chief judge）

Feinburg 反對將當事人 Salzmann 視為逃犯，蓋 Salzmann 於以色列時

並未企圖藏匿，且與美國檢察官保持聯繫。Salzmann 甚至告知美國

政府，若政府願意支付前往美國之費用，其將願意返回美國。惟本案

並不同於 Salzmann 案，因為美國政府雖然知道 Blanco 於哥倫比亞與

布蘭柯之住址，但 Blanco 並未公開地生活，且多次使用假名與假護

照旅行，更未曾與美國政府連繫，亦未表明願意返回美國接受審判。

換言之，政府會審查被告的行為以決定是否將其視為逃犯或僅為政府

怠惰之受害人85。必須強調的是，被引渡者並不必然是此處所稱之逃

犯，蓋此並非引渡之前提要件，縱使被引渡者自始不知請求國之控訴

亦然。 

  在被告缺席審判的情況中，部分條約會特別容許從美國引渡人犯，

只要請求國能夠保證賦予被告重新接受審判的權利。在此情況中，法

院通常會認為已經滿足相當理由之標準，值得注意的是，請求國於被

告缺席之裁判並不能滿足相當理由的審查標準86。惟困難之處在於，

當請求國之法律並未提供缺席之被告重新審判的權利時，美國就必須

                                                
84

 United States v. Blanco, 861 F.2d 774, 780 (2d Cir. 1988). 
85

 See, e.g., United States v. Diacolis, 837 F.2d 79 (2d Cir. 1988); Branion v. Gramly, 855 F.2d 1256, 

1269 (7th Cir. 1988) ）; United States v. Pomeroy, 810 F.2d 184 (8th Cir. 1987), superseded by 822 

F.2d 718 (1987); see also United States v. Eng, 951 F.2d 461 (2d Cir. 1991). 
86

 In Re Ribaudo, NO. 00 Crim. Misc. 1 Pg.KN, 2004 WL 213021, *5 (S.D.N.Y. 2004) relying on 

Spatola v. United States, 920 F.2d 615, 618 (2d Cir. 1991); In re extradition of Ernst, No.97 

Crim.Misc.1, 1998 WL 395267, *22 (S.D.N.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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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各種方法確保被引渡之當事人得以接受新的審判。 

 

七、暫時逮捕 

（一）暫時逮捕之原因與正當性基礎 

 

  暫時逮捕（Provisional Arrest）是在正式引渡請求提出前，根據

條約之授權，在有限制之期間內所為的逮捕。此等逮捕必須根據法官

或聯邦司法官之令狀為之87。美國自從 60 年代末期開始，所簽訂的條

約通常都會包含暫時逮捕之規定，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與義大利

於 1983 年所簽訂之引渡條約第 8 條： 

 

In case of urgency a Contracting Party may apply for the provisional 

arrest of the person sought pending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request for 

extradition through the diplomatic channel. This application may be made 

either through the diplomatic channel or directly between the Italian 

Ministry of Grace and Justi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application shall contain a description of the person sought, and 

indication of intention to request the extradition of the person sought and 

a statement of the existence of a warrant of arrest or a judgment of 

conviction, including convictions in absentia and in contumacy, against 

that person, and such further information, if any as would be necessary to 

justify the issue of a warrant of arrest had the offense been committed, or 

the person sought been convicted, in the territory of y the requested 

Party.
88

 

                                                
87

 6 M. WHITEMAN,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727 (1968).   
88

 中譯：在緊急的情況下，條約簽訂之一方得透過外交途徑，於正式提出引渡請求前，向被請

求國聲請將引渡之對象予以暫時逮捕。暫時逮捕的請求得透過外交途徑或直接由兩國司法部交

涉。聲請暫時逮捕時，須描述被引渡者之身分特徵、請求國之引渡意圖、提出請求國作出之逮

捕令或判決書（包括一造缺席判決）之陳述，以及其他支持犯罪嫌疑人身處於被請求國領域內

之必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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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渡條約中規定暫時逮捕之原因在於，當事人若知悉請求國準備

對其進行引渡或引渡程序已開啟時，可能會進行逃亡。因此，拘束引

渡對象並防止其逃亡，以利正式引渡請求的提出或程序之進行，對請

求國而言甚屬關鍵。而暫時逮捕的正當性基礎在於必要性與暫時逮捕

期間之短暫性。晚近之引渡條約均容許雙方有裁量之空間，期間由

40 至 60 日不等。至於此等期間是否過長，值得深思，因為依照目前

之通訊管道，根本毋庸如此久的時間，且請求國亦不需要如此長的時

間準備與提出正式引渡請求。然而現實層面之考量在於，法官與檢察

官於多數國家均有案件壓力，且相關部門的人員亦嚴重缺乏（諸如外

交部與司法部之人員），而且於轉呈引渡請求時，必須先行翻譯或對

相關文件逕行認證，此亦需耗費相當時間。也因此，政府通常會在簽

訂條約時，要求較長之暫時逮捕期間。 

   

國務院在透過司法部請求暫時逮捕前，會要求請求國提供以下的

資訊：被請求者之姓名、對犯罪之控訴（包含逮捕令、起訴書簽發之

時間與地點或法院之判決）、犯罪之情狀、對於被告的描述或特定等，

若知悉被告所在之處時亦應表明。 

   

美國政府對於暫時逮捕的政策，基本上是在有可能的範圍內盡量

予以協助；雖然此請求仍須符合一定要求，諸如提出相關文件證明引

渡對象在正式引渡前有逃亡之虞。緊急要素之審查通常僅根據請求國

之主張而認定，實務上並未有聲請因證明緊急要素的證據不足而遭到

駁回。換言之，即便條約中有規定暫時逮捕必須符合緊急性，惟根據

此等要求而駁回暫時逮捕之案件卻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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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暫時逮捕之程序與要件 

 

  聲請暫時逮捕所須之要件如下： 

 

1、暫時逮捕之令狀必須由當事人所在地之聯邦地方法院法官核發，   

   若被告所在地不明，則由哥倫比亞聯邦地區法院核發。 

2、引渡條約中有明確容許暫時逮捕之法律依據。 

3、逮捕令的有效期間是根據兩國引渡條約之規定。 

4、請求國向美國政府請求將特定之人予以逮捕，是為了達到引渡的  

   目的。 

5、必須通過相當理由之審查，以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之要求。 

6、存在緊急或急迫狀態。 

7、暫時逮捕令狀之核發所依據的實質理由標準大體上與美國法院於   

   一般刑事案件核發之令狀所依據者是相同的。 

8、若引渡條約有具體規定其他要件，或相關法律有所規定者，亦須

符合（主要就是緊急情狀與相當理由）。 

   

根據目前有效的引渡條約與美國立法，均未針對「緊急情狀」有

所定義，然而附隨於引渡條約之相關備忘錄卻會對此要素進行解釋。

依此，所謂的緊急性涉及到被控犯罪之本質與當事人之特質，諸如當

嫌疑人知悉引渡之要求時，是否會長期企圖逃亡或湮滅引渡請求所需

要之證據或將來定罪所必要之證據。以上問題均屬於事實問題，應由

法院依合理可信之證據加以認定。 

 

  暫時逮捕的主要目的在於保全被引渡之對象，以免逃亡而妨害引

渡程序之進行。在實際案例中，請求國通常是透過傳真或其他外交管

道通知美國，經常僅附上少許事實或證據提供美國法院進行相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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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審查。因為當事人的防禦方法乃以舉證證明其非引渡之對象或欠缺

緊急性與相當理由，所以當請求國提供的事實或證據較少時，將會造

成暫時逮捕之對象欠缺防衛之焦點，而形成對其相當不利之地位。特

別要強調的是，引渡條約與聯邦立法均未提到舉證責任之分配，在實

務運作中各種標準均有可能出現，甚至可以說毫無標準可言。事實上，

法院在審查暫時逮捕之合法性時，幾乎是仰賴美國政府轉交之請求國

所提供的資料，這代表美國政府實質上依靠的是外國政府所提供之資

料，而無法有效地審查相當理由，這就如同根據傳聞證據而簽發令狀。

據此，根據聯邦法院實務，傳聞證據必須由其他外在證據（External 

Evidence）支持或源自可靠之消息來源，例如曾於過去提供過相類似

之證據等，所以關鍵就在於審查外國政府是否具備可靠性。 

 

  暫時逮捕的另一重要問題在於相當理由的適用，此源自於美國憲

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的要求，防止人民受到不合理之搜索與逮捕。主要

問題在於，暫時逮捕能否在欠缺相當理由或甚至在其他更低的標準進

行下執行。在 Eain 案89與 Caltagirone
90案中，法院認為審查暫時逮捕

所根據之標準，應根據美國與以色列、義大利所簽訂之條約，除此之

外毋庸適用其他標準。惟無論相當理由是否明文規定在相關條約或法

律中，因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具有優位性而有適用餘地。有爭議

的是，若相關之標準低於相當理由（例如美國於 1973 年與義大利所

簽訂之引渡條約），是否得以因此改變憲法所提中之保障？此屬極為

重要之憲法議題，初步看來應當被認定為違憲，除非擴張憲法增修條

文第 4 條的意義，而將暫時逮捕類比於逮捕車輛中之人以防止其逃亡

所適用的合理標準91。 

                                                
89

 Eain v. Wilkes, 641 F.2d 504 (7
th
 Cir. 1981); see also Lindstrom v. Gilgey, 1999 WL 342320 (N.D 

I11. May 14, 1999); Matter of Extradition of Marzook, 924 F.Supp. 565 (S.D.N.Y. 1996). 
90

 Calatgirone v. Grant, 629 F.2d 739 (2d Cir. 1980). 
91

 請參考：United States v. Ramsey, 431 U.S. 606 (1977) （主張邊境檢查乃屬另狀原則之例外）; 

Chimel v. California, 395 U.s. 752 (1969) （主張合法逮捕後之搜索並無須令狀）; Warden v. Hayden, 

387 U.S. 294 (1976) （主張緊急情狀屬於令狀原則之例外）; Carroll v. United States, 267 U.S.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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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根據目前法院實務，暫時逮捕令通常會包含助理聯邦

檢察官（AUSA）對於下列事項之宣誓：1、美國政府收到來自簽有

引渡條約之請求國的傳真、電報或相關文件；2、外國之請求乃針對

特定對象之暫時逮捕，而此人所在地乃美國；3、請求乃基於條約所

規定之犯罪並滿足雙重可罰性（Double Criminality）原則；4、於請

求國已由相關司法部門簽發對於該罪犯之逮捕令 5、請求國將會在條

約容許暫時逮捕之期限內，提出符合條約規定之正式引渡請求。 

 

（三）暫時逮捕後之保釋 

 

  遭到暫時逮捕者可以聲請保釋，其保釋事由與基於正式逮捕請求

而聲請之逮捕事由相同。遭到暫時逮捕之當事人，於聲請保釋時，必

須提供例外情狀（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之證明92而藉此獲得保

釋。由於呈現於法院之證據中通常只有請求國之片面主張，如此將導

致現實上遭到暫時逮捕者聲請保釋成功的機會極為罕見。假如被逮捕

者僅主張其不知後續之控訴，而無法提供其他理由時，此等問題將凸

顯暫時逮捕期間最高可達 60 日之不合理，甚至亦可能導致架空無罪

推定原則，蓋於此情狀中的舉證責任乃加諸於被逮捕者。 

   

Caltagirone
93案提供極為重要之觀點；於本案中，兩名義大利籍

男子於美國被逮捕，根據的是美國與義大利所簽訂之引渡條約94。在

引渡程序中，義大利政府希望將這兩名男子引渡回義大利接受審判，

其被控之罪名乃義大利刑法典所規定之破產詐欺。根據暫時逮捕令狀，

                                                                                                                                       
(1925)（主張搜索汽車無須令狀）。 
92

 Wright v. Henkel, 190 U.S. 40 (1903); see also Duran v. Unites States, 36 F.Supp. 2d 622 (S.D.N.Y. 

1999); Matter of Request Extradition of Kirby, 106 F.3d 855 (9
th

 Cir. 1996); Matter of Extradition of 

Marzook, 924 F.Supp. 565 (S.D.N.Y. 1996). 
93

 In re Caltagirone, 622 F.2d 572 (2d Cir. 1980). 
94

 26 U.S.T. 493, T.I.A.S. No. 8052. Title 18 U.S.C. § 3187 (2000). 



50 
 

這兩名男子在紐約遭到逮捕且法院亦駁回保釋聲請。法院主張，根據

§ 3184 之規定，除了條約第 8 條之規定以外，其並無審酌相當理由之

義務，亦無庸證明緊急情狀。隨後暫時逮捕之令狀被根據正式請求而

核發之逮捕令狀所取代，而保釋請求亦被駁回。第 2 巡迴法院審查後

認定，根據條約第 8 條確實有類似相當理由之要求，而原審法院並未

審酌以上要件，依此駁回原審法院之判決，並發回地方法院，地方法

院隨後認可保釋之聲請。當事人於上訴理由中主張，美國政府對其發

動之暫時逮捕並不合法，即便於當時兩人並未根據暫時逮捕而遭到拘

束人身自由。此問題重要之處在於，即便暫時逮捕被逮捕令狀取代，

當事人亦有可能在被釋放或請求國之引渡請求遭到駁回時，再度遭到

暫時逮捕，而這也是為何第 2 巡迴法院採納上訴理由，並認為原審並

未審酌以上事實。本案所衍伸出之重要問題在於，實務運作上應該確

立法院審酌以下事項所依據之標準：1、是否存在緊急性；2、是否有

足夠理由支持法院簽發令狀；3、聲請保釋之審查標準；4、再次逮捕

與逮捕後聲請保釋之標準。 

 

（四）暫時逮捕令之效力 

 

  當事人所在地法院所核發之暫時逮捕令，在任何聯邦地區均有效

力95，而在簽發地以外之聯邦地區所為的暫時逮捕並不影響當事人在

被逮捕地進行聽證程序的權利。且當事人不得被移送至簽發暫時逮捕

令之地區，蓋其有權適用逮捕地之法律以判斷雙重可罰性要件。然而

若移送之處所乃同一地區或在同一州內同樣有審判權之其他地區，則

不在此限。蓋此涉及到審判權移轉（Jurisdctional Transfer）與審判地

（Venue Transfer）移轉之差異；前者會違反雙重可罰性原則，後者卻

不會。 

                                                
95

 Shapiro v. Ferrendina, 478 F.2d 894 (2d Cir.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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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請求引渡之時間限制 

 

  只要符合特定條約中之要求，請求國可以在任何時間點提出引渡

請求，這些要求有些會根據所犯罪名之追訴期間而定。若請求國基於

正式請求而為合於條約規定之控訴，但卻未能在暫時逮捕期間內提出

正式引渡請求時，便必須釋放當事人。當然，他國政府亦得隨時再提

出以正式引渡請求為基礎的控訴，在收到此等文件後，美國政府亦得

再度逮捕當事人，蓋引渡請求並不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請求國得以

基於同樣事實而對相同當事人提出新的請求。必須強調的是，若條約

所規定的期間已經經過，當事人便必須被釋放，而先前之控訴與令狀

亦當然失效，換言之，所有程序均必須重新開始。 

 

  若特定條約所規定的最終日遇上星期六、星期天或法定假日，法

院得類推 Fed. R. Crim. P. 45(a)而延長最後一日96。 

 

  第 8 巡迴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Wiebe 案中，因最高 45 日暫時逮

捕期間到期而審酌是否釋放當事人之爭議中，法院認為： 

 

Wiebe also claims that because the extradition documents were not 

delivered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forty-five days after Spain was 

notified of his arrest as required by article I of the Supplementary Treaty, 

he is entitled to be set at liberty. We disagree. Extradition treaties are to 

be construed liberally to effect their purpose, i.e., the surrender of 

fugitives to be tried for their alleged offenses. Valentine v. United States 

ex rel. Heidecker, 299 U.S. 5, 57 S.Ct. 100, 81 L.Ed. 5 (1936). See Factor 

                                                
96

 Liberto v. Emery, 724 F.2d 23 (2d Cir. 1983); United States v. Guerro, 694 F.2d 898 (2d Cir. 1982). 

http://openjurist.org/299/u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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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Laubenheimer, 290 U.S. 276, 293, 54 S.Ct. 191, 195, 78 L.Ed. 315 

(1933). We agree with the reasoning set forth in United States v. Clark, 

470 F.Supp. 976 (D.Vt.1979), and adopted by the district court, to hold 

that Spain had complied with the forty-five day requirement for filing the 

extradition documents. As indicated, the American Embassy received the 

extradition documents well within the forty-five day period set forth in 

the treaties, but these documents were lost and not replaced until after the 

forty-five days had run. The Clark court construed a forty-five day 

provision in an extradition treaty similar to the one in the case at bar as 

follows: We are satisfied, however, that the Treaty does not require 

receipt at the courts of the asylum country. If this were the case, the 

interests of the demanding country under the Treaty could consistently be 

undercut by bureaucratic sluggishness within the asylum country's 

executive agencies. The Treaty requires demands for extradition to be 

made through "the diplomatic channel" only, not directly to the courts of 

the asylum country....We infer from this requirement and from the 

language quoted above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forty-five day provision is 

to protect the asylum country and respondents in its custody from 

custodial burdens and deprivations due to footdragging on the part of the 

demanding country. See In re Chan Kam-Shu, 477 F.2d 333, 339 (5th 

Cir.1973). Whether subsequent delay with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asylum country violates the rights of potential extraditees would at most 

be a question only of the asylum country's national law, and is not a 

sufficient basis, standing alone, on which to deny an extradition demand 

under the Treaty. United States v. Clark, 470 F.Supp. at 979 (footnote 

omitted). In the present case, Spain, the demanding country, was not 

guilty of delay at any time. Indeed, the Spanish government fully 

http://openjurist.org/290/us/276
http://openjurist.org/477/f2d/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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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ed with all treaty provisions within eleven days of Wiebe's arrest. 

Therefore, the district court did not err in denying the petition for habeas 

relief.
97

 

  在本案中，法院混淆了遭到暫時逮捕之當事人於一定期間經過後，

根據條約而被釋放的權利，與請求國於此期間所為的行為。這兩者應

當是不同且得以分離之問題，在此個案中，45 日的期間限制主要是

設計來保障當事人免於人身自由之限制，特別是已經給予請求國一定

期間準備條約與其他法律所要求之文件，此與他國根據引渡條約得以

提出引渡請求之權利無關。 

 

  最後，除非根據條約而得以適用立法之限制，否則請求國於內國

開啟訴追程序並未有任何限制，而內國程序與引渡請求之提出亦未有

所牽連98。事實上，美國法院並不會審查他國之司法程序，但會審酌

該等程序機制之時程或迅速度。 

 

                                                
97

 Wiebe 同時亦主張，如同引渡文件所述，西班牙並未在得知 Wiebe 遭到逮捕後 45 日內提交於

美國，所以根據附屬條約第 1 條之規定，應當釋放 Wiebe。但我們並不同意此等見解，引渡條約

應該彈性地被解釋，以符合讓逃亡者受到審判之目的。請參見 Valentine v. United States ex rel. 

Heidecker, 299 U.S. 5,57 S. Ct. 100, 81 L.Ed. 5 (1936). See Factor v. Laubenheimer, 290 U.S. 276, 

293, 54 S. Ct. 191, 195, 78 L.Ed 315 (1933)。我們同意United States v. Clark, 470 F. Supp. 976 (D. Vt. 

1979)的說理，此意見亦被地方法院所援用，認為西班牙已經符合 45 日提出引渡文件之要求。如

前所述，美國領事已於條約規定之 45 日內收到引渡文件，只是這些文件遺失且未於該 45 日之期

限內補上，克拉克法院對於引渡條約中 45 日條款之解釋同於訴訟終止之情況，其見解如下：我

們雖贊同此等觀點，然而，引渡條約並未要求逃犯所在國之法院的收悉證明；假如此等觀點確屬

的論，則請求國在引渡條約規定下之利益，將會因被請求國行政系統之怠惰而削減。條約規定引

渡請求必須透過外交途徑，而非直接對請求國法院為之……我們由此要求與上述援引之文句綜合

推斷，45 日條款之目的應在於保障被請求國及引渡對象；由於請求國之延宕，將導致被請求國

負擔監管責任且被引渡者亦喪失行動自由。請參見 In re Chan Kam-Shu, 477 F. 2d 333, 339 (5th Cir. 

1973.)。後續來看，被請求國之延誤是否侵犯引渡對象之權利，至多僅是被請求國內國法之問題，

並不足以單獨作為條約下拒絕引渡請求之充分理由 United States v. Clark, 470 F. Supp. At 979(註

腳略) 。在本案中，西班牙作為請求國，無論何時對於遲延均不可歸責；事實上，西班牙政府在

Wiebe 遭到逮捕後 11 日內，就完全符合所有引渡條約之規定。也因此，地方法院拒絕當事人人

身保護令之聲請，並未有所缺失。 
98

 United States v. Leitner, 784 F.2d 159 (2d Cir. 1986); In re Russell, 805 F.2d 1215 (5
th

 Ci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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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聽證程序 

（一）聽證程序概述 

 

  聽證程序具有以下之特色： 

1、雖然引渡程序本質上具有獨特性，惟程序之進行仍與聯邦刑事案  

  件中之相當理由聽證（Probable Cause Hearing）相似，惟並不 

完全相同，因為於此程序中法院必須審酌相關的條約與立法，以至於 

   引渡之聽證反較為複雜且涉及之議題也更廣泛。 

2、聽證程序雖然不涉及刑事程序，因而聯邦證據與程序規則並不適 

   用，但法官得於個案中基於裁量而類推適用之。 

3、聽證程序並非用以審酌當事人有罪與否，因此於聽證程序中並不   

   允許聲明無罪之證據（Exculpatory Evidence），惟解釋性之證據 

則不在此限（Explanatory Evidence）。 

4、證據並不受到傳聞法則的限制。 

 

法院於引渡程序中進行裁判，其主要是審酌以下事項： 

1、美國與請求國間是否存在有效之引渡條約。 

2、當事人是否為引渡請求之對象。 

3、所犯罪名是否屬於可得引渡之罪名。 

4、所犯罪名是否符合雙重可罰原則。 

5、是否有相當理由相信當事人違犯該犯罪。 

6、是否有充分且可信之證據支持相當理由之認定。 

7、根據美國法律與條約所提出的相關文件均已翻譯且經由美國領事  

   認證。 

8、其他條約之要求與法律規定之程序均已滿足。 

9、並未有條約或立法禁止引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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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渡程序通常是在請求國提出控訴且美國政府收到他國提供之

書證後而開啟。書面證據經常是請求國所提供的唯一證據，當然有時

亦會有人證，此等人證通常是請求國之官員。在聽證程序之後通常會

伴隨著聲請保釋之程序，在此程序中當事人才有機會針對相關文件之

可信性與控訴之充分性提出質疑。審理引渡程序之法官將審酌當事人

犯行之相關證據，若判定相關證據足以支持相當理由，且符合引渡條

約與相關立法之規定，便會認可當事人之引渡。引渡程序在本質上並

非刑事程序，其具有特殊性，例如法院所簽發之引渡令並非最終之決

定，因此不得對其上訴。美國最高法院於 Benson v. McMabon 案中認

為： 

 

We are of opinion that the proceeding before the commissioner is not 

to be regarded as in the nature of a final trial, by which the prisoner could 

be convicted or acquitted of the crime charged against him, but rather of 

the character of those preliminary examinations which take place every 

day in this country, before an examining or committing magistrate, for the 

purpose of determining whether a case is made out which will justify the 

holding of the accused, either by imprisonment or under bail, to 

ultimately answer to an indictment or other proceeding in which he shall 

be finally tried upon the charge made against him.
99

 

 

 

進一步言，承審法官 Holms 於 Glucksman v. Henkel 案中主張： 

 

It is common in extradition cases to attempt to bring to bear all the 

                                                
99

 Glucksman v. Henkel, 221 U.S. 508, 512 (1910). 

中譯：我們主張：承審法官所進行之程序，本質上並非屬於判斷被告罪責之終局審判，性質上反

而如同司法官於本國反覆執行之初步調查，無論是透過監禁或保釋，目的均在決定該案件是否足

以證成相關事實，以使被告必須面對遭控罪名之終局定罪或其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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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itious niceties of a criminal trial at common law. But it is a waste of 

time. For while, of course, a man is not to be sent from the country 

merely upon demand or surmise, yet if there is presented, even in 

somewhat untechnical form according to our ideas, such reasonable 

ground to suppose him guilty as to make it proper that he should be tried, 

good faith to the demanding government requires his surrender. Grin v. 

Shine, 187 U. S. 181, 184
100

 

 

換言之，美國政府對此問題之立場並未改變；請求國應當提供之

文件高度取決於引渡對象是否曾經經過審判與定罪，而嗣後方才逃亡，

或僅遭到請求國之控訴而未進行審判。進一步而言，在後者的情形，

所要準備之文件是取決於相關條約或被請求國之法律，是否規定請求

國要證明被請求人的表面（Prima Facie）罪責。根據許多國家之法律

與條約規定，請求國只需指出請求對象遭到起訴且發佈逮捕令或相類

似之令狀已由請求國之相關機關簽發即為已足。但是根據美國之實務

現狀，請求國仍有必要提出進一步之證據證明請求對象之罪責101。若

法院認為欠缺相當理由、充分之證據或根據條約或立法存在有效之抗

辯者，將會否決引渡之請求102。 

 

（二）起訴之要求 

 

  條約經常會要求當事人首先必須於請求國遭到起訴（Charged），

                                                
100

 See YALE KAMISTER ET AL., CASES, COMMENTS AND QUESTIONS ON MODEN CRIMINAL PRCEDURE 

905-60 (1974); see also Anders v. California, 386 U.S. 738 (1967); Charles Breitel, Controls in 

Criminal Law Enforcement, 27 U. CHI.L. REV. 427 (1960); John Kaplan, The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A Comment, 60 NW. U.L. REV. 174 (1965).  

中譯：在引渡案件中，企圖運用所有於普通法刑事審判之標準是極為常見的。但這卻是浪費時間

的，蓋一個人並不會僅基於請求或推測，就遭到引渡，然而若該案中確實呈現出請求國對引渡請

求之善意，即便根據我們的認知，是以某程度上非技術性的形式出現，但此種依據合理理由假定

其罪責並因此妥適地開啟審判程序，即足以證成引渡 Grin v. Shine, 187 U.S. 181, 184。 
101

 6 MARJORIE WHITEMAN, G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954 (1963). 
102

 See also Evitts v. Luccy, 469 U.S. 387, 384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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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條約僅要求控告（Accusation），此時請求國逮捕令的簽發即為

已足。問題在於，若條約使用對於犯行之“Charge”，那麼究竟應該存

在正式的起訴；或如同控告般，即便沒有正式的起訴，僅有逮捕令即

可，或只要顯示將來有起訴之意圖即為足夠103？無論如何，法院均必

須審查個案中是否存在有效的令狀或刑事起訴。被控訴的行為根據請

求國之法律必須是犯罪行為，而正式的控訴必須於該國有效，且無論

是正式的控訴或是逮捕令，都必須符合雙重可罰性104。 

 

  以上的要求與相當理由之審查密切相關，在 Matter of Assarsson

案105中，法院認為無庸審查正式控訴之實質要求，但這並不會排除法

院對於相當理由的判斷。本案當事人 Jan Assarsson 遭到瑞士政府請求

引渡，該國政府對其之控訴包括縱火罪、詐欺與意圖詐欺106，在聽證

程序中，當事人主張並未有依據瑞士法律所做成合法且有效的控訴107，

雖然本案中瑞士政府曾發出逮捕令，但是並未有正式的起訴，而瑞士

與美國政府所簽訂的引渡條約又使用了“Charge”的用語。然而，法院

認為正式的起訴並非引渡的前提要件108，甚至於若當事人之姓名已經

出現在逮捕令中，並說明其所犯罪行，“Charge”的要件就已經滿足；

換言之，法院實質上將“Charged” 與“Accused”視為同一。 

 

  然而上述法院見解卻招致批評，因為美國與瑞士所簽訂的引渡條

約既然使用了“Charged”一詞，應該是有意與“Accused”有一定程度上

之區別，於此應當解釋為根據瑞士法律是存在正式的起訴，否則條約

就應該使用“Accused”一詞。舉例而言，瑞士與以色列所簽訂之引渡

                                                
103

 In re Assarsson, 687 F.2d 1157, 1162 (8
th

 Cir. 1982), affg 538 F.Supp. 1055 (D. Minn. 1982); 

Emami v. United States Dist. Court for Northern Dist., 834 F.2d 1444, 1449 (9
th
 Cir. 1987). See also, 

Kaiser v. Rutherford, 827 F.Supp. 832 (D.D.C. 1993). 
104

 See Factor v. Laubenheimer, 290 U.S. 276, 298 (1933); Elcock v. United States, 80 F. Supp. 2d 70 

(E.D.N.Y. 2000); United States v. Fernandez-Morris, 99 F. Supp. 347 (S.D. Fla. 1991). 
105

 Matter of Assarsson, 635 F.2d 1237 (7
th

 Cir. 1980), cert. denied, 451 U.S. 938 (1981).  
106

 Assarsson, 635 F.2d 1237, at 1238. 
107

 Ibid., at 1239. 
108

 Ibid., at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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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109中，就明確提及當事人必須遭到起訴；同樣的，在瑞士與英國

簽訂的引渡條約110中，亦有同樣的用語。假如在某些引渡條約中特別

提及“Accused”要素，則顯然應該是有意與起訴做出區別（如同瑞士

與美國所簽訂的引渡條約），然而美國第 7 巡迴法院卻持不同意見。 

 

  究竟為何會在條約中特別強調起訴之要素？關鍵在於特定性原

則，亦即請求國僅能針對引渡所批准之犯罪行為進行起訴或處罰。此

規則強調被請求國限制請求國對當事人起訴的權利，僅能對符合被請

求國法律而屬於可引渡之犯罪行為進行審判與處罰。而被請求國亦會

對證據進行評估，決定是否足以支持相當理由而認定當事人違犯該等

犯罪，進而批准引渡令111。特定性原則之要求便成為被請求國批准之

引渡犯罪與後續請求國之起訴與處罰的橋樑。若被請求國此等權利不

被國際法所承認，那麼請求國就可以起訴或處罰被引渡者其他罪名，

如此將會造成被請求國引渡程序之濫用。因此，在沒有要求瑞士政府

提出正式起訴的前提下，美國政府卻對 Assarsson 為引渡的批准，如

此將使得瑞士政府得以對 Assarsson 進行引渡犯罪以外罪名之審判與

處罰，這也就是為何應當堅持起訴要素的關鍵原因。     

 

  反之，若條約中使用的是“Accused”一詞，那麼請求國所簽發之

逮捕令便必須具體特定當事人所犯罪名，以符合相當理由的要求；且

僅能依據該等罪名起訴當事人或以更加輕微之罪名起訴之，而不得對

被請求國未加以同意之罪名進行起訴處罰。惟當請求國的法律容許以

犯罪偵查為目的而為之的逮捕，便會引發實務上之困擾，此等問題經

常出現在德國與義大利112。 

                                                
109

 516 U.N.T.S. 3. 
110

 390 U.N.T.S. 118. 
111

 See Freedman v. United States, 437 F. Supp. 1252, 1259 (N.D. Ga. 1977). 
112

 此為發生在德國與義大利間之案件，請參見：Matter of Extradition of Rovelli, 977 F. Supp. 566 

(D. Con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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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當理由之要求 

 

  相當理由之要求規定在 18 U.S.C. § 3184 與其他美國所簽訂的條

約中，對此等要素的解釋並未如同憲法第 4 修正案中所提及之相當理

由；也因此，此等條款的意義與適用便引發不同的討論。然而在實務

操作上兩者卻密不可分，蓋引渡程序若不以當事人被逮捕為前提，根

本不可能進行。相當理由在引渡程序中的適用首先出現在當事人於人

身保護令之審查程序中，對於引渡令與人身拘束合法性之質疑113。 

  最高法院曾對相當理由做出定義，認為此標準主要是於相當之證

據已被提出時，作為支持當事人違犯被控訴之犯罪的合理推斷，而不

僅僅在於說明當事人之犯罪嫌疑114。 

第四節 引渡人犯至美國受審或受罰之程序 

以上介紹了向美國引渡人犯的程序，接下來將討論美國向外國引

                                                
113

 See Fernandez v. Philips, 268 U.S. 311 (1925); United States v. Bogue, 1998 WL 966070 (E.D. Pa. 

Oct. 13. 1998); United States v. Kin-Hong, 110 F.3d 103 (1
st 

Cir. 1997); Wright v. Henkel, 190 U.S. 

40(1903); Ornelas v. Ruiz, 161 U.S. 502 (1896); Gallina v. Fraser, 177 F. Supp.856 (D.Conn. 1959), 

affd, 278 F.2d 77 (2d Cir.), cert. denied, 364 U.S. 851 (1960). See also In matter of Extradition of Ernst, 

1998 WL 395267 (S.D.N.Y. July 14, 1998); In Matter of Extradition of Sandhu, 1996 WL 469290 

(S.D.N.Y.Aug. 19, 1996); United States v. Fernandez Morris, 99 F. Supp. 2d 1358 (S.D. Fla. 1999); 

Maincero v. Gress, 164 F.3d 1199, (9
th

 Cir. 1990); Elias v. Ramirez, 215 U.S. 398 (1910); Grin v. 

Shine, 187 U.S. 181 (1902); Terlinden v. Ames, 184 U.S. 270 (1902); Tucker v. Alexandoff, 183 U.S. 

424 (1902); Ex Parte Bryant, 167 U.S. 104 (1897); In re Luis Cortes, 42 F.2d 255 (7
th
 Cir. 1993); 

United States v. Alvarez-Moreno, 874 F.2d 1402, 1414 (11
th

 Cir. 1989) (“When a grand jury indicts a 

defendant, and the defendant is tried for the precise offense contained in the extradition order, the 

doctrine of specialty does not purport to regulate the scope of proof admissible in the judicial forum of 

the requesting state”); Hoipong v. Noriega, 677 F. Supp. 1153 (S.D.Fla.1988); Na-Yuet v. Hueston, 690 

(N.D. Cal. 1988). 
114

 在 Collins v. Loisel, 259 U.S. 309 (1902)這份判決中，法院主張：“The function of the committing 

magistrate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competent evidence to justify holding the accused to await 

trial, and no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evidence is sufficient to justify a conviction.” 這個標準也為先

前法院判決所採納。亦請參見：Bingham v. Bradley, 241 U.S. 511, 517 (1916) （提到 discussing 

“Competent and adequate evidence”);；McNamara v. Henkel, 226 U.S. 520, 524 (1913) （強調必須是

“competent evidence that the crime…had been committed”）；相關見解請參見：In the Matter of the 

Extradition of Orellana, 2000 U.S. Dist. LEXIS 10380 (S.D.N.Y. Jul. 26. 2000); In the Matter of 

Extradition of Ernst, 1998 WL 395267 (S.D.N.Y. Jul. 14. 1998); United States v. Fernandez-Morris, 99 

F.2d 1358 (S.D.Fla. 1999); Matter of Extradition of Valdez Mainero, 3 F.Supp. 2d (S.D. Cal. 1998); 

Correll v. Stewart, 941 F.2d 1209 (6
th
 Cir. 1991); Peters v. Egnor, 888 F.2d 713 (10

th
 Cir. 1989); 

Valencia v. Scott, 1992 WL 75036 (E.D.N.Y. Mar. 24. 1992); Carr v. United States, 782 F. Supp. 945 

(D. Ver. 1991); Matter of Extradition of Atta, 706 F. Supp. 1032 (E.D.N.Y.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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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的程序關係，由於此部分對於本研究計劃而言重要性不若前一章節，

再加上美國實務上的作法，往往涉及美國與個別國家之間的引渡條約

內容，考量研究所需時間與必要性，以下的論述僅擇要說明美國引渡

人犯的基本、共通法律程序。 

 

一、引渡程序的發動 

 

美國要發動引渡程序之前，必須由美國國務院根據聯邦法或州法，

審查是否是為了實現美國內國的審判或執行刑罰，之後才會向他國請

求引渡人犯。一般而言，會先由美國司法部的國際事務處先行審核，

最後才會交由國務院正式批准。 

 

二、引渡程序的進行流程 

（一）決定請求之國家 

 

首先必須決定請求的國家，同時考量美國與該國家之間，是否簽

訂有引渡或相近的條約，若答案為肯定，則接續的引渡法律關係即應

依條約規定進行。 

 

（二）考量有無其他影響引渡的事件 

 

必須特別注意的是，條約中有時會有特別的規定，使得美國無法

自他國將人犯引渡回美國審判；例如公民身分、雙重可罰性、立法限

制、死刑議題（有些條約禁止引渡死刑犯，但更多時候是以附條件的

方式）115、有些條約容許簽約國得以拒絕引渡本國公民116。 

 

                                                
115

 ABBELL, CRM § 603[F] , at § 6-2 (25). 
116

 CRM § 6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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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例如犯罪發生地的問題，有些條約僅容許引渡犯罪是發生在美

國領土境內117。美國政府亦必須積極謹慎的加以注意犯罪的發生時間

118，因為某些條約會規定，若依據被請求國的法律，其規定的犯罪的

追訴時效已過，此時得禁止引渡119。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美國引渡罪犯回國時，文件上的要求雖然

條約有不同的規定，但是美國司法部建議檢察官提供正式文件之內容

如下（一份正本，四份副本）： 

 

1、檢察官應提供宣誓書並載明犯罪事實，包括日期、姓名、訴訟紀    

   錄及編碼，以及為何適合將人犯引渡回國至法官或治安法官前接  

   受審判。 

2、嫌疑人所違犯之法律副本；包括涉及之刑罰規定、法律限制。 

3、假如逃亡者已經判刑確定，其證據、判決書、已服滿之刑期、 

   未滿之刑期、判決所依據之法律副本，並聲明未有法律限制逃亡 

者服滿剩下之刑期。 

4、如果嫌疑人是準備回國接受起訴或判決，則須備妥逮捕令之副 

本、起訴書、答辯狀以及足以特定被告身分之證據（例如：指紋、照 

片，證人之證言等）120。 

依據上述規定，如果司法部批准引渡之聲請，聲請案及文件將轉

至國務院；待國務院認可後，便會透過外交途徑交由被請求國（必要

時應翻譯）121。 

 

                                                
117

 CRM § 603[F]. 
118

 United States v. Corona-Verbera, 509 F.3d 1105, 1114-1116 (9th Cir. 2007); United States v. 

Blanco, 861 F.2d 773,778 (2d Cir. 1988); United States v. Leaver, 358 F.Spp.2d 255, 265 (S.D.N.Y. 

2004). 
119

 CRM § 603[F]. 
120

 CRM § 604. 
121

 ABBELL, supra note 37, at §7-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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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定性原則之要求 

 

透過引渡程序而接受審判之人，僅能以條約中所述之罪名被起訴，

而且此罪名必須是在引渡程序中被提及的。此特定性原則的要求在許

多條約均被明文規定122，其重點在於排除被引渡者遭受其他罪名控訴

之可能，但是並不排除同一犯行之不同法律評價。亦不排除刑事沒收

123以及聯邦量刑準則的適用（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且不排

除被引渡者於引渡後所犯之罪的追訴與處罰124。法院見解認為，被請

求國可以嗣後表達同意請求國起訴非引渡程序所提及之罪名125。但被

告若未主張此利益時，將被視為條約外之同意126（成為兩國間的默示

同意）。 

 

                                                
122

 儘管用語有所不同，但從整體脈絡而言，這些規定大多符合 the Jamaic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XIV, entered into force July 7, 1991, S. TREATY DOC. 98-18 之規定： 

(1) A person extradited under this Treaty may only be detained, tried or punished in the Requesting 

State for the offence for which extradition is granted, or (a) for a lesser offence proved by the facts 

before the court of committal ... (b) for an offence committed after the extradition; or (c) for an offence 

in respect to which the executive authority of the Requested State ... consents to the person’s detention, 

trial or punishment ... or (d) if the person (e) having left the territory of the Requesting State after his 

extradition, voluntarily returns to it; or (ii) being free to leave the territory of the Requesting State after 

his extradition, does not so leave within forty-five (45) days.... (2) A person extradited under this 

Treaty may not be extradited to a third State unless (a) the Requested State consents; or (b) the 

circumstances are such that he could have been dealt with in the Requesting State pursuant to 

sub-paragraph (d) of paragraph (1). See also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Belize, art. 14, entered into force 

Mar. 27, 2001, S. TREATY DOC. 106-38; Polish Extradition Treaty, art. 19, entered into force Sept. 

17, 1999, S. TREATY DOC. 105-14;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Uruguay, art. 13, entered into force Apr. 

11, 1984, 35 U.S.T. 3197; Hungari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17, entered into force Mar. 18, 1997, S. 

TREATY DOC. 104-5;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Thailand, art. 14, entered into force May 17, 1991, S. 

TREATY DOC. 98-16; Bolivi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XII, entered into force Nov. 21, 1996, S. 

TREATY DOC. 104-22;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the Bahamas, art. 14, entered into force Sept. 22, 

1994, S. TREATY DOC. 102-17; Jordani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16, entered into force Jul. 29, 1995, 

S. TREATY DOC. 104-3; Costa Ric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16, entered into force Oct. 11, 1991, S. 

TREATY DOC. 98-17; Italian Extradition Treaty, art. XVI, entered into forceSept. 24, 1984, 35 U.S.T. 

3023. 
123

 United States v. Garrido-Santana, 360 F.3d 565, 577-78 (6th Cir. 2004); United States v. 

Lazsarevich, 147 F.3d1061, 1064-65 (9th Cir. 1998). 
124

 United States v. Burke, 425 F.3d 400, 408 (7th Cir. 2005). 
125

 United States v. Tse, 135 F.3d 200, 205 (1st Cir. 1998); United States v. Puentes, 50 F.3d 1567, 

1575 (11th Cir.1995); United States v. Riviere, 924 F.2d 1289, 1300-1301 (3d Cir. 1991); United States 

v. Najohn, 785 F.2d 1420, 1422 (9th Cir. 1986). 
126

 United States v. Valencia-Trujillo, 573 F.3d 1171, 1179-1181 (11th Ci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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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美國法上之引渡替代機制 

一、概說 

 

    最後說明引渡的替代機制，有時因為政治因素或法律規定，而無

法採用一般方式進行引渡，此時就必須運用引渡的替代機制。舉例而

言，我國目前因政治因素，無法與美國簽署任何具國際法效力的引渡

條約，我國若要從美國引渡人犯回台受審，或美國要自我國引渡人犯

回美國受審，目前只能從非屬正式引渡程序的其他方法進行。以下簡

要地介紹三種在美國法上具有代表性的替代性引渡流程：移民程序、

非法綁架與移轉刑事管轄權。 

 

二、移民程序（Immigration Procedures） 

 

移民程序可說是非正式引渡程序中，最常使用的一種。透過移民

程序可以將人犯驅離出美國，或由他國驅離而遣返美國，雖然沒有任

何「引渡程序」的介入，但因人犯被移民法遣離或遣返之故，實際上

達到了相同於引渡的法律效果。 

 

現今美國司法實務上，已經成功透過此程序取得相當多數的人犯，

使其回到美國受審，從而避開了引渡程序上的規定。不過相反的，透

過美國的移民程序而將在美國境內的他國人士遣送原國受審，在案例

上顯然較少，美國亦不積極地使用此一作法。而且惟有在引渡現實上

不可能，但又具有高度遣送人犯的需求時，移民程序才有其補充作用

127。移民程序冗長且惟有針對外國人方得用以替代引渡，不過相對於

一般性的遣返程序，移民程序並不適用前文提到的相關原理原則，因

此在某些個案中，反而有其方便之處；不過美國有時會將人犯送交給

                                                
127

 E.g., I.N.S. v. Doherty, 502 U.S. 314 (1992); James T. Kelly,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The Taking 

of Joe Doherty, 61 FORDHAM LAW REVIEW 317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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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請求國之第三國128。由於對我國研究者而言，比較重要的問題是如

何透過移民程序，自美國引渡人犯回我國受審，以下討論原則上針對

此一議題，不再特別討論透過外國移民程序，將他國人犯遣送至美國

受審的事例。 

 

改採移民法程序解決自美國遣送人犯至他國受審問題時，通常必

須注意該人犯於美國的法律地位，尤其是該人犯為什麼可以入境美國

（護照、簽證種類），以及在美國移民法上可對該人犯為何種法律處

遇。例如持有訪客或觀光簽證入境美國者，相較於持有移民簽證入境

美國者，將受到比較少的保護。這一點也表現在美國重要的「移民及

國籍法」（Immiga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之中129。 

 

一般而言，以美國移民法的替代程序解決遣送問題時，大致上可

分為三種型態：拒絕入境並遣返（Exclusion）、遣送出境（Deportation）

及取消國籍（Denaturalization）。拒絕入境用以處理還沒通過美國海關，

而暫時被扣留在海關者，美國直接依移民法拒絕入境後，將該人犯送

回原出發地；遣送出境則指已經通過美國海關進入美國境內後，違反

移民法規定而解送回原國家； 

 

1、拒絕入境並遣返 

 

通常由他國請求美國，將特定外國人犯於入境美國之前，先由美

國先予拒絕入境，再原機遣送回該請求人犯的他國。在其法律程序上，

必須先由移民法官（Immigration Judge）進行拒絕入境的聽證程序，

該被請求拒絕入境者，有舉證證明其可以合法入境美國的責任。但該

人犯可以再提起上訴，直至最後決定作成為止。法院作成確定判決後，

                                                
128

 E.g., Kalejs v. I.N.S., 10 F.3d 441 (7th Cir. 1993). 
129

 BASSIOUNI, supra note 30, at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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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外國人犯將立即被遣送至入境美國之前的原登機國130。 

 

2、遣送出國 

 

    相對於拒絕入境並遣返，遣送出國的類型用於已經入境美國之人

犯，因此程序上遠比前者複雜，成功遣送至他國的機會也比較低，這

是因為該被請求的人犯已經入境美國，除非有非常明確的理由，否則

移民法官不會許可遣送出境。此外，即便已經證明有理由可以將人犯

遣送出境，依據美國移民法，人犯有權選擇被遣送之目的國，因此若

有任何第三國出面表示願意接納該人犯，則原請求國的主張即告落空

131。 

 

    依美國移民法相關規定，下列事由均可能構成遣送出境的實質理

由： 

(1)  入境後隨即予以遣送出境132； 

(2)  有違反外國人合法地位之行為133； 

(3)  經濟上之理由134； 

(4)  安全與政治理由135； 

(5)  未登記或偽造文書136； 

(6)  刑事犯罪137。 

    遣送出境通常由美國移民署（USCIS）開始調查，確認該人犯非

美國公民，且有應予遣送出境之事由後，移民署會正式向移民法院起

訴，此時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可以核發逮捕令，將人犯予以

                                                
130

 BASSIOUNI, Ibid., at 220-21. 
131

 BASSIOUNI, Ibid., 223-24 (2007). 
132

 8 U.S.C. § 1227(a) (5) (2000). 
133

 E.g. 8 U.S.C. § 1227 (a) (1) (c) (i) (2000). 
134

 8 U.S.C. § 1227 (a) (5) (2000). 
135

 8 U.S.C. § 1227 (a) (4) (2000). 
136

 8 U.S.C. § 1227 (a) (3) (2000). 
137

 8 U.S.C. § 1227 (a) (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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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留，法院亦得許可其交保候傳或予以羈押138。接著則進行移民法院

的審判程序，在遣送出境的審判中，該被請求遣送的外國人，有權利

提出證據並對證人詰問，也可以聘請律師協助，並享受美國憲法第 5

修正案的保護139。 

 

    在遣送出境的案例中，移民法院所作的決定基本上是終審判決，

不得上訴，若最後的決定是遣送出境，則由該外國人決定他要前往之

國家，但前往的國家必須有意願予以收留。若其指定國家拒絕時，亦

無其他可替代國，此時即應遣送回其國籍所在之國家140。 

 

3、取消國籍 

 

    此類在遣送實務上較少見，指的是外國人取得美國國籍之後，因

故被取消國籍，此類案例通常由美國司法部成立的特別偵查組進行調

查後，依移民法有關規定處理141。這類的案件通常涉及戰犯，例如許

多隱姓埋名逃到美國的前德國納粹分子，就是以這種方式剝奪其國籍

之後，再遣送回德國。 

 

三、非法綁架（Abduction） 

 

另一種針對高度嚴重犯罪的最後手段，則是美國以軍事力量方式，

前往他國非法綁架人犯，再回到美國受審，此一措施往往特別用來針

對恐怖分子、毒犯等。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此一將犯罪者追回至法域內的作法，通常會

                                                
138

 BASSIOUNI, supra note 30, 225. 
139

 BASSIOUNI, Ibid., 226. 
140

 BASSIOUNI, Ibid., at 227. 
141

 BASSIOUNI, Ibid., at 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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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高度的政治效果，如果不是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具有非常高的力量，

通常不會成為國際政治弱國的引渡替代選項，也因此，全世界最常使

用此一方式者為美國。當罪犯被美國以武力綁架回美國境內後，除非

引渡條約明確規定，否則美國法院不會因此失去審判權142。此外，聯

邦侵權法（the Federal Tort Claims Act）及外國人侵權法（the Alien Tort 

Statute）不會適用在美國政府與涉及綁架案之個人143。但是個人卻有

可能面臨外國刑事訴追，或至少面臨外國的引渡請求。但綁架的負面

效應，就在於有可能使得兩國外交關係更為緊繃。 

 

除了將外國人綁架至美國，美國近年來亦透過此方式將人犯送至

國外，執行任務的通常是 CIA 及其他執法人員。布希政府執政期間，

將恐怖分子嫌疑人送至可能有嚴厲偵訊技巧及刑求之國家，而成為爭

論的焦點，但因數字並未加以公開，所以是否應取得該國政府擔保也

不清楚。 

 

運用此種方式的對象通常是國外之非美國公民，蓋在美國境內以

及在國外之美國人受到聯邦法及憲法的較高之程序保障144。對於領域

外之非美國公民的逮捕拘禁，法律僅提供極為有限的保障，但要注意

的是，政府官員企圖透過此程序刑求將會違反 CAT 及美國刑法。 

 

近年有兩則經典個案特別值得討論：1990 年美國禁毒署( DEA) 

                                                
142

 United States v. Alvarez-Machain, 504 U.S. 655 (1992); United States v. Torres Gonzalez, 240 F.3d 

14, 16 (1st Cir.2001); United States v. Mejia, 448 F.3d 436, 442-43 (D.C. Cir. 2006); United States v. 

Arbane, 446 F.3d 1223, 1225 (11th Cir. 2006); Kasi v. Angelone, 300 F.3d 487, 493-500 (4th Cir. 

2002). See also United States v. Anderson, 472 F.3d 662, 666 (9th Cir. 2006) (“a court is deprived of 

jurisdiction over an extradited defendant, if either (1) the transfer of the defendant violated the 

applicable extradition treaty, or (2)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engaged in ‘misconduct of the most 

shocking and outrageous kind,’ to obtain his presence”). 
143

 Sosa v. Alvarez-Machain, 542 U.S. 692, 699-738 (2004).例外涉及美國憲法時，可能會有民事求

償的問題。 
144

 See 18 U.S.C. §§ 3181-3196; In re Kaine, 55 U.S. 103, 113 (1852) (“an extradition without an 

unbiased hearing before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is highly dangerous to liberty, and ought never to be 

allowed in this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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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賞 50000 美元捉拿涉嫌販毒活動的墨西哥公民 Alvarez- Machain， 

同年 4 月 2 日一夥墨西哥人將 Alvarez Machain 綁架並用一架私人

飛機將其送往美國德克薩斯州的埃爾帕索，移交給美國禁毒署的特工。

對此，墨西哥政府提出抗議，認為這種綁架行為是對其領土和法律的

侵犯，並且違反了國際法。在對 Alvarez Machain 的刑事審判中，美

國洛杉磯聯邦地區法院裁決對被告人的綁架違反了美國與墨西哥締

結的雙邊引渡條約，因而應將被告人釋放。針對這一裁決, 美國政府

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訴，後者於 1992 年 6 月 15 日以 6 票對

3 票的多數票裁決美國在墨西哥綁架 Alvarez Machain 這一事實並不

妨礙美國對該被告人進行刑事審判之權利。 

 

  另一個案件則是發生於 2003 年 2 月 17 日，被美方指為恐怖嫌犯

的伊斯蘭教士納薩爾（Hassan Osama Nasr）在米蘭當街遭美國中央情

報局（CIA）探員擄走，先被送往義國美軍基地，然後轉飛德國，最

後在埃及遭非法羈押與刑求，時間長達 4 年。這起綁架案在義大利政

府抽絲剝繭下曝光，因其手法拙劣，身分全被識破。針對美國中央情

報局探員在義大利米蘭犯下非法綁架伊斯蘭教士案，義國法院於 2009

年做出判決，將 23 名涉案的美國人處以 5 至 8 年不等徒刑。其中 CIA

米蘭分站主任獲判 8 年，刑期最重，其餘各被判刑 5 年；此外，尚必

須分別賠償納薩爾與其妻各 100 萬歐元和 50 萬歐元。至於 CIA 羅馬

分站主任等 3 名美國人，則因享有外交豁免權而獲得不起訴處分。這

是 CIA 探員首度因為海外秘密引渡行動遭其他國家判刑，也是布希

政府的反恐政策首度受到海外司法打擊。 

 

四、刑事管轄權移轉 

 

    所謂移轉刑事管轄權，指的是不再進行實質的引渡，而是就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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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犯所在地的國家，由該國家進行刑事訴追，以美國實務而言，又可

以分為從美國移轉訴追程序至他國（Transfer of Proceedings from 

United States） 145以及自他國移轉訴追程序至美國（Transfer of 

Proceedings to United States）146，以下分述之。 

 

1、從美國移轉訴追程序至他國 

 

在自外國引渡人犯回美國的實務上，美國政府經常受到各種原則

限制，導致無法順利引渡人犯，例如被引渡者乃被請求國之國民，而

被請求國之憲法或法律禁止該國引渡國民，且兩國所簽訂之引渡條約

又未有例外之規定。在某些案件中，被請求國亦得主張該犯罪行為全

部或部分發生於該國，從而拒絕美國的引渡請求。除此之外，被請求

國也有可能基於其他事由而拒絕引渡人犯，諸如所涉及之犯罪並非條

約中所規定得引渡之罪名，為了解決這些困擾，在個別案例中，一種

解決的作法即是：美國提供相關證據，由該外國於其國內逕行起訴犯

罪行為人。換言之，美國不再試圖引渡人犯回美國受審，而是將整個

訴追程序移轉至被請求國。 

  目前美國憲法或相關法律並未對國際刑事程序移轉有所規範。事

實上，由於美國檢察官具有極大的裁量權，決定是否以及在何等審判

權範圍內進行起訴，美國對於正式與非正式之刑事程序移轉具有較大

的彈性147。 

  美國並未簽署任何與形式程序移轉有關之條約，然而晚近所簽訂

的引渡條約中，均有規定當被請求國僅基於國民不引渡原則，而拒絕

美國之引渡請求時，被請求國必須對該犯罪行為進行起訴審判。根據

該等條約規定，美國得以將刑事程序與相關證據移轉至條約簽署國，

                                                
145

 ABBELL, supra note 37, at 9-3. 
146

 ABBELL, Ibid., at 9-4. 
147

 相較於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以起訴法定原則拘束檢察官，美國檢察官確實享有較大決定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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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進行刑事訴追。由於這些條約通常都是與大陸法系國家簽訂，而

此等國家基於屬人原則，對該等案件亦有審判權，且相關證據規則亦

較美國具有彈性，對於人犯的起訴通常並無困難。除此之外，近年來

美國亦透過非正式的管道，移轉刑事訴追程序於拒絕美國引渡請求之

國家，這些國家與美國所簽訂的引渡條約中，通常並未規定簽署國有

起訴之義務。 

 

2、移轉程序至美國（Transfer of Proceedings to United States）148
 

 

  從美國移轉相關刑事訴追程序至大陸法系國家，在實務運作上具

有可行性，惟相反的，從他國移轉刑事訴追程序至美國，所面臨之議

題卻更為複雜。 

   

首先，美國亦如其他普通法系國家，無法僅基於屬人原則而取得

該國民於外國之犯罪行為之審判權，除非有其他獨立的事由作為基礎，

例如犯罪行為其中一部分於美國領域內違犯、犯罪被害人受到美國法

律的保障、或有屬地原則之擴張（例如國旗原則之適用)。 

   

此外，縱使美國對於犯罪行為享有審判權，除非被告同意進行認

罪協商，否則在實際運作上實不具有效率。例如當證人處於外國，根

據美國憲法修正條文第 6 條之規定，該證人必須前往美國作證或於國

外宣誓，如果該案件中大多數的證人不願意前往美國作證，美國檢察

官將會花費大量時間、精力、與成本在國外進行宣誓。此外，對陪審

團而言，於國外進行的宣誓其效力亦不如證人親自到庭陳述有效。最

後，雖然 18 U.S.C. § 3505 法案通過後，增加了外國商業文書於聯邦

刑事程序中之可使用性，惟相關程序亦消耗許多時間。且若案件需要

                                                
148

 ABBELL, supra note 37, at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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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官方或商業紀錄以外的其他證據，證人之證言仍舊具有關鍵之地

位。再者，就經濟成本的考量而言，花費大量資源在外國進行證據蒐

集，與直接在當地進行審判相較，明顯不成比例。 

   

也因此，惟有在認罪協商的案件中，移轉刑事審判程序至美國方

具備合理性。然而這種情況現實中並不常見，也因此是否值得美國於

引渡條約中對此等議題進行討論，早有學者進行批評149。 

 

第六節 結語 

    從以上的討論中，本研究以精簡的篇幅，說明了美國法制上的引

渡制度；必須體認的是，美國作為世界經濟力最大及軍事力量最強的

國家，在其與政、經地位同等級國家交往時，往往訴諸具體、現實的

引渡法制，此即透過條約關係而請求對方引渡美國人犯，或自美國引

渡至該國受審。相反於此，倘若美國與較不友善或無法循正常外交途

徑解決爭端的國家往來時，則傾向採用非引渡條約式的替代機制。此

外必須說明的是，各國與美國實務上已經有若干非屬引渡方式的替代

作法，例如大陸與美國近期著名的余振東案等等，這些重要案例非常

值得我國參考，將於下文討論、說明之。 

    雖然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我國不具有美國相同的政治與經濟影響

力，但美國作為我國重要的盟邦，又與我國在政治、經濟關係上有深

厚的關係，許多經濟型或貪污型的白領犯罪者，往往潛逃至美國，未

來類似的案例只會增加，不會減少，認識並了解美國法制現況，實為

提高未來打擊犯罪成效的第一步。 

 

     

                                                
149

 ABBELL, Ibid., at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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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歐盟國家引渡制度 

第一節 歐盟國家間的引渡制度 

一、歐盟國家間引渡合作的法源 

    歐盟國家之間開展引渡合作的法源，主要包括多邊公約、雙邊條

約或安排與各國的國內法。 

 

(一)多邊公約 

    此多邊公約主要包括由歐洲理事會主持訂立的歐洲引渡公約

（1957 年 12 月 13 日於巴黎）、歐洲引渡公約附加議定書（1975 年

10 月 5 日於史特拉斯堡）、歐洲引渡公約第二附加議定書（ 1978 年

3 月 17 日於史特拉斯堡）、對抗恐怖主義的歐洲公約（1977 年 1 月

27 日於史特拉斯堡）等。此外，歐盟國家為進一步改進成員國間的

刑事司法互助，締結了旨在對前述歐洲理事會主持制訂的引渡公約及

議定書進行補充的歐盟成員國間引渡公約( 1996 年 9 月 27 日)，並針

對被引渡人同意引渡的情形，以加快引渡程序為目的，制訂了歐盟成

員間簡易引渡程序公約( 1995 年 3 月 10 日於布魯塞爾)。尤應注意的

是，2002 年 6 月，歐盟理事會又訂立關於歐洲逮捕令及成員國間移

交程序的框架協議，將進一步便利歐盟國家間開展引渡合作。上述區

域性多邊公約成為歐盟國家間開展引渡合作的主要國際法律依據。 

 

(二)雙邊條約或安排 

    歐盟國家相互簽訂的雙邊引渡條約，是規範有關成員國間引渡合

作的另一重要依據。歐洲引渡公約生效後，原則上廢止了締約國間以

前的雙邊或多邊條約，但不排除締約國為補充該公約的規定或更宜適

用該公約的諸原則而締結雙邊或多邊條約。此外，歐盟成員國之間也

可就引渡事宜為特殊安排，以達到便利引渡的目的。如英國與愛爾蘭

之間適用的逮捕令背書機制，允許一國司法機關出具的逮捕令經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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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法院背書後，由該另一國警方執行。 

 

(三)歐盟各成員國的國內法 

    多邊公約或雙邊條約，作為國際法的法源，無論規範得多麼詳細，

均需要國內法以具體規定加以配合。因此，歐盟國家常以專門的引渡

立法或以其憲法或相關法中的專章來規範引渡問題。如英國有專門的

1989 年引渡法，德國在其基本法第 16 條、國際刑事互助法中有相當

多關於引渡的規定。此外，歐洲引渡公約第 2 條規定，除本公約另有

規定者外，引渡和臨時逮捕方面的程序應完全受被請求方法律調整，

亦等於確定了國內法是引渡的重要法律依據。 

 

二、歐盟國家間引渡制度的基本內容及其發展動向 

    歐盟國家間引渡制度的發展動向，主要表現在實體與程序兩方

面。 

(一)雙方可罰原則 

    雙方可罰原則是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特別是引渡合作中的重要原

則。即只有當請求國和被請求國雙方的法律均認為某種行為是犯罪行

為且所受處罰須達到一定期限以上者，方可進行引渡。歐洲引渡公約

對該原則加以肯定。歐盟成員國間引渡公約雖重申此一雙方可罰原則，

但出現較為弱化的趨勢：一是對請求國與被請求國就罪行可罰性的要

求不同。歐洲引渡公約規定可引渡罪行在請求國和被請求國均須是可

受到最長期限至少一年或更重處罰的罪行。歐盟成員國間引渡公約第

2 條規定可引渡罪行對於請求國而言，須可受最長期限至少 12 個月

以上，對於被請求國而言至少 6 個月以上即應予引渡。此規定改變傳

統的雙方可罰原則對請求國和被請求國雙方在可罰性方面的同一性

要求，擴大了可引渡罪行的範圍。二是歐盟成員國間引渡公約第 3 條

規定，對於某些特殊犯罪行為，如懲治恐怖主義的歐洲公約第 1 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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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所規定的一項或多項共謀和組織犯罪等，不適用雙方可罰原則。

雙方可罰原則弱化趨勢更明顯的表現在關於歐洲逮捕令及成員國間

移交程序的框架協議中。根據該框架協議第 2 條規定，根據簽發監禁

或歐洲逮捕令的成員國的法律，至少判處 3年以上刑罰的 32種罪行，

均不適用雙方可罰原則。 

 

(二)本國國民不引渡原則 

    本國國民不引渡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特別是大陸法系國家引渡

實務須遵守的另一重要原則。歐盟部分國家亦堅持該原則150。歐洲引

渡公約對該原則作了相對靈活的規定，允許締約國基於自主的決定而

拒絶引渡本國國民。歐盟諸國由於具有共同價值目標，對彼此間的刑

事司法制度的合理運作有較充分的信任，本國國民不引渡的限制在歐

盟成員國之間得以突破。歐盟成員國間引渡公約第 6 條第 1 項明確規

定，不得因被引渡人為本國國民而拒絶引渡。該規定跨出了消除歐盟

成員國間傳統引渡障礙上的重要一步，甚至可說，原則上排除了本國

國民不引渡的限制。當然，考慮到仍有部分歐盟成員國的憲法或長期

法律傳統確立了禁止引渡國民原則，為使該規定不成為歐盟國家接受

公約的障礙，公約第 6 條第 2 項允許締約國以聲明排除第 1 項規定的

拘束。同時，作為對締約國聲明的限制，該條第 3 項建立了鼓勵對締

約國聲明的複審制度，以達到儘早減少本國國民不引渡這一障礙的目

的。關於歐洲逮捕令及成員國間移交程序的框架協議對限制本國國民

不引渡原則則更有進一步的改善，並提出更為具體的規定。框架協議

規定，如一國為檢控目的發出的歐洲逮捕令涉及另一成員國國民，另

一國可附條件移交本國國民，條件是當事人受審後應被送回國內服刑

                                                
150

 例如比利時、盧森堡及荷蘭於 1962 年 6 月 27 日締結的比利時王國、盧森堡大公國及荷蘭王

國之間引渡和刑事司法協助條約（1974 年 5 月 11 日關於比盧荷經濟聯盟成員國關係的議定書修

正)中即明確拒絶引渡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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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如為執行目的而發出歐洲逮捕令，被請求國可承諾依其本國法執

行徒刑或拘禁後拒絶移交本國國民152。由此可以看出，本國國民不引

渡原則在歐盟國家間正不斷被突破。隨着打擊跨國犯罪的需要，允許

引渡本國國民似將日趨制度化。 

 

(三)政治犯不引渡原則 

    政治犯不引渡原則與現代引渡制度相伴而生，並已為國際社會普

遍接受。但由於各國對政治犯罪並無統一定義，實務上往往由於對政

治犯罪的個案彈性解釋而阻撓了引渡合作。國際社會已逐步認識此一

問題，並通過一定的方式對該原則加以限制153。歐洲引渡公約基本沿

襲了上述做法，仍排除政治犯罪的引渡，但列舉了不該被視為政治犯

罪的若干情形。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國家對弱化、放棄政治犯罪不引

渡的原則作出相當之努力。根據歐盟成員國間引渡公約第 5 條第 1 項

規定，被請求國不得視任何犯罪為政治犯罪而拒絶引渡。與此同時，

該公約允許締約國通過保留的方式排除前述規定的適用，但無論如何

不得將恐怖主義犯罪、共謀及有組織犯罪視為政治犯罪154。上述規定

旨在尊重歐盟成員國各國法律以吸收更多的國家參加，但其貢獻在於，

至少在理論上建立了完全排除政治犯罪不引渡的可能性。 

 

(四)死刑犯不引渡 

    死刑犯不引渡原則是隨著近年來人權觀念的發展而提出的原則。

與傳統的雙方可罰、本國國民不引渡、政治犯不引渡等引渡原則等不

同，死刑犯不引渡在國際引渡中一直存在不少爭議。歐洲大多數國家、

尤其是歐盟 27 個會員國均已廢除死刑。在此背景下，歐洲引渡公約

                                                
151

 見關於歐洲逮捕令及成員國間移交程序的框架協議第 3 條第 5 項。 
152

 關於歐洲逮捕令及成員國間移交程序的框架協議第 4 條第 6 項。 
153

 例如:防止及懲治滅絶種族罪公約第 7 條、1988 年聯合國禁止販運麻醉品和精神藥品公約第 3 

條第 10 項均規定某些/類犯罪行為不得被視為政治犯罪。 
154

 歐盟成員國間引渡公約第 5 條第 2 至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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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允許被請求國法律未規定死刑或通常不執行死刑時，可拒絶引渡，

除非請求作出使被請求國認為有足夠的有關不執行死刑的保證。可見

死刑犯不引渡在歐盟國家引渡合作中並非絶對原則。 

 

(五)引渡的程序 

    長期以來，世界各國間開展引渡合作一直是複雜、耗時甚長的程

序。近年來，歐盟國家在改善和加快成員國間引渡進程方面有相當的

進步。1995 年歐盟成員國簡易引渡程序公約從被引渡人同意引渡的

情形規定：在被引渡人同意引渡且被請求國主管機關允許的情況下，

無需提交引渡請求書，也不適用正式的引渡程序。程序發生於被請求

國主管機關和請求國主管機關間，在被引渡人表示同意後最長 40 日

內移交被引渡人。該公約雖未涉及被引渡人不同意引渡的情形，但相

關規定還是為簡化引渡程序的具體做法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模式。歐盟

在簡化引渡程序方面，更具里程碑意義的舉措鮮明地表現在 2002 年

的關於歐洲逮捕令及成員國間移交程序的框架協議中。根據該框架協

議，歐盟一成員國為追訴或執行刑罰之目的發出、要求另一成員國逮

捕或移交被請求人的歐洲逮捕令，應視為緊急事件而得在另一成員國

執行155。有關逮捕令將由發出逮捕令的成員國司法機關將逮捕令直接

送往被請求成員國的司法機關。如被請求引渡人同意被移交，應在

10 日內移交給請求國156。其他情況下, 被請求成員國應在逮捕有關逃

亡人犯後 60 日內移交157。此規定不僅將傳統引渡實務中被請求國的

審查程序簡化為只進行司法審查，對審查時限也有較為嚴格的要求，

從而相當程度的簡化及加快了引渡程序的進行。 

 

                                                
155

 關於歐洲逮捕令及成員國間移交程序的框架協議第 17 條第 1 項。 
156

 關於歐洲逮捕令及成員國間移交程序的框架協議第 9 條第 1 項、第 17 條第 2 項。 
157

 關於歐洲逮捕令及成員國間移交程序的框架協議第 17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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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歐盟與非歐盟國家間的引渡制度 

    歐盟與非歐盟國家間的引渡，包括歐盟成員國個別與非歐盟國家

間引渡以及歐盟整體與非歐盟國家間的引渡兩方面。 

一、歐盟成員國與非歐盟國家之間的引渡 

    歐盟每個成員國作為主權國家，當可與非歐盟國家自主的開展引

渡合作。根據各自國內法規定，歐盟各國與非歐盟國家開展引渡合作

有多種形式。一是通過參加載有引渡條款的國際公約展開引渡合作。

如歐盟成員國與非歐盟國家均為某項國際公約（如 1988 年聯合國禁

止販運麻醉品和精神藥品公約）的當事國, 即可按條約之相關規定並

連結各自國內法規定進行引渡。二是通過簽訂雙邊條約展開引渡合作。

如英國與美國158、巴西等 20 餘國家締結了引渡條約，德國與美國、

土耳其等國家也締結引渡條約159。三是通過特殊機制或安排。如英國

與其他英聯邦國家（又稱共和聯邦，英語︰Commonwealth of Nations）

之間存在關於引渡的特殊安排。該安排經英聯邦國家定期審查同意後，

將適用於所有包括非歐盟成員國在內的英聯邦國家。四是個案合作。

歐盟成員國在本國法不強制要求以條約為法定依據展開引渡合作的

情況下，可以與未締結條約的非歐盟國家進行個案引渡合作。如德國

國際刑事互助法（Gesetz über die Internationale Rechtshilfe in 

Strafsachen, IRG）規定，可以在互惠的條件下與外國進行引渡合作。 

 

二、歐盟整體與非歐盟國家間的引渡 

    如前所述，歐盟成員國間業已建立的緊密、便捷、有彈性的引渡

體系，係以其各成員國相似的歷史傳統、意識形態、價值觀念以及對

彼此司法制度充分信任為基礎，非歐盟國家很難融入而取得歐盟成員

國的待遇。但歐盟作為一個區域性國際組織，可以作為國際法主體與

其他國家或組織締結條約。對此，非歐盟國家可通過與歐盟整體締結

                                                
158

 英美引渡條約於 1976 年訂立，1986 年及 2003 年修訂。 
159

 德美引渡條約訂立於 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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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渡條約而取得與歐盟成員國相當或類似的地位而參與引渡事宜。

2003 年 6 月，歐盟即與美國談判並簽署引渡協議，該協議並未取代

美國與歐盟成員國之間現有的雙邊條約，而是作為補充性的規定。該

協議規定，當存有多個引渡請求時，應平等對待美國與其他歐盟國家

的請求，使美國在與歐盟各國展開引渡合作時，取得準歐盟國家的待

遇。 

 

第三節 歐洲逮捕令的產生 

 

一、歐洲逮捕令的形成過程 

    雖然歐盟1995年與1996年引渡公約（尚未生效）對歐洲理事會

1957 年「歐洲引渡公約」加以改進，使引渡在原則與程序上都有所

突破，但引渡機制的本質沒有發生任何改變；亦即，引渡依舊是「政

治性」與「政府間」的行為，這造成很多順利引渡人犯的障礙。因此，

從1997 年歐盟制定的「阿姆斯特丹條約」開始，歐盟國家決定進一

步改善引渡制度，逐步採取的措施從繁瑣的「政治」主導模式轉化為

較簡捷的「司法」主導模式，這種改變的背景、內容以及成效等，有

進一步分析與說明的必要。1997 年「阿姆斯特丹條約」第2條規定了

在歐洲範圍內建立「自由、安全和司法」的區域。在「刑事方面的警

察與司法合作」部分，第29條又重申了歐盟建立該區域的決定，即「歐

洲公民」在一個「自由、安全和司法」的區域裡應當享有高度的安全。

因此，成員國應當依據第31條和第32條的規定，加強刑事方面的司法

合作以及彼此之間刑事規則的相互接近。其中，引渡在第31條b項中

被明確提到，「刑事方面司法合作的共同行動應當包括：(a)……(b)

便利成員國之間的引渡……。」 

    1999年10月，歐盟理事會的坦佩雷會議對引渡制度之健全具有重

大意義。會議中提出：在歐盟「自由、安全和司法」的區域內，努力

達到在成員國之間相互承認刑事司法部門做出的刑事決定。在此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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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成員國已經就最終司法判決的相互承認達成一致並予以實施，但

此次將其擴大到所有決定，包括訴訟中的法院決定。坦佩雷會議的「總

結」中指出，完善的司法決定與判決的相互承認機制以及必要的法律

相互接近，將便利成員國之間包括引渡在內的司法合作。歐盟理事會

進而將相互承認的原則視為民事與刑事方面司法合作的「基石」。 

    然而，坦佩雷會議的總結在引渡方面存在自相矛盾之處。會議一

方面敦促成員國加快批准1995年引渡公約和1996年引渡公約，另一方

面又指出在成員國間應當廢除正式的引渡程序。這裡的「廢除」僅指

在罪犯被判刑後逃亡的情況下，成員國應當適用一套更便捷的移交程

序。對於以起訴為目的的引渡而言，則應當在不損害公正審判原則的

前提下加快引渡程序的進行。 

    2000年5月28日，歐盟公布了「新一世紀初期預防與控制組織犯

罪的建議」法案。該法案指出，相互承認刑事方面決定的最終結果是

創建一個「長期的單一歐洲引渡區域」。2000年7月，在歐盟委員會

的「相互承認刑事方面最終決定通告」中，又詳盡論證了此一「引渡

區域」的理念。2000年底，歐盟理事會準備了「相互承認刑事判決的

實施計畫」，該計畫指出成員國之間相互承認刑事判決的實施，預告

其對彼此刑事司法體系的信賴；這種信賴建立在它們對共同原則的承

諾基礎之上，這些共同原則包括自由、民主、尊重人權與基本權利以

及法治等。 

    實施計畫進一步指出，至少應針對歐盟條約第29條所規定的嚴重

犯罪建立以相互承認原則為基礎的移交制度。具體而言，請求國的司

法機構簽發逮捕令並立即予以執行，實施逮捕令的諸多條件也應當加

以明確等，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單一引渡司法區 」。然而，這種

逮捕令制度在實施計畫中並沒有被視為最重要的問題，而是處於「次

重要」的位置排在第2位。但發生在美國之「911事件」改變了原來各

種相互承認措施的排序。成員國很快就在歐盟範圍內建立統一逮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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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達成共識，這種代替傳統引渡制度的逮捕令制度也就躍升為最為

重要的事項，且被最先制定並執行。 

    在「911事件」剛結束之時，歐盟司法與內政理事會的最初措施

是敦促成員國盡可能採取必要措施批准1995年和1996年引渡公約，以

讓這兩個引渡公約在2002年1月1日生效，但遺憾的是並沒有取得明顯

效果。於是，歐盟理事會以及歐盟委員會開始在相互承認刑事決定的

框架內尋求突破，即成員國之間相互承認彼此簽發的移交犯罪嫌疑人

或罪犯的司法請求。顯然，這種簡便措施的實施是建立在「司法」基 

礎上的，而傳統的引渡卻是由國家的行政機構所主導實施。 

    儘管在傳統引渡機制中，司法機關也可能參與部分，但無論從範

圍還是程度上，司法機關的作用其實相當非常有限。因此，為了避免

在引渡過程中發生「政治避難所」的情況，必須將引渡程序「司法化」，

以便滿足相互承認判決的實際需要。 

    2001年9月19日，歐盟委員會提交了一份關於「歐盟成員國之間

實施歐洲逮捕令及其移交程序框架協議」（簡稱框架協議）的建議。

2001年9月21日，歐盟特別理事會要求司法與內務理事會最晚在2001 

年12月6日至7日之前需促使成員國對框架協議達成一致。然而，在與

成員國政府談判的過程中，只有義大利對其它成員國達成的折衷方案

表示反對。此外，其它成員國還需要經過國內議會的詳細審查，歐盟

議會也得對該決定加以協商。因此，司法與內務理事會未能在規定期

限內完成此一任務。 

    2001年11月29日，歐盟議會首次對該建議進行協商，提出了44

項修正案。歐盟議會指出，在歐盟理事會對委員會的建議進行實質性

的修改後，該機構將再次予以協商。同一日，歐盟議會建議歐盟理事

會根據歐盟條約的相關規定（第40條、43條和44條）採取更為密切的

合作措施：如果無法使所有成員國達成一致，在特定條件下可以使已

經達成一致的成員國適用該決議。由於義大利不久便同意接受這一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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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永久代表特別委員會」（Committee of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於2001年12月12日生效，所有成員國已就決定達成協議。2002年2月6

日，經過再次協商，歐盟議會同意理事會的草案，沒提出任何修正意

見。 2002 年 6月 13日，歐盟理事會最終通過了該框架協議

（RAHMENBESCHLUSS DES RATES vom 13. Juni 2002 über den 

Europäischen Haftbefehl und die Ü bergabeverfahren zwischen den 

Mitgliedstaaten）。 

 

二、框架協議的規定 

    歐洲逮捕令框架協議共分為前言和正文兩部分。前言共有14段內

容，完整闡述了該法律的基本精神。前言的內容和原則包括：1999

年坦佩雷（Tampere）會議要求取消正式引渡制度（在執行刑罰方面）、

加快以起訴為目的的引渡程序以及刑事判決相互承認原則之確立（第

1段和第2段）；歐盟國家以往適用的引渡公約和協定（第3段和第4

段）；建立「自由、安全與司法區域」背景下的簡易移交制度（第5

段）；歐洲逮捕令是第一項具體適用刑事判決相互承認原則的措施（第

6段）；歐洲逮捕令與1957年公約的關係（第7段）；司法機關在執行

歐洲逮捕令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及行政機關的輔助性角色（第8段

和第9段）；中止執行的嚴格條件（第10段）；歐洲逮捕令將在成員

國之間代替以往所有的引渡公約、條約而得以適用（第11段）；對人

權的重視與保護（第12段、第13段和第14段）。 

    框架協議的正文共35條，分為4章160。第1章為「一般規定」，共

計8條。第1章的內容包括：歐洲逮捕令的定義及其實施的義務（第1

條）；執行的條件，分為可逮捕（移交）的犯罪（第2條）、法定或

裁量之拒絕執行要件（第3條和第4條）以及簽發國在特殊情況下的保

證（第5條）3個部分；司法機關的決定以及向中央機關的求助（第6

                                                
160

 協議英文與中文內容請參照附件 8 與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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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和第7條）；歐洲逮捕令的內容和形式（第8條）。第2章規定了「移

交程序」，共17條。第2章的內容為：歐洲逮捕令的傳達（第9條和第

10條）；被請求人的權利保障，包括被請求人的權利（第11條）、對

被請求人的羈押（第12條）、被請求人同意移交（第13條）、被請求

人不同意移交時的聽審（第14條）、在司法機關做出決定前對被請求

人的聽審（第19條）、特權與豁免（第20條）；司法機關的決定，包

括羈押的決定（第12條）、移交的決定（第15條）、對多個請求的決

定（第16條）、執行決定的時間限制與程序（第17條）、決定的通知

（第22條）；國際義務的衝突（第21條）；移交被請求人，包括移交

的時間限制（第23條）、暫緩移交或附條件移交（第24條）、過境（第

25條）。第3章是關於「移交效果」的規定，共有10條，內容包括：

對執行國羈押期限的折抵（第26條）；可能對其它犯罪的起訴（第27

條）；移交或隨後的引渡（第28條）；財物的移轉（第29條）；費用

（第30條）。第4章規定了「一般與最後條款」，包括：與其它法律

的關係（第31條）、過渡條款（第32條）、與奧地利和直布羅陀相關

的條款（第33條）、執行（第34條）以及生效（第35條）。 

    框架協議第1條第1項規定了歐洲逮捕令的定義：歐洲逮捕令是由

一個成員國為了刑事起訴或執行自由刑或剝奪自由措施而向另一成

員國簽發的逮捕並移交被請求人的司法決定。框架協議第1條第2項規

定，成員國執行歐洲逮捕令的基礎是相互承認原則以及框架協議的規

定。從上述中的「移交」（Ü bergabe）、「司法決定（eine justizielle 

Entscheidung）」、「相互承認原則（nach dem Grundsatz der gegenseitigen 

Anerkennung）」等用語似可認為，歐洲逮捕令其實是對傳統引渡制

度的一種重大改變。歐盟委員會做出的歐洲逮捕令2005年以及2006

年的評估報告中指出，目前所有成員國都已經將框架協議第1條第1

項納入本國立法，但其中只有6個成員國（西班牙、拉脫維亞、奧地

利、葡萄牙、斯洛凡尼亞以及斯洛伐克）直接提到第1條第2項中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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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承認原則。此外，馬爾他與英國的國內立法規定，兩國與歐洲逮捕

令相關的立法只適用於那些已經將框架協議納入國內立法的成員

國。 

 

三、「移交」程序中司法機構的重要作用 

    與傳統的引渡法相比，歐洲逮捕令的最大改變在於「移交」

（Ü bergabe）程序的創設。框架協議盡量避免使用「引渡」以及「被

請求國」文字，框架協議第3條的用語分別為「移交」和「負責執行

的司法機關」。第1條也對統一逮捕令的定義予以明確是「……一個

成員國……向另一成員國簽發的逮捕並移交被請求人的司法決定。」

因此，「移交」意味著由司法機關決定將被請求人從一個成員國轉移

到另一成員國的行為。框架協議前言第1段指出「……應當在成員國

範圍內取消正式的引渡程序……」。第5段表示「為了在歐盟範圍內

建立自由、安全和司法的區域，應當在成員國之間取消引渡制度，代

之以司法機構之間的移交系統。一個新的、簡易的移交程序……將取

消目前適用的複雜、拖延的引渡程序……」。第7段提及「取代建立

在1957年12月13日歐洲引渡公約基礎之上的多邊引渡制度……」。第

11段「在成員國之間應當適用歐洲逮捕令，以取代之前適用的所有引

渡法律，包括規定了引渡制度的申根公約第三部分之規定」。 

由此可看出，以司法機關決定為主之「移交」程序成為歐洲逮捕令有

別傳統引渡的重要內容。從程序進行來看，「移交」與「引渡」的最

大區別在於有權做出移交決定的機關並不相同。根據框架協議的規定，

司法機關決定移交的進行，而行政機關的決定，如批准權等，則被排

除在外。前言第9段說明，在執行統一逮捕令的過程中，中央機構的

權力必須侷限於實務上和行政上的協助。此「必須」一詞表明強制的

要求。因此，該段指出了行政機關不得實質或主要的的參與移交的規

定。與此相似，第7條第1項規定，各成員國可以指定一個或多個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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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協助具有權責的司法機構。此外，涉及拒絕理由的第3條與第4

條也表明是司法機關，而非批准機關或中央機關以及政治機關等，享

有決定權。 

     

從人權保護的角度而言，司法權的決定程序取代行政權的允許程

序也是一種進步。在多數國家，允許程序原則不受程序性原則的拘束。

以往引渡中的行政與司法的兩分法在程序上往往會發生漏洞，造成當

事人的權利損害。因此，允許程序的取消將有利於被請求人權利的保

護。因為實際上，允許程序往往被視為行政程序，而在行政程序中很

難要求如同司法程序般對公平審判的保證，如辯護權、參與聽審權、

言詞審理權以及不服之上訴救濟權等161。 

 

第四節 歐洲逮捕令實施的現況與問題 

一、框架協議之形式 

  在 2002 年「框架協議」生效之前，歐洲範圍內追緝和移交刑事

被告主要依靠引渡條約來進行。但從歐洲近 50 多年來的實務來看，

由於各國國內法律制度的差異，一方面使得引渡的程序異常繁瑣，另

一方面各國在加入這些引渡條約時或對某些條款做出保留要求，或是

逕行不簽署，使得公約無法真正生效。雖然「框架協議」與引渡條約

一樣，是基於政府間合作的層面而由國家簽訂的合作協定，但它與引

渡條約最大的不同，在於其不是普通的國際法，而屬於歐盟法範疇。

                                                
161

 舉例而言，德國在執行1983年的被判刑人移轉歐洲公約中，對於被判刑之外國人提出回國執

行刑罰的決定就不是由法院為之，而是由許可機關來決定，儘管德國基本法第19條第4項要求法

院應當予以審查救濟。多數意見期待著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此做出明確的判決，宣告此為違憲。

迴避基本法第19條第4項要求法院救濟的理由卻令人訝異，認為轉移某受刑人之決定是一種恩賜，

而恩賜是不能受到法院審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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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決議是由成員國組成之理事會經全體一致的方式全票通過的，一經

生效即對各成員國有法律約束力，各成員國應修改國內法中與之不同

的規定以使其得以全面執行，如此既有利於促進各成員國法律的相似

與趨同，也有利於使「框架協議」在歐盟成員國間得到全面貫徹和執

行。 

 

  歐洲法院於 2007 年 5 月 3 日曾通過其作出的初步裁決，充分肯

定「框架協議」的有效性。此案是比利時的一個非政府組織向法院起

訴，要求廢除比利時 2003 年 12 月 19 日將「框架協議」轉化為比利

時國內法的法律，認為「框架協議」無效，理由在於，歐洲逮捕令下

之事項應該採用公約的方式來執行，而不能採用框架協議的方式來執

行，因為根據「歐洲聯盟條約」第 34 條第 2 項（b)之規定，框架協

議只能基於使成員國間的法律或規則接近之目的而制定，但現今的歐

洲逮捕令框架協議並非如此。比利時憲法法院就「框架協議」的有效

性問題提請歐洲法院進行初步裁決。歐洲法院認為，「框架協議」是

基於相互承認原則，為了執行刑事判決或提起刑事控訴，而對被判有

罪的人或犯罪嫌疑人，用司法機關之間的移交機制代替成員國間的引

渡制度。相互承認是由不同的成員國根據簽發國法律所簽發的逮捕令，

需要成員國在刑事司法合作領域內法律和規則的趨近，還有刑事司法

合作的條件、程序和國家司法機關間移交效果的接近或趨同。「框架

協議」的各個面向都顯示這個目的，如對「犯罪清單」中列出 32 種

犯罪取消雙重犯罪原則，強制或選擇性拒絕執行逮捕令的理由，逮捕

令的內容和格式，逮捕令的遞交和有關遞交的具體程序，對被請求人

或被逮捕人的最低權利保障，執行逮捕令的時間限制和程序，移交人

員的時間限制等。此外，「歐洲聯盟條約」第 34 條第 2 項賦予歐盟理

事會採取各種形式的法律文書（包括共同立場、框架協議、決定和公

約四種形式）來促進各成員國間的合作的權利，並且並無對採取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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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書規定優先順序，理事會擁有自由裁量權來決定採用何種形式

的法律文書以規範歐洲逮捕令。因此，採用了框架協議的形式而沒有

採用公約的形式，屬完全有效。 

 

二、歐盟成員國在適用歐洲逮捕令時遇到的困難和存在的問題 

  歐洲逮捕令在成員國適用時遇到的困難和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以下幾個方面： 

（一）歐洲逮捕令在相互承認原則遭遇挑戰 

  歐洲逮捕令在歐盟範圍內推行的最重要的理論基礎是相互承認原

則，1999 年的坦佩雷歐盟高峰會確立了在刑事司法領域全面推行相

互承認原則的計畫，此相互承認原則的重要先決條件是信賴。但在執

行歐洲逮捕令的過程中，各國之間的信賴程度明顯不高。造成不信賴

的原因在於，相互承認在某程度上是基於國家間的刑事法律制度具有

一定的相似性；但實際上，各國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之差異頗大，以

致無法相互承認。事實上，各國立法者和法官都把維護他們本國的司

法制度放在首位考慮，並且對允許外國刑法在本國領域內適用抱持懷

疑態度，導致兩種後果的發生：一、成員國在執行歐洲逮捕令時，通

過國內立法規定了新的拒絕移交事由。二、當成員國的法官認為請求

移交的逮捕令與國內法的規定不一致時，往往採取不合作立場。法官

在適用相互承認原則時，扮演了一個本國司法制度看守者的角色。 

  儘管成員國基本上是支持歐洲新的引渡制度，但各國之國會議員

和法官對新制度的憂慮也甚為明顯。這種擔心一方面是由於對民主合

法性和國家責任所導致，另一方面是由於歐洲刑事司法制度的差異性

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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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統計，英國和德國屬於簽發和接收逮捕令最多的國家；但前者

屬普通法系國家，後者則是大陸法系國家，頗能代表歐洲刑事司法制

度的差異性，因為相互承認就是解決差異性的機制，所以比較研究歐

洲逮捕令在這兩個不同法系國家的執行和適用情形，具有相當實益。 

  1、德國適用歐洲逮捕令的問題 

  德國將歐洲逮捕令轉化為國內法的過程，經過了兩次相當程度的

曲折162。2000 年 11 月 19 日，德國為了加入規範國際刑事法院之羅

馬規約而修正本國基本法，德國基本法第 16 條第 2 項原先只規定德

國國民不得引渡至外國，修正後該條規定德國國民不得引渡至外國，

但在符合法治國原則的情況下，得以法律就引渡至歐盟成員國或國際

法庭為其他規定163。這次修正為德國實施歐洲逮捕令奠定憲法基礎，

所以德國將歐洲逮捕令轉化為國內法時就不需再修改憲法。2004 年 7

月 21 日，德國在超出歐盟委員會規定的最後期限 6 個月之後，通過

了有關歐盟逮捕令的國內立法，修訂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8 章（與

歐盟會員國間之引渡與穿越引渡）的若干規定164，並於同年 8 月 23

日開始實施。2005 年 7 月 18 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德國轉化

歐洲逮捕令的法律違憲，屬無效立法。德國重新適用 1957 年的歐洲

引渡公約來調整引渡事項165。 

  德國政府和行政機關原則上支持相互承認原則和歐洲逮捕令制度，

因此，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震驚德國議會、政府和行政機關，並

且引發了對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下實行相互承認原則的廣泛討論以及

引渡本國國民要件等問題的討論。 

                                                
162

 Johannes N. Henke: "Der Europäische Haftbefehl - Entwicklung und Schwierigkeiten", 

Meidenbauer, München 2008, S. 16 ff. 
163

 Jarass/Pieroth, GG, 9 Aufl., 2007, Art. 16 Rn. 13 ff.  
164

 主要見該法第 80 條以下。 
165

 Johannes N. Henke: "Der Europäische Haftbefehl - Entwicklung und Schwierigkeiten", 

Meidenbauer, München 2008, S.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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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廣泛討論後，德國又於 2006 年 8 月 2 日重新施行新的轉化歐

洲逮捕令之國內立法。根據憲法法院的意見，新的轉化法應賦予被告

更多的上訴權，並以更複雜的程序來保障被告的權利以及規定新的拒

絕移交理由。這個程序其實並非和「框架協議」的程序相一致，也不

符合「框架協議」簡化移交程序的目的。新的拒絕移交的理由，例如：

犯罪發生在德國領域內，德國必須拒絕移交；如果犯罪發生地既在德

國，也在其他國家，司法機關應查明主要犯罪地。如果主要犯罪地在

德國領域內，也可以拒絕移交。另外，如果逮捕令的格式雖然符合要

求，但是所附資料並不全面，也可拒絕移交。當請求移交的是德國國

民或常住居民時，所需資料有所增加，亦即請求國必須要提交一份書

面證明，保證在判決後將被請求人送回德國執行羈押判決。而「框架

協議」並無提供書面保證的要求。這些都充分顯示出德國對其他成員

國法律制度的不信任態度166。 

  2、英國適用歐洲逮捕令的問題 

  英國是少數幾個在歐盟委員會規定最後期限內完成國內法轉化的

國家之一。其轉化法是議會於 2003 年 11 月通過之「2003 年引渡法」，

該法於 2004 年 1 月 1 日生效，與歐洲逮捕令的生效日期一致167。 

  在 1999 年的坦佩雷歐盟理事會上，正是英國提議把相互承認原則

引入歐盟第三支柱的。相對於刑事司法制度的調和來說，相互承認對

英國而言，是一個必須的選擇。歐盟國家內，英國是少數採取普通法

系的國家，如果歐盟的政策是採取刑事司法制度的協調和統一，英國

就面臨著必須廣泛採納大陸法系刑事司法制度的壓力。相互承認刑事

                                                
166

 Jarass/Pieroth, GG, 9 Aufl., 2007, Art. 16 Rn. 17 ff.  
167

 Daniel Rohlff: Europäischer Haftbefehl. Lang, Frankfurt am Main 2003, S.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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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決定的原則正可以避免歐洲刑事司法的「超國家化」，而只是強

調國家間的司法合作168。 

  英國政府曾試圖勸說議會通過直接轉化歐洲逮捕令的法案，但終

告失敗。英國議會認為，整體而言歐洲大陸的刑事司法制度不如英國

的司法制度之水準。在歐洲逮捕令制度中對「犯罪清單」中所列的

32 種嚴重犯罪取消雙重犯罪原則，等於在英國領域內打開一扇優先

適用大陸法系刑法的大門，讓其長驅直入169。英國議會還認為，直接

關係到公民基本權利的事項應由議會做出決定，而不能由政府做出決

定，政府不能解除議會在此方面的權責。基於以上反對意見，該轉化

法案最終沒有通過。最後，英國將轉化「框架協議」的國內立法規定

在其「2003 年引渡法」中。議會經過審查，增加了一些人權保障條

款，對此，他們認為比許多國家的保障程度更高170。 

  由德國和英國的情況可以顯示，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普通法

系國家，都對其他成員國的法律制度表示出相當程度的不信任，尤其

是在被移交人的人權利否得到保障方面。該二國都通過設立更多的移

交障礙或保障措施，以保障被移交人的權利不致減損。 

   

（二）歐洲逮捕令在歐盟成員國的憲法障礙 

  相較傳統引渡制度，歐洲逮捕令的重大變化之一就是弱化本國國

民不引渡原則，而大陸法系國家傳統上幾乎都奉行該原則，將本國國

民有權在本國受到刑事審判看作是一國國民享有的最基礎權利。所以

                                                
168

 Daniel Rohlff: Europäischer Haftbefehl. Lang, Frankfurt am Main 2003, S. 147 ff. 
169

 除英國有這樣的憂慮和擔心外，其他國家也普遍認為，取消雙重犯罪原則，等於是在本國的

領域內適用他國的刑事法，是對本國主權和法律制度的衝擊。 
170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since 2005 of the Council Framework 

Decision of 13 June 2002 on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and the surrender procedures between 

Member StatesBrussels, 11．7. 2007 COM (2007）407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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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框架協議」被轉化為國內法後，允許引渡本國國民的規定就與大

陸法系國家的法律發生衝突，甚至有違反憲法的疑慮。過去有三個成

員國的憲法法院作出著名判決171，宣佈本國有關適用歐洲逮捕令的法

律規定違憲。在 2005 和 2006 年間，這種國內法的衝突狀況對「框架

協議」在歐盟範圍內的全面適用造成障礙。 

  首先是波蘭；針對本國國民不引渡原則，波蘭憲法法院宣佈，在

有關適用歐洲逮捕令的本國立法中，允許引渡本國國民的條款違反波

蘭憲法第 55 條第 1 項內不得引渡本國國民的規定。但該條款仍得繼

續適用至 2006 年 11 月 6 日，即波蘭憲法法院允許波蘭政府履行國際

義務，在這段時間，波蘭仍得移交本國國民。為此，波蘭於 2006 年

11 月 7 日修改憲法172。 

  此爭議在德國亦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判決內認為，必須廢除

有關適用「框架協議」的國內立法，因為該法准許移交本國國民的條

款與德國基本法相矛盾。因此，在 2005 年 7 月 18 日到 2006 年 8 月

2 日新的轉化法還沒有生效之間，德國不能移交甚至引渡本國國民。

移交其他人，也只能在引渡制度安排下進行。但在這期間，德國還是

繼續向其他國家簽發逮捕令。西班牙和葡萄牙遂根據相互原則，在這

段時間拒絕承認德國簽發的逮捕令。其認為，德國已不再適用相互信

任原則，因此德國也不能要求其他國家移交非本國國民。這種情形隨

著 2006 年 8 月 2 日新的執行法生效才得以終止173。 

  第三個例子發生在賽普勒斯；該國最高法院認為移交本國國民是

違憲的，而政府的責任是與波蘭一樣修改憲法。修改後的憲法於 2006

                                                
171

 Frank Schorkopf, Der Europäische Haftbefehl vor de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Mohr Siebeck, 

Tübingen 2006, S. 220. 
172

 Pawel Nalewajko: Der Europäische Haftbefehl: aktuelle Entwicklungen in Polen. In: 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Strafrechtsdogmatik Nr. 3/2007, S. 113 
173

 Frank Schorkopf, Der Europäische Haftbefehl vor de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Mohr Siebeck, 

Tübingen 2006, S.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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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28 日生效。新憲法第 11 條規定，只對本國加入歐盟後國民所

犯的罪行才可移交到其他成員國。 

  這三個國家都修正有關歐洲逮捕令的國內轉化法，對移交本國國

民規定了更多的保障措施，如賦予其更多的上訴權以及增加拒絕移交

的理由等。波蘭和賽普勒斯為了執行歐洲逮捕令甚至修改了本國憲法。

德國實際上也修改了憲法，只不過是早在加入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

時就已經修正174。 

（三）對輕微犯罪簽發逮捕令造成沈重負擔 

  除了憲法問題，歐洲逮捕令還遇到一些在適用中的困擾。例如，

若干成員國為了輕微的犯罪而簽發逮捕令，有的國家因為盜竊了兩個

汽車輪胎、持有 0.45 克大麻或盜竊了一頭小豬而簽發逮捕令。此一

作法引起了某些國家的抗議，遂質疑認為，對這種案件簽發逮捕令是

否合適。2007 年 7 月，歐盟理事會對此答覆：在某些國家，有必要

建立國內機制和規則來控制「適當性」175。 

  有意見認為，對輕微犯罪簽發歐洲逮捕令像是「大砲轟小鳥」，

純屬浪費司法資源，但也有人對此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有學者認為，

基於相互信任，收受逮捕令的國家不應質疑他國簽發逮捕令背後的動

機。在某國家看來並非嚴重的犯罪，也許在簽發逮捕令的國家就是嚴

重犯罪。歐盟打擊重大且有組織犯罪的機構，在 2007 年至 2008 年財

政年度收到的歐洲逮捕令中，有 37％是波蘭簽發的，其中有許多是

針對輕微犯罪案件簽發。因為在波蘭和捷克實行的是強制起訴原則，

只要具有犯罪證據，就必須進行調查和起訴。基於把歐盟建立成一個

單一的自由、安全和公正的司法區的目標，在歐盟範圍內實現人民可

                                                
174

 Daniel Rohlff: Europäischer Haftbefehl. Lang, Frankfurt am Main 2003, S. 155. 
175

 Daniel Rohlff: Europäischer Haftbefehl. Lang, Frankfurt am Main 2003, S.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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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移動，這就要求各國有義務不讓自己的國家變成逃犯的天堂，而

目前對此唯一的有效措施就是歐洲逮捕令176。所以即使是針對輕微犯

罪簽發的逮捕令也是適當的，並不特別值得非難。但將來應創建更有

效打擊輕微犯罪的執行機制177。 

（四）成員國轉化「框架協議」的國內法中存在的問題 

  歐盟委員會在 2007 年「關於歐洲逮捕令和歐盟成員國之間移交程

序的框架協議－自 2005 年以來的執行情況報告」中指出，成員國在

將「框架協議」轉化為國內法後，還存在以下不足之處： 

  —修改「框架協議」所要求的最低判刑標準（如荷蘭、奧地利、

波蘭法律的第 2 條和英國法律的第 4 條第 7 項 b 款）。 

  —再次將雙重犯罪原則放入「框架協議」所列的 32 種犯罪的審查

中（如義大利法第 2 條）。 

  —還是指定一個執行主體作為總體上之適用司法機關（如丹麥法

第 6 條）。 

  —將做出移交決定的權力交給中央機關，而「框架協議」規定，

中央機關只是一個輔助性的機關（愛爾蘭法第 7 條）。 

  —將「框架協議」規定的強制拒絕移交的理由改變為裁量性的理

由（如丹麥法和愛爾蘭法第 3 條第 1 款）。 

  —規定「框架協議」以外的拒絕移交的理由（愛爾蘭法第 3 條第

2 項，義大利法、愛爾蘭法、賽普勒斯法和波蘭法第 1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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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制性增加附加條件（如馬爾它和英國法的第 5 條第 1 項）。

荷蘭法和義大利法的第 5 條第 3 項都規定，要求簽發國送交「框架協

議」沒有要求的額外的資訊。 

  —在移交本國國民時，規定時間限制或重新引入雙重犯罪原則的

審查並改變其他國家作出的判決（存在這種情況的國家有捷克、荷蘭

和波蘭）。 

  —由於「框架協議」沒有對附帶移交為任何規定，各國在這方面

的做法不一。至少有 9 個成員國允許附帶移交（丹麥、德國、希臘、

愛沙尼亞、芬蘭、拉脫維亞、立陶宛、奧地利和瑞典）。在法國，在

這種情況下是否准許乃移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歐盟委員會還在 2007 年報告中指出，有多國並未全面執行「框架

協議」，計有捷克、丹麥、愛沙尼亞、愛爾蘭、義大利、拉托維亞、

荷蘭、波蘭、斯洛凡尼亞和英國等。 

三、歐洲逮捕令於成員國適用的整體評估 

（一）歐洲逮捕令在歐盟成員國國內已得到普遍適用 

  「框架協議」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歐盟成員國應在 2003 年 12 月

31 日前，採取必要措施以符合「框架協議」的規定。但是，成員國

沒有義務採用「框架協議」的原本用語來適用歐洲逮捕令，而是可以

自由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法和措施來貫徹「框架協議」。如果本國現存

的法律制度（如國內引渡法規定、雙邊引渡條約等）符合「框架協議」

的規定，也可以適用。到 2003 年底，只有少數國家按照要求完成內

國的修法任務。但迄今為止，歐盟的 27 個成員國按照「框架協議」

的要求，已經全部在國內採取了符合「框架協議」的必要措施。這些

措施包括：有的國家專門制定新的法律以適用歐洲逮捕令，例如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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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賽普勒斯、保加利亞、芬蘭、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匈

牙利和愛爾蘭等；有的國家修改了刑法或刑事訴訟法，使本國的法律

規定與「框架協議」相一致；有的國家將「移交」規定於本國的引渡

法中，在術語的使用上，也不加以區分（如英國）；有的國家將移交

和引渡規定在同一部法律中，如保加利亞之法律名稱就叫「引渡與移

交法」；有的國家（如波蘭和賽普勒斯）甚至修改了憲法使本國法律

符合「框架協議」的規定。 

（二）歐洲逮捕令的適用總體而言可稱成功 

  歐盟委員會在 2007 年報告中認為，逮捕令的適用整體而言是成功

的。成員國之間請求和執行逮捕令的數量大增，歐洲逮捕令得到擴大

適用，而且逮捕令在程序方面亦富有成效。2005 年時，適用逮捕令

制度的 23 個成員國總共簽發了 6900 張逮捕令，是 2004 年的兩倍。

其中，在 1770 件案子中，被告被逮捕，其中 86%（即 1532 人）被實

際移交給簽發逮捕令的國家，而實際移交人數在 2004 年只占 60%。

其中，一半人是自願被移交的（2004 年為 3 分之 1)。其中，5 分之 1

是本國國民（或居民），其中一半案件要求請求國做出第 5 條第 3 項

規定在判決後將被請求人移交回本國執行刑罰的保證。移交人員平均

時間為 43 日，如果是自願被移交的情況，則為 11 日。相應的數字在

2004 年為 45 日和 1 日，差別不大。當然，在這平均數目的背後，仍

有若干國家（例如愛爾蘭和英國），需要更長時間，甚至超過「框架

協議」所規定的最長期限。在 2005 年，有 80 件案子（僅占 5%）未

遵守「框架協議」第 17 條第 4 款規定的最長為 90 日的移交時間178。 

  歐盟委員會在報告中還進一步指出，某些國家的轉化法不符合本

國憲法規定的困難已被解決。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成員國，其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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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或高等法院支持國內法准許移交本國國民的規定，如捷克、希臘

和葡萄牙的最高法院。捷克憲法法院支持捷克國內執行逮捕令的法律。

在 2006 年 5 月 3 日作出的判決中，憲法法院拒絕廢除適用「框架協

議」的國內法律；理由是歐盟成員國應當相互承認彼此的法律制度，

其中亦包括刑事法。捷克公民同時也是歐洲公民，在享有權利的同時，

也應承擔相應的義務。因此，為了判決或起訴而暫時地移交捷克國民，

與捷克憲法並不矛盾，也不妨礙國內執行逮捕令法律的有效性179。  

 

第五節 歐洲國家引渡代表性案例介紹 － Soering 案與 Pinochet 案 

  二次大戰結束後，基於人權保障的重視，國際上普遍要求對引渡

案件增加司法審查程序，歐洲理事會部長委員會於 1975 年和 1980 年

兩次通過決議，要求歐洲國家對引渡案件進行司法審查。對引渡案件

增加司法審查，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尊重和保障人權觀念的影響，亦即

希望通過運用嚴格的司法審查程序以保障被請求引渡人所應享有的

各種訴訟權利，以維護其正當權益。除此之外，因為引渡案件涉及與

引渡有關的國內立法、雙邊條約以及國際公約的規定。引渡案件經過

司法機關的審查較為合適，因為司法機關有著豐富的法律知識和經驗，

這一點是行政機關所不及的，這也有利於保障被請求引渡人的權利。

以下舉出發生在歐洲極為著名並影響深遠的Soering案與Pinochet案，

作為說明。 

 

一、Soering 案 

  在歐洲人權法院審理的Soering案件中，人權保障與引渡的緊密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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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被認為在國際法意義上的具有實質性的突破。Soering是原西德公民，

出生於1966年並在美國度過童年，1984年被美國維吉尼亞大學錄取，

在校其間與同學Elizabeth Hanson相識並成為戀人。但Hanson的父母堅

決反對他們相戀。於是，Soering與女友謀議，於1985年3月30日將其

女友的父母殺死在位於維吉尼亞家中。1985年10月，二人逃往英國。

1986年8月，美國依據美英間簽訂之的雙邊引渡條約向英國提出引渡

請求，請求將Soering及其女友引渡回美國接受司法審判。1987年8月，

Hanson被引渡回美國並被法院判處長達90年之監禁。Soering則針對

他的引渡請求提出異議。他辯稱因其患有精神性疾病而應免除刑事責

任，同時他又向分區法院提出申訴，最後，英國外交大臣於1987年8

月3日下令將其引渡給美國。Soering隨即向歐洲人權委員會提出申訴。

其申訴理由是：第一，將其引渡至美國會使他面臨被關入死囚牢房而

承受「非人道的、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這有違歐洲人權公約

第3條的規定。第二，將其引渡會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內關於保證

受審判者獲得公正審判的規定。因為維吉尼亞的公共法律援助制度不

為即將判處死刑之人提供人身保護。第三，他認為英國的引渡制度違

反歐洲人權公約第13條的規定，因為英國並沒有為他提供針對英國違

反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的行為進行有效救濟的機會或途徑180。但歐洲

人權委員會認為「死囚牢房現象」並不是公約第3條所謂之「不人道

的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英國政府對維吉尼亞不對即將判處死

刑之人提供人身保護並不負有直接責任，因此，駁回了Soering關於英

國違反公約第6條的指控。對於申訴理由中的第3條，歐洲人權委員會

認為成立，於是在1989年1月25日歐洲人權委員會將該案提交給歐洲

人權法院。1989年7月7日，歐洲人權法院對此案作出判決，認為如果

英國在美國未作出充分承諾（承諾將不對Soering判處死刑，或即使判

處死刑也不予執行）的情況下，將Soering引渡回美國，將違反歐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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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公約的有關規定。作出這一判決的依據主要是181： 

1、 這是被請求國的責任。經過調查後，法院進一步認為，當被請求

引渡者面臨引渡請求國侵犯其人權的客觀性危險時，被請求國若

將其引渡，則違反公約第3條的規定。如果被請求國在引渡的過程

中違反歐洲人權公約，應承擔責任。法院對這一案件的判決，不

僅使被請求國，亦即公約的締約國依據公約第3條承擔責任，而且

還間接地影響了非歐洲人權公約締約國，即引渡請求國美國。法

院進一步強調，公約第3條的規定是絕對的，亦適用於歐洲人權公

約締約國收到來自非該公約締約國的引渡請求，只要引渡可能使

被引渡者遭受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 

2、Soering確實面臨遭受不人道待遇的危險。Soering在申訴時宣稱 

「對他的引渡將會使他面臨被關入死囚牢房的不人道的、或有辱

人 格的待遇或處罰」只是一種潛在的危險，如果能夠證明這種

危險確 實會發生，該引渡行為即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法院認

為，維吉尼亞的法官在主觀上有對其判處死刑的傾向，而且法院

只保證告知進行判決的法官，英國是反對對Soering判處死刑，僅

有此種保證，並不能證明英國的引渡行為不會違反歐洲人權公約

第3條的規定。  

  法院同時認為，即使違反人權的事實發生在被請求引渡國境外，

被請求國也有義務在有合理理由預見違反人權的事實可能會發生

時，拒絕引渡請求。若不履行這項義務，就是要承擔責任。 

3、將一個患有精神性疾病的病人長期關押在「死囚牢房」，讓其長  

期生活在死亡的陰影裡，是不人道的和有辱人格的行為。 

 

在歐洲人權法院作出上述判決一個月以後，亦即1989年7月28日，

英國外交大臣通知美國維吉尼亞州司法機構，如果Soering被判處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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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將不會同意引渡。後來，在維吉尼亞的法官保證不對其判處死刑

的前提下，英國將Soering引渡給美國，此一引起廣泛矚目的引渡案畫

上句點。歐洲人權法院對該案的判決內容具有深遠的意義；首先，該

判決反映出某種看法，即法官應該放棄過去在引渡程序中不自為調查

而只尊重政府意見的做法。法官應該親自調查、瞭解，這使引渡過程

中的人權保護進入實質性的發展階段，擴大了對被請求引渡者人權的

保護內涵，就此而言，Soering案使人權保護真正進入到引渡制度中，

人權保護與引渡取得了實質關連。但也有人反對對引渡請求國的人權

標準進行司法審查；該反對意見認為，人權是一個社會概念，由於各

國的文化、政治、經濟及法律制度的不同，各國會形成不同的人權觀，

尊重別國的人權觀念，也是尊重主權的一種表現。即使是司法審查，

也應該在尊重別國的主權以及人權標準的前提下進行。其次，在該案

中，英國以Soering可能被判處死刑或遭受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處罰為理由，拒絕了美國提出的引渡請求，這反映出在人權保護領域，

死刑問題以及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問題是首先被考慮的因素。這

與其本身的特性不無關係，蓋死刑是對生命權的剝奪，而生命權是人

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權利，因此，死刑可以說是最為嚴厲的懲罰。出於

對此一最基本且重要的權利之保護，國家應當慎用死刑。而非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則涉及人性尊嚴，人性尊嚴亦是人權中最為基本的權

利。因此，死刑問題以及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問題等，往往成為

引渡中人權保護的重要議題。 

 

二、Pinochet 案182 

  1998年10月16日，智利前總統兼終身參議員Agusto Pinoc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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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arte在倫敦被拘留，此案立刻成為20世紀末舉世矚目的事件，並引

發了國際法上外交豁免權、國家前元首的豁免權及國際罪行等討論焦

點，這一案件也涉及到國際法的變化和發展等眾多國際法問題。1973

年9月11日Pinochet將軍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智利原政府，取得智利最

高的權力。1989年11月智利舉行民主選舉，選出新總統曼爾文，皮諾

切特於1990年3月11日將權力移交給新總統。皮諾切特下臺後，智利

新政府任命「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調查在1973年至1990年期間在智

利發生的侵犯人權的一切事件並提出建議。據調查，自1973年9月在

智利及1976年以後在阿根廷共和國發生了一系列事件和應受懲罰的

違反人權行為。智利和阿根廷還採取了當時稱之為「神鷹行動」的聯

合行動，其目的是採取聯合鎮壓反政府的行動。皮諾切特是智利共和

國武裝部隊總司令，是聯合行動即「神鷹行動」的負責人，他命令智

利秘密警察採取行動，在智利和其他國家消滅、實施酷刑並綁架、非

法拘禁、謀殺及強迫失蹤智利公民和具有其他國籍的人。據估計，大

約有4000人被殺害或失蹤，受害者中有阿根廷、西班牙、英國、美國、

智利和其他國家的公民。該委員會於1991年2月9日提交報告。1998

年9月，82歲的皮諾切特訪問倫敦，並在倫敦醫院進行手術。1998年

10月16日晚11時25分，根據一項臨時拘捕令，皮諾切特在倫敦一家醫

院被拘禁。臨時拘捕令是倫敦治安法官於當晚9時在家中應西班牙法

院的引渡請求而簽發，西班牙政府指控皮諾切特在1973年至1983年期

間犯下屠殺西班牙人罪刑。採取拘禁緊急行動的原因，據稱是皮諾切

特預定次日將返回智利。皮諾切特的律師以他是前國家元首應享有豁

免權為主要理由，向法院聲請釋放，但遭到法院拒絕。 

  1998年10月18日西班牙法官於馬德里發出了第二份國際拘捕令，

指控皮諾切特犯有屠殺和恐怖主義罪行。拘捕令列舉皮諾切特的5項

罪行，包括酷刑罪、密謀使用酷刑罪、劫持人質罪、密謀劫持人質罪

以及謀殺罪。10月23日皮諾切特再遭逮捕。皮諾切特之子於10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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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請求撤銷第一項臨時拘捕令，10月26日又請求撤銷第二項拘捕令。

英國高等法院王座法庭同意了該兩項請求，並決定在向上議院上訴之

前暫停兩項拘捕令的效力。1998年10月27日，英國高等法院王座法庭

裁決，認定皮諾切特享有外交豁免權，警方無權拘捕他，也無權將之

引渡。10月30日該法院又批准皮諾切特可以獲得有條件的交保。英國

檢察署不服裁決，向英國議會上院提起上訴。1998年11月25日，形勢

急轉直下，上議院以3：2投票表決票數，裁定皮諾切特不能享有刑事

豁免權。皮諾切特的律師隨即以上議院法庭5位法官中其中一位本應

回避為理由，要求上議院法庭撤銷原判，重新審理。1999年3月24日，

由另外7名法官組成的上議院法庭重新審理後，以6比1的多數裁定皮

諾切特敗訴。但此一判決未被執行，2000年英國內政部長以皮諾切特

健康欠佳不宜接受審訊為理由，拒絕了西班牙的引渡請求。2000年3

月，皮諾切特返回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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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循正式引渡程序引渡人犯返台之困難 

    正如前文一再強調，由於我國與世界主要國家間均無邦交關係，

也因此雙方欠缺正式的引渡條約，若要透過正式管道，由我國司法機

關依條約規定，向外國相對應的司法機關請求人犯從國外引渡回台，

以現時的政治態勢而論，幾乎毫無可能性。即便現實上難以引渡，但

在司法實務上，我國與幾個相關國家之間的情況各有不同，以下先說

明與幾個主要國家之間窒礙難行的主要原因。 

     

先說明台、美之間的正式管道問題。我國目前與美國並無邦交，

亦無任何正式由雙方政府批准的引渡條約，故我國不可能從美國領域

內引渡人犯回台受審。不過，我國與美國之間實際上另簽有一個性質

極類似正式引渡條約的「刑事司法互助協定」，該協定並非如條約一

般，由當事國之間對等、相互地簽訂，而是委由我國及美國各自派駐

於對方國家的官方組織「美國在台協會」及「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

表處」作為協定的簽訂當事人，協定本身規範了包括取得對方領域內

的證人證言、提供相關文件、解送受拘禁者、代為搜索扣押等涉及刑

事司法的協力事項183，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協定第 11 條有關解送受

拘禁者的規定，該條第 1 項明文規範向他方請求其受拘禁者在本國出

庭的條文：「基於本協定所定協助之目的，經受請求方所屬領土內主

管當局拘禁之人，被請求在請求方所屬領土內出庭者，如經其本人及

締約雙方指定代表人之同意，得由受請求方所屬領土解送至請求方所

屬領土內，以達協助之目的」，根據該項規定，臺灣可以向美國請求

解送正拘禁於美國領域內之人到臺灣，惟必須以作證之目的為限。由

於該協定因為不是國家間的正式條約，因此還另外附設了必須得到受

解送者本人同意的字眼，換言之，除非受拘禁者自願回到臺灣受審，

否則根本不可能依協定而啟動半官方的類引渡程序。也因此，自該協

                                                
183

 蔡碧玉，我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現況與發展，軍法專刊，第 55 卷第 1 期，第 163-167 頁。 



104 
 

定簽定迄今，我國刑事司法從來沒有任何成功依協定自美國「引渡」

人犯回臺灣接受審判的案例。更精確地說，台、美之間雖欠缺官方引

渡條約，卻仍存在半官方的協定，不過，實際上根本未有成功依協定

而解送人犯回臺灣的事例。 

     

相對於美國還有半官方協定，我國與歐洲各國則完全無任何官方

引渡條約，也沒有任何半官方性質的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因此可認為

在此並無官方引渡程序實現的機會。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於我國及東南亞各國。東南亞各國迄今不承認

我國的國際地位，以現實的狀況而言，當然不存在條約性質的引渡管

道。不過，我國目前仍與菲律賓間，於 2007 年訂有「駐菲律賓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臺灣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打擊毒品濫用及管

制藥品與化學品非法交易合作瞭解備忘錄」，但該項簽訂內容僅為備

忘錄性質，不具有正式協定的效果。 

     

相對於前述諸國，我國與中國大陸之間倒顯得比較有半官方色彩

得多。自兩岸開通以來，因語言、文化、地域相近之故，許多在我國

境內犯罪之人，通常選擇對岸作為其潛逃之處；而大陸客大批來台，

其中也有為數甚多規避其司法訴追的罪犯，以及想要來台工作的偷渡

客。因兩岸之間特殊的政治關係，根本不可能簽定有國對國效力的引

渡條約，因此採用非屬引渡條約的類似機制，就成為實際上被納入考

量的需求。臺灣政府最初的作法，是設置集體收容中心「靖廬」，專

責收容及遣返偷渡客。 

     

為了讓偷渡客的遣返法制化，兩岸紅十字會於 1990 年簽訂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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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184，針對遣返原則、遣返對象、遣返交接地點、簽返交接程序，

均有初步的合意。不過必須強調的是，金門協議雖然適用於「偷渡客」

（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的居民）及「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

但實際上主要的效果是偷渡客，而不是後者，但後者能不能成功遣返，

毋寧才是司法互助實踐的重點。 

     

隨著兩岸交流日趨頻繁，罪犯往來兩岸以逃脫刑事訴追，日益成

為問題。兩岸刑事司法也逐漸體認到相互合作的重要性，2009 年終

於在半官方的海基會及海協會代表下，兩岸簽訂「海峽兩岸共同打擊

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不同於金門協議，新簽訂的協定中，詳盡地

規範了「（一）共同打擊犯罪；（二）送達文書；（三）調查取證；

（四）認可及執行民事裁判與仲裁判斷（仲裁裁決）；（五）接返（移

管）受刑事裁判確定人（被判刑人）；（六）雙方同意之其他合作事

項」，其中與引渡最有關係的，即為第 2 章第 6 條有關人員遣返的規

定：「雙方同意依循人道、安全、迅速、便利原則，在原有基礎上，

增加海運或空運直航方式，遣返刑事犯、刑事嫌疑犯，並於交接時移

交有關卷證(證據)、簽署交接書。受請求方已對遣返對象進行司法程

序者，得於程序終結後遣返。受請求方認為有重大關切利益等特殊情

形者，得視情決定遣返。非經受請求方同意，請求方不得對遣返對象

追訴遣返請求以外的行為。」。 

     

基於上開協定，我國得向中國大陸方請求遣返罪犯，雖然用詞上

不是「引渡」，而是替代性的「遣返刑事犯」，但實際上已經產生接近

於引渡的效果。 

                                                
184

 具體內容請參見：http://www.mac.gov.tw/public/Data/042314182971.pdf（最後訪問時間 2012

年 10 月 31 日）。 

 

http://www.mac.gov.tw/public/Data/0423141829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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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可行的引渡替代措施 

一、概說 

    行文至此，大致已經獲得幾項初步見解：礙於現實的國際政治環

境，要依循正規的引渡條約遣返人犯回國受審，根本上有其困難。具

有實踐性的作法反而是採用引渡的替代措施，以達成類同於引渡效果

的刑事司法效益，接續的討論即轉向至研究可行的引渡替代措施。 

 

    正如前文分析，引渡替代措施可分為移民程序、非法綁架及移轉

刑事管轄權等三種作法；就非法綁架而言，除非是美國或其他從事恐

怖攻擊的政府，否則難以採用非法綁架方式將人犯拘捕至內國以進行

審判185。此舉不僅會造成國際觀感不佳，也會衍生更多難以處理的外

交折衝需求，以現階段我國地位而言，是根本不可能之舉。 

 

二、刑事管轄權移轉 

    至於將相關刑事犯罪證據蒐集之後，再轉交人犯所在國家，由該

國進行刑事控訴的「刑事管轄權移轉」作法，某程度而言確實是較為

合理且可行的機制，在某些情況下，由於外國司法單位有意訴追，人

犯考慮於外國或本國受審的情形之後，可能自願返國接受刑事制裁，

從而達成人犯回國接受刑事審判的實質效果；又例如外國司法單位進

                                                
185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固然世界上主要以美國採用非法綁架作為引渡替代手段最多，但非美國

的國家中，也有採用替代手段的事例。較著名的案例即委內瑞拉籍的「豺狼卡洛斯」（Ilich Ramírez 

Sánchez; Carlos the Jackal），卡洛斯原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左派分子，後來犯下許多國際性的綁

架及殺人案件後，逃亡至蘇丹，並獲得蘇丹政府的庇護，但歐、美各國仍試圖逮捕卡洛斯以進行

刑事訴追。1994 年 8 月，利用卡洛斯必須進行手術之際，蘇丹政府告知卡洛斯必須於術後移轉

至某別墅以防止他人行刺，但卻與法國政府協議，秘密將卡洛斯帶至法國機場，並由法國機場的

刑事司法人員逮捕卡洛斯，整個從蘇丹移至法國的過程，並無法院介入，卡洛斯後來在法國被判

處終身監禁（法國已經廢除死刑）。從卡洛斯的案例中可以發現，若真要採用非法綁架手段，必

須人犯的逃亡國默許或無任何有效的司法機制，否則一旦逃亡國中有具備實效的司法機制存在，

則根本難以透過非法綁架的手段達成實質的引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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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事訴追並執行之後，也有可能將人犯遣返回我國，再由我國針對

未成功訴追的罪名追究刑責，間接地達到遣返人犯的相同效果186。 

 

  以美國為例，在引渡實務上，美國政府經常受到各種原則的限制，

導致無法順利引渡人犯；例如被引渡者乃被請求國之國民，而被請求

國之憲法或法律禁止該國引渡國民，且兩國所簽訂之引渡條約又未有

例外之規定。在某些案件中，被請求國亦得基於該犯罪行為全部或部

分發生於該國而拒絕美國之引渡請求。除此之外，被請求國也有可能

基於其他事由而拒絕引渡人犯，諸如所涉及之犯罪並非條約中所規定

得引渡之罪名。在這些情況下，被請求國得根據美國所提供的相關證

據，逕行起訴該犯罪行為人。換言之，美國得以將整個訴追程序移轉

至被請求國。在實務操作中，確實已有犯罪行為人藉由此等替代程序

而遭到起訴或有罪判決187。 

 

  前文已經介紹了美國法的替代機制，其中的移轉刑事管轄權之作

法，於美國法制中可以分成兩種類型，分別是自美國移轉程序於他國

以及自他國移轉程序於美國。就前者而言，目前美國憲法或相關法律

並未對國際刑事程序移轉有所規範。事實上，由於美國檢察官具有極

大的裁量權，決定是否以及在何等審判權範圍內進行起訴，美國對於

正式與非正式之刑事程序移轉具有較大的彈性188。此外，美國並未簽

署任何與刑事程序移轉有關之條約，然而晚近所簽訂的引渡條約中，

均有規定當被請求國僅基於國民不引渡原則，而拒絕美國之引渡請求

時，被請求國必須對該犯罪行為進行起訴與審判。換言之，根據相關

引渡條約，美國得以將刑事程序與相關證據移轉至條約簽署國，以遂

                                                
186

 GARCIA & DOYLE, EXTRADITION TO AN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VERVIEW OF THE LAW AND 

RECENT TREATIES 34 (2010). 
187

 ABBELL, supra note 37, at 7-22. 
188

 相較於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以起訴法定原則拘束檢察官，美國檢察官確實享有較大決定空

間。See ABBELL, supra note 37, at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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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事訴追。由於這些條約通常都是與大陸法系國家簽訂，而此等國

家基於屬人原則，對該等案件亦有審判權，且相關證據規則亦較美國

具有彈性，對於人犯的起訴通常而言並無困難。除此之外，近年來美

國亦透過非正式的管道，移轉刑事訴追程序於拒絕美國引渡請求之國

家，而這些國家與美國所簽訂的引渡條約中，通常並未規定簽署國有

起訴之義務。 

 

  另一方面，於移轉程序至美國方面，雖然從美國移轉相關刑事訴

追程序至大陸法系國家，在實務運作上具有可行性；但是相反的，從

他國移轉刑事訴追程序至美國，所面臨之議題卻更為複雜。首先，美

國亦如其他普通法系國家，無法僅基於屬人原則而取得該國民於外國

之犯罪行為之審判權，除非有其他獨立的事由作為基礎，例如犯罪行

為其中一部分於美國領域內違犯、犯罪被害人受到美國法律的保障、

或有屬地原則之擴張（例如國旗原則之適用）。此外，縱使美國對於

犯罪行為享有審判權，在實際運作上亦不具有效率。例如，當證人處

於外國，根據美國憲法修正條文第 6 條之規定，該證人必須前往美國

作證或於國外宣誓，如果該案件中大多數的證人不願意前往美國作證，

美國檢察官將會花費大量時間、精力與成本於國外進行宣誓。此外，

對陪審團而言，於國外進行的宣誓其效力亦不如證人親自到庭陳述有

效。最後，雖然 18 U.S.C. § 3505 法案通過後，增加了外國商業文書

於聯邦刑事程序中之可使用性，惟相關程序亦消耗許多時間。且若案

件需要外國官方或商業紀錄以外的其他證據，證人之證言仍舊具有關

鍵之地位。再者，就經濟成本的考量而言，花費大量資源在外國進行

證據蒐集，與直接在當地進行審判相較，明顯不成比例。也因此，惟

有在被告願意認罪協商的案件中，移轉刑事審判程序至美國才會具有

效率。然而這種情況現實中並不常見，也因此是否值得美國於引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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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中對此等議題進行討論，早有學者進行批評189。 

 

    近期較著名的案例即發生於中國大陸的余振東案190。余振東本來

是中國銀行開平支行的行長，在擔任行長期間涉嫌侵占銀行存款，後

來潛逃至美國。雖然中國刑事司法機關試圖將余振東遣送回中國受審，

但礙於美國及中國間並無引渡條約，正式的引渡程式無從發動，整個

遣返行動只好另尋他途191。由於余振東除了違反中國刑事法規定外，

余振東又非法移轉資金，並採用詐欺方式進入美國，2002 年余振東

被美國刑事司法機關逮捕，其財產並被刑事司法扣押，接著被起訴「非

法入境」、「非法移民」及「洗錢」等三項罪名控訴，由於在美國可能

會面臨更嚴重的刑事制裁，余振東同意美國啟動移民法程序，先由美

國循移民法程序驅逐出境，之後再依中國大陸與美國間的「中美刑事

司法協助協定」將其人身遞解轉至中國進行刑事審判192。最後余振東

回到中國受審，並於判決確定之後於中國境內服刑193。 

 

    從余振東案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若人犯在其逃亡國家中

有可能涉及刑事訴追時，該人犯不必然選擇繼續留在逃亡的國家，甚

至有可能如余振東一般，權衡兩個不同法域的制裁輕重，再決定是否

繼續逃亡，抑或返回原國受審。無論如何，當無法循正式引渡管道遣

返人犯受審時，若原屬國能儘可能地提出人犯觸犯逃亡國刑事法的證

據給該國司法單位，使得人犯於逃亡國亦有受到訴追的顧慮，或可使

                                                
189

 ABBELL, supra note 37, at 9-5. 
190

 相關新聞可參見：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0/3637153.html（最後訪問時間 2012 年

10 月 31 日）。 
191

 Bloo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nited States’s Response to Extradition Requests from 

China, 33 Yale J. Int’l L. 178 (2008); Lewis,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nd Extradition: Human Rights 

Implications, 2 CHINA RIGHTS FORUM 91 (2007).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1432469. 
192

 LEWIS, Ibid., at 87-93. 
193

 在中美雙方交涉過程中，中國政府提供一份正式文件，保證余振東將來不會被判處超過 12

年有期徒刑，且亦不會判處死刑或遭到刑求。當然，此種外交上的擔保實效如何，學者多有質疑。

See LEWIS, supra note 192, at 91.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0/36371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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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願返國接受司法制裁，即便不是正式的引渡程序，也可以達成引

渡的同樣效果。 

 

即便如此，移轉刑事管轄權的替代機制仍面臨若干無法解決的缺

點，由於原屬國只能先蒐集相關證物，再將證物交給他國追訴，該他

國於收受證物之後是否如實進行刑事訴追，並非我國司法單位可以完

全控制。逃亡他國的人犯可能在該他國未曾犯罪，或依當地法律，其

行為非屬該國處罰的犯罪行為，更精確地說，由於人犯犯罪地、犯罪

罪名並非該他國刑事司法上承認的犯罪行為，原屬國轉交的刑事證據

不必然符合該他國證據能力的認定基礎等等因素，人犯仍有豁免於外

國刑事訴追的可能性，一旦如此，人犯根本不會考慮回到原屬國受審。

甚至，倘若該人犯擁有該他國國籍時，往往在逃亡國不會面臨刑責，

此時完全不可能用以解決難以遣返回國受審的問題。 

 

    整體而言，「刑事管轄權移轉」這種替代機制，真正的目的是讓

人犯於逃亡國同樣面臨刑事司法訴追，使其兩相權衡後，決定返國接

受刑事制裁。但若礙於刑事司法既有的若干限制，人犯無從在逃亡國

受審，此時「刑事管轄權移轉」的替代機制勢必無從展開效果。 

 

三、移民法遣返機制 

    移民法的遣返機制可說是最重要的引渡替代措施，由於人犯逃亡

至他國時，必須依據該逃亡國家內國的移民法規定，決定其滯留於逃

亡國家的時間及地域，如果該逃亡國不願意人犯入境，或是於人犯簽

證或入境許可到期後，不再延長人犯滯留期間，則人犯勢必面臨必須

離開逃亡國的處境，此時若能由原屬國與逃亡國商議，不許可人犯依

逃亡國內國移民法繼續滯留於逃亡國，此時即可發動遣送人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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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人犯即能遣送至原屬國，並由原屬國的刑事司法接續管轄並審判194。

其與引渡最大之不同在於，遣返制度之重點並不在於國際刑事司法之

互助，而是內國利益的確保195。 

 

    就效果而論，移民法替代程序確實可以實現與引渡相同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移民法的遣返程序，同樣有若干前提，並非原屬國一向逃

亡國請求，即必然能啟動遣返程序，以美國為例，其移民法同樣規定

了許多相關法定程序，已如前文詳細說明，除非依據移民法規定，人

犯並不具有合法入境或滯留美國的理由，否則亦不得任意依據移民法

規定遣送出境196。 

 

基此，為了能夠有效地達成遣返效果，必須先有效地證明人犯所

主張的居留身分違反移民法的規定，不得入境或滯留於逃亡國，常見

的理由是人犯已經被原屬國註銷護照，其係以無護照入境或居留逃亡

國；或是人犯以詐欺方式取得逃亡國的居留許可違反逃亡國的移民法

及移民政策；或是人犯使用偽造證件向逃亡國申請入境及居留許可等

等。只要能夠提出適足證據證明移民法規定確實受到違反，則該人犯

自無居留於逃亡國的合法事由，即可透過移民程序轉至原屬國或第三

國197。 

 

近期較具代表性的案例同樣發生於大陸，只不過對口國家變成加

拿大，此即非常著名的賴昌星案。賴昌星出生於福建，1991 年遷居

至香港，在香港經營遠華集團，從事進出口及成衣業，期間並取得香

港護照，但其營業活動中逐漸有走私情事，1999 年開始受到調查，

                                                
194

 GARCIA & DOYLE, supra note 187, at 32. 
195

 Bowe, Deportation as De Facto Extradition: The Matter of Joseph Doherty, 11 N.Y.L. Sch. J. Int’l 

& Comp. L. 269, 272 (1990). 
196

 BOWE, Ibid., at 272-74. 
197

 BOWE, Ibid., at 2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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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料賴昌星於 1999年 8月利用香港護照可以免簽進入加拿大的機會，

與其家人前往加拿大。2000 年，賴昌星走私情事亦於香港爆發，賴

昌星及其家人因有加拿大的移民資格，拒絕離開加拿大返回香港受審，

為求保險，賴昌星同時向加拿大政府申請難民資格，以求長期居留於

加拿大。2002 年時，香港特區政府正式註銷賴昌星的護照，由於賴

昌星不再有香港護照，理應不得居留於加拿大，但因為賴昌星曾於

2000 年向加拿大申請難民資格，雖然政府已經駁回賴昌星的申請，

但賴昌星聘請律師向法院提出救濟，在法院尚未決定之前，加拿大亦

未將賴昌星驅逐出境198。 

 

上述訴訟一直進行到 2005 年，加拿大最高法院正式拒絕賴昌星

難民資格的申請，加拿大政府隨即逮捕賴昌星，但賴昌星於受加拿大

政府拘留期間，先與其妻離婚求家人的安全，同時又委託律師提出另

一宗暫緩執行移民法遣返命令的訴訟。由於加拿大法院要求中國政府

承諾，一旦賴昌星被遣返，中國政府及司法單位不得判處賴昌星死刑，

但中國政府不願意向加拿大承諾此事，使得賴昌星一案陷入僵局。

2006 年，加拿大法院裁定暫緩執行賴昌星的遣返令，賴昌星被釋放，

並於 2009 年取得加拿大的工作許可。此案一再經中國及加拿大政府

間的協調，仍無進展，但隨著時間經過，加拿大政府亦掌握愈來愈多

賴昌星違反移民法的不利證據，其指控賴昌星：「一是賴昌星對加拿

大當局虛報個人住址；二是賴經常接觸放高利貸人士；三是賴昌星與

一些被懷疑是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分子有過來往；四是在加拿大大溫地

區的一家賭場，賴昌星的同居女友林萍萍與其子賴明明曾被發現與現

場第三人進行過 15 萬加元的現金兌換。2011 年加拿大最高法院終於

作出決定，駁回賴昌星暫緩執行的申請，同年 7 月，賴昌星正式被遣

返至北京，中國政府並於賴昌星抵達北京後予以逮捕，同時進入中國

                                                
198

 LEWIS, supra note 192 at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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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程序，2012 年 5 月，賴昌星一審判決出爐，被判處無期徒

刑及沒收財產199。 

 

雖然賴昌星案是中國及加拿大之間的案件，但仍提供了一個非常

具有參考價值的事例。因為中國與加拿大之間並無引渡條約，中國政

府無法透過正式管道引渡賴昌星，而賴昌星也不可能如余振東一樣，

同意回到中國受審，因此中國政府只能透過移民法的遣返程序，爭取

加拿大政府及法院的認同，將賴昌星遣返至中國，並於抵達中國後立

即逮捕並進入實質的司法程序。 

 

除此之外，我國近期與菲律賓合作，於 2012 年 9 月 19 日自菲國

以移民法程序遣返於菲國犯罪的 280 名人犯，也是一項採用移民程序

的替代性作法200。值得特別說明的是，由於我國國際地位特殊，菲律

賓政府雖然同意採用移民法遣返程序將已於菲國拘留的人犯遣送出

境，但這些人犯應該送往臺灣或中國大陸，始終是一個國際政治上不

易解決的問題，為了讓中國大陸公安部門不會干擾我國遣返程序的運

作，我國採取與中國大陸公安部門合作打擊犯罪的基本態度，連同菲

律賓政府於這一次的遣返事件中共同合作，才讓這些詐欺犯罪人能夠

回到臺灣受審201。 

 

    無論如何，若要啟動移民法的遣返程序，重點不在於證明該人犯

是否犯罪，而是證明人犯確實違反逃亡國的移民法規範，相對於刑事

法的高度主權關聯性及嚴格的證明標準，移民法的違反行為相對於犯

罪成立較不嚴格，實際上的證明要求也比較低202，若能以此種方法將

                                                
199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5/30/n3600372.htm 
200

 參考刑事警察局新聞稿：http://www.cib.gov.tw/news/news01_2.aspx?no=3599（最後訪問時間

2012 年 10 月 31 日）。 
201

 請參見：http://www.cib.gov.tw/news/news01_2.aspx?no=3599（最後訪問時間 2012 年 10 月 31

日）。 
202

 例如，刑事司法上可能必須排除傳聞證據（Hearsay Evidence），但違反移民法時依各國法不

http://www.cib.gov.tw/news/news01_2.aspx?no=3599
http://www.cib.gov.tw/news/news01_2.aspx?no=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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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犯解交出境，則能夠達成類似於引渡的效果，此一方式可說是現行

最有效的引渡替代措施。 

 

    不過，移民法遣返程序也不是全無缺點。由於引渡法上有所謂國

民不引渡原則，一旦人犯本身是逃亡國的公民，或其擁有護照或永久

居留證時，遣返程序勢必面臨難以發動的困境。我國近期最著名的案

例是發生在 2007 年的王又曾案，王又曾是我國公民，其妻王金世英

則另外擁有美國護照，王又曾在臺灣掏空公司後，搭乘飛機前往美國，

但在進入美國時並未誠實申報攜帶的 10 萬美金，而被移民局拘留，

但其妻王金世英則因有美國國籍而許可入境。我國當時外交部極力爭

取透過移民遣返程序將王又曾遞交臺灣刑事司法，同時取消王又曾的

臺灣護照，但最後因為其妻是美國公民，王又曾利用依親的關係而獲

得美國居留許可，對於王又曾的刑事訴追就因王又曾離境而暫時中止。

其次，由於遣返主要考量點在於內國利益，而非如同正式引渡所關注

之刑事司法互助，非法居留者乃有權選擇遣返之目的地，此權利某程

度也正當化了較為寬鬆的司法審查203。 

 

    從賴昌星案、王又曾案及菲律賓遣返人犯回台案件的比對中，我

們可以發現，雖然移民法的遣返程序提供了一個替代引渡程序的法律

管道，但這個法律管道是否暢通無礙，其實不完全是法律層面的問題，

反而政府之間的折衝、談判及相互協調才是重點，換言之，若人犯原

屬國想要透過移民法程序遣返人犯回國審判，該原屬國必須有極高的

外國法律專家及折衝、協調能力，否則縱然有遣返替代方法，仍無法

完全解決國際政治關係本身的問題。 

 

                                                                                                                                       
同，有可能賦予傳聞證據予證據能力。 
203

 BOWE, supra note 196, at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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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透過替代措施自他國遣返人犯的可行性評估 

 

    論述及此，大致上已經說明幾種替代方案的優、缺點，不可諱言

的是，每種替代方案都有其固有的問題，也與國際政治關係具有相當

密切的關係，尤其考量臺灣現實的國際地位，本文建議的替代措施能

否有效實踐，除了法律問題之外，政治問題或許才是關鍵。不過，這

並不妨害我們必須在法律層次先行處理的需求，即便最終還得透過政

治協調實踐法律層次的需求。 

   

一、非法綁架 

    先從「非法綁架」開始討論。此一替代措施對我國現況而言，並

無任何實質意義。臺灣位處東亞關係最緊張的區域，任何施用於他國

法域的軍事或類軍事力量，都會引起非常嚴重的區域緊張甚或軍事衝

突，此種措施應無任何可行之處。 

 

二、刑事管轄權移轉 

（一）概說 

    相對於「非法綁架」，「刑事管轄權移轉」的替代性作法，可以讓

該他國有對人犯刑事訴追的機會，或是造成兩國都可以對同一人犯進

行刑事訴追，人犯必須選擇究竟在那一個國家面臨刑事審判，從而讓

人犯願意接受在原屬國接受刑事審判，達成引渡的實質效果。 

 

    此一機制對我國現況而言，應屬可行的方案，不過，正如前文所

強調，移轉刑事管轄權之作法要有實質效果，必須以該逃亡國法律，

可以刑事處罰人犯為前提，一旦依逃亡國法律，人犯因犯罪地或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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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排除刑責事由而不受處罰時，移轉刑事管轄權的替代機制勢必失

能。 

 

    以我國最多的經濟犯罪逃犯為例，這些逃犯往往事前就已經取得

美國或加拿大國籍，或至少有長期的居留許可，只要他們不在美國或

加拿大境內犯經濟犯罪（例如他們於臺灣掏空公司後，潛逃至美國，

但在美國則不違法），通常美國或加拿大的刑事司法單位不會主動介

入，也不會因此而拘留人犯。 

 

    雖然中國大陸曾有成功的余振東案，美國刑事司法的介入使得余

振東的犯罪所得全部被扣押，最後迫使余振東主動願意返回大陸投案。

為了達成這方面的效果，這方面有賴我國刑事訴追機關的努力，亦即，

刑事訴追機關必須積極地蒐集該人犯於我國境內、境外犯罪的相關事

實及證據，尤其是該人犯是否在逃亡國同樣犯罪的事實證據，並將該

事證儘速轉交外國刑事司法機關處理，讓外國刑事司法機關可以發動

刑事訴追程序，甚至運用強制處分（搜索、扣押、羈押），使得人犯

難以在外國安心生活，最後願意選擇回國接受刑事司法的訴追及審

判。 

 

    此外，我國刑事司法機關也必須設法中止該人犯於外國生活的經

濟來源，例如先依洗錢防制法規定將其國內帳戶凍結204，防止人犯透

                                                
204

 洗錢防制法第 9 條規定：「檢察官於偵查中，有事實足認被告利用帳戶、匯款、通貨或其他

支付工具犯第十一條之罪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指定六個月以內之期間，對該筆交易之財產為禁止

提款、轉帳、付款、交付、轉讓或其他必要處分之命令。其情況急迫，有相當理由足認非立即為

上開命令，不能保全得沒收之財產或證據者，檢察官得逕命執行之。但應於執行後三日內，聲請

法院補發命令。法院如不於三日內補發或檢察官未於執行後三日內聲請法院補發命令者，應即停

止執行。 

前項禁止提款、轉帳、付款、交付、轉讓或其他必要處分之命令，法官於審判中得依職權為之。 

前二項命令，應以書面為之，並準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 

第一項之指定期間如有繼續延長之必要者，檢察官應檢附具體理由，至遲 

於期間屆滿之前五日聲請該管法院裁定。但延長期間不得逾六個月，並以延長一次為限。 

對於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依第十六條所簽訂之條約或協定或基於互惠原則請求我國協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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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親友繼續動支其財產，同時尋求國外司法機關的協助，儘量扣押該

人犯於國外的帳戶或經濟來源，使得人犯無法於外國生活。例如台美

刑事司法互助協定第 17 條即規定： 

  

「締約之一方所指定之代表人，知有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在締約

他方所屬領土內，且係依締約他方所屬領土內之法律得予沒收或扣押

之物者，得通知締約他方之指定代表人。如締約他方所屬領土內之主

管機關對沒收或扣押程序有管轄權時，締約他方之指定代表人得對其

主管機關提出此等資料俾其決定是否採取適當行動。該主管機關應依

其領土內之法律做出決定，並應經由其指定之代表人就其所採取之行

動通知對方之指定代表人。 

 

締約雙方指定之代表人應在所屬領土內之相關法律許可範圍內，

在沒收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被害人求償、刑事判決罰金之執行等程

序中，彼此協助。此協助包括在等候進一步程序前之暫時凍結該所得

或工具。 

 

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須依締約雙方所屬領土內之法律規定予以

處理。締約之任何一方在其所屬領土內之法律所許可之範圍，且認為

適當時，得移轉該財物、變賣所得之全部或部分予他方。」 

     

    依上開內容，我國可請求美國對人犯於美國境內的財產予以沒收

或扣押，即為實踐本研究強調應該朝向凍結人犯經濟來源的作法。 

 

    交付刑事犯罪證據以及扣押經濟來源等作法，某程度上可以干擾

                                                                                                                                       
案件，如所涉之犯罪行為符合第三條所列之罪，雖非在我國偵查或審判中者，亦得準用第一項、

前項規定。 

對第一項、第二項之命令、前項之裁定不服者，準用刑事訴訟法第四編抗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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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犯於國外的生活，造成生活重大不便，如果外國刑事司法機關認定

我國提交的證據，進而起訴該人犯，人犯極有很大可能願意回台受審，

達到相同於引渡的效果。 

 

（二）刑事管轄權轉移的案件範圍與要件 

 

1、刑事管轄權轉移的案件範圍與拒絕 

 

  在實際層面，關於刑事訴訟移轉管轄權的案件範圍，亦即哪些刑

事案件適用一制度，各國與聯合國有關規定等均未盡相同。約略有以

下幾種規定方式。範圍最廣泛的是「歐洲刑事訴訟移轉管轄公約」。

該公約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只要符合下列一種或者數種情況，即可請

求移轉管轄：有以下一種或多種情形時，締約國得請求其他締約國進

行刑事追訴：a.被告於被請求國有固定居所；b.被告有被請求國之國

籍，或被請求國為其出生國；c.被告在被請求國正被執行自由刑或必

須被執行自由刑；d.被告因同一或其他犯罪行為由被請求國對其進行

追訴；e.請求國認為移轉管轄權有利於發現真實，尤其當最重要證據

在被請求國者；f.請求國認為，由被請求國為有罪判決並在受請求國

執行判決，適合於促使被告回歸社會；g.請求國認為其無法確保被告

於審判期日在場，但被請求國則可確保被告在場者；h.請求國認為若

為判決，即使透過引渡，自己亦無法執行判決，但其他締約國則能執

行者。 

   

「歐洲刑事訴訟移管公約」還在第 10及 11條規定被請求國「應」

以及「得」拒絕接受刑事訴訟轉移管轄權。第 10 條規定，被請求國

以下情況應拒絕請求追訴： 

a.請求不合於第 6 條第 1 項（涉嫌犯罪）與第 7 條第 1 項之規定（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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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犯罪）；b.追訴違反第 35 條（一行為不二罰）；c.請求國提出追訴之

時，依請求國法律，該追訴權時效已完成等。第 11 條規定，除第 10

條之情況外，被請求國僅能於存在以下一種或數種情形時，全部或一

部拒絕請求：a.被請求國認為，依第 8 條提出請求之理由不存在；b.

被告於被請求國並無固定居所；c.被告無被請求國國籍，並且，於犯

罪時於被請求國境內無固定居所；d.被請求國認為受請求追訴之犯罪

有政治性質，或為單屬軍事或財政犯罪；e.被請求國有確切理由認為，

追訴請求是基於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立場所為；f.被請求國之法

律雖可適用於系爭請求追訴之犯罪，惟被請求國收受請求時，依其法

律規定，追訴權時效已完成；此種情況不適用第 26 條第 2 項；g.被

請求國僅基於第 2 條享有管轄權，且於收受請求時，依其法律規定之

追訴權時效加上第 23 條所規定之 6 個月延長時效均已完成；h.犯罪

係於請求國境外所為；i.進行追訴將違被受請求國之國際義務；j.進行

追訴將違反被請求國法治序之基本原則；k.請求國違反本公約制定之

程序規定者。 

   

聯合國制定的「刑事訴訟轉移示範條約」，也沒有規定刑事管轄

權轉移的案件範圍，只是就被請求國拒絕接受轉移請求的情況做了規

定。可以說，除了可以拒絕的四種情況外，其他案件都是可以轉移的。

這四種拒絕接受轉移的理由有：第一，涉嫌者不是被請求國國民或並

非該國常住居民；第二，該行為是軍法範圍內的罪行，而並非普通刑

法範圍內的罪行；第三，該犯罪行為與賦稅、關稅和兌換有關；第四，

被請求國認為該犯罪行為屬政治性罪行。 

   

有些國家的國內法對刑事管轄權轉移的案件範圍有規定，但範圍

比「歐洲刑事訴訟移轉管轄公約」要限縮。例如瑞士「聯邦國際刑事

協助法」規定，在以下四種情況下，瑞士才能代替犯罪發生地國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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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境外的犯罪進行刑事訴追：第一，犯罪嫌疑人禁止引渡；第二，

犯罪嫌疑人必須在瑞士有更嚴重的犯罪接受司法審判；第三，請求國

保證在瑞士宣判無罪或執行刑罰後，不因同一行為再對之刑事訴追；

第四，在瑞士有通常住居所的外國人，引渡不能成立，而由瑞士管轄

有利於其個人處境和重返社會生活者。 

 

2、刑事管轄權轉移的條件 

 

  刑事訴訟管轄權能否成功轉移，必須是請求國和被請求國對之都

可以接受為前提。根據各國規定的刑事管轄權轉移的案件範圍以及拒

絕轉移的情況，要想使刑事管轄權能在兩個國家間成功達成轉移，應

該具備以下基本條件。 

 

（1）雙重犯罪原則： 

  適合刑事訴訟管轄轉移的案件，在請求國和被請求國都須構成犯

罪，而且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如果請求國不認為犯罪，或者雖構成犯

罪，但是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事實上不會提出刑事管轄權轉移的請

求；如果被請求國不認為是犯罪，或者需要追究其刑事責任，也就沒

有理由接受。因為，接受轉移後，要按照本國法對接受的案件起訴、

審判和處罰，明知不構成犯罪或不需要負擔刑事責任，接受轉移就毫

無意義可言。「歐洲刑事訴訟移管公約」第 7 條第 1 項以及聯合國「刑

事訴訟轉移示範條約」第 6 條均規定，提起移轉管轄的請求只有在據

以提出請求的行為如發生在被請求國領土屬於犯罪行為的情況下方

可。 

 

（2）原則上，請求國是犯罪發生地國，被請求國是犯罪嫌疑人所在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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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歐洲刑事訴訟移管公約」和瑞士「聯邦國際刑事協助法」中，

都要求請求國是犯罪發生地國，如果不是犯罪發生地國，其請求不會

被接受。因為根據國際慣例，土地管轄權是首要的刑事管轄權，犯罪

發生地國對案件當然具有管轄權，要求請求國是犯罪發生地國，可以

防止刑事管轄權轉移過程中發生衝突。被請求國是嫌疑人所在國，包

括嫌疑人是被請求國國民，或者具有固定居所，而且請求提出時，就

在被請求國內。否則，被請求國也無法在接受移轉管轄後進行有效的

刑事訴追。 

 

（3）特定種類之犯罪禁止轉移： 

  很多關於刑事管轄權轉移的條約和國內法，都規定特定的犯罪案

件不予接受。這些特定的犯罪案件包括軍人犯罪的案件；與賦稅、關

稅有關的案件；政治性質犯罪的案件；與宗教、民族、種族有關的案

件。由於各國的意識形態、政治信仰不同，在涉及政治、軍事、財稅、

宗教、民族和種族方面，有不同的政策與判斷，涉及這類案件通常敏

感，而且很難有一致的判斷標準。因此，應該這些特定案件排除在接

受刑事管轄權轉移之範圍。 

 

（4）移轉不構成一行為不二罰以及追訴權時效消滅的情形： 

  對於在請求國已受有確定力且可執行之裁判之受判決人，不允許

請求國透過刑事訴訟管轄移轉，讓該受判決人在被請求國再因同一犯

罪行為而受追訴、裁判或執行等制裁。請求國如果對於該犯罪之追訴

權時效已經消滅時，不可以基於被請求國之追訴權時效較長之規定，

利用刑事訴訟管轄移轉，以逃避已經時效消滅的事實，讓被告在被請

求國遭受刑罰。 

 

3、適合刑事訴訟移轉管轄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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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上允許進行刑事訴訟管轄移轉的基本要件需具備外，判斷

是否適合進行刑事訴訟管轄移轉時，常考慮下列情況是否一部或全部

構成，通常只要有其中之一構成時，就可以考慮管轄移轉： 

 

（1）不能引渡或顯有困難：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是被請求國之國民，被請求國依據「國民不引

渡」原則可以拒絕引渡至請求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雖不是被請求國

之國民，但在被請求國有一定住居所且長期居住，被請求國可能拒絕

引渡；被告在受請求國正被執行自由刑或必須被執行自由刑，或犯罪

嫌疑人或被告因同一或其他犯罪行為正由被請求國對其進行追訴，要

求引渡可能遭受拒絕等。 

 

（2）訴訟經濟以及審理可能性： 

  例如當主要或關鍵證據在被請求國時，請求國認為移轉管轄進行

追訴有利於發現真實；依據個案狀況由受請求國為有罪判決並在受請

求國執行判決，適合於促使被告回歸社會；請求國認為其無法確保被

告於審判期日可出現於法庭受審，但被請求國則可確保被告於審判時

在場等。 

 

（3）執行較為順利： 

  請求國認為，由於存在著若干原因，即使實行引渡，於請求國宣

判的刑罰內容難以執行，而在被請求國較容易執行，例如其財產在被

請求國內，請求國即使宣告沒收等，亦難以順利執行。 

 

  兩岸間跨境犯罪例子層出不窮，加上我國刑法的空間效力除屬地

原則之外，尚兼採屬人原則、保護原則與世界法原則等輔助性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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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中國大陸地區發生之犯罪，亦有可能屬於我國刑法管轄權效力所

及。此時，如能將涉案刑事被告遣返回我國，並藉由司法互助提供相

關證據資料等，當有助於我國有刑事管轄權案件在臺灣順利實施。但

遣返刑事被告並非易事，兩岸簽訂之「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

互助協議」第 6 條第 1 項雖有「雙方同意依循人道、安全、迅速、便

利原則，在原有基礎上，增加海運或空運直航方式，遣返刑事犯、刑

事嫌疑犯，並於交接時移交有關卷證（證據）、簽署交接書。」之規

定，但同條第三項規定：「受請求方認為有重大關切利益等特殊情形

者，得視情決定遣返」替此一原則增添許多變數。而在現實上，陳由

豪、朱安雄等潛逃大陸的經濟犯因複雜之因素，迄今仍未能順利遣返

回台。 

     

遇上這樣的難題，許多國際條約普遍承認的「或引渡或追訴原則」

應受重視，聯合國 1988 年通過的「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

物公約」第 8 條、2003 年正式生效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42 條

第 3 及第 4 項等均有明文規定。刑事管轄權轉移，是國家間解決刑事

管轄權衝突，所發展出深入、完全的刑事合作，已被認為是國際刑事

司法互助重要的一塊，1972 年歐洲刑事訴訟轉移管轄公約對此有詳

盡的規定。兩岸間，未來可以考慮在「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

互助協議」第 3 項後加入此一「或引渡或追訴原則」，當被請求方拒

絕遣返時，應採行有效的刑事訴追行動，請求方可考慮將刑事訴訟轉

移管轄給被請求方，並交付相關的證據資料等，讓被請求方順利進行

刑事訴追，避免罪犯逍遙法外。 

 

三、移民法遣返程序 

    第三個引渡替代機制，或許是現行狀態下最有效的替代性處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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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國實務上已經有許多成功透過移民法遣返程序，從東南亞國家

遣返人犯的案例，不過自歐、美國家則較少成功遣返的案例。 

 

    某程度而言，移民法的遣返程序是我國現階段最有實質意義的作

法，特別是針對非屬於白領或經濟犯罪的犯罪類型（例如毒品、詐欺、

走私），各國通常都有意願直接參與這類犯罪的追訴工作，如果能夠

透過移民法遣返程序，讓人犯回國受審，對於犯罪事實的釐清、犯罪

組織的打擊、未來犯罪的預防等等，都能獲得更良好的助益。不過，

一旦人犯屬於白領犯罪模式，特別是經濟犯罪中的侵占、背信、內線

交易等罪名時，逃亡國是否願意遣返或拒絕入境，往往取決我國能提

出什麼內容的證據，證明其居留於逃亡國係違反該國法律。具體而言，

若要實踐此一遣返程序的效果，我國大致上必須採行幾個具體步驟： 

 

（一）註銷人犯護照 

 

    首先必須註銷該人犯旅行或入境他國的合法證件，此即該人犯持

用的我國護照，當該人犯不再持有有效護照時，通常就不再能使用任

何的免簽證入境或落地簽證入境。我國相關規定的法源依據是護照條

例第 19 條： 

 

「持照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應扣留其護

照，並依規定處理： 

一、所持護照係不法取得、冒用、偽造或變造者。 

二、經司法或軍法機關通知主管機關者。 

三、申請換發護照或加簽時，有前條第三款情形者。 

持照人所持護照係不法取得、冒用或變造者，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

應作成撤銷原核發護照之處分，並註銷其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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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照人所持護照係偽造者，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應將其護照註銷。 

持照人或其所持護照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原核發護照之處分應予廢止，

並由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註銷其護照︰ 

一、持照人有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3 款規定情形者。 

二、持照人身分已轉換為中國大陸之人民，經權責機關通知主管機關

者。 

三、持照人已喪失中華民國國籍，經權責機關通知主管機關者。 

四、申請之護照自核發之日起 3 個月未經領取者。 

五、護照已申請換發或申報遺失者。 

六、所持護照被他人非法扣留，且有事實足認為已無法追索取回者。」 

 

    依上開規定，當司法機關通知外交部時，外交部得依第 19 條第

1項第 2款扣留持照人的護照，併得依同條第 4項第 2款廢止原處分，

註銷該護照。註銷護照將大大影響逃亡人犯的行動自由，不過，對於

另有外國護照的人犯，效果仍受限制。 

 

    此外，為了能夠有效貫徹此一作法，我國或可修正相關註銷護照

的規定，只要司法機關知會護照主管機關，即可於人犯外逃緊急情況

下暫時註銷，註銷後並可立即通知駐外使館及外國出入境主管當局，

使手持無效護照者不得再任意出入各國。 

 

（二）斷絕人犯於逃亡國的經濟來源 

 

    其次，我國司法單位應設法斷絕人犯逃亡期間的經濟來源，該經

濟來源管道通常可分為國內來源或國外來源，我國可以主管的範圍是

國內來源部分，這部分的法源基礎可以考慮基於刑事訴訟法的扣押處

分，或是前文提過的洗錢防制法警示帳戶規定。但國外部分只能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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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政府的司法互助，透過司法互助先行控制人犯在國外的經濟來源，

例如前述的台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或是與大陸簽定的「海峽兩岸共

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等等。 

 

（三）蒐集人犯在我國境內犯罪證據 

 

    接著必須證明已逃亡至國外的人犯，在我國境內確實曾經實施犯

罪行為，如果司法機關能夠提出有力的證據，證明人犯之前曾犯的罪

名及惡劣的行為，勢將影響他國是否許可人犯入境、居留或長期居留

的決定，我國司法單位必須設法將罪證蒐集確實，才能於接續程序中

有效地說明該人犯的過去背景。 

 

（四）蒐集人犯違反外國移民法規定的證據 

 

    此外，我國司法單位還必須設法從逃亡國移民法的觀點，說明人

犯確實違反該國移民法有關規定，故屬不得於該逃亡國居留或不得入

境者，從而逃亡國必須逮捕人犯，並將人犯遣返至我國。這部分證據

蒐集的前提是，我國司法單位對於該逃亡國的移民法令有詳實且精確

的掌握，否則必須聘請當地的法律專業人士作為顧問，提供我國該移

民國相關法令的諮詢與建議，我國司法單位才會有蒐集證據的正確方

向。 

 

就此而言，雖然不能要求我國主管機關對於所有國家的移民法令

都如數家珍，但對於幾個主要國家的移民法令及其遣返程序，似可考

慮建立資料庫或作業標準規範，未來可以考慮由主管機關委託相關學

者、專家，對主要國家的移民法令予以通透的研析，並於重大犯罪組

成專門小組，對應國外司法機關對法令及證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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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若要透過移民法程序實現人犯遣犯的效果，在程序上有許

多必須準備及投入的前置作業，包括註銷護照、攔阻其經濟來源，同

時還要對外國移民法令有一定程序的了解及掌握，才能蒐集確實、有

效的證據，作為指控人犯不合逃亡國的移民法之用。 

 

第三節 各主要國家的實踐效果 

 

    以上大致說明了引渡替代機制的各種效果，必須強調的是，最主

要的「刑事管轄權移轉」及「移民法遣返程序」等兩種作法，應該交

互適用，由主管機關權衡個別的情況之後，再考慮應該將重點放在那

一個層面，接下來就針對本研究所要處理的幾個國家之替代措施實施

狀況及建議，進行個別的分析。 

 

一、美國 

 

    臺灣與美國間雖然無任何引渡條約，但已經簽有「台美刑事司法

互助協定」205，該協定第 11 條已有「解送受拘禁人」的相關規範206，

                                                
205

 有關台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的後續問題，詳參宋耀明，台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之簽訂與實踐，

收 錄 於 ： 刑 事 政 策 犯 罪 研 論 文 集 ( 六 ) ， 網 址 請 參 見 ：

http://www.moj.gov.tw/public/Attachment/moj/upload/6-1.pdf （最後訪問時間 2012年 10月 31日）。 
206

 「1 基於本協定所定協助之目的，經受請求方所屬領土內主管當局拘禁之人，被請求在請求

方所屬領土內出庭者，如經其本人及締約雙方指定代表人之同意，得由受請求方所屬領土解送至

請求方所屬領土內，以達協助之目的。 

2 基於本協定所定協助之目的，經請求方所屬領土內主管當局拘禁之人，被請求在受請求方所

屬領土出庭者，如經其本人及締約雙方指定代表人之同意，得由請求方所屬領土解送至受請求方

所屬領土內，以達協助之目的。 

3 為達本條之目的： 

（1）受移送方所屬領土內之主管機關，除經移送方所屬領土內之當局授權外，應有使被移送之

人繼續受拘禁之權力與義務。 

（2）受移送方所屬領土內之主管機關，應在解送之日起三十日內，或在情況許可之下，或經雙

方指定代表人同意之情形下，儘速將被移送之人解還移送方所屬領土受拘禁。 

（3）受移送方所屬領土內之主管機關不得要求移送方所屬領土內之主管機關發動引渡程序以達

http://www.moj.gov.tw/public/Attachment/moj/upload/6-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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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已如前文所述，該項規定未曾真正適用過，其原因可能在於，我

國迄今難以成功地透過兩種引渡替代機制：移轉外國起訴及移民法的

遣返程序，讓人犯被迫離開美國境內。換言之，雖然已經有解送受拘

禁者的規定，但美國內國法並不因此而接受我國請求，往往透過移民

法的具體規範拒絕我國的解送申請。 

 

    本研究認為：既然台美之間已經有相關的法制基礎，未來努力的

方向，應該是在既有的基礎上，設法強化我國司法機關對於替代措施

的認知與策略，亦即前文所強調，主管機關或可對於美國移民法相關

規定進行詳實的研究，同時強化承辦人員對於移民法規定的認知，此

外，也必須設法讓刑事司法機關即時掌握到必要的相關資訊。 

 

二、歐盟 

    相對於美國，我國目前與歐盟諸國間，並無任何實質的條約或司

法互助協定，某程度而言，要從歐盟實現引渡的法律效果，遠比從美

國更加困難，不過現實上的情況，也因我國國人對歐洲的了解遠較美

國為少，其國籍又不易取得，人犯一般不會選擇歐洲作為其潛逃的地

方。 

 

本計劃的建議是：由於個案有限，在此只能認為，未來或可加強

與歐盟諸國間的司法人員交流，了解雙方的司法現況，一旦有人員遣

返的需求，我國即能透過已有相當交流的對方官員，獲知人犯的最新

動態，從而再研析應該採用轉移起訴地或移民法的相關規定，以達成

遣返人犯的實質效果。 

                                                                                                                                       
送還被移送之人之目的；並且 

（4）被移送之人於受移送方所屬領土內受拘禁期間，應折抵其在移送方所屬領土內所受判決之

服刑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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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 

    我國現在與中國大陸間，已於 2009 年訂有「海峽兩岸共同打擊

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自該協定簽訂以來，已經有相當數目自中國

大陸遣返人犯的案例，透過大陸公安單位已經可以較為順利地遣返人

犯回台受審。某程度而言，這是我國迄今運作上最成功的國際刑事司

法互助法制。 

 

    未來努力的方向，應該是繼續深化相關交流，並擴大犯罪的打擊

面，以讓人犯難以利用中國大陸作為脫免刑事責任的管道。 

 

四、東南亞各國 

    至於東南亞各國，其機制發展的重心與上述國家均有不同，主要

的重心應該仍是移民法的遣返程序，亦即，在缺少官方引渡機制的事

況下，我國目前只能循移民法進行。即便如此，近期以來的成果倒是

相當豐碩，尤其是 2012 年 9 月成功從菲律賓遣返多名詐欺罪犯。 

 

    未來努力的方向，應該是擴大該項移民法遣返程序的適用國家，

特別是除菲律賓以外的東南亞各國，諸如泰國、馬來西亞、越南及印

尼，這些進一步的移民法遣返管道，有賴我國主管機關更進一步地建

立。 

 

    除了移民法程序以外，我們或可進一步考慮刑事管轄權移轉的作

法。普遍而言，東南亞各國的刑事司法比我國現行司法系統更為嚴峻，

一旦人犯被拘捕後，若能選擇回台受審，可能會有比較人道的刑罰及

相關處遇，因此，若能設法透過司法機關間的資訊交流，將可能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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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事證交付東南亞各國司法單位，由其調查、起訴後，一方面可以有

效打擊犯罪，另一方面人犯或許會願意回台受審，從而實現引渡的實

質效果。本計劃故而建議：我國應儘快與東南亞各國的刑事司法機關

建立資訊的交換網絡，藉以未來能與東南亞各國建立起實質的通報系

統，不論接續要採用移轉刑事管轄權或移民法遣返程序，都能夠更快、

更有效地實現引渡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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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海峽兩岸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之法制與檢討 

 

第一節  金門協議到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一、金門協議 

海峽兩岸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是兩岸最早進行的刑事司法

合作方式。1949 年以來，兩岸一直奉行敵對政策，並無常規經貿交

流和人員往來。當時雖然也有少量跨境犯罪，但主要是劫機以及叛逃

犯罪等，而且帶有很強的政治性，兩岸並無制度化相互遣返的意願。

1987 年臺灣對中國大陸逐步開放後，兩岸出現正常的經貿和人員往

來。由於大陸地區尚處於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發展、經濟發達程度較

之於起步較早的臺灣存在較大差距，因此出現大量偷渡、走私案件，

引發兩岸高度關注。早期兩岸在偷渡客的遣返上幾乎沒有任何合作事

項。當時若臺灣查獲大陸偷渡人員，由警備總部經過必要的偵訊程序

後，即以「原船遣返」或「並船遣返」方式進行207。但當時兩岸間尚

未有任何接觸，也無法將遣返人員資訊進行相互通報。如果偷渡人員

選取偏僻的地點上岸，則可避開中國大陸公安機關，繼續偷渡臺灣。

因此，此種類似捉迷藏的「一遣一返」，乃不斷上演。由於曾經發生

原船遣返後，船員不返回中國大陸而另擇臺灣其他地方上岸的情形，

臺灣方面遂改為累計五十名後統籌一艘漁船遣返，並為了避免途中發

生搶船、鬥毆或改航他處等情事，於是將多數人封倉拘禁於船艙再遣

送出海208。這一方式實施初期比較順利，但接連發生的兩起遣返慘案

震驚中外，使得海峽兩岸不得不重新審視既有的遣返方式。第一起慘

                                                
207

 如「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第 3 條規定：在機場、港口查獲未經

許可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治安機關得責由原搭乘航空器、船舶之機（船）長

或其所屬之代理人，安排當日或最近班次遣送離境。 
208

 周正民，大陸偷渡人民與國家安全之研究，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2006 年碩士學位論文，第

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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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為「閩平漁 5540 號」慘案（又稱為 907 慘案）。1990 年 7 月 21 日

前，26 名福建漁民乘坐「閩平漁 5540 號」漁船偷渡臺灣海峽與與臺

灣漁民進行貿易活動，被臺灣軍警查獲。1990 年 7 月 21 日下午，臺

灣軍警在宜蘭縣澳底，將 26 名福建漁民用黑布蒙住雙眼，強行關進

一米來高、三米見方的船艙內，並用六寸長的全新圓釘將船艙頂蓋釘

死，還在船艙頂蓋壓上重物。然後讓船自然漂流到福建沿岸，由於船

艙空間狹小，缺氧缺水且悶熱異常。最後 25 名福建漁民相續被活活

悶死。該案發生後不久，又發生另一起遣返死亡慘案，即「閩平漁

5502 號」慘案。由於前述慘案發生，臺灣在遣返中國大陸偷渡人員

時增加了兩艘近岸偵巡船護航。但此次護航再次發生海上喋血事件，

被遣返的「閩平漁 5202 號」漁船被臺灣軍艦撞沉，船上有 21 名人員

當場死亡。兩起慘案發生後，海內外輿論譁然，兩岸偷渡人員遣返方

式更成為眾矢之的。加之兩岸紅十字會積極聯絡，相互表達遣返時的

人道主義關懷。因此，為了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兩岸透過紅十字

會組織於 1990 年 9 月 11 日至 12 日進行為期兩天的會談，並就遣返

工作達成協議，即「金門協議」。此協議簽署具有劃時代意義，為兩

岸分治四十年以來授權民間組織所簽署第一份協議。此即為兩岸遣返

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之起源209。 

 

「金門協議」共達成四點基本共識：一、確立「人道、安全與便

利」的遣返原則；二、遣返對象為「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的居

民以及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三、以「馬尾—馬祖」或「廈門—金

門」為遣返交接點；四、規定資料送達、覆核、專用船使用、交接見

證等程序。金門協議內有幾點必須注意，第一，並未使用國際司法互

助中主權色彩較濃厚的「引渡」詞彙，而採取性質較為中立的「遣返」

作為替代。第二，金門協議在刑事司法合作中，只協商「違法入境的

                                                
209

 陳文琪，兩案刑事司法互助有關人員遣返的法制架構，月旦法學雜誌，第 209 期，2012 年 10

月，第 208-2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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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渡客、嫌疑犯和刑事犯」的遣返問題，並未涉及其他的互助方式，

如：司法文書送達、委託調查證據、協助追訴犯罪…等問題，只能依

靠雙方的「默契」進行合作，難以解決走私、偷渡等傳統跨海犯罪，

更無法解決新型態有組織跨海犯罪問題。第三，協議並未考慮到政治

意涵較強且兩岸司法機關皆有管轄權的犯罪，如：飛機在法律上視為

一國領土的延伸，劫機犯罪不但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也被列為國際犯

罪，牽涉到的各國或地區皆有司法管轄權，其產生的劫機犯及隨機人

員問題即為金門協議帶來挑戰210。我方堅持擁有管轄權，但大陸方面

始終不承認，最後採取「人機分離」的方式處理211。第四，實際運作

上，被遣返的刑事犯只是極少數，絕大部分為偷渡客，且「廈門—金

門」此交接點並不常用。第五，在實施遣返作業時必須通過民間機構

（紅十字會），無法直接由司法部門建立直接聯繫管道，影響了作業

的效率。「金門協議」簽訂後，兩岸透過紅十字會組織正式辦理兩岸

遣返事宜，使遣返更符合人道與安全的原則。自協議簽訂後的遣返過

程中，尚未發生任何人員傷亡事件。而且「金門協議」簽訂後的20

年間，兩岸循此模式進行多次遣返人犯案例212。此外，金門協議遣返

對象並不局限於偷渡人員，而是將範圍擴大至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

這也為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提供依據，如中國大陸遣返臺灣黑社會組織

「天道盟」分子淩志成和徐文賢等。 

 

金門協議在兩岸互動，特別是共同打擊犯罪與司法互助中有其劃

時代的象徵意義，但不論從協議的層次、內容與實際運作上皆有其缺

                                                
210

 宋耀明，淺談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實踐：兼談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展望與探索，第 7 卷第 2

期，2009 年 2 月，頁 85-86。 
211

 陳文琪，前揭（註 210）文，第 210-211 頁。 
212

 據大陸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范麗青表示，自 1990 年 9 月「金門協議」簽署至 2009

年 1 月，兩岸紅十字會組織共同實施雙向遣返作業 212 批，雙向遣返 38936 人，其中接回偷渡人

員 38570 人。大陸向臺方遣返非法入境人員、刑事犯、刑事嫌疑人 91 批 366 人，完成接受大陸

劫機犯罪嫌疑人 5 批 18 人，向臺灣遣返劫機犯罪嫌疑人 1 批 1 人。請參見：

http://www.redcrossol.com/sys/html/lm_6/2009-02-13/140108.htm（最後訪問時間 2012 年 10 月 31

日）。 

http://www.redcrossol.com/sys/html/lm_6/2009-02-13/1401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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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不僅使得兩岸間的跨境犯罪日漸猖獗，嚴重威脅交流秩序，也使

得兩岸跨境犯罪向外蔓延，形成跨國性犯罪問題，如毒品走私衍生社

會治安問題、洗錢犯罪縱容官員貪腐、經濟犯罪妨礙正常經貿秩序、

新興跨境電信詐欺成為亞太地區治安問題等，其負面後果已然跨越國

界向外擴散，並造成跨國性的犯罪問題213。也使得兩岸進一步簽訂相

關協議有其必要與急迫性214。 

 

二、 2009 年第三次「江陳會」所簽署的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

法互助協議 

2009年4月26日海基、海協兩會在南京簽署「海峽兩岸金融合作

協議」、「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與「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

互助協議」等三項協議，其中「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

議」引起各方的關注，本協議就共同打擊犯罪的「合作範圍」、「資訊

交換和協助偵查」以及「人員遣返」三部份有所進展，並對於司法互

助中的「送達文書」、「調查取證」、「罪贓移交」、「罪犯接返（移管）」、

「人道探視」和相應的請求程序做了一些原則性規定。215大體而言，

「互助協議」的成果表現在「共同打擊犯罪」與「司法互助」兩方面

216： 

 

（一）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四大面向 

                                                
213

 「第三次江陳會談成果：打擊犯罪與司法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請參見：請參見：

http://www.mac.gov.tw/public/MMO/RPIR/book459.pdf（最後訪問時間 2012 年 10 月 31 日）。 
214

 「第三次江陳會談成果‧打擊犯罪與司法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9 年 4 月 30 日，第 4

頁。2008 年 11 月第 2 次江陳會談結束後，臺灣主管兩岸事務的大陸委員會針對下一階段兩岸協

商議題作過民意調查，據統計有 75.07﹪的民眾，希望就兩岸交流秩序正常化的相關議題優先協

商（包括共同打擊犯罪、司法互助等）。半年之後，即 2009 年 4 月間該會作進一步民意調查顯

示，對於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議題，有高達 79.6﹪的民眾認為，兩岸應該儘快進行協商並且簽署協

議，以解決司法偵查和人犯遣返的問題。 
215

 司法互助部份規定於第 7 條至第 12 條，請求程序則規定於第 13 條至第 20 條。 
216

 「第三次江陳會談成果：打擊犯罪與司法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請參見：

http://www.mac.gov.tw/public/MMO/RPIR/book459.pdf（最後訪問時間 2012 年 10 月 31 日）。 

http://www.mac.gov.tw/public/MMO/RPIR/book459.pdf
http://www.mac.gov.tw/public/MMO/RPIR/book45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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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訊交換：兩岸治安主管機關將建立犯罪資訊交換機制，使雙方

得以利用犯罪情資的即時交換，機先掌握諸如跨境電信詐欺等犯

罪行動的相關情資，並直接進行犯罪打擊，斷絕非法者的生路，

以減少民眾生命財產的損害。 

2、合作範圍：不分犯罪類型，只要是刑事犯罪，兩岸都擴大範圍、

全面合作打擊，特別是有關雙方人民共同關切的重要犯罪類型，

包括電信詐欺、毒品走私及經濟犯罪等犯罪型態，兩岸治安機關

更將加強合作力度，以確保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3、協助偵辦：兩岸在協議的基礎上，可以透過犯罪情資交換、協助

偵辦與採證、遣返罪犯等合作方式，使兩岸的跨境犯罪活動一舉

成擒。 

4、人員遣返：未來雙方對罪犯遣返的合作基礎將更為穩固，以根本

阻絕罪犯潛逃，讓罪犯無所遁逃，並建立更完整的制度化遣返機

制，使遣返作業更為順暢、安全、迅速與便利。本協議並參考國

際刑事司法互助慣例，納入「軍事犯、政治犯、宗教犯不遣返」

及「己方人民不遣返」原則，在協議第6條第3項明定「受請求方

認為有重大關切利益等特殊情形者，得視情決定遣返」等文字，

確保兩岸遣返合作機制，符合民主基本價值。 

 

（二）兩岸司法互助六大內容 

1、文書送達：透過兩岸司法互助管道，及時有效送達文書，確保訴

訟案件合法進行，對於民眾跨境進行訴訟程序，能夠有效主張及

維護自身權利。 

2、調查取證：經由司法互助機制，可洽請對方協助調查、合法取證，

協助法院及當事人順利進行訴訟程序，解決法律爭議，伸張社會

正義。 

3、罪贓移交：透過兩岸協議，協助移轉犯罪不法所得，使受害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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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獲得賠償或減輕損失，不讓罪犯從中牟利。 

4、裁判認可：透過聲請程序，經由雙方法院依據各自法律並基於互

惠原則，對他方法院之判決、仲裁判斷予以認可，以利後續執行、

主張權益。 

5、人道探視：雙方將針對受刑人家屬之探視，提供便利與必要之協

助，並經由兩岸司法互助管道，確保雙方民眾因案受到羈押時，

合法權益受到保障。 

6、罪犯接返：基於人道考量，兩岸經由司法互助管道，建立接返機

制，在尊重當事人意願及符合雙方法規之情形下，對於因案在對

方受到判刑及監禁的民眾予以接返，並進行後續司法程序。 

 

「互助協議」互助協議》建立在「金門協議」的基礎上，「互助

協議」保留了「金門協議」遣返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的主要內容。然

而兩個協議關於遣返的差異在於對象、途徑、地點及程序，「互助協

議」遣返對象僅限於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但新增空運直航的遣返途

徑，遣返的地點可以是大陸和臺灣的任何地方，且遣返程序大幅簡化。

共同打擊犯罪部分，兩岸可依「互助協議」建立合作辦案聯繫窗口、

針對案件組成專案小組、交換情資及商訂偵查策略，甚至能以視訊方

式取證217。2010年8月臺灣警察至大陸辦案也是一大突破218。 

 

「協議」除繼續確認原兩岸遣返事宜外，還確立了兩岸協助緝捕

制度。「協議」第 5 條規定：「雙方同意交換涉及犯罪有關情資，協助

緝捕、遣返刑事犯與刑事嫌疑犯，並於必要時合作協查、偵辦。」協

議簽訂後，兩岸緝捕遣返工作進一步快速發展。如從 2009 年 6 月協

                                                
217 「 兩 岸 共 同 反 詐 騙  打 擊 犯 罪 保 財 產 」 ， 中 華 民 國 總 統 府 網 站 ，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104&itemid=22340&rmid=2074（最後訪問時間

2012 年 10 月 31 日）。 
218 「 兩 岸 聯 合 掃 詐 欺  台 警 登 陸 辦 案 」 ， 中 央 社 即 時 新 聞 ，

http://gov.cna.com.tw/ReadNews/WebNews_Detail.aspx?Type=Popular&TNo=1507&ID=201008250

007（最後訪問時間 2012 年 10 月 31 日）。 

http://gov.cna.com.tw/ReadNews/WebNews_Detail.aspx?Type=Popular&TNo=1507&ID=201008250007
http://gov.cna.com.tw/ReadNews/WebNews_Detail.aspx?Type=Popular&TNo=1507&ID=2010082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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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生效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止，兩岸通緝犯緝捕遣返協助事項：臺灣

提出請求 591 件、已完成 205 件；大陸提出請求 7 件、已完成 5 件。

219為了貫徹落實「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和刑事司法互助協議」中有

關遣返工作的要求，法務部於 2011 年 1 月 3 日頒佈海峽兩岸緝捕遣

返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作業要點，就兩岸緝捕遣返事宜進行規範。 

 

依據上述兩項協議，當前海峽兩岸遣返事務的主要內容包括如下

幾項：第一，遣返依據。當前海峽兩岸遣返的主要法律依據為「金門

協議」和「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和刑事司法互助協議」。當然，在

司法實務中也有一些較為簡便的方式，如海上直接移交等。第二，遣

返對象為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的居民和刑事犯、刑事嫌疑犯。

「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的居民」即兩岸偷渡人員220。偷渡行為

在兩岸開放之初比較多，近些年來隨著大陸的快速發展，兩岸偷渡行

為已大幅減少。「刑事犯」、「刑事嫌疑犯」的概念則相對模糊，一般

是指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221。第三，遣返實施主體。「金門協

議」確立的遣返實施主體為兩岸紅十字會組織。但除兩岸紅十字會組

織外，相關公安司法機關也參與其中，特別是近年來的遣返工作主要

由公安司法機關直接實施。如臺灣「毒販教父」黃上豐遣返案中，廣

東公安從珠海看守所押解黃上豐出獄到澳門，由澳門警方在機場管制

區內，雙方簽署交接書後，旋即由臺警方把黃押解登機返臺。第四，

遣返方式。隨著兩岸交流方式的增多，除「金門協議」確立的 「兩

                                                
219

 張熙懷，強化兩岸司法互助平臺效能：司法互助慣例援用之可行性，請參見：

http://www.criminallawbnu.cn/criminal/info/showpage.asp?showhead=&pkid=31373（最後訪問時間

2012 年 10 月 31 日）。 
220 在兩岸紅十字會商談中，有關遣返物件的最初用法是“「違反雙方有關規定，非法入境的居

民」。經過仔細推敲，認為用「非法入境」的提法不當，改為「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的

居民」。方慶雲，回憶海峽兩岸紅十字會組織簽訂「金門協定」前後，人民政協報，2010 年 10

月 13 日。 
221

 「金門協議」中僅使用「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對此並未作解釋。「海峽兩岸共同打

擊犯罪和刑事司法互助協議」仍然使用上述詞語，但第 11 條「罪犯移管」中又使用「被判刑人」。

所以，大體可以推出，此處「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大概等同於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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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金門、廈門）對開，兩馬（馬祖、馬尾）對接」海運模式外，也

發展出一些新的模式，如「小三通模式」、「大三通模式」和「澳門模

式」等，較「金門協議」的內容更為豐富。 

 

第二節 海峽兩岸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的法律爭議和問題 

 

海峽兩岸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遣返事務已進行 20 餘年，也獲得

一定之成效，但海峽兩岸遣返人犯仍然存在許多困難，限制兩岸遣返

工作的更全面性發展。海峽兩岸遣返工作的首要困難是兩岸模糊不清

的法律定位以及仍未正常化的兩岸關係。例如臺灣方面指責中國大陸

執行遣返工作時，經常因兩岸當時之政治氣氛、海基與海協兩會的協

調溝通受阻或中國大陸方面之意願等，致使遣返作業連帶受阻而告中

斷或阻礙，遣返作業常因此每每中斷達數月之久222。另外，自中國大

陸遣返重大經濟罪犯回台接受司法審判或執行，也遭遇許多困難。例

如行政院長陳冲指出，4 年多來，兩岸 8 次「江陳會談」所簽署的

18 項協議，是推進兩岸互惠互利、深化兩岸互信，及穩定兩岸關

係和平穩定發展的重要支柱。經過各協議的逐步落實，在保障兩

岸人民權益，建構正常交流秩序，促進兩岸經貿合作方面，已有

顯著成效。但是部份協議的執行，例如重大經濟罪犯遲遲未能遣

返、三聚氰胺求償等問題還仍未獲解決，有待相關機關持續努力。  

 

一、 遣返的爭議 

在海峽兩岸遣返問題上，遣返性質仍然是兩岸爭論的焦點之一，

其具體問題為兩岸刑事犯遣返能否適用引渡制度中的相關規則，如雙

重可罰規則、國民不引渡規則等。由於兩岸特殊的政治現實，無論是

                                                
222

 聯合報，1998 年 10 月 5 日，第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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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協議」或「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和刑事司法互助協議」均避

免使用「引渡」這一通常國際法用語223。臺灣方面有認為兩岸遣返刑

事犯依然具有引渡的性質，「 兩岸處於分治狀態，彼此管轄權互不及

於對方統治之地區，故將刑事犯遣返對方追訴、處罰之行為，自然具

有引渡之性質。刑事犯遣返固然其有引渡之性質，惟目前之遣返方式，

與引渡法之規定有差異性存在224。」因此，兩岸之間人犯之遣返是否

需貫徹「雙重可罰原則」，參酌國際條約及美國最高法院之解釋應採

肯定之態度225。而中國大陸學者似乎均認為，兩岸遣返屬於區際逃犯

移交的一種，並不能完全適用引渡制度的各種限制性規則。有認為：

「刑事法律制度上的明顯差異使三法域在罪名設置和對行為的定性

上難以達到一致……在「區際逃犯安排」中確立這一原則就會埋下隱

患，使今後的合作實踐衝突迭起，而協調解決這種困難又十分困難，

甚至於會被犯罪分子用作逃避懲罰的重要藉口。」226
 「海峽兩岸共

同打擊犯罪和刑事司法互助協議」似乎確立兩岸遣返並不適用「雙重

犯罪規則」，如第 4 條第 3 項規定：「一方認為涉嫌犯罪，另一方認為

未涉嫌犯罪但有重大社會危害，得經雙方同意個案協助」。但該條概

念模糊，究竟何謂「重大社會危害」定義不明，其實際效果仍然值得

檢驗。國內有意見認為，對「重大社會危害」之認定，究竟依請求方

抑或被請求方之標準，並未明確訂定。究系於被請求方不算犯罪之行

為，被請求方應主動以請求方之立場思考，該行為是否已嚴重到「重

大社會危害」；抑或請求方應主動列舉「重大社會危害」之程度，供

被請求方審查是否已屬「重大社會危害」。當然，同樣的爭論也存在

於政治犯不引渡、軍事犯不引渡以及本國居民不引渡原則等。 

 

                                                
223

 陳文琪，前揭（註 210）文，第 207 頁。 
224

 鐘德勳，兩岸刑事司法互助與共同打擊犯罪之研究，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2003 年碩士學

位論文，第 272 頁。 
225

 劉嶽承，由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理論探討涉及兩岸刑事司法案件之實踐，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

究所 2002 年碩士學位論文，第 98 頁。 
226

 馬進保，中國區際偵查合作，群眾出版社，2003 年，第 3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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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遣返規範不明確 

首先，當前兩岸遣返工作的正式依據為「金門協議」和「海峽兩

岸共同打擊犯罪和刑事司法互助協議」，但上述協議規定都是原則性

規定，兩岸尚未就刑事犯遣返具體規範達成協議。當然，為保障遣返

工作順利進行，兩岸也分別制定相關規範，如大陸有「公安部關於實

施大陸與臺灣雙向遣返工作的通知」、臺灣有「臺灣地區人民自大陸

地區遣返實施要點」。但囿於兩岸簽署協議的範圍，兩岸的上述規定

也並不周延。如「金門協議」第 4 條規定了遣返程序：（一）一方應

將被遣返人員的有關資料通知於對方，對方應於 20 日內核查答復，

並按商定時間、地點遣返交接，如核查對象有疑問者，亦應通知對方，

以便復查……」。大陸「公安部關於實施大陸與臺灣雙向遣返工作的

通知」、臺灣「臺灣地區人民自大陸地區遣返實施要點」主要規範發

生在本區域的遣返過程，而對於遣返程序本身則明顯規定不足，如審

查對方申請程序、未答復後的處理程序等。這一問題即使在「海峽兩

岸共同打擊犯罪和刑事司法互助協議」中也未得到有效解決。雖然當

前兩岸遣返工作仍然處於不斷磨合以及經驗累積階段，但遣返規範的

缺失，確實會影響兩岸遣返工作順利進行。其次，遣返規範不明確也

導致遣返週期過長，不利於兩岸合作打擊犯罪。由於兩岸刑事遣返人

數明顯偏多，實踐中為避免麻煩，經常是累計一定人數後集中遣返。

但集中遣返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遣返週期過長，這對於兩岸合作打擊

跨境犯罪來說十分不利。此外，兩岸並未就遣返之決定程序、救濟程

序以及遣返強制措施等進行規範，就此是否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第13條：「本公約締約國境內合法居留之外國人，非經依法判定，

不得驅逐出境，且除事關國家安全必須急速處分者外，應准其提出不

服驅逐出境之理由，及聲請主管當局或主管當局特別指定之人員予以

覆判，並為此目的委託代理人到場申訴。」之人權水準，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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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如強制措施是嚴重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的措施，其適用需要滿足各

項憲法與法律的要件，而且審前強制措施也要折抵刑期。對於上述問

題，兩岸並無具體規定。特別是在海峽兩岸尚不認可雙方法律的當下，

對於對方羈押的期限該作何處理，能否折抵刑期，極需兩岸雙方進行

協商解決。 

 

三、國際引渡規則於兩岸遣返人犯之適用 

「刑事犯」、「刑事嫌疑犯」一直是兩岸遣返的對象，但如前所

述，並非所有的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都能予以遣返，必然也存在一定

的限制。「金門協議」中對此並無明確規定，「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

罪和刑事司法互助協議」第 6 條第 1 項雖規定：「雙方同意依循人道、

安全、迅速、便利原則，在原有基礎上，增加海運或空運直航方式，

遣返刑事犯、刑事嫌疑犯，……。」但同條第 3 項僅規定了「受請求

方認為有重大關切利益等特殊情形者，得視情決定遣返」。解釋上，

就會發生是否所有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都納入範圍？「重大關切利益」

指的是什麼？ 

 

國際上對於引渡之犯罪多半認為要達到一定嚴重程度者，方准許

引渡。亦即對於一些輕微之犯罪，避免浪費司法資源，往往不列入允

許引渡之範圍。例如德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3條第 1項內即規定，

必須可判處最高刑度至少為一年者，方允許引渡。我國引渡法亦有如

此之設計，其第 2 條兩項中，均明確規定：「中華民國法律規定法定

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者，不在此限。」本文認為，引渡

法之此一規定，可作為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和刑事司法互助協議第

6 條第 1 項在適用上之限制。按此，協議第 4 條內列舉之著重打擊下

列犯罪：（一）涉及殺人、搶劫、綁架、走私、槍械、毒品、人口販

運、組織偷渡及跨境有組織犯罪等重大犯罪；（二）侵占、背信、詐



142 
 

騙、洗錢、偽造或變造貨幣及有價證券等經濟犯罪；（三）貪污、賄

賂、瀆職等犯罪；（四）劫持航空器、船舶及涉恐怖活動等犯罪等，

當然均屬於可遣返之範圍，體例上屬一致。但同項（五）其他刑事犯

罪」，就應該適度的受到限縮，輕微案件應不包含在內。 

 

至於「重大關切利益」指的是什麼？「重大關切利益」顯然是一

個異常模糊的概念，尤其是國際引渡中引渡對象範圍的主要限制規則，

如政治犯、軍事犯、死刑犯以及本國居民不引渡規則，兩岸協議中並

未明確規定。直至目前，兩岸遣返主要是遣返純粹的刑事案件嫌疑犯

或罪犯，對於可能引起兩岸政治爭議的較為敏感刑事案件，兩岸則採

取較為克制的態度，儘量避免爭端。雖然此種較為克制的態度有利於

兩岸刑事犯遣返工作順利進行，但遣返對象範圍問題確始終存在，並

隨時可能影響兩岸遣返工作的進行。為了避免可能出現的理論和實務

困境，有一些問題必須討論。「海峽兩岸緝捕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作

業要點 6」規定：法務部接獲大陸地區主管部門以請求書請求協助緝

捕、遣返刑事犯、刑事嫌疑犯時，應審酌是否符合下列事項，以為准

駁： 

（一）受緝捕、遣返人為非臺灣地區人民。 

（二）受緝捕、遣返人並非軍事犯、政治犯、宗教犯或認為有重大關 

   切利益等特殊情形。 

（三）請求內容符合臺灣地區法令規定。 

（四）執行請求不損害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五）依臺灣法令規定未涉嫌犯罪，而依大陸地區規定涉嫌犯罪者，

以事先經雙方同意進行個案協助且對臺灣有重大社會危害者為限。 

（六）中國大陸主管部門書面承諾不得對遣返對象追訴遣返 

請求以外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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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同意中國大陸主管部門協助緝捕、遣返之請求，應即通知

檢察機關、司法警察機關協助。 

    經審核拒絕中國大陸主管部門協助緝捕、遣返之請求，應即向中

國大陸主管部門說明並送還相關資料。 

    第一項請求之提出，如在緊急情況下，經法務部同意，得以電話、

口頭、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適當方式提出，並應於十日內補提請求

書以資確認。 

 

1、「偷渡犯」和普通的「刑事犯、刑事嫌疑犯」是兩岸遣返對象的主

體 

偷渡犯比較容易理解，即私自進入對方領域的本區域居民，但「刑

事犯」的理解則有一定之差異。雖然兩岸協議中使用「刑事犯」一詞，

但「刑事犯」一詞卻並非在兩岸法律文字的規定用語，究竟何謂「刑

事犯」需要進一步探討。在刑事法中，「刑事犯」主要是一個學理用

語，其對應詞為「行政犯」。刑事犯與行政犯，也稱刑事不法與行政

不法，學理上有本於傳統的「自然犯」與「法定犯」的概念，即羅馬

法所謂的“Mala Inse”與“Mala Prohibita”的觀念，認為刑事犯是屬於

自然犯，也就是指一個實質上違反社會倫理道德的違法行為，因侵害

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為一般社會正義所不容者。而行政犯乃屬法定

犯的性質，其行為在本質並不違反倫理道德，但是為了因應社會的需

要，或貫徹行政措施的目的，對於違反行政義務者，加以處罰227。針

對違警罪（或行政不法行為）的性質問題，「刑事犯」的界定主要有

兩種：第一種觀點認為，刑事犯是指普通刑法之犯罪而言228；第二種

觀點認為，凡使用刑罰制裁之行為，無論規定在刑法法典，亦規定在

刑法法典以外之其他法律，均屬具有刑事不法本質之刑事犯229。「行

                                                
227

 韓忠謨，行政犯之法律性質及其理論基礎，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10 卷第 1 期，1980 年。 
228

 黃守高，現代行政罰之比較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第 3、12 頁。 
229

 林山田，論制裁法之體系，刑事法雜誌，第 30 卷第 1 期，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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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犯」與「刑事犯」雖不再存有本質上的差異，但立法者若欲選擇以

刑罰的方式作為制裁手段，仍必須以該項違法行為確實具有「可罰性」

或「應刑罰性」為前提，俾確保「罪」與「刑」的平衡。 

 

中國大陸對於刑事犯與行政犯的研究較少，過去在使用「刑事犯」

時，主要是指觸犯刑事法律的人。由於中國大陸的刑法中並沒有區分

刑事犯與行政犯，只是規定對某種構成犯罪的行為依照或比照刑法典、

單行刑法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甚至只籠統的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

任」，並沒有直接規定罪名與法定刑。因此，中國大陸「刑事犯」不

僅包括臺灣所稱之「刑事犯」，其實也包括「行政犯」在內。如中國

大陸「公安部關於實施大陸與臺灣雙向遣返工作的通知」第 2 條「遣

返人員範圍」中，不僅包括普通刑事犯，還包括部分尚未構成犯罪但

不適宜繼續在中國大陸拘留的臺方人員，如（一）我方接收人員：經

核查屬實的私自渡海的大陸公民；我方通緝的刑事犯罪分子；偷渡逃

臺的其他違法犯罪分子。對我已遣返至臺灣的人員堅決不予接收。（二）

向臺灣遣返人員：利用非法途徑、沒有合法證件進入中國大陸的臺灣

人員；經甄審上報同意遣返的臺方通緝的犯罪分子；臺灣人員在中國

大陸犯罪依法審理後認為可以遣返的，或在偵查過程中拘捕經甄審同

意遣返的；在中國大陸有嫖娼、套匯、賭博、走私等違法行為，尚不

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行政處罰後，在中國大陸繼續居留有礙社會安

定的臺方人員；滯留中國大陸、證件過期或因其他原因不適宜在中國

大陸居留必須遣返的臺方人員。」當然，由於現代刑事訴訟法對犯罪

嫌疑人與被告人進行區分，遣返對象自然就分為刑事犯與刑事嫌疑犯。

綜上，所謂「刑事犯」是指觸犯刑事法律的人，在中國大陸主要是觸

犯「刑法」的人，而在臺灣則可能還包括觸犯附屬刑法以及行政法律

而可能被判處刑事處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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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雙重犯罪原則 

雙重犯罪原則是引渡制度中一項古老原則，目前絕大部分的國際

條約和國內立法都確立了該原則，但各國對該原則的內容規定卻不太

一致，造成適用上的一些困難。兩岸學者也對於刑事犯遣返是否適用

雙重犯罪原則而有不同見解，中國大陸學者大都持兩岸遣返不應適用

雙重犯罪原則的觀點；而國內學者則大都持相反觀點，認為兩岸遣返

應當適用雙重犯罪原則。「海峽兩岸緝捕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作業要

點」六、規定「（五）依臺灣法令規定未涉嫌犯罪，而依中國大陸規

定涉嫌犯罪者，以事先經雙方同意進行個案協助且對臺灣地區有重大

社會危害者為限。」按此，臺灣對於中國大陸要求遣返之犯罪者，如

依臺灣法令規定未涉嫌犯罪，原則上不同意遣返，只有符合例外要件，

即「事先經雙方同意進行協助」以及「對臺灣有重大社會危害者」時

230，方同意遣返。此一規定應是依循「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

互助協議」第 4 條第 3 項之規定而制定。 

 

雙重犯罪原則的主要根據是國家主權、法治國性和正義性，第二

根據是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相互主義原則231。學者認為，雙重犯罪原

則的理由主要有兩個：一是因為國家主權原則的存在，一個國家不能

把在其主權權力下的無辜的人們交給其他國家審判和懲罰；二是罪刑

法定原則的要求232。還有學者認為雙重犯罪原則是以互惠原則和罪刑

法定原則為基礎的233。雙重犯罪原則首先來源於國家主權原則，引渡

首先是國家間的刑事司法合作，是對本國部分司法主權的讓渡，因此，

其基礎首先是國家主權原則。反對在引渡中適用雙重犯罪原則的觀點

認為，隨著外國刑事判決的執行和刑事訴追移轉兩制度的發展、適用

                                                
230

 陳文琪，前揭（註 210）文，第 214 頁。 
231

 秦一禾，前揭（註 3）文，第 85 頁。 
232

 林欣，國際刑法中雙重犯罪原則的新發展，法學研究，1995 年第 2 期，第 55-59 頁。 
233

 馬德才，雙重犯罪原則及其發展趨勢：兼論我國引渡法「引渡法」的完善，江西社會科學，

第 7 期，2007 年，第 188-1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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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的擴大以及所起重要作用的提高，傳統國家主權的概念不得不變

得越來越弱化，或為防止犯罪的國際連帶性而否定「 國家主權、法

治國性以及正義性」和「國際刑事司法共助的相互主義原則」作為雙

重犯罪原則的適用根據234。但主權弱化並不等於主權消失，雖然當前

出現諸多向來引渡原則的例外情形，但雙重犯罪原則仍然是引渡制度

的一項基本原則。其次，雙重犯罪原則來源於罪刑法定原則，與其他

狹義刑事司法協助提供訴訟服務不同，引渡不僅是為請求國的訴訟提

供服務，而且被請求國直接參與了對被追訴人進行羈押逮捕、追訴和

執行判決的程序。依據現代刑法的基本要求，國家刑罰權必須遵守罪

刑法定原則235，即只追究那些構成了刑罰處罰的犯罪行為。司法院大

法官釋字第 384 號解釋認為實體法規定應遵守罪刑法定原則，始符合

憲法所要求之正當之法律程序。另外，因刑罰對人民自由權利剝奪之

嚴峻性、威嚇性，故罪刑法定原則要求之一，即要求構成犯罪之要件

及其刑罰效果須事先以法律為明確之規定。依此要求，僅有代表民意

之立法機關始有制定刑罰規定之權力。其所以如此，除民主正當性之

要求外，亦有謂刑罰規定確屬特殊，因何種行為應予刑罰規範制裁，

係整體社會對於該行為道德評價之結果，因此，只以請求國的刑法為

依據並不公平，甚至是有違憲疑慮，因為請求國和被請求國的刑事立

法和司法事件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被請求國的刑法體現著本

國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如果對此背離，被請求國根據什麼對請求

國的刑事追訴活動進行評價呢236？ 

 

                                                
234

 秦一禾，前揭（註 3）文，第 85 頁。 
235

 罪刑法定原則之確立，依學者通說，係著眼於國家公權力之抑制，進而對人民自由與權利之

保障發揮重要作用，其具體內涵包括：1、刑罰權內容與範圍須經法律明定，使其具可預見性及

防止權力濫用；2、關於罪與刑之規定應力求明確，否定絕對不定期刑；3、禁止類推解釋，即不

得以類推方式創設或擴張可罰行為或加重刑罰之科處；4、禁止溯及既往；5、排斥習慣法作為直

接法源或論罪科刑之依據。參見韓忠謨，刑法原理，1997 年增訂版，第 62-65 頁；蔡墩銘，刑

法總論，第六版，2006 年，第 18-20 頁；林山田，刑法通論，第九版，2005 年，第 72-85 頁。 
236

 黃風，前揭（註 5）文，第 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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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不論名稱是引渡還是遣返，只要是基於犯罪嫌疑而將

受請求人自受請求國移交給請求國，必然會發生違反受請求人意願以

及必要之強制處分措施，例如拘捕、關押等，對被請求人而言當然屬

於嚴重的基本權利侵害，因此，雙重犯罪原則是一必要的基本要件，

否則，受請求方所為相關措施均將失去正當性。「海峽兩岸共同打擊

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第 4 條第 3 項係指該條第 1 項「雙方同意採取

措施共同打擊雙方均認為涉嫌犯罪的行為」的例外，亦即屬於「打擊

犯罪」之相關範疇，第 6 條所稱之「人員遣返」，基於前述雙重犯罪

原則的要求，應不可適用此一例外。 

 

3 不排除政治犯、軍事犯之遣返 

政治犯、軍事犯不引渡是國際引渡制度中的一項基本原則。兩岸

刑事犯遣返應否堅持該規則，學界存在不同看法。中國大陸有意見認

為：「從道理上講，對於損害中央政府和現行國家制度的犯罪，臺灣

也應當給予打擊和追逃上的協助。反過來說，由於臺灣當局並未合法

化，那麼，對於危害臺灣現行政權和政治制度的行為，中國大陸並不

認為是犯罪，所以，就不存在要打擊這類行為或者移交相關逃犯的問

題」237臺灣學者則大都堅持該原則，認為「至有關政治犯、軍事犯、

財政犯不引渡原則，各國視為當然，在兩岸之刑事司法互助應有其適

用238」。「海峽兩岸緝捕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作業要點 6」規定：法務

部接獲中國大陸主管部門以請求書請求協助緝捕、遣返刑事犯、刑事

嫌疑犯時，應審酌是否符合下列事項，以為准駁：（二）受緝捕、遣

返人並非軍事犯、政治犯、宗教犯或認為有重大關切利益等特殊情

形。 

 

本文認為，當前兩岸遣返不應當全然適用政治犯、軍事犯不遣返

                                                
237

 梁玉霞，中國區際刑事司法協助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164 頁。 
238

 劉嶽承，前揭（註 226）書，第 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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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首先，兩岸刑事犯遣返在形式上與引渡制度並無太大區別，但

這並不意味著兩岸遣返就要完全照搬國際引渡制度的相關內容。近些

年來，政治犯、軍事犯不引渡原則受到巨大衝擊，一些國際公約不僅

大幅壓縮政治犯的內涵，而且各國在適用該原則時也越來越謹慎。尤

其隨著國際社會對於打擊跨國組織犯罪、恐怖主義犯罪、貪腐犯罪以

及各種危害人類基本權利和生存犯罪之重視，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的

約束力似乎逐漸減少，國際社會強烈意識到不讓此一原則成為犯罪者

可逃避制裁的「護身符」。近年來，不少國際條約都將某些可能與政

治因素相關的犯罪予以「非政治化」處理，將其排除在政治犯不引渡

原則適用範圍之外。所以，該原則並非國際法上的一項法律原則，雖

然國際法允許或鼓勵國家對政治犯罪的引渡請求予以拒絕，但最後決

定允許或拒絕引渡，應由被請求國自由裁量239。因此，從未來發展趨

勢來看，政治犯、軍事犯不引渡原則的適用將會越來越少。在兩岸刻

意迴避敏感政治問題的前提下，兩岸協議中也不太可能明確確立該規

則。我國引渡法中第3條規定「犯罪行為具有軍事、政治、宗教性時，

得拒絕引渡。」相較之下，「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和刑事司法互助

協議」中並未確立該規則，僅在第6條第3項規定「受請求方認為有重

大關切利益等特殊情形者，得視情決定遣返」240。究竟何謂「有重大

關切利益等特殊情況」，協議中並未明確規定。即便政治犯、軍事犯

屬於上述情形，協議也並未明確規定不得遣返，而是賦予雙方一定的

自由裁量權，視情況決定是否遣返。 

 

4 死刑犯遣返與未來修正 

雖然死刑不引渡規則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中國大陸對外簽訂的

引渡條約中也多有該條規定。但對兩岸遣返能否適用該規則，臺灣

地區學者對此論述不多，中國大陸學者大都認為不能適用：「在國

                                                
239

 The State v. Tapley (Eire, Supreme Court-1950), I. L. R, Vol.18(1957), pp. 336-45. 
240

 陳文琪，前揭（註 210）文，第 2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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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刑事司法協助中實行死刑犯不引渡原則，不等於在國內就要遵循

死刑犯不移交原則……如果一些嚴重犯罪的行為人將港、澳作為逃

避死刑的避風港，則不僅會給港、澳的治安帶來嚴重的威脅或隱患，

也存在如何安置這些人的實際問題241。」實務中，也出現被遣送後

的刑事犯被判處死刑的案例242，例如 2010 年的型男廚師案。據報

載，褔建黃姓男子涉嫌在大陸結夥強盜連殺 2 人後，假借來台

探親滯留多年當起型男廚師，還結識一名大他 10 歲的女友生下

一子。 

中國大陸公安追緝多年查出黃男涉案，發現他已入境我國，

透過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機制請我國警方協尋，移民署和刑事局

在台北市萬華區一家餐廳將黃男逮捕，黃男供稱打工存錢，打

算兩年後向警方自首再返回中國大陸，但這可能是他的片面之

詞，因為中國大陸的法律結夥搶劫殺人致人於死可說是重罪，

甚至死罪難逃，已經在臺灣過活多年豈能會輕易面對峻法制裁。

而李女在前往移民署探視後，才獲悉男友竟是大陸連續殺人嫌

犯，李女擔心其遭遣返後，可能會被判處死刑槍斃，不禁放聲

大哭，但仍無法阻止移民署在桃園機場，將黃姓男子直接交由

大陸江蘇省公安廳人員帶回。 

 

對於該問題，兩岸的態度反較為一致，究其原因，仍在於兩岸

不承認對方法律。所謂死刑犯不引渡是指逃亡犯罪人根據本國法律

被判處死刑的情況下，被請求國因死刑而不引渡該逃亡犯罪人的規

則。依上述表述，判斷死刑犯的標準是「死刑犯本國法律」，對兩

岸而言，就是要依據對方法律可能判處死刑的刑事嫌疑犯。但當前

兩岸互不承認對方法律，不可能依據對方法律來進行判斷能否被判

                                                
241

 梁玉霞，中國區際刑事司法協助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166 頁。 
242

 http://www.nownews.com/2010/11/11/11490-2663493.htm （最後訪問時間 2012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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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死刑，所以，兩岸在能否適用死刑犯不遣返規則上的態度比較一

致。本文認為，從未來發展趨勢來看，死刑犯不遣返正逐漸成為當

前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一項基本規則。而且中國大陸對外簽訂的一

些引渡條約中，試圖採用間接的方式確認死刑不引渡規則，即不直

接提及「死刑」，同時又為被請求國保留以此為理由拒絕引渡的權

利243。隨著人道主義觀念與人權保障觀念的引入，我國刑罰朝向輕

刑化發展，死刑政策也向限制死刑乃至廢除死刑的方向進行。雖然

當前兩岸由於特殊的政治背景不宜採納該規則，但在未來兩岸關係

如能進一步正常化後，隨著人權保障的逐步發展，死刑犯能否遣返

問題必然會突顯出來。因此，本文認為，未來兩岸宜確立死刑犯不

遣返規則。 

 

5 己方人民不得遣返 

基於遣返具有引渡性質之定位，國內意見大都堅持該規則，認為

「臺灣人民或中國大陸人民在對岸犯罪後，逃回原住居地，從犯罪地

之一方，請求遣返人犯，基於己方人民不予協助之原則，被請求方得

拒絕遣返。但原住居國依屬人主義之原則仍得對原住居之人民，於域

外之犯罪，進行追訴，使僥倖之徒，不能因區界之屏障，逃脫法律之

制裁」244。中國大陸學者則觀點不一，如有些學者認為兩岸遣返不應

適用該規則：「為維護全社會的整體利益，一國內不適用本法域居民

不移交的原則，犯罪人居住地的偵查當局應當將其移交犯罪地偵查當

局處理245」；也有學者認為應當限制適用該規則：「絕對的不移交是狹

隘的和偏激的，不利於區際間的正常交往與流動，也會造成區際之間

管理上的隔膜，給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際。因此，可以有限適用本區

居民不移交原則246」。本文贊同兩岸應當適用己方人民不得遣返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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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風，引渡問題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 1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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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嶽承，前揭（註 226）書，第 119-1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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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進保，前揭（註 227）文，第 342 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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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從遣返的內涵分析，遣返與引渡不同，遣返僅將一個人送回其

出生地或國籍國的制度，並不涉及將本國或本地區人民送到國外的問

題。兩岸刑事犯遣返主要是解決在一方領域內犯罪而逃到對方領域內

之罪犯遣送問題；而引渡從理論上包括可以引渡請求國國民，也可以

引渡被請求國國民，甚至是居住在被請求國的第三國國民。因此，遣

返當然不涉及將己方人民遣返至請求方的活動。比較法上，普通法系

國家和大陸法系國家對該規則的態度截然不同，中國大陸和臺灣深受

大陸法系法制影響，兩岸在各自「引渡法」中都確立此規則247。既然

兩岸在各自法律中都確立了己方人民不遣返規則，兩岸刑事犯遣返對

象也不可能涵蓋己方人民。其次，由於兩岸刑事法律制度存在較大差

異，基於保護己方人民的考慮，兩岸也會建立較為嚴格的己方人民不

遣返規則。事實上，引渡制度中確立本國國民不引渡原則的另一重要

原因，就是對外國刑事司法程序的不信任，特別是在宗教觀念、政治、

法律制度不一樣的情況下，對外國刑事司法程序的不信任感就會更加

強烈。自 1949 年後，兩岸法律發展呈現相當大的差異，特別是在刑

事司法程序中，兩岸差異更大。我國受大陸法系國家以及近些年來的

人權保障運動影響甚巨，近年來受到聯合國公約之影響，更與國際刑

事司法原則接軌；而中國大陸的刑事司法程序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

雖逐步改革，但目前仍與國際刑事司法準則存在較大差異。如在 2011

年年初菲律賓遣返臺籍犯罪嫌疑人至中國大陸案中，我國除關注「國

格消亡」外，主要關注的就是中國大陸刑事司法程序能否保障臺籍犯

罪嫌疑人的基本訴訟權利，我國對中國大陸刑事司法程序的不信任感

躍然紙上。因此，兩岸在刑事犯遣返中宜採用己方人民不遣返原則。

但為了避免該原則可能給罪犯帶來不應有的不當庇護，兩岸應該借鏡

引渡制度中的「或引渡或起訴」規則而建立「或遣返或起訴」的適用

                                                
247

 大陸引渡法第 4 條第 1 款規定：「請求引渡之人犯，為中華民國國民時，應拒絕引渡。但該

人犯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在請求引渡後者不在此限。」；中華人民共和國引渡法第 8 條規定：「外

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的引渡請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拒絕引渡：（一）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法律，被請求引渡人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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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因此，許多國際條約普遍承認的「或引渡或追訴原則」應受重視，

聯合國 1988 年通過的「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第

8 條、2003 年正式生效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42 條第 3 及第 4

項等均有明文規定。刑事管轄權轉移，是國家間解決刑事管轄權衝突，

所發展出深入、完全的刑事合作，已被認為是國際刑事司法互助重要

的一塊，1972 年歐洲刑事訴訟轉移管轄公約對此有詳盡的規定。兩

岸間，未來可以考慮在「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加

入此一「或引渡或追訴原則」，當被請求方拒絕遣返時，應採行有效

的刑事訴追行動，請求方可考慮將刑事訴訟轉移管轄給被請求方，並

交付相關的證據資料等，讓被請求方順利進行刑事訴追，避免罪犯逍

遙法外。 

 

第三節 兩岸遣返刑事犯的基本要件 

由於兩岸刑事犯遣返涉及到兩岸的刑事立法、刑事政策以及人權

保障等問題，因此，兩岸刑事犯遣返需要具備一定的要件。基於前文

對兩岸管轄權以及兩岸刑事犯遣返仍應堅持雙重犯罪規則等前提，在

兩岸刑事犯遣返須具備如下三項條件：請求方對該刑事犯或刑事嫌疑

犯有管轄權、被遣返人具有重大的犯罪嫌疑和犯罪需達到一定的嚴重

程度。 

 

                                                
248

 「或起訴或引渡」=（拉丁語為 Aut Dedere Aut Iudicare），是由荷蘭國際法學家格老秀斯創

設，認為「 對於所有使一國遭受損害的犯罪，受害國享有天然的懲罰權，罪犯躲藏地國家不應

妨礙這種懲罰權的行使，因而，它應當將罪犯移交給請求國以便使其受到懲罰，當它不能這樣做

時，則應當作出另一選擇：自己懲罰該犯罪人。」見黃風，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規則與實踐，北

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14 頁。「 或起訴或引渡」主要針對的是政治犯罪、軍事犯罪、本

國居民犯罪等不可引渡的犯罪。兩岸如果建立「或遣返或起訴」規則的話，如前所述，當然不能

適用於政治犯罪、軍事犯罪等具有較強政治性的犯罪，主要適用於普通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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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求方對該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有管轄權 

海峽兩岸相互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在程序上的一個前提就

是，請求方對該案有刑事管轄權。海峽兩岸刑事管轄權問題由於其敏

感性，一直為兩岸官方所迴避。但隨著兩岸刑事司法合作的發展，兩

岸刑事管轄權問題逐漸成為兩岸專家學者熱議的重要話題。如從字面

上看，「金門協議」和「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都

未提及管轄權問題，但兩岸合作打擊犯罪或遣返刑事犯的基礎仍在於

兩岸各自擁有刑事管轄權，否則就無合作可言。因此，兩岸遣返刑事

犯或刑事嫌疑犯的首要條件就是請求方對該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擁

有管轄權。 

 

以一般刑法採取的屬地管轄原則，係指以地域為標準，凡是在

本國領域內之犯罪，不問犯罪者之國籍，均適用本國之刑法，這是

世界大部分國家行使刑事管轄權之最基本原則。所謂屬地原則 

(Territorialitätsprinzip)，又稱領域原則（Gebietsgrundsatz），係指凡在

本國領域內發生的犯罪，不論行為人或被害人是本國人或是外國人

或是無國籍人，亦不問行為人違犯何種犯罪與侵害何種法益，均應

適用本國刑法處斷，以維護本國秩序249。屬地原則以國家領域範圍

作為刑罰權之界限，其意義最能符合主權原則及國家平等原則之要

求，且不會侵犯到其他國家的主權。此外，行為人於犯罪地接受當

地法院依照內國刑法審判，不但對公眾與被害人來說，甚至對行為

人而言，都是最符合正義之要求。又，屬地原則亦較能滿足實務上

之證據調查需求，並滿足訴訟經濟利益250。因此，刑法適用法係以

屬地原則作為最主要的原則。我國刑法第 3 條前段「本法於在中華

民國領域內犯罪者，適用之」的規定，即是以屬地原則作為刑法效

                                                
249

 Satzger, Internationales und Europäisches Strafrecht, 4. Aufl., 2010, § 4 Rn. 5. 
250

 王效文，刑法適用法之規範性質與原則，成大法學，第 10 期，2005 年 12 月，第 1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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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所及之主要範圍。在此有疑問的是，中國大陸是否為「中華民國

領域內」？ 

 

在目前的現況下，中華民國之領土及於臺灣、澎湖、金門、馬

祖、綠島、蘭嶼及附屬島嶼等，並無疑問。至於中國大陸地區是否

亦屬於此之「領域」，則有高度爭議。有採否定見解者，認為依照

國際法的通說，領土係指「一國得據以事實存在並行使國家主權及

法律權力之特定領域」，依此一國際間通行的領土規範方式，中華

民國之領土自然不及於中國大陸與外蒙古，而上述二領域亦如國際

間的一般認知分別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及蒙古共和國之領土。中華

民國政府之行政部門單方面對外宣稱中國大陸及外蒙古屬於中華民

國之領土顯然亦是不合國際現實及國際法的規範，蓋自 1949 年以後

中華民國便未曾於上述兩領域內行使過分秒的領土主權，單方面的

宣示在國際法上並無任何的拘束力，亦當然不會影響這些領土的主

權歸屬251。 

 

相對於此，憲法上唯一可以掌理國家刑罰權訴訟，並依據刑法

處罰人民之法院，向來見解卻認為「大陸地區猶屬我國領域，並未

對其放棄主權」，即以最近之最高法院判決，依然如此，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7667 號判決即認為：「中華民國憲法第 4 條明文：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

更之。」，而國民大會亦未曾為變更領土之決議。又中華民國憲法

增修條文第 11 條復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

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且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 條第 2 款更指明：「大陸地區：指臺灣

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均揭示中國大陸仍屬我中華民國之

                                                
251

 請參見釋字第 328 號聲請釋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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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土；同條例第 75 條復規定：「在中國大陸或在中國大陸船艦、航

空器內犯罪，雖在中國大陸曾受處罰，仍得依法處斷。但得免其刑

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據此，大陸地區現在雖因事實上之障礙

為我國主權所不及，但在中國大陸犯罪，仍應受我國法律之處罰，

即明示中國大陸猶屬我國領域，並未對其放棄主權。」 

依照目前最高法院的向來實務見解，在中國大陸或在中國大陸

船艦、航空器內犯罪，仍係依據屬地原則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

其主要理由係認為：中華民國憲法第 4 條明文：「中華民國領土，

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而國民

大會亦未曾為變更領土之決議。又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1 條

復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

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且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 2 條第 2 款更指明：「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

民國領土。」，在在揭示大陸地區仍屬我中華民國之領土；同條例

第 75 條復規定：「在大陸地區或在大陸船艦、航空器內犯罪，雖在

大陸地區曾受處罰，仍得依法處斷。但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

行。」。據此，中國大陸現在雖因事實上之障礙為我國主權所不及，

但在中國大陸犯罪，仍應受我國法律之處罰，即明示中國大陸猶屬

我國領域，並未對其放棄主權252。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

且國民大會亦未曾為變更領土之決議中華民國憲法第 4 條明文：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

更之。」，而國民大會亦未曾為變更領土之決議。 

在比較法上，二次戰後分裂為東西德的法制狀態，可以作為重

要的比較依據。德國刑法第 3 至 9 條規定德國刑法的空間與對人的

效力。純從理論上而言，立法者可以乾脆將德國刑事司法的效力及

於全世界，亦即均具有管轄權。但由此而生的現實問題在於，事實

                                                
252

 見解摘自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6412 號判決。此一看法，應係實務界對此問題之主流看

法，參見 89 年度台非字第 94 號、90 年度台上字第 705 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766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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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刑罰權實踐的可能性。如果如此，檢察官基於法定原則的要求，

對於所有犯罪必須實施偵查，勢將造成一過度之負擔。此外，此舉

也容易導致干涉他國司法政策，甚至侵害他國主權而引起國際上主

權的紛爭。因此，德國刑法第 3 條「國內」之解釋，是一個功能性

的概念（ein funktioneller Begriff），其範圍是德國刑法基於其國家

統治權能有效主張其秩序功能（Ordnungsfunktion）的範圍253，其

他不論是憲法上，基於國際局勢或政治現況等所為之主張，或其他

法律，甚至條約等此之定義，不見得就要如法炮製，原封不動的逕

自拿來指導、支配刑法之解釋。任何國家在制定刑法時，必須從法

益保護的考量作為出發點，作為刑法適用法之主要原則的屬地原則，

其立論基礎就在於一方面內國對其高權行使範圍內之犯罪負有制

裁之主要責任，另方面內國必須因此放棄在國境領域外之犯罪的刑

罰，其理由係該領域有外國行使其包含刑罰權在內之公權力。據此，

基於各種原因，當某國已長期停止對某區域行使高權時，自無法在

承擔起維護該區域法秩序之主要責任，即其刑法適用範圍必須受到

限縮254。據此，由於中國大陸已長期為我國高權所無法行使，自不

應解釋為在我國刑法屬地原則之適用範圍內，作為刑法屬地原則基

礎之「中華民國領域」，亦應在此目的下加以解釋，而無須依附在

複雜的兩岸在憲法或國際法上之地位問題。 

 

基於以上論述，本文認為，無論是憲法第 4 條「中華民國領土，

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無法提供

刑法屬地原則下「領域」之範圍大小，事實上，自憲法增修條文後，

兩岸分治的現況已經承認，縱使認為刑法的解釋應該與憲法齊步，

亦應有所修正。至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 條第 2

款雖指明：「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揭示

                                                
253

 BGHSt 30. 1. 
254

 Sch/Sch-Eser, StGB, 28. Aufl., 2010, vor §§ 3-9 Rn.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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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仍屬我中華民國之領土，但這一規定應該在此條例之立法

目的「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下解釋，發生在大陸地區之

犯罪，多數與「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無關，故依此規定認為

法律已明定刑法上中華民國領域包含大陸地區，實屬牽強。 

 

最高法院一方面認為，中國大陸現在雖因事實上之障礙為我

國主權所不及；但另方面又主張在中國大陸犯罪，仍應受我國法律

之處罰，即明示中國大陸猶屬我國領域，並未對其放棄主權。事實

上，刑罰權係主權之一部分，既然我國主權因事實上之障礙而不及

大陸地區，就應在該障礙排除前，承認我國刑法效力之界限僅及於

臺灣。至於我國對於中國大陸是否要放棄或恢復主權之行使，乃屬

高度政治層次之國家方向議題，無須做為刑法相關規定解釋之圭臬。

縱使在刑法解釋上將中華民國領域限縮在臺灣地區，亦不等於解答

兩岸間之複雜政治爭議與相關國際法及憲法上之主權問題255。亦即，

包含中華民國領域概念在內之刑法概念解釋，必須考量的是刑事政

策需求與刑事司法之可實踐性，無須過度牽扯到政治與其他法律之

制定目的與相關解釋。以現實面言，2009 年兩岸之海協會與海基

會已簽訂「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由此一協議

內容可知，實質上我們已經承認對岸統治者對中國大陸具有刑法高

權，否則無須與對岸互助共同打擊犯罪，甚至於更進一步的到達司

法互助以追訴犯罪之階段。基於以上原因，最高法院長期以來所持

的刑法第 3 條「中華民國領域」概念之解釋，應予修正，即認為中

國大陸不在中華民國刑法屬地原則之適用範圍內。 

在適用上，由於犯罪地有行為地與結果地之分，行為地與結果

地若均在本國領域之內，則屬地原則的適用，不生問題。惟在「隔

地犯」(Distanzdelikte)情形，也就是只有行為地，或只有結果地在

                                                
255

 請見大法官釋字第 328 號解釋理由書，其認為「國家領土範圍之界定，純屬政治問題；其界

定之行為，學理上稱之為統治行為，依權力分立之憲政原則，不受司法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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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領域內者，則屬地原則的適用，究應就行為地，抑或就結果地

而做認定，則不免發生爭論。為了避免適用法律時的爭論，本法特

設「犯罪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

領域內犯罪。」(第 4 條)的規定，而採所謂的「無處不在原則」

(Ubiquitätsprinzip)
256。因此，無論是行為地或是結果地，只要其中

有一個在本國領域內者，即視為在本國領域內犯罪，而應適用本法

處斷。又，對於不作為犯之行為地解釋，德國刑法第 9 條第 9 項規

定，認為行為人應作為而不作為之時，應作為之地點為犯罪地；若

係未遂犯情形，則依照行為人所想像預期之結果發生地點亦屬犯罪

地；犯罪參與情形，則參照德國刑法第 9 條第 2 項第 1 句之規定，

除了正犯之行為地與結果地為犯罪地外，共犯作為之地點，以及在

不作為參與情形，共犯應作為卻不作為之地點，皆為行為地257。依

判例見解，認為行為人的行為雖然著手實行於本國領域外，但是因

為其所違犯的行為係屬繼續犯，行為人返國後，其違法狀態持續至

本國領域內，故其行為地仍應認定為在本國領域內，而不得以其行

為地係在外國，而其所犯之罪，依本法第 6 條與第 7 條的規定，而

無本法的適用258。 

 

二、被遣返人具有重大的犯罪嫌疑 

刑事犯遣返是一項帶有嚴厲國家高權的活動，稍有不慎就有可能

給當事人基本人權，例如人身自由、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名譽或財產

造成損害。因此，遣返工作必須慎重，一般要求請求方提供相應的證

                                                
256

 王效文，前揭（註 252）文，第 117 頁。 
257

 蘇俊雄，刑法總論(I)，1995 年，第 302 頁；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上)，第三版，2006 年，第

71 頁；王效文，前揭（註 252）文，第 118 頁。 
258

 參閱最高法院 70 台上字第 5753 號判決：「上訴人辯稱其犯罪地點在美國，依刑法第六條、

第七條規定，不適用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處罰，經查上訴人違反監護權人即自

訴人之意思，擅將陳某帶回臺灣定居，所犯和誘罪為繼續犯，其侵害自訴人監護權之犯罪行為至

提起自訴時仍在繼續中，依刑法第四條規定犯罪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

華民國領域內犯罪，上訴人犯罪行為既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自得依刑法規定追訴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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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證明其存在重大的犯罪嫌疑才可予以遣返。如臺灣「海峽兩岸緝捕

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作業要點」第 4 條規定：「請求書（附件一）

應記載下列事項：……（四）案情摘要：1.犯罪事實摘要、證據並所

犯法條。2.目前偵審情形……」 「金門協議」和「海峽兩岸共同打

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雖然規定了遣返的對象為「刑事犯或刑事嫌

疑犯 」，但並未明確此處「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的證明要求與本

區域內對「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證明要求是否一致。有認為，處理

跨境犯罪比境內一般犯罪案件應當更加慎重，切不可捕風捉影、亂施

強制而給這項活動造成負面影響。259本文認為，被遣返人具有重大的

犯罪嫌疑方可遣返，在審查上，雖然不必如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內嚴

格證明法則「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採證據裁判及自白任意性等原則。

刑事訴訟法據以規定嚴格證明法則，必須具證據能力之證據，經合法

調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信心證，始能判決

被告有罪」一般的要求，但如同刑事訴訟法第 251 條檢察官應提起公

訴之標準「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應是兼顧人權保障下可採的標準。 

 

三、犯罪需達到一定的嚴重程度，確有遣返實益 

首先，遣返除具有實現各法域管轄權之作用外，還在於有效阻嚇

跨境逃跑行為。現代刑法一般具有雙重目的，即特別預防和一般預防。

所謂一般預防，就是通過對犯罪人的懲罰，有效防止尚未犯罪的人實

施犯罪。兩岸刑事犯遣返也具有相類似的目的，除有效打擊跨境逃跑

罪犯之外，還希望能夠阻嚇尚未實施跨境逃亡的人跨境逃亡。從這個

意義上講，沒有必要對所有的跨境逃犯進行遣返，僅對較為嚴重的罪

犯進行遣返即可達到上述目的。其次，兩岸刑事犯遣返必然需要一定

的成本，如果只要涉及兩岸犯罪就予以遣返，成本問題將會成為兩岸

                                                
259

 馬進保，前揭（註 227）文，第 3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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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犯遣返的難題。雖然「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規定相互免除遣返產生的費用，但免除並不等於消除，這一費用仍然

需要兩岸分別承擔。而且隨著兩岸刑事犯遣返的逐漸上軌道，兩岸刑

事犯遣返數量必然會逐步增加，遣返成本也會急劇上升。如當前遣返

除採用海運模式外，新增加空運模式，空運遣返的費用以及人力成本

等都將會考驗未來兩岸刑事犯遣返工作。最後，雖然當前兩岸協議中

未規定該項內容，我方的「海峽兩岸緝捕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作

業要點」則隱含有嚴重犯罪或嚴重危害社會的要求。如第 6 條規定：

「法務部接獲大陸地區主管部門以請求書請求協助緝捕、遣返刑事犯、

刑事嫌疑犯時，應審酌是否符合下列事項，以為准駁：……（五）依

臺灣法令規定未涉嫌犯罪，而依據大陸地區規定涉嫌犯罪者，以事先

經雙方同意進行個案協助且對臺灣地區有重大社會危害為限……」此

外，當前遣返實務中，該項要求已成為一項慣例。如在 2009 年一次

大陸遣返臺籍刑事犯作業中，共有9名臺籍刑事犯被遣返回臺。其中，

有 7 人是因非法入境遭大陸方面查獲，其中劉姓及嶽姓刑事犯，分別

因妨害自由及詐欺罪遭臺灣通緝後潛逃，另 2 人則是在大陸觸犯詐騙

罪遭警方查獲後遣返回臺。260至於嚴重到何種程度，本文認為，我國

引渡法第 2 條兩項中，明確規定：「中華民國法律規定法定最重本刑

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者，不在此限。」可為參考。 

 

四、被遣返者不得正在本區域內進行司法程序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第 6 條第 2 項規定：

「受請求方已對遣返對象進行司法程序者，得於程序終結後遣返。」

雖然只有短短 26 個字，但該項事實上意義重大，因為該條實際上宣

                                                
260

 http://news.ifeng.com/taiwan/3/200905/0526_353_1176223.shtml（最後訪問時間 2012 年 11 月 9

日）。 

http://news.ifeng.com/taiwan/3/200905/0526_353_11762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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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了兩岸管轄權的相互承認，即相互承認對方司法機關對其所在地區

的管轄權，並承認其所進行司法程序的合法性。這對於化解兩岸管轄

權爭議應有所助益。當然，在現實上，該項的一些問題還需要釐清。

首先是「司法程序」的內涵。依據程序對象以及進行的不同，司法程

序約略可以劃分為刑事司法程序、民事司法程序和行政司法程序等。

此處之「司法程序」是僅指刑事司法程序，還是指包括各種司法程序

在內的？ 

 

本文認為，此處的「司法程序」應當包括刑事、民事以及行政司

法程序等在內。因為從「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本

身內容來看，這是一部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內容的司法互助協議，

「司法」並非僅指刑事司法，還包括民事、行政司法等程序在內。其

次，「司法程序」該如何認定？何謂「司法」，中國大陸學界對此似乎

意見不一，有些學者認為司法等同於審判，也有些學者認為司法有廣

義和狹義之分等；我國有學者認為司法等同於審判程序261。協議中「司

法程序」是否僅指審判程序？我方「海峽兩岸緝捕刑事犯或刑事嫌疑

犯作業要點」將其解釋的較為廣義，第 10 條規定：「若執行請求將妨

礙正在進行之偵查、起訴或審判程序，得暫緩提供協助，並及時向大

陸地區主管部門說明理由。」本文認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偵查程

序、審查起訴程序、審判程序以及執行程序均屬於刑事司法程序，但

如果發生「準備進行刑事司法程序」，亦即學界所稱「前偵查程序」

的情形，如一方已經發現遣返請求所指的犯罪的有關情況或者線索，

雖然尚未開啟偵查，但準備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或者是一方提請遣

返後，另一方認為雖然對方提請遣返所指的犯罪尚未發現，但對該案

件也有管轄權的情形。對此，應該嚴格依據協議的相關精神來處理。

協議明確規定「已進行司法程序」為暫緩遣返理由，即應以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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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蘇永欽，漂移在兩種司法理念間的司法改革：臺灣司法改革的社經背景和法制基礎，環

球法律評論，2002 年春季號。 



162 
 

開始點作為採用暫緩遣返之標準。大陸刑事司法程序啟動於偵查程序，

而偵查程序又始於公安機關的立案決定；我國並無類似之立案制度，

刑事司法程序起始於偵查程序，偵查開始源自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1 項「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因此，掌

握若干犯罪線索或情況並不必然意味著刑事司法程序的開始，尤其是

實務上所謂之「他字案」，原則上不能將其作為暫緩遣返的理由。最

後是「程序終結」的認定。偵查程序與審判程序的終結都較為明確，

但執行程序的終結點，特別是發生財產刑、褫奪公權以及社區矯正刑

等不需要監禁的刑罰。 

 

以刑事司法程序為例，如果審判程序終結後被告被判處自由刑和

財產刑，但該罪犯由於經濟困難無法履行財產刑，刑滿釋放後，財產

刑仍未執行完畢，那麼，該罪犯所處階段是否屬於「海峽兩岸共同打

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所稱的「程序終結」？本文為認為，「程序

終結」主要以監禁刑執行完畢為標準。「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

法互助協議」確立該條的目的主要為了保護雙方司法管轄權得到完整

實現，即通過雙方分別行使管轄權以避免雙方管轄權衝突。但兩岸遣

返必然是以兩岸合作為基礎，而且兩岸刑事司法合作本身也是兩岸刑

事管轄權協調或妥協的體現。因此，似乎沒有必要過分糾結於該問題，

只要雙方管轄權的主要方面得到實現即可。此外，「海峽兩岸共同打

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還確立了兩岸罪贓移交協助以及罪犯移管等

協助，也相當程度可以解決上述問題。 

 

第四節 遣返審查程序之檢討 

 

關於遣返刑事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8 條及

規定進入臺灣之中國大陸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治安機關得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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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出境。但其所涉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應先經司法機關之同

意： 

一、未經許可入境。 

二、經許可入境，已逾停留、居留期限。 

三、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四、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行為。 

五、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 

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已取得居留許可而有前項第三款至第

五款情形之一者，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於強制其出境前，得召開審

查會，並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一項大陸地區人民，於強制出境前，得暫予收容，並得令其從事勞

務。 

另「海峽兩岸緝捕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作業要點」第 6 條第 1 款

規定：「法務部接獲大陸地區主管部門以請求書請求協助緝捕、遣返

刑事犯、刑事嫌疑犯時，應審酌是否符合下列事項，以為准駁：（一）

受緝捕、遣返人為非臺灣地區人民。（二）受緝捕、遣返人並非軍事

犯、政治犯、宗教犯或認為有重大關切利益等特殊情形。（三）請求

內容符合臺灣地區法令規定。（四）執行請求不損害臺灣地區公共秩

序或善良風俗。（五）依臺灣地區法令規定未涉嫌犯罪，而依大陸地

區規定涉嫌犯罪者，以實現經雙方統一進行個案協助且對臺灣地區有

重大社會危害為限。（六）大陸地區主管部門書面承諾不得對遣返對

象追訴遣返請求以外之行為。」目前中國大陸並未就兩岸刑事犯遣返

審查的內容單獨予以規定，而是散見於公安部關於實施大陸與臺灣雙

向遣返工作的通知的諸項規定中，主要是對被遣返人員的基本情況

（是否屬於臺方人員）、遣返的理由（是否屬於「金門協議」規定的

遣返對象）和事實資料。至於臺灣方面所列的如政治犯和軍事犯不遣

返、本區居民不遣返、違背本區法規或善良風俗不遣返等規定，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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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並未列明。 

 

我國對於緝獲中國大陸人民之遣返以及收容等程序，不論在法制

規定或實務上，其實均面臨諸多之問題。無論是「金門協議」或「海

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和刑事司法互助協議」均避免使用「引渡」這一

通常國際法用語，且以行政機關審查程序為之。事實上，遣返以及為

順利遣返進行而不可或缺之逮捕和收容等，均影響人民基本權利極為

重大，尤其是人身自由、法官審查與訴訟權保障等，現行法制與實務

操作是否符合憲法及國際人權公約之要求，尤其是必要之司法救濟有

無提供等，其實頗有檢討之實益。 

 

一、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保障之釋憲實務 

人身自由乃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自由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提，

依據釋字第 384 號見解，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

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

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

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其所稱「依法定

程序」，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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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相關之條件。釋字第 443 號解釋理由書

內認為：「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 8 條規定即較為詳盡，其中

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

制。」，另大法官釋憲實務上，對於屬刑事被告人身自由部分，可說

是要求最為嚴格，釋字第 588 號中認為，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

「法定程序」，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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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須有法律之依據外，尚須分別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

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始得為之。此項程序固屬憲法保留之範疇，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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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而遽予剝奪；惟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之

人身自由限制，畢竟有其本質上之差異，是其必須踐行之司法程序或

其他正當法律程序，自非均須同一不可。由此可以看出對於刑事被告

最高度的要求。即便是非屬刑事被告，例如行政執行法關於「管收」

處分之規定，係在貫徹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於法定義務人確有履行

之能力而不履行時，拘束其身體所為間接強制其履行之措施，大法官

釋字第 588 號中也清楚認為，管收係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民身體自由

於一定之處所，亦屬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拘禁」，其於決定

管收之前，自應踐行必要之程序、即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審問，

並使法定義務人到場為程序之參與，除藉之以明管收之是否合乎法定

要件暨有無管收之必要外，並使法定義務人得有防禦之機會，提出有

利之相關抗辯以供法院調查，期以實現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 

 

釋字第 392 號解釋指出：「所謂『逮捕』，係指以強制力將人之

身體自由予以拘束之意；而『拘禁』則指拘束人身之自由使其難於脫

離一定空間之謂，均屬剝奪人身自由態樣之一種。至於刑事訴訟法上

所規定之『拘提』云者，乃於一定期間內拘束被告（犯罪嫌疑人）之

自由，強制其到場之處分；而『羈押』則係以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

為目的之一種保全措置，即拘束被告（犯罪嫌疑人）身體自由之強制

處分，並將之收押於一定之處所（看守所）。故就剝奪人身之自由言，

拘提與逮捕無殊，羈押與拘禁無異；且拘提與羈押亦僅目的、方法、

時間之久暫有所不同而已，其他所謂『拘留』『收容』『留置』『管

收』等亦無礙於其為『拘禁』之一種，當應就其實際剝奪人身（行動）

自由之如何予以觀察，未可以辭害意。」亦即依照大法官之見解，在

我國法制上，無論是逮捕、拘禁、拘提、羈押、拘留、收容、留置或

管收，均屬自由之剝奪。另釋字第 644 號中亦明確指出：「而上開規

定對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年施以收容處置或感化教育處分，均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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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虞犯少年於一定期間內拘束其人身自由於一定之處所，而屬憲法

第 8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拘禁』，對人身自由影響甚鉅，其限制是否

符合憲法第 23 條規定，應採嚴格標準予以審查。」。 

 

由以上綜合可知，我國憲法就人身自由剝奪措施設有雙重監控機

制，首先是憲法第 23 條對於基本權利一般性限制之控制，係憲法對

立法權於限制自由權利之基本要求，包括應遵守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

原則等，重點在制約立法，至於法律合憲與否則由大法官審查。其次，

是憲法第 8 條針對人身自由之特別程序要求，重在制約行政，並課法

院立即把關之責。相對於其他基本權利權條款的簡要規定，第 8 條卻

大費周章所花費的極多文字中，實看不出行政權得依其專業或自律自

為決定剝奪人身自由，而不需受司法立即監督之意旨。否則憲法就無

須特別於人身自由所設之「雙重限制或管制」，只要保留第 23 條，

將人身自由的程序保障，如同其他憲法人權條款，僅委由特別法律或

行政程序法補白即可。大法官釋字第 588 號中也清楚認為，管收係於

一定期間內拘束人民身體自由於一定之處所，亦屬憲法第 8 條第 1 項

所規定之「拘禁」，其於決定管收之前，自應踐行必要之程序、即由

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審問，並使法定義務人到場為程序之參與，

除藉之以明管收之是否合乎法定要件暨有無管收之必要外，並使法定

義務人得有防禦之機會，提出有利之相關抗辯以供法院調查，期以實

現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 

 

基於上述，司法院大法官歷來關鍵性的解釋與憲法第 8 條正當法

律程序制約或保障範圍可歸納如下： 

    (1) 就主體而言：行使剝奪人身自由措施之公權力主體之「司法

機關」，指的不僅是法院還包含檢察機關。所稱之「警察」則不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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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法意義的形式警察，尚及於法務部行政執行處等實質意義的警察

（釋字第 392 號及第 588 號解釋參照）。 

    (2) 就對象而言：憲法第 8 條保障之對象不以犯罪嫌疑人或刑事

被告為限，尚及於非刑事案件之關係人，例如違警人、流氓、被管收

之人、虞犯少年等（釋字第 166 號、第 384 號、第 523 號、第 588 號、

第 636 號、第 644 號解釋參照）。 

    (3) 就措施而言：剝奪人身自由之措施不以憲法第 8 條所稱的逮

捕、拘禁為限，只要是構成人身自由受剝奪者皆屬之，例如拘提、羈

押、拘留、收容、留置、管收等，因而未可以辭害義（釋字第 392 號

解釋參照）。 

    (4) 就目的而言：未問公權力措施發動之目的或動機是否良善，

且不以「合法」與「非法」逮捕拘禁之分，作為得否向該管法院聲請

提審之別（釋字第 392 號解釋參照）。 

    (5) 就程序而言：法院介入人身自由之保障，是指干預措施之前

或之中，藉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審問，使關係人能獲合法聽審，

由法院作成事前同意或事中認可，以防止行政恣意濫權之「法官保留」，

並非指嗣後一般訴願或行政訴訟權行使之司法審查而言。 

 

二、國際人權公約的標準 

人身自由之保障，屬於國際人權公約之重要內容。國際人權公約

中，最重要的保護機制是針對法官事前、事中或事後迅速介入審查人

身自由干預合法性之一般或具體規定。有關一般性規定者，例如公民

政治與權利公約第 9 條規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人，應

被迅速移至法官處。（第 3 項）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剝奪自由之人，

有權向法院提起訴訟，由法院不遲延地決定拘禁措施的合法性。（第

4 項）」另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揭示：「人人享有人身自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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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權利」，其下更明定五款（種）得依法定程序剝奪人身自由之

情形，其中有三款之規定指涉「非犯罪嫌疑人」，包括第 4 款：「為

實行教育性質監督目的或為送交有權之法定當局而對未成年人合法

拘禁。」第 5 款：「為防止傳染病蔓延之目的，及對精神病患、酗酒

者、吸毒者或遊民之合法拘禁。」第 6 款：「為防止未經許可進入國

境或為驅逐出境或需引渡而採取合法逮捕或拘禁。」依同條第 3 項規

定，雖就前揭三款情形未採取如德國法制之嚴格要求公權力機關主動

移審，退而求其次，適用同條第 4 項規定：「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剝奪

人身自由的任何人，有權依司法程序，請法院立即對措施的合法性作

出決定，措施若非合法，即應下令釋放。」賦予被剝奪人身自由者，

有隨時請求法院儘速就措施合法性為決定之請求提審權。立刻送交法

官規定之歷史淵源可溯及自 1679 年之 Habeas Corpus，人民只有在法

官下令的條件下，始遭受逮捕，並且要在 3 日之內，將犯罪嫌疑人移

送至法院。此一權利保障人民不受國家恣意或是違法的侵害人民自由，

而由法院進行審查的建制正是法治國原則的具體表現。當遭受逮捕之

人民無法立刻獲得釋放者，該人民即有權要求送至法官面前。送交法

官以及由法官對之審查等並非基於人民之要求方始進行，而是國家機

關必須依職權進行之。關於「不容遲延的」的判斷，並沒有一個固定

的期間，而是根據個案的情況決定，但比第 3 項「適當期間」及第 4

項「於短期內」等較為嚴格。在歷年來的判決中，人權法院曾認為(1) 

4 日 6 個小時才移送至法院已經過遲，(2) 2 日之內尚符合此一要求，

(3) 超過 4 日只有在例外情況方被接受，(4) 如果長達 8 日才移送至

法院，無論如何均屬太遲，即使在對恐佈分子的偵查程序亦然262。至

於解送之對象，除了法官之外，尚包括其他法律授權執行法官任務者

亦屬之。對於其他執行法官任務者的資格，除了其獨立性受到保障之

外，歐洲人權法院尚要求其必須有權就所有有利或不利於羈押的情況

                                                
262

 Meyer-Ladewig, Konvention zum Schutz der Menschenrechte und Grundfreitheiten, 2002, S. 80 

Rn.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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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能審查，以及按照法律之標準對之決定羈押或是釋放等始可。送交

至檢察官、有權調查之公務員或是軍人等，均不符合公約之要求。 

 

凡此與我國憲法第 8 條第 2 項、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人民因

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

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並至遲於 24 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

問。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 24 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

法院對於前項聲請，不得拒絕，並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機關查覆。逮

捕拘禁之機關，對於法院之提審，不得拒絕或遲延。人民遭受任何機

關非法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聲請追究，法院不得拒絕，

並應於 24 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依法處理。人民得請求該

管法院提審，法院不得拒絕或遲延」之意旨可說大致相符。 

 

三、德國相關法制 

德國就人身自由剝奪之法院審理程序，係採嚴格的高標準。德國

基本法第 104 條第 2 項規定：「人身自由剝奪之許可及延續，僅得由

法官決定之。未經法官指令所為之人身自由剝奪，應立即提請法官決

定。」德國基本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2 句僅簡略規定；「人身自由不受

侵害」，而將相應規定刻意置於第九章司法（第 92 條至第 104 條）

之下，其目的就是要將人身自由剝奪的防弊任務交給法官。至於基本

法所謂之人身自由剝奪（Freiheitsentziehung），係指違反當事人意願

或當事人陷於無意識狀態時，以公權力將之置於封閉之機構或處所之

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進一步將「人身自由剝奪」具體化為，以國家

公權力完全阻絕人民朝各種方向為身體移動自由（ korperliche 

Bewegungsfreiheit）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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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德國尚將人身自由之干預（Eingriff），依其程度之強弱

分為前述的「剝奪」以及干預程度較輕之「人身自由之限制」

（Freiheitsbeschrankung）。後者係指違反當事人意願以公權力阻止人

民前往可得出入的特定地點或暫將之留於一地點之謂，例如警察施行

臨檢、盤查等確認身分措施時，將人民「留滯」在一定地點，釋字第

535 號解釋稱之為「干預、影響人民行動自由」之措施。人身自由之

剝奪與限制之首要區別，是空間的觀點，即令停留之地點是否為「封

閉空間」。至於人身自由之限制的時間若過長或所採方式被評價為嚴

重（als schwereste Form），也會因違反比例原則而被轉換成為人身

自由的剝奪263。至於，人身自由剝奪與限制之區別，遇法律未明定而

有爭議時，仍由法院視個別情況作最後決定。兩者區分的實益是在程

序保障之寬嚴，人身自由之剝奪需由法官介入審問，人身自由之限制

則得免除法官介入程序，而由立法者加強組織與程序的明確規定，例

如責由職級較高之行政官決定之「長官保留」制度。就以警察職權行

使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為例：「依前項第 2 款、第 3 款之方法顯然無

法查證身分時，警察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帶往時非遇抗拒

不得使用強制力，且其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三小時，並應即向該管

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及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警察不得將人

民置於「封閉處所」，並應踐履告知與通知義務，且向特定上級機構

報告，藉此「長官保留」、「三小時之限制」以及踐行告知義務等，

換取法官不介入之空間。至於留置時間之上限，仍需由立法機關視不

同狀況為明確規定。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第 1 庭第 1 分庭於 2011 年 3 月，曾針對警察

為確認人民身分，將人民攜往警所數小時（19 時 35 分至凌晨 1 時 30

分）之管束（Ingewahrsamnahme）措施之憲法訴願案，宣告 Hamburg  

                                                
263

 BVerfGE 94, 166 (198).;105, 239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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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法院之裁定違憲。因為邦法院附和警察機關的主張，認前揭警察措

施僅是行政「直接強制措施」（umnittelbarer Zwang） ，無關基本法

第 104第 2項之人身自由剝奪，亦與刑事訴訟法第 127條第 2項之「暫

時逮捕」（vorlaufige Festnahme） 無涉，不必適用「法官保留」原

則。因查證身分需要將人民攜往警所之措施（Mitnahme zur 

Dienststelle），一般皆被定位為人身自由之限制264，聯邦憲法法院卻

於此案予以駁斥，認為該措施的強度與時間持續的長度確已構成人身

自由之剝奪，廢棄原判決發回邦法院，責令就該案中法院提審之必要

性及相關組織、程序保障要件及措施合比例性等，重為裁判265。這裡

清楚揭示，在德國就人身自由剝奪中採「法官保留」是當然的正當程

序，作為監督者的法官尚且會以程序理由去規避案件實體審理，何況

是行政機關。 

 

在引渡外國人出境部分，德國法制有相當完整的規定，即便是對

外國人遣送出境，若有必要，得對外國人採取收容措施

（Abschiebungshaft），其效果與拘禁、留置等實質對人身自由拘束

之效果相同。此收容的形式有二：一為準備性收容（Vorbereitungshaft）；

另為確保性收容（Sicherungshaft），無論是準備性收容還是確保性收

容，均需得到法官下令始許可。另有鑑於確保人身自由之重要性，除

刑事訴訟法內對刑事被告各種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之要件及程序等，

均有詳盡之規定外，德國於 1950 年即制定剝奪人身自由法院程序法

（Gesetz uber das gerichtliche Verfahren bei Freiheitsentziehung）266，

對於所有行政機關執行法律涉及剝奪人身自由之情形，予以統一式的

規定其各種程序事項，最重要者，即為法院之審核以及救濟。該法之

                                                
264

 Gusy, in: v. Mangoldt/Klein/Starck: Das Bonner Grundgesetz, Kommentar. 5 Aufl., 2005. Art. 104 

Rn. 23; Muller-Franken, in Stern/Becker: Grundrechte-Kommentar, 2010 Art 104. Rn. 35. 
265

 Beschluss der 1.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8. Marz 2011 – 1 BvR 47/05.Europaische 

Grundrechte Zeitschrift, 31. Aufl., 2011, 38.Jg. Heft 13-15, S.412. 
266

 本法一直施行至 2008 年底，之後以一次包裹立法方式將其規定內容化整為零，視需要分別明

確規定在個別法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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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規定：「自由剝奪，乃指在違背特定人意願或當其無意識之情

形下，將此特定人安置於司法執行機構、監獄、封閉之看守機構、封

閉的救濟機構、封閉的醫療機構或醫療機構的封閉部分。（第 1 項）

被安置者若仍處於親權管教、監護之下，或因行為能力欠缺而受養護

之下，其個人事務之意見表示，原則上由法定代理人行之。（第 2 項）」

第 3 條：「人身自由之剝奪僅得由主管行政機關聲請，依區法院之指

令行之。其程序適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但本法有特別規定者，不在

此限。」第 5 條：「法院應聽取將被剝奪自由者之意見陳述，其依傳

喚仍不到庭者，得令強制到案。（第 1 項）依醫師鑑定，認為聽審有

害被提審者健康狀況，或被提審者罹患傳染病防制法之傳染病者，得

不予聽審。於上述情形，被提審人就其個人事務若無法定代理人，亦

未延請律師者，由第四條之管轄法院指定程序中之照護人。於為被安

置人指定照護人前，即得聲請暫時處分。（第 2 項）將被剝奪人身自

由之人有法定代理人者，應聽取代理人之意見。若其仍在雙親管教權

下，應聽取父母雙方之意見。已婚者，若非長期分居，應聽取配偶之

意見。若聽審有重大障礙或需過度花費時，得不予聽審。此亦適用於

生活伴侶（Lebenspartner）。（第 3 項）將特定人安置於封閉式的醫

療機構或安置於醫療機構的封閉部分，必須聽取醫事專家的意見。行

政機關提出安置之請求時，應附送醫生的鑑定書。（第 4 項）」第 7

條第 1 項：「不服法院決定者，得立即提出抗告。」第 13 條：「非

依法院指令所為涉及人身自由剝奪之行政措施，主管機關應即送請法

院裁定。若依第 6 條或第 11 條之法院裁定，未於剝奪人身自由翌日

之末前作成者，應即釋放被安置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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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我國歷年來司法院釋字對於人身自由保障建立的釋憲實務以及

國際人權公約之標準，必須： 

(1) 刑事被告需受到最大之保護，相關程序必須受到最嚴格之合憲性

審查； 

(2) 非刑事被告部分，例如管收係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民身體自由於

一定之處所，亦屬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拘禁」，其於決定管

收之前，自應踐行必要之程序、即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審問，

並使法定義務人到場為程序之參與，除藉之以明管收之是否合乎法定

要件暨有無管收之必要外，並使法定義務人得有防禦之機會，提出有

利之相關抗辯以供法院調查，期以實現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而前

述國際人權公約中，皆針對法官事前、事中或事後迅速介入審查人身

自由干預合法性之一般或具體規定。 

 

無論是「金門協議」或「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和刑事司法互助

協議」，雖均避免使用「引渡」這一通常國際法用語，但事實上，這

裡所涉及之對象是「刑事犯」以及「刑事嫌疑犯」，已經是我國憲法

第 8 條人身自由保障之核心範圍，即便其法源依據係現行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8條之強制出境，但其所賦予之程序保障，

亦即該條第 2 項：「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已取得居留許可而

有前項第 3 款至第 5 款情形之一者，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於強制其

出境前，得召開審查會，並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僅由行政

機關「得」召開審查會，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等保障機制，已

經與憲法以及國際人權公約相距甚遠。另如同條第 3 項：「第一項大

陸地區人民，於強制出境前，得暫予收容，並得令其從事勞務。」；

第 5 項：「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涉及刑事案件，經法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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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責付而收容於第三項之收容處所，並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

其收容之日數，以一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或刑法第四十二條第三

項、第六項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等，就剝奪人身自由之收容程序

是否正當267、是否由法院審理、收容期限以及救濟程序等，均不符合

憲法人身自由保障的最低度保障，應儘速修法改進。 

 

 

                                                
267

 可參考司法院釋字第 396 號所提出之標準：「則其機關應採法院之體制，且懲戒案件之審議，

亦應本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對被付懲戒人予以充分之程序保障，例如採取直接審理、言詞辯論、

對審及辯護制度，並予以被付懲戒人最後陳述之機會等，以貫徹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

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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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 

   

論述及此，以下整理本研究團隊對於引渡逃犯與人員遣返制度之

觀察與建議： 

 

一、引渡之概念與要件： 

    引渡乃一國（被請求國）應另一國（請求國）之請求，所對犯罪

者進行的刑事訴訟程序，其目的是為使罪犯承擔刑事責任，或者對他

們執行判決，而所採取的司法互助行為。引渡作為一種不同國家間刑

事司法互助合作，其進行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對此，各國法律主要

規定了兩種方式：一是要求以互惠為基礎，即要求請求國曾經提供或

承諾提供對等的引渡合作；二是要求以引渡條約關係為基礎，即要求

請求國與自己締結了專門的引渡條約。 

 

二、引渡之程序： 

從引渡請求的提出到引渡執行完畢，各個程序均有不同的規則和

要求。由於各國法律制度有所差異，條約內容以及各國的內國法律規

範不一，實際的引渡程序並不一致。一般而言，引渡的程序可以分為

「引渡請求的提出」、「為引渡而採取之強制處分」、「引渡審查」和「引

渡的執行」等。 

 

三、引渡基本原則： 

  為了確保引渡順利進行，長期以來在國際實務中逐步形成用以規

範與限制國家間引渡行為的原則。諸如：雙方可罰原則、特定性原則、

政治犯不引渡原則、本國國民不引渡原則、死刑不引渡原則、或引渡

或起訴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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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法之引渡程序： 

    美國有關國際引渡的程序可以分為兩大類型，首先是自美國引 

渡人犯於他國接受審判；其次則是自他國引渡人犯於美國接受審判。

對於前者，美國採取行政權與司法權雙重審查模式，其司法審查乃規

定在聯邦法中（18 U.S.C），惟條約中若有不同之規定將以條約為優

先。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條約會優先於內國法而適用，再加上各條約

所規定的引渡程序亦有所不同，因此在相關引渡程序的細節上，美國

迄今仍未加以統一。至於後者，則並非本研究團隊關注之議題。 

 

1、引渡程序的開啟與進行 

引渡之請求，並無固定形式，但仍屬於正式的外交請求，所以 

必須由請求國相應之機關向美國國務卿提出，請求者並不限於具有外

交官身分之人，只要請求國有充份授權即可，惟於實務運作中，向美

國提出引渡請求者均具有外交官身分。美國國務卿於收受引渡請求後，

得提出備忘錄於法院，惟此實務上並不常見，且亦非司法聽證程序之

必備要件。在實際運作上，通常是由請求國負責機關開啟此等司法程

序，但於美國則是由各請求對象所在地區之檢察官為之，若引渡對象

之所在地不明，則會由聯邦法院管轄區之哥倫比亞地區檢察官為之。

引渡的司法審查程序乃根據 18 U.S.C 由對象所在地區之檢察官為之，

此種司法程序得由聯邦司法官（Magistrate）加以審理，且當事人並

沒有上訴的權利。然而，當事人可以透過聲請人身保護令（Writ of 

Habeas Corpus），對法院審理結果表達不服，藉此重新審理相關法律

或事實問題。若聯邦地方法院拒絕該人身保護令之請求，當事人得向

巡迴法院提起上訴。 

 

2、司法聽證程序 

    聽證程序本質上並非刑事程序，因而聯邦證據與程序規則在此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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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但法官得於個案中基於裁量而類推適用之。聽證程序並非用

以審酌當事人有罪與否，因此於聽證程序中當事人容許提出之證據乃

有所限制，且不適用傳聞法則。法院於聽證程序中，主要乃審查以下

事項： 

(1) 美國與請求國間是否存在有效之引渡條約； 

(2) 當事人是否為引渡請求之對象； 

(3) 所犯罪名是否屬於可得引渡之罪名； 

(4) 所犯罪名是否符合雙重可罰原則； 

(5) 是否有相當理由相信當事人違犯該犯罪； 

(6) 是否有充分且可信之證據支持相當理由之認定； 

(7) 根據美國法律與條約所提出的相關文件均已翻譯且經由美 

國領事認證； 

(8) 其他條約之要求與法律規定之程序均已滿足； 

(9) 並未有條約或立法禁止引渡。 

 

     3、美國法上引渡之替代機制： 

         有時基於政治因素或法律規定，而無法採用正式引渡程序，此時 

必須運用引渡之替代機制。我國目前因政治因素，無法與美國簽署任

何具國際法效力的引渡條約，我國若要從美國引渡人犯回台受審，或

美國要自我國引渡人犯回美國受審，目前只能從非屬正式引渡程序的

其他方法進行。此等引渡替代措施包含移民程序、非法綁架與移轉刑

事管轄權。 

     

     五、歐盟國家引渡制度： 

     歐盟國家之間開展引渡合作的法源，主要包括多邊公約、雙邊

條約或安排及各國的國內法。歐盟在簡化引渡程序方面，最具里程碑

意義的舉措鮮明地表現在 2002 年的關於歐洲逮捕令及成員國間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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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的框架協議中。根據該框架協議，歐盟一成員國為追訴或執行刑

罰之目的發出、要求另一成員國逮捕或移交被請求人的歐洲逮捕令，

應視為緊急事件而得在另一成員國加以執行。此規定不僅將傳統引渡

實務中被請求國的審查程序簡化為只進行司法審查，對審查時限也有

較為嚴格的要求，從而相當程度的簡化及加快了引渡程序的進行。 

 

六、歐盟與非歐盟國家間的引渡： 

     歐盟與非歐盟國家間的引渡，可以包括歐盟成員國個別與非歐

盟國家間引渡以及歐盟整體與非歐盟國家間的引渡兩方面。歐盟成員

國作為主權國家，可與非歐盟國家自主地開展引渡合作。根據各自國

內法規定，歐盟各國與非歐盟國家開展引渡合作有多種形式。而歐盟

作為一個區域性國際組織，亦屬國際法主體，得與其他國家或組織締

結條約。對此，非歐盟國家可通過與歐盟整體締結引渡條約而取得與

歐盟成員國相當或類似的地位而參與引渡事宜。 

 

七、現存困境之突破： 

     由於我國與世界主要國家間均無邦交關係，也因此雙方欠缺正 

式的引渡條約，若要透過正式管道，由我國司法機關依條約規定，向

外國相對應的司法機關請求人犯從國外引渡回台，以現時的政治態勢

而論，幾乎毫無可能性，即便如此，基於未來法制化的終極需求，仍

應該設法循正式外交管道與其他國家簽訂引渡條約，作為正式追回逃

外犯罪者的司法解決方式，這雖然是政治上的期待，但仍然是法制化

的最佳對案。 

    除了正式的引渡條約之外，我們另必要善用各種引渡之替代措施，

例如移民程序或移轉刑事管轄權。是以，本計畫提出以下諸點建議： 

 

 1、自美國引渡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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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我國與美國所簽訂之「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

台協會間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第 11 條有關解送受拘禁者之規定，

我國可以向美國請求解送正拘禁於美國領域內之人到臺灣出庭，然而

此一規定不能解釋為向美國要求引渡罪犯回台接受審判，而應是國際

刑事司法互助事項中「解送在押人員出庭作證」的類型，此由該條第

1 項規定之需本人同意268、第 3 項第 2 款「儘速將被移送之人解還移

送方所屬領土受拘禁」269以及第 3 款「禁止發動引渡程序以達引渡目

的」270等可知。因此，現行法下我國與美國之間並沒有引渡的條約或

具有條約地位之協定。 

  在目前兩國間欠缺法源依據以致正式引渡無法運作的狀況下，應

設法強化我國司法機關對於引渡替代措施的認知與策略，例如向美國

主管機關提出我國潛逃至美國領土內罪犯之相關犯罪資料、入境美國

時可能之不實填報資料以及可能涉及洗錢犯罪之證據等，使美國可據

以採取拒絕入境並遣返（Exclusion）、遣送出境（Eeportation）及取

消國籍等措施，爭取該在逃人犯離開美國返回臺灣的有利環境。當然，

這是無引渡條約的情況下，被迫採取的引渡替代措施。 

  未來應該努力的方向，應在於依據聯合國各種國際共同防止或對

抗如麻醉藥品、組織犯罪以及貪腐犯罪等公約之精神，加強美國對於

共同打擊犯罪之合作意願，並讓美方瞭解我國多年來司法不斷進步以

及人權保障深化的各項事實，在既有台美之間已經有相關的法制基礎

下，進一步簽訂兩國間的正式引渡協定，避免國境的藩籬成為犯罪者

                                                
268

 該項規定為： 

「基於本協定所定協助之目的，經受請求方所屬領土內主管當局拘禁之人，被請求在請求方所屬

領土內出庭者，如經其本人及締約雙方指定代表人之同意，得由受請求方所屬領土解送至請求方

所屬領土內，以達協助之目的。」 
269

 該款規定為： 

「受移送方所屬領土內之主管機關，應在解送之日起三十日內，或在情況許可之下，或經雙方指

定代表人同意之情形下，儘速將被移送之人解還移送方所屬領土受拘禁。」 
270

 該款規定為：「受移送方所屬領土內之主管機關不得要求移送方所屬領土內之主管機關發動

引渡程序以達送還被移送之人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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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法外的保護傘。 

 

2、自歐盟引渡人犯 

  我國目前與歐盟諸國間，並無任何實質的條約或司法互助協定，

某程度而言，要從歐盟實現引渡的法律效果，遠比從美國更加困難。

未來應加強與歐盟諸國間的司法人員交流，了解雙方的司法現況，一

旦有人員遣返的需求，我國即能透過已有相當交流的對方官員，獲知

人犯的最新動態，從而再研析應該採用轉移起訴地或移民法的相關規

定，以達成遣返人犯的實質效果。 

 

3、自中國大陸引渡人犯 

  2009 年在半官方的海基會及海協會代表下，兩岸簽訂「海峽兩

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自該協定簽訂以來，已經有相當

數目自中國大陸遣返人犯的案例，透過中國大陸公安單位已經可以較

為順利地遣返人犯回台受審。未來努力的方向，應該是繼續深化相關

交流，並擴大犯罪的打擊面，以讓人犯難以利用中國大陸作為脫免刑

事責任的管道。 

 

4、自東南亞各國引渡人犯 

我國與東南亞各國的刑事司法互助，重心應該仍是移民法的遣返

程序，亦即，在缺少官方引渡機制的事況下，我國目前只能循移民法

進行。未來努力的方向，應該是擴大該項移民法遣返程序的適用國家，

特別是除菲律賓以外的東南亞各國，諸如泰國、馬來西亞、越南及印

尼。除了移民法程序以外，亦可考慮移轉起訴國的作法。普遍而言，

東南亞各國的刑事司法比我國現行司法系統更為嚴峻，一旦人犯被拘

捕後，若能選擇回台受審，可能會有比較人道的刑罰及相關處遇，因

此，若能設法透過司法機關間的資訊交流，將可能的犯罪事證交付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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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各國司法單位，由其調查、起訴後，一方面可以有效打擊犯罪，

另一方面人犯或許會意願回台受審，從而實現引渡的實質效果。本計

劃故而建議：我國應儘快與東南亞各國的刑事司法機關建立資訊的交

換網絡，藉以未來能與東南亞各國建立起實質的通報系統，不論接續

要採用移轉刑事管轄權或移民法遣返程序，都能夠更快、更有效地實

現引渡的目標。  

 

八、修正引渡法，並健全引渡替代措施之人權保障機制 

    罪犯潛逃至海外規避本國刑罰制裁，本國多希望能自其停留國將

之引渡回國內接受司法審判，但由於該欲引渡之人犯在國外，必須尊

重他國之主權，故引渡之實施不是單純之法律問題與實踐，還往往涉

及複雜之外交甚至國際政治等考慮，因此，對於逃亡之海外之罪犯如

何有效引渡回國內，需顧慮難以「完全操之在我」之現實，尤其我國

與世界多數國家未有引渡條約之簽訂，亦無法加入國際上各種含有引

渡規定之國際公約，故欲自國外將罪犯順利接回臺灣受審時，迫於需

要，必須考慮「正式引渡以外」的各式途徑，以順利達成將我國罪犯

送回國內接受司法審判之目標。 

  至於外國向我國要求引渡人犯，由於受請求之對象於我國境內，

為我國主權範圍所及，決定引渡之要件以及個案之審核等係「操之在

我」，因此，儘可能予以法制化，並且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以及人身自

由保障等人權規定，當係我國追求人權立國不容忽視之要求。我國規

範引渡的基本法律「引渡法」係於民國 43 年 4 月 17 日制定公布，全

文 26 條，迄今，也是唯一一次修正是民國 69 年 7 月 4 日修正第 15

～18、20～22 條等條文，距今已經超過 30 年，其內容與現今我國法

制已有頗大之差距，與目前之人權標準亦是遠遠落後，加上長久已來

未有實際案例運用，以致本法長久已來遭受漠視。但細觀其內容如第

2 條「雙重處罰原則」、第 3 條「軍事、政治、宗教犯不引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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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條「本國人不引渡」、第 5 條「一事不再理」、第 7 條「特定性原

則」以及第 8 條「再引渡禁止」等均屬現代國際上引渡之基本原則，

且為決定引渡人犯重要之人權保障規制，而第 9 條以下規定之引渡程

序以及必要之剝奪自由措施等，雖有部分內容與現今人權保障規制不

符，但至少建立了「行政→司法→行政」的受請求引渡人犯之審查流

程，堪稱一我國專屬審查引渡之程序。 

 

  但由於特殊之國際現實情況，正式循引渡法規定引渡人犯之案例

幾乎未曾出現，實務上，反而讓屬行政範疇之入出國及移民法內「第

六章 驅逐出國及收容」等規定實質取代引渡人犯至請求國。對於中

國大陸部分，無論是「金門協議」或「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和刑事

司法互助協議」均避免使用「引渡」這一通常國際法用語，且以行政

機關審查程序為之。事實上，遣返以及為順利遣返進行而不可或缺之

逮捕和收容等，均影響人民基本權利極為重大，尤其是人身自由、法

官審查與訴訟權保障等，現行法制與實務操作係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8 條之強制出境，僅由行政機關「得」召開審

查會，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等保障機制，已經與憲法以及國際

人權公約相距甚遠，如何修正始符合憲法及國際人權公約之要求，尤

其是必要之司法救濟有無提供等，均值得關注。 

 

  以入出國及移民法之行政程序取代引渡人犯之審查，除了事實上

規避正式引渡程序中各項引渡原則以及人權保障規制外，事實上也無

法「全竟其功」。以引渡程序中不可或缺之「限制被請求引渡人人身

自由」為例，利用行政程序之「收容」，雖與刑事羈押或處罰之性質

不同，但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708 號解釋，仍係於一定期間拘束受收容

外國人於一定處所，使其與外界隔離，亦屬剝奪人身自由之ㄧ種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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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嚴重干預人民身體自由之強制處分271，依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意

旨，自須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雖於 100 年 11

月 23 日已修正增訂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8 條第 8 項，規定收容之處分

應以當事人理解之語文作成書面通知，附記處分理由及不服處分提起

救濟之方法、期間、受理機關等相關規定，並聯繫當事人原籍國駐華

使領館或授權機構，但如本號解釋所強調，仍未賦予受暫時收容人即

時有效之司法救濟，難認已充分保障受收容人之基本人權，與憲法第

8條第1項正當法律程序有違；又逾越上開暫時收容期間之收容部分，

系爭規定由入出國及移民署逕為處分，非由法院審查決定，亦牴觸上

開憲法規定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如果再加上正式引渡程序應有之

「法院開庭行言詞辯論審理」、「選任律師為其辯護」、「告知其法

定享有之權利」等，替代引渡措施內行政程序之程序規定，顯然遠遠

不及。 

 

  因此，本研究認為，未來法制化部分，仍應以修正我國已有之「引

渡法」為基本架構加以修正，尤其是為達引渡之目的而必須採取之限

制人身自由措施，依據我國憲法以及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的內容，在以正當法律程序為考慮的設計下，加入如「拘捕受引渡人

之要件及程序」、「受引渡人犯遭拘捕後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至法

院」、「代替羈押措施，例如具保或限制住居之要件」、「受律師辯

護以及無資力者無償享有辯護」、「司法救濟」以及「羈押期限和延

長羈押要件等」等，讓已過時之引渡法得以符合我國現今之法制架構

與人權保障標準。至於現實上無法進行正式引渡程序的案例，而基於

共同打擊犯罪與互惠原則等被迫需發動行政之替代引渡措施時，亦需

                                                
271

 釋字第 708號解釋理由書內指出：系爭規定所稱之「收容」，雖與刑事羈押或處罰之性質不

同，但仍係於一定期間拘束受收容外國人於一定處所，使其與外界隔離（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

八條第二項及「外國人收容管理規則」參照），亦屬剝奪人身自由之ㄧ種態樣，係嚴重干預人民

身體自由之強制處分（本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參照），依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意旨，自須踐

行必要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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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此種「實質引渡」時必要之準用要件，以及注意如「受暫時收容

人即時有效之司法救濟」、「一定收容期限屆滿後延長收容需由法院

審查」、「考慮增訂具保責付等替代措施」、「必要之法律扶助」，

「建構法院迅速審查及審級救濟等審理機制」以及「規範收容場所設

施及合理管理方式」等，俾使我國即便在現實狀況下採用替代引渡措

施將人犯遣送與請求國時，亦能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與最低限度之人權

保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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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與美國簽有引渡條約之國家272
 

Country  Citation  Entry into Force  

Albania  49 Stat. 3313  11/14/1935  

Antigua and Barbuda  S. Treaty Doc. 105-19  7/01/1999  

Argentina  S. Treaty Doc. 105-18, TIAS 12866  6/15/2000  

Australia  27 UST 957  5/08/1976  

 S. Treaty Doc. 102-23 (Protocol)  12/21/1992  

Austria  S. Treaty Doc. 105-50,  1/01/2000  

 TIAS 12916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2/01/2010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Bahamas  S. Treaty Doc. 102-17  9/22/1994  

Barbados  S. Treaty Doc. 105-20  3/03/2000  

Belgium  S. Treaty Doc. 104-7  9/01/1997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2/01/2010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Belize  S. Treaty Doc. 106-38  3/27/2001  

Bolivia  S. Treaty Doc. 104-22  11/21/1996  

Brazil  15 UST 2093  12/17/1964  

 15 UST 2112 (Protocol)  12/17/1964  

Bulgaria  S. Treaty Doc. 110-12  5/21/2009  

Burma  47 Stat. 2122 (U.S.-U.K. treaty)  11/1/1941  

Canada  

27 UST 983 27 UST 983 (Amending agreement 

through exchange of notes) S. Treaty Doc. 101-17 

3/22/1976 3/22/1976 

11/26/1991 4/30/2003  

                                                
272

 最後統計時間：201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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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 S. Treaty Doc. 107-11 (Second 

Protocol)  

Chile  32 Stat. 1850  6/26/1902  

Colombiaa  S. Treaty Doc. 97-8  3/04/1982  

 

Congo  

 

37 Stat. 1526 (U.S.-France treaty) 46 Stat. 2276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50 Stat. 2276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13 UST  

2065  (Exchange of notes concerning continued 

application of treaties between U.S. and France)  

 

 

 

 

7/27/1911 5/19/1929  

9/24/1936 8/05/1961  

Costa Rica  S. Treaty Doc. 98-17  10/11/1991  

Cuba 

 33 Stat. 2265 33 Stat. 2273 (Protocol) 44 Stat. 

2392 (Additional treaty)  

3/02/1905 3/02/1905 

6/181926  

Cyprus  

S. Treaty Doc. 105-16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9/14/1999 2/01/2010  

Czech Republic  

44 Stat. 2367 (Czechoslovakia) 49 Stat. 3253 

(Czechoslovakia,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3/29/1926 8/28/1935 

2/01/2010  

Denmark  

25 UST 1293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7/31/1974 2/01/2010  

Dominica  S. Treaty Doc. 105-19  5/25/2000  

Dominican Republic  36 Stat. 2468  8/02/1910  

Ecuador  

18 Stat. 199 55 Stat. 1196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11/12/1873 5/29/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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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ypt  19 Stat. 572  4/22/1875  

El Salvador  37 Stat. 1516  7/10/1911  

Estonia  S. Treaty Doc. 109-16  2/01/2010  

Fiji  47 Stat. 2122 (U.S.-U.K. treaty)  6/24/1935  

 24 UST 1965 (Exchange of notes concerning 

continued application of U.S.-U.K. treaty)  

8/17/1973  

Finland  31 UST 944  5/11/1980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2/01/2010  

France  S. Treaty Doc. 105-13  2/01/2002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2/01/2010  

Gambia  47 Stat. 2122 (U.S.-U.K. treaty)  6/24/1935  

Germany  32 UST 1485  8/29/1980  

 S. Treaty Doc. 100-6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3/11/1993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2/01/2010  

Ghana  47 Stat. 2122 (U.S.-U.K. treaty)  6/24/1935  

Greece  47 Stat. 2185  11/01/1932  

 51 Stat. 357 (Protocol)  9/02/1937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2/01/2010  

Grenada  S. Treaty Doc. 105-19  9/14/1999  

Guatemala  33 Stat. 2147  8/15/1903  

 55 Stat. 1097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3/13/1941  

Guyana  47 Stat. 2122  6/24/1935  

Haiti  34 Stat. 2858  6/28/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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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duras  37 Stat. 1616  7/10/1912  

 45 Stat. 2489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6/05/1928  

Hong Kong (China)  S. Treaty Doc. 105-3  1/21/1998  

Hungary  S. Treaty Doc. 104-5  3/18/1997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2/01/2010  

 

Iceland  32 Stat. 1096 (U.S.-Denmark treaty)  5/16/1902  

 34 Stat. 2887 (U.S.-Denmark treaty)  2/19/1906  

India  S. Treaty Doc. 105-30, TIAS 12873  7/21/1999  

Iraq  49 Stat. 3380  4/23/1936  

Ireland  S. Treaty Doc. 98-19, TIAS 10813  12/15/1984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2/01/2010  

Israel  14 UST 1707  12/05/1963  

 18 UST 382 (Exchange of notes amending textual 

error)  

4/11/1967  

 S. Treaty Doc. 109-3 (Protocol)  1/10/2007  

Italy  35 UST 3023  9/24/1984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2/01/2010  

Jamaica  S. Treaty Doc. 98-18  7/07/1991  

Japan  31 UST 892  3/26/1980  

Jordan  S. Treaty Doc. 104-3  7/29/1995  

Kenya  47 Stat. 2122 (U.S.-U.K. treaty)  6/24/1935  

 16 UST 1866 (Exchange of notes concerning 

continued application of U.S.-U.K. treaty)  

8/19/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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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ibati  28 U.S.T. 227 (U.S.-U.K. treaty)  1/21/1977  

Korea, South  S. Treaty Doc. 106-2, TIAS 12962  12/20/1999  

Latvia  S. Treaty Doc. 109-15  4/15/2009  

Lesotho  47 Stat. 2122  6/24/1935  

Liberia  54 Stat. 1733  11/21/1939  

Liechtenstein  50 Stat. 1337  6/28/1937  

Lithuania  S. Treaty Doc. 107-4  3/31/2003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2/01/2010  

Luxembourg  S. Treaty Doc. 105-10, TIAS 12804  2/01/2002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2/01/2010  

 

Malawi  47 Stat. 2122 (U.S.-U.K. treaty)  6/24/1935  

 18 UST 1822 (Exchange of notes concerning 

continued application of U.S.-U.K. treaty)  

4/04/1967  

Malaysia  S. Treaty Doc. 104-26  6/02/1997  

Malta  S. Treaty Doc. 109-17  2/01/2010  

Marshall Islands  State Dept. No. 04-181 (Executive agreement 

concluded pursuant to section 175 of the amended 

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P.L. 99-239, Title 

II)  

5/1/2004  

Mauritius  47 Stat. 2122 (U.S.-U.K. treaty)  6/24/1935  

Mexico  31 UST 5059  1/25/1980  

 S. Treaty Doc. 105-46 (Protocol), TIAS 12897  5/21/2001  

Micronesia  State Dept. No. 04-152 (Executive agreement 

concluded pursuant to section 175 of the amended 

6/2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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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P.L. 99-239, Title 

II)  

Monaco  54 Stat. 1780  3/28/1940  

Nauru  47 Stat. 2122 (U.S.-U.K. treaty  6/24/1935  

Netherlands  S. Treaty Doc. 97-7, TIAS 10733b  9/15/1983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2/01/2010  

New Zealand  22 UST 1  12/08/1970  

Nicaragua  35 Stat. 1869  7/14/1907  

Nigeria  47 Stat. 2122 (U.S.-U.K. treaty)  6/24/1935  

Norway  31 UST 5619  3/07/1980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2/01/2010  

Pakistan  47 Stat. 2122 (U.S.-U.K. treaty)  6/24/1935  

Palauc  TIAS _ (Executive agreement concluded pursuant 

to section 175 of the amended 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P.L. 99-239, Title II)  

10/01/1994  

Panama  34 Stat. 2851  5/08/1935  

Papua New Guinea  47 Stat. 2122 (U.S.-U.K. treaty)  8/30/1935  

 TIAS ___ (Exchange of notes concerning 

continued application of U.S.-U.K. treaty)  

2/23/1988  

 

Paraguay  S. Treaty Doc. 106-4, TIAS 12995  3/09/2001  

Peru  S. Treaty Doc. 107-6  8/25/2003  

Philippines  S. Treaty Doc. 104-16  11/22/1996  

Poland  S. Treaty Doc. 105-14  9/17/1999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2/0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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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Portugal  35 Stat. 2071  11/14/1908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2/01/2010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Romania  S. Treaty Doc. 110-11  5/8/2009  

Saint Kitts and Nevis  S. Treaty Doc. 105-19, TIAS 12805  2/23/2000  

Saint Lucia  S. Treaty Doc. 105-19  2/02/2000  

Saint Vincent & the Grenadines  S. Treaty Doc. 105-19  9/08/1999  

San Marino   35 Stat. 1971  7/08/1908  

 49 Stat. 3198 (Supplementary  6/28/1935  

 agreement)   

Seychelles  47 Stat. 2122 (U.S.-U.K. treaty)  6/24/1935  

Sierra Leone  47 Stat. 2122 (U.S.-U.K. treaty)  6/24/1935  

Singapore  47 Stat. 2122 (U.S.-U.K. treaty)  6/24/1935  

 20 UST 2764 (Exchange of notes  6/10/1969  

 concerning continued application of   

 U.S.-U.K. treaty)   

Slovak Republic  44 Stat. 2367 (Czechoslovakia)  3/29/1926  

 49 Stat. 3253 (Czechoslovakia,  8/28/1935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2/01/2010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Slovenia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2/01/2010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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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radition Treaty)   

Solomon Islands  28 UST 227 (U.S.-U.K. treaty)  1/21/1977  

South Africa  S. Treaty Doc. 106-24  6/25/2001  

 

Spain  22 UST 737 29 UST 2283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S. Treaty Doc. 102-24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S. Treaty Doc. 

105-15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6/16/1971 6/02/1978 

7/02/1993 7/25/1999 

2/01/2010  

Sri Lanka  S. Treaty Doc. 106-34  1/12/2001  

Suriname  26 Stat. 1481 33 Stat. 2257  7/11/1889 8/28/1904  

Swaziland  47 Stat. 2122 (U.S.-U.K. treaty) 21 UST 1930 

(Exchange of notes concerning continued 

application of U.S.-U.K. treaty)  

6/24/1935 7/28/1970  

Sweden  14 UST 1845 TIAS 10812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12/03/1963 9/24/1984 

2/01/2010  

Switzerland  S. Treaty Doc. 104-9  9/10/1997  

Tanzania  47 Stat. 2122 (U.S.-U.K. treaty) 16 UST 2066 

(Exchange of notes concerning continued 

application of U.S.-U.K. treaty)  

6/24/1935 12/06/1965  

Thailand  S. Treaty Doc. 98-16  5/17/1991  

Tonga  47 Stat. 2122 (U.S.-U.K. treaty) 28 UST 5290 

(Exchange of notes concerning continued 

application of U.S.-U.K. treaty)  

8/01/1966 4/13/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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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idad and Tobago  S. Treaty Doc. 105-21  11/29/1999  

Turkey  32 UST 2111  1/01/1987  

Tuvalu  28 UST 227 (U.S.-U.K. treaty) 32 UST 1310 

(Exchange of notes concerning continued 

application of U.S.-U.K. treaty)  

1/21/1977 4/25/1980  

United Kingdom  S. Treaty Doc. 108-23 S. Treaty Doc. 109-14 

(Agreement to ensure conformity with U.S.-EU 

Extradition Treaty)  

4/26/2007 2/01/2010  

 

Uruguay   35 U.S.T. 3197  4/11/1984  

Venezuela   43 Stat. 1698  4/14/1923  

Zambia   47 Stat. 2122 (U.S.-U.K. treaty)  6/24/1935  

Zimbabwe   S. Treaty Doc. 105-33  4/2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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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未與美國簽有引渡條約之國家273
 

    

Afghanistan                                Georgia                    Sao Tome & Principe 

Algeria                                    Guinea                         Saudi Arabia   

Andorra                                 Guinea-Bissau                        Senegal 

Angola                                   Indonesia                    Serbia and Montenegro 

Armenia                                    Iran                             Somalia 

Azerbaijan                               Kazakhstan                           Sudan   

Bahrain                                 Korea, North                          Sudan    

Bangladesh                                 Kuwait                            Syria   

Belarus                                   Kyrgyzstan                         Taiwan 

Benin                                       Laos                           Tajikistan 

Bhutan                                    Lebanon                           Togo 

Bosnia and Herzegovina                        Libya                           Tunisia 

Botswana                                  Macedonia                       Turkmenistan  

Brunei                                    Madagascar                         Uganda 

Burkina Faso                                Maldives                          Ukraine 

                                                
273

 最後統計時間：201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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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undi                                       Mali                      United Arab Emirates 

Cambodia                                  Mauritania                        Uzbekistan 

Cameroon                                 Mozambique                        Vanuatu 

Cape Verde                               Mongolia                       Vatican City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Montenegro                       Vietnam  

Chad                                      Morocco                     Western Samoa  

China                                    Mozambique                 Yemen, Republic of  

Comoros                                   Namibia                          Zaire  

Croatia                                                         Nepal 

Ivory Coast (Cote D                            Oman      

Djibouti                                      Qatar 

Equatorial Guinea                          Russian Federation  

Eritrea                                      Rwanda 

Ethi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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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美國司法部國際事務處組成成員274
 

單位：人 

年度 檢察官 

 

行政人員或其他

專業人員 

總計275
 

 

1992  47  14  61  

1993  45  12  57  

1994  42  14  56  

1995  37  18  55  

1996  35  20  55  

1997  40  20  60  

1998  39  17  56  

1999  43  17  60  

2000  40  19  59  

 

                                                
274

 資料來源：美國司法部 OIA。 
275

 本統計數據不包括一般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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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1990-2001美國簽訂之條約與協議276
 

年度 

 

引渡條約 司法互助

協議 

總計 

 

1990  0  3  3  

1991  4  1  5  

1992  1  0  1  

1993  2  4  6  

1994  1  1  2  

1995  1  2  3  

1996  2  2  4  

1997  4  2  6  

1998  1  1  2  

1999  9  9  18  

2000  7  8  15  

2001  1  1  2  

1990-2001總數  33  34  67  

 

 

                                                
276

 資料來源：美國司法部 O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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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1990-2001美國司法部國際事務處開啟之引渡案件統計277
 

件 

 

                                                
277

 資料來源：美國司法部 OIA。 

案件總計 



199 
 

附件6.1：1990-2000從美國引渡人犯至他國之案件數量278
 

  

單位：件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開啟之案

件數量  

137  216  264  237  303  340  275  237  274  200  218  

終結之案

件數量  

211  153  167  214  244  176  141  129  266  199  188  

程序進行

中之案件

數量  

422  485  582  605  664  828  962  1,070  1,078  1,079  1,109  

 

 

                                                
278

 資料來源：美國司法部 O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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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2：1990-2000從他國引渡人犯至美國之案件數量279
 

  

單位：件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開啟之

案件數

量 

537  517  557  596  638  573  491  521  569  623  623  

終結之

案件數

量 

465  355  373  498  492  436  270  259  694  459  557  

程序進

行中之

案件數

量 

1,419  1,581  1,765  1,863  2,009  2,146  2,637  2,629  2,504  2,668  2,734  

 

 

                                                
279

 資料來源：美國司法部 O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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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3：1990-2000美國引渡案件總數量統計圖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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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開啟之案件數

量  674  733  821  833  941  913  766  758  843  823  841  

終結之案件數

量  676  508  540  712  736  612  411  388  960  658  745  

程序進行中之

案件數量  1,841  2,066  2,347  2,468  2,673  2,974  3,329  3,699  3,582  3,747  3,843  

 

                                                
280

 資料來源：美國司法部 O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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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8 U.S.C § 3181-3196 

Sec. 3181. Scope and limitation of chapter 

(a)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hapter relating to the surrender of persons who 

have committed crimes in foreign countries shall continue in force only 

during the existence of any treaty of extradition with such foreign 

government. 

(b)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hapter shall be construed to permit, in the 

exercise of comity, the surrender of persons, other than citizens, 

nationals, or permanent 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 have 

committed crimes of violence against national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foreign countries without regard to the existence of any treaty of 

extradition with such foreign government if the Attorney General 

certifies, in writing, that— 

(1) evidence has been presented by the foreign government that indicates 

that had the offenses been commit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would 

constitute crimes of violence as defined under section 16 of this title; and 

(2) the offenses charged are not of a political nature. 

(c) As used in this section, the term "national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e meaning given such term in section 101(a)(22) of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8 U.S.C. 1101 (a)(22)). 

 

 

Sec. 3182. Fugitives from State or Territory to State, District, or 

Territory 

Whenever the executive authority of any State or Territory d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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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person as a fugitive from justice, of the executive authority of any State, 

District, or Territory to which such person has fled, and produces a copy of 

an indictment found or an affidavit made before a magistrate of any State or 

Territory, charging the person demanded with having committed treason, 

felony, or other crime, certified as authentic by the governor or chief 

magistrate of the State or Territory from whence the person so charged has 

fled, the executiv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District, or Territory to which such 

person has fled shall cause him to be arrested and secured, and notify the 

executive authority making such demand, or the agent of such authority 

appointed to receive the fugitive, and shall cause the fugitive to be delivered 

to such agent when he shall appear. If no such agent appears within thirty 

days from the time of the arrest, the prisoner may be discharged. 

 

Sec. 3183. Fugitives from State, Territory, or Possession into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of United States 

Whenever the executive authority of any State, Territory, District, or 

posse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demands any American citizen or national as 

a fugitive from justice who has fled to a country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exercises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and produces a copy of an indictment 

found or an affidavit made before a magistrate of the demanding jurisdiction, 

charging the fugitive so demanded with having committed treason, felony, 

or other offense, certified as authentic by the Governor or chief magistrate 

of such demanding jurisdiction, or other person authorized to act, the officer 

or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vested with judicial authority to whom 

the demand has been made shall cause such fugitive to be arrested and 

secured, and notify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making such demand, 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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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 of such authority appointed to receive the fugitive, and shall cause the 

fugitive to be delivered to such agent when he shall appear. 

If no such agent shall appear within three months from the time of the arrest, 

the prisoner may be discharged. 

The agent who receives the fugitive into his custody shall be empowered to 

transport him to the jurisdiction from which he has fled. 

 

Sec. 3184. Fugitives from foreign country to United States 

Whenever there is a treaty or convention for extrad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y foreign government, or in cases arising under section 

3181 (b), any justice or judge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magistrate judge 

authorized so to do by a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judge of a court of 

record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of any State, may, upon complaint made under 

oath, charging any person found within his jurisdiction, with having 

committed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any such foreign government any of the 

crimes provided for by such treaty or convention, or provided for under 

section 3181 (b), issue his warrant for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person so 

charged, that he may be brought before such justice, judge, or magistrate 

judge, to the end that the evidence of criminality may be heard and 

considered. Such complaint may be filed before and such warrant may be 

issued by a judge or magistrate judge of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if the whereabout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person charged are not known or, if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the person will 

shortly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If, on such hearing, he deems the evidence 

sufficient to sustain the charge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oper treaty or 

convention, or under section 3181 (b), he shall certify the sam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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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copy of all the testimony taken before hi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hat a warrant may issue upon the requisition of the proper authorities of 

such foreign government, for the surrender of such person, according to the 

stipulations of the treaty or convention; and he shall issue his warrant for the 

commitment of the person so charged to the proper jail, there to remain until 

such surrender shall be made. 

 

Sec. 3185. Fugitives from country under control of United State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Whenever any foreign country or territory, or any part thereof, is 

occupied by or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y person who, 

having violated the criminal laws in force therein by the commission of any 

of the offenses enumerated below, departs or flees from justice therein to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when found therein, be liable to arrest and detention by 

the author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n the written request or requisition 

of the military governor or othe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in control of such 

foreign country or territory shall be returned and surrendered as hereinafter 

provided to such authorities for trial under the laws in force in the place 

where such offense was committed. 

(1) Murder and assault with intent to commit murder; 

(2) Counterfeiting or altering money, or uttering or bringing into circulation 

counterfeit or altered money; 

(3) Counterfeiting certificates or coupons of public indebtedness, bank notes, 

or other instruments of public credit, and the utterance or circulation of the 

same; 

(4) Forgery or altering and uttering what is forged or al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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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mbezzlement or criminal malversation of the public funds, committed 

by public officers, employees, or depositaries; 

(6) Larceny or embezzlement of an amount not less than $100 in value; 

(7) Robbery; 

(8) Burglary, defined to be the breaking and entering by nighttime into the 

house of another person with intent to commit a felony therein; 

(9) Breaking and entering the house or building of another, whether in the 

day or nighttime, with the intent to commit a felony therein; 

(10) Entering, or breaking and entering the offic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authorities, or the offices of banks, banking houses, savings banks, 

trust companies, insurance or other companies, with the intent to commit a 

felony therein; 

(11) Perjury or the subornation of perjury; 

(12) A felony under chapter 109A of this title; 

(13) Arson; 

(14) Piracy by the law of nations; 

(15) Murder, assault with intent to kill, and manslaughter, committed on the 

high seas, on board a ship owned by or in control of citizens or residents of 

such foreign country or territory and not under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of some other government; 

(16) Malicious destruction of or attempt to destroy railways, trams, vessels, 

bridges, dwellings, public edifices, or other buildings, when the act 

endangers human life. 

This chapter, so far as applicable, shall govern proceedings authorized by 

this section. Such proceedings shall be had before a judge of the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nly, who shall hold such person on evidence establishing 

probable cause that he is guilty of the offense char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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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return or surrender shall be made of any person charged with the 

commission of any offense of a political nature. 

If so held, such person shall be returned and surrendered to the authorities in 

control of such foreign country or territory on the order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ch authorities shall secure to such a person 

a fair and impartial trial. 

 

Sec. 3186. Secretary of State to surrender fugitiv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order the person committed under sections 

3184 or 3185 of this title to be delivered to any authorized agent of such 

foreign government, to be tried for the offense of which charged. 

Such agent may hold such person in custody, and take him to the territory of 

such foreign government, pursuant to such treaty. 

A person so accused who escapes may be retaken in the same manner as any 

person accused of any offense. 

 

Sec. 3187. Provisional arrest and detention within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The provisional arrest and detention of a fugitive, under sections 3042 

and 3183 of this title, in advance of the presentation of formal proofs, may 

be obtained by telegraph upon the request of the authority competent to 

request the surrender of such fugitive addressed to the authority competent 

to grant such surrender. Such request shall be accompanied by an express 

statement that a warrant for the fugitive’s arrest has been issued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authority making such request charging the fugitive with 



208 
 

the commission of the crime for which his extradition is sought to be 

obtained. 

     

No person shall be held in custody under telegraphic request by virtue 

of this section for more than ninety days. 

 

Sec. 3188. Time of commitment pending extradition 

Whenever any person who is committed for rendition to a foreign 

government to remain until delivered up in pursuance of a requisition, is not 

so delivered up and conveyed ou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two calendar 

months after such commitment, over and above the time actually required to 

convey the prisoner from the jail to which he was committed, by the readiest 

way, ou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y judge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of any State, 

upon application made to him by or on behalf of the person so committed, 

and upon proof made to him that reasonable notice of the intention to make 

such applica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order the 

person so committed to be discharged out of custody, unless sufficient cause 

is shown to such judge why such discharge ought not to be ordered. 

 

Sec. 3189. Place and character of hearing 

Hearings in cases of extradition under treaty stipulation or convention 

shall be held on land, publicly, and in a room or office easily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Sec. 3190. Evidence on h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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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sitions, warrants, or other papers or copies thereof offered in 

evidence upon the hearing of any extradition case shall be received and 

admitted as evidence on such hearing for all the purposes of such hearing if 

they shall be properly and legally authenticated so as to entitle them to be 

received for similar purposes by the tribunals of the foreign country from 

which the accused party shall have escaped, and the certificate of the 

principal diplomatic or consular officer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ident in such 

foreign country shall be proof that the same, so offered, are authenticated in 

the manner required. 

 

Sec. 3191. Witnesses for indigent fugitives 

On the hearing of any case under a claim of extradition by a foreign 

government, upon affidavit being filed by the person charged setting forth 

that there are witnesses whose evidence is material to his defense, that he 

cannot safely go to trial without them, what he expects to prove by each of 

them, and that he is not possessed of sufficient means, and is actually unable 

to pay the fees of such witnesses, the judge or magistrate judge hearing the 

matter may order that such witnesses be subpenaed; and the costs incurred 

by the process, and the fees of witnesses, shall be paid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 the case of witnesses subpenaed i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Sec. 3192. Protection of accused 

Whenever any person is delivered by any foreign government to an 

ag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purpose of being brought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ried for any offense of which he is duly accus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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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shall have power to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for the 

transportation and safekeeping of such accused person, and for his security 

against lawless violence, until the final conclusion of his trial for the 

offenses specified in the warrant of extradition, and until his final discharge 

from custody or imprisonment for or on account of such offenses, and for a 

reasonable time thereafter, and may employ such portion of the land or 

naval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of the militia thereof, as may be 

necessary for the safe-keeping and protection of the accused. 

 

Sec. 3193. Receiving agent’s authority over offenders 

A duly appointed agent to receive, i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livery, by a foreign government, of any person accused of crime 

committe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convey him to the place of his 

trial, shall have all the powers of a marsh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everal districts through which it may be necessary for him to pass with such 

prisoner, so far as such power is requisite for the prisoner’s safe-keeping. 

 

Sec. 3194. Transportation of fugitive by receiving agent 

Any agent appointed as provided in section 3182 of this title who 

receives the fugitive into his custody is empowered to transport him to the 

State or Territory from which he has fled. 

 

Sec. 3195. Payment of fees and costs 

All costs or expenses incurred in any extradition proceed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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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ehending, securing, and transmitting a fugitive shall be paid by the 

demanding authority. 

All witness fees and costs of every nature in cases of international 

extradition, including the fees of the magistrate judge, shall be certified by 

the judge or magistrate judge before whom the hearing shall take plac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ame shall be paid out of 

appropriations to defray the expenses of the judiciary or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s the case may be. 

The Attorney General shall certif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he amounts to 

be paid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account of said fees and costs in extradition 

cases by the foreign government requesting the extradition,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hall cause said amounts to be collected and transmitted 

to the Attorney General for deposit in the Treasu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ec. 3196. Extradition of United States citizens 

If the applicable treaty or convention does not obligate the United 

States to extradite its citizens to a foreign countr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nevertheless, order the surrender to that country of a United States 

citizen whose extradition has been requested by that country if the other 

requirements of that treaty or convention are 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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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歐洲逮捕令框架協議 

Council Framework Decision of 13 June 2002 on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and the surrender procedures between Member States 

(2002/584/JHA)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Having regard to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in particular 

Article 31(a) and (b) and Article 34(2)(b) thereof, 

Having regard to the proposal from the Commission(1), 

Having regard to the opin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2), 

Whereas: 

(1)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of the Tampere European Council 

of 15 and 16 October 1999, and in particular point 35 thereof, the 

formal extradi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abolished among the Member 

States in respect of persons who are fleeing from justice after having 

been finally sentenced and extradition procedures should be speeded 

up in respect of persons suspected of having committed an offence. 

(2) The program of measures to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recognition of criminal decisions envisaged in point 37 of the 

Tampere European Council Conclusions and adopted by the Council 

on 30 November 2000(3), addresses the matter of mutual 

enforcement of arrest warrants. 

(3) All or some Member States are parties to a number of conventions 

in the field of extradition, including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extradition of 13 December 1957 and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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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pression of terrorism of 27 January 1977. The Nordic States 

have extradition laws with identical wording. 

(4) In addition, the following three Conventions dealing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 extradition have been agreed upon among Member States 

and form part of the Union acquis: the Convention of 19 June 1990 

implementing the Schengen Agreement of 14 June 1985 on the 

gradual abolition of checks at their common borders(4) (regard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Member States which are parties to that 

Convention), the Convention of 10 March 1995 on simplified 

extradition procedure betwee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5) and the Convention of 27 September 1996 relating to 

extradition betwee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6). 

(5) The objective set for the Union to become an area of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 leads to abolishing extradition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replacing it by a system of surrender between judicial 

authorities. Further,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simplified system of 

surrender of sentenced or suspected persons for the purposes of 

execution or prosecution of criminal sentences makes it possible to 

remove the complexity and potential for delay inherent in the present 

extradition procedures. Traditional cooperation relations which have 

prevailed up till now between Member States should be replaced by a 

system of free movement of judicial decisions in criminal matters, 

covering both pre-sentence and final decisions, within an area of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 

(6)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provided for in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is the first concrete measure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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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recognition which the European 

Council referred to as the "cornerstone" of judicial cooperation. 

(7) Since the aim of replacing the system of multilateral extradition 

built upon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Extradition of 13 December 

1957 cannot be sufficiently achieved by the Member States acting 

unilaterally and can therefore, by reason of its scale and effects, be 

better achieved at Union level, the Council may adopt 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Article 5 of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as set out in the latter Article,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does not go beyond what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achieve that objective. 

(8) Decisions on the execution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must be 

subject to sufficient controls, which means that a judicial authority of 

the Member State where the requested person has been arrested will 

have to take the decision on his or her surrender. 

(9) The role of central authorities in the execution of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must be limited to prac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10) The mechanism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is based on a 

high level of confidence between Member States. Its implementation 

may be suspended only in the event of a serious and persistent breach 

by one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principles set out in Article 6(1)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determined by the Council 

pursuant to Article 7(1) of the said Treaty with the consequences set 

out in Article 7(2)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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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n relations between Member States,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should replace all the previous instruments concerning extradition, 

including the provisions of Title III of the Convention implementing 

the Schengen Agreement which concern extradition. 

(12)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respects fundamental rights and 

observes the principles recognized by Article 6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reflected in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7), in particular Chapter VI thereof. Nothing 

in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may be interpreted as prohibiting refusal 

to surrender a person for whom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has been 

issued when there are reasons to believe, on the basis of objective 

elements, that the said arrest warrant has been issued for the purpose 

of prosecuting or punishing a person on the grounds of his or her sex, 

race, religion, ethnic origin, nationality, language, political opinions 

or sexual orientation, or that that person's position may be prejudiced 

for any of these reasons.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does not prevent a Member State from 

applying its constitutional rules relating to due process, freedom of 

associat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other 

media. 

(13) No person should be removed, expelled or extradited to a State 

where there is a serious risk that he or she would be subjected to the 

death penalty, torture or other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14) Since all Member States have ratified the Council of Europe 

Convention of 28 January 1981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the person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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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should be prot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said Convention, 

HAS ADOPTED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CHAPTER 1 

GENERAL PRINCIPLES 

Article 1 

Definition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and obligation to execute it 

1.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is a judicial decision issued by a 

Member State with a view to the arrest and surrender by another 

Member State of a requested person, for the purposes of conducting a 

criminal prosecution or executing a custodial sentence or detention 

order. 

2. Member States shall execute any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recognition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3.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shall not have the effect of modifying 

the obligation to respect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undamental legal 

principles as enshrined in Article 6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2 

Scope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1.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may be issued for acts punishable by the 

law of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by a custodial sentence or a 

detention order for a maximum period of at least 12 months or,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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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ntence has been passed or a detention order has been made, for 

sentences of at least four months. 

2. The following offences, if they are punishable in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by a custodial sentence or a detention order for a 

maximum period of at least three years and as they are defined by the 

law of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shall,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and without verification of the double 

criminality of the act, give rise to surrender pursuant to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 participation in a criminal organization, 

- terrorism, 

-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and child pornography, 

- illicit trafficking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 illicit trafficking in weapons, munitions and explosives, 

- corruption, 

- fraud, including that affecting the financial interest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Convention of 26 July 1995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financial interests, 

- laundering of the proceeds of crime, 

- counterfeiting currency, including of the euro, 

- computer-related crime, 

- environmental crime, including illicit trafficking in endangered 

animal species and in endangered plant species and varieties, 

- facilitation of unauthorized entry and 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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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rder, grievous bodily injury, 

- illicit trade in human organs and tissue, 

- kidnapping, illegal restraint and hostage-taking, 

- racism and xenophobia, 

- organized or armed robbery, 

- illicit trafficking in cultural goods, including antiques and works of 

art, 

- swindling, 

- racketeering and extortion, 

- counterfeiting and piracy of products, 

- forgery of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and trafficking therein, 

- forgery of means of payment, 

- illicit trafficking in hormonal substances and other growth 

promoters, 

- illicit trafficking in nuclear or radioactive materials, 

- trafficking in stolen vehicles, 

- rape, 

- arson, 

- crime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 unlawful seizure of aircraft/ships, 

- sabotage. 

3. The Council may decide at any time, acting unanimously after 

consult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under the conditions laid 

down in Article 39(1)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EU), to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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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categories of offence to the list contained in paragraph 2. The 

Council shall examine, in the light of the report submitted by the 

Commission pursuant to Article 34(3), whether the list should be 

extended or amended. 

4. For offences other than those covered by paragraph 2, surrender 

may be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e acts for which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has been issued constitute an offence under the law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whatever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r 

however it is described. 

 

Article 3 

Grounds for mandatory non-execution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The judicial authority of the Member State of execution (hereinafter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shall refuse to execute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in the following cases: 

1. if the offence on which the arrest warrant is based is covered by 

amnesty in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where that State had 

jurisdiction to prosecute the offence under its own criminal law; 

2. if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is informed that the requested 

person has been finally judged by a Member State in respect of the 

same acts provided that, where there has been sentence, the sentence 

has been served or is currently being served or may no longer be 

executed under the law of the sentencing Member State; 

3. if the person who is the subject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may 

not, owing to his age, be held crimin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acts on 

which the arrest warrant is based under the law of the executing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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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4 

Grounds for optional non-execution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may refuse to execute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1. if, in one of the cas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4), the act on which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is based does not constitute an offence 

under the law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however, in relation to 

taxes or duties, customs and exchange, execution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shall not be refused on the ground that the law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does not impose the same kind of tax or duty 

or does not contain the same type of rules as regards taxes, duties and 

customs and exchange regulations as the law of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2. where the person who is the subject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is being prosecuted in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for the same act as 

that on which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is based; 

3. where the judicial authorities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have 

decided either not to prosecute for the offence on which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is based or to halt proceedings, or where a final 

judgment has been passed upon the requested person in a Member 

State, in respect of the same acts, which prevents further proceedings; 

4. where the criminal prosecution or punishment of the requested 

person is statute-barred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and the acts fall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at Member State 

under its own crimi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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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f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is informed that the requested 

person has been finally judged by a third State in respect of the same 

acts provided that, where there has been sentence, the sentence has 

been served or is currently being served or may no longer be executed 

under the law of the sentencing country; 

6. i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has been issued for the purposes of 

execution of a custodial sentence or detention order, where the 

requested person is staying in, or is a national or a resident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and that State undertakes to execute the 

sentence or detention order in accordance with its domestic law; 

7. where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relates to offences which: 

(a) are regarded by the law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as having 

been committed in whole or in part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or in a place treated as such; or 

(b) have been committed outside the territory of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and the law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does not allow 

prosecution for the same offences when committed outside its 

territory. 

Article 5 

Guarantees to be given by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in particular 

cases 

The execution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by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may, by the law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be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1. where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has been issued for the purposes 

of executing a sentence or a detention order imposed by a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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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dered in absentia and if the person concerned has not been 

summoned in person or otherwise informed of the date and place of 

the hearing which led to the decision rendered in absentia, surrender 

may be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y 

gives an assurance deemed adequate to guarantee the person who is 

the subject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that he or she wi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apply for a retrial of the case in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and to be present at the judgment; 

2. if the offence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has 

been issued is punishable by custodial life sentence or life-time 

detention order, the execution of the said arrest warrant may be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has provisions 

in its legal system for a review of the penalty or measure imposed, on 

request or at the latest after 20 years, or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easures of clemency to which the person is entitled to apply for 

under the law or practice of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aiming at a 

non-execution of such penalty or measure; 

3. where a person who is the subject of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for 

the purposes of prosecution is a national or resident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surrender may be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erson, after being heard, is returned to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in order to serve there the custodial sentence or detention order 

passed against him in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Article 6 

Determination of the competent judicial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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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y shall be the judicial authority of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which is competent to issue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by virtue of the law of that State. 

2.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shall be the judicial authority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which is competent to execute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by virtue of the law of that State. 

3. Each Member State shall inform the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of the competent judicial authority under its law. 

 

Article 7 

Recourse to the central authority 

1. Each Member State may designate a central authority or, when its 

legal system so provides, more than one central authority to assist the 

competent judicial authorities. 

2. A Member State may, if it is necessary as a result of the 

organization of its internal judicial system, make its central 

authority(ies)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ve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European arrest warrants as well as for all other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hereto. 

Member State wishing to make use of the possibilities referred to in 

this Article shall communicate to the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designated central authority or 

central authorities. These indications shall be binding upon all the 

authorities of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Articl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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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and form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1.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shall contain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set o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rm contained in the 

Annex: 

(a) the identity and nationality of the requested person; 

(b) the name, address, telephone and fax numbers and e-mail address 

of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y; 

(c) evidence of an enforceable judgment, an arrest warrant or any 

other enforceable judicial decision having the same effect, coming 

within the scope of Articles 1 and 2; 

(d) the nature and leg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offence, particularly in 

respect of Article 2; 

(e) a descrip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offence was 

committed, including the time, place and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offence by the requested person; 

(f) the penalty imposed, if there is a final judgment, or the prescribed 

scale of penalties for the offence under the law of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g) if possible, other consequences of the offence. 

2.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must be translated into the official 

language or one of the official languages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Any Member State may, when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is 

adopted or at a later date, state in a declaration deposited with the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that it will accept a translation in 

one or more other official languages of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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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SURRENDER PROCEDURE 

 

Article 9 

Transmission of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1. When the location of the requested person is known,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y may transmit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directly to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2.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y may, in any event, decide to issue an 

alert for the requested person in the Schengen Information System 

(SIS). 

3. Such an alert shall be eff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95 of the Convention of 19 June 1990 implementing the 

Schengen Agreement of 14 June 1985 on the gradual abolition of 

controls at common borders. An alert in the Schengen Information 

System shall be equivalent to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accompanied 

by the information set out in Article 8(1). 

For a transitional period, until the SIS is capable of transmitting all 

the information described in Article 8, the alert shall be equivalent to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pending the receipt of the original in due 

and proper form by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Article 10 

Detailed procedures for transmitting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1. If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y does not know the competent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it shall make the requisite enqui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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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through the contact points of the European Judicial 

Network(8), in order to obtain that information from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2. If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y so wishes, transmission may be 

effected via the secur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of the European 

Judicial Network. 

3. If it is not possible to call on the services of the SIS,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y may call on Interpol to transmit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4.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y may forward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by any secure means capable of producing written records 

under conditions allowing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to establish its 

authenticity. 

5. All difficulties concerning the transmission or the authenticity of 

any document needed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shall be dealt with by direct contacts between the judicial 

authorities involved, or, where appropriate,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6. If the authority which receives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is not 

competent to act upon it, it shall automatically forward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in its Member State and 

shall inform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y accordingly. 

 

Article 11 

Rights of a requested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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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en a requested person is arrested, the executing competent 

judicial authority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its national law, inform 

that person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and of its contents, and 

also of the possibility of consenting to surrender to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y. 

2. A requested person who is arrest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execution 

of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shall have a right to be assisted by a 

legal counsel and by an interpret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ional 

law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Article 12 

Keeping the person in detention 

When a person is arrested on the basis of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shall take a decision on whether the 

requested person should remain in deten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The person may be released 

provisionally at any tim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domestic law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provided that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the 

said Member State takes all the measures it deems necessary to 

prevent the person absconding. 

 

Article 13 

Consent to surrender 

1. If the arrested person indicates that he or she consents to surrender, 

that consent and, if appropriate, express renunciation of entitlement to 

the "speciality rul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7(2), shall be given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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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omestic law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2. Each Member State shall adopt the measures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consent and, where appropriate, renunciation, a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are established in such a way as to show that the person 

concerned has expressed them voluntarily and in full awareness of the 

consequences. To that end, the requested person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legal counsel. 

3. The consent and, where appropriate, renunciation, a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shall be formally recor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laid down by the domestic law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4. In principle, consent may not be revoked. Each Member State may 

provide that consent and, if appropriate, renunciation may be revok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applicable under its domestic law. In this 

case, the period between the date of consent and that of its revocation 

shall no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establishing the time limits 

laid down in Article 17. A Member State which wishes to have 

recourse to this possibility shall inform the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accordingly when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is adopted and 

shall specify the procedures whereby revocation of consent shall be 

possible and any amendment to them. 

 

Article 14 

Hearing of the requested person 



229 
 

Where the arrested person does not consent to his or her surrender 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3, he or she shall be entitled to be heard by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Article 15 

Surrender decision 

1.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shall decide, within the time-limits 

and under the conditions defined in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whether the person is to be surrendered. 

2. If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finds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ed by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to be insufficient to 

allow it to decide on surrender, it shall request that the necessary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in particular with respect to Articles 3 to 

5 and Article 8, be furnished as a matter of urgency and may fix a 

time limit for the receipt thereof,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eed to 

observe the time limits set in Article 17. 

3.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y may at any time forward any 

additional useful information to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Article 16 

Decision in the event of multiple requests 

1. If two or more Member States have issued European arrest 

warrants for the same person, the decision on which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s shall be executed shall be taken by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with due consideration of all the circumstan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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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cially the relative seriousness and place of the offences, the 

respective dates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s and whether the 

warrant has been issued for the purposes of prosecution or for 

execution of a custodial sentence or detention order. 

2.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may seek the advice of Eurojust(9) 

when making the choice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3. In the event of a conflict between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and a 

request for extradition presented by a third country, the decision on 

whether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or the extradition request takes 

precedence shall be taken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with due consideration of all the circumstances, in 

particular those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and those mentioned in the 

applicable convention. 

4. This Article shall be without prejudice to Member States' 

obligations under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rticle 17 

Time limit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decision to execute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1.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shall be dealt with and executed as a 

matter of urgency. 

2. In cases where the requested person consents to his surrender, the 

final decision on the execution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should 

be taken within a period of 10 days after consent has been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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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 other cases, the final decision on the execution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should be taken within a period of 60 days after the 

arrest of the requested person. 

4. Where in specific cases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cannot be 

executed within the time limits laid down in paragraphs 2 or 3,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shall immediately inform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y thereof, giving the reasons for the delay. In such 

case, the time limits may be extended by a further 30 days. 

5. As long as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has not taken a final 

decision on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it shall ensure that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effective surrender of the person 

remain fulfilled. 

6. Reasons must be given for any refusal to execute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7. Where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a Member State cannot 

observe the time limits provided for in this Article, it shall inform 

Eurojust, giving the reasons for the delay. In addition, a Member 

State which has experienced repeated delays on the part of another 

Member State in the execution of European arrest warrants shall 

inform the Council with a view to evalu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at Member State level. 

 

Article 18 

Situation pending the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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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ere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has been issued for the purpose 

of conducting a criminal prosecution,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must: 

(a) either agree that the requested person should be heard according 

to Article 19; 

(b) or agree to the temporary transfer of the requested person. 

2. The conditions and the duration of the temporary transfer shall be 

determined by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issuing and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ies. 

3. In the case of temporary transfer, the person must be able to return 

to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to attend hearings concerning him or 

her as part of the surrender procedure. 

 

Article 19 

Hearing the person pending the decision 

1. The requested person shall be heard by a judicial authority, assisted 

by another person design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Member State of the requesting court. 

2. The requested person shall be hear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and with the conditions determined by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issuing and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ies. 

3. The competent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may assign another 

judicial authority of its Member State to take part in the hearing of 

the requested perso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this 

Article and of the conditions laid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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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20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1. Where the requested person enjoys a privilege or immunity 

regarding jurisdiction or execution in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the time limit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7 shall not start running unless, 

and counting from the day when,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is 

informed of the fact that the privilege or immunity has been waived.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shall ensure that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effective surrender are fulfilled when the person no 

longer enjoys such privilege or immunity. 

2. Where power to waive the privilege or immunity lies with an 

authority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shall request it to exercise that power forthwith. Where 

power to waive the privilege or immunity lies with an authority of 

another State 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t shall be for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y to request it to exercise that power. 

 

Article 21 

Competing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shall not prejudice the obligations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where the requested person has been 

extradited to that Member State from a third State and where that 

person is protected by provisions of the arrangement under which he 

or she was extradited concerning speciality.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shall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for requesting forth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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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nt of the State from which the requested person was extradited 

so that he or she can be surrendered to the Member State which 

issued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The time limit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7 shall not start running until the day on which these 

speciality rules cease to apply. Pending the decision of the State from 

which the requested person was extradited,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will ensure that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effective 

surrender remain fulfilled. 

 

Article 22 

Notification of the decision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shall notify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y immediately of the decision on the action to be taken on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Article 23 

Time limits for surrender of the person 

1. The person requested shall be surrendered as soon as possible on a 

date agreed between the authorities concerned. 

2. He or she shall be surrendered no later than 10 days after the final 

decision on the execution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3. If the surrender of the requested person within the period laid down 

in paragraph 2 is prevented by circumstances beyond the control of 

any of the Member States, the executing and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ies shall immediately contact each other and agree on a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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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render date. In that event, the surrender shall take place within 10 

days of the new date thus agreed. 

4. The surrender may exceptionally be temporarily postponed for 

serious humanitarian reasons, for example if there are substantial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it would manifestly endanger the requested 

person's life or health. The execution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shall take place as soon as these grounds have ceased to exist.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shall immediately inform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y and agree on a new surrender date. In that event, the 

surrender shall take place within 10 days of the new date thus agreed. 

5. Upon expiry of the time limit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s 2 to 4, if 

the person is still being held in custody he shall be released. 

 

Article 24 

Postponed or conditional surrender 

1.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may, after deciding to execute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postpone the surrender of the requested 

person so that he or she may be prosecuted in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or, if he or she has already been sentenced, so that he or she 

may serve, in its territory, a sentence passed for an act other than that 

referred to in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2. Instead of postponing the surrender,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may temporarily surrender the requested person to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under conditions to be determined by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executing and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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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reement shall be made in writing and the conditions shall be 

binding on all the authorities in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Article 25 

Transit 

1. Each Member State shall, except when it avails itself of the 

possibility of refusal when the transit of a national or a resident is 

request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execution of a custodial sentence or 

detention order, permit the transit through its territory of a requested 

person who is being surrendered provided that it has been given 

information on: 

(a) the identity and nationality of the person subject to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b) the existence of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c) the nature and leg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offence; 

(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ce, including the 

date and place. 

Where a person who is the subject of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for 

the purposes of prosecution is a national or resident of the Member 

State of transit, transit may be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erson, 

after being heard, is returned to the transit Member State to serve the 

custodial sentence or detention order passed against him in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2. Each Member State shall designate an authority responsible for 

receiving transit requests and the necessary documents, as well as any 

other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ransit requests.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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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shall communicate this designation to the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3. The transit request and the information set out in paragraph 1 may 

be addressed to the authority designated pursuant to paragraph 2 by 

any means capable of producing a written record. The Member State 

of transit shall notify its decision by the same procedure. 

4.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does not apply in the case of transport 

by air without a scheduled stopover. However, if an unscheduled 

landing occurs,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shall provide the authority 

designated pursuant to paragraph 2 with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1. 

5. Where a transit concerns a person who is to be extradited from a 

third State to a Member State this Article wi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In particular the expression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shall be 

deemed to be replaced by "extradition request". 

CHAPTER 3 

EFFECTS OF THE SURRENDER 

 

Article 26 

Deduction of the period of detention served in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1.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shall deduct all periods of detention 

arising from the execution of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from the total 

period of detention to be served in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as a 

result of a custodial sentence or detention order being pa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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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 that end, al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duration of the 

detention of the requested person on the basis o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shall be transmitted by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or the 

central authority designated under Article 7 to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y at the time of the surrender. 

 

Article 27 

Possible prosecution for other offences 

1. Each Member State may notify the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that, in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Member States that have given 

the same notification, consent is presumed to have been given for the 

prosecution, sentencing or detention with a view to the carrying out 

of a custodial sentence or detention order for an offence committed 

prior to his or her surrender, other than that for which he or she was 

surrendered, unless in a particular case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states otherwise in its decision on surrender. 

2. Except in the case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s 1 and 3, a person 

surrendered may not be prosecuted, sentenced or otherwise deprived 

of his or her liberty for an offence committed prior to his or her 

surrender other than that for which he or she was surrendered. 

3. Paragraph 2 does not apply in the following cases: 

(a) when the person having had an opportunity to leave the territory 

of the Member State to which he or she has been surrendered has not 

done so within 45 days of his or her final discharge, or has returned to 

that territory after leavi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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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offence is not punishable by a custodial sentence or detention 

order; 

(c)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do not give rise to the application of a 

measure restricting personal liberty; 

(d) when the person could be liable to a penalty or a measure not 

involving the deprivation of liberty, in particular a financial penalty 

or a measure in lieu thereof, even if the penalty or measure may give 

rise to a restriction of his or her personal liberty; 

(e) when the person consented to be surrendered, where appropriate 

at the same time as he or she renounced the speciality rul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3; 

(f) when the person, after his/her surrender, has expressly renounced 

entitlement to the speciality rule with regard to specific offences 

preceding his/her surrender. Renunciation shall be given before the 

competent judicial authorities of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and shall 

be recor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State's domestic law. The 

renunciation shall be drawn up in such a way as to make clear that the 

person has given it voluntarily and in full awareness of the 

consequences. To that end, the person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legal 

counsel; 

(g) where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which surrendered the 

person gives its consent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4. 

4. A request for consent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accompanied by the information mentioned in Article 8(1) 

and a translation 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8(2). Consent shall be given 

when the offence for which it is requested is itself subjec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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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rend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Consent shall be refused on the ground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3 and otherwise may be refused only on the ground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4. The decision shall be taken no later than 30 days after 

receipt of the request. 

For the situations mentioned in Article 5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must give the guarantees provided for therein. 

 

Article 28 

Surrender or subsequent extradition 

1. Each Member State may notify the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that, in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Member States which have 

given the same notification, the consent for the surrender of a person 

to a Member State other than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pursuant to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issued for an offence committed prior to 

his or her surrender is presumed to have been given, unless in a 

particular case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states otherwise in its 

decision on surrender. 

2. In any case, a person who has been surrendered to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pursuant to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may,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be surrendered to a Member 

State other than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pursuant to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issued for any offence committed prior to his or her 

surrender in the following cases: 

(a) where the requested person, having had an opportunity to leave 

the territory of the Member State to which he or she has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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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rendered, has not done so within 45 days of his final discharge, or 

has returned to that territory after leaving it; 

(b) where the requested person consents to be surrendered to a 

Member State other than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pursuant to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Consent shall be given before the competent 

judicial authorities of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and shall be recor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State's national law. It shall be drawn up in 

such a way as to make clear that the person concerned has given it 

voluntarily and in full awareness of the consequences. To that end, 

the requested person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legal counsel; 

(c) where the requested person is not subject to the speciality rul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7(3)(a), (e), (f) and (g). 

3.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consents to the surrender to 

another Member State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rules: 

(a) the request for consent shall be subm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9, accompanied by the information mentioned in Article 8(1) 

and a translation as stated in Article 8(2); 

(b) consent shall be given when the offence for which it is requested 

is itself subject to surrend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c) the decision shall be taken no later than 30 days after receipt of 

the request; 

(d) consent shall be refused on the ground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3 

and otherwise may be refused only on the ground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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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situation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5,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must give the guarantees provided for therein. 

4. Notwithstanding paragraph 1, a person who has been surrendered 

pursuant to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shall not be extradited to a third 

Stat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the Member 

State which surrendered the person. Such consent shall be giv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ventions by which that Member State is 

bound, as well as with its domestic law. 

 

Article 29 

Handing over of property 

1. At the request of the issuing judicial authority or on its own 

initiative, the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y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its 

national law, seize and hand over property which: 

(a) may be required as evidence, or 

(b) has been acquired by the requested person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ce. 

2. The property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shall be handed over even 

if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cannot be carried out owing to the 

death or escape of the requested person. 

3. If the property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is liable to seizure or 

confiscation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the latter 

may, if the property is needed in connection with pending criminal 

proceedings, temporarily retain it or hand it over to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on condition that it is returned. 



243 
 

4. Any rights which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or third parties may 

have acquired in the property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shall be 

preserved. Where such rights exist,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shall 

return the property without charge to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as 

soon as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have been terminated. 

 

Article 30 

Expenses 

1. Expenses incurred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for the execution of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shall be borne by that 

Member State. 

2. All other expenses shall be borne by the issuing Member State. 

 

CHAPTER 4 

GENERAL AND FINAL PROVISIONS 

 

Article 31 

Relation to other legal instruments 

1.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ir application in relations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third States,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shall, from 1 

January 2004, replace the corresponding provisions of the following 

conventions applicable in the field of extradition in relations between 

the Member States: 

(a)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Extradition of 13 December 1957, its 

additional protocol of 15 October 1975, its second additional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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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17 March 1978, and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the suppression 

of terrorism of 27 January 1977 as far as extradition is concerned; 

(b)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12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on the simplifi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ethods of 

transmitting extradition requests of 26 May 1989; 

(c) the Convention of 10 March 1995 on simplified extradition 

procedure betwee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d) the Convention of 27 September 1996 relating to extradition 

betwee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e) Title III, Chapter 4 of the Convention of 19 June 1990 

implementing the Schengen Agreement of 14 June 1985 on the 

gradual abolition of checks at common borders. 

2. Member States may continue to apply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or arrangements in force when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is adopted in so far as such agreements or arrangements allow the 

objectives of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to be extended or enlarged and 

help to simplify or facilitate further the procedures for surrender of 

persons who are the subject of European arrest warrants. 

Member States may conclude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or 

arrangements after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has come into force in 

so far as such agreements or arrangements allow the prescriptions of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to be extended or enlarged and help to 

simplify or facilitate further the procedures for surrender of persons 

who are the subject of European arrest warrants, in particular by 

fixing time limits shorter than those fixed in Article 17, by extending 

the list of offences laid down in Article 2(2), by further limi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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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s for refusal set out in Articles 3 and 4, or by lowering the 

threshold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1) or (2). 

The agreements and arrangements referred to in the second 

subparagraph may in no case affect relations with Member States 

which are not parties to them. 

Member States shall, within three months from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notify the Council and the Commission of 

the existing agreements and arrangements referred to in the first 

subparagraph which they wish to continue applying. 

Member States shall also notify the Council and the Commission of 

any new agreement or arrangement as referred to in the second 

subparagraph, within three months of signing it. 

3. Where the conventions or agreement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apply to the territories of Member States or to territories for whose 

external relations a Member State is responsible to which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does not apply, these instruments shall continue 

to govern the relations existing between those territories and the other 

Members States. 

 

Article 32 

Transitional provision 

1. Extradition requests received before 1 January 2004 will continue 

to be governed by existing instruments relating to extradition. 

Requests received after that date will be governed by the rules 

adopted by Member States pursuant to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However, any Member State may, at the time of the adoption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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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Decision by the Council, make a statement indicating that 

as executing Member State it will continue to deal with requests 

relating to acts committed before a date which it specif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tradition system applicable before 1 January 

2004. The date in question may not be later than 7 August 2002. The 

said statement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It may be withdrawn at any time. 

 

Article 33 

Provisions concerning Austria and Gibraltar 

1. As long as Austria has not modified Article 12(1) of the 

"Auslieferungs- und Rechtshilfegesetz" and, at the latest, until 31 

December 2008, it may allow its executing judicial authorities to 

refuse the enforcement of a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if the requested 

person is an Austrian citizen and if the act for which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has been issued is not punishable under Austrian law. 

2.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shall apply to Gibraltar. 

 

Article 34 

Implementation 

1. Member States shall tak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to comply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by 31 December 2003. 

2. Member States shall transmit to the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and to the Commission the text of the provisions transposing 

into their national law the obligations imposed on them under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When doing so, each Member State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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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e that it will apply immediately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in its 

relations with those Member States which have given the same 

notification. 

The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shall communicate to the 

Member States and to the Commission the information received 

pursuant to Article 7(2), Article 8(2), Article 13(4) and Article 25(2). 

It shall also have the information published in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3. On the basis of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ed by the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the Commission shall, by 31 December 

2004 at the latest, submit a report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o 

the Council on the operation of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accompanied, where necessary, by legislative proposals. 

4. The Council shall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03 conduct a review, in 

particular of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by the Member States as well as the functioning 

of the Schengen Information System. 

 

Article 35 

Entry into force 

This Framework Decision shall enter into force on the twentieth day 

following that of its publication in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Done at Luxembourg, 13 June 2002. 

For the Council 

Th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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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Rajoy B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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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ouncil Decision 2002/187/JHA of 28 February 2002 sett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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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EUROPEAN ARREST WARRANT(1) 

This warrant has been issued by a competent judicial authority. I 

request that the person mentioned below be arrested and surrendered 

for the purposes of conducting a criminal prosecution or executing a 

custodial sentence or detention order. 

>PIC FILE= "L_2002190EN.001401.TIF"> 

>PIC FILE= "L_2002190EN.001501.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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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is warrant must be written in, or translated into, one of the 

official languages of the executing Member State, when that State is 

known, or any other language accepted by that State. 

Statements made by certain Member State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ramework Decision 

Statement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32 

Statement by France: 

Pursuant to Article 32 of the framework decision on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and the surrender procedures between Member States, 

France states that as executing Member State it will continue to deal 

with requests relating to acts committed before 1 November 1993, the 

date of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signed in 

Maastricht on 7 February 1992,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tradition 

system applicable before 1 January 2004. 

Statement by Italy: 

Italy will continue to dea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tradition rules in 

force with all requests relating to acts committed before the date of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framework decision on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a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32 thereof. 

Statement by Austria: 

Pursuant to Article 32 of the framework decision on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and the surrender procedures between Member States, 

Austria states that as executing Member State it will continue to deal 

with requests relating to punishable acts committed before the date of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framework decis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tradition system applicable before that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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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13(4) 

Statement by Belgium: 

The consent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to his or her surrender may be 

revoked until the time of surrender. 

Statement by Denmark: 

Consent to surrender and express renunciation of entitlement to the 

speciality rule may be revok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ules 

applicable at any time under Danish law. 

Statement by Ireland: 

In Ireland, consent to surrender and, where appropriate, express 

renunciation of the entitlement to the "specialty" rul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7(2) may be revoked. Consent may be revoked in accordance 

with domestic law until surrender has been executed. 

Statement by Finland: 

In Finland, consent to surrender and, where appropriate, express 

renunciation of entitlement to the "speciality rul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7(2) may be revoked. Consent may be revoked in accordance 

with domestic law until surrender has been executed. 

Statement by Sweden: 

Consent or renunciati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13(1) may be 

revoked by the party whose surrender has been requested. Revocation 

must take place before the decision on surrender is exec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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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歐洲逮捕令框架協議(中文) 

歐盟部長理事會架構協定 

歐盟會員國間逮捕令及解送程序 

Council Framework Decision 

on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and the surrender procedures 

between Member States 

2002 年 6 月 13 日 

 

 

歐盟部長理事會 

遵循歐盟條約特別第三十一條（a）及（b），及第三十四條第二項（b）； 

遵循歐盟執委會之提議； 

遵循歐洲議會之意見； 

 

鑑於： 

（1） 依據 1999 年 10 月 15 日及 16 日歐盟部長理事會坦佩雷會

議，特別是第 35 點，關於判決確定後逃避司法之人，各會

員國應將法定引渡程序廢除；而關於涉嫌從事犯罪之人，

引渡程序應加速為之。 

（2） 2000年11月30日之歐盟部長理事會坦佩雷會議第37點中，

有關推動相互承認刑事判決原則之措施計畫已有提出逮捕

令相互執行之事項。 

（3） 會員國均為或多為各引渡公約之締約國，包括 1957 年 12

月 13 日之歐洲引渡公約及 1977 年 1 月 27 日之歐洲恐怖主

義壓制公約。北歐國家之引渡法亦有相同之用語。 

（4） 以下三項處理引渡事務之公約，經會員國同意，為歐盟法

（Union acquis）之部分：1990 年 6 月 19 日制定之公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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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條規定有關推動 1985 年 6 月 14 日「申根協定」漸近廢

止邊界管制（規範本公約會員國之間關係）、1995 年 3 月

10 日歐盟會員國簡化引渡程序公約，以及 1999 年 9 月 27

日歐盟會員國引渡公約。 

（5） 為建構歐盟成為一自由、安平及公平之地區，乃廢除會員

國間之引渡，並由司法機關以移交制度取代之。這套基於

執行或起訴刑事審判之目的所定之簡易移交制度的援用，

得以使除去目前複雜的引渡程序中潛在遲延，會員國傳統

延用迄今的合作關係，應由刑事司法判決－──包括判決前

及確定判決───自由移交制度取代之。 

（6） 本架構協定所規定之歐盟逮捕令為刑事法推動實施相互承

認原則之第一部具體措施，經歐洲高峰會（European Council）

喻為司法合作之里程碑。 

（7） 由於取代 1957 年 12 月 13 日歐洲引渡公約建立的多邊引渡

制度之目的無法由國會單邊方達成，且依其規權及影響，

認為提升至歐盟層級更能達成該目的，因而本理事會得依

據歐洲聯盟條約第 2 條之補充規定之原則及歐洲共同體條

約第 5 條之規定，通過相關措施。本架構協定依據前述歐

洲共同體條約第 5 條之比例原則規定，不得超過所欲達成

之目的所必要之程度。 

（8） 有關歐盟逮捕令執行之決定應受充分之管控，亦即解送應

由逮捕國之司法機關決定之。 

（9） 中央機關在歐盟逮捕令之執行上擔任之角色，應限於實務

性及行政性協定。 

（10） 歐盟逮捕令之機制係基於會員國彼此間高度信任。除因會

員國執意違反歐盟條約第6(1)條所定之原則而情節重大，

並經理事會依同條第7(1)條認為有發生第7(2)條之結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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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執行不得暫停。 

（11） 歐盟逮捕令應取代先前有關引渡之文件，包括申根協定中

有關引渡實行之公約中第 3 章之規定。 

（12） 本架構協定尊重基本權，並遵守歐盟條約第 6 條承認之原

則以及歐盟基本權憲章特別是第 6 章所示之原則。基於客

觀要素有理由足認歐盟逮捕令之發布，係根據性別、人種、

種族、國藉、語言、政治觀點、性取向或該人之地位恐因

上述原因而受侵害時，本架構任何部分均不得被解釋為禁

止拒絕解送歐盟逮捕令被發布之人。 

（13） 本架構協定不得排除會員國適用其憲法規定之正當程序、

結社自由、出版自由及表達自由。 

（14） 任何人均不得被遷徙、驅逐或引渡至其極有受死刑、酷刑

或其它非人道或降等待遇或處罰之虞之國家。 

（15） 鑑於所有會員國均已批准 1981年 1月 28日歐洲理事會公

約對個人資料自動處理之個人保護，本架構內容實施中所

處理之個人資料，應依上述公約之原則予以保護。 

 

謹通過以下架構協定： 

 

 

 

 

第 1 章 Chapter 1 

總則 General Rules 

第 1 條（歐盟逮捕令的定義及其實施的義務） 

第1項 歐盟逮捕令係會員國為進行刑事起訴或為執行服刑判決

或拘留令之目的，供其他會員國從事逮捕及解送之司法決



254 
 

定。 

第2項 會員國應依相互承認之原則及本架構協定之條款，執行歐

盟逮捕令。 

第3項 本架構協定對於歐洲聯盟條約第 6 條所尊重的基本權利義

務及基本法律並無修改之效果。 

第 2 條（歐盟逮捕令之範圍） 

第1項 會員國對法律規定可處罰之行為，屬最重刑期在 12 個月

以上之監禁徒刑或拘禁之行為，或經判處 4 個月以上監禁

徒刑或拘禁確定者，得發布歐盟逮捕令。 

第2項 以下之犯罪行為如在發布國屬最重刑期為 3 年以上之監

禁徒刑或拘禁之行為，且為會員國法定之犯罪者，依據本

架構協定不需確認雙重刑事犯罪，可依歐逮捕令進行移

交： 

1. 參與犯罪組織； 

2. 恐怖主義； 

3. 人口走私； 

4. 兒童性剝削及兒童色情； 

5. 非法走私麻醉藥物及神經性物質； 

6. 非法武器、軍火及爆裂物； 

7. 貪污； 

8. 詐欺，包括依據 1995 年 7 月 26 日歐洲共同體財政利

益保護公約文意下之影響歐洲共同體之財政利益之詐

欺； 

9. 犯罪所得之洗錢； 

10.  偽造貨幣，包括歐元； 

11.  電腦相關犯罪； 

12.  環境犯罪，包括非法走私瀕臨絕種類動物、植物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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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物種； 

13.  便利非未經許可之入境及居留； 

14.  殺人及重傷； 

15.  非法交易人體之器官及組織； 

16.  綁架、非法監禁及人質挾持； 

17.  種族優越及仇視外國人； 

18.  組織或攜械強盜； 

19.  非法走私文物，包括古董及藝術品； 

20.  詐騙； 

21.  恐嚇取財敲詐及勒索； 

22.  偽造及仿冒產品； 

23.  偽造公文書及其走私； 

24.  偽造支付證券； 

25.  非法走私荷爾蒙物質及其他生長激素； 

26.  非法走私核能或放射性物質； 

27.  走私失竊車輛； 

28.  強暴； 

29.  縱火； 

30.  國際刑事法院管轄之犯罪； 

31.  非法劫持航空器／船隻； 

32.  惡意破壞。 

第3項 理事會依據歐盟條約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之條件，於諮詢

歐洲議會之後，得隨時經共同決議而於前項增列其他犯罪

種類。理事會依據第 34 條第 4 項提出之報告時，應審查

該列犯罪是否應增列或修正。 

第4項 對於第 2 項以外之其他犯罪，其移交以該歐盟逮捕令所發

布之行為依據執行國之國內法亦構成犯罪為條件，不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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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之構成要素為何及如何描述。 

第 3 條（歐盟逮捕令應不執行之理由） 

   會員國執行之司法機關（以下簡稱「執行之司法機關」）有以下 

    情形時，應拒絕執行歐盟逮捕令： 

第1項 如逮捕令所載之犯罪為執行之會員國之赦免範圍，而該會

員國依國內刑法對犯罪有管轄權得為起訴者，會員國執行

之司法機關（以下簡稱「執行之司法機關」）應拒絕執行

之。 

第2項 如執行之司法機關得知應逮捕之人就該同一行為業經某

一會員國為確定之判決，而該判決已執行完畢或目前在執

行中，或依審判之會員國之法律為不得再執行者，執行之

司法機關應拒絕執行之。 

第3項 如歐盟逮捕令所載之應逮捕之人，依執行國之法律，逮捕

令上所載之行為，其年齡為無刑事責任能力者，執行之司

法機關應拒絕執行之。 

第 4 條（歐盟逮捕令得不執行之事由） 

   執行之司法機關有以下情形時，得拒絕執行歐盟逮捕令： 

第1項 於第 2 條第 4 項之情形，如歐盟逮捕令所載之行為依據執

行之會員國法律並不構成犯罪，執行之司法機關得拒絕執

行。惟有關賦稅、關稅及匯兌之事項，不得以執行國國內

法未規定課徵該同種類之賦稅，或未有與發布國相同之賦

稅、關稅及匯兌法規為由，而拒絕執行之。 

第2項 應逮捕之人如因歐盟逮捕令上所載之同一行為於執行國

被起訴者； 

第3項 執行國之司法機關如決定不起訴歐盟逮捕令所載之犯罪

或暫停訴訟程序，或某一會員國就該相同之行為已為確定

判決，而無需續行訴訟程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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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項 被通緝人所受刑事起訴或處罰，為執行國之法律所禁止者，

且於該會員國刑法之管轄者； 

第5項 如執行之司法機關得知應逮捕之人就該同一行為，業經某

第三國為確定為判決，如該判決已執行完畢或目前在執行

中，或依審判之會員國之法律為不得再執行者。 

第6項 如歐盟逮捕令核發之目的係為執行判決或拘禁令，且該應

逮捕之人現停留於執行國，或為該執行國之國民或居民，

而執行國依國內法承擔該判決或拘禁令之執行者。 

第7項 歐盟逮捕令所載之犯罪如有以下情形時： 

（a） 依執行國國內法認為該犯罪之全部或一部在執行

國領域內或視同領域內實施者； 

（b） 犯罪實施於發布國之領域內，而執行國法律對於領

域外犯該犯罪不予追訴者。 

第 5 條（發布國於特殊案件中之保證） 

   執行之司法機關執行歐盟逮捕令時，得依執行國法律附帶以下條 

    件： 

第1項 歐盟逮捕令核發之目的係為執行一造缺席之判決所為之

判決或拘禁令，而該缺席判決時係因未經傳喚或未通知聽

證之日期及地點者，其移交應依附帶條件由發布之司法機

關給予適當之保證，確保該歐盟逮捕令之被通輯人於發布

國有重審及出席審判之機會； 

第2項 如歐盟逮捕所載之犯罪可處無期徒刑或終身拘禁令，該逮

捕令之執行得附帶條件，確保發布國於其司法制度中有條

款得據以請求重新審理該刑罰或所科罰之處遇。或確認該

人依發布國之法律與實務，最遲於二十年內，得有權申請

寬赦措施以獲得不執行該刑罰或處遇之目的。 

第3項 基於起訴之目的所發布之歐盟逮捕令，如該人係執行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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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或居民，其移交得訂定條件俟聽審進行後，將該人送

回執行國執行其於發布國所判處之監禁徒刑拘禁令。 

第 6 條（權責司法機關之判斷） 

第1項 發布之司法機關指發布國依該國法律有權發布歐盟逮捕

令之司法機關。 

第2項 執行之司法機關指執行國依該國法律有權執行歐盟逮捕

令之司法機關。 

第3項 各會員國應該國法律所指之權責司法機關通報理事會秘

書處。 

第 7 條（中央機關） 

第1項 各會員國應指定一個或依法律制度規定應指定多個中央

機關協助權責司法機關。 

第2項 任何會員國如因國內司法制組織認為必要時，得由該等中

央機關負責歐盟逮捕令傳遞及接收之行政工作，以及其餘

全部之相關官方通訊。 

會員國欲引用本條之規定時，應向理事會秘書處聯繫有關

指定機關或中央機關之資訊，該等指示對發布國所有機關

有拘束力。 

第 8 條（歐盟逮捕令之內容及形式） 

第1項 歐盟逮捕令應依據附件之格式記載包括以下資料： 

（a） 被通輯人之身分及國籍； 

（b） 發布之司法機關之名稱、住址、電話、傳真及電子

郵件網址； 

（c） 可據以執行之判斷證據、逮捕令，或其他於第 1 條

及第 2 條之範圍內有相同效果之可執行之司法裁

定； 

（d） 犯罪之性質及法律上分類，特別是依據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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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犯罪事實描述，包括被通緝人參與犯罪之時間、地

點及參與程度； 

（f） 該犯罪於發布國之刑度，如為確定判決，應載宣告

刑； 

（g） 如有可能者，應記載該犯罪之其他結果。 

第2項 歐盟逮捕令應官方語言或執行國其中一種官方語言翻譯

之。任何會員國於通過本架構協定之時或其後某一時間，

得聲明接受歐洲共同體翻譯機關所做之一種或多種翻譯，

並將該聲明存於理事會秘書處。 

 

第２章 

移送程序 Surrender procedure 

第 9 條（歐盟逮捕令之傳達） 

第1項 得知應逮捕之人之所在時，發布之司法機關得將該歐盟逮

捕令直接傳遞給該執行之司法機關。 

第2項 發布之司法機關於得於任何情形下決定在「申根資訊系統

（SIS）」中對被通緝之人發布警示。 

第3項 此項警示通報應依 1990 年 6 月 19 日「關於推動 1985 年

6 月 14 日漸進廢除邊界管制申根協定」公約第 90 條規定

而生效。申根資訊系統之警示通報若含有第 8 條第 1 項之

資訊者，應等同於歐盟逮捕令視之。 

在申根資訊系統有能力傳送第8條所含之全部資訊之前，

警示通報在此過渡階段應視同執行之司法機關等待正式

及適當格示之正本歐盟逮捕令。 

第 10 條（歐盟逮捕令傳達細部程序） 

第1項 如發布之司法機關不知權責執行之司法機關為何時，發

布之司法機關應做必要查詢，包括經由 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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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cial Network，以便從執行國取得該等資料 

第2項  發布之司法機欲為前項查詢者，其傳送得經 European 

Judicial Network 之安全通緝系統為之。 

第3項 如無法運用「申根資訊系統（SIS）」之服務時，發布之

司法機關得透過國際刑警組統傳遞歐盟逮捕令。 

第4項 發布之司法機關得在執行國能確認可靠之條件下，運用

任何能顯現文字之安全方式傳遞歐盟逮捕令。 

第5項 有關執行歐盟逮捕令所需之任何文件，其傳遞或可靠性

查證方面之困難，應由有關之司法機關彼此直接聯繫處

理，若由會員國之中央機關參與處理亦屬適當時，亦得

為之。 

第6項 如接收歐盟逮捕令之機關非採取作為之權責機關，接收

機關應自動轉送國內權責機關，並應通報發布之司法機

關。 

第 11 條 （被請求人的權利） 

第1項 被請求之人被逮捕時，權責執行之司法機關應依據國內

法規定通知該人、告知逮捕令內容及是否可能同意移交

回發布國。 

第2項 歐盟逮捕令被請求之人經逮捕者，有權利依執行國國內

法規定聘請法律顧問（律師）及翻譯。 

第 12 條（對被請求人的羈押） 

   對於依歐盟逮捕令逮捕之人，執行之司法機關應依該國國內法  

     決定是否羈押之。在符合執行國國內法規定並經權責機關 

     採取必要之措施防止逃匿後，得於任何時間有條件暫時釋放該

人。 

第 13 條（被請求人同意移交） 

第1項 如被逮捕之人為同意解送之表示時，該同意以及表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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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第 27 條第 2 款所定之「引渡效果有限條款（Specialty 

Rule）」時，應依執行國國內法規定向執行之司法機關

為之。 

第2項  各會員國應採取必要措施，確保該同意及第 1 項所指之

放棄方式係出自於該人之自願，並且完全知道其後果，

為此目的，被通緝之人應有法律諮詢權。 

第3項  該同意及第 1 項所指之權利放棄，應依執行國國內法規

定之程序正式紀錄之。 

第4項  原則上該同意不得撤銷，各會員國得規定該項同意及

「引渡效果有限條款」之放棄於適當之情形下，得依國

內法相關之規定撤銷之。此時，從同意到撤銷這段期間

不得計入第 17 條規定之期限。會員國於通過本架構協定

時，應敘明有無同意撤銷之可能性及其程序，有修正時

亦同。 

第 14 條（被請求人不同意移交時的聽審） 

   被請求之人未為第 13 條之同意移交時，有權依執行國之法 

     律請執行之司法機關聽取陳述。 

第 15 條(移交的決定) 

第1項 執行之司法機關應於期限內依本架構協定之條件決定是

否移交該人。 

第2項 如執行之司法機關認為發布國傳達的資訊不足夠做成移

交之決定時，應請求以速件提供必要之補充資料，特別是

第 3 條到第 5 條及第 8 條之資訊，並得參酌有無依第 17

條所定期限之必要，而訂定補正期限。 

第3項 發布之司法機關得於任何時間提供有用之補充資訊予執

行之司法機關。 

第 16 條（對多個請求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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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如有二個以上之會員對同一人發布歐盟逮捕令時，應由執

行國針對犯罪地點犯罪嚴重性通緝日期以及該逮捕令核

發之目的是否為起訴或執行服刑判決或拘禁令等情形為

適當之審酌後，決定依據何國逮捕令執行之。 

第2條 執行之司法機關於為第 1 項之決定時，得向「歐盟司法組

織（Eurojust）」諮詢。 

第3條 如歐盟逮捕令與第三國引渡請求衝突時，其優先順序應由

執行國權責機關針對第 1 項之情形及前述各項得適用之

公約為適當之審酌後決定之。 

第4條 本條之規定不得排除會員國對國際刑事法庭之義務。 

第 17 條（歐盟逮捕令執行之時間限制與程序） 

第1條 歐盟逮捕令應以急件急理之。 

第2條 被請求之人同意移交時，逮捕令執行之終局裁定應該同意

後十日內做成。 

第3條 有其它情形時，逮捕令執行之終局裁定應於被請求之人受

逮捕後六十日內做成。 

第4條 有特殊情形無法於第 2 項及第 3 項期限內執行時，執行之

司法機關應立即通知發布之司法機關，敘明延遲之原因，

此時該期限得延長三十日。 

第5條 執行國於未對歐盟逮捕令做成確定判決之前，應確保移交

之書面條件仍為有效。 

第6條 歐盟逮捕令拒絕執行時，應提出原因。 

第7條 會員國如有特殊之情形無法遵守本條規定之期限時，應即

通知「歐盟司法組織（Eurojust）」，敘明延遲之原因。

會員國如遇另一國經常延遲者，應通知理事會，俾就本架

構協定於各國推動情形進行評估。 

第 18 條（移交擱置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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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 歐盟逮捕令如係為進行刑事起訴之目的而發布者，執行之

司法機關應： 

（1） 同意被請求之人依第 19 條之聽證請求，或； 

（2） 同意暫時移交被請求之人。 

第2項 暫時移交之條件及期間應由發布國及執行國協議決定

之。 

第3項 關於暫時移交之情形，移交程序包括該人必須能返回執行

國參加聽證在內。 

第 19 條（在司法機關做出決定前對被請求人的聽審） 

第1項 被請求之人應經請求法院所屬國家之法律指派之人員協

助下進行陳述。 

第2項 被請求之人應依執行國之法律及發布之司法機關與執行

之司法機關共同協定之條件進行陳述。 

第3項 權責執行之司法機關得指定該國另一司法機關參與被請

求之人之聽證，以確保本條款及協定之規定能適當執行。 

第 20 條（特權與豁免權） 

第1項 被請求之人於執行國國內享有管豁或執行之特權與豁免

時，非經執行之司法機關獲告知該特權或豁免權已免除者，

第 17 條規定之期限不得繼續，期限通知時起開始計算。 

被請求之人不再享有該特權或豁免權時，執行國應確保文

件完備。 

第2項 特權或豁免權之解除權如屬於執行國之某機關者，執行之

司法機關應請求該機關解除之；特權或豁免權之解除權如

屬於其它國家或國際組織者之某機關者，由發布之司法機

關請求該國家或國際組織解除之。 

第 21 條（國際義務衝突） 

   被請求之人若係從第三國經引渡至該執行之會員國，且該人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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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協定條款所保護者，則本架構協定不得排除該執行國之義  

     務。執行國應即採取所必要之措施，請求該人所由引渡之國家 

     同意該人解送至歐盟逮捕令之發布國。第 17 條所指之時效於引  

     渡效果有限條款停止適用之前，不得繼續。執行國於暫時擱置  

     決定之際，仍須確保有效移交所必要之重要要件齊備。 

第 22 條（決定之通知） 

   執行之司法機關於決定依歐盟逮捕令展開行動時，應立即通知 

     發布之司法機關。 

第 23 條（移交的時間限制） 

第1項 被請求之人應於相關機關盡速同意期日移交之。 

第2項 該人應於歐盟逮捕令終局裁定應執行後十日內移交。 

第3項 如被請求之人因會員國無法掌控之情形，致未能於第 2

項規定之期間內移交者，執行之司法機關及發布之司法機

關應即互相聯繫，並就新的移交日期達成同意者。此時，

該解送應該新的移交日期開始十日內為之。 

第4項 因重大人道因素時，例如有實質事由可信明顯將危及被請

求人之生命或健康者，移交得例外暫時延後。該等事由已

不存在時，應即執行該逮捕令。執行之司法機關應即通知

發布之司法機關，並就新的移交日期達成同意。此時，該

移交應於新的移交日期開始十日內為之。 

第5項 第 2 項至第 4 項之期限屆至時，如該人尚在押者，應即釋

放。 

第 24 條（暫緩移交或附條件移交） 

第1項 執行之司法機關於決定執行歐盟逮捕令後，得為了於執行

國進行起訴，或為了於執行國領域內執行非因該歐盟逮捕

令之案件之其它判決，而暫緩移交被請求之人。 

第2項 執行國若不暫緩移交，亦得依據執行之司法機關與發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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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機關相互協定所定之條件，暫時將被請求之人移交至

發布國。該協定應以書面訂之，其內容應對發布國各機關

有拘束力。 

第 25 條（過境） 

第1項 對於因執行監禁徒刑或拘禁令之目的而被請求之人，各會

員國除因該人為本國國民或居民而有可拒絕之事由外，於

接獲以下資訊時，應准許該人於移交時過境其領土： 

（a） 歐盟逮捕令被請求人之身分及國籍； 

（b） 有效之歐盟逮捕令； 

（c） 該犯罪之性質及法律種類； 

（d） 犯罪情形描述，包括日期及時間； 

歐盟逮捕令如基於起訴之目的而通緝被通緝人，如該人為

過境國之國民或居民者，過境得附加條件規定於該人於聽

證後，送回過境國執行發布國所判處之刑期或拘禁令。 

第2項 各會員國應指定一機關負責受理過境請求、相關必要文件，

以及其它過境請求之官方通訊。會員國應將指定機關通理

事會秘書處。 

第3項 過境之請求及第 1 項所指之內容，應以任何得做成書面紀

錄之方式，向第 2 項所指定之機關提出。過境國應以相同

之程序告知決定。 

第4項 以航空器載送而非預定之落地停留者，本架構協定不適用

之。然而，如有發生非預定之落地停留情形時，發布國應

將第 1 項規定之資訊提供給第 2 項所指定之機關。 

第5項 如過境之人係從第三國引渡至某會員國時，本條之規定准

用之。此時「歐盟逮捕令」之用語應以「引渡請求」取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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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移交之效果 

Effects of the Surrenders 

第 26 條（對執行國羈押期限的折抵） 

第1項 發布國應將從全部期間中扣除執行所經之期間扣除。 

第2項 為此目的，執行之司法機關或第 7 條之中央機關於移交時，

應向發布之司法機關提出歐盟逮捕令被通緝人在押期間

之所有相關資訊。 

第 27 條（可能對其他犯罪的起訴） 

第1項 各會員國得通知理事會秘書處，除於特殊情況執行之司法

機關另於裁定中有說明者外，該同意係基於推定該起訴、

審判或拘禁是為執行其被移交前所犯之罪所做之服刑判

決或拘禁令。 

第2項 除第 1 項及第 3 項所指之情形者外，任何被移交之人不得

因移交前所犯之其他罪而被起訴、審判或剝奪個人自由。 

第3項 第 2 項不適用以下情形： 

（a） 於該人被移交至目的國後，經准予釋放後有機會離

開該國領域，而經過四十五天仍末離去者，或於離

去後返回該國領域者； 

（b） 所犯之罪是不得處以監禁徒刑或拘禁令者； 

（c） 刑事訴訟程序不致申請限制人身自由之處遇者； 

（d） 應受之刑罰或處遇雖屬可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或

處遇，而未處以剝奪自由，以財產罰或相關之處遇

者。 

（e） 該人同意被移交後，並經依第 13 條放棄引渡效果

有限條款者； 

（f） 該人被移交後，明示放棄其在特定犯罪中之引渡效

果有限原則之權利者，該項放棄應向發布國之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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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為之，並依該國國內法記錄之。該項放棄應明

確顯示被通緝人係出於自願，並完全了解其後果。

為此目的，該人應有諮詢法律之權利； 

（g） 執行移交之司法機關依第 4 項給予同意者； 

第4項 提出同意之請求時，應檢附第 8 條第 1 項之資訊及第 8

條第 2 項之翻譯，向執行之司法機關為之。請求之犯罪如

依本架構協定之條款係應屬移交者，應准予同意，如有第

3 條所指之事由者，應拒絕同意，如有第 4 條所指之事由

者，得拒絕同意。決定應於收到請求後三十日內為之。 

對於第 5 條所列之情形，發布國應依規定提具保證。 

第 28 條（移交或最終之引渡） 

第1項 各會員國得通知理事會秘書處表示，對於解移交前所犯之

罪經歐盟逮捕令發布通緝者，非執行國於其解送決定中另

有載明者外，推定同意將該人移交至執行國以外之會員

國。 

第2項 任何依歐盟逮捕令被移交至發布國之人，得未經執行國之

同意，於以下情形時，依據該移交前所犯之罪而經發布之

歐盟逮捕令，被解移交至執行國以外之會員國： 

（a） 於該人被移交至目的國後，經准予釋放後有機會離

開該國領域，而經過四十五天仍未離去者，或於離

去後返回該國領域者； 

（b） 被通緝之人同意被依歐盟逮捕令移交至執行國以

外之會員國者，得被移交至該會員國。該項同意應

向發布國之權責機關為之，並依該國國內法記錄之。

該項同意應明確顯示被通緝人係出於自願，並完全

了解其後果。為此目的，被通緝人應有諮詢法律之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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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被通緝之人依據第 27 條第 3 項第（a）、（e）、（f）

及（g）之規定，不受引渡效果有限條款規範。 

第3項 執行之司法機關應依以下規定同意移交至另一會員國： 

（a） 同意之請求應檢附第 8條第 1項之資訊及第 8條第 2項之 

   翻譯，依第九條之規定提出； 

（b） 請求之犯罪如依本架構決定之條款係屬應移交者，應准予 

   同意； 

（c） 決定應於收到請求後三十日內為之； 

（d） 如有第 3 條所指之事由者，應拒絕同意，如有第四條所指 

   之事由者，得拒絕同意。 

對於第 5 條所列之情形，發布國應依規定提具保證。 

第4項 僅管第 1 項之規定，但任何依歐盟逮捕令被移交之人，未

經移交國權責機關之同意者，不得將該人引渡至第三國。

該項同意之做成應依該國所受拘束之公約以及國內法之

規定為之。 

第 29 條（財物的移轉） 

第1項 執行之司法機關得主動或基於發布之司法機關之要求，依

據國內法規定，扣押並遞交： 

（a） 可得為證據之物； 

（b） 被請求之人因犯罪所得之物； 

第2項 歐盟逮捕令如因被請求之人死亡或逃匿而無法執行者，第

1 項所指之物仍應予遞交。 

第3項 如第1項所指之物於執行國領域內依法應扣押或沒入者，

如為進行之刑事訴訟案件所必需時，執行國得暫時保全，

如有發還時，得遞交發布國。 

第4項 執行國或第三人對第 1 項所指之物可取得之權利應予保

留。執行國有此權利時，發布國於刑事訴訟程序終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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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將該物返還執行國，並且不得請求費用。 

第 30 條（費用） 

第1項 執行國於其領域內因執行歐盟逮捕令而衍生的費用，由執

行國負擔。 

第2項 其餘費用由發布國負擔。 

 

第四章 一般條款及附款 

General and Final Provisions 

第 31 條（與其它法律之關係） 

第1項 本架構協定於不牴觸適用會員國與第三國間之適用下，應

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取代以下適用於會員國間引渡事

項之公約： 

（a）1957 年 12 月 13 日歐洲引渡公約、該公約於 1975  

   年 10 月 15 日附加議定書、該公約 1978 年 3 月 17 

     日第二次附加議定書，及 1977 年 1 月 27 日壓制恐 

     怖主義歐洲公約有關引渡規定； 

（b）1989 年 5 月 26 日歐洲共同體十二國有關引渡請求 

     傳遞方式簡化及現化協議； 

（c）1995年 3月 10日歐盟成員國間簡化引渡程序公約； 

（d）1996 年 9 月 27 日歐盟成員國間引渡公約； 

（e）1990 年 6 月 19 日「推動 1985 年 6 月 14 日漸進廢 

     除邊界管制申根協議」施行公約第 3 編第 4 章。 

第2項 本架構協定施行後，如原有雙邊或多邊協議或協商有助於

本架構協定之目標之延展，並有助於簡化或促進歐盟逮捕

令被通緝人之移交程序者，會員國得繼續適用之（第 1

段）。 

會員國於本架構決定生效後，如雙邊或多邊之協議或協商



270 
 

使本架構決定之效力得延長或擴充，並有助於簡化或促進

歐盟逮捕令被通緝人之移交程序，特別是藉由：訂定較第

17 條更短之期限、擴充第 2 條第 2 項規定所列之犯罪、

進一步限制第 3 條及第 4 條拒絕之事由，或降低第 2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之門檻等方式者，會員國得締結該雙邊或多

邊協議或協商（第 2 段）。 

     第 2 段所指之協議及協商，於任何情形下，均不得影響其 

     與非締約之會員國之關係（第 3 段）。各會員國應於本架 

     構協定生效起三個月內，將第 1 段仍擬繼續適用之現有協 

     議及協調通知理事會及執委會（第 4 段）。 

     會員國就第 2 段所締結之新協商或協議，亦應於簽訂後三 

     個月內，通知理事會及執委會（第 5 段）。 

第3項 第 1 項所指之公約或協定所適用之領域，雖然如其對外關

係有由會員國負責，但不適用本加本架構協定者，仍以該

公約或協定繼續規範這些領域與會員國間之既存關係。 

第 32 條（過渡條款） 

   2004 年 1 月 1 日前接獲之引渡請求，將繼續由既有之引渡法律 

     規範之，其後接獲之請求由會員國依據本架構協定所通過之法 

     規規範之，然而，各會員國得於理事會通過本架構協定之時， 

     聲明對於某指定期日前之犯罪行為，仍依據 2004 年 1 月 1 日前 

     可適用之引渡制度受理請求。惟該指定期日不得超過 2002 年 8 

     月 7 日。上述聲明應於「歐洲共同體公報」刊登之，並得於任 

     何時間撤回。 

第 33 條（與奧地利與直布羅陀相關的條款） 

第1項  奧地利於未修訂引渡與司法互助法第 12 條第 1 項前，至

遲於 2008 年 12 月 31 日前，如被請求之人為奧地利公民

且該歐盟逮捕令所載之行為依奧地利法律不處罰者，得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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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其執行之司法機關拒絕執行歐盟逮捕令。 

第2項  本架構協定適用於直布羅陀。 

第 34 條（執行） 

第1項  會員國應該 2003 年 12 年 31 日前，採取必要措施以符合

本架構協定之條款。 

第2項  會員國應將本架構協定內國法化之條文內容傳送理事會

秘書處及執委會，並表示該國將對於有提出相同聲明之會

員國立即援用本架構協定。 

關於會員國依第 7 條第 2 項第 8 條第 2 項第 13 條第 4 項

及第 25 條第 2 項提報之資料，理事會秘書處應轉知各會

員國及執委會，並將該等資料登載於「歐洲共同體公報」。 

第3項  執委會依據理事會秘事處提供之資料，最遲應在 2004 年

12月 31日前就本架構協定之施行一事向歐洲議會及理事

會提出報告。 

第4項  理事會應於 2003年下半年度針對本架構協定條款之實務

運作及申根資訊系統之功能進行檢討。 

第 35 條（生效） 

   本架構協定應於「歐洲共同體公報」公布後二十日生效。 

   2002 年 6 月 13 日 於盧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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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座談會會議紀錄 

座談會會議紀錄 

2012.11.16 

楊雲驊老師：感謝各位能在百忙之中參與作談，我先簡單概述，為何

會有這些問題存在。中國大陸與我國間不可能有引渡，大家都以遣返

稱之，但它本質上是一種引渡。依照法務部的規定，它裡面仍然規定

著宗教犯、軍事犯、死刑犯等等重要引渡原則，所以當我們與中國大

陸在進行遣返時，引渡法是全盤適用嗎？還是必須做些微調整？若它

的性質是偏引渡的話，我們的疑問是，現在我們有引渡法，雖然實務

上是幾乎沒有在適用，但既然引渡法有這些原則限制，那當我國用「假

遣返，真引渡」時，是否應受引渡法的拘束？這是我第一個問題。第

二個問題是，當我國把中國大陸人士遣返回去，除偷渡犯外，違犯相

關刑事犯罪者，亦是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8條將他們驅逐出境，

這是一個行政措施，但這邊產生一個問題，我國有制定提審法，而且

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中，

保護人權方面有是具有直接效力。若以提審法與二公約施行法來看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18 條這種具行政性質的遣返，想就教各位於其業

務接觸範圍內，有無合憲性爭議存在？若有，試問實務機關的看法如

何？    當然這個問題就會回到，我國目前的引渡法、提審法以及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的關係，應該會是如何？提審法一向只認為是刑事案

件才有，但提審法應不僅限於刑事，從人身保護令一直到各國的實務，

以及現有的人權公約，是否有提審法的適用？是否會開放此救濟管道

給他們？若無，是否合憲？既然遣返的本質是引渡，引渡法是否要修

正？從法位階來看，法律規定會比行政命令的發布堅實許多，那它跟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關係是什麼？依照憲法制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但再怎麼特別，引渡法的基本原則是否應該在對中國大陸人士的遣返

中被適用？ 

http://law.moj.gov.tw/Hot/AddHotLaw.ashx?PCode=I0020028&SelectTyp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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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恒達老師：當我國把中國大陸人士遣返時，若其要求提審時，是否

有無提審法之適用？以比較法例，例如美國，其亦時常使用遣返的方

法來解決無法用引渡解決的問題，例如美國與中國間，但我們可以看

到這些中國大陸人士時常會主張其有權入境美國，例如擁有美國國籍

或具有依親權利，舉例而言，如同王又曾到美國時一直主張其欲留在

美國，而這其實是與美國法院間有許多折衝，所以法院在整個程序上

是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在臺灣，若中國大陸具備資力人士或是難民，

若其主張提審而欲透過法院來主張權利，總不能因其為敵對國家而無

人權保障。若美國在人權保障上有諸多程序，例如聽證、、律師辯護

甚至法扶！在這樣的相比下，想就教各位在實務上的處理方式。 

 

楊雲驊老師：研究團隊亦想透過此計畫，若實務將來有修法需要，亦

可透過本計畫有一套立法的架構，尤其是已多年未修的陳舊引渡法，

不論其適用機會，我國亦應將其視為相關刑事犯罪遣送的母法，尤其

對於中國大陸人士要如何準用它？或是如何去解決？而這些問題是

本研究計畫的後半段，非常關注的問題。 

 

外交部陳科長：以工作經驗為例，剛有提到美國的例子，那就以王又

曾的案子為例，這牽涉到兩國區塊的法律，一是美國的引渡法及與其

其他國家簽訂的條約，他們有很健全的體制，美國跟 150 幾個國家簽

引渡，而我們只有 11 個，再加上美國國內有引渡法。王又曾那個案

子到跟引渡無關，最主要的爭點反而在於王又曾是否已進入美國國境？

若其已進入美國國境，其就可以主張美國法律的保護，因為美國移民

法的規定，是對於已進入美國境內的人士賦予諸多權利。王又曾案，

最主要的法律爭點是其有無離開過美國國境？王又曾的飛機是從新

加坡飛到紐約，王又曾是主張其無離開，但其在新加坡又下機，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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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要被我國司法人員帶走，但其在機場耍賴不欲離開。若王又曾一

旦入境美國就可以很完整的走完整個移民法的程序，也就類似於一般

的法律訴訟程序，而就相關資訊得知，其現在就正在打移民官司。若

就臺灣法制來看，以我的觀點來看，就只有入出境移民法，而此法以

及其救濟機制，最多只能到達訴願程序而無完整的司法救濟程序。    

若就引渡方面，確實有其他國家向我國請求引渡，有援用引渡條約亦

有援用引渡法，其中一個是中美洲的友邦是援用引渡條約。但皆未有

成功的案例。 

 

楊雲驊老師：皆未有成功案例的原因為何？ 

 

外交部陳科長：皆是我國拒絕。 

 

楊雲驊老師： 拒絕的原因主要是實體原因亦或是程序問題？ 

 

外交部陳科長：拒絕的原因，就我所接觸過的資訊，有於法務部就被

拒絕，有的是法院不予准許，但亦有因涉及政治事關機密。。若於美

國，倘若美國法院已經同意引渡，引渡的案子是不可上訴，而是以聲

請人身保護令的方式，向聯邦上訴法院請求救濟。 

 

楊雲驊老師：引渡法現已陳舊並與現況有所不符，外交部對此是否己

欲提出修正草案？ 

 

外交部陳科長：引渡法的主管機關是法務部。但就外交部的立場，吾

亦積極欲與其他國家簽訂引渡條約或司法互助協定，但基本上都會觸

碰到計畫文本中所提到的類似問題，例如死刑犯不引渡原則，現今國

際社會不處死刑的國家似乎比處死刑的還多。我國在與帛琉共和國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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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渡條約時，就因其沒有制定死刑，故在條約中就內載死刑犯不引渡

原則，因此除非保證不判處死刑或保證不執行死刑方才引渡。而這正

是我國會遇到的問題，所以引渡法確實有修正必要。 

 

楊雲驊老師：我國引渡法第一條規定：引渡依條約，無條約或條約無

規定者，依本法之規定。其所據的法位階甚高，若將遣返視為是一種

引渡，那遣返所反應出的適用價值就會有所不同。 

 

外交部陳科長：這種論述可能會有問題。不論是在國內，國際上亦是

如此，引渡與遣返是機械性的二種分類，引渡就是引渡，引渡就一套

完整的程序，包括行政機關以及法院的介入，是一套很慎重的程序，

近期所發生的阿桑吉(Julian Assange)案就是如此。 

 

楊雲驊老師：對阿桑吉逮捕是使用歐盟逮捕令。 

 

外交部陳科長：而這種也關係到國際現實，若國家強大有能力的話就

私底下就不擇手段透過其他方法將其送回，否則仍然要踐行各國引渡

法或條約的正當法律程序。 

 

楊雲驊老師：阿桑吉是向厄瓜多駐倫敦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連英國

警方都無法進入。 

 

外交部陳科長：但最後英國政治下令允許進入，在國際政治現實上是

屬蠻大膽的行為。 

 

楊雲驊老師：當時似乎亦引發美洲國家的警告與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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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陳科長：但若就國際公法的理論而言，一國的司法人員應該不

能進入他國駐在國之大使館。 

 

楊雲驊老師：當時由瑞典所簽發的歐盟逮捕令在很短的時程內就傳達

於英國，依照歐盟逮捕令框架協議，英國應盡快執行，即使在英國國

內有訴訟案件正在進行，其亦不影響歐盟逮捕令之執行。 

 

外交部陳科長：當時阿桑吉的律師所爭執的法律爭點之一，是此歐盟

逮捕令是由檢察官所簽發而非法官，似照歐盟相關公約，司法官應僅

只包含法官而不含蓋檢察官 

    回到當初的問題，即使實質效果可能類似，但引渡與遣返仍然要

做區分。 

 

楊雲驊老師：理論上雖是如此，但因我國國際現實上的處境，引渡的

適用是極為困難，所以都用遣返加以替代，與東南亞國家間都是如此。

人權保障在引渡法的規定是很齊全，但遣返是屬行政措施之一環，人

權保障幾乎沒有，好比非法入境或欲長期居留者，幾乎沒有救濟程序，

很快的就可以將之遣返回去，人權保障在這些案例中成為空話。而遣

返程序一定會拘束人身自由，其應適用的法律依據和救濟程序在哪？

如果是適用引渡法就有，遣返就沒有。 

 

外交部陳科長：就我對國際現實的觀察，法治越先進的國家，程序保

障越好，對於將非本國國民遣送出國都須進行諸多的保障程序，基本

上就是引渡法的程序，其中就包含救濟程序。但法治較為落後，人治

較強的國家或行政權較大的國家，其遣送程序就很迅速而無若干程序

保障在阻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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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恒達老師：若從上述觀點而言，我國的移民法在相關人權保障程序

上並未有完整建構。 

 

楊雲驊老師：其實移民法在人權保障的建構上是相當薄弱的。例如將

一群人關在外國人收容所，那所衍生問題是非常多的。接下來就交於

陸委會陳科長。 

 

陸委會陳科長：從 98 年的兩岸協議開始，那時起從陸方遣返於我國

有兩百多位，而從我國遣返於中國大陸則是是二位，有一位是中國大

陸的廚師在中國殺人，但其已在臺灣工作多年才被發現，故無其他事

實足認有危害臺灣，當時是以強制出境的方式，在松山機場交接給中

國大陸公安，另位一位似乎亦是如此。而 98 年兩岸協議提到的人員

遣返，是具有引渡的性質在內。就如同上述所講，我國引渡法，不只

是中國大陸人士連外國人都沒有成功的適用過。引渡法相對於引渡條

約是屬單向規定，將來可以考慮修法做更做完善的規範。 

    目前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18 條的強制出境，我國在 98 年時有

增訂第 2 項，其係規定在強制出境時，內政部移民署得召開審查會，

賦予其陳述機會，當時的立法背景是參考入出境管理法來加以增訂。

但實際上有無召開，這可能要函問移民署。 

 

楊雲驊老師：就我所得到的相關資訊，即使是針對外國人有召開審查

會的就屬極少，更何況是針對中國大陸人士。 

 

陸委會陳科長：因為對中國大陸人士不能為差別待遇，所以當時就參

照入出境移民法在 98 年增訂，但美中不足的是其只限於第 1 項的第

3 款到第 5 款，所以若是藉由偷渡進入我國或是超過居留期限者，其

將不會召開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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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目前從我國遣返回中國大陸都是使用強制出境此權宜措施。而

中國大陸則無相關規範，取決於對岸的主觀意思。 

 

楊雲驊老師：也許相對於我國，對岸遣返法制並沒有相關規範。但我

國與中國大陸要有所區別，我國是高規格法制，以我國的立場，對岸

如何將人遣返予我國，只要能夠遣送回國，不論使用何種手段，我國

是不會去置喙。但若是我國將人遣送出去，這是我國主權的運作，當

然要適用高規格的法制來進行。綜上是我的看法。接下來要就交於陳

科長，陸委會對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件乃直接管轄機關，此條例從制定

至今已有二十年以上，是否有大幅檢討的考量？ 

 

陸委會陳科長：從制定至今二十年間其實大大小小總共修法十三、十

四次，特別是 92 年幾乎是整個翻修，我國也是有根據兩岸情勢來進

行調整，並非怠墮不前。若針對引渡的問題，它是整個國家對外的一

體適用，並非針對中國大陸人士而為特別的立法。 

 

法務部范檢察官：法務部是兩岸遣返的執行單位，但法務部並沒有在

對法律有完整理解後才來操作，法務部是依照之前 98 年簽訂協議之

後，依照各單位的聯繫機制就開始操作。其中包含一些歷史性的因素，

例如金門協議。第二個我要特別說明的是，兩岸人民遣返在前二年是

很重要的，例如電信詐騙，或是王智雄，但它的熱區都是在講從中國

大陸將人遣返回國，可是我們現在所談的都是較少學說與實務去討論

的部分（從我國將人遣送回中國大陸）。  本來法務部在兩岸司法

互助上可以使力的空間是很大的，不論是針對法律的解釋或是實際的

執行層面，但就如同之前所講的歷史因素以及警務合作，這導致法務

部可以著力的地方極少。警務合作，簡單來說，就是警察都在做都在

搶著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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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法務部的立場也不是搶著要做，而是我們談論許久的救濟權問

題，雙方人犯的人權保障都很重要，但相關警務機關，卻因為基效掛

帥而有不同的思考與執行模式。當然一方面在法制體例設計上就是這

樣，另一方面是由於在 98 兩岸協議之後法務部基於歷史背景下的種

種因素下而授權司法警察來進行，但也因為全部都由警務機關來做，

所以整個遣返的詮釋權或話語權的掌控就此移轉，法務部事實上的著

力空間很小，只有在開具拘票、移送人犯、聲請羈押或釋放等等事由，

才有法務部的身影。    外國人的話就適用入出境移民法，兩岸人民

則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為優先，但這就變成全部是由行政權在操作。

站在法務部的觀點，這種方式並非良善，所以法務部最近正跟各機關

積極協調，希望將這些事宜回歸到上位階回歸到體制面。 

 

楊雲驊老師：只要中國大陸將人遣送回國，無論中國大陸是使用何種

方式，我國幾乎不會去審查。其實在其他國家的法制上，幾乎任何國

家都不會去審查，不會去管他國有無依法執行，有無保護人權。所以

在遣返回國的問題上，反而是我國如何有效率的跟中國大陸來協調，

來因應，如何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將人順利遣返回國，所以那不是法制

面會去討論的東西，因為型態太多樣化了。例如美國 CIA 要跟誰合

作欲在在國外非法綁架相關人士，這已非法制面得以探討之處。    

但假使人在我國，反而是我國能夠掌握的，我們所談論的法制化應該

是如此。所以法務部當初所提計劃的重點應該是以臺灣現況為中心來

改進引渡及其它替代措施。而這才是我國能掌握的地方，國外要如何

或怎麼運作，通常都具有很強的政治因素，那就不是法制面可以去解

決的問題。 

 

法務部范檢察官：在此我提出一個問題，這個座談會所討論的是兩岸，

假若我國希望把人遣送回國是用最有時效的方式也就是採用行政模



280 
 

式而無司法的介入，世界各國有無其他案例，是當他國將人犯遣送回

國，他國是採較便宜行事的行政模式，但當我國欲將人遣送出去卻是

使用最高規格的引渡法或相關法律來加以對待，真有如此的實際案例

嗎？ 

 

外交部陳科長：對不起，我打個插，其實我國就是如此。這回到剛才

所提的，一個是法律體系的問題，一個是實務基效的問題。若是注重

法律體系，然後人權概念很強，法治概念很強的國家，例如英、美、

歐、日等等，我國不可能很霸道的就要求他們把人遣返予我國，這些

國家一定會要求走完內國法的相關法律程序，這將導致若要將他們遣

送回國是屬異常困難；但若對方國家是東南亞或中國大陸，相對而言

就非常容易，基本上只要協調好，很快就遣返了。    就政府立場，

能夠讓他們回國受審是政府目的也是國家目的，可是因為他國法制不

同所以就會形成不同做法。但就國際現實而言，我國希望美國遣返是

非常困難，但若是美國要求我國遣送某人出去就會非常容易，通常只

要 FBI 跟臺灣協調好，很快的就會適用移民法遣送出去，這就如同我

們對東南亞國家一樣，但我們不可能如此對待美國，因為他們不理這

一套。 

 

法務部范檢察官：國際法上強調互惠的概念，所以當美國使用高標準

來對待我國時，我國是否亦可適用高標準法制來因應呢？ 

 

外交部陳科長：理論上應當如此，但這與我國實務處理方式不同。我

國頂多是適用較為寛鬆的給法，法律上有不同的處理模式，來達到美

國的要求。 

 

楊雲驊老師：就兩岸遣返事例，中國大陸要求我國遣送者並不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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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有使用較為高標準法制的空間。因為高標準法制附隨而來的的是

冗長審理期間和諸多保護人權程序，這種行政與司法成本很多國家是

無法吸收的。但也因為中國大陸需要我們遣返的案例極少，所以不必

擔心成本的效應，因此我國是有適用高標準法制來對待的機會。但有

論者可能會認為，當中國大陸跟我們要人較為困難時，而我們卻要求

中國大陸要迅速要快，最後會不會導致中國大陸也以高標準來對待我

們，而使得我國難以向中國大陸要人？當然我國在法制上不一定要適

用引渡法如此嚴格的程序，但目前我國遣返中國大陸人士的程序確實

太為寬鬆，基本上只要表面證據到，行政機關一決定就可以遣返。當

然有論者認為若增加司法程序，有諸多的上訴或抗告程序等阻撓，結

果大張旗鼓弄了半天連個影都沒見到，但我認為這整個法治價值就在

此體現，是要當他國低標準法制我國就低標準，抑或是我國可以稍微

建立起自身的法治高標準而彰顯出我國的人權價值。也許我國與中國

大陸間並非真正的兩國引渡，但是基本的法治與人權價值仍然要存在，

更何況中國大陸人士也有可能不加以主張，例如聲請提審。    而且

若因為案子少，要將整個司法程序進行完畢亦非不可能。若在美國法

院這種案例一定多如牛毛，德國之前亦是如此，尤其德國法律還要求

政府提供居住以及安排律師等等，甚至提供嬰幼兒教育。根據統計，

德國政府要將人遣送出國平均要花費三年，也因為如此，德國就漸漸

發展出許多便宜行事的措施，例如在飛機上進行檢查，若對此人有所

疑慮，就直接原機遣返而無下機的機會，一旦如此就不算進入德國，

也因此不能申請難民庇護。 

 

許恒達老師：遣返的問題不只是發生在中國大陸人士上，在我國三峽

的外國人收容所也是問題重重，這根本是對我國自稱是法治國家的污

點。這種案例層出不窮，我們一直在提法制化，相對於美國而言，他

們有如此複雜的移民程序，我國亦應該著力於此。而且若引渡法的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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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我國政治局勢而如此困難，是否應該在移民法上有更基本的程序

保障呢？例如：上訴、辯護等等，也許不用很完備，但至少司法的力

量不要在此被排除在外。 

楊雲驊老師：本研究團隊所整理及參考的資料甚多，並對應我國在國

際政治的情勢，在計畫中我們不會建議使用非法綁架等作法，但其他

的引渡替代措施則是我國可以去嘗試的方向，例如起訴地移轉等等。 

 

 

法務部黃檢察官：從研究團隊所提出的文本中提到，大陸法系與英美

法系在引渡所採納的原則上有些微不同，這個問題應該如何解決？若

我國採英美法系的原則，會有什麼利弊？或是有什麼利害關係必須要

加以考慮，例如本國國民不引渡或是雙重犯罪原則的放寛；若我國仍

堅持大陸法系的引渡原則會有什麼好處和壞處？ 

 

楊雲驊老師：兩個法系確實有其鴻溝存在，傳統都會認為本國國民不

引渡原則，國家不得放棄我國人民接受本國審判的權利，這也是人犯

的權利。就雙重犯罪原則而言，若依照我國法律並非犯罪，可是我國

卻為了實現他國的刑罰權，就我的看法我國連拘提或逮捕的正當性都

沒有，就我的觀點，此原則是無法退讓的，一旦退讓，連身為主權國

家的意義都沒有了。而文本中的放寬其實是一種漸漸磨合，但並非全

然放棄。 

 

 

法務部范檢察官：教授們一直強調人權法治的正義價值，但卻不去考

慮中國大陸如何將人遣送回國，這在學理上不是互有矛盾的嗎？ 

 

楊雲驊老師：世界各國皆是如此運作，以德國為例，德國在國內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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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被遣返或被引渡者的人權，但一旦當德國人在海外犯罪而身處他國

牢獄時，德國政府亦希望使其人民回國受刑，可是回國受刑的前提是

必須承認他國的司法判決，就現有文獻而言，德國政府是不去理會他

國有無獨立法官或是曾被刑求，只要能夠達到本國人民回國之目的，

就如同我國希求將王又曾遣返回國一樣。因此就不會去理會有無被非

法逮捕或有無正當法律程序的保障，更何況那已是我國主權無法管轄

的範圍了，范檢你所講述的是更高標準的法治觀，但身為一個國家是

力有未逮，因為全世界普遍都是如此，不論是美國和歐盟各國所管轄

的區域亦只限於境內。德國司法就曾發生一個案例，列支敦士敦的銀

行職員竊取銀行機密，將德國人的逃漏稅資料攜出而販售於德國政府，

德國檢調機關買回後，一筆一筆調查並罰以逃漏稅，許多德國人就爭

執此種行為是屬違法，但德國政府是為了稅收目的，基本上仍屬合理

使用範圍。 

 

許恒達老師：范檢所提到的可以分為兩個層次，從國際人權法來講，

我國亦是希望中國大陸亦可達到高標準的人權理念。但不可能因為是

國際人權的理念，所以在刑罰權的實現過程中遭遇到困難就不去追訴。

如果針對個案來看，若他國不遵守國際人權理念，但只要人犯被遣送

回國，我國不可能因為其他國沒遵守國際人權理念就放棄審判。    

因為每個國家的法制都不一樣。就如同我們十幾年前羈押無須司法機

關的介入，從美國與德國法制而言這都是嚴重違法，但此不代表其將

放棄刑事訴追。 

 

法務部范檢察官：老師所講述的都是國家主權範圍效力所及的現實面

原因，但就學理來講，人權與法治價值是普世的，可是為何一到境外，

就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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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雲驊老師：其實受刑人移交條例，亦會遇到相同問題。 

 

法務部范檢察官：可是受刑人移交條例是揭示兩大宗旨，一個是矯正，

一個是人道，本法的立法宗旨並未去強調救濟權保障或程序權保障。 

 

楊雲驊老師：但若以比較法的觀點來看受刑人移交條例，其實國外立

法例仍然會去加以審查，只是審查會較為寬鬆，因為一旦從嚴審查，

勢必無法通過人權與法治標準，可是從嚴的結果就是人犯繼續關在他

國牢獄，無法回國執行徒刑。 

 

法務部范檢察官：就如同我國審判實務的某些法官，就會質疑從中國

大陸所取得的證據並未具結，當然這是與本座談會議題較無相干的另

外一個領域，而這種考慮準據法地與取證法地的思考，亦屬新穎。 

 

楊雲驊老師：而總歸就是我國是否需要這些證據，當取回證據時還挑

三撿四，甚至依照中國大陸的法規去審查其合法性，這都是有問題的，

因為當對岸將證據傳遞予我國，通常他國的傳遞就是一種合法性的確

認，若我國還認為其取證違法而無證據能力，之後中國大陸就將不再

傳遞證據予我國。國際司法互助的誠意甚高，但真正實踐起來卻有很

大的落差。 

 

法務部黃檢察官：在我國引渡法中有規定，法院制作決定書後，應將

案件送由檢察處報請法務部移送外交部陳請行政院核請總統核定之。若

我國與他國訂有引渡條約，並針對個案開始踐行整個引渡程序，但最

後因為總統拒絕引渡，這時的法律效果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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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雲驊老師：這其實也顯現出引渡並非純然法制面的操作，它具有很

高度的政治性，有時甚至是多個國家間的政治角力。 

 

許恒達老師：而這種最後須由總統核准的法制，也宣示著我國所具有

的主權地位。。 

 

楊雲驊老師：在引渡案例中，若被請求引渡者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性，

這通常容易演變成好幾個國家的角力，就像當時有個政治家被從非洲

引渡出去，幾個非洲國家嚴重抗議，有的案例還不惜引起戰爭。 

 

楊雲驊老師：各位有無需要進行補充的。若沒有意見，非常謝謝大家

撥空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