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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於 2019 年 3 月初版後，由於同年 5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 20 餘
條刑法修正條文，包含刪除業務過失、提高故意傷害及過失致死之刑
度等，以致於影響原案例解析的引用條次、內文敘述及法律適用關係
（例如故意傷害原屬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修法後得上訴第三審）。
是以，2019 年 7 月本書 2 版，於最新立法變動範圍內，相應更新，調
整幅度約 20 餘頁（如【例 2】
、
【例 13】之業務過失用語及法條項次；
【例 6】
、【例 17】、
【例 20】
、【例 24】之傷害刑度敘述等），其餘無關
此次修法部分則維持不變；至於同年 5 月底三讀之刑事訴訟法修正條
文，對本書引用條次及案例解析，並無影響。請使用本書 1 版讀者併
予注意，特此說明。惟修訂工作繁瑣，若仍有疏漏之處，尚請讀者不
吝指教，謝謝！
2019 年夏至於雪山山麓
◎第 2 版增修：
【例 2】P13、
【例 13】P187 之業務過失用語及法條項次，依新修刑法
改寫
【例 6】P77、【例 17】P261、【例 20】P305、【例 24】P355 之傷害刑
度敘述等，依新修刑法改寫
◎第 2 版勘誤：
【例 16】P252（§ 253-1→§ 253-3）
【例 20】P296（第二審法院→法院）
【例 23】P348、P352（乘機性交→乘機猥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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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駕駛的火車頭在調度進站時，撞到軌道上的工作車，工作車上的工
人丙當場掉落死亡。警察乙接獲報案立刻趕到現場，剛開始毫無頭緒，
為瞭解案情，乙先對在現場的工作人員及旁觀者打聽訊息，當乙問甲
到底發生了什麼事時，驚魂甫定的甲立刻向乙表示，他開車進站時忽
略了紅燈號誌已亮的警告標誌（A 段陳述）
，乙聽到後繼續詢問案發經
過細節，甲亦一五一十回答（B 段陳述）。
後甲隨同乙至警局，乙踐行告知義務後（§ 95）
，甲開始有所警覺，自
此之後及至第一審審判皆不再陳述。本案經移送檢方後，檢察官起訴
甲過失致死罪（刑§ 276）
，起訴書援引甲對乙之（A、B）兩段對己不

註解 [lin1]: 刑法修正刪除

利陳述為證，第一審有罪裁判亦同。

業務過失，故原設例業務過

甲提起上訴，第二審審判時已與案發相隔兩年多之久。第二審法院訊

失致死改為過失致死，項次

問甲之前又疏未踐行告知義務，僅再三曉諭甲，犯罪後坦承的良好態

亦調整，本例以下同，不再

度可能作為從輕量刑之事由（刑§ 57 ）
，甲遂簡短陳述，表示進站前

一一標示

經過號誌時，因手機正好響起而分心（C 段陳述）
。第二審法院遂將甲
的（A、B、C）前後三段陳述，一併採為認定甲過失致死之有罪裁判
基礎。試問：
本案以上程序之踐行是否合法？甲的前後三段陳述各自可否採為裁判
基礎？甲得否提起第三審上訴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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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即最輕本刑 3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強制辯護案件，
「於審判中未經
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律師為被告辯護」（§ 31
I）。簡言之，基於某些案件之特殊性及重要性，若此類案件未經專業
辯護人到庭辯護，難以達成彌補國家與被告實力差距之公平審判要
求，刑訴法因而創設強制辯護制度，使此類案件未經選任辯護人之被
告，也能同享辯護制度之利益。案例所示，殺人未遂罪，其刑度雖依
殺人既遂之法定刑（最「輕」本刑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減輕之，但
仍為強制辯護案件（刑§§ 25 II, 271 I, II）
；反之，傷害既遂罪，最「重」
本刑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最輕僅處罰金，非屬強制辯護案件（刑§ 277
I）
。

註解 [lin2]: 刑法修正傷害

就法律效果言，無論是強制辯護案件或任意辯護案件，只要已經

罪§ 277I 最重本刑從 3 年以

選任或指定辯護人者，審判期日皆應「通知」辯護人到庭（§ 271 I），

下調高為 5 年以下，但不影

否則法院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即屬違法。另外，強制辯護或指定案件，
「無

響本案之判斷

辯護人到庭者，不得審判。但宣示判決，不在此限」（§ 284）
，若未經
辯護人到庭而逕行審判者，其法律效果為判決當然違背法令，構成絕
對上訴第三審之事由（§ 379 ）
，判決確定前得提起上訴2；確定後得
提起非常上訴救濟（§§ 441, 447）3。
簡言之，無論是被告方面自行選任辯護人者，或是法院方面指定
辯護人者，也無論是否合法通知辯護人或辯護人有無正當理由不到
2
參林鈺雄，刑訴 I-Ch6:3.2.2.1；刑訴 II-Ch23:3.2.2。
實務參 100 台上 4539：「
（§ 31 I）…應強制辯護之案件，此類案件，既經立
法強制規定須有辯護人協助被告行使訴訟防禦權，尤應待辯護人於審判期日
到庭為被告辯護之後，方能辯論終結而為判決，以維護被告之法律上利益，
並確保國家刑罰權之適當行使。…原審未待上訴人之選任辯護人到庭，復未
另行指定公設辯護人到庭為上訴人辯護，即逕行審判，已剝奪上訴人之辯護
人辯論前述證言證據力之機會，損及上訴人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所衍生之辯
護倚賴權，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難謂適法，所為判決，亦有刑事訴訟法第
三百七十九條第七款之違法，自屬無從維持。」
3
§ 379 之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性質上與§ 379 類似，作為絕對上訴第三
審事由並無疑義，但在非常上訴皆另有究竟屬於狹義判決違背法令或訴訟程
序違背法令之問題，進而影響非常上訴效力是否及於被告的判斷（§§ 447,
448）
。在此不贅，參本書之〈被告缺席審判及其救濟途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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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涉嫌販賣偽藥給乙，乙施用後致病。甲否認其販賣偽藥，偵查中檢
察官除傳訊乙作證之外，亦傳訊曾向甲購買相同偽藥之夫妻丙、丁作
證。惟檢察官訊問乙、丙、丁當日，雖皆依法踐行具結及告知程序，
但未通知甲到場（下稱 A 日證詞）。後檢察官以販賣偽藥罪及過失傷
害罪提起公訴，起訴書並援引以上（A 日）證詞為據。

註解 [lin3]: 刑法修正刪除

隨後，第一審法院因丙、丁將舉家移民澳洲，預料其不能於審判期日

業務過失，故原設例業務過

到場，故由受命法官行準備程序時，先、後傳訊丙、丁到場，惟傳訊

失傷害改為過失傷害，本例

丙作證之日，並未通知甲到場（下稱 B 日證詞）；傳訊丁作證當日，

以下同，不再一一標示

甲因通知而到場，但受命法官卻分別訊問被告甲與證人丁，並未使其
二人同時在場彼此面對面（下稱 C 日證詞）。
審判期日，甲仍爭執兩項罪名，乙雖出庭就全部犯罪事實作證，但法
院認為販賣偽藥事實明確，故僅許甲就過失傷害事實部分與乙對質、
詰問（下稱 D 日證詞）。此外，丙、丁因簽證程序延誤而仍在臺灣，
甲亦要求親自質問，惟法院並未傳喚其二人出庭作證，僅朗讀先前陳
述筆錄（A、B、C 日證詞）且命甲表示意見。隨後法院將所有證人陳
述（A、B、C、D 日證詞）一併採為論罪裁判之基礎。試問法院踐行
之程序，是否合法（按：以上證人皆經依法具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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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確定後亦可非常上訴救濟之21。
Q3 依捷足先登說，雖同屬逾期履行但適用結果有別。被告甲自
身未遵守期間之瑕疵，應負擔被撤銷風險，而在甲補正瑕疵前已經先
被檢察官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依法撤銷，由檢察官捷足先登，與 Q2
不同。甲雖在撤銷處分之後，於 7 月 28 日補行繳納，但被撤銷風險已
經實現，瑕疵因而無從治癒。甲若對該撤銷緩起訴處分不服，僅能循
再議途徑救濟之（§ 256-1）；撤銷處分確定後，原緩起訴效力不復存
在，檢察官於同年 8 月 15 日向管轄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其程序踐
行合法，法院若認有理由，應依法為處刑（有罪）判決。
Ğˬğ൘Ꮲഇมགྷ࿅ؕޢၣዚ̝༂ஷ̈́ାᑻ
Q4 所示，猶豫期間內發生撤銷事由，但檢察官未及時發現或處
理，遲至猶豫期滿後始予撤銷並再行起訴者，主要涉及兩個法條如何
銜接的文義解釋問題。
亦即，第 253-3 條第 1 項撤銷緩起訴規定所稱緩起訴（猶豫）期
間，固然用以限定被告撤銷事由發生之時間，但是否也用以限定檢察
官亦「必須於猶豫期間內」撤銷之？條文語焉不詳。然而，對照第 260
條「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的用
語應可推知，立法者係採肯定見解22，實務亦是如此理解，如 94 台非
21

Q2 案例事實改編自 96 台非 166，但該非常上訴判決並未正面言明此種撤
銷的效力如何。判決雖然認為非常上訴有理由，但其論據卻是原審違反調查
原則，即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致適用法令違誤而顯然於判
決有影響。至於本案系爭法律問題，判決僅以疑問句代替答案：
「檢察官之撤
銷緩起訴是否合法？…被告…逾期支付款項，是否仍有與依期限內支付之相
同效力，而不能認為違背緩起訴處分書檢察官所命應履行之事項？尚待原審
法院查明」
。其實，本案事實認定已非爭議所在，關鍵在於前述我國法疏未規
範的法律解釋問題，而這不正是最高法院（尤其是非常上訴審）應發揮統一
解釋法令功能之處？最高法院就此關鍵法律解釋問題保持緘默，原審又何從
「查明」？批評參林鈺雄，註 1 文，頁 311-312。
22
據此，§ 253-3 I 的法條原意為：
「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檢察官得『於緩起訴期間內』依職權或依告訴人之聲請撤銷原處分，繼
續偵查或起訴…」
，換言之，未重複規定緩起訴期間，應認為僅是單純避免重

註解 [lin4]: 勘誤，法條原誤
引為§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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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1 I），此期間稱為猶豫期間（立法理由）。在此猶豫期間內，
處分屬於一種效力未定的狀態，緩起訴猶豫期間屆滿，是取得終局效
果的第一個條件。
其次，緩起訴未經撤銷，第二個條件始能成就。既然緩起訴是一
種附條件的不起訴處分，當然可能發生條件不成就而使被告喪失不起
訴利益的情況。在猶豫期間之內，緩起訴還是屬於隨時得撤銷的效力
未定狀態，而撤銷的理由有兩大類：1) 被告未履行負擔，2) 被告故
意更犯他罪的情形（§ 253-3 I）
。被告需履行特定的負擔，是緩起訴制
度的重大特色，檢察官得命令被告為特定的作為義務。負擔的種類，
包括道歉、悔過、填補損害、義務勞務、適當處遇措施、維護被害人
安全及預防再犯等事項（§ 253-2 I）
，上開負擔應附記於緩起訴處分書
內，但負擔期間不得超過緩起訴期間（§ 253-2 III, IV）
。被告若違反義
務而未履行負擔者，由檢察官撤銷緩起訴處分（§ 253-3 I ）
，亦即，
被告因此喪失緩起訴處分之利益1。
再者，「於期間內故意更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經檢察官提起
公訴者」或「緩起訴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起訴期間內受有期徒
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亦為撤銷緩起訴之理由，立法明顯援引刑法緩刑
撤銷條文（刑§ 75），此乃我國緩起訴立法的一項重大特色。
案例 Q1 為普通傷害案件（刑§ 277 I）
，合乎得為緩起訴案件限制
之要件，檢察官審酌後認適當者，得逕為緩起訴處分，不需經過被告

註解 [lin5]: 刑法修正傷害

甲或告訴人乙的同意2。此外，檢察官所定 1 年猶豫期間，亦合乎規定

罪§ 277I 最重本刑從 3 年以

（§ 253-1 I）
。最後，檢察官命甲向乙道歉，亦屬法定的負擔類型，該

下調高為 5 年以下，但不影

項負擔亦毋庸得到被告甲之同意（§ 253-2 I, II）
。

響本案之判斷

1

由以上說明可知，負擔期間與猶豫期間係屬不同概念，如案例所示檢察官
定 1 年緩起訴的猶豫期間，並課予被告於 3 個月內向被害人道歉之義務，一
年為猶豫期間，但 3 個月則為負擔期間，據此，在我國法上也因而衍生超過
負擔期間始履行負擔，但仍在猶豫期間內者，檢察官得否撤銷緩起訴之問題。
參林鈺雄，刑訴 II-Ch16:3.3；及本書之〈撤銷緩起訴處分之瑕疵與救濟〉
。
2
若經告訴人同意者，一來處分書得僅記載處分之要旨（§ 255 I 但）
，二來告
訴人不得聲請再議（§ 256 I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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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95, 267, 268, 300, 379, 380
【關鍵詞】同一案件、變更起訴法條、告知義務、罪名變更告知、告
訴乃論之罪、訴訟要件
案例所示情形，法院應如何處理始為合法，涉及以下案件同一性
與起訴法條變更制度的幾個層次之爭點1：
一、變更起訴法條之適用前提（Q1）？超出犯罪事實同一性，有
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具體而言，題示情形法院得否逕行變更為甲
重傷丙之犯罪事實後繼續審理？若欲實體審理，應先經何等程序始為
合法？違反之法律效果為何？
二、同一案件之變更起訴法條標準及程序（Q2-Q5）
。在犯罪事實
具同一性之前提下，法院若欲變更其法律評價時，應否踐行變更起訴
法條程序之標準何在？程序如何踐行？違反之法律效果為何？
關於變更之標準，如罪名由輕罪變更為重罪者，故屬典型（Q2），
但若重罪變更為輕罪情形（Q3），有無不同？若輕罪為告訴乃論之罪
（刑§ 277 I）
，又應如何處理（Q3-b）？罪名以外之其他論罪基礎，如
共犯（Q4）或競合的型態（Q5）之變更，又應如何處理？
三、自訴程序，有無上開變更起訴法條程序之準用（Q6）？

1
參林鈺雄，刑訴 II-Ch19:4.4；
〈變更起訴法條與突襲性裁判〉
，
《刑事法理論
與實踐》
，2001.08，頁 69-108。另參陳運財，
〈論起訴法條之變更與被告防禦
權之保障〉，
《臺灣本土法學》，2 期，1999.06，頁 88-97；薛智仁，
〈起訴效
力範圍與變更起訴法條的界限—評最高法院八十八年度臺上字第七○五一號
判決〉
，
《軍法專刊》
，47:1 期，2001.01，頁 24-42。

註解 [lin6]: 原誤寫為第二
審法院，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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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犯罪類型或競合型態，亦同。如基本故意犯變更為加重結
果犯（如重傷罪變更為重傷致死罪）
、想像競合犯變更為加重結果犯（如
重傷罪與過失致死罪的想像競合犯，變更為重傷致死罪）
、一行為之單
一罪名增為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或相反情形。案例所示從起訴的重
傷致死罪，變更為殺人罪（Q2）
、變更為重傷罪（Q3-a）
、變更為普通
傷害罪（Q3-b：告訴乃論之罪！）及變更為重傷致死罪與違法持有刀
械罪之想像競合犯（Q5）15，應踐行變更程序之結論皆同。
案件同一但罪名「由重變輕」情形，以最極端的 Q3-b 為例，說
明為何法院仍應踐行變更起訴法條程序，不能免除罪名變更之告知義
務：因為唯有如此告知，才能讓被告清楚知悉，法院審理方向已經從
起訴的重傷致死罪名改變為普通傷害罪名，亦即法院已經認真考慮普
通傷害罪名；尤其是，在未變更之前，被告可能基於避免重傷致死的
重刑考量（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將整個防禦重點放

註解 [lin6]: 刑法修正傷害

在「與乙死亡結果無因果關係及客觀歸責」、「欠缺加重結果的特殊危

罪§ 277 I 最重本刑從 3 年以

險關聯性」或「不構成重傷定義」16；反之，一旦改變為普通傷害罪

下調高為 5 年以下，重傷致

名（5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後，被告防禦重點可能是「不構成任何

死罪§ 278 II 最輕本刑亦調

傷害犯罪」的答辯，而無罪答辯本來即是被告的權利。簡言之，無論
從保障被告聽審權、防禦權與避免突襲性裁判的規範目的來看，即便
是「由重變輕」
，法院亦應踐行包含罪名變更告知在內的程序，以保障
被告針對變更後輕罪防禦重點，乃至於無罪答辯的機會17。
附帶一提，在罪名由非告訴乃論之罪，變更為告訴乃論之罪時，
應同時注意告訴之訴訟要件問題。如 Q3-b 變更為普通傷害罪之同時，
15

Q5 涉及繼續犯與狀態犯局部行為重疊之想像競合犯類型，參林鈺雄，刑
總-Ch17:3.2.4.2。
16
關於加重結果犯之成立要件與特殊危險關係/直接關聯性，參林鈺雄，刑
總-Ch3:3.2.3。Vgl. Roxin, AT I, 10/112 ff.
17
Vgl. BGH NStZ-RR 1996, 10; Beulke/Swoboda, StPR, Rn. 384; M-G/S, StPO,
§ 265 Rn. 9; Roxin/Schünemann, StVR, 44/29. 我國實務同說（參附錄）
，如 92
台上 2880、94 台上 5357（傷害致死罪→普通傷害罪）
、101 台上 5606（加重
強制性交罪→乘機性交罪）
、103 台上 167（殺人未遂罪→恐嚇危害安全罪），
以上皆應踐行§ 300 變更程序。

高至 10 年，但皆不影響本案
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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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之情形；此外，刑法總則之法條亦可能包括在內13，例如犯罪參與
型態之法條適用不當，如原審判決應依共同正犯而誤依幫助犯處斷，
由於不法內涵高低有別，量刑自亦不應維持（刑§ 30 II：
「幫助犯之處
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故構成容許加重之例外。但若純屬適
用一般性量刑規定（刑§ 57）為不當者，不宜認為構成但書所稱之容
許例外，否則其規範效用將大減14。
案例所示，Q3 乃最典型的改論加重罪名之容許例外。第二審法
院因認甲乃事先騙取不知情乙服用藥劑15，撤銷第一審判決的乘機猥
褻罪（刑§ 225 II：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改論「以藥劑犯

註解 [lin7]: 乘機性交罪，更

加重強制猥褻罪」（刑§§ 224, 224-1, 222 I ：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正為乘機猥褻罪，並增列項

，法定本刑既然已經加重，第二審宣告刑亦從 1 年 6 月加
有期徒刑）

次，以求明確

重至 5 年有期徒刑並撤銷緩刑宣告，雖屬「較重之刑」但構成容許例
外（§ 370 I 但）
。反之，Q2 情形，第一、二審罪名相同，卻加重量刑
且延長緩刑，
「縱使」第二審認為第一審適用刑法總則量刑規定有所不
當，亦不構成容許加重例外，故結論上已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αăࢉϠયᗟĈՀᆶҿՙᄃؠᑕેҖ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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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更審程序之第二審判決是否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爭點
13

105 台上 286（參附錄）
：§ 370 I 但「係指舉凡變更原審判決所引用之刑罰
法條（無論刑法總則、分則或特別刑法，均包括在內）
，即不受上訴不利益變
更禁止原則之限制。」
14
參林鈺雄，刑訴 II-Ch21:6.2.2。實務近例從之，如 93 台上 2578：
「…如許
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就量刑之當與不當，自為主觀認定，而未加尊重，
將使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精神減損無遺。」
15
100 台上 2494：「…強制性交罪與…乘機性交罪，其主要區別在於犯人是
否施用強制力及被害人不能抗拒之原因如何造成，為其判別之標準。如被害
人不能抗拒之原因，為犯人所故意造成者，應成立強制性交罪。倘被害人不
能抗拒之原因，非出於犯人所為，且無共犯關係之情形，僅於被害人心神喪
失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抗拒時，犯人乘此時機以行性交者，則應依乘機性
交論處。」另參 101 台上 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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ણăĦඕኢħ
不利益變更禁止原則（§ 370 I）
，具有三個層次的審查順序：適用
前提之審查（僅為被告利益而上訴者）
、禁止加重原則之審查（第二審
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及容許加重例外之審查（因原審
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限）
。一般所泛稱的「違反不利
益變更禁止原則」
，必須個案同時具備此三要件：符合適用前提、構成
所稱之禁止加重原則且無容許加重例外者，始足當之。
Q1 因檢察官為被告不利益亦提起上訴，故於第一層次審查時即
因不符前提要件，自始排除第 370 條之適用，第二審諭知較重之刑，
不生違反問題（Q1-a）
；不論丙有無撤回上訴（Q1-b）
，皆無不同，審
查到此結束。Q2-Q5 檢察官皆未對第一審判決為被告不利益提起上
訴，前提審查通過，故繼續審查。
Q2 進入第二層次禁止加重原則之審查，第二審法院（規範對象）
雖維持第一審判決（比較對象）宣告之罪名，但因所宣告徒刑加重至
2 年，且緩刑期間加長至 3 年，屬所稱「較重之刑」
，且無第一審適用
法條不當之容許加重例外（不含刑§ 57 量刑法條適用不當）
，故違反不
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但增諭知沒收犯罪工具的部分，則因沒收去從刑
化而非所稱「較重之刑」。
Q3 進入第二層次禁止加重原則之審查，第二審法院（規範對象）
撤銷第一審判決（比較對象）
，改論較重罪名，徒刑加重至 5 年，緩刑
宣告亦撤銷，自屬所稱「較重之刑」
。故應繼續審查有無第三層次之容
許例外， 案例乃最典型的改論加重罪名（乘機猥褻罪→加重強制猥褻

註解 [lin8]: 乘機性交罪，更

罪）之容許例外，故屬原審適用法條不當而依法撤銷者（§ 370 I 但），

正為乘機猥褻罪，以求明確

結論不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Q4 情形，更審程序之第二審法院（規範對象）仍應以原第一審
判決為唯一比較對象，由於宣告罪、刑及緩刑皆同，故並無「較重之
刑」
，亦不違反禁止加重原則，亦毋庸再討論下一層次之容許例外，審
查到此結束；至於更審前之第二審前次判決，並非比較對象，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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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甲涉嫌過失重傷乙（刑§ 284 後），第一審法院審理後以乙告訴後

註解 [lin9]: 刑法修正傷害

又撤回告訴為由，不經言詞辯論即諭知不受理判決。檢察官不服，為

罪§ 277 I 最重本刑從 3 年以

被告不利益提起第二審上訴。第二審法院指定 2018 年 7 月 20 日為第

下調高為 5 年以下，影響本

一次審判期日，並填發傳票，傳喚甲到庭，惟因書記官作業疏誤，傳

案刑訴§ 376 之判斷

票遲至同年 7 月 19 日始送達甲。7 月 20 日，檢察官及證人乙皆到庭，

故設例罪名改為刑§ 284 後

但被告甲並未到庭，第二審法院即於該日不待甲陳述而辯論終結，最

的過失重傷罪，最重本刑 3

後綜合一切證據後，認為乙撤回告訴係受甲脅迫所致，應不生撤回之

年，其餘內文不變

效力，且甲犯行明確，遂撤銷第一審判決並判處甲過失重傷罪刑。
1、第二審法院踐行程序是否違法？若是，屬於何種違法？
2、被告得否上訴第三審救濟？有無違反上訴第三審之限制？
3、設若甲提起第三審上訴，但其上訴理由僅爭執乙已依法撤回告訴，
原審有應為不受理判決卻為有罪判決之違誤。試問：第三審法院得
否審酌、調查原審對被告缺席審判是否違法之問題？最後應為何種
第三審判決？
4、設若本案第三審法院駁回上訴確定。檢察總長以原第二審確定判決
違背法令為由提起非常上訴，試問：最高法院應如何判決？判決效
力是否及於被告？若撤銷發回更為審判，第二審能否諭知更重之
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