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題型破解【勘誤表】
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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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內容
最高法院應裁定移轉管轄

修正內容
應統一由司法院調派法官支援案件審理

3. 本文以為，應以否定說較可採。蓋此種 3. 本文以為，應以調派支援說較可採。蓋
情形，倘一律適用移轉管轄規定，無異使被 此種情形，倘一律適用移轉管轄規定，無異
告無法適用土地管轄之規定，容易造成案 使被告無法適用土地管轄之規定，容易造
件遲滯，不符訴訟經濟及妥速審判原則。故 成案件遲滯，不符訴訟經濟及妥速審判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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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為否定說較可採，應目的性限縮第 則。故，應目的性限縮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因法律不能行使審判 款「因法律不能行使審判權」
，在法官常態
權」
，在法官常態不足之法院應由司法院統 不足之法院應由司法院統一調派法官支
一調派法官支援，以符合法律規定。

援，以符合法律規定。
(5) 該選舉人名冊無證據能力
查本案，法院要求被告甲配合調查，主動交
付與其犯罪情節有關之關鍵證物選舉人名
冊，此舉等於強迫甲配合國家追訴自己，依
本文前部分論述，屬嚴重違反不自證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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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之舉。故本案甲所提供之名冊，因違反
不自證己罪原則而無證據能力。
(6) 綜上所述，本案之證據使用違反不自證
己罪原則，故甲之上訴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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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之寫法同 107 台大第 2 題第 1 小題，
此處之寫法同 107 台大第 2 題第 1 小題，
「檢察官訊問」部分之擬答（參本書第
「檢察官訊問」部分之擬答。
5-4-10 題）。
2. 又代理告訴權人之告訴期間，應自代理 2. 又因該代理人之告訴權，乃來自告訴人
告訴權人知悉犯人「且」得為告訴之時起 之授權，故告訴代理人之權利行使期間，
算，但若本人已不得為告訴，依實務見解， 應以告訴人本人之告訴權行使期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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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代理告訴權人亦不得為告訴。蓋代理告 蓋代理人之告訴權乃來自本人，自應以本
訴權人之告訴權乃來自本人，故自應以本 人是否仍有告訴權限為準。
人是否仍有告訴權限為準。
(2) 然本案檢察官僅持有法院之「調取票」
， (2) 然本案檢察官僅持有法院之「調取票」
，
而無取得通訊監察書，個案亦無急迫情形， 而無取得通訊監察書，個案亦無急迫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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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乃屬違法取證。惟因本案非使用「監 檢察官乃屬違法取證。惟因本案非使用「監
聽」之方式取得證據，故無通保法第 18 條 聽」之方式取得證據，故無通保法第 18 條

之 3 證據禁止規定之適用。本文以為，此 之 1 第 3 項證據禁止規定之適用。本文以
時應回歸證據禁止之一般規定，即刑訴法 為，此時應回歸證據禁止之一般規定，即刑
第 158 條之 4，權衡其證據能力。

訴法第 158 條之 4，權衡其證據能力。

(3) 附帶一提，學說上有認為指認程序亦屬 (3) 附帶一提，學說上有認為指認程序亦屬
一侵害被告諸多個人權利領域之強制處 一侵害被告諸多個人權利領域之強制處
分 ，須有法律授權方得為之，實務多忽略 分 ，須有法律授權方得為之，實務多忽略
此對被告人權干預或限制之性質而逕行執 此對被告人權干預或限制之性質而逕行執
行指認，似有檢討空間。有學者 主張可依 行指認，似有檢討空間。有學者 主張可依
刑事訴訟法（下同）第 205 條之 2 之「類 刑事訴訟法（下同）第 205 條之 2 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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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行為」作為其授權規範，因指認僅屬「單 似行為」作為其授權規範，因指認僅屬「單
純檢查處分」
，而非「侵犯性之檢查處分」
， 純檢查處分」
，而非「侵犯性之檢查處分」
，
未侵入體內而不需第 204 條之 1 之授權， 未進入到「皮膚或肌肉所覆蓋、包圍之身體
僅須依第 205 條之 2 即可，併此敘明。

內部」
，亦未對身體造成損害，故不需第 205
條之 1 之授權，僅須依第 205 條之 2 即可，
併此敘明。

(1 )丙證言之性質
查丙之證言，乃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
之陳述，屬傳聞證據。然該陳述內容，乃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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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自被告於審判外有關其自身犯罪之陳
述，此等供述，似兼具被告自白與傳聞證據
之性質。
(3) 應以質問法則為依歸

(1 )丙證言之性質
查丙之證言，乃屬被告以外之證人於審判
中之陳述，屬證人之證言，非屬於「審判外」
陳述之傳聞證據。然該陳述內容，乃轉述自
被告於審判外有關其自身犯罪之陳述，此
等供述，似兼具被告自白與證人供述證據
之性質。
(3) 應以質問法則為依歸

自「憲法優位性」原則觀之，對質詰問乃受 自「憲法優位性」原則觀之，對質詰問乃受
釋字第 384、582、636 號解釋承認具有憲 釋字第 384、582、636 號解釋承認具有憲
法價值，然傳聞法則僅屬法律層次規定，前 法價值，然傳聞法則僅屬法律層次規定，前
者之法位階高於後者。又傳聞例外不等於 者之法位階高於後者。又傳聞例外不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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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問例外，當兩者有衝突時，後者應向前者 質問例外，當兩者有衝突時，前者應向後者
調校，應以對質詰問為準繩而非傳聞法則。 調校，應以對質詰問為準繩而非傳聞法則。
故縱符合傳聞例外，在不符合質問例外之 故縱符合傳聞例外，在不符合質問例外之
情況下，仍不能容許使用該證據，以免侵害 情況下，仍不能容許使用該證據，以免侵害
被告憲法上之基本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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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憲法上之基本權。

(1) 依第 253 條之 1 第 1 項條文文義，「緩 (1) 依第 253 條之 1 第 1 項條文文義，「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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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期間」乃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方開始 起訴期間」乃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方開始
起算，即按照條文文義，乃猶豫期間之意。 起算，即按照條文文義，乃猶豫期間之意。
故依第 253 條之 1 第 1、4 項文義解釋，似 故依第 253 條之 1 第 1、4 項文義解釋，似
指於猶豫期間之告訴乃論之罪，仍得提起 指於猶豫期間前，即緩起訴處分確定前，若
自訴。

個案為告訴乃論之罪，則仍得提起自訴。

(2) 然依上述文義解釋，告訴乃論之罪於猶 (2) 然依上述文義解釋，若告訴乃論之罪於
豫期間仍得自訴，顯然與上述第 323 條之 猶豫期間前仍得自訴，顯然與上述第 323 條
修法意旨相違背。蓋緩起訴處分本質上乃 之修法意旨相違背。蓋緩起訴處分本質上
附便宜之不起訴處分，乃一偵查終結之處 乃附便宜之不起訴處分，乃一偵查終結之
分，一作成即表示偵查已然終結，若作成處 處分，一作成即表示偵查已然終結，若作成
分後仍容許自訴，顯然係不符體系之解釋。 處分後仍容許自訴，顯然係不符體系之解
釋。
(2) 倘乙對丙所犯之犯罪情節較重，則依第 (2) 倘乙對丙所犯之犯罪情節較重，則依第
310 條第 3 項但書規定，此時甲即全部不得 319 條第 3 項但書規定，此時甲即全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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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自訴，其自訴不合法。法院應依第 334 提起自訴，其自訴不合法。法院應依第 334
條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

條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

協商程序與簡式審判程序之比較

協商程序與簡式審判程序之比較

表格二 簡易程序

表格二 簡式程序

依第 361 條第 2 項規定，甲之上訴書狀未 依第 361 條第 3 項規定，甲之上訴書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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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具體理由者，其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記載具體理由，其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
二十日內補提理由書於第一審法院。

十日內補提理由書於第一審法院。

題型分析

題型分析

則因為第 22 條規定為隨著第 420 條之修正 則因為第 22 條規定未隨著第 420 條之修正
而做通盤調整，

而做通盤調整，

故本案於單獨宣告沒收房屋之程序中，房 故本案於單獨宣告沒收房屋之程序中，房
屋可能被沒收之所有人乙，得依第 455 條 屋可能被沒收之所有人乙，得依第 45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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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34 準用第 455 條之 12 以下規定，聲請 之 37 準用第 455 條之 12 以下規定，聲請
參與程序。

參與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