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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刑事訴訟之意義 

刑事訴訟法者，乃國家司法踐行正當法律程序，為確定被告具體

刑罰權之存否、及其論罪科刑所進行之程序法規。易言之，刑事訴訟

法之意義有三：一、司法裁判機關須踐行公平、正當法律程序（旨在

保障人權）。二、始能進而為確認被告具體刑罰權之存否（即在發現真

實）。三、確認被告具體刑罰權存在後，為其論罪科刑，包括主刑與從

刑、或保安處分等（即在適用法律及量刑）；故刑事訴訟法係程序法

規，旨在公平、客觀之正當法律程序下，為確認被告刑罰權之有無，

或實現實體刑罰法規之內容者稱。 

所謂實體刑罰法規，例如刑法或其他之貪污治罪條例、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等相關特別刑法，此等實體刑罰，固對何種行為構成犯罪，

以及法定刑如何，均有詳盡之規定；惟於具體刑事案件發生後，犯罪

嫌疑人之行為，是否該當於其犯罪之構成要件？究應如何追訴？證據

之蒐集及調查？或如何為公平審判？有無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或如何

妥適科處刑罰？乃至如何執行等，均賴法定程序之步驟，循序進行，

期無枉縱，實現法治國家之公權力，伸張司法之公平與正義，故實現

國家實體刑罰，乃藉助刑事訴訟法以為體現。 

刑事訴訟有廣狹二義，廣義刑事訴訟包括偵查程序、起訴程序、

審判程序、執行程序等四個相續階段；狹義刑事訴訟專指起訴後至判

決時之審判程序（或稱訴訟程序）而言。通常所稱「刑事訴訟」乃從

廣義之解釋，故刑事訴訟法宜稱為刑事程序法（Strafverfahrensrecht），

始足完整說明整個刑事程序之內涵。 

惟每一刑事案件未必一律經過偵查、起訴、審判、執行等四個全

部程序，例如自訴案件，即不經過偵查程序而由法院逕行審理、判

決；非自訴之公訴案件，於偵查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252、

§253），或為緩起訴處分（§253 之 1、§253 之 2），則無須法院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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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而案件經法院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者，則無須經執行程序是
1
。 

我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本法）§1Ⅰ規定：「犯罪，非依本法或

其他法律所定之訴訟程序，不得追訴、處罰。」即指狹義之刑事訴訟

程序而言。詳言之，刑事案件經起訴後，原告（檢察官或自訴人）為

攻擊，被告為防禦，法院則超然於原告與被告間，公正而為客觀之聽

審（hearing）；所謂「聽審」，即法院應無預存偏私聽取與審理雙方所

提供證據，予以裁決。 

在此情況下，原告、被告與法院等訴訟主體間，因攻擊、防禦與

公平審判者間，因而，形成三面之訴訟上法律關係；此種三面訴訟法

律關係，僅在起訴、審理及裁判時始臻完備。在起訴前之偵查階段，

僅係發動訴追程序之準備階段，尚未具備此種三面訴訟法律關係；至

於裁判確定後之執行程序，為實現裁判刑罰權之內容而已，僅有國家

執行機關與受刑人之關係，此等三面訴訟法律關係已不復存在。 

第二節 刑事訴訟之繼受與近代化 

第一項 概說 

刑事程序法的演變，遠比刑法本身的演變更為複雜，此與封建、

專制的「人治」到民主「法治」的歷史變遷息息相關，亦涉及犯罪嫌

疑人或被告從程序的「客體」到「主體」演化過程；論及刑事訴訟之

法律繼受，自宜先從我國刑事訴訟近代化予以探究；而揆諸我國臺灣

法律近代化，雖繼受「歐陸法系」，然其近代化之緣由，來自兩個重要

源頭：一是清末民初的中國（1902-1928）；另一個為日治時期（1895-

1945）的臺灣法制。而就我國現行「法律體制」沿革以觀，乃延續

「清末民初」中國大陸時期之法制；具體如以下，圖表一所示： 

圖表一： 

                                                      
1 嚴格而言，無罪判決仍有所謂的附隨執行程序，例如法院為無罪判決後，就具保之保證

金或贓物之發還，羈押或限制出境之撤銷等，或單獨宣告沒收等，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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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刑事訴訟之如何繼受與近代化，對絕大多數研習刑事訴訟法

的人是陌生，故有其必要，加以論析；吾曾撰文「清末民初刑事訴訟

近代化之研究」
2
，及「臺灣日治時期刑事訴訟近代化之探討」

3
等二篇

論文；均剖述臺灣近代刑事訴訟的發展，與其歷史上之重要意義。誠

如：唐、魏徵（580-643），於其《諫太宗十思疏》云：「求木之長者，

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因而，溯源於刑事訴訟繼

受與近代化之認識，乃為奠基程序法之人權演化與歷史脈絡之交映，

有其時代之重要實益；並將二者如以下，圖表二所示： 

圖表二： 

 

第二項 日治時期的繼受與近代化 

臺灣從 1624 年起，於荷蘭、西班牙統治時期（1624-1662）、明鄭

                                                      
2 李春福，〈清末民初刑事訴訟近代化之研究〉，《東吳法研論集》，第六卷，2010 年 6 月，

頁 147~196。 
3 李春福，〈臺灣日治時期刑事訴訟近代化之探討〉，《興大法學》，第 21 期，2017 年 5

月，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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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1662-1683）、及清代統治時期（1683-1895）4
；迨至中日甲午戰

爭結束後，1895 年（明治 28 年、光緒 21 年）4 月 17 日，日本與清朝

政府在日本馬關（今山口縣下關市下關港一帶）簽署《馬關條約》；同

年 5 月 8 日經二國正式交換批准書，而確定將臺灣及澎湖割讓給日本

國。同年 6 月 2 日，由總督樺山資紀會同清朝政府代表李經芳（即李

鴻章之子），於基隆外海「西京丸」上舉行交接手續，翌日（6 月 3

日）日本政府軍由臺灣北部三貂灣的澳底登陸，進行軍事接收，同月

（6 月）14 日進入臺灣首府台北，並於同年 6 月 17 日在台北舉行「臺

灣始政儀式」
5
，即揭開臺灣受日本統治長達五十年（1895-1945）的歷

史，亦開啟臺灣法制之近代化。 

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間，依多數學者見解，將其分為三個時期：

軍政時期、殖民地時期與內地延長時期
6
。要述如下： 

第一個時期，稱為「軍政時期」：因臺灣割讓日本肇初，臺灣人悲

壯的「拒日保台」運動，先有唐景崧於同年（1895）5 月 25 日「臺灣

民主國」（The Republic of Formosa）獨立宣言，及各地游擊武力之湧起

抗日
7
；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為積極有效武力鎮壓，於同年

（1895）8 月 6 日以〈陸軍省令陸達字 70 號〉訂頒《臺灣總督府條

例》，依該條例臺灣總督府採軍事機關組織，及同年 11 月 17 日以「日
                                                      
4 臺灣被荷蘭、西班牙，明鄭時期，乃至清國時期之統治略史，可詳見：山崎繁樹、野上

矯介合著，《臺灣略史》，東京寶文館，昭和 2 年 5 月發行，頁 14~102；林進發，《臺灣

統治史奧附》，臺北民眾公論社，昭和 10 年 8 月發行，頁 24~34；劉寧顏總纂，曾迺碩

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七）：政治篇、法制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民國 79
年 6 月版，頁 44 以下。 

5 石井為吉，《臺灣司法制度沿革誌》，大正 6 年 1 月版（出版社不詳），頁 1；向山寬夫

著，楊鴻儒譯，《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上）》，台北‧福祿壽出版社，1999 年

12 月初版，頁 86~87。 
6 臺灣省文獻會印行，《日據初期司法制度檔案》，民國 71 年 6 月版，頁 1143~1144；黃靜

嘉，《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治》，海天印刷廠，民國 49 年 5 月初版，頁

63~86；林進發，《臺灣發達史（一）》，成文出版社，昭和 11 年排印版，頁 61~68；姉

齒松平，《祭祀公業與臺灣特殊法律之研究》，眾文圖書公司，民國 83 年 9 月版，頁

115。 
7 吳密察，〈一八九五年「台灣民主國」的成立經過〉，《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鄉出

版社，民國 83 年 3 月版，頁 1~3、頁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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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即每日軍令）發布《臺灣住民刑罰令》（即特別刑事實體法）
8
、

《臺灣住民治罪令》（即特別刑事程序法）
9
等一連串的軍事命令，從明

治 28 年（1895）6 月至明治 29 年（1896）3 月底為止，此最初九個

月，即稱為「軍政時期」
10
。 

《臺灣住民治罪令》，為臺灣日治時期第一部刑事程序法，其重要

規定有：(一)法院審判以一審為定讞。(二)輕罪案件由軍警長官審判。

(三)無獨立檢察官公訴制度。(四)告發或逮捕等相關規定。(五)檢察官

與審判官之強制處分權。(六)死刑、赦免與再審須經總督認可11
。 

第二個時期，稱為「殖民地時期」：指明治 29年（1986）4月 1日

起，至大正 10 年（1921）12 月底為止，此時期以「律令」為主之統

冶；所謂「律令」，即臺灣總督本其委任立法權，所逕行發布之命令，

故又稱「委任立法時期」。此時期有二個重要的法律依據，即明治 29

年（1896）3月 31日，由日本政府以《法律第 63號》（簡稱 63法，全

文共六條）發布「有關施行於臺灣法令之法律」
12
；及明治 39 年

（1906）4 月 10 日，又頒布《法律第 31 號》，將原有《63 法》修訂，

又稱為《31法》，全文亦共 6條13
。 

嗣明治 31 年（1898）7 月 16 日頒布〈律令第 8 號〉14
，雖規定刑

事案件依日本內國刑法及刑事訴訟法，但關於本島人（臺灣人）及清

國人，則依「現行之例」，即仍適用《臺灣住民治罪令》；此項例外之

設，乃因當時本島人（臺灣人）及清國人，尚有許多不法之徒所致，

惟此不僅於法無據，於實際亦屬不便，故於次年（明治 32 年、1899）

                                                      
8 此《臺灣住民刑罰令》，係臺灣第一部實體刑法，全文共 43 條，見石井為吉，同前註

5，頁 13~21。 
9 《臺灣住民治罪令》，全文共 13 條，見臺湾総督府警務局編，《臺湾総督府警察沿革

誌》，台北‧南天圖書公司，1995 年 6 月復刻版，頁 61~63。 
10 林進發，同前註 6，頁 61~68。 
11 此部分詳細內容，可參閱：李春福，同前註 3，頁 7~8。 
12 此《63 法》全文，詳見林進發，同前註 6，頁 60~61。 
13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七─政治志法制篇》，民國 79 年 6 月初

版，頁 153~155。 
14 姉齒松平，同前註 6，頁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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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8 日發布〈律令第 8 號〉15
，關於臺灣人及清國人的刑事事項，

除有特別規定外，依日本明治 23 年（1890）所實施之刑事訴訟法及其

附屬法律，以期刑事程序之統一適用。 

又依明治 23 年（1890）〈法律第 96 號〉，所頒布《刑事訴訟法》，

全文共八編，條文共 334 條；此係日治時期臺灣的第二部刑事程序法

典，也是日本本國繼受近代歐陸法系的第二部刑事程序法典，日本學

界稱為《明治刑事訴訟法》
16
，其立法之特色，重要有：(一)臺灣本土

第一部近代化《刑事訴訟》法典。(二)檢察制度之確立。(三)職權主義

之直接審理原則。(四)預審制度之設置。(五)明定被告於刑事程序上之

權利。(六)須「判決違法」始作為上訴理由。(七)再審、非常上訴等特

別救濟之設立。(八)刑事訴訟採有償制。(九)犯罪即決之制度。(十)罰

金及笞刑
17
處分例之實施。(十一)臺灣浮浪者取締規則。(十二)就刑事

訴訟法之特別法的修改等
18
。 

第三個時期，稱為「內地延長時期」：即大正 10 年（1921）3 月

15 日，頒布《法律第 3 號》（或稱《法 3 號》），並於大正 11 年

（1922）1 月 1 日施行，全文共五條19
。此《法 3 號》即以〈勅令〉規

定施行於日本本土之法律，亦同樣施行於臺灣為原則；但因臺灣有特

殊情形，或有設定特例之必要者，則以〈律令〉定之。 

因而，此「內地延長主義」，即指大正 11年（1922）1月 1日起，

以迄至昭和 20年（民國 34年．1945）10月 25日止（即臺灣日治時期

                                                      
15 臺湾総督府警務局編，同前註 9，頁 104。 
16 高田卓爾，《刑事訴訟法》，青林書院，1984 年 2 月二版，頁 16~17；鈴木茂嗣，《刑事

訴訟法》，青林書院，1997 年 3 月改訂版，頁 12。 
17 「笞刑」，乃不人道之身體鞭刑，源於傳統中國隋唐「死、流、徒、杖、笞」等五種刑

罰之一；觀諸臺灣日治時期文獻所載，於笞刑後，於回家後十五日間，歩行仍感到疼

痛；或因笞打後紅腫，而引發疾病，於休息一個月後，仍感甚痛，而寧可入獄執行；或

有於笞刑後，除外部紅腫疼痛而無食慾，所疼痛致五、六日期間連上下床都會呻吟等，

不一而足。此可詳見：同前註 9《臺湾総督府警察沿革誌》，頁 932。 
18 此部分內容，可參閱：李春福，同前註 3，頁 11~22。 
19 此全文共五條，可參見：台灣日日新報社編纂，《臺灣六法─復刻版》，綠蔭書房，

1992 年 2 月初版，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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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此時期以「勅令」為主要法源依據之統治原則。所謂「勅

令」，乃以日本天皇名義，並經國務大臣副署（日本舊憲法§55Ⅱ），所

發布之法令
20
。此一立法原則，共計支配臺灣達二十四餘年，亦是日本

對臺灣統治時期之後半段
21
。 

嗣大正 12 年（1923）12 月 27 日，以〈勅令第 526 號〉頒布，臺

灣自大正 13年（1924）1月 1日起，即與日本本土同時施行大正 11年

（1922）5 月 5 日法律第 75 號之《刑事訴訟法》22
，此為日治時期實

施於臺灣的第三部刑事程序法，全文共九編，條文共 632 條，其立法

之重要特色有：(一)立法體例的近代化。(二)預審制度之修訂。(三)證

據裁判與自由心證之確立。(四)不服程序裁定之「抗告」或「準抗告」

救濟。(五)再審與非常上訴等特別救濟之專章修訂。(六)簡易程序之設

置。(七)附帶民事訴訟之增訂。(八)特別施行於臺灣刑事訴訟法之強制

處分特例
23
。 

第三項 清末民初的繼受與近代化 

傳統中國固有法制，歷來不僅民、刑事不分，實體法與程序法混

合，而為「諸法合體」形式；「訴訟、斷獄」等程序法概念依附於實體

「刑律」，並無獨立之訴訟法典；益以清朝長期閉關鎖國，迨至道光 20

年（1840）鴉片戰爭後，使中國傳統法制翻轉近代化之關鍵點。就晚清

近代法制變革的迫切，從「內因」與「外緣」等動向觀察，重要約有：

(一)領事裁判權的撤廢問題。(二)近代歐陸法系法典編纂之衝擊。(三)傳

統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四)清廷救亡圖存的危機意識24
。 

中國清末民初法制近代化，如上圖表一、二，從光緒 28 年
                                                      
20 我妻榮等編，《新法律辭典》，有斐閣，昭和 47 年 9 月初版第十刷，頁 847。 
21 臺灣省文獻會印行，同前註 6，頁 1159。 
22 此大正 13 年（1924）1 月 1 日起，施行於臺灣之《刑事訴訟法》，全文共 632 條，可詳

見：同前註 19《臺灣六法─復刻版》，頁 431~451。 
23 此部分詳細內容，可參閱：李春福，同前註 3，頁 24~29。 
24 黃源盛，〈晚清法制近代化的動因及其開展〉，《法律繼受與近代中國法》，元照出版公

司，2007 年 3 月初版，頁 4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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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起，由清廷命沈家本、伍廷芳專為修訂法律大臣，主持變法

修律，繼受近代歐陸西方法制，乃至民國 17 年（1928）為止，就刑事

訴訟法有四次重要時期之生成、演化與遞嬗，要述如下。 

第一個時期，為 1906 年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光緒 32

年（1906）4 月 2 日，沈家本（1840-1913），與伍廷芳（1842-1922），

向朝廷為《奏進呈訴訟法擬請先行試辦折》，此大清《刑事民事訴訟

法》（草案）共五章，全文共 260 條25
。惟結果卻引來巨大反對聲浪，

例如湖廣總督張之洞、熱河都統廷杰、直隸總督袁世凱、浙江巡撫張

曾剔、甘新巡撫聯魁等均呈奏反對
26
；仔細分析原委，不外乎以「條文

繁多、草案變動過大、不符地方實情、窒礙難行」等理由為主，率多

奏請延期施行。 

晚清政府面對洶湧反對聲浪，且觀《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本係

作為「過渡」之用，非為垂長久遠之用，遂下令「法部」再核議，是

此，中國晚清第一部程序法典，終遭擱置。 

觀諸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共五章（共 260 條），其立

法草案之特色，重要有：(一)獨立之民、刑訴訟法典。(二)跪供及刑求

之廢止。(三)「審判公開」制度。(四)「正當法律程序」約略形成，例

如強制處分之捕逮、拘票、搜查、拘留，乃至審訊及裁判等，均須令

狀或要式。(五)律師制度之設置。(六)交互詰問制度的芻形化。(七)創

設陪審制度。(八)上訴制度之簡略設置。(九)專章設立涉外案件27
。 

第二個時期，為 1907 年《大清刑事訴訟律草案》：光緒 33 年

（1907）7 月，憲政編查館大臣奕勵在《擬呈憲政編查館辦事章程折》

所附清單中，已列出法律館編訂的法典草案，包括民法、商法、刑

                                                      
25 此法典草案全文，見《大清法規大全‧法律部》卷 11，政學社印行（出版年月日不

詳），頁 1908~1935。 
26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 558，台北‧華文書局，民國 53 年 1 月版，頁

5117。 
27 此立法體例與特色等詳細內容，可參閱：李春福，同前註 2，頁 15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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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等
28
；嗣光緒 34 年（1908）8 月，將

《大清刑事訴訟律草案》與《大清民事訴訟律草案》列入清廷頒布

《九年預備立憲籌備事宜清單》
29
。 

在此特別一提，即宣統 2年（1910）12月 24日，沈家本和俞廉三

將《大清刑事訴訟律草案》奏呈朝廷。觀諸奏折中，沈、俞兩人精闢

闡述近代刑事訴訟之理念，特將其引載如下： 

查諸律中，以《刑事訴訟律》尤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

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訴訟律不備，即良民亦罹其害。

蓋刑律為體，而刑訴為用，二者相為維繫，固不容偏廢

也。……僅將修訂大旨，為我皇上縷晰陳之： 

一曰訴訟用告劾程式。查訴訟程式有糾問、告劾之別。糾

問式者，以審判官為訴訟主體，凡案件不必待人告訴，即由審

判官親自訴追，親自審判，所謂「不告亦理」是也。告劾式

者，以當事人為訴訟主體，凡訴追由當事人行之，所謂「不告

不理」是也。在昔各國多用糾問式，今則概用告劾式，使審判

官超然屹立於原告、被告之外，權衡兩至，以聽其成，最為得

情法之平。 

二曰檢察提起公訴。犯罪行為與私法上之不法行為有別。

不法行為不過害及私人之利益，而犯罪行為無不害國家之公

安，公訴即實行刑罰權以維持國家之公安者也，非如私訴之權

僅為私人而設，故提起之權，應專屬於代表國家之檢察官。 

三曰摘發真實。其義有三：一為自由心證：證據之法，中

國舊用口供，各國通例則用眾證，眾證之優於口供，無待縷

述。然證據而以法律預定，則事實皆憑推測，真實反為所蔽，

宜悉憑審判官自由取捨。一為直接審理：凡該案關系之人與物

                                                      
28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中華書局，1979 年版，頁

47~49。 
29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同前註 28，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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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行直接訊問、調查，不憑他人申報之言詞及文書，輒與斷

定。一為言辭辯論：於原被兩造之言詞辯論而折衷聽斷，自經

辯論之後，於被告之一造，亦可察言觀色，以驗其情之真偽。 

四曰原、被待遇同等：同等云者，非地位相同，指訴訟中

關於攻擊防禦，俾以同等便利而言。蓋原告之起訴，既為諸習

法律之檢察官，若被告係無學識經驗之人，何能與之對待，故

特許被告人用辯護人及輔佐人，並為搜集有利證據，與以最終

辯論之權，庶兩造勢力不至有所盈腑。 

五曰審判公開：此本為憲政國之第一要件，蓋公開法庭，

許無關係之人旁聽，具瞻所在，直到自彰，並可杜吏營私玩法

諸弊。 

六曰當事人無處分權：查民事訴訟乃依私法上請求權，請

求私權之保護者，當事人於訴訟中均得隨時捨棄。惟刑事訴訟

乃依公法上請求權，請求國家科刑權之適用者，其權固屬國

家，雖檢察官不得隨意處分，被告更不待言。是以近日各國立

法例，除親告罪外，不准檢察官任便捨棄起訴權，不許犯人與

被告人擅行私和，並在訴訟中撤回公訴。 

七曰用干涉主義：民事訴訟當事人有處分權，審判官不得

干涉，至刑事訴訟當事人無處分權，審判官因斷定其罪之有

無，應干涉調查一切必要事宜，而不為當事人之辯論所拘束。 

八曰三審制度：三審制度者即《法院編制法》所定，不服

第一審可以提起控告而請求第二審之審判，不服第二審可以提

起上控而請求第三審是也
30
。 

上開沈、俞兩人在奏折中，精要闡述《大清刑事訴訟律草案》及

其原理、原則，未嘗不是出於記取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遭

擱置的教訓，強調此次立法的審慎，以避免重蹈覆轍。惟在宣統 3 年

                                                      
30 大清〈修訂法律館〉原本，上海政學社影印（出版年月日不詳），頁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