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第一項 問題的重要性 

法治國原則以正義理念為重要成分，故而也要求維護刑事司法的

有效性（funktionsfähige Strafrechtspflege），否則就無法實現正義
1
。

唯有維持刑事司法的有效運作，才能追訴大多數的犯罪，達成刑事

程序所追求的回復法和平目標
2
。羈押作為刑事訴訟程序中，以監禁

或類似監禁
3
方式拘束被告人身自由的強制處分

4
，是對於基本權最

                                                      
 1 Vgl. BVerfGE 33, 367, 383 = Beschluß des Zweiten Senats vom 19. Juli 1972 – 2 BvL 

7/71. 
 2 薛智仁，2013.03，〈刑事追訴時效之理論根據、法律性質及法律效果〉，頁 277。 
 3 關於羈押之執行係以監禁為手段的敘述，參照：林永謀，2010.12，頁 370；朱石

炎，2018.09，頁 113。 
 4 本書作者於 2010 年曾經撰文認為，羈押既有其程序上之獨立目的及性質，與刑罰迥

然有異，就執行的方式及效果上，包括執行的處所、管理方式、救濟（補償）之性

質、稱謂、適用法規等，自應視其目的及作用（例如：防止逃亡、勾串證人、湮滅

證據）全面檢討、適用，並與刑之執行具體區隔，方符比例原則。嗣羈押法已於

2020 年 1 月 15 日修正公布，同年 7 月 15 日生效施行，後續情形尚待觀察。上述見

解，詳參：陳松檀，2010.09.23，頁 2-3。類似見解，認為受羈押被告之法律地位顯

然不能與受刑人相提並論，羈押之執行與刑之執行非可等同視之者，參見：李建

良，2009.01，頁 28。 



 
 
 
 
 
 
 
 
002 保全性羈押原因之研究─以德國法為中心

強烈的干預。在尚未經有罪判決確定前，即對被告的人身自由施以

拘束，首當其衝面對的，就是在既有法秩序中的兩個基本原則─即

當事人的自由權，在未經有罪判決確定前必須推定無罪；以及有效

刑事司法的公共利益要求（確保被告出席、確保對犯罪事實的合法

調查及刑罰之執行）─之間所發生的衝突
5
。因此，羈押向來被認

為與無罪推定原則及憲法對人身自由的保障處於高度緊張關係
6
。除

了對人身自由權的干預之外，由於羈押本身是針對尚未受有罪判決

確定之人施予拘禁的強制措施，受羈押人不僅因為人身自由遭到剝

奪而受有身體與心理上負擔，在實際執行上，更是經常因為受到羈

押的突襲，而與原本的社會、經濟關係斷絕。此一負面的影響，往

往在羈押執行完畢後仍會發揮作用
7
。單從被告的工作來看，在私人

公司任職中的被告，如果受到羈押處分，就幾乎很難再回到原公司

任職；如果受羈押的被告是公務員，更將造成法定停職的效果；而

實例上甚至不乏在法庭中出現身為單親媽媽的被告，為擔心自己遭

羈押後，將造成學齡子女全然無人照顧，而聲嘶力竭地當庭哭喊：

                                                      
 5 Beulke/Swoboda, 2018, Rn. 208. 
 6 然而，關於無罪推定原則與羈押的關係，張明偉教授在其著作中曾經指出：「美國聯

邦法制早已明文羈押規定無損於無罪推定原則（18 U.S.C. § 3142(j)）……就世界人

權宣言與外國立憲例來說，關於被告無罪之評價，原只推定至法院或陪審團證明為

有罪（proved guilty）之時。依此意旨，一旦被告已被證明為有罪，在裁判確定前，

在有罪裁判有效性尚未被上級法院推翻之拘束下，被告應受有罪推定，此時本無必

要再引用該原則推定被告為無罪」。故該文建議將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1
項修正為，以第一次有罪裁判之作成作為無罪推定原則適用之終點。詳參：張明

偉，2017.06，頁 39-40。類似見解：「在美國，依聯邦憲法第五增修條文對於正當法

律程序的要求，可推導出刑事被告應受無罪推定的誡命。……在經過法院依法定的

正當程序，公平審理，確認檢察官所起訴的犯罪事實及罪名成立，作成有罪判決

後，檢察官便完成其任務，被告也就不能再主張無罪推定原則。是故，一旦被告受

有罪判決，在訴訟程序中，在法官面前，其便不再是『無辜（罪）』之人。相反地，

該被告已經是一個經過正當法律程序，被認定有罪，且受到有罪判決之人」。詳參：

李榮耕，2017.01，頁 146-147。值得參考。 
 7 Schlothauer/Weider/Nobis, 2016, R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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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求不要羈押，什麼罪都願意承認」的場景
8
。足見羈押對被告個

人生活、家庭及社會關係的影響極大。 

面對人民自由權的保障，及司法正義、社會秩序、國家刑罰權

實現等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保護人民的重要任務，不論何者，所涉及

且必須保障的法益均至為重要，難以偏廢。對於無罪推定、人身自

由基本權的保障，以及刑事司法的有效運作這些相互對立之利益，

只能依照憲法的原則定位─特別是法治國原則─以及從中所得出

的比例原則去尋求平衡
9
。縱使是為了使審判及執行程序之利益─

即確保有效刑事司法的公共利益─獲得保障，而使得被告成為被施

以羈押下的特別犧牲者
10
，仍只有在具有重大公益的理由時，才受

到允許
11
。可見，只有在合乎一定的前提之下，方能以符合憲法比

例原則的方式合法羈押被告。此一合法前提，就是刑事訴訟法所容

許的羈押原因。亦即，羈押之目的在於防止被告逃亡、掩蓋真相與

再犯；脫離法定容許目的，即不得為之
12
。 

然而，擁有崇高的目標、方向與原則，還必須同時具備細膩而

確實的審查配套以為確保，才有落實的可能，並避免流於空談，進

而防止在具體運作中，悖離了原本的目標及原則。在成就羈押審查

的各項要件中，有關「犯罪嫌疑重大」要件應調查的內容，本質上

就是刑事訴訟程序為實現追訴、處罰之目的，而對實體犯罪事實進

行調查、證明的過程中所必然具備的階段性成果，原本就無庸另為

額外之調查及證明，在程序技術上相對單純。反觀同樣是作為羈押

審查之重要構成部分的「羈押原因」要件，其性質（除預防性羈押

以外）則是在個案的實體犯罪事實以外，純粹因程序之發動、進行
                                                      
8 以上事例詳參：吳冠霆，2020.04，頁 91。 
9 Beulke/Swoboda, 2018, Rn. 208. 
10 Bosch, 2017, 43 f. 
11 Volk/Engländer, 2013, § 10 Rn. 6. 
12 許澤天，2009.02.01，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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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同產生為維護其（程序）本身之作用及效果所衍生考量的事

實，具體而言即包括保全被告、保全案情之釐清等羈押目的之審

查。其設定及內涵則更是羈押審查運作、適用的核心，對於人權保

障與重大公共利益之維護而言，爭議性及重要性均不言而喻。就

此，對於向來以繼受外國法例為主要立法來源及解釋依據的我國法

制，在研究上除了積極就國內案例歸納整理之外，自有必要廣為參

考他國立法及學說與實務之研究發展經驗，並作為實務運作、審

查，乃至於爾後修法時供參酌、借鑑的對象。 

第二項 客觀條件及資源的限制 

鑑於人權保障及社會秩序、公平正義的維護，長久以來關於羈

押的本質與目的，始終不乏有眾多的研究及討論者。然而，就羈押

原因適用於具體個案事實的審查及判斷標準，在我國實務上則因受

到制度設計等因素的影響，相形見絀。究其原因，大致上可以分析

如下： 

第一款 羈押審查發展的背景條件 

關於羈押審查暨作成決定的程序，由於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偵

查中經檢察官聲請羈押被告─即數量上占啟動羈押審查程序大宗的

─案件，在制度上是採取「先逮捕、後聲押」的設計，因此在運作

時，即難免有如下的現象： 

1. 就負責提出羈押聲請的檢察官而言，除了原本已因被告逃亡

而予拘提或通緝到案的情形以外，其因受理案件而向法院聲請羈

押，大多是在接受警方移送，並受限於檢警共用 24 小時的時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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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第 2 項）之下，即時彙整其認為應羈押被

告所依據的事實及理由，向法院提出聲請
13
。而在調查並認定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就本案犯罪的嫌疑重大─即性質上原本就屬於案件的

實體內容事項─之餘，尚須在案情以外，蒐集並整理供認定個案在

程序上有羈押原因的事實及證據；甚至，因既有體制對於檢察官工

作之性質與內容的要求及設計，在相當時間內尚有其他多筆案件必

須同時進行的情況下，經常受限於程序啟動的偶然性及人犯處理的

時限性，客觀上難以期待能周延、細緻。 

2. 就法官受理檢察官提出羈押被告的聲請而言，也是在值班當

中臨時接獲分案
14
。在受理前，對於案件及被告均全無預見及認識

的情形下，倉促閱卷並即時訊問，直接面對眼前活生生的被告及無

限可能的後續情事變化，隨即更須立即作成決定。除可供判斷的資

料無從周延且極其有限之外，經常還必須同時處理多名被告或受理

多件聲請，時間更加受限
15
。為求迅速，其羈押處分或裁定之決定

及作成，尤多以口頭諭知並記載於筆錄的方式呈現，不僅論述簡

略，亦欠缺可供流傳、檢討的完整論述文本。 

                                                      
13 楊雲驊教授在其著作中即認為：「現在我國擁有大概是世界上最嚴格以及繁瑣的刑

事羈押制度，包括如拘捕被告後最短的聲押期間（24 小時內）、羈押被告一定要法

院開庭進行繁瑣之羈押審查程序……。」詳見：楊雲驊，2017.01，頁 3。 
14 由於檢、警作業的時間及夜間訊問的限制，法院接獲檢察官聲請羈押暨移送人犯

時，大多已在中午以後，甚至晚間，故時間的運用上更加受限。 
15 類似看法如吳冠霆法官於著作中亦曾表示：「特別在偵查案件中，當檢察官聲請羈

押被告時，強制處分庭的法官在極短的時間內，必須閱卷以瞭解從未接觸過的案情

（尚須留存給辯護人閱卷、接見被告的時間）、決定開庭要訊問被告哪些內容、決

定是否要羈押被告等，當下所受的壓力，實不足為外人道。」詳參：吳冠霆，

2020.04，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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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研究資料整理討論的相對缺乏 

關於偵查中聲請羈押被告案件之審查及決定的作成，除了經常

欠缺完整提供的審查資料及充裕的審查時間等背景條件之外，在偵

查不公開的要求下，也提高了在事後蒐集、整理相關案例的困難

度。其個案決定之作成及嗣後經救濟程序（抗告）變更或維持的理

由內容，亦無從一般性地供法官、檢察官有系統地廣為彙整、閱

覽。難以作為研究檢討及累積並傳承經驗的素材，更少有可供學習

討論的裁判實例。而各自發揮、盲人摸象的結果，自然也很少能有

具體內涵的比較研究，以致國內在教科書及文獻方面，或因前述原

因而未能有效累積實例、缺乏研究的材料；甚或因為對箇中情況欠

缺問題意識，更是幾乎不見有深入討論。質言之，同樣為法官日常

審理案件的職務內容，法院對於一般訴訟案件的審理及裁判的製

作，不僅在程序上均有相對充裕的一定辦案期間可供進行；面對各

類案件之程序或實體事項的事中研究及事後檢討，除有諸多學術上

的論著、文獻可資參閱之外，猶有經司法院完整蒐集、建置於網路

之各審級裁判書類等實務見解可供查閱、學習，資訊豐沛。反觀就

羈押之決定與判斷，則因受限於制度設計，其審查及決定所依據的

事實及理由，於第一審製作時已屬簡略；縱經提起抗告救濟，其形

諸文字的上級審裁定，既然同樣建立在相同的個案條件及基礎上，

不論內容的論述或裁判的數量，亦難期充裕。何況其結果大多都未

經最高法院就全國性通盤的情形作法律審的審查並整合見解，以致

於可供學習、研究的資料尤其欠缺。在此一既有的客觀制度背景及

條件下，顯然難以建立並累積完整且具有體系化的羈押審查標準與

機制。對於有效刑事司法之要求及當事人人身自由權之維護，即難

以期待有客觀周全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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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範圍 

第一項 研究方法 

我國自解嚴前後以來，以羈押相關研究及討論為主題的文章頗

多，並多著重於羈押制度與相關憲法上原則的衝突關係，及其與人

民基本權保障的問題討論，以及法律規範、程序等要件本身的內容

介紹。就涉及與本書主題─即藉由介紹德國法以討論羈押原因及其

審查判斷之課題─較為有關者，則相對有限。由於德國法與我國法

同屬大陸法系的立法例，體例、環境相近。德國刑事訴訟法的羈押

及其他拘束人身自由相關規定，自繼受法時期以來，即是我國刑事

訴訟法的重要參考藍本
16
。而兩國之間關於羈押原因類型及構成要

件設計，不僅在法條規定的形式上已多有類似，縱使釋憲機關就同

一問題進行解釋之內容亦關係密切。例如司法院釋字第 665 號解

釋，即被認為係抄襲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裁判模式
17
。因此，在相

關法律制度的研究上，德國法自為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對象。鑑於

我國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原因的規定，與德國法極為類似
18
。相形

之下，該國學說及文獻對於羈押原因的討論，並相對完整。本書乃

參照德國法的規定，及學說與實務的見解，依現行法規定的態樣，
                                                      
16 林鈺雄，2018.03，頁 5。 
17 前大法官許玉秀就司法院釋字第 665 號解釋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中，對於該號解

釋關於重罪羈押部分，曾經指出：「三、抄襲德國還是沒有合憲空間：……與德國

刑事訴訟法第一一二條第三項規定相比，縱使德國的相類規定可以合憲，我國刑事

訴訟法第一零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的羈押適用範圍，仍然過度廣泛，抄襲德國聯

邦憲法法院四十四年前的裁判模式，並不能給予多數意見所欠缺的說服力」，可供

參照。 
18 許澤天，2009.02.01，頁 94；林山田，1986.12，頁 113~；王金龍，1991.12，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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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羈押原因的內涵、適用及可能存在的問題進行討論。 

本書對於新舊德國刑事訴訟法條文用語之理解及翻譯，原則上

均參考連孟琦於 2016 年出版，以翻譯德國聯邦 2015 年 4 月 25 日修

正施行刑事訴訟法為內容之「德國刑事訴訟法─附德國法院組織法

選譯」一書。又本書所引用如附件所示，我國實務近十餘年來法院

審查檢察官聲請羈押案件相關內容及結果的統計數據，係根據全國

各地方法院逐年統計彙整所得的官方資料。本書作者於 2020 年撰著

與本書同名之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博士論文中引用同一資料時，

誤將其以兩種格式製作呈現（以是否將同時兼有多種羈押原因之情

形另行列出為主要區別）之表格標註為分屬司法院及法務部所提

供，尚屬誤會，併此敘明。 

第二項 研究範圍 

根據實務及通說的見解，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12 條的羈押

目的在於保全程序（Verfahrenssicherung），及保全將來可能緊接而

來的剝奪自由之執行程序
19
。對照我國法與德國刑事訴訟法條文規

範內容及態樣約略相當者，為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

第 1 款、第 2 款、第 3 款所規定，包括重罪羈押
20
在內，以防止被

告逃亡（以下簡稱「逃亡之虞」）─即以保全被告為目的─；以及

避免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以下簡稱「勾串滅

證之虞」）─即以保全案情之釐清為目的─等原因為依據的類型。

若依羈押的目的歸類，一般或有逕以「保全性羈押」
21
或「一般性

                                                      
19 林鈺雄，2018.03，頁 6。 
20 關於重罪羈押，我國於 2009 年（民國 98 年）經司法院釋字第 665 號解釋限縮其目

的於被告有逃亡或勾串滅證之虞，嗣並於 106 年間經修法後，其目的及作用亦僅限

於保全性羈押之性質。 
21 亦有稱「保全羈押」而內容僅針對保全被告者，詳參：楊雲驊，2017.0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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羈押」（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
22
之稱，

而有別於以預防被告再犯為目的之「預防性羈押」（德國《刑事訴訟

法》第 112a 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之 1 第 1 項）。就

此，本書認為所謂保全被告羈押（逃亡之虞）、保全案情之釐清羈押

（勾串滅證之虞）及重罪羈押，除均有其各自之內涵及討論外，就

後二者之存在依據及適用，向來於學說及實務上猶均不乏大小不等

的爭議，顯然並不「一般」。其一併以「一般性羈押」稱謂，容非全

然穩當；又傳統上有關《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3 款重罪

羈押的適用，既已經大法官於 2009 年作成司法院釋字第 665 號解

釋，將其內涵限制於法院認為被告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

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的範圍為限，嗣並經立法院按其解釋意旨，

於 2017 年完成修法，性質上已經與前二款相同，均係以保全被告或

保全案情釐清為目的之羈押原因。基於上述考量，乃選擇統稱為

「保全性羈押」，並仍與「預防性羈押」作一區隔。 

關於羈押相關議題及原理原則的討論與面向頗多，向來的討論

尤多著重於人權保障及憲法定位的論述。本書限於篇幅及研究目

的，討論的範圍原則上僅以德國法為中心，並以前述保全性羈押的

羈押原因及其內涵作用為主。至於相關的基礎原理原則，除就論述

所必要者外，為免歧路亡羊，原則上即不再另作深入的討論。至於

「預防性羈押」因另涉維護社會治安及其他刑事政策考量，已非前

述典型以保全程序為目的之措施，向來更受重大爭議
23
，除因介紹

德國法關於重罪羈押的內涵所必要者外，亦不在本書欲針對保全程

序為目的之羈押原因進行討論的範圍。 

                                                                                                                                  
3、14。 

22 林鈺雄，2017.09，頁 379；黃朝義，2017，頁 206；朱石炎，2018.09，頁 116；王

兆鵬、張明偉、李榮耕，2020.03，頁 433；李春福，2017，頁 232；林俊益，

2019，頁 259。 
23 林鈺雄，2017.09，頁 384-386；許澤天，2009.02.01，頁 99-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