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在展開冤案救援之前 
 

葉建廷 

壹、前言 

司法體系由人組成，而有人的地方，就有錯誤─無論是我

國或是他國的司法體系，相信大家都深知這點，這也是何以會有

審級救濟的制度設計，希望能夠藉由不同的審理法院與承辦司法

人員，達到自我審核與糾錯的目的。不過，事總與願違，眾多的

實際平反案件再再顯示，錯判依舊持續發生，無辜的人依舊可能

遭判有罪。 

當冤案發生，就代表司法錯誤已開始徹底剝奪無辜當事人及

其家庭的人生，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冤案當事人可

能已經身陷囹圄，入監服刑；可能瀕臨生命、財產、自由被剝奪

的邊緣，或甚至已經遭到剝奪；也可能已經執行完畢，但清白之

戰卻未能了結。死刑冤案當事人鄭性澤還在台中看守所等待救援

的時期，曾經親筆繪製一幅畫（見圖 1-1，在此感謝鄭性澤授權

本書使用此圖），顯示自己深陷司法黑洞之中，如果不是四方前

來救援他的各方志士，鄭性澤或許已經掉進那萬丈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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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鄭性澤 2014年 10月 7日來信 

避免無辜者1落入黑洞而不復返，正是何以每位司法從業人員

都應投注心神於冤案救援工作上的核心理由。 

然而非常救濟之「非常」，不僅在於其非屬通常程序，更在

於其「非常」困難。究竟已經用盡審級救濟途徑的刑事定讞案件

要如何「救援」？應該運用哪些方法或技巧檢視全案卷證，才能

看見過往無人注意到的細微錯誤？在擬定最適當的救援策略時，

應該考量哪些因素？而在嘗試出手之際，又應該要特別注意哪些

面向，才比較可能成功地說服法院或檢察官？ 

                                                           

1 「無辜者」一詞是平冤協會對於立案救援冤案當事人的統一稱謂，為平

冤協會判斷是否立案救援的一個重要基準，就是「真實無辜」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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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些，全都是冤案救援工作者在平冤路途中必然時刻面

對的挑戰，也是本書後續章節將一一解說的重要主題。不過，冤

案救援的第一個挑戰，往往在進到上述主題之前就已經開始─

我們要根據哪些標準與原則，判斷個別案件冤或不冤？ 

貳、何謂冤案？ 

一、冤案的定義：所謂真實無辜 

要回答個別案件是否屬於冤案，必須要先釐清此處所稱的

「冤」所指為何。 

一般認知中，冤案是指「錯判」或「無罪的人被判有罪」，

但就操作面來說，這兩句話的定義都不夠精確。在冤案救援的領

域中，救援團體對冤案的操作性定義是相對限縮且明確的─即

所謂的「真實無辜」（Actual Innocence）。 

台灣現行的刑事訴訟法中沒有「真實無辜」的概念，最相近

的法條用語，應屬刑事訴訟法第 301 條第 1 項規定中之「不能證

明被告犯罪」一語，但這兩者在概念中其實是兩回事，前者是事

實上無辜，後者則是法律上無罪。當我們強調是以「真實無辜」

為標準時，代表我們所介入救援的是那種「我真的沒有做」的無

辜案件，這兩者必須加以釐清。 

要掌握真實無辜是什麼，又不是什麼，可以從探究個別案件

的「喊冤類型」著手，也就是去檢視無辜者喊冤的具體主張為

何。在刑事司法案件中喊冤的被告，其類型不一而足，但細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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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卻可以察覺，其主張內容與特色有著明顯差異。譬如，有一

種喊冤主張是，強調系爭事件完全沒有發生，例如主張自己完全

沒有吸毒，僅飲用止咳水的黃冠宇（匿名），或者自己完全不在

案發現場，包括蘇建和三人、徐自強、蘇炳坤、張月英，皆屬此

類；這種類型幾乎可謂為典型的「路人變被告」─不在場、沒

有做、不知道，卻仍遭判有罪。另一種喊冤主張是，即便承認自

己有在案發現場，但確實沒有做出犯罪行為，例如人在槍戰現

場，但沒有開槍殺警的鄭性澤，以及人在命案現場，但沒有持刀

殺人的謝志宏，以及曾在現場但犯罪發生時已離開的陳龍綺。最

後還有一種喊冤主張是，即便被告確實做出特定行為，但在主觀

上確實毫無犯罪意圖，或者對於他人犯罪一事全然不知情的狀

況；前者包括僅是持有毒品卻遭判販賣的吳育明案，後者則包括

東港運毒冤案的林進龍、陳火盛。 

綜合上述觀之可以知道，真實無辜者並不爭執刑度或犯行嚴

重程度，無辜者的主張大抵上都非黑即白，不是 0、就是 1，沒

有灰色地帶2。 

二、檢驗真實無辜的雙叉標準 

那麼，我們要根據哪些判準來決定個別案件是否符合真實無

辜的定義？ 

最簡單且唯一的作法，就是要靠證據的解讀。例如，監視器

                                                           

2 在此種類型化之下，爭執合意性交的喊冤主張即屬於承認「有在場」、承

認「有行為」、且「主觀上知情」，唯一的爭點在於被告對被害人的主觀

意圖之解讀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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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中所顯示的真兇髮長，真的跟喊冤者林金貴的髮長一樣嗎？

就科學上來說，林金貴的髮長可能在短短兩個月內變長多少？又

例如，法院根據哪些證據，認定陳火盛、林進龍知悉系爭 DVD

機中藏有海洛因？ 

請務必注意，真實無辜不是感覺問題，而是證據的判讀問

題。如果沒有用證據法則作為方法，對於真實無辜的判斷就容易

流於情感、流於主觀。要判斷特定個案究竟有冤與否，必須要以

證據法則作為唯一的圭臬。具體而言，現階段我們應該藉由「違

反正當法律程序」以及「科學證據錯誤解讀」，作為檢驗真實無

辜與否的兩個標準。 

正當法律程序是法治國的核心，攸關於證據法則的行使。唯

有遵守這些程序，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才可能是正確的；反之，沒

有遵守這些程序，無論是遭到刑求逼供、關鍵證人未經詰問、違

反指認程序，或者證物佚失，違反正當法律程序逕而認定事實，

都會導致事實認定錯誤，冤案便油然而生。 

科學證據的錯誤解讀，也是我們檢核真實無辜的重要標準之

一。我們常受「科學」二字迷惑，誤以為科學可以得出絕對真

相，但卻忽略科學有其邏輯，鑑定結果的詮釋也總有極限，一旦

忽略了這些可能影響，就可能對事實認定出現偏誤，繼而產生誤

判。例如陳龍綺案中的 DNA 鑑定報告上所載明的「不排除」，在

科學上與在法律上的意義是否相同？例如止咳水案中，嗎啡、可

待因之間的比例如何詮釋3？又例如在謝志宏案中，法院如何詮釋

                                                           

3 關於本案始末，詳可參平冤電子報《冤冤相報》第 38 期〈口亥―止咳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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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的鑑定結果？這些對科學證據的解讀與詮釋都是需要格外留

心之處。 

將前述討論加以歸納即可知悉，所謂真實無辜的冤錯案件是

指─因為對於科學證據的解讀錯誤或者重大違反正當法律程

序，以致於不應該被判有罪的人被判有罪。 

參、冤案軌跡：六大冤案成因
4 

如本章前所述，科學證據的錯誤解讀與正當法律程序的重大

違反是我們可以用來檢核真實無辜與否的重要雙叉標準。綜觀台

灣冤獄平反協會（下稱平冤協會）過往的翻譯出版品不難發現，

無論是在法制度與我國相近的日本5、德國6，還是在差異較大的

                                                                                                                          

水冤案專題報導（上）〉（http://eepurl.com/dM9ZP2）、第 39 期〈口亥―止

咳藥水冤案專題報導（下）〉（http://eepurl.com/dOSIVD）。 
4 冤案成因（contributors to wrongful convictions）一詞主要借鏡於美國自

1990 年代所興起的無辜運動，以及元老級冤案救援組織「無辜計畫」

（Innocence Project）。成立於 1992 年的無辜計畫，至今已經透過定讞後

利用 DNA 再鑑定技術成功平反了 375 個案件，除了向當時的美國大眾顯

示，冤案確實存在，以及冤案可能平反之外，無辜計畫也透過這些平反

案件，進一步進行回溯性的分析，檢視這些冤錯案件呈現哪些共同性的

錯誤―截至今日，在 375 件 DNA 平反案件中，63%牽涉指認瑕疵的問

題、52%出現錯誤應用鑑識科學證據的狀況、26%牽涉到虛偽自白、17%
包含線人證詞。無辜計畫網站，https://innocenceproject.org/（最後瀏覽

日：2021 年 10 月 15 日）。 
5 森炎著，洪維德、劉家丞、孫斌、白禮維、洪士軒、趙政揚、郭亭妤、

顏榕、林廷翰、謝煜偉譯，冤罪論：關於冤罪的一百種可能（2015
年）。 

6 Thomas Darnstädt 著，鄭惠芬譯，法官的被害人：德國冤案事件簿（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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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7、法國8，冤案都不曾絕跡。冤案無國界，誤判的因子也相

去不遠。因此，在審視個別案件是否屬於冤案時，可優先檢核這

些冤案成因是否存在、存在多少數量，因子愈多，該案屬於冤案

的可能性或許就愈高。 

根據國外文獻9，可以指認出下列六大常見的冤案成因，包括

錯誤指認（Mistaken Witness Identification）、科學證據錯誤（False 

or Misleading Forensic Evidence）、虛偽自白（False Confession）、

偽證或錯誤指控（Perjury or False Accusation）、政府官員行為不

當（ Official Misconduct ）、不適當辯護（ Inadequate Legal 

Defense）。以下簡要介紹之： 

一、錯誤指認 

雖說眼見為憑，但被害人與證人卻會證稱確信看到無辜的人

犯下罪行。 

2014 年，平冤協會翻譯美國法學院教授 Brandon L. Garrett 的

《路人變被告》一書，而根據他對當時美國 250 件 DNA 平反案

                                                           

7 Brandon L. Garrett 著，張芷盈、何承恩譯，路人變被告：「走鐘」的刑事

司法程序，頁 77-144（2014 年）。亦可參 Jennifer Thompson, Ronald 
Cotton, Erin Torneo 著，蔡惟方、蔡惟安譯，認錯：性侵受害人與被冤者

的告白（2019 年）。 
8 Jacques Verqès 著，陳瑩雪譯，誤判：法國冤案事件簿（2018 年）。 
9 除了無辜計畫網站資料外，此處亦參考 2011 年美國法學院教授 Brandon 

L. Garrett 所出版的《路人變被告：「走鐘」的刑事司法程序》一書。美國

國家冤案登錄中心（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下簡稱 NRE）之

資料庫也使用此六大成因的分類標準，標示其資料庫內所有美國平反案

件（自 1989 年以降，至今已經記錄了高達 2,783 件平反案件）所牽涉到

的冤案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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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所做的分析，高達 76％的案件牽涉到錯誤指認的問題10。在

Garrett 教授發表其研究後，這個數字雖正緩慢下降，但至今仍是

最為常見的冤案成因之一。根據無辜計畫於 2021 年的統計數

字，在透過 DNA 鑑定技術協助平反的 375 件案件之中，仍然有

高達 69%的案件出現指認錯誤的問題11。 

指認之所以會出現錯誤，在於指認程序所得出的證據本身，

是根基於人類記憶提取的產物，而人類記憶有極高的變動性，易

受引導、扭曲、創造，更具有不可回溯的固著效應12。因此，指

認錯誤所帶來的冤案並不只存在於他國之境，在台灣的土地上，

也不乏多件牽涉指認瑕疵的冤案，譬如劉正富案（單一指認、接

續指認）、林金貴案（在眾指認人間有外形上重大差異、接續指

認），以及鄧屏湘案（在眾指認人間有外形上重大差異、真人列

隊指認時顯受誘導）。 

二、科學證據錯誤 

我們往往期待，科學得以一錘定音，協助刑事司法制度發現

真實，然而，所有的鑑定科學都有其假說、理論與方法。如果我

們認為，就發現真實的目標而言，假說與理論不應成為司法判決

基礎，那麼就更應該要嚴謹地面對、檢視這些科學證據，審慎思

                                                           

10 Brandon L. Garrett（註 7），頁 84。 
11 無辜計畫網站（註 4）。 
12 詳可參 Mark Godsey 著，堯嘉寧譯，審判的人性弱點：美國前聯邦檢察

官從心理學與政治學角度解讀冤案成因（2021 年），頁 211-274；Brandon 
L. Garrett（註 7），頁 7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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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這些證據所植基的理論，在所處理的案件，有無適用的可

能？這些證據有無透過標準作業程序，嚴格控制可能造成變化的

因子？如果忽略了這些證據背後所存在的理論、假說，以及那些

被嚴格控制的實驗室變因，就很容易因為看不見其全貌，而錯誤

詮釋或應用科學鑑定方法與結果，進而導致冤案。 

司法實務工作者應該要對於科學證據抱持警覺，在此過程

中，專家的角色舉足輕重。綜觀過去，許多平反案件都是靠不同

的專家發現其中的錯誤來找到突破點。無論是法院，還是為被告

辯護的律師，都應該要盡可能尋求專家的協助，如此才可能避免

誤讀13，甚至揪出錯誤14。 

三、虛偽自白 

大量的國內外文獻研究已經指出，虛偽自白是眾多因素交錯

影響下的錯誤結果，可能是故意誘導偵辦方向，也可能是故意讓

真正的犯罪行為人逍遙法外，但也可能是受到外在壓力的壓迫、

脅迫、利誘或引導、對於證據或法規的認知不足，或者因精神認

知或心智能力而主動或遭到暗示，繼而使得無辜者對未曾犯下的

                                                           

13 科學證據錯誤在台灣會成為常見冤案成因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審判者

往往僅依賴書面的鑑定報告，就做出認定。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自 2003 年

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其中包括刑事訴訟法第 198 條、第 206 條

等規範，其實修法時就是以鑑定人應到法院言詞報告為原則，只是在過

去這十幾年間遭實務工作者錯誤操作，將原則變成例外。假若能落實鑑

定人出庭說明，避免審判者僅用書面鑑定報告就做出判決，理應可以減

少很多因誤讀科學而發生的冤錯案件。 
14 關於科學如何看見冤案，請參本書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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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做出自白15。 

刑事訴訟領域中流傳一個常見，但應該要被破除的觀念，也

就是「自白是證據之王」，因為上述這些研究已經明白清楚地告

訴我們，自白非但不是證據之王，對於有自白出現，更要小心把

它視為「非常態」─因此在判斷自白有無證據能力時，都應該

要格外審慎，譬如，判斷自白是否出於任意性的相關法律程序都

完備嗎？偵訊錄影音在哪裡？自白做成的時間、地點在哪裡？自

白內容是否合理？情節是否過度光怪陸離？這些都是在審核被告

自白時應該要注意的地方16。 

                                                           

15 可參施志鴻、林燦璋，虛偽自白成因及過程解析，東吳法律學報，21 卷

2 期，頁 67-97（2009 年）；施志鴻，警察偵訊過程虛偽自白形成之研

究，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 年）；金孟華，美國

冤案成因介紹，法扶會訊，40 期，頁 44-48（2013 年）；Brandon L. 
Garrett（註 7），頁 25-76。 

16 其他須注意處，包括非任意性自白具有繼續效力。可參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 105 年度再字第 3 號刑事判決：「被告在檢察官偵查中雖亦曾自白

犯罪，且檢察官的訊問地點是在豐原醫院，並非豐原分局刑事組；惟審

酌被告係在同日上午 9 時 50 分 5 秒警詢結束後不久，即接受檢察官訊

問，兩者時間上非常接近，且被告至豐原醫院接受治療時，始終有警察

在場戒護，有上開豐原醫院急診護理評估表及護理紀綠可參，其間並被

提至豐原分局刑事組遭受不當刑求而自白，嗣於檢察官偵查時，並有警

察在場戒護，此亦有勘驗照片可參（見再卷㈢第 201 至 205 頁），在此情

況下，其原先受警察不當刑求之壓力仍然存在；復觀被告於檢察官訊問

時，並非一開始即自白犯罪，而係在檢察官提示其警詢筆錄時，始自白

犯罪，惟仍稱『我沒有特別瞄準警察的頭部開槍』等語，與其在警詢之

朝警察『頭部』開槍之陳述已有不符；嗣又稱是其射擊的手槍是仿製

的，不是制式的，並要求檢察官驗那二支槍等語，足見其雖有自白，惟

仍語帶保留，且其於當日下午 4 時 37 分後，即向檢察官改稱：未開槍

射擊警察，及『（之前為何承認有對警察開槍？）因我害怕，該 2 槍沒射

擊過。』等語（見相驗卷第 71 頁）。綜合上情，本院認被告所稱其在檢

察官前所為自白，係因警詢時受警察不當刑求壓力的延續，並非出於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