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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定調刑事訴訟在於「增強當事人進行
主義」，隨後於2002年修正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實質的舉證
責任，以連結至無罪推定原則；證據調查則採行「當事人舉證先行、

法院職權調查為輔」之模式。2003年復引進美、日之傳聞法則、證據
排除法則及交互詰問等制度。刑事訴訟從職權主義改制為改良式當事

人進行主義，不惟翻轉了曩昔法院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證據調查方式，

亦使判例所謂凡得為證據之資料，均具有論理之證據能力產生質變，

失其援用價值。究竟何種證據具有證據能力，必須優先予以探討，遂

成為證據法的顯學。 

法官斷案，難免會有冤罪風險。刑事再審及非常上訴，即係對於

確定裁判之事實錯誤與法律錯誤所設之救濟制度。有鑑於晚近「無辜

計畫（The Innocence Project）」潮流的影響，2015年2月4日修正刑事
訴訟法第420條有罪確定判決聲請再審之規定，大幅放寬了第一階段
的再審門檻，從原先側重於法的安定性之「有疑則唯利既判力」，因

勢利導轉為判決無謬性要求之「有疑則唯利被告」；2020年1月8日復
增訂完備聲請再審之程序權保障條文。法制已備，實務應與時俱進，

齊頭趕至，殊不能僅緩步徐行，或仍膠柱鼓瑟，一成不變。 

至於非常上訴，主要目的在於統一各級法院關於法律之適用，因

而專屬於檢察總長一人得行使之權利。其間雖亦不無對案件之被告予

以救濟之情形，但此僅屬其附隨、放射之效果。惟依司法院統計資

料，每年非常上訴案件，類皆以累犯之違誤居冠，不無扭曲此一制度

之本質。再者，被告對於未確定之判決，必係為自己之利益而上訴，

以求救濟，然而卻因受制於所謂上訴不可分原則，反而可能使其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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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無罪者，有被突襲遭受更不利益之判決，此種懲罰性量刑，殊與正

當法律程序有違。 

終審法院金字塔化，乃係前述司法改革會議的另一項重大決議。

司法院自斯時起，即凍結最高法院的人事，遇缺不補，但上訴三審之

案件仍源源不絕，庫存待分刑事案件一度高達2萬餘件。由於金字塔
型之程序法遲未立法通過，司法院雖自2005年起微解凍人事，但新創
所謂「三專生」制度迄今（即調最高法院辦事3年後歸建）。余適於
該年8月調派最高法院辦事，2008年歸建高本院，2009年二度調辦
事，一年後始補實為最高法院法官。 

余初派最高法院期間，適逢刑事新制甫施行，夾在職權主義隙縫

中之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由於新舊制併存宛如拼裝車，不免引發

不同學派之評論，舉辦研討會並邀約終審法院法官與談，以聽其言。

余先後經紀庭長俊乾、張庭長淳淙多次指派參加，雖自知學植未深，

且案牘山積，不免惶恐，但也因此得以研閱中外相關資料，相互印

證，多所體會。之後面對各類邀約，亦均在不影響審判本業之前提

下，勉力而為，克盡斯責。 

嗣或為應部分主辦單位要求，因將與談之PPT文稿改寫成文章，
或受雜誌邀稿，或就辦案之一得，形之於文字者，或長篇或短文，不

覺已積近70篇。自忖卑之無甚高論，原僅供藏之一己，不足以示人，
承蒙元照出版公司紀總經理不棄，乃擇其與程序法（沒收除外）有關

之36篇，薈集成冊付梓，名曰「形事證據法與救濟程序」，分為四
編。主軸為第一編「刑事證據法實務」共9章，分別於各章節探討刑
事新制施行後，包括證據能力在內之相關證據法實務問題；及第二編

「刑事救濟程序」計8章，針對刑事上訴程序與再審新制、累犯違誤
非常上訴之救濟程序分析研討。並輔以第三編「刑事程序建制評釋」

為6章，就被害人參與訴訟、國民法官法（準備程序）、刑事訴訟金
字塔化及大法庭等建制分享心得；暨第四編「辦案品質的提升」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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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用以自我鞭策作為刑事法官之採證認事、用法與量刑，均須符合

正當法律程序。茲應予說明者，厥為倘法律新增、修正，或實務見解

變更，或認有進一步說明必要者，悉於各該文末，以「補敘」方式，

或拾遺補闕，或加以評釋，俾期兩相對照，知其梗概。 

余廁身法曹35載，不曾離開審判工作一日，即使2020年4月1日接
任現職，仍續兼其中一庭的審判長，嗣因大法庭新制案件激增，依法

逐案應行言詞辯論，兼以行政事務繁瑣，頗感分身乏術，乃專責於刑

事大法庭審判長，冀以法律見解之統一，期臻至當。司法生涯漫漫，

極著勞寂，除第一審短暫外調至浯島（金門）及蘭陽服務外，餘均宛

如陀螺旋轉圍繞在案件如潮水般的博愛特區，片刻不得歇，終至皓

首。法官的生命在審判，捨此弗由。感謝家人一路以來的支持與諒

解，方能夙夜兢惕，專力辦案。本書之成，由衷感謝紀總的玉成，並

承元照出版公司編輯團隊之協助，怡秀、家寧、Jyeru的細心校對，
備極辛勞，謹此致謝。 

 

吳燦 
謹誌於最高法院 

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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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刑事證據能力判斷的案例研討 
──臺灣米蘭達法則與證據排除主張逾期之法效 

壹、前 言 

月旦智匯學院與元照出版公司於2019年7月4日開辦「刑事證據能力

判斷的案例研討」，個人受邀擔任講者，乃揀選最高法院關於「供述證

據」與「非供述證據」經典判決數則為題材，經改編為案例問題4則，

針對各該案例證據能力之判斷，分析爭點、介紹思考層次及提出判斷標

準，並就案例延伸之相關問題，進行研討，最後並簡介最高法院3則有

關新興法律問題的判決。惟因囿於時間關係，或言不盡意，或不免疏

漏，致難窺全貌。爰利用公餘，野人獻曝，就其中第2則案例問題1，草

成本文，首先對此議題之前置條件，即證據能力在臺灣之立法推移，及

其與嚴格證明法則中之合法調查概念之區辨，略作說明（如後述貳），

再分析與案例有關之臺灣米蘭達警告（第一子題部分）、證據排除主張

逾期有無失權效（第二子題部分）相關法律適用，及說明系爭案例有關

證據能力之判斷（如後述參），最後就案例問題作一總結（如後述

肆）。 

                                                        
1 第1則案例問題在討論「詰問權與拒絕證言權之衝突」及第1則新興判決之
「GPS偵查」（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8號判決），請參：吳燦，詰問
權與拒絕證言權衝突之探討（上）（中）（下），《司法周刊》，2019年6月
28日、7月5日、7月12日，1958、1959、1960期；吳燦，科技偵查蒐證之授權
依據及證據能力――以警察裝置GPS偵查為例，《檢察新論》，2020年2月，
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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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概念釐清／證據能力與合法調查 
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155條第2項規定：「無證據能

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揭示證據裁判係以

嚴格證明法則為核心。證據之所以得作為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必須具

備2個要件，其一為有證據能力，其二為應經合法調查，茍欠缺其一，

即有證據能力之證據，如未經合法調查程序，或無證據能力之證據，縱

經調查，均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 

一、證據能力之意義及立法 
證據，因其證明方法之不同，得分為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2。必係

有證據能力之證據，始得供為嚴格證明，故稱此具有可為嚴格的證明資

料之能力，為證據能力，或稱證據資格，亦即證據適格性。何種證據，

具有適格性，其條件，在英美法與大陸法異其理論。英美法基於證據價

值與實務上政策之要求，按證據容許性之理論加以處理，就得使用為證

據之範圍設其嚴格的規則3，以保障證據之證明力。大陸法由於實體真

實主義與自由心證主義之結合，重在真實之發見，多不就形式的證據能

力加以限制，茍具有證明力，一般即容許其為證據4。 
刑訴法於1967年修正時，雖兼採當事人進行主義，於第155條第2項

規定「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顯與事理有違，或與認定事實不符

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5正式引進「證據能力」一詞6，並於

                                                        
2 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5658號判例：「所謂自由證明，係指使用之證據，其證
據能力或證據調查程序不受嚴格限制而已……，仍應與卷存證據相符，始屬適

法。」最高法院為統一法律見解經選編之判例，依據2019年1月4日修正、7月4
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2項，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
判相同。為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判決作區隔，本文仍以判例稱之。 

3 此一限制，主要在防止陪審團先入為主，或受社會輿論之影響，或誤用推理之
經驗法則，或惑於被告之巧辯，致有偏見或專斷之弊。 

4 陳樸生，《刑事證據法》，1980年7月，178頁；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
（中冊），2007年2月，45頁。 

5 本條第2項於2003年修正為「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
斷之依據。」修正理由係「本條第二項規定無證據能力之證據，與未經合法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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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條、第159條及第160條，就證據能力設其限制之規定，惟依第159
條7之立法理由仍謂，本法仍以大陸法之職權進行主義為基礎，以發揮

職權主義之效能，對於證據能力殊少加以限制，凡得為證據之資料，均

具有證據能力。實務亦從之8。 
迨至2003年刑訴法之修正，始參考英美法制，就證據能力為相當規

範，此除先前已規定之自白外，即為有關傳聞證據及證據排除規定之引

進，因是實務上所謂凡得為證據之資料，具有論理之證據能力，即失其

援用之價值9。惟本次修正，仍援引先前之立法例10，係就證據能力之有

無於特定訴訟事項逕予明文規定，或有出於「不得為證據」之語者（如

第158條之2、第158條之3、第159條第1項、第160條），亦有出於「得

為證據」之詞者（如第159條之2至第159條之5），並另於第158條之4為

                                                                                                                                  
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正足以表示『嚴格證明』之要求，至於『顯

與事理有違』之證據，於本條第一項修正增加法院之自由心證，不得違背經驗

法則及論理法則後，即屬重複，應予刪除，另『與認定事實不符』之證據，究

竟是證據能力抑或證明力之問題，涵義不明，為杜疑義，並免與前條第二項發

生邏輯矛盾，亦予刪除。」 
6 但實務則早有證據能力之用語，如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641號判例：「法警某
甲在偵查中之調查報告，係根據某乙之陳述，而據其同時附呈之某乙切結，僅

稱民聞確係某丙（即被告）將某丁傷害後因傷身死，經區長調處雙方不欲成訟

云云，仍係傳聞之詞，雖報告內曾將該莊民眾所述某丁之被害情形聲敘甚詳，

但其就詢之莊民，是何姓名，並未記載，歷審亦未向該警訊問，令其到庭作

證，此項調查報告，自難認有合法之證據能力。」（劃線部分係筆者所加） 
7 1967年刑訴法第159條規定：「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
得作為證據。」 

8 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933號判例：「刑事訴訟本於職權主義之效能，凡得為
證據之資料，均具有論理之證據能力，是以法律上對於證據之種類，並未設有

若何之限制。本件另案處理之少年犯洪某，既已供稱，被告曾參與圍毆被害

人，並由參與者中之一人持刀予以刺殺等語，雖其未有言及伊自己亦有參與殺

害之行為，非屬不利於己之陳述；但如上述，仍非不得為心證形成所得審酌之

證據資料。」 
9 例如，前註判例，業據最高法院92年度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並
自新修正刑訴法施行之日（2003年9月1日）起生效。 

10 例如刑訴法第100條之1第2項、第156條第1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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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性之規定，對於證據能力之要件，仍未為一般、抽象的規定11。 

二、證據能力與合法調查 
釋字第582號解釋理由書指出：所謂證據能力，係指證據得提出於

法庭調查，以供作認定犯罪事實之用，所應具備之資格；此項資格必須

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符合法定程式，且未受法律之禁止或

排除，始能具備。所謂合法調查，係指事實審法院依刑事訴訟相關法律

所規定之審理原則（如直接審理、言詞辯論、公開審判等原則）及法律

所定各種證據之調查方式，踐行調查之程序。 
是以，作為立證資料之證據，是否有證據能力，應受該證據與待

證事實間須有自然關聯性12，及該證據須非法律禁止使用者等要件之

制約。刑訴法所定各種證據之調查方式，分別於第164條（物證）、第

165條（書證）、第165條之1（新型態證據）、第166條（人證）定其調

查方式。例如對於證人之調查，應依法使其到場，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

證之處罰，命其具結，接受當事人詰問或審判長訊問，據實陳述，並由

當事人及辯護人等就詰、訊問之結果，互為辯論，使法院形成心證，即

屬人證之合法調查。由是可知，證據能力與合法調查，兩者概念有別，

不能混淆13。 

                                                        
11 林永謀，同註4，46-47頁。 
12 關聯性乃證據容許性之前提要件，美國聯邦證據法第401條規定：「就足以影
響訴訟決定之任何事實存否之認定，若有某一證據存在，則該事實存在與否之

可能性，較無該證據存在為高時，任何具有此一傾向之證據，即屬有關聯性之

證據。」 
13 例如刑訴法第159條之1第2項檢察官訊問筆錄，係屬有關證據能力之規定，惟
實務有謂「本件證人許○政、楊○華於檢察官偵查中，均已經依法具結後，以

證人身分陳述親身見聞所得，經核均無顯不可信的情況，而且已於原審審理時

到庭作證，接受被告與辯護人對質詰問，應認為其二人在偵訊時所為的證述，

均具有證據能力。」即不無將證據力與合法調查（人證之詰問）相混淆者。請

參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訴字第128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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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證據能力判斷的案例研討 
一、案例問題 

某甲意圖營利，販入時價約新臺幣50萬元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一大

包，於某時、地因持有上開海洛因及電子磅秤等物，為警查獲逮捕。試

問： 
若某甲於警詢及檢察官偵查均否認有販賣意圖，第一審法院依檢

察官聲請傳喚逮捕某甲之警員某乙到庭，具結證稱：作筆錄之前，有先

跟被告聊天，以瞭解案情，被告當時承認扣案的海洛因於買入時，有要

販賣的意圖，但是還沒有賣出去等語。某乙之證詞，有無證據能力？ 
設某甲於遭逮捕後，經警自當日17時許製作筆錄，迄於19時30分

始製作完成，某甲約於19時（日落後）為任意性自白犯罪，該項自白經

一、二審法院採為斷罪證據之一。某甲於上訴第三審時，其原審辯護人

始主張警員違反禁止夜間詢問，所取得之自白無證據能力。法院應否准

許？ 

二、本案爭點 
司法警察於拘提或逮捕被告之後，為瞭解案情，於製作筆錄之

前，先與被告以閒聊或教誨方式，以獲取被告之自白，應否先履踐刑訴

法第95條第1項（第2、3款）之法定告知義務？該自白有無證據能力？

此一爭點涉及「臺灣米蘭達法則」之體現。 
被告或其辯護人對於司法警察因違反禁止夜間詢問所取得之被告

自白，應於何一階段提出證據排除之主張？該自白有無證據能力？此一

爭點涉及我國有無「證據排除主張逾期之法效」問題。 
系爭二爭點有關被告自白證據能力之判斷，涉及刑訴法第158條

之2「善意例外」應如何正確理解與適用。 

三、相關判決要旨 
第一子題／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 

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調查程序中享有緘默權（拒絕陳述權）、辯護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028



 
8 刑事證據法與救濟程序 

 

 

人選任權與調查有利證據之請求權，為行使其防禦權之基本前提，屬於

人民依憲法第16條所享訴訟保障權之內容之一。國家調查機關對於此等

訴訟基本權，應於何時行使告知之義務，攸關犯罪嫌疑人利益之保護甚

鉅。 
刑訴法第100條之2規定，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

嫌疑人時，準用同法第95條有關告知事項及第100條之1錄音、錄影之規

定，俾犯罪嫌疑人能充分行使防禦權，以維程序之公平，並擔保其陳述

之任意性。 
此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行遵守實踐之法定義務，於其製作

犯罪嫌疑人詢問筆錄時固不論矣；即犯罪嫌疑人經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拘提或逮捕之後，舉凡只要是在功能上相當於對犯罪嫌疑人為案情之

詢問，不論係出於閒聊或教誨之任何方式，亦不問是否在偵訊室內，即

應有上開規定之準用，而不能侷限於製作筆錄時之詢問，以嚴守犯罪調

查之程序正義，落實上開訴訟基本權之履踐，俾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9條第2款規定於拘捕時應受告知權利之精神相契合，並滿足

擔保此階段陳述任意性之要求。如有違反，並有刑訴法第158條之2第2
項規定之適用。 

第二子題／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41號判決 
違背夜間訊問禁止規定所取得之供述證據資料，原則上雖然不得

作為證據，但於證明其違背非出於惡意，且屬自由意志陳述之例外情

形，仍可作為證據，觀諸刑訴法第158條之2第1項規定即明，上揭例

外，即屬學理上所稱之「善意例外允許原則」之一種。 
所謂惡意，係對於違背禁制規定之作為，具有直接之故意，其判

斷應依該詢問過程與相關之外在附隨條件客觀認定之，例如詢問前，是

否已掌握得強而有力之非供述性表面證據？詢問中，詢答雙方互動之態

度、語氣、聲調是否正常？有無律師陪同在場？詳言之，倘犯罪嫌疑人

或被告已遭搜獲諸多不利之證物，且有律師陪同進行警詢程序，嗣在不

知不覺之和緩氣氛中，從白天繼續至夜間者，尚難認為司法警察（官）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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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惡意取供情形。 
又此非出於惡意之證明，固應由檢察官負責提出，但犯罪嫌疑人

或被告為此惡意抗辯之時機，仍非毫無限制，若其選任辯護人已經閱卷

得悉，至遲應於最後事實審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主張之，斯能及早調

查，並符訴訟經濟之要求，自無許在法律審中再事爭執。 

四、解 析 
第一子題部分 
關於緘默權及受律師協助權之告知 
美國Miranda判決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66年以6：3多數意見闡述該國憲法第5條修

正案14之Miranda判決15，明確宣示警察在訊問被逮捕拘禁之被告前，應

先對被告為後述警語之告知：你有權保持緘默（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你所供述之一切情事可作爲指控你的證據（Anything 
you say can be used against you in a court of law）。你有權委任律師到

場（You have the right to the presence of an attorney）。如你無資力聘

請律師，在進行任何訊問之前，有權獲得法院指派辯護律師（ If you 

cannot afford an attorney one will be appointed for you prior to any 
questioning）。此即有名的所謂「米蘭達警告」（Miranda Warning）或

「米蘭達法則」（Miranda Rule），係以對處在被逮捕、受拘禁或失去

行動自由之被告而接受訊問時，其偵訊環境、氣氛具有嚴重脅迫感，不

免違背「不自證己罪」原則，因此警察必須對被告為「緘默權及受律師

協助權」之權利告知。 
其中關於緘默權之告知，在1964年的Escobedo判決16，即被認為是

被告自白任意性之要件；因此如果警察不為緘默權之告知而取得被告之

                                                        
14 美國憲法第5條修正案：「……人民不得被強迫在任何刑事案件自證其罪，不
得不經過適當法律程序而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 

15 Miranda v. Arizona, 384 U.S. 436 (1966). 
16 Escobedo v. Illinois, 378 U.S. 478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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