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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簡介

　　我國現行法之不法確定判決救濟，對於被告

保障極為不周，且救濟效果相當有限。如何強化、

完善不法確定判決救濟制度，讓人民得直接救濟

不法確定判決，誠刻不容緩。

　　人身保護令為英美法傳統用以解救人民受不

法權力拘禁之即時救濟途徑，亦為被告受不法確

定判決諭知罪刑執行（不法司法權力拘禁）之救

濟管道。美國繼受英國法後，為落實憲法權利而

交織於聯邦與各州間之聯邦人身保護令制度，隨

時代變遷，不斷演進、檢討與改善其救濟功能，

實踐數百年之經驗累積與制度發展，殊值我國法

觀摩與學習。

　　本文借鏡美國法聯邦人身保護令，作為我國

現有不法確定判決救濟制度相關缺失與弊病之檢

討與對照，並用以架構我國人民得主動聲請對於

不法確定判決救濟之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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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法之不法確定判決救濟，對於被告保障極為不

周，且救濟效果相當有限，亟待改革。目前，在我國得對

不法確定判決救濟之途徑有二，一為刑事訴訟之非常上

訴，二為憲法訴訟之裁判憲法審查。非常上訴僅得由最高

檢察署檢察總長提起，並非受不法確定判決所害之人民所

能主動聲請救濟，制度設計甚為不公，無以保障人民權

利，且非常上訴制度之主要目的，是在統一解釋法令而非

救濟被告權利，對於被告保障甚是有限。此外，裁判憲法

審查制度之定位為違憲審查，並非冤獄救濟管道，在其他

違憲審查案件之擠壓下，實難作為一專供被告救濟不法確

定判決之途徑。如何強化、完善定罪後救濟制度功能，以

及定讞刑事判決之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讓人民可直接就違

法確定判決提出救濟，誠刻不容緩。本文之研究目的，即

在於問求、探討如何架構我國人民主動對於不法確定判決

救濟之制度。 

人身保護令為英美法傳統上用以解救人民受不法權力

拘禁之即時救濟途徑，亦作為被告受不法確定判決諭知罪

刑執行（不法司法權力拘禁）之救濟管道。美國繼受英國

法後，聯邦最高法院引領聯邦與各州將視野恢弘於被告憲

法權利之違反，大刀闊斧將聯邦憲法落實於各州。關於聯

邦人身保護令發給之考量，審酌因素不僅憲法權利保障與

避免司法不正義（冤獄）而已，當案件已然確定終結而再

為挑戰，所付出之社會成本極大，對司法公信更是傷害，

其間如何割捨、成全，實須反覆思量、錙銖衡酌。美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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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人身保護令制度隨著時代變遷、國家、社會所需，維

護確定判決終局性、聯邦憲法權利之保障與落實、避免冤

獄等諸多考量下，乃不斷演進、檢討與改善其救濟功能。

美國法實踐數百年之經驗累積與制度發展，殊值我國法觀

摩與學習。 

本文借鏡美國法聯邦人身保護令，作為我國法現有不

法確定判決救濟制度相關缺失與弊病之檢討與對照，並探

討、分析將美國法聯邦人身保護令移植於我國提審法是否

可行、適當，用以架構我國人民得主動聲請對於不法確定

判決救濟之新制度。本文並進一步擬議我國提審之不法確

定判決救濟新制度，建議於提審法明定凡人民受任何權力

（包含司法權）之不法拘禁者，均得聲請提審，並逐一架

構提審不法確定判決救濟之聲請要件、權利障礙事由、聲

請、受理、審理、證據調查程序、裁定與救濟方式以及抗

告救濟制度等，期能供未來立法者之採納與參考。 

關鍵字： 間接救濟、定罪後救濟、人身保護令、提審、非常

上訴、裁判憲法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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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aiwan, the postconviction remedy has not afforded 

adequate protection for the defendant. In our country, there are two 

ways for postconviction remedy. One is the Extraordinary Appeal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and the other is the Constitutional 

Complaint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Procedure Act. However, 

the Extraordinary Appeal can only be filed by the chief-procurator of 

the 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 not those who have been harmed 

by final judgments. Moreover, the Constitutional Complaints are 

designed for constitutional review rather than postconviction remedy, 

so it cannot provide specific relief for the defendant. Thus, i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dissertation to explore how to construct an appropriate 

system to guarantee the remedy for wrongful judgments. 

The writ of Habeas Corpus is an immediate remedy used in 

traditional Anglo-American law to relieve people from being detained 

by unlawful powers.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adopted English law, the 

writ of Habeas Corpus is also used to relieve wrongful judgments, 

especially the federal Habeas Corpus. By this writ, the Supreme 

Court leads the federal and states to take a great view of protecting the 

defendant’s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energetically implement the 

Constitution to the states. Hundreds of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practice of American law are 

especially worthwhile for us to observe and study. 

This dissertation reviews the shortcomings and drawbacks of 

the existing postconviction remedy law in Taiwan, and discusses 

whether it is feasible to adopt the Habeas Corpus as a postconviction 

remedy in our legal system. Furthermore, this dissertation construct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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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ostconviction remedy system in Taiwan, and tries to propose 

its petition grounds, obstacles to relief, preliminary procedure, 

evidentiary hearings, final disposition, forms of relief, and appellate 

review. We hope that the suggestion of this dissertation will be 

translated to effect law in the future. 

Keyword: Collateral Remedy, Postconviction Remedy, 

Habeas Corpus, Extraordinary Appeal, 

Constitutional Compl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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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一項 人民得救濟不法確定判決之司改共識 

由總統召集，於民國1106年召開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以

透過集思廣益的方式，以身為使用者的人民觀點出發，參照專

業人士的意見，一同替司法做全方位的體檢，尋找病灶、思考

解方，在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的誡命下，讓人民的訴訟權，得

以在組織與程序上，獲得符合時代條件的完善化與精緻化。改

革涉及的範圍，包括「所有與司法相關的國家公權力的制度變

革」為具體之改革內容。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之結論與決議成果，其中第一小組編號

1-1之議題「減低冤案發生與強化救濟機制」已製成會議決

議，要求保障人權並強化冤獄之救濟機能。並做出決議要求應

該強化與保障確定判決救濟制度、令人民得以直接就確定判決

提出救濟、增加冤獄救濟之管道等。決議文並指出，定讞後救

濟制度不冤枉任何人是司法正義無可放棄的天職，為減少冤

案，保障人權，應強化司法於有罪確定後救濟無辜之功能，完

善刑事案件確定後之救濟制度、完善定讞刑事判決之正當法律

程序保障，建請司法院研修刑事訴訟法再審制度，增列判決違

背法令事由為再審要件，讓人民可直接就違法確定判決提出 

                                                        
1 本文未說明以民國為紀年者，均指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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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審之不法確定判決救濟 

 

救濟2。 

第二項 我國不法確定判決救濟的困境 

上述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之要求，無非劍指我國人民無

法直接對不法確定判決救濟而來。 

在新修訂憲法訴訟法之裁判憲法審查新制於民國111年1月

4日施行前，我國不法確定判決之救濟方法僅有非常上訴制

度。然而，依刑事訴訟法第441條規定，得提起非常上訴之主

體僅有檢察總長而已，易言之，於我國遭不法有罪判決確定之

被告，竟非權利救濟之主體，被告對於不法確定判決無法提起

非常上訴。 

檢察官為起訴、定罪被告之一方，今獲判決有罪確定之人

為被告並非檢察官，受該確定有罪判決執行之人為受刑人亦非

檢察官，而可提起非常上訴者，竟僅為檢察官之總長。倘該有

罪確定判決不法，受權利侵害者並無主動救濟之權利，尚須仰

賴檢察總長垂憐提起非常上訴，此制度設計公平、正義乎？ 

相較於同為刑事訴訟確定判決救濟制度之再審，再審賦予

受判決人及其配偶、一定關係之親屬得以救濟之權利。且再審

制度已於民國104年2月修正為受判決人利益之重要關鍵條文：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並增訂同條第3項，突破實務長

年對於事證新穎性與確實性的嚴格限制，並降低成功聲請再審

之證明門檻3。學者謂此一修法，使已經瀕臨死亡的刑事再審

                                                        
2  民國106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民國106年5月16日第6次會議決議一、

、。 
3  有關此次再審制度修法相關內容，詳林鈺雄（2015），〈再論發現

新事證之再審事由──再審新法20問〉，《台灣法學雜誌》，268
期，頁50-71；李榮耕（2015），〈評析2015年的再審新制〉，《台

灣法學雜誌》，268期，頁73-87；薛智仁（2016），〈論發現新事

證之刑事再審事由：2015年新法之適用與再改革〉，《臺大法學論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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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重獲生機，被冤案救援運動者賦予高度期待4。然而，同

為確定判決救濟制度之非常上訴，卻迄今「聞風不動」，依舊

墨守成規，受不法確定判決之被告，依然對之束手無策而求救

無門。 

固然，我國憲法訴訟法之裁判憲法審查新制已於民國111

年1月4日施行，而闢設一人民對於不法確定判決救濟之管道。

惟於施行在即之時，據報載：「許宗力強調，憲法審查與終審

法院審級救濟的制度功能應有適切的區分，憲法法庭的裁判憲

法審查與終審法院之間，不存在傳統的審級救濟關係，也不是

用來救濟冤案」5；「司法院提醒並不是不滿意訴訟結果就可

以釋憲，只有符合『憲法原則重要性』及『貫徹人民基本權』

兩個要件，大法官才會受理。司法院長許宗力也說，新制不是

冤獄救濟管道，裁判憲法審查只會審查違憲判決。6」如此報

導，著實令含冤欲伸之被告心寒不已，依司法院所宣示裁判憲

法審查新制之施行方針，裁判憲法審查新制係審查確定判決違

憲，而非作為冤獄救濟管道之用，則裁判憲法審查制度對於人

民蒙受不法確定判決所受侵害之救濟效果可能是極其有限，人

民欲循裁判憲法審查新制救濟有罪之不法確定判決，恐如隔靴

搔癢，不符人民期盼即時、有效、明確獲得救濟之渴望。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凝聚之全民意識，投射出人民得對不法

確定判決救濟之殷殷企盼。然我國法現有、唯一之不法確定判

決救濟之非常上訴，將人民主動請求救濟之權利排除在外。新

                                                                                                                  
叢》，45卷3期，頁911-977。 

4  薛智仁，前揭註3，頁911。 
5  自由時報（07/13/2021），〈司法院長親上陣！「憲法訴訟法」明

年上路 許宗力線上教學〉，第2版。 
6  自由時報（08/05/2021），〈憲法訴訟法明年實施 司法判決民怨

多 第四審恐爆量〉，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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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之裁判憲法審查新制，在還沒施行前，就為人民打好預防

針，預告裁判憲法審查新制並非冤獄救濟管道，似乎已經設下

裁判憲法審查新制無法滿足受不法確定判決執行之冤獄被告得

以獲得救贖之結局。如此，又與往昔我國人民無法、不得對於

不法確定判決救濟何異？ 

如何建置妥善之刑事不法確定判決救濟制度以回應人民期

待，本文即思考、查徵外國法例之不法確定判決救濟制度是否

有吾國學習參考之處，並擇取近年來我國刑事訴訟改採當事人

進行主義之法制參考對象美國法為觀察。 

第三項 美國法人身保護令之借鏡 

人身保護令為傳統英美法用以解救人民受不法拘禁之即時

司法救濟途徑。英美法也將人身保護令用於救濟受不法確定判

決執行之受刑人，蓋人身保護令之奧義，在於屏障人民之人身

自由不受任何不法權力剝奪，司法權力亦如是，因而若受刑人

所受執行之確定判決不法，該確定判決對受刑人之執行自然師

出無名，而屬不法權力之拘禁，此時受刑人得以聲請人身保護

令以救濟其受不法拘禁，同時亦間接救濟了該確定判決。 

第一款 美國法發展經驗 

人身保護令為英國普通法之救濟權利，於英國殖民美洲大

陸後，亦將人身保護令制度帶入美洲大陸，爾後，美國獨立建

國繼受之。美國法繼受英國法後之發展，有關人身保護令用以

救濟不法確定判決，特別是聯邦人身保護令，較於英國法之發

展，更是青出於藍7。 

                                                        
7  林超駿（2016），〈論第三人聲請提審──從孫中山先生倫敦蒙難

到搖搖哥事件〉，《月旦法學雜誌》，259期，頁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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