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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充實更多刑事政策的研究內涵，本刊除犯罪防治論

壇外，更擴增「國際眺望」與「趨勢傳真」二項專區，本(22)

期「國際眺望」係由本學院研究人員蒐集國際犯罪狀況與

刑事政策發展趨勢進行文獻導覽，主題為「離開監禁之路：

淺介蘇格蘭之社區復歸方案 Routes out of Prison」。另外，

「趨勢傳真」係轉載法務部統計處相關之統計分析資料，

本期主題為「我國與日本高齡受刑人比較與分析」。

在犯罪防治論壇方面，本學院分別向古承宗教授、吳

俊毅教授、王伯頎副教授邀稿論述「論不能安全駕駛罪之

解釋與適用」、「2018 年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制定後境外

取得證據的使用與相互承認原則」與「修復式正義背後的

情感拉扯 - 以戲劇無差別殺人案例探討」，期能對我國犯

罪防治與刑事政策研究之發展有所啟示。

至於「心情隨筆」單元，因近來，毒品、酒駕、聚眾

鬥毆、兒虐等社會問題不斷浮現，導致民意機關督促政府

一直朝向「重刑化刑事政策」方面修法，乃邀請中央警察

大學法律學系許福生教授，以「兒虐事件 - 預防重於殘補」

為題，探討重刑化可能衍生的社會風險及須付出的社會成

本，以彰顯本學院對社會安全之關注，並促進學術與社會

的多元溝通。 

隨著國家政經的發展及社會的繁榮，犯罪問題未曾止

息，且更日趨嚴重、複雜，敬邀對刑事政策、重大犯罪防

治、婦幼保護、司法人權與司法科技發展等議題學有專精

之賢達，踴躍投稿，共同發揮集體力量，使這個新的犯罪

防治研究園地，不斷成長、茁壯，並孕育出豐碩甜美的工

作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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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各大專院校研究生撰寫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相關學術領域之研究論文，促進刑事政策之研究發展量

能，本學院辦理第六屆「傑出碩博士犯罪防治研究論文獎」，申請期間為 108 年 9 月 1 日至同年 10 月 1 日截止，

歡迎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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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承宗＊

論不能安全駕駛罪之解釋與適用
－以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第 1 款為中心－

DOI:10.6460/CPCP.201909_(22).01

Dogmatic Problems with Unfit to Drive 
by §185-3 Criminal Code

Chen-Chung Ku ＊＊

ABSTRACT

From 2013, the blood alcohol concentration is regulated in §185-3 criminal code. Therefore, a 
controversial doctrinal problem, namely the blood alcohol content is produced as an objective fact, or as 
an objective criminality condi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It is about the evaluation of the so-called ‘‘Danger 
intent’’ in relation to the value of the blood alcohol concentration. Her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blood 
alcohol concentration does not act as an objective fact or as an objective condition of criminal liability, 
but as an analogical clause of the significance threshold. In addition, the feature "vehicle" is limited to 
the motor vehicle. The other powered vehicle by muscle power should be integrated in the future by the 
amendment of the law.

Key Words: unfit to drive, abstract danger offense, vehicle, blood alcohol content

2013 年，不能安全駕駛罪修訂時，立法者將酒測值直接規定於犯罪構成要件。由此衍生出不

少解釋上的疑慮，例如酒測值應作為客觀不法構成要件，或是理解為客觀處罰條件？此種要件的

定性問題主要涉及到我們如何評價行為人於行為時的危險故意。本文認為，酒測值既不是客觀不

法構成要件，也不是客觀處罰條件，而是作為一種與「不法量化」有關的「類似重大門檻要件」。

另外，動力交通工具的動力僅限於由「引擎驅動」，至於由人力或任由自然物理力（例如在坡道

滑行）驅動者，不包括在內。若是欲將後面兩者納入不能安全駕駛罪的規制範疇，有必要透過修

法方式將「動力交通工具」修訂為「交通工具」。

關鍵字：不能安全、抽象危險犯、交通工具、酒測值

摘　　要

*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系教授。 
** Professor at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E-Mail: chenchungk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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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大約近十年來，新聞媒體上常有大篇幅報導酒

駕肇事且造成嚴重傷亡之事件。經歷長年的輿論批

評，以及各方利益團體的奔波呼籲，逐漸在社會大眾

的群體意識中形成所謂的「酒駕零容忍」，不斷要求

國家針對酒駕問題提出更有效的防範措施。除了行政

法規之外，最受青睞的法律手段無非就是刑法，特別

是針對酒駕者採取嚴刑峻罰的制裁措施，冀望能夠達

到有效的嚇阻作用。因應社會高漲的法律改革氛圍，

我國立法者於  年修訂通過刑法第  條之  不

能安全駕駛罪，明確將「酒測值」納入犯罪構成要

件，而且酒測值被調降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零點二五毫克，或是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

五以上。對此，立法者於修訂立法理由中指出：「不

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

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一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

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

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雖然不能安全駕駛罪的犯

罪本質乃是如同立法者所宣稱的抽象危險犯，具體個

案中確實無須進一步判斷是否發生具體危險，只不過

有疑問的是，當酒測值於  年修訂時被納入不法

構成要件的規範結構，反而在解釋論上引起一個新興

的難題。舉例來說，酒測值是否作為一項客觀不法構

成要件，還是帶有其他的規範功能，例如客觀處罰條

件？如果為前者的話，那麼行為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之時，即有必要對體內的酒精濃度有所認識，否則

應論為欠缺故意。相對地，若是後者的話，雖然行為

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時，無需認識到客觀處罰條件

所指涉的事實，不過也讓本罪的不法行為實質轉變為

「不論酒精濃度多寡，只要飲酒開車即屬可罰。」無

論如何，不只是立法者自己，我國法院似乎也未清楚

意識到這其中的法適用困境。

為了有效釐清修法後的問題意識，並且提供一套

可行的解釋方案，本文試著先行分析兩則最高法院的

判決，緊接著從德國刑法的法制經驗切入，說明本罪

的保護法益，以及不法構成要件應有的解釋路徑。另

外，基於篇幅限制的因素，本文的論述重心將會聚焦

在刑法第  條之  第  項第  款規定的分析與檢討。

貳、最高法院之見解與分析
針對不能安全駕駛的抽象危險，依最高法院 

年台非字第  號判決，「抽象危險乃立法者將一些

被認對法益具有「典型危險」之行為，擬制為有該行

為就會發生立法者所預定之危險，一有該行為，即

承認有其危險性存在，毋庸積極舉證證明，即可認

定，無待審判者再為實質判斷危險是否存在。例如刑

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於一○二年六月十一日第一項

第一款修正公布，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

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即認具不能安全駕駛之抽象危險，其立法理由為：不

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

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一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

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

駕車事件發生。並未言及所預定之危險行為有何可舉

證無發生危險可能而不成罪之餘地。」 整體而言，

最高法院在這裡為抽象危險犯提出了一項學理上前所

未見的擬制危險概念，把抽象危險犯的規範正當性緊

扣住所謂的擬制危險，而不是傳統學理上所一貫主張

的假定危險。基本上，所謂的假定危險是指基於經驗

法則，特定的行為模式在被實施之後，因果發展在沒

有特殊干擾因素的介入下，將會導致特定法益的侵害

結果。以刑法第  條第  項放火罪為例，行為人在

供人居住的建築物縱火，只要火勢蔓延開來勢必會造

成住戶的傷亡。相對地，最高法院所指稱的擬制危險

似乎不是從經驗法則的角度予以理解的危險概念，本

質上只是純粹為了行為控制需求而創設的刑罰權擴張

依據，就像是在食安刑法的領域，高價油混低價油，

或是人工炒糖加入焦糖色素等原本沒有危害身體、健

康的行為，均被擬制為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險性。明顯

地，雖然最高法院指出抽象危險犯的抽象危險無需在

具體個案中積極證明行為之危險性，所持的判決理由

卻是明顯基於錯誤的刑法理論知識而來。除了最高法

院的錯誤認知之外，立法者在未經醫學實證的基礎下

任意調降酒精濃度的要求，其實正是符合立法技術上

的擬制危險思維。也就是說，立法者根本不在意從經

驗法則的角度來看，行為人於行為時的酒精濃度必須

達到什麼樣的標準，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始能真正論為

  判決內文所有之標楷體標示均為筆者所加，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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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安全，因而具有所謂的法益侵害之抽象危險。如

此一來，從任意調降的酒測值連結到不能安全駕駛的

概念，背後的立法思維無非就是透過所謂的擬制危

險，滿足純粹的行為控制需求，同時亦是捨棄了行為

規範以法益保護作為正當化基礎的建構邏輯。

再者，儘管最高法院基本上還是以體內酒精濃

度作為不能安全駕駛的判斷準據，只不過在部分個案

中，又輔以其他主、客觀的駕駛行為進行綜合評價，

例如最高法院  年台上字第  號判決，「然刑

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規定所謂「不能安全駕駛」為

抽象危險犯，只要行為人有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而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即足成立，並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

要，上訴人於肇事後經抽取其血液檢驗結果，其血液

酒精濃度檢驗值達  ，換算其呼氣所含酒

精濃度為每公升  毫克，超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一百十四條第二款規定之每公升 0.25 毫克甚多。

又車輛行駛時，駕駛人彎腰撿拾掉落之物品，足造成

車輛偏移失控，此為常人共識，上訴人為正常之成年

人，亦當知悉在酒後狀況下作此動作，更增危險性。

本案係因上訴人酒後，致對其行為危險性之判斷力及

對車輛之操控能力俱降低，且於汽車行駛中竟彎腰撿

拾打火機，造成車輛嚴重偏移肇事。上訴人所辯於事

故發生時，尚未達『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及其酒駕

與事故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云云，不足採信。因認

上訴人確有前揭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而駕駛，因而致人於死、傷犯行。」就此段論理來

說，應先予釐清的是，刑法所欲非難不能安全駕駛行

為具有典型的刑事不法性，也就是對於所謂的「交通

安全」，或是「不特定交通參與者的生命、身體、健

康、財產具有一定的侵害危險。因為不同法規範分據

不同的規範目的，所以對特定行為的不法內涵勢必保

有獨立自主的解釋空間。由此推知，關於酒測值與不

能安全駕駛之間的判斷關聯，基本上應當不會受制於

其他法律系統（例如行政法或民法）的規範要件。相

較之下，最高法院一方面錯誤地援引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之酒測值規定作為刑法上不能安全駕駛的判斷標

準；另一方面，又輔以行為人於駕駛時彎腰撿拾打火

車之行為，綜合推導出行為人於駕駛時已經處於不能

安全駕駛的狀態。至少從最高法院在這號判決所提出

的論理來看，我們始終無法明確掌握酒測值是否（或

如何）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的唯一標準，還是除了

酒測值之外，仍有必要考量其他主、客觀的駕駛條件

予以綜合評價。儘管如此，仍值得注意的是，從最高

法院綜合酒測值及其他駕駛行為的論理來看，似乎是

將酒測值視為一種證明規則的應用，而非不法構成要

件解釋的要素。

參、保護法益
為了有效釐清刑法第  條之  的規範目的，特

別是保護法益的內容，我們或許可以從德國刑法現行

的規制結構獲得一些啟發。在德國的核心刑法中，與

酒駕有密切相關的刑罰規定為德國刑法第  條及

第  條。更具體地說，前者在第  項規定了行為人

飲用含酒精之飲品或服用其他具麻醉效果之物，或是

基於心、生理狀態的缺陷，而處於不能安全駕駛的狀

態，卻仍舊從事交通行為，由此危害他人之生命、身

體、健康或具顯著價值之物；相對地，後者則是在第

 項規定行為人飲用含酒精之飲品或服用其他具麻醉

效果之物，而不再能夠安全地駕駛交通工具。

基本上，兩者規定的差別在於，（）德國刑法第

 條就行為人不能安全駕駛的原因規定了心生、理

狀態的缺陷，以及（）不能安全之駕駛行為必須進一

步對其他交通參與者的個人法益形成一定的侵害危

險。一般而言，德國刑法第  條的犯罪本質為「具

體危險犯」，只有不能安全駕駛行為的抽象危險性仍

不足以作為刑罰的理由，必須該行為進一步招致侵害

他人之生命、身體、健康或（顯著價值）財產的具體

危險。對此，依德國部分的學說見解，本罪的不法構

成要件不限於保護個人法益，例如生命、身體、健康、

財產，同時也保護了作為超個人法益的「交通安全」

（Sicherheit des Straßenverkehrs）。儘管這兩者同時作

為該罪的保護法益，在學說見解上卻是對於保護的位

階性抱持著相異的觀點。更進一步地說，部分的學說

認為 ，這些內容相異的法益具有同等的保護地位，不

        
  Rüth, in: LK-StG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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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也有見解主張 ，個人法益位居優先的保護位階。

相對於此，有部分的觀點則是認為交通安全才是優先

受到保護的法益，至於所謂的個人法益，例如生命、身

體、健康、財產等，則是已經包含在交通安全的概念範

疇，藉此間接受到保護 。雖然這些見解在說理上存在

著細微的差異，但整體來說，均是承認德國刑法第 

條規定之酒駕行為的刑事不法性，不只是源自於對個人

法益，同時還有對交通安全此種超個人法益的攻擊 。

不同於德國刑法第   條，作為抽象危險犯的

德國刑法第  條乃是在規範體系上位居補充性的地

位，以防止第  條因為具體危險的證明難題而可

能產生的處罰漏洞 。因此也可以說，刑法第  條

規定實際上含括了第   條的規制範圍 。又因為

德國刑法第  條的犯罪結構屬於抽象危險犯，法條

中沒有任何與具體危險相關的不法構成要件，所以保

護法益相對明確地指向「交通安全」此種超個人法

益。即便如此，所謂的交通安全在概念上也不排除就

是不特定交通參與者的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法益

的集合性表述。

綜上說明，與德國法制的現況相比，雖然刑法第

 條之  的犯罪本質不是具體危險犯，卻是類似於

德國刑法第  條及第  條等規定，至少都有規

定「不能安全駕駛」此項不法構成要件。若是從這項

要件的文義結構出發，我們得以確定本罪所要保護法

益同樣為「交通安全」，而且在概念上亦可實質理解

為含括「不特定交通參與者之生命、身體、健康或財

產法益」。

肆、所謂的不能安全駕駛

一、客觀不法構成要件概覽

一般來說，傳統的侵害個人法益之罪，例如殺

人、傷害、竊盜等，通常是由行為人直接且個別地侵

害特定被害人的法益，實現犯罪的主、客觀條件較

為單純；相對地，交通犯罪之於（交通安全）法益侵

害的條件則是具有相當程度的複雜性，又此種特徵往

往取決於「道路交通」（Straßenverkehr）的運作模

式。更具體地說，道路交通是指發生於道路或特定場

域（海上或天空）的交通往來現象，又此等空間的存

在目的基本上是開放給任何人使用 。此外，因為地

域差異、車流空間與時間等因素影響了交通流量的密

集或鬆散，同時也讓交通參與者的數量變得相當不特

定，再加上每個交通參與者所使用的行動設備及控制

能力均有所不同，使得道路交通呈現出相當特殊的複

合性結構 。

可想像的是，不論是在何種空間及時間下的交通

運作，能夠通行無阻的首要前提無非是所有的交通參

與者均願意遵守法律規定，至於所有交通參與者無礙

地使用道路交通是出自於規範上的路權分配，或者是

基於其他交通參與者的禮讓而來，均非關鍵。倘若交

通參與者不願意藉由遵守法律規定的方式使用道路交

通，勢必嚴重影響交通的平穩暢行，當然也有可能造

成他人權益之干擾。就這點來說，所謂的道路交通原

本屬於一種中性的概念，僅止於道路或場所的使用現

象，之所以轉為帶有評價色彩的危險意義，正是因為

其中涉及到交通參與者是否合乎規則地使用道路，或

者是特定道路或場域的交通流量狀態是否容易使交通

參與者於行進過程中產生權益衝突等。基於不同面向

的危險評價結果，不同的法律規定採取不同的規制模

式，藉此全面地確保道路交通的穩定運行及交通參與

者的安全，例如民法上與侵權行為相關的損害填補、

行政法基於預防原則規定各種道路交通使用方式、刑

法針對特定的法益侵害或危險之行為訂有與道路交通

相關之刑事制裁等。

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駕 駛 是 指 驅 使 交 通 工 具 在 特 定 空 間 內 移 動

     
     
  參閱Krüger, Die Entmaterialisierungstendenz beim Rechtsgutsbegriff, 2000, S.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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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bewegung），駕駛者則是使用交通工具的驅動

設備之人 ，通常是位居操控方向盤及剎車盤的地

位。然而，在一些特殊的情形，我們不排除駕駛者正

是在旁進行指揮或共同駕駛之人，例如艦長、合作駕

駛等。就後者來說，典型的現象為其中一名駕駛負責

加速及控制方向盤，另一名駕駛負責踩剎車。依此，

多數學說見解將不能安全駕駛罪理解為所謂的「親手

犯」，即有再商榷的必要。又交通工具的移動程序起

始於外觀上可得認識到的行進狀態，例如車子必須是

「車輪開始轉動」，或如熱氣球是以「離地升空」為

判斷依據 ，純粹的發動引擎仍不足以論為駕駛。

再者，暫且不論「動力」的原意為何，交通工

具基本上是以「潛在的危險性」作為刑法上的定性依

據，行為人所駕駛的交通工具因此必須內含典型的侵

害危險 。又此種危險的存在與否並不取決於行為人

是否已經取得駕照，或者駕駛時是否有攜帶駕照。理

由在於，駕照的規範意義僅止於國家確認駕駛者於參

與交通活動時，對於使用的交通工具保有一定程度的

操控能力，並且已充分認識相關交通規定的意義與適

用。即使駕駛者沒有取得駕照而駕駛交通工具上路，

也不必然等同於欠缺操控車輛及規範認識等能力；當

然，現實上也不排除已經取得駕照的駕駛者有可能在

參與交通往來的過程中，反而未能適當地操控車輛，

或者無視於交通規範的要求等。無論如何，駕駛者應

取得駕照的要求在本質上乃是交通行政領域中一般性

的風險控制機制而已。換句話說，不能安全駕駛罪所

規定的交通工具側重於從事實經驗的角度所勾勒出來

危險形象，而此明顯與駕照本身傾向於強調規範性的

風險控制思維有所不同 。除此之外，考慮到交通工

具的危險內容是以事實經驗作為形塑基礎，關鍵性的

評價基礎莫過於「行車速度」。也就是說，在一個

具有高度複合性的交通場域，一旦駕駛者超速行駛的

話，也就形同剝奪或降低自己原有的操控能力，在面

對隨時可能發生的交通事故，無法即使反應煞停，藉

此避免侵害到其他的交通參與者。簡單地說，只要把

速度連結到道路交通所具備的複合性結構，那麼速度

這項因素即屬形塑危險的關鍵。所以，所謂的引擎驅

動（Motoralisierung）或電力驅動本質上只是一種與

危險有關的間接證明（Indiz），不論車輛是由引擎，

或是由人力所驅動，都不會影響我們對駕駛交通工具

有潛在危險的評價結果 。換句話說，即使是騎乘腳

踏車，同樣也會因為加入了速度這項條件，使得此種

交通工具在道路交通的行進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危險。

當然，部分的交通工具受限於機體本身的結構設計，

例如使用人力驅動，確實無法達到快速的移動效果，

因而具有相對低度的危險性。從這點來看，或許可透

過法律規定的方式否定其作為一種交通工具，例如德

國道路交通規則第  條第  項列舉數種非由引擎驅

動的行動工具，例如輪椅、直排輪、娃娃車，並且將

其排除於交通工具的概念範疇。較有爭議的部分是以

電力驅動的輪椅（或是所謂的電動代步車）。原則上，

電動輪椅的功能是個人行動的輔助工具，不只是行進

速度緩慢，而且性質上亦屬雙腳的替代物，所以使用

電動輪椅之人應當論為「行人」，而非駕駛交通工具

之人 。但有例外的是，一旦電動輪椅被改裝為能夠

高速行進，例如時速超越每小時  公里，那麼即可

進一步論為駕駛交通工具。

應注意的是，不同於德國法的規定模式，我國立

法者在刑法第  條之  的不法構成要件中明訂行為

可罰的前提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有疑問的是，

這裡的動力在概念上是否僅限於引擎驅動，還是包含

了人力驅動的方式？對此，我國有實務見解認為 ，

「動力交通工具」是指交通工具之推動是以電力或引

擎動力等作用，至其為蒸汽機、內燃機，抑或係柴

        §  
        § 
     
 國內有學說見解似乎對此存有誤解，例如張麗卿，交通犯罪之法律規範與實證分析，中原財經法學，期（年

月），頁。
  參閱      § 
     。
 見法務部年月日法檢字第號函釋。

中華民國 108 年 0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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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汽油、天然氣、核子、電動，均非所問。又所謂

交通工具不限於陸路交通工具，尚包含水上、海上、

空中或鐵道上之交通工具。基本上，本文同樣肯認這

項結論，只不過實務見解的推論過程顯得過於直覺，

因為從法條的文字設定來看，終究無法直接推導出動

力交通工具僅限於由電力或引擎動力予以驅動，畢竟

動力一詞頂多只有指向某種能量的意思，在語意理解

的範圍內並沒有特別限制在由引擎或人力所製造的動

能。若是要進一步把動力限縮在由電力或引擎所生的

部分，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方法為立法者選擇使用「動

力交通工具」一詞，而不是單純的「交通工具」。假

設刑法第  條之  的不法構成要件為「駕駛交通工

具」，而非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的話，那麼才有導向德

國法之解釋路徑的空間。然而，若是結合速度之於危

險性的形塑關聯，這裡的動力概念更有理由排除人力

所生的動能 。據此，當駕駛者沒有發動引擎，卻是

在坡道上操控動力交通工具滑行的話，解釋上也就不

再屬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否則將會產生以下的解

釋矛盾：「駕駛由人力驅動的交通工具不屬於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操控滑行中的動力車輛卻論為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

三、不能安全駕駛

 酒測值證明「不能安全駕駛」的程序性功能

類似於我國刑法第  條之  的規範用語，德國

刑法第  條及第  條規定酒駕行為的可罰前提均

為「不能安全駕駛」（Fahrunsicherheit），例如駕駛

者因為服用藥物或飲酒而喪失部分精神上或身體上的

運作效能，進而降低了整體的行動能力，並且使其在

交通往來的過程無法在較長的路程上穩定行進，或是

遇到突發事故，無法即時反應且適當地操控車輛。於

此，駕駛者形同讓自己處於「不能安全駕駛」的狀態
。不論是操控能力遭到弱化的範圍，或是意思形成

與抑制能力受到干擾等，均是判斷「不能安全」的重

要基礎。與此相關的具體表徵則是駕駛者行進的方式

是否及如何對其他交通參與者形成危險。換句話說，

儘管駕駛者當下試圖集中精神，而且能夠穩定地操控

方向盤，只不過在整體上已經無法有效地排除因為自

己的心、生理機能受到干擾而對他人所造成的危險。

基本上，不能安全駕駛係屬一種源自於麻醉效

果，而且與駕駛者個人之心、生理狀態具有密切相關

的行為特徵。學理上將不能安全區分為「絕對不能」

與「相對不能」，一般性的不能標準則是取決駕駛

者在駕駛交通工具時所呈現之整體反應能力的弱化狀

態。就絕對不能來說，一個比較明確的判斷依據是酒

精在醫學實證上對於駕駛者所產生的影響，也就是駕

駛者在實施駕駛行為的這個時間點上，（）血液內

的酒精濃度超過一定的數值，或者（）血液酒精濃

度尚未達到一定的數值，但體內的酒精容量已經足以

在事後的某個時間點上越過該數值 ，均屬實現「不

能安全駕駛」。更具體地說，酒測值乃是依循程序意

義上的經驗法則所建構的具體化標準，同時作為一種

帶有間接證明效果（Indiz）的事實基礎。只要駕駛者

於駕駛時體內血液的酒精濃度超過 ，即可推定

處於不能安全駕駛的狀態，又此種推定在訴訟程序上

不得再透過反證予以推翻 。即使在具體個案中，駕

駛者本身對於酒精的承受程度遠比一般人還高（例如

習慣性飲酒）、酒駕時的車輛狀態良好、道路交通條

件有利於駕駛，或者是個人具有優異的駕駛技術等，

均不影響我們依據酒測值認定駕駛者已經處於不能安

全駕駛的狀態 。由此可知，對於不能安全駕駛的證

明意義來說，酒測值扮演著唯一且全然客觀化的事

 當然這只是從立法者選擇動力一詞所推導得出的解釋可能，但不表示人力所驅動的交通工具一定就是緩慢而沒有明顯的
危險性。

 進一步的學說討論，可參考王皇玉，不能安全駕駛罪之駕駛，月旦法學教室，期，頁；蔡聖偉，刑法第條
之的「駕駛」行為，台灣法學雜誌，期，頁。

        § 
       § 
22 附帶一提，在德國法的規範脈絡下，由人力驅動的腳踏車亦屬不能安全駕駛罪的交通工具，只不過駕駛者的血液酒精濃

度的要求不同於一般汽車，而是以  毫克為基準。見    ；另外，針對不同型態的交通工具

適用不同的酒測值，例如汽車、火車、飛機、船艦等，可參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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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其中無關駕駛者個人於駕駛時各種主、客觀的情

境條件；另一方面，因為酒測值乃是唯一且客觀化標

準，所以規範上也就「不存在」以下命題：「儘管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時各種主、客觀的情境條件未達標準

（Unterschreitung），仍應論為不能安全駕駛」，例

如駕駛者主觀的身體條件（疲倦或生病），或者是客

觀的交通狀態（濃霧、道路昏暗、大城市中大量且擁

擠的車流）等 。相對地，相對不能同樣屬於程序法

意義的證明方法，適用前提則是在駕駛者的酒測值尚

未超越絕對不能的界限值，或是在一些無法透過酒測

值予以判定的情形，例如駕駛者服用具有嗜睡效果的

感冒藥、施打毒品等。再以酒測值為例，當駕駛者血

液中的酒精濃度低於 ，但是超過  的話，

不能安全駕駛即有賴於我們綜和與駕駛者自身相關的

主、客觀條件進行評價。更進一步地說，酒精能夠弱

化駕駛者之控制能力的程度乃是取決於多重因素，例

如飲酒的總量、時間或速度，以及飲酒時的身體狀況

等。至於駕駛者為駕駛行為時的操控能力是否確實有

所弱化，則有必要從觀察其開車是否蛇行、明顯地慢

速或高速開車等現象予以確認。若是存在此等現象，

形同駕駛者的心、生理狀態已經受到干擾，而且整體

人格（Gesamtpersönlichkeit）亦有明顯改變，導致在

面對具有高度複合特性的道路交通環境時，已經無法

再透過即時且適當的應變手段予以反應 。

 「調降酒測值」之於否定結果要素的意義

首先，應予辨明的是，雖然抽象危險犯不以發

生實害或危險結果為條件，但本質上仍舊屬於「結果

犯」。換句話說，實害犯、具體危險犯、抽象危險犯

均屬於結果犯的下位類型，只是不同的犯罪型態所要

求的結果內容有所差異。基本上，因為刑法的立法結

構是以「結果刑法」作為典範，所以有關抽象危險犯

的不法構成要件設計與解釋，不可任意放棄 「（ 行 

為 ） 招 致 結 果 」 （Erfolgsverursachung）。不同

於實害犯的侵害模式，抽象危險犯通常是針對「超個

人法益」所採取的干預手段。又相較於個人法益，此

種利益的內容既是更加抽象，又難以確切劃定其應有

的射程範圍，典型者為刑法第  條之  不能安全駕

駛罪所要保護的法益：「交通安全」。在部分的犯罪

模式中，考慮到結果發生無法直接表徵 （或代表）

法益侵害，立法技術上即有可能採取迂迴方式呈現出

攻擊法益的狀態，例如經由創成犯罪客體的方式，例

如偽造文書（刑 ），或是描述一個具社會性意義

的外部世界變動，例如妨害名譽（刑 ）。無論如

何，因為刑法上的結果作為一種可具體感知的外部世

界變動，由此確認行為人實施了一個刑法所不允許的

行為，所以結果要素始終是表徵法益侵害的核心基

礎。若是我們執意將法益侵害與結果發生直接劃上等

號，反而會誤把抽象危險犯理解為不以結果發生為前

提。所以，抽象危險犯始終保有結果要素的設計，

只不過此種要素承繼了結果原有的「表徵侵害現實

（corpus delicti）」功能，結合特定的關聯對象於外

部世界的自然性或社會性變化，進一步轉化為「創成

危險的特殊事件 （Gefahrbegründetes Ereignis）」（或

稱中間結果），並且作為法益侵害危險的間接證明，

尤其是對外呈現出「法益侵害的危險徵象」。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在德國法的規範結構，或

是在刑法第  條之  的舊法時期，絕對不能與相對

不能都不是構成要件要素或解釋要素，本質上僅僅涉

及程序法上的證明規則（Beweisregel）。真正作為創

成危險的特殊事件只有「不能安全駕駛」一者，既不

是酒測值，也不是觀察其開車是否蛇行、明顯地慢速

或高速開車等現象。無論如何，酒測值只不過是提供

我們客觀界定「不能安全駕駛」此種中間結果的事實

基礎而已。

總而言之，刑法第  條之  不能安全駕駛罪的

結果要素為「不能安全駕駛」，又與不能安全駕駛有

關的客觀標準乃是「具有醫學實證意義的酒測值（或

稱醫學上的經驗法則）」。我們藉由酒測值判斷行為

人的「酒駕狀態」是否實現不能安全駕駛此一要件。

若答案為肯定者，隨即表示該酒駕狀態對外表徵出對

       § 
 見  
 完整的理論分析，可參考古承宗，刑法第條之的不法歸責與構成要件解釋，月旦法學雜誌，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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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特定人的生命、身體、健康的侵害危險。然而，

立法技術上值得深思的是，立法者不斷將酒測值下

修，背後目的或許是為了提高行為人成罪的機會，不

過卻是因此大幅壓縮結果要素（中間結果）的適用，

反而使不能安全駕駛罪導向於純粹的行為犯，例如飲

用酒精類飲品後開車，隨即構成不能安全駕駛。

 酒測值於  年修法後的規範定性

基本上，刑法第  條之  的「不法構成要件行

為」與「（中間）結果」均是從「不能安全駕駛」這

項不法構成要件推導得出。雖然現行法的第  項已經

修訂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立法者似乎有意把不

法構成要件行為重新定性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而不再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只不過這

樣的解釋結果反而會不當地讓任何一種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的行為變為是可罰的，而且單從這樣的行為描述

來看，我們還是難以理解為何日常的駕駛行為會毫無

差別地對交通安全產生危險。為了避免此種解釋上的

謬誤，本罪所要非難的不法構成要件行為仍有必要連

結第  項第 、 款的「致不能安全駕駛」，始能完

整凸顯出其應有的不法內涵。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第  項第 、 款的規定

用語，立法者在同項的第  款中並沒有使用「致不能

安全駕駛」的用語，解釋上恐怕會導向於本罪的不法

構成要件行為不再是以不能安全駕駛作為唯一的規制

對象，而是還包括了行為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時，

只要具有體內酒精濃度達到一定標準的行為情狀，即

屬可罰。換句話說，按照立法者的想像，「不能安全

駕駛」與「體內含有一定濃度的酒精而駕駛」均屬對

外彰顯出駕駛行為的法益侵害危險。對此，較無疑問

的是，立法者對於不能安全駕駛正確地採取了「負向

的描述方法」，使得規範語意上得以確切連結到行為

人應避免法益侵害危險的禁止要求。然而，倘若「體

內含有一定濃度的酒精而從事駕駛」無須連結到不能

安全的概念範疇，亦即行為本身不帶有負向的描述，

那麼我們將無法有效界定此種駕駛行為的危險性到底

為何。整體而言，現行法的規制邏輯明顯傾向於純粹

的行為控制需求，也就是純粹禁止飲酒後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間接捨棄了以法益保護需求作為理據的行

為規範。儘管立法者於立法理由中明確指出酒測值為

不能安全駕駛的認定依據，例如「不能安全駕駛罪係

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

條文第一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

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

生」，終究無法排除此種立法模式所產生的正當性疑

慮。為了避免法律適用上的疑慮，未來修法時應當再

把「不能安全駕駛」此種負向描述語句納進第  項第

 款的語意結構。

除此之外，由上文的說明可知，不能安全駕駛是

指駕駛者於駕駛時整體反應能力的弱化狀態，至於酒

測值的應用原本僅止於程序法上的證明規則，既不是

一項客觀不法構成要件，而且也不是實體法上的解釋

要素。 年修法時，酒測值被明訂於法條的犯罪構

成要件，而此種立法模式可能衍生的問題是，這項要

件到底是帶有形塑不法功能的「客觀不法構成要件」，

或者是帶有其他規範功能的要件，例如具有排除刑罰

效果的「客觀處罰條件」？首先，從法釋義的角度來

看，如果酒測值作為一項客觀不法構成要件，那麼行

為人於實施駕駛行為時，主觀上即有必要認識到體內

血液的酒精濃度已經達到 ，否則應論為欠缺故

意。然而，除非自行攜帶酒測器，並且於駕駛前檢測，

否則現實上幾乎沒有一個駕駛者能夠在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時，「認識」到自己體內血液的酒精濃度為何。

如此一來， 年新修訂的不能安全駕駛罪勢必會因

為行為人欠缺主觀故意的「知（認識）」，進而喪失

適用的可能性。為了避免由此所生的處罰漏洞，另一

個可能的解釋選項為客觀處罰條件。一般來說，客觀

處罰條件是指可罰性的前提，又此種前提主要是針對

犯罪行為（Tat）本身，因此在犯罪評價體系上既不是

構成要件該當性階層，也不是違法性或有責性階層的

評價要素 ，無論如何，行為人於行為時的故意無需

對應到與此相關的事實。既然客觀處罰條件的規範功

能在於例外地排除「犯罪行為」的可罰性，亦即具體

個案中沒有客觀處罰條件所描述的事實，形同刑法藉

此對外宣示沒有處罰該犯罪行為的必要。換句話說，

     

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

10

犯

罪
防治
論壇

第
22
期 



先撇開此種處罰條件不論，分則各罪中所規定的不法

構成要件才是該罪原本劃定的不法範圍 ，例如刑法

第  之  條肇事逃逸罪的客觀處罰條件為「致人死

傷」，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且逃逸」則是本罪

原本所欲處罰的不法。假設今天肇事逃逸罪沒有規定

「致人死傷」此項要件，仍舊不影響肇事逃逸行為本

身所具備的不法內涵。另一方面，從刑法最後手段性

（或刑法的補充性 ）的角度切入，客觀處罰條件的

目的在於限縮刑法的適用範圍，特別是在抽象危險犯

的領域，為了避免處罰過度前置的問題，立法技術上

即可透過客觀處罰條件予以限縮。依此，一旦把刑法

第  條之  第  項第  款的酒測值條款視為客觀處

罰條件，形同確立本罪真正所欲處罰的不法是「飲用

含酒精飲料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或許，客觀處罰

條件的見解可以避免「酒測值被視為不法構成要件，

行為人於行為時因未認識到正確的酒精濃度而欠缺故

意。」然而，這樣的說法卻也讓本罪的不法結構錯誤

地被鎖定在「飲用酒精飲料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也就是說，一般人只要喝酒開車，不論體內血液酒精

濃度的多寡，都是具有刑事不法性，而此種刑事立法

形同對外宣示：「喝酒開車基本上是受到禁止的！」

相較於前述見解，本文認為第  項第  款的酒測

值規定可以試著解釋為「類似重大門檻條款」的立法

技術。概念上，重大門檻條款的反面詞義為「微量原

則」，又此種原則主要涉及到法益侵害危險的量化結

果，以及由此衍生的不法程度之應罰與否的問題。由

此可知，重大門檻或微量原則都是圍繞在不法行為本

身的危險程度，而與客觀處罰條件乃是獨立於不法行

為的刑罰條件有所不同。以刑法第  條之  為例，

即使行為人所為的污染行為實現了第  項或第  項的

客觀不法構成要件，只不過考慮到僅有相當少量的法

益侵害危險，所以透過第  項所規定的微量條款排除

該行為的不法性，學說上稱此為「客觀的排除刑罰事

由」。基於第  項的微量條款，第  項之不法行為所

製造的法益侵害危險則會實質轉向於：「污染行為具

有促使環境媒介的品質產生顯著變更的能力。」若是

我們把此種理念進一步援用至刑法第  條之  的解

釋，酒測值的意義勢必會重新定位在「行為人體內血

液超過一定的酒精濃度即屬明顯不能安全駕駛。」不

可否認的是，刑法第  條之  沒有像刑法第  條

之  明確規定了微量條款，解釋上的應用恐怕還是

會有相當的難度。即便如此，我們仍舊可以把酒測值

的要件理解為帶有一體兩面的不法量化意義：「一者

為，高於第  項第  款之酒精濃度者，應罰之；二者

為，低於第  項第  款之酒精濃度者，基本上是不罰

的。」只不過基於同項第  款之規定，仍有評價為不

能安全駕駛的可能。換句話說，只要立法者直接把酒

測值規定在不法構成要件的結構，原本僅屬於程序法

上的證明規則，隨即轉變為不法程度的量化意義。如

果一來，本罪的不法構成要件行為與（中間）結果仍

然是「不能安全駕駛」，只要行為人於行為時對此有

所認識與欲意，即屬有故意。

伍、結論
綜合本文之分析結果，以下列出數項重要結論：

 刑法第  條之  的保護法益為「交通安全」，又

此種法益的概念內涵包括「不特定交通參與者之生

命、身體、健康或財產法益」。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僅限於由電力或引擎產生動能的

交通工具。若要將由人力驅動或借助自然物理力滑

行的交通工具納入本罪的規制範疇，未來應透過修

法將「動力交通工具」變更為「交通工具」。

 雖然本罪為抽象危險犯，仍有一定的結果要件，也

就是不能安全駕駛作為一種已創成危險的特殊事件

（或稱中間結果）。又不能安全駕駛是指駕駛者為駕

駛行為時整體反應能力的弱化狀態，至於酒測值的

應用原本僅止於程序法上的證明規則，既不是客觀

不法構成要件，也不是實體法上的解釋要素。酒測

值僅是作為客觀界定「不能安全駕駛」的事實基礎。

 酒測值在  年修法時被納入犯罪構成要件後，

規範功能轉變為「類似重大門檻條款」，實質上帶

有不法程度的量化意義。依此，本罪的不法行為與

結果仍為「不能安全駕駛」，只要行為人於行為時

對此有所認識與欲意，即屬有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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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in foreign country obtained evidence and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recognition After the Resolution of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Act in 2018

Wu Jiuan-Yih ＊＊

ABSTRACT

When Taiwan’s criminal courts is in trial, once the evidence is located in foreign country, they all 
through bilateral agreements or information exchange obtained this evidence. Can the evidence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facts. The Side of Taiwan cannot the evidence directly investigate or investigate according to 
Taiwan’s law.

In foreign countries evidence can be obtained only according to foreign law; Taiwan’s court uses 
these evidences in accordance to Taiwan’s laws. If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s and foreign law, 
there will be a question: will the defendant’s rights be violated. In 2018 Taiwan’s Congress passed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Act. 

In the case of the in a foreign country obtained evidence, the foreign country obtains evidence 
because of Taiwan’s request and in accordance with foreign law. However, such evidence is not obtained 
by Taiwanese police, prosecutors or judges in accordance with Taiwan’s laws. According to the Taiwa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whether the exception to the hearsay rule can be applied is controversial. Due to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recognition, this article will mak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law reform.

我國刑事法院在審判時，一旦證據位於國外，以往係透過雙邊協定或者情報交換管道，這個

外國的調查結果可否用來作為事實認定的基礎，由於我國刑事訴追機關對於這些證據並無法直接

或者按照我國的法定程式調查，取證依外國當地法以及使用所取得的證據按照我國法，假如出現

法制上的落差，會碰到侵害被告基本權的質疑。2018 年制定的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境外取證有

了雙向的法定連結因素，在境外取證的情形，外國或境外方面根據我方的請求，按照當地的法律

調查物證與人證，不過，這樣的調查結果畢竟不是我方刑事訴追公務員按照我國法律所直接取得。

按照刑事訴訟法，傳聞法則例外的規定可否適用，作為外國或境外取得的證據使用取得正當化基

礎的爭議仍舊存在。本文想參考歐盟的相互承認原則，提出未來修法時應有的取向。

關鍵字：刑事司法互助、境外取證、證據禁止、相互承認原則、互惠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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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obtain of evidence in foreign country, admissible evidence,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recognition,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壹 . 前言
「在大陸取得的證據，在台灣  審判中  可不可

以用？」

對於這個問題，文獻上和實務上一直都有討論。

觀察其題目的設定以及所採取的切入角度會發現到，

大多是侷限在特定問題的討論，像是，傳聞證據禁

止 。從結論來看，有認為可以使用，也有看法是主

張不能使用的。至於所持的理由，則又留下許多的

「伏筆」以及「就請自己判斷」的無限想像空間 。

為了消除對於機制「沒有可預測性」或「缺乏

法安定性」的印象。框架理論討論的展開顯得有其必

要。在德國，由於是歐盟成員國的關係，在各國間

既有的傳統的司法互助模式之外，全面整合的大勢所

趨，也推到刑事司法互助這一邊來。特別是在里斯本

條約簽訂之後，歐盟內部的刑事司法互助也因此成為

當前的熱門話題。或許是因為常常作，就會產生許多

問題，既然產生問題就需要即刻解決，就會有看法提

出，也因此就有討論。刑事司法互助因此在德國的學

理與實務累積了不少的經驗。我國自從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之後，全球化的趨勢底下物流與人流愈來愈快速

且頻繁。在享受所帶來的經濟上好處的同時，透過這

個流動管道也一些犯罪現象帶了進來，造成廣大範圍

的受害者與巨大的經濟價值損失，像是，跨國實行的

電信詐欺、電腦犯罪。近來方興未艾的香港「反送中」

運動的背景之一，是因為對於各國刑事司法管轄權因

為領土範圍的地理上侷限性的不正義現象。歐盟的整

合情況，與台灣和大陸當前因為相同的語言文化所引

起的各方面密切交流的現象，因此所產生的跨境合作

犯罪對抗問題及其解決需求頗為類似。本文想引進德

國的研究成果，希望可以給我們在思考相同問題時提

供極具價值的啟發，找到屬於台灣自己在思考「在大

陸取得的證據，在台灣  審判中  可不可以用。」這

個問題的理想框架理論。為此，在我國，先有 

年規定刑罰跨國與跨境執行刑罰的跨國移交受刑人

法。至於跨國與跨境取證的問題區塊，則是在 

年  月通過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這兩部法律成為我

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基本法。想以理想的制度模型

與相關規定所描述的標的進行比較，呈現出落差之所

在，同時也將進行評論並指出在未來修法時應有的思

考方向作為對於制度的展望。

貳 . 理論的基礎 - 相互承認原則

一 . 原則的標的以及可能遭遇的質疑

相互承認原則，在我國，一直以來大多是在民

事法的領域被討論 。不過，刑法第  條：「同一行

為雖經外國確定裁判，仍得依本法處斷。但在外國

  張明偉，論兩岸旅遊糾紛之刑事訴訟障礙，法令月刊，第卷第期，頁以下；王綽光 吳冠霆，由證據法則論被告以
外之人於大陸公安機關前之供述，刑事法雜誌，第卷第期，頁以下。

  像是，最高法院年台上字第號：「…中國大陸地區公安機關所製作之證人筆錄，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
所為之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除非符合傳聞法則之例外，不得作為證據，而該公安機關非屬我國偵查輔助機關，其所

製作之證人筆錄，不能直接適用刑事訴訟法第條之或同條之之規定，而同法第條之第款之公務員，僅限於本

國之公務員，且證人筆錄係針對特定案件製作，亦非屬同條第款之業務文書，但如於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自得

逕依本條第三款之規定，判斷其證據能力之有無。至於該款所稱之『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自可綜合考量當地政

經發展情況是否已上軌道、從事筆錄製作時之過程及外部情況觀察，是否顯然具有足以相信其內容為真實之特殊情況等

因素加以判斷。」。以及，「關於證據能力之認定，應依『取證地法』或『證據使用地法』來判斷？亦多討論。…」，

陳文琪，兩岸司法互助協議之沿革與實踐，月旦法學雜誌，第期，年月，頁以下。另外，「故證據能力及

證明力之有無，皆應依請求國及證據使用國之法律規定判斷。」，朱朝亮，國際司法互助各論引渡、狹義的司法互助，

月旦法學教室，第期，年月，頁。
  比方，對於大陸民事判決的承認，開始於，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條：「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

裁判、民事仲裁判斷，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前項經法院裁定認可之裁判或

判斷，以給付為內容者，得為執行名義。前二項規定，以在臺灣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得聲請

大陸地區法院裁定認可或為執行名義者，始適用之。」不過，這只是我方單向的作法。直到，制訂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

司法互助協議第條：「雙方同意基于互惠原則，于不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況下，相互認可及執行民事確定裁

判與仲裁裁決（仲裁判斷）。」雙方的民事裁判才據此獲得彼此承認雙向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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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受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者，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

部之執行。」一個我國刑法有適用的可罰行為，一

旦依據外國法也認為具有可罰性並且由其法院作成

裁判，則是直接將外國法院的判決認為只是一個既

存的事實而已，原則上是不承認這個判決，我國法

院對於該案件依然有權審判，並不會因此而直接就

拿按照外國判決的應執行刑來執行，或者直接扣掉

 折抵  在外國已執行完的刑罰 。

在歐洲，特別是在歐盟成立之後，各成員國之

間的全面整合逐漸地展開，對於各國之間有必要在

刑事案件上面作更好的、更有效率的合作，也對此

達成共識。在歐盟內部，一直要到里斯本條約 (Der 

Vertrag von Lissabon) 生效，各成員國內國法院判決

的相互承認以及司法機關之間在刑事訴追領域的合

作因此才有了主要的法規範。相互承認可以運用在

刑事法領域，才開始有討論的聲音 。

所謂相互承認原則，講白一點，是想要解決

這樣的問題：「基於什麼樣的理由，歐盟各成員國

的機關，在收到他國請求執行特定的司法措施時，

『毋須進一步審查』，就應該執行這個由外國所命

令 (Anordnung) 的司法措施。」本國的司法機關，在

這個情形，儘管外國請求的司法措施以及所根據的

法律對其並沒有拘束力，還是要遵照並實行這個性

質上是屬於『公權力』的措施。本國的司法機關之

所以能夠如此「放心」且「放手」去作，正當化的

基礎就在於彼此之間有先講好一個基本的標準，尤

其是，可以充分保障當事人的人權 。相互承認原則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喊出。不過，在刑事法這一塊，

理論上應該包含以下兩個重點。

 直接執行司法互助

事實上，歐盟各會員國彼此之間，早在歐盟成

立之前就已經有刑事司法互助的傳統  傳統的司法互

助 。按照相互承認原則，係更強化這樣的關係。請

求國原則上相信，受請求國在執行請求標的的措施

時，會同樣地顧及到當事人的權利。所以，兩邊的

機關都是受到相同的法規範的拘束。基於這樣的理

由，受請求機關可以按照請求直接執行所請求的措

施，不用再事先對這個請求的標的去作司法上的審

查或是取得批准 。

 成員國間的相互信任

在歐盟內部的刑事司法互助的框架底下，各成

員國家想要在其領域之外執行一個司法的措施，他

必須向對方提出司法互助的請求。不過，有問題的

是，其他的成員國的機關只受自己國家的法律所拘

束，亦即，只依自己國家的法律，而不需要遵守請

求國的法律。通常，這是國際司法互助最困難的地

方，因為受請求國的機關並不相信，請求國也會如

同自己一般會精確地注意當事人的權利。

除了建立經濟利益的共同體，現在歐盟的任務

也要跨足到「價值的共同體」的形成。為了解決上

述的衝突，按照這個價值共同體的部分構想，比方，

各成員國就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應該致力於注意並

且保障其國民的權利。這樣的認知，也顯現在歐洲

人權公約裡。因此，各國間產生這樣的信任關係，

一方面，這個信任會存在各國的法秩序當中  抽象的

信任 ；另外一方面，這個信任也會存在各國的刑事

司法，並且保證，在個案的措施，公認的標準會受

到遵守  具體的信任 。

總的觀察，在歐盟，人權的保障，在策略上，

並不是透過「相同的  大一統的 」規定，而是透過

「相同價值」的規定 。

  例如，最高法院年台上字第號判決。
  對此，詳細的介紹，Helmut Satzger, Internationales und Europäisches Strafrecht, 8. Auf l., 2018, § 10 Rn. 27f; Markus 

Mavany, Die Europäische Beweisanordnung und das Prinzip der gegenseitigen Anerkennung, 2012, S. 31; Claus Roxin/ Bernd 
Schünemann, Strafverfahrensrecht, 29. Aufl., 2017, § 3, Rn. 20. 法制史的中文介紹，楊雲驊，境外取得刑事證據之證據能力

判斷：以違反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原則及境外訊問證人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卷第期，年月，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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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理論的基礎 - 相互信任

從歐洲各國到歐盟的發展經驗顯示，成功的國

際刑事司法互助，必須建立在雙方所認同的價值基

礎上面，也就是說，請求國和被請求國都相信，他

們所處的法秩序是一致的。在這裡，有個非常重要

的關鍵，雙方都要認為對方的法秩序是具備法治國

性 (Rechtsstaatlichkeit) 抽象的信任 ，以及在個案的

情形，個人的權利在對方也會受到充分的注意  具體

的信任 。所以，抽象的信任和具體的信任就成為相

互承認原則的核心內容。

三 . 建立有效的權利保障系統

基於法治國原則，為了對抗公權力對個人基本

權的干預，應該同時建立一個相當的權利保護系統。

本質上，刑事法的措施也會引起對於個人基本

權的干預。按照相互承認原則，雙方都必須要保證，

對於個案的措施有接受措施執行方司法審查的機會。

儘管相互承認原則有說道，措施的「命令方」必須直

接且自動地地被「執行方」執行。也就是，當中不

容有任何的司法許可程序再去介入。但是，這並不

意味著，任何對人民的權利保護形式也一併被排除。

由於措施的「時間分段」特性，一旦對於措施的「命

令」有疑問，當事人並沒有辦法去對「執行方」主張，

因為這個措施並不是「執行方」命令的。不過，可以

按照「命令方」的程序規定，對「命令方」提出異議。

當然，措施執行的種類與方式還是要依照「執行方」

的法律。一般來說，這個異議都是要等到措施的執

行階段才會被提出，所以，救濟途徑設在「執行方」

似乎是比較合適的。至於，細部要怎麼要作才能夠

保障當事人，目前相關的理論還在形成當中 。

另外，比較有問題的情況是，依照命令方和執

行方的法秩序，違法命令的措施各自都會引起放射

效力 (Fernwirkung) 時。可是，「執行方」認為措施

命令違法的決定，並不會對「命令方」有任何直接

的影響。通常，「執行方」在執行措施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以公權力對當事人的權利造成影響，外國法

秩序的違反因此也就被認為是無關緊要的。可以舉

個例子，外國公務員違法取得的證據，按照外國的

規定，會造成證據使用禁止  非獨立的證據使用禁

止 ，在本國審判時，卻發生大逆轉允許使用如此

取得的證據 。不過，捫心自問，還是難掩這樣的擔

心：「外國刑事訴追機關只會注意自己國家的規定」。

「執行方」如果不給予救濟機會一律照單全收，當

事人的權利可能無法獲得有效的保障。這也不符合

法治國的要求。

參 . 使用在大陸取得證據的理論
大陸方面，不論是主動，還是按照台灣方面的

請求，在個案中，依中國大陸刑事訴訟法所取得的證

據，在審判時，台灣法院可否用來作為認定事實的

證據。在這裡，會涉及到台灣刑事訴訟法的證據禁止

規定，特別是，法定的、非獨立的證據使用禁止 das 

gesetzliche unselbstständige Beweisverwertungsverbot，

在討論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實益。

一 . 我國證據法的規定

在我國，法定的、非獨立的證據使用禁止規定

在刑事訴訟法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等附屬刑事訴訟規

定；比方，刑訴法第  條第  項  以不正方法取得

被告自白 ：「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

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

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訴法第  條之

 第  項第  句  解送期限停止期間不得訊問、司法

警察夜間不得詢問犯罪嫌疑人 ：「違背第  條之 

第  項、第  第  項之規定，所取得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之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不得作為證據。」、

刑訴法第  條第  項  傳聞證據禁止原則 ：「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

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以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條  重大違法通訊監察證據禁止及其衍生證據禁

      
 對於非獨立的證據使用禁止，可參考，          翻譯為「依

附性的證據使用禁止」或「非自主性的證據使用禁止」，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版，年，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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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 依第  條、第  條或第  條規定執行通訊

監察，取得其他案件之內容者，不得作為證據。但於

發現後  日內補行陳報法院，並經法院審查認可該案

件與實施通訊監察之案件具有關連性或為第五條第

一項所列各款之罪者，不在此限。 依第  條、第

 條或第  條規定執行通訊監察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

生之證據與監察目的無關者，不得作為司法偵查、審

判、其他程序之證據或其他用途，並依第  條第 

項規定予以銷燬。 違反第  條、第  條或第  條

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

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或其

他用途，並依第  條第  項規定予以銷燬。」

二 . 相互承認原則在小司法互助的實踐

小司法互助 (kleine Rechtshilfe) 是指，扣除人員

遣返  大司法互助 (große Rechtshilfe) 後的跨國跨境

司法合作關係的事項，像是，證據調查與移送、刑

事判決的送達與執行…等。

我國刑事訴訟法及其附屬規定當中有幾個非獨

立的證據使用禁止規定。誠如前面講到的情況 ，我

國法院手上的證據，是具有兩段的「履歷」，也就是，

證據取得的階段是在大陸，是按照大陸刑訴法，而證

據的使用階段是在台灣，按照我國刑訴法及其附屬規

定。會有兩個法秩序的參與。現在，有問題的地方在

於，在「證據取得」的這一段，發生有一邊的法秩序沒

有被遵守的問題 不符合一方現行規定的證據取得 ，

這個時候，對於該項證據的使用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特別是，在涉及到在兩邊都會造成非獨立的證據使用

禁止的情形。對此，可能會有以下四種排列組合：

 在大陸的證據取得符合台灣與大陸的法律

 在大陸的證據取得符合大陸的法律卻違反台灣

的法律

 在大陸的證據取得符合台灣的法律卻違反大陸

的法律

 在大陸的證據取得違反台灣與大陸的法律

在下一個段落，想就這上面列舉的四種組合作

進一步的討論。

肆 . 使用在大陸取得證據的情形

一 . 在大陸的證據取得符合我國與大陸的法律

證據在外國取得，不但按照取得國的法秩序，

而且依據使用國的法秩序，特別是非獨立的證據使

用禁止的規定，都是被允許的。在這種情形，因為

在審判中使用此證據，對被告的權利並不會造成任

何有利或者不利的影響，並不會發生非獨立的證據

使用禁止的結果。

所以，在大陸取得的證據，按照大陸的刑訴法

以及我方的刑訴法及其附屬規定都是合法的，尤其

是，在雙方，違反這些規定時都會造成非獨立的證

據使用禁止。在這種情況，在台灣的審判中，可以

使用在大陸所取得的證據。

 

二 . 在大陸的證據取得符合大陸的法律卻違反我國

的法律

這個情況可說是最複雜的！證據的取得，儘管

有符合取得國的法秩序，不過，卻是違反證據使用

國的法秩序，這個證據取得規定的違反，如果全程

發生在國內，通常會造成非獨立的證據使用禁止的

結果。儘管，大家對此都沒有疑問，證據使用是本

國司法機關按照本國法秩序的行為。不過，證據取

得這種發生在法秩序間的差異性，也就是「證據取

得的過程跟我們不一樣」，還是讓我們在適用上有

些許的顧忌存在。所以，這裡會有一個問題：就證

據使用的觀點來看，證據取得的合法性，究竟應該

要考慮哪一邊的法秩序？

在德國，對此有許多的討論。在結論上，看法

有以下時間軸線上的先後變化：

 取得地法原則 (das Prinzip des locus regit actum)

根據傳統刑事司法互助的看法，證據在審判中

能否使用，是根據證據取得國的法秩序。德國文獻

上，於此情形，原則上，在德國的審判程序中，外

國所取得的證據是可以使用的，例外地，只有當證

據的取得也會違反德國的公共秩序 (ordre public) 時，

因此所取得的證據才會被禁止使用 。

 法院地法原則 (das Prinzip des forum regit actm)

 本文，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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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反對取得地法原則的看法，最早是由德國

聯邦罪高法院所提出。其認為證據使用的法律行為，

按照外國的法律，是抵觸德國基本法第  條第  項

的法治國原則。證據的評價也應該考慮到證據取得

階段的瑕疵，因為，按照德國刑訴法第  條，法

官自由的證據評價應該要能保障，責任的請求權，

僅限於在「言詞進行的程序」，並且以合法的方式

所提出的訴訟材料而被形成。這樣的看法，在德國

實務界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 。

 回歸取得地法原則

(das Prinzip des locus regit actum)

在後來生效的歐洲司法互助協約 Europäisches 

Rechtshilfeübereinkommen = EuRhÜbK，卻對此情

形作了一個重大的改變。按照歐洲司法互助協約第

四條第一項，在協約的成員國之間，被請求國在完

成司法互助請求時，應該注意「請求國明確指出的

規範體例 (Formvorschrift) 和程序」。另外，這個規

定在協約的成員國之間，也導入了法院地法的原則

(das Prinzip des forum regit actm)。不過，在此情形，

請求國  證據使用國  可以使用「本國公共秩序保留」

原則。

歐洲證據命令的框架決議 (Rahmenbeschluss zur 

Europäischen Beweisanordnung = RB-EBA) 則是在歐

洲司法互助協約所建立的基礎上面繼續發展。值得

注意的是，其嘗試去把兩個法秩序對於證據取得的

範圍拉到一樣大，藉此來限制「本國公共秩序保留」

原則的使用，並以此追求法律適用上的穩定性 。

在大陸所取得的證據，符合大陸刑訴法，不過，

卻違反我國的刑訴法或附屬刑訴法的規定，比方，

在大陸，依據新的刑訴法，通訊監察措施可以由公

安機關下令執行且命令的前提空白 ，這和台灣採取

重大犯罪表列原則以及命令的法官保留是不一樣的

§   通保法  如果這個監聽的事實發生在台灣，

違反前述法官保留而執行通訊監察會有證據禁止的

結果 §  通保法 。在大陸的證據取得，按照大

陸的法秩序是允許的，但按照台灣的法秩序卻是不

允許的，特別是涉及到會導致非獨立的證據使用禁

止。按照前面的「證據取得地法」的看法 ，在台灣

法院的審判中，應該根據大陸的規定，並認為監聽

措施所取得的證據可以用來作為認定事實的基礎。

三 . 在大陸的證據取得符合我國法律卻違反大陸

法律

在外國的證據取得，按照取得國的法秩序是不

允許的，會涉及到非獨立的證據使用禁止，不過，

按照使用國的法秩序，卻是允許的。在這裡，有問

題的是，在本國的審判中，這種情形對於證據的可

使用性會有什麼影響。對此，有兩種看法：

       
  年月日的歐盟成員國間刑事司法互助公約(Übereinkommen v. 29.05.2000 über die Rechtshilfe in Strafsachen zwischen 

den Mitgliedstaat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 EuRhÜbk )。德國在年月日簽署此公約並且在年月日生效，

    
 歐洲司法互助協約第條第項(Art. 4 I EuRhÜbK)：「在提供司法互助的案件，倘若在這個協約沒有其他的規定以及所

指出的規範體例和程序不抵觸受請求成員國法的基本原則，受請求成員國應該遵守請求成員國明確指出的規範體例與

程序。」
       
 §  陸刑訴法年生效：「公安機關在立案後，…，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

偵查措施。」
 §  通保法：「前項通訊監察書，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以書面記載第十一條之事項，並敘明

理由、檢附相關文件，聲請該管法院核發；檢察官受理申請案件，應於二小時內核復。如案情複雜，得經檢察長同意延

長二小時。法院於接獲檢察官核轉受理申請案件，應於二十四小時內核復。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法官並得於通訊

監察書上對執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
 §  通保法 「違反本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情節重大者，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

中，均不得採為證據。」
 我國實務上，對於在大陸的證據公安機關製作的證人陳述筆錄取得違反我國刑訴法傳聞禁止規定時，因此所取得的證

據不得在我國法院的審判中使用，似乎是採取「法院地法」的看法；最高法院年台上字第號判決。最高法

院在比較早期的判決表示，外國法院依據刑事司法互助取得的證據資料，具有證據能力，不過，證據取得的過程合法是

否皆符合兩地的法秩序，對此並沒有進一步的說明，最高法院年台上字第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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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地法原則 (das Prinzip des locus regit actum)

在德國，文獻上有部分看法認為，證據取得違

反取得國的法秩序，特別是，該規定會造成非獨立

的證據使用禁止。在本國的審判中，這個在外國取

得的證據也必須從程序當中被排除而不得用來作為

事實確定的基礎 。

 法院地法原則 (das Prinzip des forum regit actm)

德國通說與實務、以及歐洲證據命令的框架決

議  採取相對的立場認為，在外國取得的

證據，縱使違反的取得國規定會造成非獨立的證據

使用禁止，在本國的審判中，仍然可以使用因此所

取得的證據。不過，這樣的結論所根據的理由，在

看法上卻是多元的。像是，

 葡萄乾理論或最惠國待遇

(Rosinentheorie/ Meistbegüngstigung)

根據這個對於理由的看法，雙方的法秩序都應

該被遵守，雙方的法秩序都被違反會造成證據使用

的禁止，就憑這一點，只有一邊法秩序的違反，應

該可以不用太在意。因為一昧追求符合兩邊的法秩

序，對當事人來說，到最後只是達到「比較低的保

護水準」而已 。

 準用德民訴法第  條

德民訴法第  條  原先是適用在民事訴訟程

序，並且指出，儘管違反取得國的規定，不過，這

個規定在德國的程序是重要的，因此所取得的證據，

在德國的程序中，也是被允許且可以使用的。這個

看法將德國民訴法第  條套用到刑事司法互助的

領域且認為，證據取得違反取得國的法秩序，並且

會涉及到非獨立的證據取得禁止，在德國的審判中，

這個證據是允許使用的 。不過，這樣的看法卻引發

導入德國法以及降低保護水準的質疑 。

按照這兩個看法。在大陸取得證據時違反大陸

的刑訴法，且會因此導致非獨立的證據使用禁止，

不過，按照我國刑訴法或其附屬的規定卻是允許的。

台灣的審判程序描述了台灣的、國家的行為，我國

法院應該根據我國刑訴法獨立審判，並且顧及到被

告的利益保護，在符合大陸非獨立的證據使用禁止

的情形，在我國法院審判中，按照法院地法原則 (das 

Prinzip des forum regit actm)，因此，應該認為所取得

的證據是可以使用的。

四 . 在大陸的證據取得違反我國與大陸的法律

在外國取得的證據，不論是按照取得國，還是

依照使用國的法律，都是不被允許的，特別是，這

在兩邊會造成非獨立的證據使用禁止。在德國文獻

上，因為根據兩邊的法秩序，都支持將證據從在外

國的審判程序排除。另一方面，被告在國外的關係

也不會遭到任何的有利或者不利益。這個問題，由

於爭議不大，通常比較不會受到法院的特別注意 。

在大陸的證據取得，按照大陸刑訴法與我國刑

訴法及其附屬規定都是違法的，特別是，兩邊的法

律都規定了，在這個情形皆會造成非獨立的證據使

用禁止。按照前述的看法，對於在我國審判的被告，

並不會造成有利或是不利的影響，在我國的審判程

序當中，禁止使用這個在大陸所取得的證據。

五 . 小結

在大陸所取得的證據，在我國的審判程序可否

使用，按照證據的取得是否完全符合兩邊的法秩序，

會有四種排列組合，比較困難的情形是，在大陸的證

據取得符合大陸的法秩序卻違反我國的法秩序，按

照取得地法，在我國法院審判中，該證據可以使用。

情況反過來，在大陸的證據取得違反大陸的法秩序，

卻符合我國的法秩序，按照法院地法，在我國法院

審判中，所取得的證據也可以使用。按照德國的通

說，可以將應有的取向透過以下的表格來呈現。當

      
      
      
 德民訴法第條：「外國機關的取證若符合訴訟法院應適用的法律，不得以按照外國法取、證係違法而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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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取得按照兩邊的法律是否合法發生不一致的情

形，原則上，在我國進行的審判程序，按照大陸的

法律或者按照我國的法律，這個證據都可以用來確

定事實，除非使用這個證據會違反我國的公共秩序。

伍 . 法律基礎的體系

一 . 2018 年以前

簡單回顧回顧一下我國刑事司法互助的重要形

成史。我國對於與外國刑事司法互助的法律基礎，

修法前主要的法源為「引渡法」 大刑事司法互助 

以及「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 小司法互助 。

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  以下簡稱為：外院協

助法  規範了，我方  法院  在收到外國  法院  的

請求時應該如何應對的問題，比方，外院協助法第 

條第  項：「法院受託調查民事或刑事訴訟上之證據，

依委託本旨，按照民事或刑事訴訟法關於調查證據

之規定辦理之。」

由於與大陸之間的往來交流非常頻繁。以下的

刑事司法互助想聚焦在我方與大陸之間的刑事司法

互助的情況。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以下簡

稱為：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協議  第  條第  項規定：

「雙方同意依己方規定相互協助調查取證，包括取

得證言及陳述；提供書證、物證及視聽資料；確定

關係人所在或確認其身分；勘驗、鑑定、檢查、訪視、

調查；搜索及扣押等。」。因為，一方面，這個規

定涉及到我方與大陸間的司法互助關係，另一方面，

合作的程序階段也放寬。在適用上，兩岸共同打擊

犯罪協議第  條第  項是具有優先性的。解釋上，我

方在收到大陸方面的司法互助協助請求之後，我方

的刑事訴追機關  法院、檢察官或司法警察  應該依

照台灣刑事訴訟法  以下簡稱為：台刑訴法  或附屬

刑事訴訟法  比方，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以下簡稱為：

台通保法  調查證據或發現被告及受刑人，並且將調

查結果送交大陸。相對地，大陸方面在收到台灣方

面的請求時，應該按照大陸刑事訴訟法調查證據或

發現被告及受刑人，並且將調查結果送交台灣。

至於在我方有審判權的案件，我們的法院在審

判時可否使用前述大陸方面取得的證據，對此並沒

有規定。

二 . 2018 年以後

 年通過了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我國與外

國間的小刑事司法互助有了主要的法律基礎。除了我

國與外國間的刑事司法互助關係，我國與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地區的刑事司法互助關係也有適用 §§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 。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有把我方對於外國提出證

據取得請求放在第三章。我們的法院在審判時可否

使用前述大陸方面取得的證據，對此還是沒有規定。

 性質上，本協議是刑事司法互助條約，要成為內國法律並加以落實，理論上與技術上是需要經過國會的「內國法化」
(umsetzen)程序。不過，按照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條第項，該協議卻被認為「內容未涉及法律之修正或

無須另以法律定之」而僅送立法院備查，該協議因此取得本國法律的位階而可以直接被適用。

大陸 台灣

證據取得 證據使用

大陸刑訴法
台灣刑訴法
附屬規定

台灣刑訴法
附屬規定

備註

○ ○ ○

○ ×
○

× ∵違反公共秩序  按照 大陸 刑訴法

× ○
○

× ∵違反公共秩序  按照 台灣 刑訴法

× × ×

大陸取得證據對應台灣和大陸的法秩序與台灣審判中證據使用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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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的規範重點與評析

一 . 相互承認原則

在民法領域，我國民法有適用的案件，受到外

國或者是境外法院的裁判，像是，中國大陸、香港

或澳門地區法院的裁判。對此，最高法院認為，外

國或境外法院的裁判，可能具有「執行力」，卻不

具有「確定力」。文獻上，有看法也認為，我國民

法有適用的案件，本國法院並不會對於外國法院的

事實確定與法律效果看法的裁判「照單全收」，特

別是對於中國大陸法院的裁判。由於針對大陸法院

獨立性的質疑，反對按照「互惠原則」承認外國或

境外法院的裁判，所持的理由是，只因為對方承認

我方的判決，我國也就應該直接拿對方法院的判決

來執行，無須過問對方法院的獨立性，這是相當有

問題的 。

刑法第  條：「同一行為雖經外國確定裁判，

仍得依本法處斷。但在外國已受刑之全部或一部執

行者，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

一個我國刑法與外國刑法皆可適用的可罰行為，

卻是已經被外國法院依據外國刑法作成確定的裁判，

或者已經全部或部分執行據此所宣告的刑罰或法律

效果。本國法院對於這個可罰行為仍然可以進行審

判，當然，警察與檢察官也可以進行調查、偵查並

且起訴，法院最後仍然可以根據自己對於事實的確

定適用我國刑法，確定有可罰性並宣告刑罰時，應

該完整執行這個後來由我國法院所宣告的刑罰。至

於外國法院先前已經對於這個可罰行為的行為人宣

告並且全部或部分執行刑罰，這件事就只能當作是

「刑罰的減免事由」。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條第  款：「本法用

詞定義如下：

一、刑事司法互助：指我國與外國政府、機構

或國際組織間提供或接受因偵查、審判、執行等相

關刑事司法程序及少年保護事件所需之協助。但不

包括引渡及跨國移交受刑人事項。…」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條：「依本法提供之

刑事司法互助，本於互惠原則為之。」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條：「得依本法請求

或提供之協助事項如下：

一、取得證據。二、送達文書。三、搜索。四、

扣押。五、禁止處分財產。六、執行與犯罪有關之

沒收或追徵之確定裁判或命令。七、犯罪所得之返

還。八、其他不違反我國法律之刑事司法協助。」

按照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刑事司法互助的請

求時機，限於案件的偵查和審判階段，特別是，證

據的取得與為保全證據而使用強制處分措施 §  第

 款 §  第 、、、 款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 ，

至於確定裁判的執行階段，只有為執行沒收與追徵

才能對外國提出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請求 §  第 

款但書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 。有關是否承認彼此的

裁判，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條第 、 款規定，

我國可根據外國的請求協助執行外國法院裁判所宣

告的沒收、追徵或返還不法得。可由此推得，上面

的法律效果所根據的前提：外國法院對於可罰性的

確定，也被我方一起承認而不是只有承認裁判的執

行力而已。所以，涉及到其他的刑罰類型或是法律

效果  有期徒刑、無期徒刑、保安處分  及其所植基

的可罰性組成的外國裁判，按照國際刑事司法互助

法，並不是其規範的標的。根據我國與外國刑法皆

應處罰的行為，且外國法院已經先一步對此案件作

成確定的判決。根據外國法院的心證所確定的可罰

性與相對應的刑罰，從我方法院的角度，對於經遣

返的行為人，還是要根據我國刑法，找到該當的可

罰行為構成要件規定，對照法定刑將外國法院所宣

告的刑罰，自由刑，換算  轉換  成應在我國執行的

有期徒刑期間 §  第  款 跨國移交受刑人法 。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條：「得依本法請求

或提供之協助事項如下：

一、取得證據。二、送達文書。三、搜索。四、

扣押。五、禁止處分財產。六、執行與犯罪有關之

沒收或追徵之確定裁判或命令。七、犯罪所得之返

還。八、其他不違反我國法律之刑事司法協助。」

 比方，最高法院年台上字第號判決。
 王欽彥，中國大陸人民法院判決效力之承認與憲法之訴訟保障，成大法學，第期，年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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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與第  條規定的是偵

查、審判中證據取得時的刑事司法互助，描述的是

「小刑事司法互助」的情形。至於我國應我方請求

在外國或境外對行為人實行拘提逮捕與遣送，並沒

有在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裡加以規定。

二 . 刑事司法互助的範圍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條第  款：「本法用

詞定義如下：

一、刑事司法互助：指我國與外國政府、機構

或國際組織間提供或接受因偵查、審判、執行等相

關刑事司法程序及少年保護事件所需之協助。但不

包括引渡及跨國移交受刑人事項。…」

根據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條第  款，刑事

司法互助描述的不但是我國與外國之間的聯繫關係，

也包含我國與國際組織間的聯繫關係。這個規定還

提到一個聯繫關係：我國與外國機構，其實可以把

這段文字理解為我國與外國之間聯繫關係的具體化，

對方的數量，可以是雙邊的關係，也可以是多邊的

關係。至於我國與國際組織之間的關係，究係何所

指，解釋上，是指超國家的組織，像是歐盟、聯合

國…等，在缺乏各國的連結之下實在是比較難以想

像的，還是應該回歸到與各成員國的關係，性質上

還是我國與外國的雙邊與多邊聯繫關係 。至於其他

預防性的情報交換機制，比方，國際刑警組織、歐

洲刑警組織、艾格蒙組織  等，解釋上，不屬於這

裡的國與國間的雙邊或者多邊關係 。又按照我國與

大陸地區，以及與香港、澳門地區之間為了刑事司

法互助的聯繫關係，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也有適用，

比較特殊的地方在於，是透過雙方約定的對口單位

 權責機關  來進行聯繫 §§   國際刑事司法

互助法 。

三 . 互惠原則作為指導原則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條：「依本法提供之

刑事司法互助，本於互惠原則為之。」

這個規定的立法理由寫道，是參考德國刑事司

法互助法第  條的互惠原則。德國刑事司法互助法

第  條：「關於德國的刑事司法互助請求，在本法

不禁止時，可保證實行外國的請求。…」描述的是

「互相保證」(Gegenseitigkeitssicherung)。國際刑事

司法互助法第  條第  款規定，我國向外國提出刑

事司法互助的請求時，可應對方的要求由我國提出

互惠保障，解釋上，應該是彼此約定，對於雙方的

相同請求，彼此都會埋單。所以，不能望文生義，

把相互承認原則與互惠原則當作是相同的概念 。

四 . 境外取得證據時所根據的法律基礎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條：「得依本法請求

或提供之協助事項如下：

一、取得證據。二、送達文書。三、搜索。四、

扣押。五、禁止處分財產。六、執行與犯罪有關之

沒收或追徵之確定裁判或命令。七、犯罪所得之返

還。八、其他不違反我國法律之刑事司法協助。」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條第  項：「向受請

求方提出詢問或訊問我國請求案件之被告、證人、

鑑定人或其他相關人員之請求時，得依受請求方之

法律規定請求以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

將詢問或訊問之狀況即時傳送至我國。」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條第  項規定以直播

方式調查被告、證人或鑑定人時，遠距訊問的法律

基礎是根據受請求方的法律。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條第  項：「法務部

得應受請求方之請求，對於前來我國提供證言、陳

述、鑑定意見或其他協助之人員，豁免下列義務或

 類似的看法，比方，楊婉莉，刑事司法互助區域發展趨勢探討以各區域政府組織為中心，探索與展望，第卷第期，
年月，頁；吳天雲，刑事司法互助的特定主義與承諾遵守以日本洛克希德事件為例，檢察新論，第期，
年月，頁以下；修法前的實務看法，呂丁旺，情資交換與調查取證界線及辨析，司法週刊，第期，年
月，頁。

 修法前的反對看法，認為可循司法互助程序解決，蔡碧玉，我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現況與發展，軍法專刊，第卷第
期，月日，頁。

 相反的看法，楊婉莉，淺析經司法互助取得證言之證據能力以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七〇四九號案件為例，月旦
裁判時報，第期，年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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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

一、因拒絕到場、未到場或到場後拒絕陳述，而予

以起訴、羈押、處罰、限制出境或為其他不利

於該人員之處置。

二、對於請求以外之事項提供證言、陳述、鑑定意

見或其他協助。

三、因該人員於進入我國前之任何犯行而受起訴、

羈押、處罰、傳喚、限制出境，或以其他形式

限制其行動自由。」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條第  項是規定由外

國前來並由我方刑事訴追公務員調查的情形，證人

的到場、具結、陳述等義務，以及不配合時處罰的

例外，可以推得是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這是我方

直接調查人證的情形，只是取證的地方在境外，性

質上並不會涉及境外取證的問題。

至於應我方請求而由受請求方調查被告、證人、

鑑定人時，應該根據何地的法律，國際刑事司法互

助法對此並沒有明文。解釋上，既然遠距訊問是根

據受請求方的法律，也就沒有否認依受請求國法律

調查的道理。所以，在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情形，證

據的取得，除了調查的方式，像是，受請求方的刑事

訴追公務員訊問被告、證人或鑑定人，也包含取得

過程中使用強制力的情形，比方，境外實行的搜索、

扣押 §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 ，涉及到比較嚴重

的基本權干預，都應該按照受請求國的法律 。

五 . 證據使用禁止的問題

我方按照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提出請求，受請

求國或者方面按照該國或者地區的法律所取得的調

查結果，在我方使用時，是以活動紀錄的方式呈現，

比方，被告、證人、鑑定人的偵訊或警詢筆錄或影

音紀錄，或是檢察官的搜索、扣押、勘驗筆錄或影

音紀錄。如果想要使用上述資料來認定事實，因為

在偵查中並不要求嚴格的證明，我方的檢察官仍然

可以據此形成個人有無實行可罰行為的心證，並且

在結論為肯定時據此對其提起公訴。不過，在我國

法院的審判中，因為直接原則人證優先於物證等嚴

格證明的要求，法院可否僅朗讀外國或者境外地區

的調查筆錄或者勘驗影音紀錄來確定事實，對此，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並沒有規定。按照國際刑事司

法互助法第  條，應該根據與其在適用具有補充關

係的刑事訴訟法。在此情形，我國法院皆無法直接

調查被告、證人、鑑定人等人的證據，並聽取其陳

述來形成心證，記錄他們陳述的審判筆錄是刑事訴

訟法第  條的審判外的陳述，皆不得在審判中用

來作為確定事實的證據，除非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條以下的例外情形，才可能突破我國法院無法

直接調查的困境，實務上與文獻上，有認為可視為

刑事訴訟法第  條第  款的其他特信文書 。不

過，有個前提的問題也要先解決，被告、非被告之

人，像是，證人、鑑定人，他們在陳述時，所面對

的提問者並不是我國的刑事訴追公務員，警察、檢

察官或法官。而且，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刑事訴

追公務員在調查人的證據時，有一些義務必須實行，

比方，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或是檢察官訊問被

告前的告知義務 §  第 、 款  §  刑事訴

訟法 、禁止夜間警詢 §   刑事訴訟法 、禁

止司法警察或檢察官在不計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自

拘提或逮捕後到聲請羈押的  小時期間內詢問或訊

問 §   刑事訴訟法 。另外，證人、鑑定人有

具結的義務 §§    刑事訴訟法 。根據刑事

訴訟法，未實行上述義務或者違反上述的禁止，因為

證據取得違法，所取得的陳述必須被排除 §§  

  § §§ §§    §  刑

事訴訟法 。

還有，可能因為規定的差異，在外國或者境外

合法取得證據，但是，在我國可能是違反刑事訴訟

法及其附屬規定的，比方，命令的實質要件或是是

否採取法官保留的差異，但是，在我國，效果上有

依附性證據使用禁止的設計，像是，通訊保障及監

察法第 、第  條與第  條。

對於這裡所提到的問題，要對方按照我國法律

 修法前的看法，日本刑事司法互助之物件交付以搜索扣押為中心，警大法學論集，第期，年月，頁。
 像是，最高法院年度台上字第號判決、最高法院年度台上字第號判決、最高法院年台

上字第號。吳巡龍，境外取證之證據能力，台灣法學雜誌，第期，年月日，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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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證據是不可能的，但是雙法的規定落差卻是存

在的，影響所及可能讓我方因為必須割捨而無證據

可用。文獻上許多看法認為，在這裏，不應該對於

被告的保障有所折扣，像是，應該保障他的詰問機

會，如果要導入刑事訴訟法第  條第  款，應該

在外國取證階段就要爭取我方刑事訴追公務員參與

的可能性，像是訊問時在場或是透過我方公務員實

行告知義務，或者事先提醒我方注意義務的內容並

請受請求方的刑事訴追公務員轉告接受調查的被告

或非被告之人 。不過，我國公務員在外國並非有權

的公務員，參與程序並要求對方滿足我方的形式要

求，是否符合對方的規定，是非常有疑問的 。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定並沒有特別的規定，也

就是必須根據刑事訴訟法。

柒 . 展望
 在未來，為了能讓共同對抗重大的跨境犯罪，相

互承認原則應該考慮在我國的國際刑事司法互助

基本法當中定調，藉以解決因證據位於境外無法

或者無法符合我方法定格式調查時，被告基本權

保障折扣的質疑。根據相互承認原則，因為有法

治國原則的最低人權保障標準 ，雙方的法秩序都

可以獲得彼此的信任，同時，在個案當中，被告

的權利也會在兩邊都受到充分的尊重，並且，應

該考慮，在執行方  證據使用方  這邊建立有效的

當事人權利保護系統。

 在相互承認原則的框架底下，所有在外國或境外

取得的證據，在我國法院的審判中，原則上，還

是必須根據我國的法律才可以用來作為認定事實

的證據 。

 在外國或境外的證據取得，有違反一方或是雙方

法秩序的情形，如果按照雙方的規定都會造成非

獨立的證據使用禁止，比較重要的情況，像是，

在大陸的證據取得，符合大陸的法秩序，不過，

按照我國的法秩序卻是不被允許的，除非這個情

形也會違反我國的公共秩序，按照取得地法原則，

這個在取得的證據，在我國進行的審判程序中可

以用來作為確定事實的證據。情況反過來，除非

我方的公共秩序也會被違反，按照法院地法原則，

在我方的審判中，法院也可以使用這個在大陸取

得的證據。

 藉此方式，判決的可預測性才可能因此建立，並

且也可以找到法的安定性。按照相互承認原則所

提出的標準，在個案討論時，應該可以提供出問

題有效處理策略的規律性以及具說服力的說理。

 

 主張與外國聯合偵查，李佳玟，境外或跨境刑事案件中的境外證人供述證據：最高法院近十年來相關判決之評釋，臺大
法學論叢，第卷第期，年月，頁；林鈺雄，司法互助是公平審判的化外之地？以歐洲人權法院的兩則標竿

裁判為借鑒，歐美研究，第卷第期，年月，頁以下；吳天雲，外國提供之被告以外之人訊問筆錄的證據能

力日本案例的實務與學說見解，檢察新論，第期，年月，頁以下。不過，外國文獻上有看法認為，應該在法

官面前且有被告的辯護人參與，才能在請求方法院審判時直接朗讀訊問筆錄，類似的看法， 著 王士帆 譯，

涉外刑事案件之證據禁(Beweisverbote in Fällen mit Auslandsbezug)，司法週刊文選別冊，第期，年月日，頁

。承認前述看法，加入全程錄音錄影、遠距視訊，楊雲驊，境外取得刑事證據之證據能力判斷：以違反國際刑事司法

互助原則及境外訊問證人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卷第期，年月，頁以下。吳天雲，經由刑事司法互

助取證的證據能力從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五年度囑上重訴字第三號判決而論，刑事法雜誌，第卷第期，年月，頁

；鄭文中，從歐盟之經驗看兩岸刑事司法互助之發展以境外證人為觀察中心，刑事法雜誌，第卷第期，年
月，頁以下。

 類推刑訴法第條或第條，將大陸刑事訴追機關製作的筆錄視為警詢筆錄，王綽光 吳冠霆，由證據法則論被告
以外之人於大陸公安機關前之供述，刑事法雜誌，第卷第期，年月，頁以下；將大陸檢察官的訊問視為囑

託訊問，邱鼎文，經由司法互助取證得證據之證據能力以澳門擄人勒贖案之評釋為中心，檢察新論，第期，年
月，頁。

 相同的看法，鄭文中，從歐盟之經驗看兩岸刑事司法互助之發展以境外證人為觀察中心，刑事法雜誌，第卷第期，
年月，頁。

 類似的看法， 著 王士帆 譯，涉外刑事案件之證據禁(Beweisverbote in Fällen mit Auslandsbezug)，司法週刊文
選別冊，第期，年月日，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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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頎
＊

修復式正義背後的情感拉扯
- 以戲劇無差別殺人案例探討

DOI:10.6460/CPCP.201909_(22).03

The Emotional Pulling behind the Restorative Justice--
Discussion on the Case of Indiscriminate Killing in Drama

Wang Po-Chi ＊＊

ABSTRACT

This year (2019) Public Television launched the TV series " The World Between Us ", starting with 
the indiscriminate killing incident, and connecting the stories of different positionalists. The drama also 
led to a number of issues, including indiscriminate killing,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human rights 
lawyers, mentally handicapped and media self-discipline, among which the discussion of "no difference 
killing" was the highest, and 511 discussions were produced under media reports. The article also brought 
out the discussion of the topic of restoration justice. The play also discusses the issue of restoration justice 
after the major cri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covery of victims, perpetrators and community 
relations.

In view of this,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views of the various parties on the above-mentioned 
related issues,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ollowing asp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pairing justice: 1.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elements of the restored justice, 2. The motives for the possibility of indiscriminate 
killing and perpetrators, 3. The necessity of selecting a defense lawyer for the indiscriminate homicide 
case, the impact of the court's judgment on the major case on the social atmosphere, 5. the trauma recovery 

今年 (2019) 公視推出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以無差別殺人事件為起點，串聯出不同立

場關係者的故事。該劇也帶動了多項議題的探討，包含無差別殺人、廢除死刑、人權律師、精神

障礙者以及媒體自律等，其中以「無差別殺人」討論度最高，媒體報導之下共產生了 511 篇討論

文章，也帶出了修復式正義議題的探討。該劇也以重大犯罪事件之後，對受害者、加害人以及社

區關係的恢復的角度討論修復式正義的議題。

有鑑於此，筆者彙整各方觀點對上述相關議題的論述，期待從修復式正義的角度出發，探

討 :1. 修復式正義的理論內涵要素、2. 無差別殺人加害者可能犯案動機、3. 無差別殺人案加害者

選任辯護律師的必要性、4. 法院對重大案件的判決對社會風氣的影響、5. 社會大眾面對無差別殺

人案件之後的創傷復原、6. 應報式司法 ? 修復式司法 ? 兩者情感的拉扯，再回歸到 7. 修復式正義

的諾許及所面臨的挑戰等，透過這 7 大面向的論述，期望能藉由該劇隊修復式正義獲得一些啟發

性的思考。

關鍵字：修復式正義、應報式司法、無差別殺人

摘　　要

*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系所副教授。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Ming Chu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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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祐寧  於  月世新大學小世界刊物報導

指出，於  月世新大學小世界刊物報導指出，今年

公視推出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以無差別殺

人事件為起點，串聯出不同立場關係者的故事。由

演員賈靜雯飾演的新聞台編輯主管宋喬安，她的兒

子是隨機殺人事件的罹難者，但事件發生當下她必

須堅守電視台的崗位，為閱聽眾傳遞真實報導；但

身為人母的她難掩悲傷情緒，在報導客觀真實與為

兒子討公道之間兩難。並透過網路文章來源分析後

可以得知，《與惡》話題性十足的劇情，使該劇在

短短一個月的播出期間內引起社會熱議， 月  日

播出最後一集後，文章數量直線攀升。

此外，該劇也帶動了多項議題的探討，包含無

差別殺人、廢除死刑、人權律師、精神障礙者以及

媒體自律等，其中以「無差別殺人」討論度最高，

各家媒體報導之下共產生了  篇討論文章；從文

字雲的圖表也可以看出，民眾對於「殺人」、「無

差別」、「加害者」等議題有著較高度的關心。也

帶出了修復式正義議題的探討。近年來修復式司法 

  的概念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犯罪

學新的理論典範，該劇也以重大犯罪事件之後，對

受害者、加害人以及社區關係的恢復的角度討論此

議題。

有鑑於此，筆者彙整各方觀點對上述相關議題

的論述，期待從修復式正義的角度出發，探討無差

別殺人可能原因、辯護律師的必要性、法院重大案

件判決對民眾的影響及媒體自律等探討，再回歸到

修復式正義的未來展望，期望能藉由該劇獲得一些

啟發性的思考。

壹、修復式正義的理論內涵與要素
修復式正義  ，又稱修復式

司法，簡稱  強調關係的修復、傷害的修復。

 提出修復過程的概念，強調修復會議

是一種衝突當事人療傷止痛的功能。傳統應報式司

法的做法強調犯罪或者犯罪人的矯正，修復式與傳

統報應的形式的運作模式相比，較注重關係的修

復。他的推動做法為：透過一位專業促進者的協助，

鼓勵見面、對話、說出事件感受或者嘗試賠償可能

性等。

該理論主張  犯罪學研究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公

平正義的社會，因此不需依賴實證科學的資料分析，

而應從宗教與哲學層面去摘取理論基礎。認為在充

滿衝突的社會裡，懲罰與矯治是無效的，彼此間的

互助與支持才是社會和諧的基石，因此「調解」、

「解決衝突」、「整合」才是解決犯罪問題的根本。

一般而言都以「修復式正義」來說明該理論對於犯

罪的看法，又稱之為和平建構犯罪學  

。

一、定義：

根據傑爾的說法：「修復式正義是一種要滿足

被害人從犯罪中得到傷害與需要的程序，這種程序

必須課以加害人責任，並邀請被害人、加害人與社

區代表共同參與此程序。」

二、目標：

企圖使被害人與社區重修舊好，盡可能回復至

犯罪發生前之原狀。因為所謂犯罪是加害人對被害

of the society after the indiscriminate killing case, 6. the retributive justice? restorative justice? The 
emotional pull of both, and then return to 7. The repair of justice and the challenges

In addition, through these seven aspects of the discussion, I hope to get some inspiring thinking 
through the repair of the team.

Keywords:  restorative justice , retributive justice, indiscriminant killing

  汪祐寧 。正義背後的情感拉扯 《與惡》高收視帶動社會議題。擷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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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種侵犯，並非對國家的侵犯，故本理論企圖

使被害者與社區藉由犯罪人的損害損償，盡可能回

復至事件發生前的原狀。

其中三者的協商目標如下 

 一  加害者  承認錯誤、減少犯罪的傷害、說服社

區接納自己。

 二  被害者  復原到原來未被傷害的狀態、了解所

受到實質與非實質的傷害內容、尋求復建所

需的資源。

 三  社區  澄清行為準則與規範、提供加害者機會

與支持、提供被害者復建所需的資源與協助。

三、手段：

採取三度面向方式處理犯罪問題，即被害人、

加害人及社區代表共同參與，透過調解、斡旋的方

式要求加害人修復對被害者及社區之傷害。

四、要素

修復式正義處理犯罪問題主要在於回復社會關

係，重建平等的社會關係，以滿足人類彼此關懷、

尊重的基本需求。因此，修復式正義是屬於「結果」

取向，其理論要素有四 

 一  以「社會」、「衝突」的觀點，而非「犯罪」

的觀點看待犯罪事件

修復式正義認為犯罪是一種對個人與社區的傷

害，而非違反法律的抽象定義，因此在處理犯罪問

題時，首重回復損害、回復和平，而非以懲罰加害

者為已足，所以修復式正義傾向於以「社會」、「衝

突」的觀點，而非以「法律」的觀點來看待犯罪事件。

 二  修復式正義是一種回復損害的「關係式正義」

修復式正義考慮犯罪所造成的損害，並希望回

復這樣的損害，且能往前發展共同的福祉。修復式

正義有別於傳統懲罰與矯治只重視加害者的處理方

式，進而強調在犯罪事件當事者之中建立一種回復

原有關係，而這種關係係建立在一種平等的立場，

即讓加害者了解其犯行對被害者與社區所造成的傷

害與平等關係，並啟發其修復此一關係的意願，因

此，修復式正義亦是一種「關係式正義」。

 三  修復式正義主張  藉著發現問題、回復損害、

治療創傷而能進行廣泛而有意義的社會革新，

從而為社會創建更多更好的「和平與福祉」。

傳統的正義理論  尤其是應報式正義  以抽象的

規範條文來保障個人不受他人侵犯，對待犯罪人也

以個別性的處遇來達到所謂和平的目的。這種基於

個人性的保障與處遇對社會的和平與和諧似乎有所

不足。修復式正義不重視抽象上的概念推演，反而

強調透過每一個犯罪事件中發現問題，並建立在「關

係」層面上回復損害與創傷，並基於相互平等的立

場思考未來整體的發展，以建立和諧的社會關係。

 四  修復式正義尋求加害者、被害者與社區的參

與、修復與治療

由上述可知，實踐修復式正義的過程重視回復、

關係、平等與尊重，因此在操作上則需加害者、被

害者、社區及政府共同參與。在修復式正義的概念

裡，犯罪不僅是違反法律的事件，亦是影響社區生

活與犯罪者未盡社會責任的社會事件，因此，國家

只是加害者與被害者  包括個人與社區  之間衝突的

仲裁者，至於協商回復的過程應由加害者、被害者

與社區的參與協商。而社區居民的參與乃是修復式

正義最重要的意義。

貳、無差別殺人的加害者的可能犯案動機
精神科醫師沈政男  為文解析台灣「隨機

殺人」的六大動機指出 ，研究隨機殺人最透徹的是

日本與美國，以日本的研究來說，可分成五種動機，

但依照台灣對隨機殺人的歸類，另外加上第六種。

若以這樣的動機分類來看近年來台灣發生過的隨機

殺人，可以整理成以下清單：

一、對自身境遇不滿而遷怒社會： 北縣黃信菖

劃傷歐巴桑案（找不到工作）。

二、對特定人士不滿但無法報復而找代罪羔羊：

 年北捷郭彥君砍傷乘客案（被阿姨責罵）。

三、藉由死刑來自殺： 年北捷鄭捷殺人案、

 年北市北投龔重安殺女童案。

  沈政男  。精神科醫師解析台灣「隨機殺人」的六大動機。擷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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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藉由被關來逃避現狀： 年高雄曾文欽殺男

童案。

五、殺人快感成癮：台灣尚未出現。

六、精神混亂或怪異想法： 年北市黃富康殺陌

生房東案（殺人改運）、 年新北邱志明吸

膠後砍傷婦人案、 年台南涂嘉文吸膠後殺

路人案、 年北市內湖王景玉殺女童案  小

燈泡案 。

他認為，台灣不會出現大規模殺人？那是因為

到目前為止，有隨機殺人動機的人，沒有能力拿到

殺傷力夠大的武器，比如槍枝，而擁有槍枝的人尚

未出現隨機殺人動機。而一般殺人案以哪一種人犯

案居多？不是擁有槍枝的人嗎？為什麼那些人不隨

機殺人？因為一般殺人案都為情仇財，不會無緣無

故浪費子彈去殺一個無辜路人。

所以歸結上述論點，其認為隨機殺人案跟一般

殺人案，根本是兩回事，從民眾到專家學者都混為

一談，說什麼隨機殺人者大都有反社會人格云云。

結論提及隨機殺人者常見的人格問題是自戀，不是

反社會人格的問題。

參、無差別殺人案加害者選任辯護律師的必

要性
關於本議題，法操  曾為文指

出，在我國法制中，規定了「強制辯護」，如北捷

隨機殺人一案這類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案件，一定要有辯護律師。如果被告沒有律師就直

接審判，就是違背法令，得作為上訴第三審或非常

上訴的理由。（刑事訴訟法第  條第  項第  款、

第  條第  款、第  條、第  條）。而「強制」

還是「指定」？兩者原本的區別標準就不同。

「強制辯護」是以程序進行中「要不要經過辯

護」做為區別的標準：一定要經過辯護的，就叫「強

制辯護」；如果程序進行不強制要求必須經過辯護，

就叫「任意辯護」。

而「指定辯護」的區別標準，則以委任是由「被

告」還是由「國家機關」委任，做為區別標準。「指

定辯護」就是由國家機關（審判長或檢察官）來「指

定」辯護人；相對的，由被告自己選任辯護人，就

叫做「選任辯護」。

因此，由上述兩項區分來說，「強制辯護／任

意辯護」和「指定辯護／選任辯護」，可以排列組

合變成四種狀況。以北捷隨機殺人事件為例，鄭捷

所犯的，是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名，

屬於「強制辯護」的範圍，而根據報導資料指出，

鄭捷沒有自行委任律師，是新北地院指定法扶基金

會代為委任律師，所以，就是「指定辯護」。因此，

鄭捷案件的組合就是「強制辯護」＋「指定辯護」。

一般而言，司法程序與一般民眾的距離是非常

遙遠的。許多奉公守法的人民，恐怕一輩子都不曾

踏進法院。不論是民事案件還是刑事案件，許多人

只要看到是法院的來信，命都被嚇掉半條了。若只

是去作證，都已經這麼緊張了，何況是當局者的被

告呢？此時，如果有律師在場，才可以提供專業知

識，教導當事人如何面對，並且保存或調查證據。

證據保存完善，不只是保障被告的人權，也同樣有

助於發現真實，案件才能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因此，律師能協助無辜之人平反，能保護有罪

之人的應有權利。正如鄭捷的辯護律師劉繼蔚受訪

時所說：「若鄭捷應下  層地獄，律師有義務保障

他訴訟權益，不要讓他下第  層。」

但站在法律的角度而言，筆者在接受小世界媒

體專訪時說明，這項規定是為了保障雙方權益，經

由律師或辯護人察明犯案動機，更完整的了解事件

前因，有助於發現真實、避免誤判；況且，即使隨

機殺人案大多為現行犯，人證、物證確鑿，但法官

還是需要透過錄音、錄影等可能被造假的二手物件

來審判，因此，為了確保最終裁決符合公平正義，

律師是重要角色 。

肆、法院對重大案件的判決對社會風氣的

影響

  法操  。律師幫殺人犯辯護，都只是為了賺錢嗎擷取自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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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的調查中發現 ，當初引起巨大社

會騷動的士林黃富康隨機殺人事件  台灣第一起 、

林清岳弒親案、甚至陳金火「食人」案，都只獲得

個位數到幾十不等的聲量，而  年初的捷運隨機

殺人案件網路聲量卻高達  多。如此懸殊的比

例顯示了台灣大眾慣常對待這類事件的態度  事情發

生之始疲勞轟炸式關注一堆毫不相干、煽情又充滿

戲劇的奇聞軼事，事件過後又唯恐避之不及的把它

掃進記憶的垃圾堆裡。這樣的糟糕的討論習慣絕對

無法從中獲得任何有用或有助於未來的結論。

對於各種訊息、採訪、各方的觀點、網路上面

公知對案件的評論，可能讓「客觀」這件事情變得

相對更困難了。海苔熊  曾於聯合報鳴人堂撰

文【國民法官會不會被媒體未審先判的社會氛圍所

影響？】指出 ，以心理學的觀點可能導致指出以下

幾個可能判斷錯誤的陷阱：

 一  選擇性注意力（ ）：當人們

感受到壓力越大的時候，對於細節的記憶越

差。研究顯示，在高壓力的情況下目擊證人

的記憶以及判斷可能會出現偏誤、對於細節

的記憶可能就會比較不清楚，例如嫌犯的證

詞、案發當天現場的蛛絲馬跡等等。

 二  社會抑制（ ）：如果你是第

一次開庭、審理的又是大家所關注的重大命

案，幾百雙幾萬雙眼睛在看著你的決定，這

個又是你做不熟悉的任務 ，那麼你的表現

會比較不好（相對於壓力小、一個人做決定

時）。

 三  內團體偏私（ ）：研究顯

示我們可能對和自己相像的人、或者是屬於

同一個團體類別的人比較好。例如，地方的

媽媽可能會輕判弒夫案、有孩子的父親可能

會重判虐童案、醫師和教師可能會偏袒和自

己同樣職業的被告，而不會完全相信病人家

屬或者是學生家長的說詞等等 。

 四  盲視現象（ ）：一個經典的

研究要求參與實驗的人注意畫面當中傳球接

球的次數，結果搞到最後實驗參與者都努力

的在數到底傳了幾次球，而忽略了畫面當中

曾經出現一隻巨大的猩猩玩偶；如果你在馬

路上面被別人拿著地圖問路，然後你在地圖

上面指點的過程當中，問路的人偷偷走掉、

換成他的朋友，你通常也不會發現。

這個是選擇性注意的「進階版」，當這個素人

法官在開庭前就已經看過了一些相關的故事和新聞，

那麼有可能他就會跟隨著「他所知道的故事」來去

推理案情的發展、選擇自己相信的證據，並且忽略

其他細節。例如，如果他受到了媒體的影響覺得這

次來審判案件是為了「伸張正義」，那很有可能就

會不知不覺選擇性注意到犯人犯案的動機，而忽略

了案發現場的細節。

 五  技巧性的誤導：我們除了有可能會受到「先

見之明」（進入法庭之前的一些訊息）的影

響之外，在法庭上面也可能受到在場的其他

人口供的影響。一項經典的研究發現，當實

驗者巧妙地利用一些語言的訊息來誤導參與

者時，他們的確有可能做出錯誤的記憶和決

策，後續的研究也支持警方訊問的方式也可

能改變目擊者的證詞 。

 六  群眾的影響：這裡的群眾指的是和他同場審

理案件的法官或者是證人們。我們的決策很

多時候會受其他人所影響，例如，當目擊證

人  指認嫌犯之後，發現目擊證人  也指

認同一個嫌犯，那麼  的信心（

    。鬼島殺人回憶，那些你不能不知的社會案件。
  法律白話文   。海苔熊國民法官會不會被媒體未審先判的社會氛圍所影響？擷取自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0043/3234549
  Deffenbacher, K. A., Bornstein, B. H., Penrod, S. D., & McGorty, E. K. (2004).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high stress 

on eyewitness memor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8(6), 687.
  Zajonc, R. B. (1965). Social facilitation. Science, 149(3681), 269-274.
  Schmitt, B. H., Gilovich, T., Goore, N., & Joseph, L. (1986). Mere presence and social facilitation: One more tim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2(3), 24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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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提升；相反的如果其他人和 

的想法不一樣，他的信心就會降低。

換言之，如果某個虐童案群情激憤社會壓力巨

大，這場已經有  個法官都認為被告有罪的時候，

就算你覺得事有蹊蹺案情不單純，你也不一定有信

心提出不同的意見。

此外，法院判決跟社會風氣會互相影響，重大

殺人事件發生時，民眾會有被害恐懼感，希望法院

盡快判犯人死刑、實踐正義；而法院為了符合民眾

期待，也會視情況使用《速審法》，加速案件的判決。

筆者認為，「如果只是把加害人關到監獄裡，

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審判是最基本的處罰，但更

積極改變現況的做法，是理解加害者犯案動機。因

此讓加害者家屬、專家學者等人進入審判程序，可

以更仔細地找出犯罪動機，有效防止類似事件再次

發生 。

伍、社會大眾面對無差別殺人案件之後的創

傷復原
對於如何避免無差別殺人案件之後二度傷害、

放大創傷，可以參考中山醫大精神科主任陳錦宏醫

師提出來的  項建議 ：

一、不重複播放相關影像，次日報刊不刊登相關血

腥照片。

二、不讓家中兒童看相關影像，大人也應避免重複

觀看相關影像。

三、不傷害行凶者家人，包括資料公布。

四、不在無充分證據下揣測行凶者的動機、精神狀

態，尤其避免汙名化精神疾患患者。

五、不急於怪罪任何人，譬如學校。

六、行政當局定時舉行記者會公開資訊，如傷者狀

態、應對措施，勿讓媒體自行流竄搶新聞。

七、行政當局應及時提出急性安全防護措施，降低

大眾的恐慌。

八、行政當局應有專人持續與即時對死者家屬、傷

者及其家屬與行凶者家屬提供行政及心理協助，

如喪葬、保險、司法、醫療及後續復原等歷程。

陸、應報式司法 ? 修復式司法 ? 兩者情感的

拉扯
在多起隨機殺人事件中，從凶殘的犯行到被告

怪異的言行舉止，都超脫常人理解範圍，與一般為

了情色仇財等具體動機的刑事案件截然不同，在檢

調偵查與法院審判期間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已經

成為必要流程之一。

但是當社會集體陷入恐慌與憤怒情緒中，精神

鑑定常被外界認為是「免死金牌」。從審判過程中

可以發現，即使是精神科醫師診斷之下的精神病患，

現階段的結論卻並未免除他們的刑事責任，但媒體

往往以聳動的標題將殺童魔、精神鑑定、脫罪連結

在一起，這些標籤推波助瀾地將一般民眾與司法的

距離越推越遠，甚至加深受害者與加害者的仇恨與

對立。

「最近的一些案例使社會對刑罰要不要加諸這

些人，有很多疑慮，會懷疑他們是不是裝病等等，

百年來精神鑑定在西方的發展過程中，也一直面臨

相似的難題，但由於精神病人在台灣的污名化十分

嚴重，比如只要有精神醫療機構設在社區便馬上引

起居民抗議，很難有對話的基礎。」台北市立聯合

醫院松德院區院長楊添圍表示，松德院區是國內規

模最大的精神科專科訓練醫院。當整體社會對精神

疾病及精障者處境的了解都還十分有限時，司法體

系內要如何處理相關議題，更處處是懸而未決的挑

戰。對非精神醫學專業者而言，精神鑑定結果的客

觀證據效力是最大的疑慮之一 。

律師黃致豪也提及，從刑事辯護的角度去看精

障患者，大家都很孤單，他們是被社會背棄的一群，

當進入刑事系統裡時，更是『被背棄的人裡面被背

 同註
 中時開卷編輯部 。北捷事件座談會：創傷後，我們能做的事。擷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607001162-260402?chdtv
 張子午 。免死金牌或修復之路？——隨機殺人事件後的精神／心理鑑定。擷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forensic-psychia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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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的』，跟他們處理相關法律事務的我們這些人，

也是類似的地位，一般人不會去考慮為什麼這樣做。

其實我們希望可以正確的認識精神疾患，以及人的

價值。對於精神疾病的想像，是以疾病的方式來看

待，加以治療，亦或是當作一種犯罪，加以懲罰，

這取決於我們對於文明的選擇。」

有鑑於此，正如上述加害人究竟應該朝向必須

接受譴責，承擔後果的應報式司法處遇，或是朝向

必須承擔責任，做出修復，的確是令人掙扎的議題，

茲將兩者比較如下 

如表  所示，傳統的應報式刑事司法制度之焦

點為觸法的犯罪人，制裁之目的為嚇阻、報復、刑罰；

而修復式刑事司法制度則是設法修復被害人與社區

的損害，並改變犯罪人行為。此兩種不同之司法制

度，最大不同點應是被害人的角色與地位；傳統的

應報司法認定犯罪是違反社會或國家之法律之行為，

被害人與目擊證人之法律地位相同，犯罪基本是對

人與人際關係的侵害行為；主張最佳的改變方式就

是修復犯罪對被害人與社區造成的損害。

柒、修復式正義的諾許及所面臨的挑戰
雖然修復式正義普受各國犯罪學暨刑事司法學

界的重視，惟尚存有一些無法獲得答案的問題與關

注點。在修復司法的相關文獻裡，經常討論到其中

許多重要的關注點與挑戰，而其中主要的挑戰包含 

以修復司法解決複雜的之社會問題似乎落入華而不

實之俗套。 修復司法僅能適用較不嚴重的財產犯

罪類型，是否能適用於較嚴重的暴力犯罪司法處理，

受到許多不同意見的爭論。 修復司法存在著是否

出於自願參與的問題。 社區界定與社區代表的遴

選問題，社區如何界定與誰能代表社區。 三方權

力失衡的問題。 法網擴張問題，即一項新制度或

新政策，在其社會控制傘下，將有更多人會被涵蓋

進去  蔡德輝、楊士隆，，頁 。 另

外，最大的挑戰在於損害發生之後，如何調和加害

人與被害人之間的需要以及社會正義感，以降低彼

此衝突及對社會的影響。如過度傾向被害人的需求，

往往會造成刑罰嚴厲性及忽視加害人，而造成再犯

的可能性。相反的，如過度集中於加害人的需求，

可能會造成被害人的需求遭受漠視，而不利於被害

人的復原，這也是為何被害人團體一直很關注修復

式司法議題的原因。

誠如當今政府政策倡議的社會安全網，應該包

括兩個層面，一個是如何讓社會每一個人能免於恐

 同註
 許福生。犯罪學與犯罪預防修訂二版。台北元照。
 蔡德輝、楊士隆。犯罪學修訂八版。台北五南。

表  應報式司法與修復式司法理念比較 

項目 應報式司法 修復式司法

犯罪性質 違反國家法律 傷害具體個人

裁判權 掌握在刑事司法機關和執法人員手中 社區成員

目標 出於報復、威嚇和禁止的目的來判決和刑罰 被害人修復、罪犯矯正、重建和諧

方法 對抗制，依據嚴格的證據法則來定罪 調停、協商、坦誠討論、一致同意、賠償

被害人角色 僅限於報案和出庭作證 中心人物、直接參與者

罪犯角色 必須接受譴責，承擔後果 必須承擔責任，做出修復

導向 以往的犯罪，透過威嚇預防犯罪 以往的傷害和未來的修復、矯正

資料來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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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安心自在生活，各種保護心理機制是健全的；

另一方面，在可能加害者身上，理解他們如何產生

犯罪行為，對於他們的生命史與人格發展史，造成

犯罪成因可能的理解 。

小燈泡命案發生後，其父母一直籲求在司法起

訴與審判之外，能夠認真檢視被告的生命歷程，並

思考社會結構的問題，才能談預防與改善之道。再

加害人開庭結束後，小燈泡的父母及律師團在共同

聲明中，更具體提出「修復式司法」，表示「願意

與法院、檢察署，甚至辯護人與被告等人協力完成

修復式司法的工作，讓被告家屬、親友、更多專家

進入審判程序，甚至展開廣泛的社會對話，齊力注

視被告種種生命歷程，找出犯罪行為背後深沉的原

因以及重要環節……」。

或許，小燈泡母親的期許值得我們對推動修復

式正義的思考。她指出一般人很容易把修復式司法

把和解、調解畫上等號，「總覺得好像我們接受了

就是原諒了，但我覺得不盡然。」並認為，修復式

不只是侷限在個人與個人、不只是受害者與加害者

之間，「以我們理解的修復式司法意涵應該是修復

一段關係，我們在想是不是家族與家族或是家族與

案件之間。安全感是不是能夠被修復被建立？疑惑

能不能被解答？能不能更廣義的進行？」同時她也

期待政策更須加強跨部門的資源整合 。

上述是一個被害人母親的真心呼籲，同時在司

改國是會議上政府已經投注眾多資源，有當事人、

學者專家參與重大會議，希望不是一個大拜拜，而

是更有誠意與實際作法去解決問題；而大眾對於無

差別殺人案的關注也不單單停留在情緒面，也讓修

復式正義能有機會具體落實於更多案件上，讓加害

人能對以往的傷害和未來的修復、矯正，對於司法、

社會制度應有更全面性的反省，讓悲劇不再發生。

 陳淑敏  。隨機殺人之後，集體社會創傷的修復之路？擷取自 
https://pnn.pts.org.tw/project/inpage/1313/77/172

 同註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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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監禁之路：
淺介蘇格蘭之社區復歸方案 Routes out of Prison                                                                                         

DOI:10.6460/CPCP.201909_(22).04

* 李潼蕙，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現職為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Routes out of Prison：Introducing The Routes out of 
Prison Project in Scotland

Li Tung-Hui

ABSTRACT

The issue of rehabilitation of ex-offenders has always been concerned by the society. Financial 
pressures, homelessness,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breakdown of relationships, all kinds of reasons make it 
impossible for ex-offenders to return to society smoothly. Routes out of Prison（RooP）is a life coaching 
project in Scotland that works with prisoners due for release from a short term sentence to support them as 
they re-join society. The Life Coach accompanied the ex-offenders to cross the difficult barriers after the 
release. They also mediated various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 resources to help the ex-offender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troduce The Routes out of Prison（RooP）Project in Scotland, and reflect on 
the current community-based treatment system in Taiwan.

Key Words: ex-offenders, Routes out of Prison, community-based treatment, rehabilitation, life 
coach, Scotland

受刑人出監後之社會復歸與更生保護議題向為社會所關注之焦點，離開監獄後，將可能面臨

社會的歧視、經濟壓力、居無定所、就業困難等各項挑戰，種種原因都可能令其無法復歸社會。

現代社會的快速變遷、科技進步，亦可能導致更生人適應不良，使其在更生自新之路上舉步維艱。

而蘇格蘭之「離開監禁之路（Routes out of Prison, RooP）」方案，提供短期刑受刑人以生活指導

（Life Coaching）為基礎之社區復歸模式，由生命教練（Life Coach）陪伴短期刑之受刑人面對並解

決出監後之各項挑戰，並媒合各項政府與社區資源，提供短期刑受刑人復歸社區所需之各項協助，

本文淺介蘇格蘭社區處遇制度與「離開監禁之路（RooP）」方案，並針對我國現行之社區處遇制

度進行反思。

關鍵字：社區處遇、更生復歸、生命教練、蘇格蘭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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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受刑人出監後之社會復歸與更生保護議題向為

社會所關注之焦點，我國對於受刑人服刑期滿或假釋

後離開監獄後，亦立有更生保護法予以各項輔導與

協助，使其重新適應、復歸社會；然更生人出監後

面對社會眼光之歧視、經濟壓力、居無定所、就業

困難等各項挑戰，種種原因都使其無法順利復歸社

會，社會的快速變遷、科技進步，亦可能導致更生

人適應不良，使其在更生自新之路上舉步維艱。在

蘇格蘭，更生人亦為最弱勢的族群之一，貧窮、社

會排斥、負面標籤、就業困難等種種困境限制其正

向改變的可能性；然蘇格蘭之「離開監禁之路（ 

   ）」方案，提供短期刑受刑人以生

活指導（ ）為基礎之社區復歸模式，強

調「合作」與「陪伴」，由生命教練（ ）

陪伴短期刑之受刑人面對並解決出監後之各項挑戰，

並媒合各項政府與社區資源，提供短期刑受刑人復

歸社區所需之協助。故本文淺介蘇格蘭社區處遇制

度與「離開監禁之路（）」方案，並針對我國

現行之更生人轉銜制度與措施進行反思。

貳、蘇格蘭社區處遇制度變遷
蘇格蘭政府之觀護服務處（ ）

於  年解體後，便與地方政府整併為地方層級

之組織；自  年起，刑事司法社會工作服務處

（    ）正式成立，

且直接接受蘇格蘭政府補助，主責社區犯罪人管理

等相關業務，並由司法內閣秘書（  

 ） 負責擬訂社工服務政策之執行標準、目

標及重點項目，並由一國家諮詢機構負責長期性之

策略規劃，亦有  個刑事司法中層單位為該國境內

之  個地方基層單位提供策略規劃，使觀護服務得

以於社區及法院中順利運作。而刑事司法社工服務

處以經蘇格蘭社會服務議會（   

）登記在案且已受專業行為規範之合格刑事

司法社工為主要業務執行者，其服務範圍涵蓋蘇格

蘭司法體系的各個部分，旨在透過其法定職務來促

進社會福利及社區安全。依據鄭添成氏  的觀察，其

法定職務主要可區分為四大部分：

一、對於刑事法庭的量刑提供評估及建議

刑事司法社工服務處之第一大業務即為針對刑

事法庭之量刑提供評估報告及建議。首先，在審前階

段，刑事司法社工服務處即針對犯罪者之生活背景

資訊、犯罪前科、對前案及本案之犯後態度等資訊做

成個案社工報告，並提供予檢察官做為偵查處分之參

考；其次，於轉向處遇階段之少年案件聽證會  中，

刑事司法社工服務處則會針對犯罪者之家庭背景資

訊、教育程度、健康狀況、前案情形等做成個案報

告，供法院參酌；而於審判及執行階段，刑事司法社

工服務處得受法院命令，提供個案之社會調查報告。

另刑事司法社工服務處會於個案報告中提供  種保釋

（）措施供法院選擇，分別敘述如下：

（一）保釋資訊方案（Bail Information Schemes）

於出庭日前，提供遭拘留於警局之被告相關

資訊。

（二）保釋住居服務

（Bail Accommodation Service）

提供符合被告狀況之住居協助，以降低其還押

之可能性。

（三）保釋監督（Bail Supervision）

針對附條件交保之被告執行監督之措施。

二、對於透過轉向處遇措施或強制社區判決的犯

罪人，負責監督並提供協助，以促進其改變

  司法內閣秘書（   ）相當於法務部長。
  鄭添成（）。英國社區處遇之研究。年度行政院選送優秀公務人員赴國外進修出國報告。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

取自：。

鄭添成（）。高風險社區犯罪人管理之探討―英國模式與臺灣經驗。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
  少年案件聽證會為蘇格蘭的一種轉向措施，檢察官通常會將欲避免起訴之少年犯罪者轉介至該少年案件聽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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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審判及執行階段，刑事司法社工服務處主要

對於透過轉向處遇措施或強制社區判決之犯罪者從

事監督與協助之工作，如社區勞務、緩刑命令、宵

禁命令、限制自由命令、附條件釋放  假釋、藥物測

試及治療命令及其他社區命令等之監督工作，以促

進犯罪者之改變。

三、對於已出監之受刑人，負責監督其遵守應遵

守事項

蘇格蘭規定對於刑期在  年以下之短期刑個案，

必須基於個案之個人意願，除非由個人提出請求，

此類個案無需進行法定之強制監督；而對於刑期在 

年以上之長刑期個案（包含假釋之個案），則必須進

行法定之強制監督。此外，在更生人復歸社會之協

助方面，刑事司法社工服務處之主要職責在於為個

案及其家庭提供必要的輔導與協助，蘇格蘭境內亦

有大量的民間團體及非政府組織，如 、 

  和   等，正式或非正式地

為犯罪者及其家庭提供必要的輔導與協助。

四、透過跨機構治安會議（MAPPA），對於暴力

或性侵害案件高危險犯罪者進行監控、規劃、

風險評估及風險管理。

為強化對於暴力或性侵害案件之高危險犯罪者

的監控，蘇格蘭政府自  年起開始設置地方層級

之跨機構治安會議（   

 ），主要由觀護人、警察機關、

監獄及相關單位所組成，藉以提供一個資訊交換平

台，確保相關機構間之互相合作，並針對高危險犯

罪人量身訂做處遇策略，以降低其日後再犯的風險。

另設置僅可由高等法院進行裁定之終身限制命令

（    ），於判決前由

蘇格蘭風險管理辦公室（   

） 登記有案之合格評估人員實施風險評估，以

落實對於暴力或性侵害案件之高危險犯罪者之風險

管理。

參、Routes out of Prison 方案緣起
在前述蘇格蘭社區處遇制度之變革下，協助短

期刑受刑人重新復歸社會之生活指導方案―「離開

監禁之路（    ）」應運而生。

該方案興起於  年，由社會企業―   所

提出，與蘇格蘭監獄管理局（   

） 及外部家庭機構（ ） 共同合

作，亦連結  個社區司法辦公室（  

 ） 及刑事司法社會工作服務部門

  為蘇格蘭愛丁堡之非營利組織，與各地之法定機構或志願組織合作，旨在提供支持與協助，使個案充權賦能，相信
自己有能力改變生活，參考網址：（最後瀏覽日期：年月日）。

     為英國的一個兒童慈善機構，致力於協助英國各地的弱勢兒童、青少年及其家人，參考網址：
（最後瀏覽日期：年月日）。

   為蘇格蘭之非營利組織之一，旨在尋求與個案的合作，共同制定改變計畫，以創造更積極的未來，減少再
犯，參考網址：（最後瀏覽日期：年月日）。

  終身限制命令（    ）為一種終身判決，旨在針對高風險的暴力犯罪者或性犯罪者服完法定
刑期而出獄後，必須接受終身的社區監督管理，並於必要時施以密集性監督，以確保其不致再產生危害社會安全之鉅額

風險。
  蘇格蘭風險管理辦公室（   ）成立於年，為一獨立的非政府部門公共機構（

   ），成立宗旨在於保障社會大眾安全，並藉由完善的風險評估及有效的風險管理方式，

以降低嚴重暴力及性犯罪者之再犯風險。
  蘇格蘭監獄管理局（  ）成立於年月，為蘇格蘭之國家執行機構，主責監獄及青少年罪犯機構

之管理。
 外部家庭機構（ ）為蘇格蘭唯一一個僅為受到監禁影響的家庭工作的國家慈善機構，藉由服務熱線及家

庭顧問為家庭提供支持性服務，參考網址：（最後瀏覽日期：年月日）。
 蘇格蘭政府自年月起，成立了個社區司法辦公室（   ），此中間層級單位具有

公權力要求相關部門間之合作與配合，如醫療衛生、警政、監獄、及志願服務組織等，藉以協助地方基層單位執行其

法定責任，且順利將觀護服務推展至社區及法院。然蘇格蘭政府於年正式通過蘇格蘭社區司法法案（ 
  ），經該法案決議，社區司法辦公室（）於年月日正式解散，另成立蘇格蘭社區司法

（  ），以延續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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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資源，積極招募更生人作為生命教練（ 

），並由蘇格蘭行政院（ ）

提撥計畫經費。

該方案旨在為方案參與者提供個別化之處遇，

為其量身打造屬於個人的處遇服務，強調在方案參

與者自願的前提下，陪伴方案參與者重新融入家庭

與社會、恢復其在家庭與社區之地位、減少傷害、

促進就業展望及身心健康，以達成協助方案參與者

長時間地離開監獄監禁，減少再犯為最終目的。以

下整理幾位學者對「離開監禁之路（）」方案

之內容與成效之見解 ：

一、方案內容

「離開監禁之路（）」方案以服刑  個月

至  年之短期刑，且居住於格拉斯哥市（）、

北 拉 奈 克 郡（ ）、 倫 弗 魯 郡

（）及蘇格蘭西南部的受刑人為主要服

務對象，一開始僅實行於蘇格蘭境內之  所監獄，

並與蘇格蘭境內之  個社區司法辦公室（）共同

合作，而後逐漸推展。關於該方案所提供之服務內

容可區分為四大部分，詳述如下：

（一）生命教練（Life Coach）

生 命 教 練（ ） 為「 離 開 監 禁 之 路

（）」方案之重點項目，旨在招募具有監禁經

驗者作為提供同儕支持之生命教練，鼓勵其運用自身

成功的復歸經驗為即將出獄的受刑人提供協助，並

藉由一對一的方式給予生活指導（ ），

且過程中絕對保密，以保障方案參與者的隱私。儘

管整個改變的歷程皆由同一位生命教練進行陪伴為

最佳模式，然目前的運作模式為出獄前有一位監獄

生命教練（  ），回歸社區後有另一

名社區生命教練（  ）；而關於

生命教練之運作模式，詳述如下：

監獄生命教練：制定出獄後之行動計畫

在即將出獄前之  到  週，生命教練會進到監

獄與方案參與者進行  至  次面對面的晤談，試圖

釐清方案參與者的問題所在，並於確認其就業與穩

定生活之需求及困境，如合適的居所、社會福利轉

銜、醫療保健、培訓、教育等資源後，與方案參與

者共同制定出獄後之行動計畫。

社區生命教練：實行行動計畫，並予以陪伴與支持

若方案參與者提出需求，生命教練將會於出監

日至監獄接方案參與者出獄，並媒合相關機構或單

位提供方案參與者所需的協助，且當方案參與者回

歸社區後，生命教練仍會以一對一的方式不斷給予

其支持與協助。

生命教練扮演方案參與者與社會間的橋樑，陪

伴其順利復歸社會，故該方案將生命教練視為成功

推動之重要關鍵， 與  研究  亦指出，

由於具監禁經驗之生命教練能使方案參與者更誠實

地談論自身問題，並適時獲得生命教練之支持與建

議，故方案參與者多將生命教練視為生涯導師，並

激勵自己產生更積極地改變。

（二）就業顧問（Employment Consultant）

由於更生人出獄後不易尋求工作，故「離開監

禁之路（）」方案之另一項目標為提升更生人

順利就業之人數，所有參與該方案的方案參與者皆

能與就業顧問（ ）進行諮詢，

 Burns, T.（2009）. Families Outside/RooP Family Support Work in Glasgow, North Strathclyde, Lanarkshire and South West 
Community Justice Authorities: Review of the First Year.
Burns, T.（2010）. Families Outside/RooP Family Support Work in Glasgow, North Strathclyde, Lanarkshire and South West 
CJAs: Review of the Second Year.
Becker, A.（2011）. What Works in Tackling Poverty: Routes out of Prison–RooP Project. Scottish Centre for Regeneration, 
Scottish Government.
Whyte, B.（2011）. Evaluation of the Routes Out of Prison: Final Report. The Wise Group.
The Glasgow Indicators Project（2019）。Routes out of Prison（RooP）。取自：

https://www.understandingglasgow.com/asset_based_approaches/routes_out_of_prison，最後瀏覽日期：年月日。
 Schinkel, M., & Whyte, B.（2012）. Routes out of prison using life coaches to assist resettlement. The Howard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51（4）, 359-371. DOI: 10.1111/j.1468-2311.2012.0072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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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方案參與者證明自己已成功解決自身問題，並

已做好就業的準備，生命教練便會將其轉介由就業

顧問進行後續協助，而此項限制亦能杜絕尚未具備

就業準備的方案參與者濫用相關就業培訓資源。

就業顧問與方案參與者攜手合作，以積極主動

的方法提升方案參與者之就業競爭力，並協助其獲

取就業培訓資源及就業機會，故就業顧問能為具就

業打算之方案參與者提供實質且有效的支持，並持

續給予其就業相關之建議。此外，對於具有監禁經

驗的方案參與者而言，可能難以尋求就業機會，故

就業顧問會鼓勵其以志願服務之方向著手，以達到

與穩定就業相同的效益。

（三）家庭顧問（Family Support Co-ordinator）

「離開監禁之路（）」方案自成立以來便

不斷發展，於  年起將施行範圍拓展至  個監獄，

並納入家庭顧問（  ）之服

務，藉由外展服務協助更生人關於家庭關係破裂、

居住風險、經濟壓力、照顧責任、心理健康等問題，

為受到監禁影響的家庭提供服務。而家庭顧問的首

要職責在於與監獄工作人員進行聯絡，特別是每個

監獄內的家庭聯絡官（  ），此

亦使家庭顧問能夠與各監獄附近之更生人相關協助

機構建立並保持聯繫，藉以向其他機構推廣家庭支

持資源，並與當地之基金會共同合作，為方案參與

者尋求更有效且專業的家庭服務。

此外，家庭顧問亦積極參與培訓與研討會，希

冀能像外部機構推廣該方案的相關資源，包含兒童

與家庭、刑事司法社會工作、藥物和酒精戒癮措施、

衛生工作者、教育團隊等  個社區司法辦公室（）

領域內之機構，與上述機構的聯繫合作與夥伴關係

被視為更有效支持犯罪者家庭之關鍵因素。

（四）協調服務（Service Co-ordination）

除「離開監禁之路（）」方案本身的服務

外，該方案亦重視與其他服務機構的聯繫，如住居

服務、福利  債務諮詢服務、戒癮服務、健康管理、

婦女援助、文化和教育服務等機構，藉由相關機構

之資源連結，為方案參與者提供更有效且全面性的

服務與協助。

二、方案成效

「離開監禁之路（    ）」

方案之成果報告  指出，截至  年  月，已有

 位方案參與者簽屬參與該方案，其中更有 

位（）方案參與者持續於社區中接受該方案的協

助，且大部分的方案參與者為男性（），年齡多

落在  歲至  歲之間（男性 ；女性 ），

近三分之二的方案參與者刑期介於  個月至  年不

等，且多為累再犯， 的方案參與者曾服刑  至 

次，而超過三分之一的方案參與者已服刑  至  次；

方案參與者最急迫的協助需求在於成癮、住居及就

業， 的方案參與者表示已失業逾  年，有 

之方案參與者已失業超過  年，而在「離開監禁之

路（）」方案之協助下，有近五分之一（）

的方案參與者獲得就業相關的培訓機會，以協助其

提升就業競爭力，更有  的方案參與者順利獲得就

業機會，並穩定工作。

於  年  月至  年  月間，「離開監禁

之路（）」方案共協助  名無家可歸的方案參

與者尋得住居服務，支持  名方案參與者參與健康

戒癮服務，協助  名方案參與者獲得他們應得的

社會補助，及  名方案參與者處理個人債務。且相

較於未參與「離開監禁之路（）」方案之更生

人，曾參與該方案至少  次之方案參與者之再犯率

為 ，未參與該方案者則為 ，即便此差異未

具統計上之顯著，但仍符合蘇格蘭政府將再犯率降

低  之預期效益，故該方案之成果報告仍謹慎且樂

觀地認為「離開監禁之路（）」方案確實能對

短期刑受刑人的社會復歸產生積極的影響，以協助

其遠離犯罪生涯。

在家庭顧問的成效方面，自實行的第一年（

年度）起，家庭顧問便針對  個被轉介的家庭進行

援助，在第二年（ 年度）被轉介的家庭數增加

  （），同前揭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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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個，並有  個家庭（％）成功接受家庭顧

問的服務，為  名成人及  名孩童提供直接或

間接的支持性服務。而針對家庭顧問的訪談指出，

雖然受到監禁影響的家庭在協助上具有一定的困難，

但家庭顧問都能積極地應對，為其提供實務與情感

上的支持與服務。

而該方案最為人稱讚的便是生命教練陪同方案

參與者走向改變的旅程，包含出監前的晤談、訂定

實際可行的行動計畫、出監日的迎接、陪同執行行

動計畫，並解釋該方案的其他服務目的與流程，使

方案參與者能夠更加全面地了解該方案的服務內容，

也帶動該方案的成功。方案參與者平均在方案中接

受  週的協助，根據社會投資回報分析，每投入 

英鎊，「離開監禁之路（）」方案平均可創造

 英鎊到  英鎊的投資效益，致力於使短期刑受刑

人成功復歸社會，將其轉變為社會資產，且該方案

致力於與外部機構及相關單位的合作，積極媒合相

關資源以提供方案參與者更有效的支持與服務；社

區司法辦公室（）首席官員及監獄典獄長皆高度

讚許「離開監禁之路（）」方案，並希望能將

該方案推展至蘇格蘭的每個地域。

肆、代結論：我國更生人轉銜措施之反思
綜合上述，蘇格蘭之社區復歸方案「離開監禁

之路（）」提供更生人復歸社會之新思維，培

訓已成功復歸社會的更生人作為生命教練，進而協

助即將出獄的短期刑受刑人，善用「陪伴」的概念，

支持更生人面對出獄後之各項挑戰，並安排就業顧

問與家庭顧問作為方案內的轉介資源，以協助方案

參與者進行就業諮詢，獲取就業培訓資源及就業機

會，並提供有效且專業的家庭服務，協助家庭擺脫

監禁的負面標籤及影響、修復與家人的關係及其他

迫切需要解決的家庭問題；從方案成效的角度來看，

亦可發現該方案為蘇格蘭所帶來的實際效益，確實

協助多位短期刑受刑人成功復歸社會，並降低再犯，

更積極媒合政府與民間之相關資源，促進合作，以

提供方案參與者更有效的支持與服務。

細究「離開監禁之路（）」方案成功的原

因，莫過於「生命教練」與「協調服務」兩個項目：

在「生命教練」項目中，該方案藉由招募具監禁經

驗者擔任生命教練，訓練其陪伴短期刑受刑人面對

出監後之各項困境與挑戰，並適時運用自身經驗給

予短期刑受刑人相關支持與建議，由於相同的文化、

語言與背景，使得方案參與者更易誠實地與生命教

練談論自身問題，並參考生命教練的建議制定出獄

後之行動計畫；生命教練就像是方案參與者與社會

間的橋樑，陪伴方案參與者走完成功復歸社會的旅

程，為該方案最成功之處。而在「協調服務」方面，

「離開監禁之路（）」方案亦付出許多努力，

在各個協作單位的配合下，積極媒合政府與各民間

單位的相關資源，並依據方案參與者之個別狀況，

為其轉介最合適的資源以供運用，政府與民間團體

上下齊心，共同為了創造更美好的蘇格蘭社會而努

力，為方案參與者提供最適切的支持與服務，亦是

導致該方案能成功推展的重要原因。

反觀我國之更生人轉銜措施，有多個民間機構

致力於更生人之轉銜輔導與協助服務，其中最主力

的機構即為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主要業務為

協助更生人出獄後能順利就業、就學，提供急難救

助申請，更積極媒合所輔導之更生事業雇主擔任協

力廠商，為更生人提供就業機會，並邀請輔導之更

生人入監分享自身成功復歸社會的經驗，藉以鼓舞

尚在服刑的受刑人，為其帶來改變的希望；亦有招

募具監禁經驗者做為協助輔導更生人之相關措施，

如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  於  年  月所

成立之更生人就業輔導團隊，以種子教師更生人帶

領新進的更生人，提供從出監前的無縫接軌返家服

務計畫，到出監後的輔導照護、培養職業技能，甚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以仁愛精神，輔導出獄人等自立更生，適於社會生活，預防再犯，以維護社會安寧為宗旨，目
前共有個分會，並由法務部指揮監督。參考網址：（最後瀏覽日期：年
月日）。

 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於年正式成立，以協助改善教育環境、導正社會風氣、促進全人教育發展之研究、配
合政府興辦社會教育活動為宗旨。參考網址：（最後瀏覽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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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陪同更生人參與就業面試等一系列的關懷服務；

該教育基金會培育先進到職場且穩定度高的更生人

作為學長，並認領後進的更生人作為學弟，其同為

更生人身分且工作時間都在一起，故相較於輔導員

跟雇主，學長才是最常陪伴個案且最能影響後進的

更生人的人，亦更加瞭解新進更生人初進職場時所

遇到問題，在第一時間運用自身經歷教導並協助後

進的更生人 。

可見我國民間機構已有運用關於招募具監禁經

驗者作為生命教練之相關概念，以作為更生人輔導

處遇的推動助力，然如希望將相關措施發揮更大的

影響力，即應制度化地建立一套類似蘇格蘭「離開

監禁之路（）」方案般關於生命教練之訓練、

執行機制，以增強將政府與民間機構之相關資源進

行整合的力道；此外，即便我國有多個民間機構致

力於更生人之轉銜輔導與協助服務，然我國之更生

保護制度因受限於人力、物力資源等限制，相關實

務工作人員難以具備足夠的時間去協助及陪伴每位

有需要的更生人，亦難以實施個別化處遇，依據不

同的個案狀況，媒合最合適的政府及社會資源，協

助其制定完善的社會復歸計畫，於監獄內的處遇過

渡至社區內的處遇階段時，為其提供最適切且有效

的協助服務，故如何有效地協助受刑人從監獄內的

處遇過渡到社會內的處遇，仍是我國政府及民間單

位應著重改善及思考的迫切議題。

綜而言之，目前我國雖有許多機構與相關單位

致力於更生保護之工作與服務，惟仍有再作制度上

整合與創新之空間，若能將蘇格蘭的「離開監禁之

路（）」方案之成功經驗做為借鏡，將政府與

社會各方的資源進行整合與連結，促進政府與更多

社會資源間的連結與合作，對於急迫需要協助的更

生人而言，無非是一大福音，然如何媒合相關資源

以使我國當前的更生人轉銜制度與措施更趨於完善，

仍有待相關研究或實務運作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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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於  年  月達

到  ，正式邁入「高齡社會」，預估  年後

（ 年），占比將超過 ，成為「超高齡社

會」，高齡化速度遠較歐、美、日等國為快；高齡

化趨勢亦延伸至監獄，尤其  年  月刑法修正施

行後，在一罪一罰、重罪累犯不得假釋等政策影響

下，新入監老年受刑人人數有增加之勢。鄰近我國

之日本早已邁入超高齡社會，為了解我國與日本高

齡受刑人之差異，爰就兩國近  年相關資料進行分

析。受限於日本官方統計資料發布時間，日本近 

年統計資料為  年至  年，我國則為  年

至  年。

一、近 10 年 (2009 年至 2018 年 ) 我國新入監高

齡受刑人 6,345 人，占全體新入監受刑人之

1.8%；日本 2008 年至 2017 年新入監高齡受

刑人 2 萬 2,116 人，占全體新入監受刑人之

9.2%，兩者占比均呈上升趨勢，且日本監獄

高齡化現象更為嚴重。

近  年  年至  年  我國新入監受刑人

計  萬  人，其中高齡  歲以上  受刑人 

人，占 ，所占比率呈上升趨勢，自  年 

升至  年 。 詳表 

日本  年至  年新入監受刑人計  萬

 人，其中高齡  歲以上  受刑人  萬  人，

占 ，所占比率亦呈上升趨勢，自  年 

升至  年 。 詳表 

日本  年至  年新入監高齡受刑人占

全部新入監受刑人比率  為我國近  年占比

 之  倍，日本監獄高齡化現象相較於我國更

為嚴重。

二、近 10 年我國新入監受刑人以 60 歲以上至

65 歲未滿者年齡層增加最快，平均年增率為

8.8%，65 歲以上者 8.5% 居次；日本 2008

年至 2017 年 65 歲以上受刑人平均年增率為

1.0%，65 歲未滿者均為負成長。

我國近  年新入監受刑人計  萬  人，以

 年  萬  人最多， 年  萬  人最少，

 年為  萬  人，平均年增率 。就各年

齡層之變化觀察， 歲以上新入監受刑人之平均年

增率均呈上升，其中以  歲以上至  歲未滿受刑

人  最高， 歲以上高齡受刑人  居次，而

 歲未滿者年齡層則均呈下降，其中以  歲未滿者

之平均年增率  下降最多。 詳表 

日本  年至  年新入監受刑人計  萬

 人，自  年  萬  人逐年減至  年 

萬  人，平均年增率 。就各年齡層之變化

觀察，僅  歲以上者之平均年增率為正值 ，

至於  歲未滿者之各年齡層，平均年增率均為負值，

以  歲未滿者  平均年增率  下降最多，與

我國相同。 詳表 

我國與日本高齡受刑人比較與分析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重要指標大事紀」

   資料來源：法務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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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 10 年我國新入監高齡受刑人人數呈增加，

由 2009 年 477 人增至 2018 年 992 人最多，

人口比自每 10 萬人 19.6 人升至 29.6 人；日本

2008 年至 2017 年新入監高齡受刑人在 2,000

人至 2,500人之間，人口比介於 6.5人至7.4人。

近  年我國新入監高齡（ 歲以上）受刑人人

數呈增加，自  年  人增至  年  人最多。

就性別觀之，男性  人，女性  人，男女比例

約 ：。男性新入監高齡受刑人自  年 

人增至  年  人，增加  倍；女性高齡受刑

人自  人增至  人，增加  倍。 詳表 

觀察近  年新入監受刑人人口比 （每  萬人

之新入監受刑人人數），高齡受刑人自  年每 

萬人  人升至  年  人； 歲未滿受刑人

則呈先降後升之勢，自  年每  萬人  人降

至  年  人最低， 年為  人。 詳圖 

   我國新入監受刑人人口比各年齡層新入監受刑人人數年中人口數×
日本新入監受刑人人口比各年齡層新入監受刑人人數各年基準人口數月日×。

表  我國新入監受刑人人數―依年齡分
單位：人、

年別 總計
20 歲 
未滿

20 － 30
歲未滿

30 － 40
歲未滿

40 － 50
歲未滿

50 － 60
歲未滿

60 － 65
歲未滿

65 歲 
以上 比率

年至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平均年增率         

表  日本新入監受刑人人數―依年齡分
單位：人、

年別 總計
20 歲 
未滿

20 － 30
歲未滿

30 － 40
歲未滿

40 － 50
歲未滿

50 － 60
歲未滿

60 － 65
歲未滿

65 歲 
以上 比率

年至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平均年增率         

資料來源：日本法務省「法務省的統計」之矯正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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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我國新入監受刑人人數―依性別分
單位：人、

年別

全體 男性 女性

計
65 歲 
未滿

65 歲 
以上

計
65 歲 
未滿

65 歲 
以上

計
65 歲 
未滿

65 歲 
以上比率 比率 比率

年至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說明：新入監受刑人人口比 = 各年齡層新入監受刑人人數 / 年中人口數 ×100,000。

圖  我國新入監受刑人人口比

日本  年至  年新入監高齡（ 歲以上）

受刑人，人數介於  人至  人之間。就性別

觀之，男性  萬  人，女性  人，男女比例

約 ：，相較於我國，日本女性受刑人高齡化程

度更為嚴重。 詳表 

觀察日本新入監受刑人人口比，高齡受刑人各

年變化不大，介於  人至  人； 歲未滿受刑人

則明顯下降，自  年每  萬人  人逐年降至

 年  人最低。 詳圖 

我國  年新入監高齡受刑人人口比  每  萬

人  人  為日本  年  每  萬人  人  之 

倍。 詳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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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日本新入監受刑人人數  依性別分
單位：人、

年別

全體 男性 女性

計
65 歲 
未滿

65 歲 
以上

計
65 歲 
未滿

65 歲 
以上

計
65 歲 
未滿

65 歲 
以上比率 比率 比率

年至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日本法務省「法務省的統計」之矯正統計年報。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法務省「法務省的統計」之矯正統計年報。
說明：新入監受刑人人口比 = 各年齡層新入監受刑人人數 / 各年基準人口數 (10 月 1 日 )×100,000。

圖  日本新入監受刑人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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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我國新入監受刑人主要罪名
 年至  年

單位：人、

65 歲未滿受刑人 65 歲以上受刑人

罪名 人數 比率 罪名 人數 比率

總計   總計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公共危險罪   

公共危險罪   不能安全駕駛罪   

不能安全駕駛罪   竊盜罪   

竊盜罪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詐欺罪   詐欺罪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妨害性自主罪   

傷害罪   傷害罪   

妨害性自主罪   貪污治罪條例   

偽造文書印文罪   偽造文書印文罪   

侵占罪   殺人罪   

妨害自由罪   賭博罪   

其他   其他   

說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含  年  月  日修正施行前之肅清煙毒條例及麻醉藥品管理條例。

四、近 10 年我國新入監高齡受刑人主要罪名，以

公共危險罪占 27.9% 最多，竊盜罪占 16.2%

居次；日本 2008 年至 2017 年新入監高齡受

刑人以竊盜罪最多，占比高達 53.7%，其次

為覺醒劑取締法占 9.1%。

觀察近  年我國新入監高齡（ 歲以上）受

刑人主要罪名，以公共危險罪  人  占 

最多，竊盜罪  人  占  次之，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  人  占 、詐欺罪  人  占

 分居第三、第四。日本  年至  年新入

監高齡受刑人主要罪名，以竊盜罪  萬  人  占

 最多，亦即每  位高齡受刑人中有  位為犯

竊盜罪入監，其次為違反覺醒劑取締法  加上大麻取

締法、麻藥取締法及鴉片法，相當於我國的毒品罪

範圍  人  占 ，詐欺罪  人  占 、

違反道路交通法  人  占  分居第三、第四。

 詳表 、表 

五、近 10 年我國新入監高齡受刑人應執行刑刑名

以有期徒刑 6 月以下者 ( 占 42.4%) 最多；日本

2008 年至 2017 年新入監高齡受刑人應執行刑

刑名以1年以上至 3 年未滿 ( 占 54.8%) 最多。

近  年我國新入監高齡（ 歲以上）受刑人

 人中，應執行刑刑名以有期徒刑  月以下者占

 最多，有期徒刑逾  月至  年未滿者占 

次之，拘役占  再次之。 詳圖 

日本  年至  年新入監高齡（ 歲以上）

受刑人應執行刑刑名  以  年以上至  年未滿者占

 最多，逾  月至  年未滿者占  次之，

年以上至  年未滿者占  再次之。 詳圖 

我國高齡受刑人應執行刑刑名為  月以下有期

徒刑及拘役者，合占 ，日本僅占 （ 月以

下者占 、拘留 ），而日本逾  月至  年未

滿者占達九成一，我國僅占三成二  逾  月至  年未

滿者占 、 年以上至  年未滿者占 、 年

以上至  年未滿者占 ，相較於日本，我國新入

監高齡受刑人之應執行刑相對較輕。 詳圖 、圖 

  日本的刑罰種類有死刑、懲役、禁錮、拘留、罰金及科料等，其中懲役、禁錮均為自由刑，相當於我國刑法主刑中的徒
刑，罰金及科料均為財產刑，科萬日圓以上稱罰金，科千日圓以上未滿萬日圓稱科料，無力繳納者留置勞役場易服

勞役，此類勞役場留置者，並不列入受刑人相關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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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日本新入監受刑人主要罪名
 年至  年

單位：人、

65 歲未滿受刑人 65 歲以上受刑人

罪名 人數 比率 罪名 人數 比率

總計   總計   

竊盜罪   竊盜罪   

覺醒劑取締法   覺醒劑取締法   

詐欺罪   詐欺罪   

道路交通法   道路交通法   

傷害罪   傷害罪   

強盜罪   殺人罪   

強制猥褻及致死傷罪   侵占及背信罪   

強制性交及致死傷罪   侵入住居罪   

強盜致死傷罪   暴力行為處罰法   

恐嚇罪   交通關係業務過失   

其他   其他   

資料來源：日本法務省「法務省的統計」之矯正統計年報。
說明： 覺醒劑係指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及其他鹽類化合物之中樞神經興奮劑。

 日本的覺醒劑取締法加上大麻取締法、麻藥取締法及鴉片法，相當於我國的毒品罪範圍。
 道路交通法類似我國的不能安全駕駛罪。

圖  我國新入監受刑人應執行刑刑名結構比

 年至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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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法務省「法務省的統計」之矯正統計年報。
說明：拘留係刑期在 1 日以上 30 日未滿者拘禁於拘留所 ( 類似我國拘役 1 日以上 60 日未滿，但遇有加重時，

得加至 120 日 )。 

圖  日本新入監受刑人應執行刑刑名結構比

 年至  年

圖  我國實際出獄高齡受刑人人數

 年至  年

六、近 10 年我國實際出獄高齡受刑人占全體實際

出獄受刑人比率由 1.1% 上升至 2.3%；日本

則自 2008 年 7.3% 上升至 2017 年 13.2%。

我國近  年實際出獄高齡（ 歲以上）受刑人

占全體實際出獄受刑人比率由  年  上升至

 年 ，實際出獄高齡人數自  年  人

增至  年  人，增加  倍；依性別觀察，男

性所占比率自  下降至 ，女性則由 

上升至 。 詳圖 

日本實際出獄高齡（ 歲以上）受刑人占全

體實際出獄受刑人比率自  年  逐年上升至

 年 ，人數亦由  人增至  人，各

年人數以  年  人最多；再就性別觀之，男

性所占比率自  下降至 ，女性則由 

上升至 ，女性比率上升幅度較我國顯著。 詳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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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日本實際出獄高齡受刑人人數

 年至  年

七、近 10 年我國在監受刑人以 60 歲以上至 65

歲未滿者增加最快，平均年增率為 14.2%，

65 歲以上者 11.9% 居次。

近  年我國在監受刑人各年底均介於  萬 

人至  萬  人之間， 年底為  萬  人，

平均年增率 。就各年齡層人數變化觀之， 歲

以上之年齡層均呈正成長，其中  歲以上至  歲未

滿者增加最快，平均年增率為 ， 歲以上高

齡者平均年增率  自  年底  人逐年增至

 年底  人  居次；而  歲未滿之各年齡層

均為負成長，其中以  歲未滿者平均年增率 

降幅最大。 詳表 

表  我國在監受刑人人數  依年齡分
單位：人、

年底別 總計
20 歲 
未滿

20 － 30
歲未滿

30 － 40
歲未滿

40 － 50
歲未滿

50 － 60
歲未滿

60 － 65
歲未滿

65 歲 
以上 比率

 年底         

 年底         

 年底         

 年底         

 年底         

 年底         

 年底         

 年底         

 年底         

 年底         

平均年增率         

八、我國在監高齡受刑人占全體受刑人比率，自

2009 年 1.0% 升至 2018 年 2.6%，2028 年預

測值為 5.8%，較 2018 年增加 1.2 倍。

近  年我國在監高齡  歲以上  受刑人占全

體受刑人比率自年底升至年底。

為提早因應受刑人高齡化現象，爰以日本法務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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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統計處、內政部統計處、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9 至 2028 年）。
說明：1. 2019 年起比率為預測值，係以 2009 年至 2018 年之實際值，做線性迴歸所得公式

C=7.9731+0.8999X 計算，其中 X= 年別 -2008( 即該年為 2009 年起第 X 年 )。
2. 線性迴歸模型之調整後 R2=98.7%。

圖  我國在監  歲以上受刑人占全體受刑人比率推估

務總合研究所方法 ，使用國家發展委員會之人口中

推估值，以「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推估「

歲以上受刑人占全體受刑人比率」。 詳表 

假設現行刑事政策不變，使用  年至 

年實際資料，以 【 歲以上受刑人占全體受刑

人 比 率（） 歲 以 上 人 口 占 總 人 口 比 率（）

×】對 （自  年起第  年）進行簡單線

性迴歸分析， 年起以  之預測值計算  值。

依簡單線性迴歸分析結果，我國高齡受刑人占

全體受刑人比率預測值自  年  升至  年

，與  年實際值  比較，增加  倍；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之

人口中推估值計算）則自  年  升至 

年 ，與  年實際值  相較，增加  倍，

顯示監獄受刑人高齡化速度較總人口老化速度快。

 詳圖 

綜上所述，近  年我國新入監高齡受刑人 

人，占全體新入監受刑人之 ；日本  年至 

年新入監高齡受刑人  萬  人，占全體新入監受刑

人之 ，日本監獄高齡化現象更為嚴重。我國新入

監高齡受刑人人數呈增加，新入監高齡受刑人人口比

自每  萬人  人升至  人；日本新入監高齡受刑

人人數在  人至  人之間，人口比介於  人

至  人。我國新入監高齡受刑人主要罪名，以公共危

險罪占  最多；日本則以竊盜罪最多，占比高達

。我國新入監高齡受刑人應執行刑刑名以有期徒

刑  月以下者  占  最多；日本則以  年以上至

 年未滿  占  最多。近  年我國實際出獄高

齡受刑人占全體實際出獄受刑人比率由  上升至

，日本則由  年  上升至  年 。

我國在監  歲以上受刑人占全體受刑人比率，

自  年  升至  年 ， 年預測值

為 ，較  年增加  倍。

鑒於高齡受刑人持續增加，部分高齡受刑人缺

乏家庭支持，在人際溝通及互動上容易被忽略，基

於人道關懷，矯正署已責成矯正機關主動加強注意

其飲食及生活照顧之需求。另外，我國新入監高齡

受刑人應執行刑刑名有半數為  月以下有期徒刑及

拘役者，建議善用社區服務或其他替代措施以減少

高齡犯罪者入監，減輕監獄負擔。

  詳日本法務省法務總合研究所第號研究報告《高齢犯罪者の実態と意識に関する研究－高齢受刑者及び高齢保護観察対象

者の分析》第章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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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兒童出生人數逐年下降，少子女化問題

嚴重，但兒少受虐通報人數卻逐年上升趨勢，顯見

我國對於兒童少年之人權保護，仍待加強。特別是

最近接連爆發兒虐案，我們可以看見輿論公審、鄉

民動私刑、各界呼應加重虐童刑責，然而除了加重

刑責為受虐兒童出一口氣之外，我們真的找到了預

防下一個兒虐悲劇的解方  根據衛福部的資料，近年

兒虐通報案件飆升，從  年「兒童少年福利法」

公布當年的  件，到  年增加到  萬件，之

後又呈現增加趨勢， 年  萬  件，增加到

 年的  萬  件。 年中就從  萬多件增至去

年的將近  萬件，增加了  成多，等於每天有  件，

相當每個小時有  件兒虐發生，令人不禁要問：台

灣社會怎麼了？或許造成兒虐案年年攀升的重要原

因，包括社會景氣差、人際間缺乏信任，造成父母

情緒壓力大、酗酒、吸毒，都助長兒虐悲劇，亦即

兒虐案某種程度上正是反應這種社會環境下的結果。

重大兒虐事件仍是文明社會之恥，在新聞熱點

過後，又有多少人願意再繼續為兒童保護政策上下

功夫？  年  月發生小燈泡事件後，蔡英文總統

曾寫下「這個社會破了很多洞，我會用盡全力，來

把他們都補起來。」確實，政府為了這些洞，也做

了些實質的努力，如行政院已核定「強化社會安全

網計畫」，重構「以家庭為中心，以社會為基礎」

的網路，只是這段時間實施以來成效如何？為此，

本文嘗試提出台灣社會重大兒虐事件補洞對策如下：

一、預防重於識別

每當重大兒虐事件發生後，政府便呼籲：「大

家要更雞婆些，遇有兒虐事件請速通報！」然而，

兒童與成人最大的差異在於生理上的脆弱性及無自

救力，一旦發生兒虐往往難以回天，因此兒童保護

的關鍵不能在於事後的通報與救援，必須強調普及

預防措施，以識別個別家庭及兒童的需要，從而提

供支援服務，避免其因缺乏支援而演變成為「高風

險家庭」。亦即針對虐兒事件，涉及  個層次的工作，

包括第一層次的普及預防、第二層次的篩選及支援

「高風險家庭」，和第三層次的識別、支援虐兒個

案及預防虐兒事件在同一家庭重演。預防重於治療，

目前台灣在第一層的工作確實有欠缺，缺乏以預防

為主軸的兒童政策，因此支援服務往往陷於被動及

補救性質，特別是在社會連帶日趨薄弱的今日，政

府不能繼續將生養兒童視為家務事，必須建立制度

性的預防網絡，取代殘補性的通報與究責。

二、設立行政院層級兒少保護辦公室

目前台灣的兒少保護權責，預防階段歸屬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保護階段歸衛生福利部保護服

務司；另外不足  歲的幼兒照顧如托嬰中心與褓姆，

是由衛生福利部管轄， 至  歲就讀的幼兒園，則是

由教育部主管。由於兒少保政策往往涉及跨部會之

業務，例如未成年生子、失學、預防接種、福利輸送、

父母入監等，若單由社政系統主責，相當難以協調，

必須由更高層親自領軍，才能克服跨部會困境。為

強化社會兒保意識、推動制度性的風險預防網絡及

福利措施，確實有必要於中央成立更高位階而事權

統一之主管機關。因此，為杜絕兒虐悲歌，勵馨基

金會等民間團體及人士，要求設立行政院級兒少保

護辦公室以統整資源，強化兒少保護機制，負責協

調社政、醫療、警政、教育、檢查及司法等相關系統，

確實有必要。

三、強化親職教育與幼兒福利輸送

研究指出兒虐產生的主因是父母親缺乏對兒童

許福生＊

兒虐事件—預防重於殘補   
DOI:10.6460/CPCP.201909_(22).05

* 中央警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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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發展的科學知識以及親職技巧，因此防治兒虐

的最重要策略是教育父母親兒童腦神經發展的知識，

以及各階段孩子身心發展需求的親職教育，亦即最

有效的兒虐防治策略是親職教育。因而政府應將親

職教育作為兒虐防治的第一級防線，而不是把監督

社工的執行力做為防治的第一線，而在各教育階段

加強親職與照顧知能。

此外，在台灣一個孩子從出生到滿  歲強迫入

學前，國家現有機制其實難以掌握兒童實況，也因

此多起案例是在辦理強迫入學調查時，才發現兒童

已經死亡多年。目前主管機關僅僅以「 歲以下弱勢

兒童主動關懷方案」，企圖掌握危險因子及早介入

關懷，往往有時間差，因而可發展及建立村里鄰「學

齡前幼兒福利輸送系統」，藉由福利輸送方式來確

認兒童發展實況，即時化解風險。或如新北市政府

透過高風險整合型安全網，積極推動「用心網助、

平安守護」專案，結合市府社政、警政、教育、民政、

衛政等各局處網絡力量，定期滾動將失蹤兒少資料

不斷地比對與查訪，以確認兒少的安全及受照顧情

形，若經多方比對與查訪仍行方不明，則由警察局

進行協訪與專案列管偵辦。

四、強化兒虐案件處理程序

依據衛福部統計資料顯示，兒少虐待通報人次

近年來不斷飆升，而  年林口長庚醫院獲國際期

刊《醫學》刊登的研究資料發現，該院  年間送至

加護病房的受虐兒，其中  為嬰幼兒，近  成為

腦傷，每  名就有  名被診斷重度障礙，未來須長

期臥床療養或看護照顧。由於未成年證人欠缺作證

能力或不足，倘不幸死亡更無法為自己主張權益，

因此，檢警提早介入蒐集相關事證，並輔以醫事專

業人員的篩檢、評估、辨識、診斷，對於釐清事實、

還原真相、判斷兒少虐待及疏忽的事實非常重要。

針此，筆者於  年  月衛福部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推動小組會議也提案表示，針對  歲以下兒

童死亡案件，宜先調查彙整相關資訊以利判定，故

建議修正檢察機關與司法警察機關勘驗屍傷應行注

意事項及相關書表，以及為求通報的即時性及提高

辨識兒虐案件的敏感度，促使醫療能更早更即時的

介入，應加強醫師等相關網絡人員之通報訓練，並

加強醫療單位社工在通報後追蹤兒童在院期間的會

談或調查結果等。又為回應最近的兒虐案，法務部

最近也舉行記者會提出，未來六歲以下兒童死亡案，

由地區衛生所做的行政相驗，檢察官將做個案查察，

以防止兒虐案「犯罪黑數」存在，並將與衛福部強

化橫向聯繫，能事前預防。並擇定台中、高雄、橋

頭、花蓮四個地檢署配合國健署的「兒童死亡回顧」

試辦計畫，由各領域的成員透過個案的研討，提出

具體的政策建議，避免兒虐死亡案一再發生，深值

肯定。

中華民國 108 年 0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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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 108 年度第 2 次
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議

召開「107 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焦點座談會

時間 內容

 辦理「 年臺灣社區預防吸毒家庭技巧訓練方案  教材設計與方案試行計畫」第二期驗收審查。

 辦理「 年臺灣社區預防吸毒家庭技巧訓練方案實施之研究」專家焦點座談會議。

 出席法務部「 年九合一大選整體選風網路聲量調查研究」結案報告討論會議。

 轉譯「私法正義－網路鄉民肉搜當事人及後續因應」國外研究文獻。

 辦理「 年臺灣社區預防吸毒家庭技巧訓練方案實施之研究」家庭招募公開說明會。


 辦理「 年臺灣社區預防吸毒家庭技巧訓練方案實施之研究」種子師資培訓之第三方觀察。

 發表「恐怖的網路新聞世界？網路新聞報導與公眾對犯罪和司法之態度」文獻導覽。

 辦理「社會法律事件簿微電影創作競賽」評選會議。

 發表「日本孩童社區安全地圖：自情境犯罪預防觀點探討」文獻導覽。

 協助法務部執行「 年九合一大選整體選風之網路聲量調查」研究案，完成結案報告。

 與「中國犯罪學學會」學術交流，並由劉邦揚研究員、蔡宜家副研究員進行「檢察機關好感度的探
索方法與成果分析」與「 年臺灣犯罪狀況及其分析」研究成果經驗分享。

 辦理  年度第  次「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議」，並頒發「社會法律事件簿微電影創作競賽」
獲獎團隊獎狀。

 帶領大專見習生參訪臺北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室。


 辦理「 年臺灣社區預防吸毒家庭技巧訓練方案實施之研究」方案實驗試作之第三方觀察。

 辦理「 年臺灣社區預防吸毒家庭技巧訓練方案  教材設計與方案試行計畫」第三期驗收審查。

 辦理「 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研究案之「殺人案件頻傳？析論  年  月至  月殺人案件網路
新聞與死刑聲量」專家座談會。

 辦理「 年臺灣社區預防吸毒家庭技巧訓練方案實施之研究」之專家焦點會議。

 帶領大專見習生參訪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少年觀護所、新北地方檢察署。

 帶領大專見習生參訪財團法人基督教晨曦會。

參訪晨曦會、臺北少年觀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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