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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隨著人類經濟活動之複雜化，以及跨國人員之移動，跨國刑事犯罪乃快

速增加，其中之著例為洗錢、毒品販賣、人口走私等；國際間透過互助合作

以進行罪犯之訴追，進而實踐司法正義之需求乃因之而生。國際間之刑事司

法互助合作之制度化，乃係依據條約形成，此條約或為雙邊條約，多邊條約，

有時亦有區域間之司法互助合作架構。就雙邊條約而言，我國與美國間所簽

訂之臺美司法互助協定）為我國刑事司法互助實踐之重要例子。另與對岸簽

訂之海峽兩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內，亦有許多刑事司法互助之規

定。就法制面之觀察而言，由於聯合國之相關規範，尤其聯合國反貪腐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以及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

罪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均

對於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有詳細之規範，且為多數國家所遵循，對於我國在國

際刑事司法互助之立法以及實踐上，均有高度之參考價值。但考慮到外交現

實，無論是雙邊條約，多邊條約或區域架構而，因我國非屬聯合國之會員國，

且我國與多數國家均無正式邦交，因而在多邊或區域架構之參與上均有其現

實之困難。 

在此背景下，我國與國外進行刑事司法互助事項，勢將遭遇許多與世界

先進國家不同的事實障礙與理論難題，本計畫擬就以本國實務為中心，借鏡

如美、日、德等國以及國際相關公約等之立法例、學說以及實務內容等，分

別就： 

1 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基本原則 

2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在近代之發展與立法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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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刑事司法互助與情資交換 

4 循刑事司法互助途徑取得證據在我國之證據能力 

5 犯罪所得之查扣、沒收、返還 

6 區際刑法之理論與兩岸現況 

7 國際海盜罪與刑事司法互助問題 

等議題進行研究與建議。 

除個別議題外，我國目前正進行刑事司法互助之立法規範，本計畫藉由

對於各種不同立法體例之研析，希望得以釐清各種立法體例之利弊得失，對

於我國立法方向將有所助益。依據我國目前之規範而言，現有立法計畫係於

刑事訴訟之外，另外單獨就刑事司法互助部分加以規範，且此所規範者，亦

與廣義之刑事司法互助制度（例如引渡、跨國受刑人移交）加以區隔。此就

各別制度單獨立法之方式，固然有因應個別制度需求之優點，是否缺乏整體

一般原則之考量。本研究計畫藉由各國與區域立法體例之研究，或可為我國

之立法規範，提供些許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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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緣起、目的、方法與研究範圍 

以下謹就本計畫之研究緣起、目的、方法以及研究範圍概述如下： 

 

1 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基本原則 

刑事司法協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刑事司法協助又稱為“小司法協

助”，稱之為“狹義”，主要是因為其制度形成比較早、層別較低，但其使用的

範圍較為普遍，並為世界大多數國家的國內法所確認和採用。時至今日，狹

義的刑事司法協助已發展成為一個內容豐富、多樣以及相對獨立的制度，對

打擊犯罪和司法有效等發揮越來越重要的作用。而且，狹義的刑事司法協助

已經有了大量新的方式和技術措施，適用範圍也日益廣泛，並形成一套獨立

的規則，甚至獨立於引渡等國際刑事司法合作、運用和處理某些國際法基本

規範。1988 年「聯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品和精神藥物公約」第 7 條首次以

“相互協助”為題、以超過“引渡”條款的篇幅調整狹義的刑事司法協助規則，

在此前的涉及刑事司法合作的國際公約向來都是以引渡條款為主，只用較簡

短的條文規範狹義的刑事司法協助。至於狹義刑事司法協助的方式，國際公

約和條約以及各國規定大致相同，主要包括送達司法文書、調查取證和資產

追繳等三者。1988 年「聯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品和精神藥物公約」第 7 條

第 2 項將刑事司法協助的方式歸納為七種：（1）獲取證據或個人證詞；（2）

送達司法文書；（3）執行搜查及扣押；（4）檢查物品和現場；（5）提供情

報和證物；（6）提供有關檔案及記錄的原件或經證明的副本，其中包括銀行、

財物、公司或營業記錄等；（7）識別或追查收益、財產、工具或其他物品，

以作為證據。除上述方式外，根據相關的國際條約，還可發現以下方式：（8）

為有關人員自願在請求國出庭提供便利；（9）為追回財產之目的而辨認、凍

結和追查犯罪所得；（10）追繳和返還財產；（11）移送被羈押人或正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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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者前往請求國出庭或者協助調查；（12）採取視訊進行詢問；（13）採取

電話會議方式進行詢問；（14）建立聯合偵查機構；（15）通訊監察等。由

上述措施可以發現，與引渡、對外國刑事判決的承認和執行等不同，狹義刑

事司法協助具有為刑事司法服務的特點，是為順利進行刑事程序及裁判的準

備動作，如送達司法文書、調查取證等都是為了刑事審判的順利進行。此外，

從人權保障的角度而言，狹義刑事司法協助對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內的

訴訟當事人也有積極意義，如對訴訟當事人資訊權的保護以及個人調查取證

能力的補充等，亦具有意義。此外，狹義刑事司法協助還要求中立性，與引

渡或刑事訴訟移管等其他刑事司法合作方式不同，其並不對受追訴的行為為

法律評價，只是為請求方的訴訟提供服務性合作，以求改善請求方進行刑事

訴訟的條件。而且，通過狹義刑事司法協助，不僅可取得證明有關人員有罪

的證據，還有可能取得證明其無罪或較輕罪名的證據。因此，狹義刑事司法

協助具有服務性和中立性的顯著特徵。由於狹義刑事司法協助具有上述特

色，因此，如雙重犯罪原則、政治犯罪、軍事犯罪、本國國民以及可能判處

死刑的案件等限制條件，對於被請求方而言未必具有強烈之拘束性，發生這

些情形時並非必然導致拒絕協助。隨著我國與國際接觸、往來日益頻繁，相

關狹義刑事司法互助的案例隨之增多，但我國過去無論是學術界或實務界對

此相關研究較少，以致在個案判斷上常發生困難，因此對此問題有參照現今

先進國家之立法例及學說等加以研究之必要。  

 

2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在近代之發展與立法體例 

隨著人類經濟活動之複雜化，以及跨國人員之移動，跨國刑事犯罪乃快

速增加，其中之著例為洗錢、毒品販賣、人口走私等；國際間透過互助合作

以進行罪犯之訴追，進而實踐司法正義之需求乃因之而生。國際間之刑事司

法互助合作之制度化，乃係依據條約形成，此條約或為雙邊條約，多邊條約，

有時亦有區域間之司法互助合作架構。就雙邊條約而言，我國與美國間所簽

訂之臺美司法互助協定）為我國刑事司法互助實踐之重要例子。就多邊架構

而言，則以聯合國架構為最重要之談判場域。至於區域組織而言，則以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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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盟之刑事司法互助發展最為完善。就此多邊與區域架構而言，因我國非屬

聯合國之會員國，且我國與多數國家均無正式邦交，因而在多邊或區域架構

之參與上均有其現實之困難。然而，就法制面之觀察而言，由於聯合國之相

關規範，尤其聯合國反貪腐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以及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均對於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有詳細之規

範，且為多數國家所遵循，對於我國在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立法以及實踐上，

均有高度之參考價值。此外，就歐洲聯盟之發展而言，其所發展之歐洲逮捕

令（European Arrest Warrant）、歐洲證據令（European Evidence Warrant）等

規範，藉由歐盟會員國刑事司法程序之調和，以此為基礎，並相互承認會員

國彼此間之逮捕令或證據。此項藉由以最低度標準為調和基礎，進而相互承

認之制度，實係刑事司法互助制度之一大進展，就此而言，亦可作為我國在

立法取向以及政策實踐之參考。 

而就司法互助之立法體例而言，就各國之立法例而言，均有所不同。有

單獨立法者，亦有將之一併規範於刑事訴訟法者。就單獨立法而言，有將民

事司法互助與刑事司法互助一併規範，亦有為因應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訴訟

程序各自之特性予以分別立法者。此外，就刑事司法互助之立法，亦有與其

他廣義刑事司法互助程序（例如引渡、跨國受刑人移交）一併規範或分別立

法等不同之立法設計。就此不同之立法體例，對於我國刑事司法互助制度之

走向，均有重要之參考價值。本研究計畫希望藉由聯合國關於刑事司法互助

規範（尤其聯合國反貪腐公約以及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之研究，

我國在立法政策以及司法實踐上，均能有所啟發。雖我國非屬聯合國之會員

國，但該公約為多數國家所遵循，亦為國際間司法互助之重要指標，我國若

在立法以及實踐上參酌聯合國多邊公約規範之精神，對於我國對外在尋求國

際司法互助之實際案例中，有所助益。而歐洲聯盟之規範，在比較法之觀察

上，可以作為一個重要之參考指標。若我國與其他國家在雙邊條約之基礎上，

欲進一步尋求司法互助之可能，則其發展方向除了協助之提供之外，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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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相同之程序保障標準前提下，進一步尋求相互承認之可能，則係進一步

發展之方向。 

我國目前正進行刑事司法互助之立法規範，藉由對於各種不同立法體例

之研析，希望得以釐清各種立法體例之利弊得失，對於我國立法方向將有所

助益。依據我國目前之規範而言，現有立法計畫係於刑事訴訟之外，另外單

獨就刑事司法互助部分加以規範，且此所規範者，亦與廣義之刑事司法互助

制度（例如引渡、跨國受刑人移交）加以區隔。此就各別制度單獨立法之方

式，固然有因應個別制度需求之優點，是否缺乏整體一般原則之考量。本研

究計畫藉由各國立法體例之研究，或可為我國之立法規範，提供些許建議。 

3 刑事司法互助與情資交換 

「調查取證」係刑事司法互助之一環。但「情資交換」是否係國際刑事

司法互助的種類之一，則有不同看法。持否定見解者，僅認為「調查取證」

係狹義之刑事司法互助種類之一，並不認為「情資交換」係一種刑事司法互

助類型；持肯定看法者，則認為「情資交換」係最傳統之司法互助行為，因

僅涉及非正式之情資蒐集與交換，未要求進行任何指定之法定程序，藉由各

個辦案單位的聯繫窗口，請對方調查犯罪嫌疑人是否位於對方國境內、是否

於該國置產等等，乃係一種打探情資的方法。「調查取證」係依據各國間(請

求國與協助國)之司法互助條約、協定及各該國刑事司法互助法之規定，因而

取得證據之正式司法互助程序。通常係以雙方之最高司法行政部門為窗口，

經由協助國之最高司法行政部門指派該國之有權取證官署進行取證，協助國

官署則可能係透過任意偵查或強制偵查之手段取得該證據；而「情資交換」

則係非正式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意義下之調查取證途徑，不經由最高司法行

政部門，乃經由雙方之執法機關間透過資訊提供、交換之方法，兩者間有相

當之差異。 

 

犯罪情資交換在途徑上，可分為透過國際交換平台交換情資與執法機關

間直接交換情資兩種方式。就前者而言，目前我國有加入亞太洗錢防制組織

（The 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APG）、艾格蒙國際聯盟（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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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mont Group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s, FIUs），此等國際組織會掌握世界

各國的洗錢情資與會員國間彼此交換訊息與通報，藉此防止國際間的洗錢活

動。透過這些組織，會員國間可以進行情資的交換與分享。而在各國之 FIU

中，與臺灣關係最為密切者，係美國之 FIU，美國之 FIU 稱為「美國財政部

金融犯罪執法機構」（The 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 of the U.S. 

Treasury），簡稱為「FinCEN」。臺灣目前最常收到之情資，即係來自 FinCEN

之情資交換報告。當金融交易或海關之各種「疑似洗錢交易報告」（STR）

進入 FinCEN 後，FinCEN 會以不同之「DCN」（Document Controlled Number）

控管予以分析，不同之「DCN」再歸納為各種「可疑交易報告」（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最後再綜整不同之交易報告，成為 FinCEN 的報告。 

此外，我國目前係由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擔任接受及傳遞洗錢情報

之聯繫窗口。金融機構所為之一定金額以上之通貨交易或依據一定徵候認定

為疑似洗錢之交易，均應確認客戶身分並留存交易紀錄，並向法務部調查局

洗錢防制處通報。且旅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出入國境，攜帶超過一定

金額之外幣現鈔或有價證券，向海關申報後，海關亦需將此申報資料匯送法

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中心。因此，臺灣之金融機構及海關與其他國家相同，

亦應向臺灣之 FIU(調查局洗錢防制處)申報「疑似洗錢交易報告」。 

 

在國際公約上，值得參考者乃「聯合國反腐敗公約」之相關規定；除了

公約第四章所規定的國際合作之外，與國際司法合作有關的援助或交流措

施，主要係指公約第六章「技術援助與資訊交換」（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之相關內容。1990 年聯合國預防犯罪與罪犯處遇大會

（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and the Treatment of Offenders）所通過之「反

腐敗實際措施」中亦指出，國際合作也可以採納交流資料與情報交換

的形式，且應當盡快展開研究，協助各國設計、制定與執行聯合策

略與合作布局，從而防止與控制腐敗活動。更重要的是，對於缺乏資

源與基礎設施來打擊腐敗犯罪的國家，應當提供技術上之合作。海峽

兩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第 5 點規定「雙方同意交換涉及犯罪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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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資，協助緝捕、遣返刑事犯與刑事嫌疑犯，並於必要時合作協查、偵辦。 」，

將兩岸間之犯罪情資交換，規定於第二章之「共同打擊犯罪」章，而同協議

第 8 點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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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將兩岸間之調查取證，規定於第

三章之「司法互助」章。可見，此協議除了區別了「情資交換」與「調查取

證」之不同外，似未將「情資交換」定性為「司法互助」之一部分。但依「海

峽兩岸犯罪情資交換作業要點」第 3 點之規定，「臺灣地區相關機關提供予

大陸地區主管部門之情資，如涉及年籍、指紋、血型、去氧核醣核酸資料、

前案紀錄、車籍資料、信用卡申請及交易資料、入出境紀錄、保險契約內容、

電話號碼、網路帳號、金融帳戶號碼、通聯紀錄、監察通訊所得資料、金融

交易明細、財產總歸戶、納稅紀錄、財務狀況等相關資料，應依臺灣地區法

令規定辦理。」，依此規定，在臺灣方面可提供之犯罪情資項目非常廣泛，

已幾乎是臺灣檢察官所有權限範圍內能調取之資料，均得提供予大陸地區做

情資交換使用。此規定是否在法理上合適？有參照先進國家立法例予以檢討

之必要。 

 

4 循刑事司法互助途徑取得證據在我國之證據能力 

在一民主法治國家，能將刑事司法互助的各種成果、資料等，順利的呈

現在法院刑事訴訟上，讓法院能依法判決被告有罪，或還被告清白，是憲法

保障人民享有「訴訟權」以及「正當法律程序」的重要內容，據司法院釋字

第 582 號，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律程序原則，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採

證據裁判及自白任意性等原則。刑事訴訟法據以規定嚴格證明法則，必須具

證據能力之證據，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

信心證，始能判決被告有罪。按此，刑事司法互助的結果如何能依據刑事訴

訟程序嚴格證明法則，將之成為「具證據能力之證據，並經合法調查，使法

院形成該等證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信心證」，也是討論國際刑事司法互

助中不可或缺的一環。傳統之刑事證據法對此一領域幾乎沒有深入、完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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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本計畫將就刑事證據法之原理、國外相關討論以及我國實務現況等，

進行研究分析。 

5 犯罪所得之查扣、沒收、返還 

近年來，許多重大刑事案件乃涉及數額龐大之金錢或金融詐騙，罪犯亦

多以洗錢之方式隱匿不法所得。如何有效率地扣押與沒收犯罪所得，並適當

賠償犯罪被害人，已成為國內學界與實務界關注之焦點。另一方面，我國頻

繁的國際經貿活動也對犯罪所得之隱匿及輸送產生推波助瀾之效；執法單位

如何面對此一挑戰，有效打擊洗錢活動與扣押犯罪所得，已然成為重要議題。

惟我國現行法律規定之沒收制度，屬於有罪判決確定後之沒收，若未發現或

認定係犯罪行為人而無從起訴；或遇到被告死亡、逃匿；因無責任能力而不

起訴或宣告無罪等情形，將可能因為法制面之不足，欠缺執行依據，而無法

宣告沒收以剝奪其犯罪所得，嚴重影響犯罪財產查扣及沒收之成效。 

由於我國與世界主要國家間均無邦交關係，雙方欠缺正式的引渡條約；

以現時的政治態勢而論，若要以正式管道向外國司法機關請求引渡人犯回台

受審，幾乎毫無可能性。故如被告逃亡海外，其涉嫌犯罪相關之國內財產往

往僅能長期扣押、凍結，卻無法依有罪判決據以執行沒收或發還被害人，此

一現象早已造成執法機關莫大壓力，甚而引發民怨。 

尤有進者，如被告將其資產移往國外，隨著資產的跨境移動，欲從境外

追討犯罪不法所得，更有賴於國際司法互助。然而在現行法制架構下，當被

告死亡、逃匿或其他原因而無法取得我國法院的沒收判決時，往往無法順利

向外國請求協助沒收被告於海外之財產；另一方面，當外國請求我國協助查

扣沒收該國被告在我國境內之犯罪財產，也會因欠缺相關法律依據而無法為

之。故本計畫認為，基於國內案件之處理及對外國進行司法互助之實務需求，

對於事實上無法或難以追訴處罰之案件，建立非以定罪為基礎之沒收制度應

有其必要性。對於相關制度之評估分析，已成為我國法制發展之重要議題。   

如參酌比較法，可發現普通法系國家為了回應日益嚴重之走私與毒品犯

罪問題，除刑事定罪後之資產扣押制度外，自 18 世紀以降，亦逐漸發展出依

民事舉證責任來認定犯罪資產之查扣。此等不以刑事有罪判決為前提之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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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Civil Forfeiture）制度，備受矚目。如 2005 年生效之「聯合國反腐敗

公約」第 5 章「資產追回」中第 54 條第 1 項第 3 款即建議：「考慮採取必要

之措施，以便在犯罪人死亡、潛逃或缺席而無法對其起訴的情形或者其他有

關情形下，能夠不經過刑事定罪而沒收此類財產。」此為國際公約中，首度

建議締約國採用非以定罪為基礎之沒收制度。在國際防制洗錢金融行動工作

組織（FATF）防制洗錢 40+9 項建議中，第 3 項亦明文敦促各國政府採取非

以定罪為基礎之沒收制度。而各國立法趨勢亦逐漸發展出對物不對人之獨立

沒收制度。 

總體而言，非以定罪為基礎之財產沒收程序可以分為三類，第一類為美

國、英國、澳大利亞等普通法系國家所採用之民事沒收模式，由政府對犯罪

資產提出特殊之對物訴訟（Action in Rem），而無須適用憲法關於刑事訴訟

上正當程序之基本要求，藉此有效地打擊販毒、洗錢或其他犯罪；第二類是

德國、法國與義大利等大陸法系國家所採用之刑事沒收模式，在刑法或刑事

訴訟法中規定刑事程序之單獨沒收制度，使在無法進行刑事訴追將被告定罪

時，仍得以及時沒收相關之犯罪資產；第三類則是新加坡所採用的單獨立法

模式，即在單行法律中特別規定對貪污、洗錢、毒品交易之犯罪嫌疑人、被

告之財產沒收程序。 

就當前資產沒收制度之國際趨勢與立法發展來看，各法制度間的折衝與

調和已在所難免。舉例而言，2012 年 11 月 14 日，美國司法部發布聲明稿指

出1，司法部已經向紐約州與維吉尼亞州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尋求沒收前

總統陳水扁夫婦及其家人收賄洗錢後，在美國所購置之兩筆房地產，合計價

值共 210 萬美元。此處美國政府之訴訟根據，即為民事沒收制度。此事例顯

示民事沒收程序於美國執法實務上之重要性；而我國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偵

組積極予以協助，就該案與美方交換相關洗錢證據，亦使該案成為台美司法

互助之重要里程碑。由此也可見民事沒收制度雖非我國法制，仍可能影響我

                                                 

1  請參見：http://www.justice.gov/opa/pr/2012/November/12-crm-1359.html（最後瀏覽
日：2012 年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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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民置於美國之資產，而國內執法人員於進行跨國司法互助時，更是經常

必須接觸此等程序。也因此，對於美國相關法制之深入研究，誠屬必要。   

此外，中國大陸已於 2012 年 3 月審議通過刑事訴訟法之增修條文，於特

別程序一章增設了犯罪嫌疑人、被告逃匿、死亡案件違法所得之沒收程序，

其採用者即為前述之刑事沒收模式。我國現階段在刑事司法實務上，與中國

大陸間有較為定期性之刑事司法互助；且移交罪贓以避免罪犯持續享有不法

利益、協助移轉犯罪不法所得使受害人得以獲得賠償或減輕損失等，早已成

為兩岸司法互助之重要議題。故中國大陸此次修法，其實踐成果既可作為我

國未來修法之重要指標，且對於兩岸未來司法互助之衝擊，亦值得深入觀察。 

綜上所述，建立非以定罪為基礎之資產沒收制度，將有利於我國與世界

各國展開國際刑事司法合作，有效打擊貪污犯罪與白領犯罪。我國目前正處

於資產沒收法制發展的十字路口，應當審慎評估何種模式較符合我國國情、

訴訟制度與憲法秩序。準此，相關制度的理論基礎、訴訟目的與程序設計，

都是今日刑事司法實務上必須妥為因應之重要議題。面對此等新問題與新挑

戰，我國學術與實務界皆有必要深入理解此種非以定罪為基礎之資產沒收程

序。 

本研究計畫之目的，在於探討相關制度之實體與程序議題，並分析將來

我國建立非以定罪為基礎之沒收制度時，其立法架構模式。由於採取與現行

法銜接的補充式立法，亦或是另訂專法，將會有不同之制度設計，故審度我

國之情勢，自有必要。此外，非以定罪為前提之資產沒收雖可補充刑事沒收

之不足，並有打擊犯罪之效，但美國學界與實務界亦長期爭論民事沒收制度

的正當性；相關爭議如比例原則之適用基準、雙重危險、無罪推定、舉證責

任分配、執法人員貪污問題與善意第三人之保障等，均是不可忽視的問題。

因此，我國在推動資產沒收法制之發展時，不能僅著重在相關制度之優點，

對於前述爭議問題，亦應當審慎評估。目前國內對此制度之研究，尚未有深

入之探討，本計畫期能補足相關研究之不足，並提出未來修法改革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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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將透過比較法與歷史觀照之研究進路，探討民事沒收制度於普通

法系統中的制度背景與社會情狀，藉此釐清對物訴訟此種特殊之法律擬制

（Legal Fiction）機制。此外，民事沒收制度之憲法爭議在美國引起廣泛討論，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對於民事沒收制度之定位、是否適用憲法各增修條文與適

用基準等問題，均呈現出極為分歧的觀點，本計畫除將深入研究美國聯邦最

高法院之論證依據與理論基礎，也會就美國學界對於民事沒收制度運作上可

能引發執法人員貪汙與濫用之動機，進行相關的研究。 

 

6 區際刑法之理論與兩岸現況 

國際上之司法互助可分為主權國家之間的國際司法協助、聯邦制國家內

部的邦際司法協助以及同一個司法區域內不同地區的司法協助三種。另外就

分裂國家的例子，二次大戰結束，德國分裂成西德（德意志聯邦共和國）與

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但雙方仍繼續適用內容幾經修改的同一部刑法

典，即德國「帝國刑法」（RStGB）。帝國刑法於一八七一年五月十五日公

布、一八七二年一月一日施行，在東德一直適用到其一九六八年施行「德意

志民主共和國刑法」，西德則適用到一九九八年公布全新刑法為止。由於兩

德有基礎架構大致相同的同部刑法典之適用重疊期，雙方刑法秩序因此有諸

多共通基點，這為西德實務奠立推行「區際刑法」理論的舞台，讓西德刑事

法院原則上得以適用東德刑法追究在東德領域之犯罪行為。東西德在分裂初

期，西德即採取務實作法，「準用」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原則，而於 1953 年

制定「德國境內刑事司法及職務互助法」，與東德進行刑事司法互助，此種

刑事司法互助，學理上稱之為「區際」(interlokale)刑事司法互助。德國境內

刑事司法及職務互助法，係將西德與東德兩邊之領域視為「內國」(Inland)，

將西德與東德兩邊之人民均視為德國人，將西德與東德兩邊之法院均視為德

國法院，至於西德與東德兩邊所提供之刑事司法互助，則定位為一種特別的

內國的刑事司法互助。在該法之中，刑事司法互助之內容包括：犯罪人之引

渡、協助訊問證人、送達文書、提供情報、代為執行確定判決等。區際刑事

互助之實質內容，其實與國際間的刑事司法互助，相差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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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普遍意見認為，「一國兩制」的方針政策是產生中國區際刑事司法

協助最根本、最直接的因素，因此，要建立起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區際刑事

司法協助制度，就必須以“一國兩制”的方針政策為基石。在研究區際司法協

助時，需要旗幟鮮明地闡明“一國”在“兩制”中的主導地位，無論哪個法域都

責無旁貸地肩負著維護國家主權，實現國家統一的重任。 

 

中華民國為一主權獨立國家，臺灣與大陸之關係，既非一國兩制為基礎，

也非聯邦制國家，亦無如同戰後德國般「基礎架構大致相同的同部刑法典之

適用重疊期」，區際刑法的理論與歷史能否解釋兩岸的現況？值得探究。另

外，在現實考慮下，兩岸刑事司法互助是否必須套用區際刑法理論方得以開

展，亦必須論述。 

 

7 國際海盜罪與刑事司法互助問題 

在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中葉間，對海盜適用普遍性管轄原則，已告確立。

國際法對海盜適用普遍管轄的主要論據在於：海盜罪行發生在沒有任何一國

擁有維持秩序權責的公海上，破壞國際社會透過海洋所達致在交通、經濟、

科學、軍事各方面之共同利益，似此人類公敵的行徑，當然違反世界各國的

法律，不受任何國家保護，任何國家均得拿捕審判。1958年之日內瓦公海公

約始確立了海盜行為的構成要件，並大體上為其後之1982年聯合國海洋法公

約所承襲。關於「普遍性管轄原則」，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05條規定如下：

「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每個國家均可扣

押海盜船舶或飛機或為海盜所奪取並在海盜控制下的船舶或飛機，和逮捕船

上或機上人員並扣押船上或機上財物。扣押國的法院可判定應處的刑罰，並

可決定對船舶、飛機或財產所應採取的行為，但受善意第三者的權利的限

制。」、至1988年「制止妨害海上航行安全的非法行為公約」等亦對之調整

與修正，為當代規範海盜最重要之國際法依據。據統計，自2000年起至2010

年間，世界上共發生3,991件海盜和海上武裝劫持事件，平均每年約發生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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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案件。其中麻六甲海峽發生336起、南中國海發生1,174起、印度洋發生673

起、東非海域發生774起、西非海域發生520起、南美和加勒比海域發生424

起，上述地區共發生3,921起海盜事件，佔全球總量之98.2%。在相關的刑事

訴追與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上，主要的討論問題計有「確認對海盜罪的普遍管

轄權」、「海盜疑犯的移交」、「證據調查與收集」、「刑事審判法庭的選

擇」以及「刑罰的執行」等，這些議題的主要內容為何？在實務上有哪些特

殊性？等問題，是本計畫預計研究之重點。 

 

 

 



第一章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在近代之發展 

15 

 

第一章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在近代之發展 

隨著人類經濟活動之複雜化，以及跨國人員之移動，跨國刑事犯罪乃快

速增加，其中之著例為洗錢、毒品販賣、人口走私等；國際間透過互助合作

以進行罪犯之訴追，進而實踐司法正義之需求乃因之而生。國際間之刑事司

法互助合作之制度化，乃係依據條約形成，此條約或為雙邊條約，多邊條約，

有時亦有區域間之司法互助合作架構。就雙邊條約而言，我國與美國間所簽

訂之臺美司法互助協定2為我國刑事司法互助實踐之重要例子。就多邊架構而

言，則以聯合國架構為最重要之談判場域。至於區域組織而言，則以歐洲聯

盟之刑事司法互助發展最為完善。就此多邊與區域架構而言，因我國非屬聯

合國之會員國，且我國與多數國家均無正式邦交，因而在多邊或區域架構之

參與上均有其現實之困難。然而，就法制面之觀察而言，由於聯合國之相關

規範，尤其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以及聯合國反貪腐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均對於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有詳細之規範，且為

多數國家所遵循，對於我國在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立法以及實踐上，均有高

度之參考價值。此外，就歐洲聯盟之發展而言，其所發展之歐洲逮捕令

（European Arrest Warrant）、歐洲證據令（European Evidence Warrant）等規

範，藉由歐盟會員國刑事司法程序之調和，以此為基礎，並相互承認會員國

彼此間之逮捕令或證據。此項藉由以最低度標準為調和基礎，進而相互承認

之制度，實係刑事司法互助制度之一大進展，就此而言，亦可作為我國在立

法取向以及政策實踐之參考。基於此項背景，本章乃以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

犯罪公約、聯合國反貪腐公約以及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發展為課題，研究國

際刑事司法互助在近代之發展，作為我國在研議刑事司法互助立法政策選擇

以及學術相關討論之借鑑。 

                                                 

2 正式名稱為「美國在台協會與駐美國台北經濟文化代表處間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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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 

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於二〇〇〇年十一月經聯合國大會採認，

同年十二月在義大利帕勒摩（Palermo）經締約方簽署，此打擊組織犯罪公約

歷經長期之協商，自一九九八年起即開始協商，其間涉及主要爭議之一乃係

是否應該恐怖主義列入組織犯罪之範疇內3。同時，簽署之打擊跨境組織犯罪

公約除公約本身外，另包含人口販運、移民走私、武器販運與走私等議定書。

依據聯合國打擊跨境組織犯罪公約第一條之規定，公約之目的乃在於促進合

作以有效地預防並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之規範大致可分為實體規範與程

序規範兩個面向：實體規範係指對於跨國組織犯罪予以定義；程序規範則可

分為對於跨國組織犯罪之預防、調查與追訴之具體措施以及為達此目的之國

際刑事合作事宜。 

就實體規範而言，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所規範之犯罪係規範於公約第

三條第一項，計有兩類：其一係明文列舉於第五條、第六條以及第七條之參

與犯罪組織、犯罪所得之洗錢行為以及貪腐三項犯罪樣態。同時，公約並於

第七條與第九條規範打擊洗錢行為與貪腐之相關措施。至於一般規範部分，

則係公約第二條所稱之嚴重犯罪，且具有跨國性質且涉及犯罪組織之嚴重犯

罪（serious crime as defined in article 2 of this Convention; where the offence is 

transnational and involves an organized crime group）。所謂之嚴重犯罪，係指

一犯行之最重本刑至少達四年或四年以上之有期徒刑者。至於何犯罪具有跨

國性質則規範於公約第三條第二項，計有四項：其犯罪係於兩國以上之境內

違犯者；該犯罪係於一國內違犯但其預備、謀議、指揮或控制之實質部分在

另一國家內發生者；該犯罪於一國內違犯，但涉及一從事兩國以上犯罪活動

之跨國犯罪組織者；該犯罪於一國境內違犯，但對於另一國具有實質影響者。

至於犯罪組織則定易於公約第二條，係指三人或三人以上組成，存在於一定

                                                 

3 David McCle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ivil and Criminal Mat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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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為實施一項或多項本公約所例示之犯罪或嚴重犯罪，以直接或間接取

得金錢或其他物質利益之一致行動之有組織結構之集團。 

就程序規範部分，如前所述，可以分為對於跨國組織犯罪之預防、調查

與追訴之具體措施以及為達此目的之國際刑事合作事宜。而就本研究計畫所

關切之刑事司法互助而言，主要涉及引渡；刑事程序之移轉；受刑人之移管；

法律互助；犯罪所得之扣押與沒收4。引渡程序之目的在於遂行請求國刑事訴

訟程序之進行，或刑罰之執行。刑事程序之移轉之建置目的在於涉及多重法

域時，得將刑事訴訟程序移轉至單一法域內，有效且迅速地進行刑事訴訟程

序。受刑人之移管則在於刑事被告一締約方完成審判程序後，將之移轉自其

母國執行該締約國所判處之刑罰，以利被告之再社會化。法律互助則係狹義

之司法互助，主要涉及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中所需之法律協助。最後，犯罪

所得之扣押與沒收，則指在偵查、審判程序進行中對於犯罪所得之扣押，或

偵審程序完竣後，對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本節以下乃分別就此等議題逐一分

析。 

 

第一款 引渡 

引渡係刑事司法互助之古典議題，亦係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發展最為完整

的領域。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於第十六條規範人犯之引渡。國際法

關於引渡之規範，主要見諸於歐洲引渡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Extradition）5以及聯合國模範引渡法條約（Model Treaty on Extradition）6。

然而打擊跨境組織犯罪公約並未依據聯合國模範引渡法條約之內容加以規

範，而係參考一九八八年之聯合國禁止非法犯運麻醉藥物與影響精神物質公

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on Narcotic Drugs and 

                                                 

4 除引渡等司法互助之主要議題外，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另涵蓋司法互助之其
他相關議題，例如以及其他如被害人保護之協助以及執法機關之合作等。 

5 European Convention on Extradition, done on 13 December 1957 in Paris, CETS No. 20. 
6 Model Treaty on Extradition, A/RES/45/116, 14 Decembe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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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tropic Substances）7第六條之規範。學者 McClean 認為此項發展相當出

人意料，蓋因模範引渡條約係一較為完整之規範，且專門針對引渡制度而設
8。而此項發展同時意味著，在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過程中，毒品販運之防制

具有其歷史發展之重要性。 

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第十六條首先規範引渡之要件，包含涉及公約所

規範之犯罪以及雙重可罰要件，其次，並就締約方之內國法規範是否須以引

渡條約之存在為基礎作為引渡之前提加以討論。在涉及須以引渡條約為前提

時，公約並規範締約方應考慮是否得以本公約作為條約基礎。就引渡之要件

而言，公約第十六條第一項規定：本條歸於引渡之規範應適用於公約所涵蓋

之犯罪以及公約第三條第一項 a 款以及 b 款所規範之犯罪，而且涉及犯罪組

織時。同時，被請求引渡之人應身處於另一締約方之領域內，且引渡請求所

欲追訴或懲罰之犯罪在引渡請求國與被請求國間須均構成刑事犯罪。就前段

規範而言係引渡請求之實體要件，就後段規範而言，則是雙重可罰之規範。

就實體要件而言，公約第十六條第一項所稱公約應適用於「公約涵蓋之犯罪

以及公約第三條第一項 a 款以及 b 款所規範之犯罪」。就後者公約第三條第

一項 a 款以及 b 款所規範之犯罪而言，a 款係公約例示之參與犯罪組織、犯

罪所得之洗錢行為以及貪腐三項犯罪樣態，而 b 款則係一般條款，亦即涉及

最重本刑至少達四年或四年以上之有期徒刑之犯罪行為。然而有疑義者乃係

法文所稱之「公約所涵蓋之犯罪」究何所指，則未見明瞭9。 

就雙重可罰之要件而言，學說上可區分為抽象之雙重可罰與具體之雙重

可罰。抽象之雙重可罰係指被請求引渡之被告所涉犯之犯罪，就刑罰規範而

言，在請求國與被請求國均屬刑事犯罪；具體之雙重可罰係指，除就該行為

需同時構成請求國與被請求國之犯罪外，就該犯罪之行為人，依據請求國與

被請求國之法律，就系爭犯罪均應應擔負罪責，而科以刑罰。依據打擊跨國

                                                 

7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o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done on 19 December 1988 in Vienna, 1582 UNTS 95. 

8 David McClean,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A Commentry on the UN Convention and 
its Protocols (2007) 175. 

9 ibid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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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犯罪公約第十六條第一項後段之規範而言，似以抽象之雙重可罰為已

足。然而，由於引渡規範之具體落實，仍有賴於締約方之內國法規範，因而，

倘若主權國家採取具體之雙重可罰要件，則被請求引渡之被告是否具有主觀

主觀之阻卻事由，得以排除引渡之執行，將依據締約方內國立法而定。就雙

重可罰之要件而言，打擊跨國犯罪公約第十六條第二項規定：若經請求之犯

罪僅部分符合雙重可罰之要件時，則被請求國應就符合之犯罪，適用本條之

規範。亦即，就符合雙重可罰之要件時，此部分之犯罪，即應適用引渡之規

範。 

此外，公約就締約方之內國法規範是否以引渡條約為基礎俾以進行引渡

加以規範，就不以引渡條約存在為前提者，公約課以締約方在內國法上承認

公約第十六條所規範之犯罪為可引渡之犯罪之義務10。若締約方內國法規範

係以引渡條約基礎為前提者，則公約建議締約方可考慮是否以打擊跨國組織

犯罪公約本身作為條約基礎11，在此原則之下，公約並進一步要求締約方在

存放其批准或同意公約之相關文件時，聲明是否接受以公約本身作為條約基

礎。若締約方拒絕將公約本身作為引渡之條約基礎，則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

約課以締約方在適當情形下與其他締約方締結引渡條約之義務12。簡言之，

公約試圖克服締約方以引渡條約存在為要件之引渡執行，其一係建議締約方

考量以公約本身作為引渡執行之條約基礎，若締約方拒絕此一模式，則締約

方應在適當情形下締結雙邊之引渡條約，以遂行跨國組織犯罪之引渡。 

 

第二款 刑事程序之移轉 

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第 21 條規範刑事程序之移轉，公約規定：

締約方應考量將訴訟程序移轉至另一締約方以進行公約所規範之犯罪之追

訴，若此項移轉有助於司法之執行，尤其涉及數法域需集中追訴程序時。因

而，依據公約之規範，締約方僅負有考量是否將訴訟移轉至另一締約方進行

                                                 

10 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第 16 條第 6 項。 
11 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第 16 條第 4 項。 
12 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第 16 條第 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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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義務，並非當然須移轉該訴訟。是否移轉該訴訟之主要考量點在於是否有

助於司法之執行，尤其是集中追訴程序之目的。然而，對於移轉刑事訴訟程

序之具體規範，例如移轉請求之程式與要件等，均未明文規範。因而，此項

條文之具體落實，有待於其他國際公約或規範之補充。就此議題而言，在歐

洲理事會架構下有一九七二年簽訂之歐洲移轉刑事訴訟程序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the Transfer of Criminal Proceedings）13；在聯合國架構下則有

移轉刑事訴訟程序之模範公約（Model Treaty on the Transfer of Criminal 

Proceedings）14。就兩個移轉刑事訴訟程序公約之規範而言，聯合國之移轉刑

事訴訟程序模範公約較歐洲理事會架構下之歐洲移轉刑事訴訟程序公約簡略

許多，且該模範公約係雙邊性質，在未經主權國家採用前，不具有條約國際

法之效力，因而就國際法之影響力亦不若歐洲移轉刑事訴訟程序公約15。 

 

第三款 受刑人之移管 

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第 17 條規範受刑人之移管，公約規定：締

約方得考慮簽訂雙邊或多編織條約或安排以移轉其境內因違犯本公約之犯罪

而受拘禁或以其他形式剝奪人身自由之人犯至另一締約方境內以執行徒刑或

其他刑罰。此條文就其條文規範而言，乍似簡單，然而相關之規範時付之闕

如。亦即，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僅規範公約之締約方得簽訂之受刑人移管

之雙邊或多邊協定，是否簽訂此協定仍有賴締約方之裁量。就既有規範而言，

在歐洲理事會架構下，訂有刑事判決之國際效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Validity of Criminal Judgments）16。然而此項公約因受刑人之

移管不需取得受刑人之同意，因而有違反內國憲法之疑慮，故而並未得到多

                                                 

13 European Convention on the Transfer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done on 15 May 1972 in 
Strasbourg, CETS No. 73. 

14 Model Treaty on the Transfer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adopted on 14 December 1990, at 
68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RES/45/118, 14 December 1990. 

15 15 McClean,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A Commentry on the UN Convention and its 
Protocols (n. 8) 249-251. 

16 Europea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Validity of Criminal Judgments, done 28 May 
1970 in the Hague, CETS No.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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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歐洲國家之批准。其後，一九八三年，同樣在歐洲理事會架構下簽訂了移

轉被判刑人公約（Convention on the Transfer of Sentenced Persons）17除了多邊

公約外，各國例如美國、英國亦簽訂了諸多雙邊條約以規範受刑人之移管，

同時間，亦制定了內國立法以規範受刑人之移管18。受刑人之移管主要須取

得移出國與執行國以及受刑人之同意，同時間，該受刑人所經判處之刑罰須

符合雙重可罰之規定。而受刑人之移管與為執行目的而為之引渡之差別在

於：前者於受刑人經移轉回母國後係執行他國（即判刑國）之刑罰，而後者

於經引渡回申請國後，執行之刑罰乃係申請國本身之刑罰。 

 

第四款 司法互助 

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第 18 條以極長之條文規範司法互助，在此

條文下所涉及之司法互助，係狹義之司法互助，主要涉及偵查及審判程序之

進行。就其立法例而言，仍沿襲一九八八年聯合國禁止非法犯運麻醉藥物與

影響精神物質公約第七條之規定。就國際法之發展而言，歐洲理事會架構下

一九五九年曾簽訂刑事議題之互助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19；在聯合國架構下亦有聯合國司法互助模範

條約（Model Treaty on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20。然而，即令

有上開區域以及多邊架構之發展，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在立法例

上，仍沿襲一九八八年之禁止非法犯運麻醉藥物與影響精神物質公約，此項

立法取向與前述之引渡規範相似。 

                                                 

17 Convention on the Transfer of Sentenced Persons, done on 21 March 1983 in Strasbourg, 
CETS No. 112. 

18  關於人犯移轉制度，參見 Michael Abbell, International Prisoner Transfer 2010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0); Michal Plachta, Transfer of Prisoners under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and Domestic Legisl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 Max-Planck-Institut für 
Ausländisches und Internationales Strafrecht 1993).中文文獻請參見周慶東，刑罰執行之法互助
－以德國刑事司法互助法為考察，司法新聲，第 103 期，頁 26 至 36。 

19 European Convention on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done on 20 April 1959 in 
Strasbourg, CETS No. 30. 

20 Model Treaty on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adopted by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A/RES/45/117, 14 December 1990; subsequently amended by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A/RES/53/112, 20 Januar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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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跨國犯罪組織公約第十八條首先規範，在對於自然人涉及公約第三

條第一項 a 款以及 b 款之犯罪，以及對於法人在涉及公約第十條所規定之犯

罪所提出之法律互助請求時，締約方應給予最廣泛之協助。就法律協助之類

型，同條第三項臚列各種請求，包含：向個人獲取具或陳述；送達司法文書；

執行搜索扣押以及凍結；檢查物品或場所；提供資料、物證及鑑定結論：提

供有關文件與紀錄之原本或經驗證之副本，期中包含政府、銀行、財務、公

司或營業紀錄；為取證目的而辨識或追查犯罪所得、財產、工具或其他物品；

為自願在締約方出庭之人員提供便利協助；以及其他不違反締約國本國法律

之任何其他形式之協助。 

除了上述法律協助外，公約並規範了為供取證為目的之羈押或監禁人犯

之移轉。易言之，此項移轉與前述之受刑人之移轉係為執行判刑國之刑罰判

決相異，同時，亦與以為執行刑罰目的之引渡係執行聲請國之刑罰判決有所

不同。此時經羈押或監禁之人犯之移轉，僅係為聲請國偵查及審判程序之遂

行而為之移轉，其目的在於協助證據之取得。就此，經移轉之人犯在聲請國

境內不得以其他事由予以追訴、拘禁或處罰21，此乃基於特定性原則(specialty )

之要求，亦即經羈押或拘禁之人犯其移轉需受到聲請國聲請移轉之目的所拘

束，於移轉後人身自由不得因其他理由予以拘束22。 

最後，與公約所規範之其他司法互助相似，法律互助之執行，仍有賴於

締約方內國法律之執行，除此之外，公約並規定締約方得因不具雙重可罰之

理由，拒絕法律互助23。 

 

第五款 犯罪所得之扣押與沒收 
                                                 

21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第 18 條第 12 項。 
22 此項特定性原則，最常出現於引渡議題上，亦即，人犯之引渡需受到引渡請求所欲追

訴審判之犯罪，或所欲執行之刑罰事由所拘束，人犯引渡後不得以其他理由予以追訴、審判
或處罰。關於此原則，參見 Sz Feller,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the Speciality Principle in 
Extradition Relations' (1977) 12 Israel Law Review 466; Jan H. Jans, 'European Law and the 
Inapplicability of the 'Speciality Principle'' (2008) 1 Review of Europea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35; Christopher J. Morvillo,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Doctrine of Speciality: The Deterioration of 
United States v. Rauscher' (1990-1191) 14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987. 

23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第 18 條第 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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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所得之扣押與沒收主要規範於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第十二

條至第十四條，其規範模式亦沿襲一九八八年之禁止非法犯運麻醉藥物與影

響精神物質公約第五條之規範。依據公約第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締約方應

盡其可能在國內法層次採取相關立法，以確保公約所規範之犯罪所得以及犯

罪所用或供作犯罪所用之財產、設備或其他工具之沒收。同條第二項並規定：

締約方應在內國法層次採取相關立法，以確保上開犯罪所得、犯罪所用或供

作犯罪所用之財產、設備或其他工具之辨識、追查、凍結或扣押。其後，公

約並於第十三條與十四條分別詳細規定扣押之國際合作以及沒收後之犯罪所

得或犯罪所用或供作犯罪所用財產之處置。 

第二節 聯合國反貪腐公約 

在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之後，在聯合國架構就國際司法互助之

另一下立法嘗試乃係聯合國反貪腐公約之簽訂。該公約之立法緣起乃源諸於

二〇〇〇年十月，聯合國大會之第 55/61 號決議，認為有必要在打擊跨國組

織犯罪公約架構之外，另行制定一國際規範以對抗貪腐。因而在維也納之聯

合國毒品與犯罪組織架構下，成立一非常設委員會，以進行相關公約之談判。

該委員會歷經兩年之談判，於二〇〇三年完成公約草案，並經聯合國大會於

同年十月加以採認。24同時，並決定於墨西哥召開締約大會，開放會員國簽

署。公約並於二〇〇五年十二月十四日生效。公約在前言中提及聯合國跨國

組織犯罪公約，並重申反貪腐公約與跨國組織犯罪公約之相輔相成效果。公

約在第一條中開宗明義表示：促進並加強各項措施，俾以更有效地預防及打

擊貪腐；促進、便利並支持在預防與打擊貪腐方面之國際合作與技術援助，

其中包含資產之追回；提倡廉潔、課責性以及公共事務與公共財產之妥適管

理。公約主要涵蓋四大面向：貪腐之預防、貪腐之犯罪化、國際合作、資產

之追回、技術合作與資訊交換等。就國際司法互助而言，反貪腐公約在打擊

                                                 

24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RES/58/4, 31 Octob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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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組織犯罪公約之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反貪腐公約涵蓋對人之引渡25與

受刑人之移交26，於刑事程序之移轉27以及在偵查、追訴、審判程序中之國際

法律互助28。就對物之扣押與沒收部分則進一步強化，規範於第五章資產之

追回29，此項規範是國際司法互助之重大進展。 

反貪腐公約第五章開宗明義宣示：依據本章之規定返還資產是公約之基

本原則，締約方應就此進行最廣泛之合作30。其後，反貪腐公約第五十二條

以下規範：預防與監測犯罪所得之移轉；追回犯罪所得之措施；透過沒收追

回資產之機制；沒收事宜之國際合作；資產之返還與處分等。就預防與監測

犯罪所得之移轉部分，締約方應依其內國法律採取必要措施，要求境內之金

融機構確認顧客之身分，對於鉅額之資金應確認受益者之實際身分，並強化

曾任或現任重要公職之人員以及其家屬或親近成員所擁有或開立之帳戶監督
31。就直接追回財產之措施部分，公約要求締約方就其內國法制，應允許另

一締約方在其境內以民事訴訟確認該另一締約方就公約所規範之犯罪所取得

之財產之所有權或其他權利；同時，締約方應依其國法律採取必要措施，允

許本國法院命令違犯公約所規範之犯罪之行為人向受有損害另一締約方支付

補償或損害賠償；採取必要措施，以允許本國法院或其他有權機關在做成沒

收決定時，肯認另一締約方就違犯公約所規範之犯罪因而取得之財產之所有

權或其他權利32。至於沒收之國際合作則分別規範於公約第五十四條與五十

五條， 

公約第五十五條主要涉及沒收之司法互助，該條第一項規定：若一締約

方接到涉及公約所規範之犯罪，且屬於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一款所述之犯罪所

                                                 

25 聯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44 條。 
26 聯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45 條。 
27 聯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47 條。 
28 聯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46 條。 
29 聯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44 條。 
30 聯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51 條。 
31 聯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52 條第 1 項。 
32 聯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5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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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財產、設備或其他工具之沒收之司法互助請求，在請求之締約方具有管

轄權之情形時，受請求之締約方應依其內國制度盡其可能將該請求提交內國

之有關機關，俾以取得沒收命令以進行沒收。在取得請求國之沒收命令後，

被請求國即並應依據沒收命令就其境內之犯罪所得、財產、設備或其他工具

予以沒收33。同時，在收受請求後，未執行沒收前，被請求之締約方應就應

沒收之物先予辨識、追查、凍結或扣押，以確保沒收之進行34。而為了促進

沒收之國際合作，反貪腐公約於第五十四條要求締約方應建立相關內國機

制，以達國際合作之目標。就此，締約方應根據內國法律，採取必要措施，

使其內國主管機關得以執行另一締約方法院所核發之沒收命令；採取必要措

施，使內國主管機關對於洗錢犯罪或其他犯罪得藉由判決或其他法律程序，

下令沒收外國來源之財產；同時，並考量採取必要措施在犯罪人死亡、潛逃

或缺席時，無需藉由刑事審判程序即得沒收此類財產35。而為確保沒收之進

行，在請求國之請求足資證明合理之根據，該類財產為沒收命令所拘束時，

被請求國應依據其內國法律，採取必要之措施對於系爭財產予以凍結或扣押
36。 

第三節 歐盟刑事司法互助發展 

相較於聯合國體系關於刑事司法互助之發展，歐洲聯盟（歐盟）架構下

關於刑事司法互助之規範主要之貢獻在於，其突破了傳統以國際條約為主之

規範模式，而逐漸建構了超國家主義之可能性。歐洲刑事司法互助之主要基

石乃在於相互承認原則，而相互承認原則乃係奠基於對於會員國彼此間刑事

訴訟程序之相互信任，此項信任之來源乃係會員國法規之調和

（harmonization）。歐盟法關於刑事司法互助之發展，主要歷經馬斯垂克條

                                                 

33 聯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55 條第 1 項。 
34 聯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55 條第 2 項。 
35 聯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54 條第 1 項。 
36 聯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54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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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阿姆斯特丹條約以及尼斯條約與里斯本條約之沿革，就其主要之政策發

展部分則涵蓋坦佩雷計畫（Tempere Program），海牙計畫（Hague Program）

以及斯德哥爾摩計畫（Stockholm Program）。至於，其主要法律工具則有剝

奪人身自由之刑事判決相互承認、其他替代措施(Alternative Measures)之相互

承認、罰金刑與沒收之相互承認等、歐洲逮捕令(European Arrest Warrant)、

歐洲證據令(European Evidence Warrant)。37 

就刑事司法互助合作在歐盟條約法之基礎而言，38主要可以區分為幾個

階段，分別為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阿姆斯特丹條約（Treaty of 

Amsterdam, ToA）以及里斯本條約（Lisbon Treaty）。首先，馬斯垂克條約

對於司法與內政事務之規範，乃係歐盟關於刑事互助議題權限之發軔。第一

次關於此領域之變更，乃係阿姆斯特丹條約關於簽證、庇護與難民議題（Visa, 

Asylum and Refugee）之共同體化，亦即，阿姆斯特丹條約將簽證、庇護與難

民議題移至原第一支柱（first pillar）之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共同體條約第 61 條本文則揭櫫建立一個自由、安全正義區域之目標（an area 

of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39原本司法與內政事務則限縮於刑事議題之

司法與警察之互助合作。在阿姆斯特丹條約之後，民事之司法互助合作與刑

事之司法互助合作，分別為第一支柱（歐洲共同體）與第三支柱（司法與警

察之互助合作）所規範。從而，民事議題之司法互助合作與刑事議題之司法

互助合作，分別適用不同之法律基礎與程序，一分屬超國家組織

（ supranationalism ） 之 歐 洲 共 同 體 ， 一 則 仍 為 政 府 間 主 義

（intergovernmentalism）之歐盟第三支柱。 

歐盟法關於刑事與司法互助合作之第二次條約修正，來自於里斯本條約

對於支柱分野之去除，刑事司法互助移至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37 關於刑事司法互助在歐盟法之發展，參見，吳建輝，刑事司法互助在歐洲聯盟法之發
展，司法新聲，第 103 期，頁七至二十五。本章就歐盟刑事司法互助部分，亦部分採擷自前
開文章。 

38 關於歐盟在刑事正義議題之權限，請參見吳建輝，歐盟作為規範性力量：以國際刑事
法秩序之建立為例，歐美季刊，第 43 卷第 3 期，頁 440 至 549。 

39 ECT, as amend by Amsterdam Treaty, Art. 61. 



第一章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在近代之發展 

27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TFEU）第五篇部分，其篇名為自由、

安全與正義之區域。基於此條約修正，民事之司法互助合作與刑事之司法互

助合作再度歸於同一章節。就刑事司法互助議題而言，歐盟運作條約主要就

刑事判決與相關決定之相互承認以及內國法規之調和兩項議題加以規範。就

前者而言，理事會與歐洲議會應依據普通立法程序，制訂程序與規範，以確

保聯盟內刑事判決與相關決定之承認；40同時，並應降低或解決會員國管轄

權衝突之爭議；41支援司法人員之訓練；42最後，並應促進司法機關在刑事程

序以及刑事裁判執行之相互合作。43就後者而言，內國法規之調和可分為程

序以及實質兩個面向。就程序面向而言，主要希望藉由最低度規範（minimum 

rules），以規範個人在刑事程序之權利，以及刑事被害人之權利44。就實質

面向而言，歐洲議會與理事會得藉由普通立法程序，以指令之方式，就具有

跨境面向之嚴重犯罪之定義以及其刑罰，制訂最低度規範。45此類嚴重犯罪

包含恐怖主義、人口販運、女性及兒童之性剝削、毒品販運等。 

在里斯本條約生效之前，原第三支柱之司法與內政事務（後改為司法與

警察之互助合作）因其政府間主義之本質，主要政策之擬定通常由歐盟峰會

為之，此章節之名稱，亦即自由、安全與正義之區域隱含了條約起草者對於

聯盟刑事正義議題之展望。以此目標為前提，歐盟峰會藉由坦佩雷計畫、海

牙計畫與斯德哥爾摩計畫，歐盟在刑事司法互助之輪廓逐漸成形。在此一系

列之計畫中，相互承認原則一直是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基石，實際操作上，

在如下述及之歐盟法律工具中，其立法前言亦均強調此一原則。在坦佩雷計

畫中，刑事判決與各類司法決定之相互承認係理事會之工作目標。其次，在

海牙計畫與斯德哥爾摩計畫則分別對於制度建置勾勒出更詳細之輪廓，其中

海牙計畫以歐洲司法局之計畫為主軸，而斯德哥爾摩則以歐洲檢察官之建立

                                                 

40 TFEU, Art. 82(1), subpara. 2(a). 
41 TFEU, Art. 82(1), subpara. 2(b). 
42 TFEU, Art. 82(1), subpara. 2(c). 
43 TFEU, Art. 82(1), subpara. 2(d). 
44 TFEU, Art. 82(2), subpara. 1(b) & (c). 
45 TFEU, Art. 83(1), subpar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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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心。就此二者而言，對於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制度建置，均（將成）為

重要之里程碑。就法律之調和而言，不論在程序法上（尤其當事人之程序權

以及刑事被害人之權利保障），或在特定重大犯罪之實質內涵之調和，亦係

由坦佩雷計畫、海牙計畫、斯德哥爾摩計畫以來逐漸開展之重心。隨著刑事

程序法與刑事實體法之調和，歐盟在刑事司法互助的發展得以進一步強化。

事實上，相互承認與刑事（程序、實體）法規之調和係歐盟刑事司法互助進

展之兩項基石，一方面相互承認原則一直是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基本精神，

然而，相互承認之前提係建立在會員國間之彼此信任，法規之調和乃係促進

此會員國間信任之重要工具。因而，藉由法規之調和，會員國對於彼此判決

與逮捕命令、證據取得具有較高之信心，從而有助於司法互助之展開。 

就歐盟在刑事司法互助議題上之法律工具而言，包含對於剝奪人身自由

之刑事判決，替代措施，罰金與沒收決定之相互承認與執行；歐洲逮捕令與

歐洲證據令。就其主要特質而言，厥其要者為：上開法律工具係奠基在相互

承認原則上，此乃係歐盟刑事司法互助之基石。就相互承認與執行之客體，

由原先之罰金與沒收命令之相互承認與執行，逐漸擴展至剝奪人身自由之刑

罰與其他替代制裁的相互承認與執行，歐盟在刑事正義上之司法互助，逐漸

擴展至傳統主權國家之刑罰權核心。就個別措施而言，關於剝奪人身自由之

刑罰判決之相互承認與執行，乃在於取代移轉被判刑人公約之適用。而歐洲

逮捕令則在於取代會員國間引渡制度之執行，至於歐洲證據令則係擴大司法

互助之努力，可視為歐洲檢察官制度形成以協調會員國偵查措施之先聲。就

此類法律工具所涉及之特質而言，主要涉及雙重可罰原則、特定性原則乃至

於被告（或受刑人）之同意等。就雙重可罰原則，在各個法律工具上均有不

同程度之放鬆，其中涉及各法律工具所列舉之重大犯罪，則無雙重可罰原則

之適用。此外，在執行剝奪自由刑之刑事判決承認以及歐洲逮捕令時，均觸

及特定性原則之適用，此時，特定性原則在某程度予以放鬆。亦即，倘若被

判刑人經移轉至核發國執行刑罰裁判後，若其在執刑前所違犯之犯行係屬輕

罪，僅涉及或可能涉及非剝奪人身自由之刑罰時，此時，即無特定性原則之

適用。在歐洲逮捕令之執行上，會員國可預先決定是否給予再移交此一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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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之同意，亦即，會員國得向理事會之總秘書處表示，其執行歐洲逮捕令

若無相反之反對表示時，即視為其同意核發國再次依據另一歐洲逮捕令將被

逮捕人移交予另一會員國。 

第四節 日本 

一、前言                                          

。 

  日本有鑒於互助案例的增加、偵查階段法制之欠缺以及互惠保證之考量，

關於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在「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国裁判所ノ嘱託

ニ因ル共助法）」外，於昭和５５年（１９８０年）進一步增定「國際偵查

互助法（国際偵査共助法）」46（以下簡稱日本偵查互助法），並於平成１６

年（２００４年）更改法律名稱為「關於國際偵查互助等法律（国際捜査共

助等に関する法律）」且就法律內容為大幅度的修正47。 

二、立法緣由 

    因應明治１９年日本與美國締結犯罪人引渡條約，明治２０年（１８８

７年），日本制定「逃亡犯罪引渡條例（昭和２８年，１９５３年廢止，改為

                                                 

46 請參閱馬場俊行，国際偵査共助法，法律のひろば第３３卷８号，１９８０年，１１
－１３頁。 

47 請參閱山田由光，国際偵査共助法及び組織的な犯罪の処罰及び犯罪収益の規制等に
関する法律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律，ジュリストＮＯ.１２７６，２００４年，８６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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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現行逃亡犯罪人引渡法）」，不過，由於日本處於極東地理位置，以及語言、

社會文化之差異，此時日本與各國間之國際交流、偵查互助可謂並不發達，

尚未有國際偵查互助法律制定之「必要性」。即便進入１９世紀後半至２０世

紀前半期，日本與各國之國際交流已開始活化，但當時犯罪人引渡以外之國

際司法互助領域，（一）範圍大多限定於關係人詢問、文書之送達等；（二）

互助要求主體大多限於法官相互間48，因此，明治３８年（１９０５年）因

應而生之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外国裁判所ノ嘱託ニ因ル共助法）（昭和１

３年，１９３８年最終修正；附錄一）」49即足以應付當時之需求，，故而

當時日本相關法制之增修，可謂是與各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潮流、動向一

致的50。 

  然而，由於國際交流的大幅擴大、犯罪國際化的傾向、大陸法系各國擴

大互助措施且承認要求主體不限於法官、歐盟國家相關法制逐漸齊備等原因

51，日本原本「偵查互助」大多依靠 ICPO（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sation 國際刑警組織）52來達成的方式，已因法制之不備而「不符使用」

                                                 

48 日本實務稱日本與外國間，基於法院之委託，所為裁判相關文書之送達與證據調查
為「司法互助(司法共助)」，請參閱平成２４年版犯罪白書第２編／第６章／第３節／２，
http://www.moj.go.jp/housouken/houso_hakusho2.html，最後瀏覽日：２０１４年２月２５
日。 

49 請參閱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時の法令１０８９号，１９８０年，５－６頁。 
50 請參閱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法律のほろば第３３卷８号，１９８０年，１１

頁。 
51 請參閱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１頁；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６－７頁。 
52 ICPO(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在國內被譯為「國際刑警組織」，係

屬一種全球性的執法合作組織，是全球最知名、規模最大的國際警察組織，其宗旨為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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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當外國要求日本提供在刑事案件偵查時已收集之證據時，由於並無證據

收集程序與權限之疑問，只要認為合適即可提供給外國使用，並無問題，但

是，當外國要求日本為新的證據收集、提供時，如果互助要求與日本國內之

刑事案件無關，依刑事訴訟法為扣押、證人詰問等，因無法律上的根據，除

非得到相關人等之承諾與協力，否則將無法給與外國協助54。結果，當日本

有要求他國為互助的必要時，由於不能為司法互助國際上的原則―相互主義

的保證（亦即上述之互惠保證），反而使日本當時成為無法得到充分協助的

體制，例如，發生在昭和５１年（１９７６年）的洛克希德案件（ロッキ－

ド事件）55，及昭和５２年（１９７７年）的達卡日航劫機案件56。 

  基於防止洛克希德等案件問題的再度發生，昭和５４年（１９７９年）

９月５日，日本總理大臣私人諮詢機關之「關於航空機疑惑問題等再防止對

策協議會」提言，應該充實、擴大國際偵查．司法互助之相關法制。日本法

務省則於昭和５４年末著手立法作業，於昭和５５年（１９８０年）４月１

日提出偵查互助法案於國會，並於同年５月１４日，於其參議院獲得一致通

                                                                                                                                      

跨國警察合作、防制跨國犯罪。國際刑警組織最重要的功能在透過通報系統在各會員國間
傳遞犯罪情資。請參閱孟維德，跨國犯罪，五南，２０１２年１０月，２７１頁以下之介紹。 

53 請參閱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７頁。 
54 請參閱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７頁；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１－１２

頁。 
55 洛克關於洛克希德案件之介紹，國內文獻請參見邱鼎文，淺談經由司法互助取得證言

之證據能力－以日本洛克希德案（「ロッキ－ド事件」）為例，法令月刊第６２卷４期，２
０１１年，４８頁以下。 

56 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１－１２頁。由此觀之，我國現狀幾與日本當時面臨
的窘境，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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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57。其立法目的在於，基於相互保證主義，使日本與外國之協力能更為容

易且迅速正當化，為了國際犯罪防止之國際協力能有更大之貢獻58。此後，

日本即使與未締結偵查互助條約的國家之間，於接受刑事案件偵查之必要證

據的提供要求時，得基於關於國際偵查互助等法律所定之要件及程序，在互

惠主義的保證之下，透過外交途徑，為偵查互助，提供偵查必要的證據59。 

三、修正 

  日本國際偵查互助法先後於平成１６年（２００４年）、平成１７年（２

００５年）、平成１８年（２００６年）、平成２３年（２０１１年）有三次

的修正。以平成１６年（２００４年）之修正幅度最大，使日本偵查互助制

度更符合其實務之需求。 

  （一）平成１６年（２００４年）之修正 

平成１６年法律第８９號「關於國際偵查互助法及組織犯罪處罰及犯罪

收益之管制等相關法律之一部修正法律（国際捜査共助法及び組織的な犯罪

の処罰及び犯罪収益の規制等に関する法律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律）」60，因

應日、美間刑事司法互助條約之締結（２００３年８月），為了謀求國際偵查

                                                 

57 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９頁。 
58 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３頁。 
59 請參閱平成２５年版犯罪白書第７編／第４章／第２節／３，

http://www.moj.go.jp/housouken/houso_hakusho2.html，最後瀏覽日：２０１４年２月２５
日。 

60 修正案內容請見 http://hourei.hounavi.jp/seitei/hou/H16/H16HO089.php，最後瀏覽日：
２０１３年９月１０日。組織犯罪處罰及犯罪收益管制等相關法律§５９以下就犯罪資產沒
收、沒收保全、追徵、追徵保全之國際互助程序有詳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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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例如外國刑事案件之偵查、外國必要證據之收集與提供）之迅速、順

利的實施61，針對於昭和５５年（１９８０年）訂定且實行二十多年之日本

偵查互助法有諸多的修正。修正案主要有三項重點，１、基於條約（日、美

刑事司法互助條約）制定國際偵查互助之程序以及相關要件之例外；２、關

於業務文書之證明書規定的齊備；３、創設受刑人證人移送制度62，增加第

三及第四章之規定。以下就修正內容簡述於下： 

１、關於國際偵查互助之程序及要件例外規定的修正 

（１）互助之程序 

  修正前規定，日本國際偵查互助必須由外務大臣受理，但因應日、美互

助條約第２條為圖程序之迅速化，美國請求互助時日本主管機關為法務大臣

之規定，日本偵查互助法§３I63修正為，原則上互助之要求及要求國證據之送

達，由外務大臣為之，但基於條約或有緊急、其他特別情事的情形時，經外

務大臣之同意，得由法務大臣為之64。 

日本於平成１１年（１９９９年）增訂，平成２４年（２０１３年）最

                                                 

61 山内由光，国際捜査共助法及び組織的な犯罪の処罰及び犯罪収益の規制等に関す
る法律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律，ジュリスト NO.１２７６（２００４年）８６頁；平成１６
年版犯罪白書，http://hakusyo1.moj.go.jp/jp/48/nfm/n_48_2_2_6_3_1.html，最後瀏覽日：２０
１３年９月１０日。 

62 山内由光，国際捜査共助法及び組織的な犯罪の処罰及び犯罪収益の規制等に関する
法律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律，８６頁以下。 

63 日本國際偵查互助法修文，請參見附錄二。 
64 山内由光，国際捜査共助法及び組織的な犯罪の処罰及び犯罪収益の規制等に関する

法律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律，８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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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修正之「組織犯罪處罰及犯罪收益管制等相關法律（組織的な犯罪の処罰

及び犯罪収益の規制等に関する法律）」，就源自外國之犯罪資產沒收、沒

收保全、追徵、執行之請求的受理亦採取原則上由日本外務大臣受理，例外

由法務大臣受理（同法§６１I）（再由檢察官請求法院審理，同法§６２I）

之立法方式65。換言之，日本法務省，與其外務省，同居國際刑事司法互助

之「受理請求之主管機關」，與外國法院委託日本法院為司法互助（文書送

達及證據調查）時，一定要透過外交機關（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１之２）不

同66。 

   （２）互助之要件 

    ○1雙重處罰性 

  日本舊偵查互助法§２○2規定不符合「雙罰性」時不得為互助，亦即，在

外國作為偵查對象的相關犯罪行為，若依日本法令不該當犯罪時，不得為一

切之互助行為。但因應日、美互助條約第１條不論依自國法律是否構成犯罪

均實施互助之要求，於日本偵查互助法§２○2加入「除了條約另有規定外」一

語，使日、美間之司法互助，即使不符合「雙罰性」原則時，亦得為之67。

                                                 

65 關於日本「關於組織犯罪處罰及犯罪收益管制法律」之簡介，請參見吳天雲，踐行沒
收刑事司法互助的課題－日本立法對案例的借鏡，檢察新論第十二期，２０１２年７月，２
４６頁以下。 

66 請參見附錄一。我國與美國所簽訂之「台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則明文規定，我國法
務部長或其所指定之人為「受指定之代表」（台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３II）。 

67 不過，關於強制處分，日、美互助條學第１條第４款仍規定，欠缺雙罰性得拒絕互助，
欠缺雙罰性並無實疑強制處分之義務，請參閱山内由光，国際捜査共助法及び組織的な犯罪
の処罰及び犯罪収益の規制等に関する法律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律，８７－８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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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日本偵查互助法§２○2修正後，所謂「雙罰性」原則受到「緩和」，

條約締約國間，於未滿足雙罰之要件時，仍得相互為刑事司法互助。 

    ○2證據不可欠性 

  日本舊偵查互助法§２○4規定沒有要求國書面表明其證據為偵查所不可

或缺時不得為司法互助，但同樣為因應日、美互助條約，故加入「除了條約

另有規定外」一語，使條約締約國間，即使未闡明證據之不可欠性時，仍得

為司法互助（改列為日本偵查互助法§２○3）68。 

  ２、關於業務文書之證明書規定的齊備 

  因應相關文書作成與保管之證明書提出的需求，以及避虛偽證明書之提

出，日本偵查互助法新法§８III 規定在要求收集之證據為業務文書時，得要

求作成者、保管者等提出該文書作成、保管狀況之證明書。此外，依日本偵

查互助法新法§９，若被要求提出證明書者，提出虛偽證明時，得處１年以下

有期徒刑或５０萬（日圓）以下罰金（虛偽證明書罪）69。 

  ３、受刑人證人移送制度之創設 

  有鑒於在２００４年修正前，並沒有於日本刑事裁判取得外國受刑人之

證言，或於外國刑事裁判取得日本受刑人之證言的方法，創設受刑人證人移

                                                 

68 請參閱山内由光，国際捜査共助法及び組織的な犯罪の処罰及び犯罪収益の規制等に
関する法律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律，８８頁。 

69 請參閱山内由光，国際捜査共助法及び組織的な犯罪の処罰及び犯罪収益の規制等に
関する法律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律，８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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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制度，使證人詰問成為可能70。所謂受刑人證人之移送係指「為了依條約

於刑事程序的證人詰問中作為證人使其出庭成為可能，而於應該移送的情形

之下，在國際間移送作為刑之執行而被拘禁者．．．。」（日本偵查互助法§

１○4）。關於日本偵查互助法受刑人證人之移送又可區分（１）關於國內（日

本）受刑人的受刑人證人移送，亦即接受外國之要求，移送在日本接受刑之

執行者於外國（日本偵查互助法第三章，§１９以下）；（２）關於外國受刑人

的受刑證人移送，為了賦與請求外國移送受刑人於國內（日本）時，確保被

移送之受刑人證人出庭之法律根據，於日本偵查互助法第四章，§２３以下明

定拘禁外國受刑人證人之相關規定71。 

  （二）平成１７年（２００５年）與平成１８年（２００６年）之修正 

  因應「關於刑事收容措施及被收容人等處遇法律（刑事収容施設及び被

収容者等処遇に関ずる法律）」，平成１７年法律第５０號與平成１８年法律

第５８號之修正與法律名稱之改變，增修與刑事設施與收容人處遇之相關條

文，國際偵查互助法§１９III、§２０IV、§２２。 

  （三）平成２３年（２０１１年）之修正 

  鑒於近年電腦犯罪及資訊處理犯罪之猖獗，為了能適切地因應現狀，日

                                                 

70 請參閱山内由光，国際捜査共助法及び組織的な犯罪の処罰及び犯罪収益の規制等に
関する法律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律，８８頁。 

71 請參閱山内由光，国際捜査共助法及び組織的な犯罪の処罰及び犯罪収益の規制等に
関する法律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律，８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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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應資訊處理高度化之刑法等一部修正法律案（情報処理の高度化等に

対処するための刑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律案）」（平成２３年法律第７４

號），在各個法律領域修正，於刑法增列不正指令電磁紀錄作成罪，刑事訴訟

法增列§２１８之１附記錄命令扣押之規定等72。其本則第５條「關於國際偵

查互助等法律之一部修正（国際捜査共助等に関する法律の一部改正）」配合

相關修正，將原國際偵查互助法§８I 分列五款，並增加第六款之規定；於原

國際偵查互助法§８II，在扣押之後，增加附記錄命令扣押73。 

四、內容簡介 

  （一）適用範圍 

日本通說認為，所謂的外國要求互助之機關（以互助為必要之機關）係

指擔當「偵查」之機關（偵查機關），通常所指者為檢察官、警察局等，因此，

當外國刑事審判程序之「法院」為審理被告案件而要求必要證據提供時，因

非日本偵查互助法對象，基本上應適用其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然而，關於

源自美國大陪審團、德國偵查法官之互助要求，由於係屬源自「實質上」偵

查機關之互助要求，故仍屬日本偵查互助法之適用對象74 

（二）互助之程序、要件（限件）、適當性 

                                                 

72 請參閱法務省，http://www.moj.go.jp/content/000072560.htm，最後瀏覽日：２０１３
年１２月２９日。 

73 請參閱法務省，http://www.moj.go.jp/content/000073754.htm，最後瀏覽日：２０１３
年１２月２９日。 

74 請參閱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４頁；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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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互助之程序 

  互助請求之受理與證據之送達原則上由外務大臣為之，例外於（１）基

於條約；（２）有緊急與其他特別情事的情形；（３）經外務大臣之同意時，

由「法務大臣」行之。如上所述，此規定係基於美國對日本互助之迅速化之

要求，而於２００４年所為之修正（日本偵查互助法§３）。除此之外，外務

大臣於受理互助要求時，除認為有不適於為互助之情形（不符條約、無相互

保證），應附意見，將互助要求書等送達法務大臣（日本偵查互助法§４）。蓋

法務大臣必須為後續之處置(日本偵查互助法§5)。 

綜合日本偵查互助法（附錄二）、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附錄一）之內容，

日本受理外國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請求之流程，可歸納如下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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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務省 

外國偵查機關   或 （送達請求書面）           偵查互

助法 

（偵查互助）  法務省  地方檢察廳檢察長→檢、警 

             國家公安委員會→警 

 （聽取法務省意見）   海上保安廳首長等 

             送達請求文書提供書面於文書保管者 

  ICPO→國家公安委員會→警 

外國法院→外務省→法院    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 

（司法互助） 

圖 1：日本受理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請求流程 

（來源：整理後自製） 

  由此可知，日本法務省在其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處理上，居於受理請求

以及執行請求之主管機關地位。不過，或許是因區別「偵查、法院」而為規

範，故原則上仍以其外務省作為受理機關，協調互助要求之適用程序及法律。 

   ２、互助之要件（限制） 

  依日本偵查互助法§２、§４，有以下四種事由，不得允許互助： 

    （１）政治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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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政治犯罪是否為司法互助之限制，各國立法例不一致，但為避免捲

入他國政治問題、影響與他國友好關係等之考量75，日本採取政治犯罪不引

渡原則同一立場，於互助犯罪是政治犯罪時，或是互助之要求被認為是為關

於政治犯罪實行偵查為目的時，不為互助（日本偵查互助法§２○1）。 

   （２）抽象雙重處罰性 

  所謂雙罰性原則，有抽象雙（可）罰性與具體雙（可）罰性與兩種，前

者指請求行為，只要雙方刑法某犯罪客觀構成要件之可罰行為即可，不要求

罪名相同或構成要件完全相同；後者指某犯罪客觀構成要件、阻卻違法、阻

卻責任、訴訟條件欠缺、赦免等事由均不存在者始為可罰行為76。日本基於

國民情感之考量，採取抽象雙罰性，認為若請求行為構成互助犯罪的行為，

於日本法令上不構成犯罪時不得為互助行為，但以該請求行為於日本及他國

雙方之法律，該當構成要件即為已足77（日本偵查互助法§２○2）。如上所述，

２００４年修正案，於此款加入「除了條約另有規定外」以緩和雙罰性要件。 

（３）證據不可欠性 

  依日本偵查互助法§２○3沒有要求國書面表明其證據為偵查所不可或缺

時不得為司法互助，但於２００４年修正時加入「除條約另有規定」以緩和

                                                 

75 請參閱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５頁。 
76 請參閱朱朝亮，國際司法互助之總則：拒絕原則、審查原則、傳遞管道，月旦法學教

室第１０１期，２０１１年，４５頁之說明。 
77 請參閱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５頁；芝原邦爾，刑事司法と国際準則，東京

大学，１９８５年，２７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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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限制。 

   （４）相互保證主義 

  日本偵查互助法採取相互保證主義（日本偵查互助法§４○2）。所謂相互

保證主義係指，基於國際間公平觀念，既然日本同意互助之要求為協力行為，

請求國至少要保證會為同種類、同程度之協力保證，未必要有一定之形式，

以實質上要求國承認同種類、同程度之協力即為已足78。 

  ３、互助之適當性 

  日本偵查互助法§５規定，以實施互助為條件，除前述限制事由之外，法

務大臣認為請求適當時始得為互助，此稱為「適當性審查」。法務大臣，要綜

合考量日本與請求國友好程度、提供證據之必要性程度、因互助日本及其國

民之負擔等，依健全的裁量以決定此適當性審查，不僅是互助開始之要件，

亦是法務大臣及至為了完結互助程序送達證據於外國間之權限與職責79。 

 （三）證據之收集 

   １、證據收集機關 

  依本法，為了互助而為證據收集者為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日本偵查互

助法§５）等具備高度專業偵查知識之機關80。所謂司法警察官，包括，海上

                                                 

78 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３頁。 
79 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４頁。 
80 司法互助本質上雖屬行政事務，但由於具備濃厚刑事案件性質，故應以具備關於偵查

高度專業知識之機為之，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７頁；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
１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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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官等國家所設置之特別司法警察81。各別互助要求時，由何機關為證據

之收集，由法務大臣決定，命其認為最適當之檢關寄送相關書類、收集互助

必要的證據（日本偵查互助法§５I○1）82。 

   ２、證據收集 

  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關於互助必要證據之收集，得為關係人之調查、

實況辨別等任意處分之外，認為有必要時，依法官所發令狀，得為扣押、附

記錄命令扣押，搜索、勘驗等處分（日本偵查互助法§８），並且當有一定情

形時，得請法院訊問證人（日本偵查互助法§１０）83。 

   ３、關於業務文書之證明書規定的齊備 

  如前所述，２００４年大幅修正時，因應相關文書作成與保管之證明書

提出的需求，以及避虛偽證明書之提出，新增日本偵查互助法§９。 

（四）國際刑事警察機構（ICPO）之協力 

  日本偵查互助法（§１８）有鑒於 ICPO 角色之重要性，作為刑事案件的

其中一種態樣，與互助區別，特別規定對於 ICPO 關於偵查資訊等整收集與

提供之要件及程序，一方面使日本長久以來與 ICPO 有效的合作有其國內法

體系根據的同時，另方面，明確化於 ICPO 協力時，國家公安委員會之角色

                                                 

81 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４頁。 
82 法務大臣對家公安委員會與海上保安廳首長，並無指揮權，蓋使組織相異之首長指揮

其他行政機關並不妥當請參閱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７頁。 
83 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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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檢、警為調查時的權限與界限84。 

  於 ICPO 協力時，日本之對口單位為其國家公安委員會。國家公安委員

對於 ICPO 協助之要求，是否有政犯罪等事由、協助是否適當有判斷之權限，

相關判斷為確保統一性，應聽取法務大臣之意見（日本偵查互助法§１０○5）。

國家公安委員會認為適當時，得指示都道府縣警察為必要的調查、送交海上

保安廳長官等首長協力之要求的書面。警察官及海上保安官得為質問關係

人、辨別實況、物的提示等任意處分的資料收集。ICPO 的協力由機能與性質

來看，與司法互助不同，被提供者非證據資訊及資料，純粹是行政的程序，

不準用刑事訴訟法。相關人員僅限得為任意處分，不允許為證人訊問、及搜

索、扣押等強制處分85。 

  （五）受刑人證人移送 

  ２００４年日本偵查互助法新設「受刑人證人移送」制度。所謂受刑人

證人移送，係指移送國內（日本）受刑人於外國（要求互助國）及外國移送

受刑人於國內（日本）之謂86。日本偵查互助法第三章「國內受刑人的受刑

人證人移送」規定移送國內（日本）受刑人於外國之相關程序，§１９規定法

務大臣認為要求國所為受刑證人之移送適當時，應定移送國內受刑人的期間

                                                 

84 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６－１７頁。 
85 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７頁。 
86 請參閱山内由光，国際捜査共助法及び組織的な犯罪の処罰及び犯罪収益の規制等に

関する法律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律，８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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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受刑人證人移送之決定；§２０○4要求國主管機關提示受領許可證要求國

內受刑人之引渡時，必須引渡國內受刑人。此外，日本偵查互助法第四章「外

國受刑人之拘禁」則規定外國受刑人的受刑證人移送於日本時，確保被移送

之受刑人證人出庭之法律根據，§２４規定接受作為受刑證人移送源自該外國

主管機關的外國受刑人引渡時，依事先簽發的收受移送拘禁狀，必須拘禁該

外國受刑人，但受渡之外國受刑人，必須於接受引渡起三十日內引渡至外國

主管機關，換言之，對於外國受刑人為確保其於國內（日本）作證僅得拘禁

三十日，若仍未完成國內作證程序即須引渡回外國（被要求國）；§２５規定

檢察官，限於有生病及其他不得已事由的情形，得責付依收受移送拘禁狀被

拘禁的外國受刑人於醫師、其他認為適當之人，或是限制外國受刑人住居，

而為拘禁之停止。 

  日本偵查互助法之內容可謂已屬全面，惟並未觸及犯罪所得之沒收、追

繳之問題，如上所述，係在其「組織犯罪處罰及犯罪收益管制等相關法律」

特設專章予以規範。 

五、偵查互助居於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核心地位 

 （一）偵查互助件數 

  由下列圖２，日本偵查互助件數之統計可以得知，自平成１５年（２０

０３年）至平成２４年（２０１２年），日本不論向外國要求偵查互助之件

數，或是受託偵查互助的件數，基本上均呈現逐步成長之趨勢，平成１６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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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年）大幅修正後，平成１７年（２００５年）、平成１８年（２

００６年）成為一個轉折，互助件數開始明顯的增加，及至平成２４年（２

０１２年），要求偵查互助之件數與受託偵查互助之件數，已分別增加到平

成１５年（２００３年）時的 3.76 倍與 4.66 倍。可見日本偵查互助法之持續

增修，確實達成了在促進與各國在偵查階段為刑事司法互助之目標。 

                                              

 

  (平成 15 年―平成 24 年) 

區分 15 年 

2003 

16年 

 

17年 

 

18 年

 

19 年

 

20 年

 

21 年

 

22 年 

 

23 年 

 

24 年

2012 

要
求
偵
查
互
助
的

件
數 

11 

… 

 

10 

… 

5 

… 

 

14 

… 

8 

… 

 

14 

… 

16 

(4) 

 

30 

(5) 

12 

(6) 

 

28 

(14) 

10 

(3) 

 

40 

(24) 

9 

(5) 

 

36 

(30) 

9 

(6) 

 

60 

(39) 

10 

(8) 

 

46 

(34) 

17 

(12) 

 

62 

(37) 

受
託
偵
查
互
助

要
求
的
件
數 

21 

… 

24 

… 

71 

… 

35 

(2) 

34 

(12) 

28 

(11) 

26 

(9) 

40 

(7) 

55 

(37) 

98 

(76) 

圖 2：偵查互助件數 

（來源：平成 25 年版犯罪白書，7-4-2-6 表  捜査共助件数）， 

 http://hakusyo1.moj.go.jp/jp/nendo_nf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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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求偵査互助的件數」欄之上段為日本檢察廳之要求，下段為警察等之

要求。 

2、( )內為與當年生效或已生效的刑事互助條約或協定締約國間的互助要求．

竊託件數。 

 （二）ICPO 途徑之偵查協力件數  依圖３之統計資料可知，日本藉由作

為全球性的執法合作組織之國際刑警組織，與世界各國之間有大量偵查協

力、情資交換之互助，可以說是偵查互助領域的大宗，因此，日本於其偵查

互助法，明定 ICPO 管道相關程序的做法，應屬必要。 

                                             (平成 15 年―平成 24 年) 

區分 15年 

2003 

16 年 

 

17年 

 

18 年 

 

19 年

 

20 年 

 

21 年 

 

22 年 

 

23 年 

 

24 年 

2012 

要
求
偵
查
協

力
的
件
數 

 

817 

 

534 

 

 

485 

 

 

483 

 

 

458 

 

 

441 

 

 

476 

 

 

429 

 

 

412 

 

 

504 

 

接
受
偵
查
協
力

要
求
的
件
數 

 

985 

 

1,085 

 

865 

 

1,193 

 

995 

 

1,013 

 

1,079 

 

2,213 

 

2,343 

 

2,752 

圖 3：基於 ICPO 途徑偵查協力件數 

（來源：平成 25 年版犯罪白書，7-4-2-7 表○1              ICPO ル-トによ

る捜査協力件数），http://hakusyo1.moj.go.jp/jp/nendo_nf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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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法互助件數 

  日本與諸外國間基於法院之委託，所為裁判相關文書之送達與證據調

查，被其實務界稱為的「司法互助(司法共助)」87。因屬源自外國「法院」之

囑（委）託，除非是源自「實質上」偵查機關之互助要求否則並不適用偵查

互助法（請見前述說明），故其法源依據為「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附錄一）。 

日本法院與外國法院間之司法互助，由圖４觀之，（一）除了平成２１

年（２００９年）與平成２３年（２０１１年）受外國法院囑託之件數，明

顯較平常為多之外，不論是囑託外國法院或受外國法院囑託之件數，似乎並

沒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可見日本與國際間刑事互助交流之增加，主要是增加

在偵查階段、偵查機關之間的互助案件，而非審判階段或各國法院之間的增

加；（二）於受外國法院囑託之司法互助，以文書送達為主，受外國囑託為

證據調查之比例不大。基於圖４統計資料所得之上述兩點結論，似乎與日本

因應國趨勢大幅增修偵查互助法，但卻未對其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有太多著

墨之做法，不謀而合。 

事實上，比較日本偵查互助（圖２）與司法互助案件（圖４）之總件數

（平成１５年至平成２４年），可以發現，日本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之適用，

雖然還不至於到「形同虛設」之地步，但相較於偵查互助法，在適用比例上

                                                 

87 請見前揭註１２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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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有很大程度之差距，若是再加入日本偵查互助法§１８之適用（ICPO 途

徑之協力）件數，兩者的差距將更為可觀。 

                                             (平成 15 年―平成 24 年) 

區分 15 年 

2003 

16 年 

 

17 年 

 

18 年

 

19 年 

 

20 年

 

21 年

 

22 年 

 

23 年 

 

24 年 

2012 

囑
託
外
國
法
院
司

法
互
助
的
件
數 

1 1 

 

 

0 

 

1 

 

1 

 

2 

 

0 

 

3 

 

 

0 

 

4 

 

受
外
國
法
院
囑
託

司
法
互
助
的
件
數 

10 

 

6 

(16) 

5 

 

3 

(8) 

14 

 

3 

(17) 

21 

 

3 

(24) 

16 

 

11 

(27) 

18 

 

3 

(21) 

22 

 

10 

(32) 

18 

 

10 

(28) 

31 

 

13 

(44) 

15 

 

3 

(18) 

圖 4：司法互助件數 

（來源：整理自平成 16 年至平成 25 年版犯罪白書），

http://hakusyo1.moj.go.jp/jp/nendo_nfm.html。 

1、「受外国法院囑託司法互助的件數」上段為書類送達，下段為證據調查。

()內為總計件數。 

 

  結論是，由於日本偵查互助件數逐年成長但司法互助件數並未呈現明顯

增加趨勢，以及日本偵查互助件數、偵查互助法之適用，比起司法互助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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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之適用，占壓倒性多數的現狀，因此，偵查互助、

偵查互助法之適用，可謂居於日本實務上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核心地位。 

六、採取「單獨立法」方式 

  關於犯罪人引渡以外之刑事司法互助領域（例如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

助），於１９世紀後半至２０世紀前半，基本上採取以下兩種立法形式（一）

於犯罪人引渡法中設計相關規定（比利時、西德）；（二）於刑事訴訟法中設

計（澳洲、義大利）88。不過，日本對於犯罪人引渡以外的刑事司法互助與

各國不同，並未將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納入犯罪人引渡法或是刑事訴訟

法，而是於犯罪人引渡法及刑事訴訟法之外，另設國際偵查互助法。換言之，

日本不採取德、奧等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之「合併立法」方式89，而是基於

突顯狹義刑事司法互助與犯罪人引渡係屬不同領域90，於犯人引渡法與刑事

訴訟之外就狹義的刑事司法互助「單獨立法」。鑒於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

在互助樣態上與時間迫切性上與引渡有別，為了有效統合具備多種複雜樣態

之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適用，將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自犯罪人引渡中

獨立出來，當屬必要。惟是否單獨另立法典則有討論之空間，蓋關於國際刑

事司法互助若散見於各法典，在有源自外國刑事司法之要求時，不僅會有「要

                                                 

88 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６－７頁。 
89 請參閱吳景芳，國際司法互助基本原則之探討，臺大法學論叢第２３卷２期，１９９

４年，３３４頁。 
90 狹義刑事司法互助是伴隨引罪人引渡發展而來的歷史產物，但其有強行之獨立性格，

與犯罪人引渡間有明確之界限存在，森下 忠，国際刑事司法共助の研究，３－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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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那一部法律？」的疑問，也會有無法通盤整合法律適用的問題，因此採

取綜合立法方式，設總則規定，劃分適用範圍與通盤整合法律問題則較為明

確妥當。 



第二章 刑事司法互助之各國立法例 

51 

 

第二章 刑事司法互助之各國立法例 

一、英國 

英國的刑事司法互助以特別法的形式呈現，分別為規範引渡的 The 

Extradition Act 2003（EA2003）、規範司法互助的 The Crim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ct 2003（CICA 2003）以及針對外國司法機關請求英國協助沒

收財產的 The Proceeds of Criminal Act 2002 (External Requests and Orders) 

order 2005（POCA order）。 

EA2003 首先將得以適用引渡規定的國家區分為兩種類別而分別適用不

同的程序。EA2003 本身未提供兩種類別的定義或分類，而是由 The Secretary 

of State 享有裁量權決定個別國家落入何種種類。91第一種類別目前均為歐盟

成員國
92，第二種為其他與英國有引渡協議的國家，。由此可知英國實施引

渡必須以存在條約為前提。EA2003 共有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將犯人引渡

第一類國家的規範，第二部分則為將犯人引渡第二類國家的規範，第三部分

為從他國引渡犯人至英國的規範，第四部分規範主管機關為實施引渡所行使

之搜索、扣押及逮捕等警察權。第五部分則規範零星事項。EA2003 中亦有

受刑人移轉的相關規定，第 59 條（針對第一類國家）及 132 條（針對第二類

國家）定有將犯人自他國移轉回英國繼續服刑或從移轉至他國繼續服刑的規

範，兩條內容相仿。 

CICA 2003 目的在於規範英國與他國司法機關間就證據提供司法互助的

規定，主要的內容均定於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主要處理恐怖份子的法律問

                                                 

91 Clive Montgomery Clare Knowles Julian B. Nicholls Clive Nicholls, The law of 
extradi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2 ed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7 ¶3.10. 

92 SI 200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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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第三部分處理與 Convention on driving disqualifications 有關的相關法律

問題。與引渡不同，英國法律實務上此部分之司法互助並不以有條約為前

提。93  

第一部分包含的規定如下：Section 1-6 規範程序。Section 7-9 賦予英國

檢察官向外國有關機關尋求協助取得證據，Section 10-12 賦予英國檢察官為

保全證據，請求他國凍結某項位於該國境內的證據。Sections 13-19 賦予司法

機關經他國請求進而從事取得證據行為之權限。Sections 20-28 提供協助他國

司法機關執行保全證據處分之規定。Sections 29-31 規範透過電話向證人取得

證詞的規定。 Sections 32-46 規範就銀行交易資訊提供互助的規定。 Section 

47-48 則規範英國與他國間提供囚犯出庭作證的規定。 

CICA2003 規定之司法互助得適用於偵查及審判階段。Section 7（1）規

定英國法院得向他國請求司法互助，Section 7（5）則規定英國檢察機關亦得

直接向他國請求司法互助；section 13（2）向英國請求協助的適格機關同時

包括他國法院及檢察機關，據此可以得知 CICA2003 規定之司法互助係同時

適用於偵查及審判階段。 

相較於 CICA2003 是以取得證據為目的，POCA Order 則是以 Proceeds of 

Crime Act 2002 為母法所訂定的命令，授權英國政府請求他國或基於他國請

求沒收或留置被告的財產。 

二、美國 

就立法體例而言，美國法上的刑事司法互助規定乃是散見於個別法規內

之不同章節，而未有統一或總則性之規範。因司法互助涉及對外事務，相關

規範法規均屬聯邦法律，且通常必須以互助國雙方簽有條約或協議為前提；

                                                 

93 Nicholls 281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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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並不得逾越條約或協議之範圍，單獨授權行政機關或司法機關，進行刑

事司法互助之權限。 

以引渡為例，目前美國關於引渡之規範，主要來自 1882 年所制定之「引

渡法」，雖其後於 1988、1990、1996 年迭經三次修正，但主要結構與立法意

旨並未有太大變更。該法 18 U.S.C. §§ 3181-3196 開宗明義確立「該法所規定

之引渡程序，必須以有效條約存在作為前提」，而第 3184 節更規定，如美國

政府與外國政府間訂有引渡條約或協議，則司法官員得據此拘捕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並執行各種引渡所必須之強制處分手段。然而，上開原則並非毫無

例外。1996 年，在「反恐與有效死刑法案」（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此法案中，國會首度立法修正聯邦引渡法，容許部分案件在欠

缺引渡條約或協議的情況下，仍得引渡。 

根據此種立法模式，聯邦立法目的乃在於「補充」條約所未規定之事項，

諸如被引渡者之拘捕、引渡程序之進行、決定人員可引渡性、實際引渡等執

行事項。實際比對可發現，除了第 3195 節有關引渡費用外，多數立法與條約

所規定之內容均具有一致性。 

再以美國犯罪所得沒收之法制為例：有關執行外國沒收判決之程序，乃

規定於 2000 年國會所制訂之「民事沒收改革法案」(Civil Asset Forfeiture 

Reform Act, CAFRA)，該法案增訂 28 U.S.C. § 2467，授權聯邦地方法院得執

行外國法院之沒收判決。必須強調的是，該法所指之外國政府，僅限於與美

國簽有正式條約或協議者。且根據該法規定，外國政府欲在美國境內執行沒

收，必須向聯邦檢察總長或其指定之人提出請求，其程序、要件與限制，均

詳細規定於該法當中。此外，28 U.S.C. § 2467 歷經多次修正，而於 2001 年

911 事件後通過的「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更增訂了 28 U.S.C. § 2467 (d)(3)

有關執行外國禁制令之條文。但因該條文中，並未明確規定執行外國禁制令

的條件，因此國會又於 2010 年「保存外國犯罪所得沒收法案」Preserving 

Foreign Criminal Assets for Forfeiture Act 中，增補相關條文。新法規定，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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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禁制令並不以取得外國法院確定判決為前提要件，即便於偵查階段，亦

得發動此程序。此外，條文亦規定，法院於決定是否許可執行禁制令時，得

援引外國政府的宣誓書（內容包括描述外國沒收程序或調查經過，以及相信

有關財產依該外國法律應予沒收之合理根據）以及外國法院所發布之禁制令

等。由此可見，美國關於刑事司法互助之實際運作，雖以條約或是協議作為

前提，然而具體程序進行上，仍有賴立法補充。 

而若當立法與條約內容不一致時，應如何處理，司法實踐則建立了下列

4 項標準：1、若條約規範乃自動生效，其效力等同於立法；2、根據後法優

先於前法原則，若條約簽定於立法之後，則二者有所衝突時，條約優先於立

法；3、必須盡可能朝「條約與立法相容」方向為解釋，惟有當兩者絕對無法

相容，且立法規範無法在不牴觸條約的前提下執行，生效在後之條約才會推

翻先前的立法效力；4、原則上，簽訂在先之條約不會因國會後續制訂且相牴

觸之立法而失效，除非國會就此有所明示。 

由此可見，國會立法與條約二者在法律階層雖位屬一致，但透過司法解

釋，某程度上，條約具有優先地位。 

三、德國 

德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Gesetz über die internationale Rechtshilfe in 

Strafsachen，簡稱 IRG)，共計 11 章，99 個條文。包括適用範圍、引渡至國

外、過境引渡(穿越引渡)、經由執行外國判決之法律協助、其他司法互助、

發出請求、一般規定、歐盟成員國間之協助、與歐盟間之執行互助與歐盟間

之其他司法互助等，是以除歐盟間之特殊規範外，主要可分為三大類，亦即

引渡，執行外國判決與其他司法互助等三大部分。 而上開第三大類「其他司

法互助」，則是指除引渡、執行外國判決以外之其他項目，均包括在內，是

以，包括審理、調查、傳喚，逮捕、搜索、監聽以及科技偵查措施也包括在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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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除就各類司法互助分設獨立篇章加以規範，然適用時應注意者，於

第七章尚設有共通規定（§§ 73-77b IRG），即適用於所有類型之司法互助。

其中，如提供司法互助若將與德國法律秩序之基本原則相牴觸時，則互助不

合法。與歐盟會員國間之司法互助，則不得違反歐盟條約第條所揭示之基本

原則（§ 73 IRG，此即所謂之公序原則）。德國於向外國提出司法互助請求

時，得向外國提出保證，在不牴觸 IRG 相關規定之前提下，往後將秉持互惠

原則（Gegenseitigkeit），就外國所提出之互助請求亦提供協助（§ 76 IRG）。

倘若互助法無特別程序規定時，則於意義相符範圍內，準用法院組織法及其

施行法、刑事訴訟法、少年法院法、租稅通則及秩序違反法等規定（§ 77 Abs. 

1 IRG）。於接受司法互助請求時，則規範刑事及罰鍰程序法規中關於刑事豁

免權、免受追訴權及國會建物內搜索與扣押之許可保留等規定，亦適用之（§ 

77 Abs. 2 IRG）。另尚有電子文件及授權互助決定機關發布法規命令之相關

規範（§§ 77a, § 77b IRG）。另外，具體化互助法規範內涵之德國國際刑事司

法互助方針指令（RiVASt Richtlinien für den Verkehr mit dem Ausland in 

strafrechtlichen Angelegenheiten  ），雖僅為對法官無拘束力之行政命令 ，

但在實務上具有相當之重要性。  

就主管機關部分，德國聯邦司法部執掌國際刑事司法互助領域的重要事

務。當涉及到個案之引渡、其他司法互助以及執行互助時，其與世界其他國

家進行廣泛之合作。當德國對其他國家請求協助以及完成外國請求之事項，

聯邦司法部為職權機關。引渡包括將犯罪人為刑事訴追或為刑事執行之目的

移送至外國，就此是以德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為基礎以及多邊公約等。司

法部與外交部對於司法互助請求之提出與接受等在取得一致後共同決定准許

與否，除非聯邦已將此等事務管轄權委託給邦進行。在引渡人犯部分，聯邦

與與各邦密切合作，例如通常各邦高等法院先前已就是否許可引渡做出決

定。當外國請求德國引渡人犯時，該受請求之犯罪人是否名列在德國追緝系

統內，亦是司法部與外交部協議一致後做出決定。在引渡人犯部分，聯邦與

與各邦密切合作，例如通常各邦高等法院先前已就是否許可引渡做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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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外國請求德國引渡人犯時，該受請求之犯罪人是否名列在德國追緝系統

內，亦是司法部與外交部協議一致後做出決定。 

同樣的，聯邦司法部亦負責與國際刑事法院合作，特別是根據羅馬規約

所成立之國際刑事法院和前南斯拉夫國際刑事法院等。 

四、瑞士 

瑞士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Federal Act on International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係於 1981 年訂定，其後，經多次修正。國際

刑事司法互助法採取綜合立法模式，亦即，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除第一部分

總論部分，於第二部分規範引渡、第四部份規範刑事程序之移轉、第五部分

規範外國刑事判決之執行，第三部份則規範其他為協助外國司法程序之相關

司法互助，其包中包含文書送達、取證（如搜索、扣押），文書證據之取得、

贓證物之移交或沒收等。在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立法之前，瑞士原於 1892

年訂有引渡法，因此司法互助法之實施，該 1892 年之引渡法乃因而廢止。94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於第一部分總論部分規範各該刑事司法互助程序所

需遵循之一般規範，其中，在第一部分第二章規範不應准許之請求，其中涉

及外國程序之公正性，涉及之刑罰類型，微罪，以及時效完成等。就程序中

公正性而言，若一外國刑事程序不符合歐洲人權公約或政治與公民權利公約

所規範之程序要求，或者係因政治主張或因其種族、宗教、國籍或其所屬團

體而追訴者，刑事司法互助之進行可能導致此類型之追訴，或外國之刑事訴

訟程序有其他嚴重之瑕疵時，則司法互助之請求不應准許。95其次，就犯罪

類型而言，若犯罪類型主要出於政治犯罪或軍事犯罪或與請求國之國防與國

家安全有關時，該司法互助之請求不應准許。然而，在涉及種族屠殺、違反

                                                 

94 Federal Act on International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IMAC), Art. 109. 
95 IMAC, 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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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戰爭或造成大規模災難（離如劫機）等犯罪時，則不應視為政治犯罪。
96因此，政治與軍事犯罪司法互助之請求固然不應准許，然而，若該犯罪涉

及違反種族屠殺、違反人道、戰爭等相關罪行時，即不應視為政治犯罪。 

同時，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亦重申刑事司法互助之若干基本原則，例如，

該法於第 7 條規定，瑞士人不得因追訴或執行刑罰之目的，引渡或移交之外

國；同時，該法亦於第 8 條規定互惠原則之適用。依據條文之規定，司法互

助之請求僅應於外國提供互惠之保證時，方得允許。若聯邦司法部認為必要

時，得要求請求司法互助國提出互惠之保證。然而，同條並於第 2 項規定例

外不需互惠之司法互助類型，其中包含文書之送達，或該司法互助有助於打

擊特定犯罪，或有助於被告之再社會化或有助於釐清對瑞士人犯罪之相關程

序。同時，在必要時，聯邦政府得提供外國互惠之保證。 

就主管機關而言，由於瑞士乃一聯邦國家，因此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乃

於第 16 調規定，邦政府於引渡程序時應參與該程序。同時，邦政府有義務執

行其他司法互助，例如文書之送達與相關取證程序，刑事程序之移轉以及執

行外國刑事判決等。同時，聯邦司法與警察部乃係司法互助事項之主管機關，

主管自外國司法互助請求之收受，或對外提出司法互助之請求。同時，聯邦

司法與警察部應決定是否需要互惠之保證或其他相關程序。 

五、日本 

如前所述，日本關於刑事司法互助之規範，可溯及日本因應明治１９年

日本與美國締結犯罪人引渡條約而於翌年（明治２０年，西元１８８７年）

制定之「逃亡犯罪引渡條例（昭和２８年，１９５３年廢止，改為其現行逃

亡犯罪人引渡法）」，此時，由於日本處於極東地理位置、語言與社會文化

之差異，日本的國際交流、偵查互助並不發達，日本尚未有關於國際偵查互

                                                 

96 IMAC, 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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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法律制定之「必要性」存在。即便進入１９世紀後半至２０世紀前半期，

日本與各國之國際交流開始活化，不過，由於當時犯罪人引渡以外之國際司

法互助領域，（一）範圍大多限定於關係人詢問、文書之送達等；（二）互

助要求主體大多限於法官相互間，明治３８年（１９０５年）應此而生之外

國法院囑託互助法（外国裁判所ノ嘱託ニ因ル共助法）（昭和１３年，１９

３８年最終修正）」97即足以應付此時之需求，基此可謂，日本與當時諸外

國之動向一致98。 

然而，由於國際交流的大幅擴大、犯罪國際化的傾向、大陸法系諸國擴

大互助措施且承認要求主體不限於法官、歐盟國家相關法制逐漸齊備等原因
99 ，日本之偵查互助，大多依靠 ICPO （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sation 國際刑警組織）來達成的方式，已因法制不備而「不符使用」100。

當外國要求日本提供在刑事案件偵查時已收集之證據時，由於並無證據收集

程序與權限之疑問，只要認為合適即可提供給外國使用，並無問題，但是，

當外國要求日本為新的證據收集、提供時，如果互助要求與日本國內之刑事

案件無關，依刑事訴訟法為扣押、證人詰問等，因無法律上的根據，除非得

到相關人等之承諾與協力，否則將無法給與外國協助101。結果，當日本有要

求他國為互助的必要時，由於不能為司法互助國際上的原則，相互主義的保

證（亦即上述之互惠保證），反而使日本當時成為無法得到充分協助的體制，

                                                 

97 請參閱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時の法令１０８９号（１９８０年）５－６頁。 
98 請參閱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法律のほろば第３３卷８号（１９８０年）１１

頁。 
99 請參閱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１頁；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６－７頁。 
100 請參閱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７頁。 
101 請參閱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７頁；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１－１

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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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發生在昭和５１年（１９７６年）的洛克希德案件（ロッキ－ド事件）102，

及昭和５２年（１９７７年）的達卡日航劫機案件103。 

基於防止洛克希德等案件問題的再度發生，昭和５４年（１９７９年）

９月５日，日本總理大臣私人諮詢機關之「關於航空機疑惑問題等再防止對

策協議會」提言，應該充實、擴大國際偵查．司法互助之相關法制。日本法

務省則於昭和５４年末著手立法作業，於昭和５５年（１９８０年）４月１

日提出國際偵查互助法案於國會，並於同年５月１４日，於其參議院獲得一

致通過104。其立法目的在於，基於相互保證主義，使日本與外國之協力能更

為容易且迅速正當化，為了國際犯罪防止之國際協力能有更大之貢獻105。 

詳言之，鑒於互助案例的增加、偵查階段法制之欠缺以及互惠保證之考

量，關於狹義的司法互助，日本乃在其「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国裁判所ノ

嘱託ニ因ル共助法）」外，於昭和５５年（１９８０年）增定「國際偵查互

助法（国際偵査共助法）」106（以下簡稱日本偵查互助法），並於平成１６

年（２００４年）更改法律名稱為「關於國際偵查互助等法律（国際捜査共

助等に関する法律）」，且就法律內容做了大幅修正107。平成１６年（２０

０４年）法律第８９號關於日本偵查互助法之修正，主要是因應日、美間刑

事司法互助條約之締結（２００３年８月），謀求國際偵查互助（例如外國

                                                 

102 洛克關於洛克希德案件之介紹，國內文獻請參見邱鼎文「淺談經由司法互助取得證
言之證據能力－以日本洛克希德案（「ロッキ－ド事件」）為例」法令月刊第６２卷４期（２
０１１年）４８頁以下。 

103 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１－１２頁。由此觀之，我國現狀幾與日本當時面
臨的窘境，如出一轍。 

104 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９頁。 
105 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３頁。 
106 請參閱馬場俊行「国際偵査共助法」法律のひろば第３３卷８号（１９８０年）１

１－１３頁。 
107 請參閱山田由光「国際偵査共助法及び組織的な犯罪の処罰及び犯罪収益の規制等

に関する法律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律」ジュリストＮＯ.１２７６（２００４年）８６頁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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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之偵查、外國必要證據之收集與提供）之迅速、順利的實施108。此

修正案有三項重點，（一）基於條約（日、美刑事司法互助條約）制定國際

偵查互助之程序以及相關要件之例外；（二）關於業務文書之證明書規定的

齊備；（三）創設受刑人證人移送制度109。 

日本關於犯人引渡以外刑事司法互助之領域，與各國於１９世紀後半至

２０世紀前半立法形式（一）於犯罪人引渡法中設計相關規定（比利時、西

德）；（二）於刑事訴訟法中設計（澳洲、義大利）110不同，是於犯罪人引

渡法及刑事訴訟法外另設國際偵查互助法。換言之，日本不採取德、奧等國

際刑事司法互助法之「合併立法」方式111，而是基於突顯狹義刑事司法互助

與犯罪人引渡係屬不同領域112，於犯人引渡法與刑事訴訟之外就狹義的刑事

司法互助「單獨立法」。 

六、澳門 

就刑事司法互助而言，澳門之法律規範主要出現於二處，其一為刑事訴

訟法，其二為 2006 年經立法會通過之刑事司法互助法。刑事司法互助法之通

過，在相當程度內補充了刑事訴訟法典之規範，同時，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

法之規範，在適用上應以刑事司法互助法優先適用。113 

                                                 

108 山内由光「国際捜査共助法及び組織的な犯罪の処罰及び犯罪収益の規制等に関す
る法律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律」ジュリスト No.１２７６（２００４年）８６頁；平成１６
年版犯罪白書，http://hakusyo1.moj.go.jp/jp/48/nfm/n_48_2_2_6_3_1.html，最後瀏覽日：２
０１３年９月１０日。 

109 山内由光「国際捜査共助法及び組織的な犯罪の処罰及び犯罪収益の規制等に関す
る法律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律」８６頁以下。 

110 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６－７頁。 
111 請參閱吳景芳，國際司法互助基本原則之探討，臺大法學論叢第２３卷２期（１９

９４年），３３４頁。 
112 狹義刑事司法互助是伴隨引罪人引渡發展而來的歷史產物，但其有強行之獨立性格，

與犯罪人引渡間有明確之界限存在，森下 忠『国際刑事司法共助の研究』３－４頁。 
113 本節澳門之刑事司法互助部分，主要參考吳建輝，「移管受刑人法律之研究」，法

務部委託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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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刑事訴訟法第五卷規範澳門特區與該特區以外之當局之關係，主要

涉及司法互助之請求、逃犯之移交以及澳門特區以外之司法當局所為之刑事

判決之效力。在該卷第一編一般規定下，澳門刑事訴訟法第 213 條規定：上

開事情，或澳門地區與該地區以外之司法當局間之刑事司法之其他關係者，

應適用國際條約或屬於司法互助方面之協定，若無此條約或協定，則適用本

卷之規定。114同法第 217 條規定，對於不法份子之移交，應適用特別法之規

定，惟此所謂之「移交」應指引渡而言，並非受刑人之移轉。至於同法第 218

條以下則規定對於澳門特區以外之刑事判決之審查與確認。 

澳門刑事訴訟法地 218 條規定：依據法律或國際條約或協定，欲使澳門

法院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所為之判決，在澳門地區發生效力者，則該判決應先

經澳門法院預先審查及確認，方得發生執行力。115然此規範，並不適用於該

刑事判決於澳門法院內供作證據方法使用者。116亦即，倘若僅欲供作證據方

法使用，而不欲使之發生執行力者，則無需經澳門法院預先審查、確認之。

就該審查與確認之程序中，澳門法院亦得經利害關係人之請求，對該刑事判

決內之民事損害賠償，加以確認。117就當事人適格而言，澳門刑事訴訟法第

219 條規定：對於上開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所為之刑事判決之預先審查與

確認，得由澳門檢察院、嫌犯、輔助人以及民事當事人提起之。118同法第 220

條則規範確認之要件，119包含：依據法律、國際條約或協定，該判決可於澳

                                                 

114澳門刑事訴訟法第 213 條。 
115澳門刑事訴訟法第 218 條第 1 項 
116澳門刑事訴訟法第 218 條第 3 項。 
117澳門刑事訴訟法第 218 條第 2 項。 
118澳門刑事訴訟法第 219 條。 
119澳門刑事訴訟法第 220 條全文如下：「一、為確認非由澳門法院宣示之刑事判決，下

列條件必須成立；a）依據法律、適用於澳門之國際協約或屬司法協助領域之協定之規定，
該判決可在澳門產生執行力；b）引致判刑之事實亦為澳門法律所處罰者；c）該判決並未科
處澳門法律所禁止之刑罰或保安處分；d）嫌犯曾獲辯護人之援助；如嫌犯不懂有關訴訟程
序中所使用之語言，亦曾獲傳譯員之援助；e）該判決不涉及可被澳門法律，或宣示判決國
家或地區之法律定為妨害國家安全或妨害本地區安全罪之犯罪，但適用於澳門之國際協約或
屬司法協助領域之協定另有規定者除外。二、民事訴訟法律規定確認非由澳門法院宣示之民
事判決所需之要件中可適用之部分，相應適用於對非由澳門法院宣示之刑事判決之確認。
三、如該刑事判決所科處之刑罰惟澳門法律中無規定者，或澳門法律中雖有規定，但其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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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產生執行力，論罪科刑所依據之犯罪事實，亦為澳門法律所處罰者；該判

決並未科處澳門所禁止之刑罰或保安處分；嫌犯經辯護，且若該嫌犯不諳訴

訟中使用之語言，業經通譯之協助；該犯罪不涉及妨礙國家安全，或澳門特

區安全之犯罪者。僅在符合上開要件時，系爭外國或其他地區之刑事方得以

於澳門特區內加以確認。120同條第 2 款則規定，關於確認外國或其他地區之

民事判決之要件，可適用之部分，準用（相應適用）於刑事判決之確認上。121

同條第三條與第四條則規定，若外國或其他地區判處之刑罰，為澳門地區之

刑罰所無，或高於澳門特區對於該犯罪之最高度刑，或低於澳門特區對於該

犯罪之最低度刑時，應如何處理。就該刑罰為澳門地區所無，或高於澳門地

區之最高度刑時，則應處以澳門對於該犯罪應科處之刑罰，或減至適當限度。
122就低於澳門刑法之最低度刑時，則無礙於外國刑事判決之確認。123此外，

倘若上述要件均符合，然依據澳門法律，以逾追訴時效，則仍應予以確認，

但就該刑事判決之刑罰，或保安處分，不生執行力。124 

2006 年 7 月 13 日，澳門立法會通過刑事司法互助法，125該法於第 1 條

第 1 項開宗明義揭櫫該法之立法目的，在於：規範澳門特別行政區在中央人

民政府協助及授權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國家或地區進行刑事司法互

助。同條第 2 項則明示該法所謂之司法互助，包含：移交逃犯；移管刑事訴

訟；執行刑事判決；移交受刑人；監管附條件被判刑或附條件被釋放之人；

其他之刑事司法互助。126刑事司法互助法於第一編規範一般規定，於第四編

                                                                                                                                      

之份量高於法律所容許之最高限度者，則仍須確認該判決，但以科處之刑罰需轉換為澳門法
律對該案件應科處之刑罰，或減至適當限度。四、如待確認之判決所科處之刑罰低於澳門法
律所容許之最低限度，並不妨礙確認。」 

120澳門刑事訴訟法第 220 條第 1 項。 
121澳門刑事訴訟法第 220 條第 2 項。 
122澳門刑事訴訟法第 220 條第 3 項。 
123澳門刑事訴訟法第 220 條第 4 項。 
124澳門刑事訴訟法第 221 條。 
125澳門特別行政區第 6/2006 號法律刑事司法互助法，澳門特別行政區公報，第一組，

第 30 期，2006 年 7 月 14 日，頁九四一。 
126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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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刑事判決之執行，並於第四編第四章規定，受刑人之移交。就一般規定

而言，主要包括國際條約優先適用、127互惠原則、128雙重可罰等原則。129所

謂國際條約優先適用原則係指：刑事司法互助受適用於澳門的國際協約規

範；如該等協約未予以規範或規範有所不足時，則受刑事司法互助法之規範。

此外，刑事訴訟法律並應予以補充適用。就互惠原則而言，係指：刑事司法

互助應以互助原則為前提；同時，行政長官得視情況需要請求其他國家或地

區給予互惠保證，並可向其他國家或地區提供互惠保證；此外，在符合下列

任一要件時，即使不存在互助待遇，亦可執行刑事司法互助請求，其中包含：

（一）基於有關事實的性質或打擊某些形式的嚴重犯罪的需要，宜提供該刑

事司法互助；（二）提供刑事司法互助有利於改善嫌犯或受刑人的狀況或有

助受刑人重返社會；（三）提供刑事司法互助有利於查清歸責於某一澳門居

民的事實。最後，就雙重可罰之定義而言，係指：引致提出刑事司法互助請

求的違法行為，按照請求方及被請求方的法律，均應可科處刑事處分。其次，

若系爭事實在澳門不受處罰，但刑事司法互助請求的目的為證明是否存有阻

卻事實的不法性或阻卻被追訴人的罪過的事由，則可接納該刑事司法互助請

求。 

在上開一般規範之後，刑事司法互助法乃於第四編刑事判決之執行中，

並先行規範接受執行外國或其他地區刑事判決之要件。可供執行之判決，除

受刑人之移管所涉及之自由刑或保安處分外，另包含執行財產刑、宣告犯罪

所得之追繳、在利害關係人之聲請時，執行刑事判決所載之附帶民事賠償。130 

刑事司法互助法進而於第 93 條、94 條分別規範外國刑事判決之審查與

確認、適用之法律與執行之效力等。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93 條首先宣示：外國

                                                 

127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4 條。 
128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5 條。 
129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6 條。 
130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89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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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判決之執行，取決於中級法院對於該判決所為之預先審查與確認。131準

此，刑事司法互助法並進而釐清，前款所稱之審查與確認應適用刑事訴訟法

第 218 至 223 條之規範，132同時，並應遵守如下之規範：就事實之認定，受

到原判決認定事實之拘束，133就刑罰之轉換而言，不得將剝奪自由之刑罰或

保安處分，轉換為財產刑。134且不得加重判決中所判處之刑事處分。135 

就外國或其他地區刑事判決之執行，應依澳門之刑事訴訟法律為之。136一

外國或其他地區之刑事判決，若經澳門法院審查並確認獲准執行者，其效力

等同於澳門法律賦予澳門法院判決之效力。137而對於該外國或其他地區刑事

判決之再審或上訴，僅得由判決方為之。138然而，澳門得對於受刑人予以大

赦、赦免或特赦。139在涉及以下情形時，澳門法院即應終止刑罰之執行，包

含：該受刑人獲得大赦、赦免或特赦，因而其刑罰或附屬刑罰業已失效；140對

該判決提出再審或非常上訴，或其他原因使得系爭判決失去效力等。141 

關於移交受刑人之規範，則規定於刑事司法互助法第四編第四章中，該

章首先明文宣示受刑人移交之適用範圍，主要適用於剝奪自由刑或保安處分

之受刑人，經該受刑人請求獲同意之移交。142同時，就此議題之規範，除第

四編第四章之特別規範外，亦應適用本篇第一章與第二章關於執行外國或其

                                                 

131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93 條第 1 項。 
132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93 條第 2 項本文。 
133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93 條第 2 項第 1 款。 
134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93 條第 2 項第 2 款。 
135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93 條第 2 項第 3 款。 
136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94 條第 1 項。 
137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94 條第 2 項。 
138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94 條第 3 項。 
139 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94 條第 4 項。 
140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94 條第 5 項第 1 款。 
141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94 條第 5 項第 2 款。 
142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106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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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區刑事判決或委託外國或其他地區執行澳門刑事判決之規範。143同法第

107 條則規定受刑人移交之一般原則，在符合刑事司法互助法之一般原則，

以及第四編第四章特別規定之相關規範時，經外國或其他地區判處剝奪自由

刑罰或保安處分之人，可以移交至澳門接受刑罰或保安處分。144相反地，在

澳門經判處剝奪自由刑罰或保安處分之人，亦可移交至外國或其他地區服刑

或履行保安處分。145關於受刑人之移交，可由澳門提出，亦可由外國或其他

地區提出，惟受刑人之移交，均須取得利害關係人之同意。146同時，此移交，

亦須取得澳門與該外國或其他地區之同意。易言之，就受刑人之移交，需取

得係爭外國或其他地區、澳門特區以及利害關係人之三方同意。147 

七、結語 

綜合以上英、法、德、瑞、日、澳門等地之立法例，吾人可以發現，國

際刑事司法互助之發展，主要以引渡制度為發軔，相關之刑事司法互助乃在

於引渡制度之後，逐漸產生，就此逐漸發展之刑事司法互助部分，包含證據

之取得，刑事程序之移轉、受刑人之移轉、犯罪所得之沒收等。就立法設計

而言，就規範事項之廣狹而言，可分為單一立法就所有刑事司法互助所涉及

之議題加以規範，或採取或個別立法之方式，針對特定議題予以分別立法。

就前者單一立法模式而言，主要以德國、瑞士以及澳門為著例；就英、美、

日而言，則係就引渡以外之個別議題以特別法予以規範。就適用機關而言，

主要可區分為偵查與審判程序是否以相同之法律加以規範。易言之，是否以

特別之立法以規範偵查中之刑事司法互助程序，或偵查與審判中之司法互助

均適用相同之程序。就前者之區別立法之立法例主要係日本之立法例，就後

者而言，則可見諸於英、美以及德、瑞以及澳門。 

                                                 

143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106 條第 2 項。 
144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107 條第 1 項。 
145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107 條第 2 項。 
146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107 條第 3 項。 
147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107 條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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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以上各國之立法例，採取單一之立法，就總則與分則個別議題之關

係加以界定，有其體系上之明確性，亦同時，此一單一立法適用於偵查與審

判程序，較無程序割裂或界定困難之疑義。就個別議題規範，則有因事制宜

之效。至於偵查與審查程序之區分，在立法例上有日本為例，或有其權衡之

便，在程序適用上則有其割裂之危險。就其具體可能產生之適用疑義而言，

主要可以從兩個面向加以說明：外國法院之互助請求應適用國際偵查互助法

或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以及競合適用時何者優先適用。 

就外國法院之互助請求，究應適用國際偵查互助法或外國法院囑託互助

法一節，基本上，若單純由兩部法律的名稱來看，源自外國「偵查機關」之

刑事互助要求應適用「國際偵查互助法」，源自外國「法院」之刑事互助要

求則理應適用「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不過，在此種「區別立法體例」下，

日本於實際運作上產生了外國「法院」之互助要求，得否適用日本國際偵查

互助法，或是只能適用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的疑問。會有此一疑問的原因在

於，許多國家即使在偵查階段，法院介入偵查的權限極多，外國「法院」之

請求未必就是屬於「審判」階段的請求，尤其是許多歐洲國家採用的預審法

官制度，由法官提出請求，但可能屬於「偵查」階段之請求。 

日本通說認為，得否適用日本國際偵查互助法之標準在於，是否係屬「實

質偵查」，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之適用對象則限於「法院」之互助要求。換

言之，雖然刑事互助之要求是源自外國「法院」，但若外國「法院」之請求

係屬「實質偵查」階段，則應適用國際偵查互助法，而非外國法院囑託互助

法，例如，源自美國大陪審團、德國偵查法官之互助要求，雖然是外國「法

院」、「法官」之請求，但由於係屬源自「實質上」偵查機關之互助要求，

故仍屬日本偵查互助法之適用對象148。不過，日本藉由對「關於國際偵查互

助等法律」中「偵查」二字，在法律名稱上做擴張解釋的方式（與「外國法

院囑託互助法」限定主體為「法院」不同），來因應各國偵查擔當機關法制

                                                 

148 請參閱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４頁；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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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149的做法並非毫無疑義。主要之挑戰乃在於法國預審法官之互助請求應

適用何法律基礎？以及是否有一致性之區別標準。  

就法國預審法官之互助請求而言，日本學界認為應該適用偵查互助法或

是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有不同見解。通說認為，關於源自法國預審法官之

互助要求，是預審法官基於有「公訴提起效力」之檢察官為預審請求所為之

預審，既然係屬實質審判程序前之「偵查」，有實質上偵查之性格，故得為

日本偵查互助法之適用對象150。相對於此，有論者則認為，雖然理論上此時

要考慮此兩項法律之間的競合問題，但有鑒於向來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運用

的實績，用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來處理，並不會有何妨礙151。換言之，即使

以「實質偵查」為標準，在實際運用時，仍無法完全免除爭議。 

就一致性之區別標準質疑而言，其主要問題在於：日本以是否係屬「實

質偵查」之標準解決應該適用「國際偵查互助法」或「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

的問題，反而突顯日本用「國際偵查互助法」與「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分

別規範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領域之區別標準不一致。蓋既非單純採取區別

刑事程序階段，「偵查、審判」之區別立法方式，明明是源自「實質上」偵

查階段、「實質」偵查機關之互助要求，卻有適用日本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

之空間（參見日本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１與刑事訴訟法§２３６）；亦非單

純基於機關主體之不同，區別「檢警、法院」之區別立法方式，明明是源自

「法院」，例如前述源自美國大陪審團、德國偵查法官之互助要求，卻得適

用日本國際偵查互助法。 

因此，日本分別以「國際偵查互助法」與「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規範

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適用，只能說是採取「偵查、法院」區別立法體例，

並非具備一致性的區別標準（偵查階段－審判階段或偵查機關－審判機關）

的立法體例。  

至於，國際偵查互助法與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兩者競合適用時，何者優

                                                 

149 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１頁。 
150 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４頁。 
151 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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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一節，其主要問題根源乃在於：源自外國「法院」，例如美國大陪審團、

德國偵查法官、法院預審法官之刑事司法互助要求，除依「實質偵查」之標

準可適用偵查互助法外，亦有適用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之空間。日本外國法

院囑託互助法§１即謂，日本法院得依外國法院之囑託為證據調查法律上之輔

助，因此，只要該外國法院之必要的程序，對應於日本刑事程序而得以被承

認時，被認為得為互助，例如，外國偵查法官或預審法官囑託日本法院訊問

證人時，即得基於日本刑事訴訟法第２３６條，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得訊問

證人之規定，為司法互助152。此時，就形成了日本偵查互助法與外國法院囑

託互助法之競合適用，競合適用時兩法何者應該優先適用，不無疑問。日本

有論者主張在法國預審法官為互助要求，而有競合情況發生時，宜應適用外

國法院囑託互助法153，但卻未詳論其他競合情況發生時處理的準則。 

由此來看，在外國法院囑（委）託法外，另增訂偵查互助法的話，日本

的例子告訴我們，無法避免競合適用時如何處理的疑義，此恐怕不是如日本

學者所說，因兩者法律要件不同，例如有無雙罰性要件，應該在運用層面予

以調整154，就可一語帶過的問題，未來我國相關立法必須避免此一問題的發

生。 

依我國之立法而言，目前業有引渡法、跨國移交受刑人法以及外國法院

委託事件處理法等，除就個別司法互助領域加以區別規範外，另就審判程序

與偵查程序區分規範，因而不論就法律主管機關以及適用領域，均可能有相

互切割而缺乏整體協調性，甚至政策不一之危險。在國際司法互助議題上，

主管機關分別負有對內協調以及對外聯繫之功能。亦即，主管機關對外應協

調相關部會，以決定是否提出或同意司法互助之請求。對外而言，主管機關

乃係國際聯絡之窗口，就司法互助請求之提出，以及外國司法互助請求之接

受，均扮演關鍵之角色，同時，主管機關並肩負決定之理由之說明，執行進

度之告知等責任。因而，若因不同領域或不同偵查審判程序階段主管機關而

                                                 

152 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４－１５頁。 
153 松田 昇，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１頁。 
154 馬場俊行，国際捜査共助法，１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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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不同，不論在對內協調乃至於對外聯繫上均將產生執行上之困難。 

國際上，各國間處理刑事司法互助的聯繫方式可能有多種途徑，例如外

交途徑、領事途徑、中央機關途徑以及司法機關間直接聯絡途徑等，各國對

此的設計以及實務運行方式並不一致，也各有優缺點。值得注意的是，在 20

世紀後期的聯合國帶有刑事司法互助內容之公約內，例如「聯合國禁止非法

販運麻醉藥品和精神藥物公約」、「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和「聯

合國反貪腐公約」等。要求各締約國應指定一中央機關，負責接受外國司法

互助請求並同時執行請求或交給國內管轄機關執行，並希望能迅速、妥適的

執行。聯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精神藥物公約第 7、8 條規定：締約國

應指定一有關機關或在必要時指定若干有關機關，使之負責並有權執行關於

法律互助之請求，或將該請求轉交主管機關執行。締約國並應將此指定之有

關機關通知公約之秘書長。從而，公約架構下之司法互助請求之傳遞與相關

之聯繫，均經由此指定之有關機關進行。類似之規範出現在聯合國打擊跨國

組織犯罪公約155和聯合國反貪腐公約156等。 

                                                 

155 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第 18.13 條規定：「各締約國均應指定一中央機關，
使其負責和有權接收司法協助請求並執行請求或將請求轉交主管機關執行。如締約國有實行
單獨司法協助制度的特區或領土，可另指定一個對該特區或領土具有同樣職能的中央機關。
中央機關應確保所收到的請求的迅速而妥善執行或轉交。中央機關在將請求轉交某一主管機
關執行時，應鼓勵該主管機關迅速而妥善地執行請求。各締約國應在交存本公約批准書、接
受書、核准書或加入書時將為此目的指定的中央機關局通知聯合國秘書長。司法協助請求以
及與之有關的任何聯繫文件均應遞交締約國指定的中央機關。此項規定不得損害締約國要求
通過外交渠道以及在緊急和可能的情況下經有關締約國同意通過國際刑事 警察組織向其傳
遞這種請求和聯繫文件的權利。」 

156 聯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46.13 條規定「各締約國均應當指定一個中央機關，使其負責
和有權接收司法協助請求並執行請求或將請求轉交主管機關執行。如果締約國有實行單獨司
法協助制度的特區或 者領域，可以另指定一個對該特區或者領域具有同樣職能的中央機
關。中央機關應當確保所收到的請求迅速而妥善地執行或者轉交。中央機關在將請求轉交某
一主管 機關執行時，應當鼓勵該主管機關迅速而妥善地執行請求。各締約國均應當在交存
本公約批准書、接受書、核准書或者加入書時，將為此目的指定的中央機關通知聯 合國秘
書長。司法協助請求以及與之有關的任何聯繫文件均應當遞交締約國指定的中央機關。這項
規定不得影響締約國要求通過外交管道以及在緊急和可能的情況下 經有關締約國同意通過
國際刑事員警組織向其傳遞這種請求和聯繫文件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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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被請求國之中央機關可就國際刑事司法互助項目負責與外國

聯絡以及程序事項之決定，例如： 

1 代表本國司法機關向外國提出或接受外國司法互助請求  

2 就執行司法互助項目的進度通知或進行協商  

3 向請求國通知請求司法互助的執行情況及結果  

4 對拒絕、延後或無法提供司法互助的理由向請求國告知  

5 在特定案件上，與請求國或被請求國間就司法互助的條件進行協商  

6 就司法互助內之保密問題及範圍等進行協商  

7 將被要求至請求國內作證或協助調查人員是否接受該請求之結果答覆請求

國 

8 代表本國司法機關向請求國要求返還當初基於司法互助所提供之各種文

書、記錄及物品等  

9 通知請求國有關犯罪所得查扣或相關犯罪工具資訊等  

10 請求因執行請求國司之法互助所生之相關費用等  

11 對請求國請求司法互助之意見、要求及結果等，無論是請求國何一機關所

提出，由中央機關做出最終的通知  

12 在緊急狀況下，被請求國之中央機關有權決定接受請求國特殊形式的司法

互助請求  

13 請求國與被請求國中央機關就請求事項文件之使用語言問題做個案式的

協商  

14 被請求國之中央機關是否同意請求國將司法互助所獲得之資訊與證據等

為目的外用途使用 在對內方面，中央機關應該負責內國協調事項，例如向各

司法互助標的的管轄機關轉達相關資料、通報各種情況、徵詢相關機關意見

以及督促執行進度等。 

詳言之，在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架構下，一國之中央主管機關就刑事司法

互助事務負責與外國之聯絡，同時，並就刑事司法互助程序為相關決定，其

中涉及是否代表本國司法機關向外國提出或接受外國司法互助請求；就司法

互助之執行進度相互通知或進行必要之協商；對於拒絕或延後或無法提供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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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互助提出理由說明；司法互助執行結果之通知；刑事司法互助過程中特定

議題（例如應保密事項）之協商；乃至於執行司法互助所生費用之請求等。

若在不同之司法互助領域設有不同之主管機關，同時，因偵查審判程序之不

同，而另有所差異，此時不論在對外聯繫以及對內協調上均將產生執行上之

困難。並且，在法律體系上亦顯得紊亂無序，因而，考察各國之立法例，應

以德、瑞兩國以及澳門地區之立法例較為可採，應為我國未來在刑事司法互

助立法上之參考方向。 

尤其日本之立法例所產生之適用疑義，對於我國之立法更有高度警惕價

值。參考日本「關於國際偵查互助等法律」的介紹，我國未來對於狹義國際

刑事司法互助之相關立法，應注意以下幾點事項： 

  （一）應儘速就偵查階段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相關項為統合立法 

  鑒於在偵查階段（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大量增加，應儘速研相關

立法，而且，由於偵查階段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涉及之層面廣泛，為求有效的

整合以對抗跨國犯罪，宜參考日本立法方式將相關領域，例如與文書送達、

證據調查、受刑人證人移送、ICPO 情資交換途徑之相關程序，作統合的立法。 

  （二）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宜採取綜合立法方式 

  基於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與犯罪人引渡有別，以及為了有效整合不同

樣態之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適用，當有必要將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自

犯罪人引渡中獨立出來。但為了適用之明確與通盤整合法律問題之適用程

序，採綜合立法方式應較為妥當。 

  （三）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不宜採取「區別立法」體例 

  由日本所採取之「偵查、法院區別立法」體例所產生之疑義來看，整合

不同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途徑、樣態（統合立法），詳為規定係屬必要，

但是，區分偵查、法院，將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割裂，會有同為狹義國際

刑事司法互助適用那部法律，以及競合時如何適用的疑義。事實上，由於涉

及不同法制度的差異，很難有一個完善的區分標準，因此，在狹義國際刑事

司法互助領域，實不宜再為割裂。未來我國針對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為相

關立法時，日本所採取「區別立法」體例所衍生的問題必須予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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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法務部應為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主管機關 

  根據日本統計資料，日本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案件是以偵查階段為核

心，檢、警間偵查互助的件數，遠多於法院間司法互助的件數，為了有效整

合資源以及互助迅速化之需求，日本平成１６年（２００４年）之修法，將

其法務行政主管機關，提昇至受理互助要求之主管機關地位。基於相同之考

量以及避免前述割裂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區別立法體例所生之疑義，將

來我國相關立法宜考慮以法務部（長）為受理主管機關、指定代表人。指定

代表人（法務部長）秉持專業，若認為其他機關執行較為適當者，例如法院，

再將互助要求移轉至適當之機關執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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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取得證據之證據

能力判斷 

第一節 近代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下調查取證之發展 

在過去談到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時，相關之國際公約均以引渡作為重心，

調查取證之司法互助項目只是簡短的規範，甚至是只是附屬於人犯引渡之概

念，簡稱之為「物之引渡」（Sachauslieferung）157。我國現行法制亦是如此，

除開單獨與他國簽訂之雙邊條約、協定或協議，國內基本法制僅有「引渡法」

而已158，相關刑事程序調查取證部分，僅有在民國五十二年公布之「外國法

院委託事件協助法」中有零星的規定，至於佔刑事案件委託調查取證數量較

多之偵查以及執行階段之互助，迄今未有一基本之法律規範。相較於學說上

認為更為深層次的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事項，例如受判決確定人移交，我國已

於民國 102 年 1 月 23 日公布「跨國移交受刑人法」，但我國法制對於國際刑

事司法互助下之調查取證，包括其方式、種類、審查機關及許可要件等，迄

今尚無一統一式的基本法律規範，可說是處於嚴重的立法落後階段159。 

                                                 

157 Karl-Friedrich Nagel, Beweisaufnahme im Ausland, 1988, S. 33. 
158 值得注意的是，本法在實務上適用的案例可說沒有，國內實務絕大部分都是以入出

境或移民的法規處理。 
159 單獨與他國等簽訂者往往有較為詳細之規定，例如駐美國台北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

國在台協會間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第二條「協助之範圍」計有 1 締約雙方應經由其所屬領
土內之相關主管機關，依本協定之規定，提供有關調查、追訴、犯罪防制及相關刑事司法程
序中之相互協助。2 協助應包括：(1) 取得證言或陳述；(2) 提供供證之文件、紀錄及物品；
(3) 確定關係人之所在或確認其身分；(4) 送達文件；(5) 為作證或其他目的而解送受拘禁
人；(6) 執行搜索及扣押之請求；(7) 協助凍結及沒收資產、歸還補償、罰金之執行程序；(8) 
不違反受請求方所屬領土內法律之任何形式之協助。另與大陸地區簽訂之海峽兩岸共同打擊
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內之八、調查取證則於第 1 項明定「雙方同意依己方規定相互協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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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國際的發展趨勢來看，到了二十世紀下半葉，相關調查取證之司法

互助越來越受到重視，二戰結束後，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有了重大發展，

例如 1959 年在歐洲委員會主持下簽訂「歐洲刑事司法互助公約」

（Europäisches Übereinkommen über die Rechtshilfe in Strafsachen），明

確規定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三種形式，即送達司法文書、蒐集證據和

進行刑事訴訟，這一公約對歐洲各國及其他地區的國家都產生了重要

的影響。到二十世紀 70 年代後，又陸續出現「刑事訴訟管轄移轉」和

「外國刑事判決的承認與執行」這些新型態的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形

式。聯合國部分，1988 年禁止非法販運麻醉品和精神藥物公約內，即首次以

超過引渡之篇幅，規定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互助規則160。這樣的發展趨勢到

了二十一世紀初更加明顯，在有效加強國際社會對於貪腐犯罪之防制與懲罰

上，聯合國反貪腐公約內有相當完整之國際司法互助規定，其第四章主要規

範內容包括刑事案件之偵查、起訴或審判程序之國際司法合作。國際司法合

作是在尊重各國司法權獨立之前提下，不違反締約國本國之法律制度，在適

當範圍內提供最廣泛之協助。縱非締約國或無協定之存在，亦可在個案基礎

上談妥協助之事宜。其主要規範有：第四十六條司法協助之原則、第四十九

條及第五十條之聯合偵查及特殊偵查手段、第四十五條被判刑人的移管等。

無論在質與量的方面，均較過去大幅增加。就司法協助之原則部分，為求提

供最廣泛範圍之司法協助，公約第 46 條明文規定了十五種情形下，原則上請

求司法協助，締約國應予同意提供協助，若欲拒絕提供協助時，應先透過協

商程序。如所涉及為本國財稅事項或銀行保密之事項，均不得以此為理由而

拒絕司法協助。惟被請求國可以司法協助將妨礙本國之刑事案件程序而暫緩

提供司法協助。此外，締約國亦可主動提供與刑事案件有關之資料予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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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黃風，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規則與實踐，北京大學出版社，2008 年 7 月 1 版，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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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事先請求161。對於接受之資料，締約國應遵守保密之規定。若係證明被

控告人無罪之資料，在宣布無罪前應先通知提供資料國，或先行磋商程序，

且基於特定性原則，未得提供國事先同意不得將該資料再轉交或用於請求事

項以外之目的。此外，若經雙方締約國同意或被羈押或服刑人之同意，可移

送被羈押或服刑人至他國進行身份辨認、作證等協助。接受移送國有權力及

義務羈押被移送人，在履行義務後，將該人主動交還移送國。又非經移送國

同意，不得因其在離開移送國前之行為而在接受國受到訴追或人身自由之限

制。倘有不能或不宜至他國出庭、接受司法詢問之情形時，可以視訊會議方

式進行詢問，且應有司法機關人員在場。 

 
但在一民主法治國家，能將打擊犯罪的各種成果、資料等，順利的呈現

在法院刑事訴訟上，讓法院能依法判決被告有罪，或還被告清白，是憲法保

障人民享有「訴訟權」以及「正當法律程序」162的重要內容，據司法院釋字

第 582 號，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律程序原則，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採

證據裁判及自白任意性等原則。刑事訴訟法據以規定嚴格證明法則，必須具

證據能力之證據，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

信心證，始能判決被告有罪163。按此，打擊犯罪的結果必須能依據刑事訴訟

程序嚴格證明法則，成為「具證據能力之證據，並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

該等證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信心證」，方具實質意義。故如何將在國外

的證據資料，例如被害人、證人、同案共犯、物證、勘驗或鑑定等，不僅透

過國際刑事司法互助途徑委請外國取得證據，更重要的是，如此取得之證據

能在國內訴訟程序成為有證據能力，能使用在訴訟上的證據，國際刑事司法

互助的目的才算達成。 
 

                                                 

161  例如德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61a 條即新增未經請求之資訊提供
（Datenubermittlung ohne Ersuchen）的要件。 

162 例如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文「憲法第十六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
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利，即屬該等權利之一，
且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不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律程序所保障之
權利。」 

163 見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文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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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於外國取得證據在本國刑事訴訟程序之證

據評價 

如上所述，基於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管道，自國外取得證據之例子屢見不

鮮，但考慮到人權保障以及法治國程序要求，發現真實以及有效訴追犯罪並

非絕對價值，在刑事程序內，遂有證據禁止制度之出現。國外取得之證據是

否以及在哪些條件下會落入證據禁止的範疇？與國內所取得證據是否同一標

準，值得探究。 

 

一、法定證據使用禁止 

刑事程序法上所謂之證據使用禁止，尤其是國家機關違法取證，是否會導致證據排除

的法律效果？其判斷標準為何？因為所涉關係複雜，加上案情不一，可說是證據法上最令

人頭痛的問題。除此之外，這些標準該由立法機關或是是司法機關來決定，何者屬於「功能

最適性」的機關，也涉及到組織成員、運作方式以及決定效力範圍等之不同，難以一概而

論。由於決定證據使用禁止將涉及多種憲法利益上的衝突，就此立法機關理論上固然對於

規定證據使用禁止一事應負有主要形成的任務，而在現行法制下，我國立法者確實也較德

國立法機關展現了對此更積極之企圖，除了特定的違法取證情況予以明確規定其證據效

果，例如第一五六條第一項之「絕對排除」以及第一五八條之二的「原則排除，例外許可」

之外，復在第一五八條之四就所有其他違背法定程序的證據效果規定了個案「權衡解決方

式」。另針對傳聞證據，亦於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以下規定傳聞法則。就法律適用而言，這

些法定之證據排除規定是否適用於基於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外國公務員？在德國，通說認

為德國刑事訴訟法原則上不適用於國外公務員164，除非是本國機關明確委託外國機關以違

法方式取證，理由在於，不容許刑事訴追機關以利用私人之方式迴避法律或人權公約內保

                                                 

164  Matthias Jahn, Beweiserhebungs- und Beweisverwertungsverbote im Spannungsfeld 
zwischen den Garantien des Rechtsstaates und der effektiven Bekampfung von Kriminalitat und 
Terrorismus, Gutachten 67. DJT 2008, C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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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被告之規定165，利用外國機關亦應為同一之考慮166。刑事訴訟法為國內法，我國實務亦

認為「中國大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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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或同條之三之規定，而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第一款之公務

員，僅限於本國之公務員」 （最高法院一○○年度台上字第四八一三號判決） 再同條之四

第一款所稱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錄文書、證明文書，此所謂「公務員」，係指本國公務員

而言，並不包括外國公務員在內」（一○二年度台上字第五七五號）。 

另如第一五八條之四規定「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

程序取得之證據，……」內所稱之公務員以及法定程序等，亦應僅限我國之公務員以及法定

程序。因此，我國刑事訴訟法內針對基於刑事司法互助委由外國公務員取得證據之證據能

力，可說是並無任規定。 

 

二、非法定證據使用禁止 

雖然立法者在法律內規定了一連串證據使用禁止的條文，但學說及實務

普遍認為，證據使用禁止的結果，不以法律明文規定為限。自憲法或構成證

據取得禁止等情形，也可能導致禁止使用作為證據之結果167。但無論如何，

向來討論證據禁止的學說與實務，僅限於「國家之內」的問題，對於由境外

取得之證據，這些「量身打造」的看法，能否毫不懷疑的照常套用，似乎頗

有疑問。以德國為例，雖然在刑事程序證據禁止此議題上，有著非常豐碩的

研究與看法，但對於涉外部分，相較之下就顯的較為貧弱。甚至有一些看法

認為，依循司法互助途徑自外國取得之證據，原則上應不考慮其取證方式即

可作為證據使用，因為執行請求國司法互助請求調查取證的是外國機關，其

                                                 

165 Beulke, Strafprozessrecht, 2005, 8 Aufl., S. 284 Rn. 481.  
166 Ostendorf, Strafprozessrecht, 2010, S. 225 Rn. 388. 
167 Beulke, a.a.O. , S. 306 ff.; 最高法院早在民國 87 年判決內，即清楚揭示：「倘證據之

取得非依法定程序，而法院若容許該項證據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有害於公平正義時，因
已違背憲法第八條、第十六條所示應依正當法律程序保障人身自由、貫徹訴訟基本權之行使
及受公平審判權利之保障等旨意（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八四、三九六、四一八號等解
釋部分釋示參考），自應排除其證據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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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依據其本國法律而執行，並非依據將來證據使用國之法律168。但是此一問

題能否就此簡單的劃上句點，頗值深究。 

 

三、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下「證據之取得依據外國法、證據之評價使用本國法」 

證據之取得依據外國法，係因外國法院或司法機關接受本國之要求同意調查取證，在

該外國領域內行使其統治高權，故其取得證據之方法及手段原則上係依據其本國法，此為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內之「國家主權尊重原則」。以 1959 年 歐洲刑事互助公約為例，第 3 條

第 1 項即規定被請求國依據本國之法律執行請求，此即屬地原則（locus regit actum）之表現

169。聯合國刑事事件互助示範條約第 4 條亦規定：「要求提供協助的請求應依照被請求國的

法律和慣例加以立即執行，……」。我國與美方簽訂之「駐美國台北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

在台協會間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是我國歷史上第一次正式與外國簽訂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

170，其第六條「請求之執行」第 3 項規定：「請求之執行應依受請求方所屬領土內之法律規

定程序為之。請求書所指定之執行方法，除違反受請求方所屬領土內之法律者外，應予遵

守。」同樣的，與大陸地區簽訂之「海峽兩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中第八條「調

查取證」中第 1 項規定「雙方同意依己方規定相互協助調查取證，……」及第 2 項「受請求

方在不違反己方規定前提下，應儘量依請求方要求之形式提供協助。」等，均係以「受請求

方」法律為執行調查取證時之準據法，僅在「不違反受請求方之法律」時，允許較為彈性的

依據請求方之要求進行調查取證。 

 

                                                 

168 Gless, Beweisverbote in Fallen mit Auslandsbezug, JR 2008, S. 154 
169雖然 2000 年通過之歐盟會員國間刑事司法互助公約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只要本公約

別無規定，以及告知之形式規定以及不違背程序與被請求國法律之基本原則，刑事司法互助
之被請求國應遵守請求國告知之形式規定以及程序。但該公約對於違反此一義務之法律效
果，卻沒有規定。 

170 早在 1993 年雙方即簽訂有「北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與美國在台協會在犯罪偵查與訴追
方面之瞭解備忘錄」，惟此備忘錄不具備法律效力，宣示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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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證據之評價則應依本國法，此點應無疑問，其理由在於刑事訴訟程

序之實施屬於本國主權下之司法權限171，而國家公權力行使之民主正當性來

自全體國民，外國之法律如能拘束本國之行政與司法，則無從導致此一正當

性之基礎。因此，取得證據之使用評價應該使用本國法172，故中華民國刑事

訴訟內證據之使用與評價應該依據中華民國法律。但既然證據之取得依據外

國法，則該取得過程是否合法？如何判斷？由誰判斷？以及判斷之標準為何

等問題，是否以及如何對本國刑事程序造成證據能力有無之影響等，尚須進

一步探究。 

 

四、歐洲證據命令－到傳統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框架到「相互承認原則」 

受限於國家主權的限制，傳統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是建築在主權與主權之

間「相助協助」的基礎上，因此，取證規則原則上係依據「取證地」法，只

能在原則不違反取證地法的要求下，依據請求國之要求予以適度變通而已。

實務上，此一現實情況發生不少疑問，主要在於每一國家對於程序規定及相

對人保障範圍及程度均未必一致。即便在歐洲，因為歐洲人權公約之約束使

此一問題得以緩和173，但仍在諸如是否由法官或相當於法官者進行訊問？對

質詰問之意義？對被告告知義務之內容與時點，以及與不自證己罪原則的保

護？等，依然在各國間均產生不少歧異174。 

                                                 

171 釋字第 392 號：司法權之一之刑事訴訟、即刑事司法之裁判，係以實現國家刑罰權
為目的之司法程序，其審判乃以追訴而開始，追訴必須實施偵查，迨判決定，尚須執行始能
實現裁判之內容。 

172 Wohlers, NStZ 1995, S. 45, 46. Bose, 149. 
173 無法全面解決的理由在於，歐洲人權公約之人權保障未能涵蓋至所有之調查取證類

型，以及人權公約內容於轉化至內國法時，各國有不同之轉化方式，對於證據移轉時也可能
發生權利意義上之矛盾。Gless, Beweisverbote in Fallen mit Auslandsbezug, JR 2008,155. 

174 說明可見 Gless, Beweisverbote in Fallen mit Auslandsbezug, JR 2008,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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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歐洲，陸續的發生變化，國際刑事

司法互助甚至從相互協助框架到相互承認的實現，可說是其中最引人注意之

處。 

（一）2008 年「歐洲證據命令」（Die Europäische Beweisanordnung）以

前－傳統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框架的限制 

在傳統國際法上，刑事取證行為只能由一國司法人員在本國領土範圍內

實施。但歐盟成員國擁有各別的司法主權、各成員國國內法上對犯罪的不同

定義，以及各國證據規則的多樣化等，均構成了歐盟刑事取證立法和實務的

現實障礙。因此，欲對歐盟刑事相關取證制度予以立法，確實是一項艱難的

課題。為了有效打擊歐盟範圍內的跨境犯罪，促進各成員國間刑事取證的有

效進行，是歐盟及其成員國不斷努力的目標。在各成員國層面，例如擴大了

國家檢察機關在他國起訴的權能；在歐洲共同體和歐盟層面，則加強了歐洲

共同體機關與歐盟機關的相互協調，並強化歐洲共同體成員國之間與歐盟成

員國之間的刑事司法合作，簽訂各種刑事司法互助公約等，如 1959 年之「歐

洲刑事司法協助公約」以及 2000 年「歐盟成員國間刑事司法協助公約」等即

是。 

 

1959 年「歐洲刑事司法協助公約」是歐洲刑事司法領域的第一個多邊協

定，為刑事取證的司法協力提供基本框架決定。根據公約規定，各簽約國收

到協助請求時，對屬於請求方司法機關管轄範圍的犯罪，應當提供最廣泛的

司法協助。公約將取證作為刑事司法互助的內容之一，並在公約中就獲取證

據、移送物證以及傳喚證人、鑒定人和被告出庭等的請求程序和拒絕理由等

均有明文規定。該公約於 1978 年的第一附加議定書並將與財稅有關的犯罪納

入司法協助範圍，刑事取證的司法協助範圍也進一步擴大。2001 年的第二附

加議定書中另增加如共同調查、視訊會議提供證據、電話會議提供證據和證

人保護等方面的規定，促進了歐洲刑事取證的立法進度。但不容忽視的是，

該公約及其附加議定書雖然在歐洲刑事取證發生重要效用，但其不足之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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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易見，如在既有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框架下175，請求國對遞交給被請求國

要求調查取證之請求不具法律上約束力，此外，公約並沒有對取證請求的具

體程序和執行請求的期限等加以規定。致使該公約在實際效果上距離預設目

標甚遠。 

 

即便如此，歐洲刑事司法互助的範圍與強度仍不斷擴大，1990 年簽訂的

「申根公約」即進一步放寬了原先「歐洲刑事司法協助公約」內規定的刑事

互助事項之範圍176。2000 年「歐盟成員國間刑事司法協助公約」簽訂後，2001

年該公約的第一議定書也相繼簽署。該條約第 7 條規定無需成員國聲請的及

時資訊交換制度等，使各成員國間的直接司法協助和資訊交流的速度更快。

公約中還規定了較新型的司法互助方式，包括通過視訊會議提供證據、電話

會議提供證據以及控制下交付等，並對這些新型司法協助的適用要件及程序

等具體規定。  

   

儘管這些努力均促進了歐盟範圍內一成員國從另一成員國獲取刑事證

據，但這些仍舊是在相互協助原則的基礎上，所為之司法互助立法。但觀察

相關刑事取證的司法實務，這些立法所規定的程序不僅出現無序、混亂的情

況，也導致刑事調查取證的緩慢和校率不彰。以致在各成員國共同打擊跨境

犯罪的過程內，仍不能有效實現刑事證據在歐盟範圍內可以「自由、快速流

動」之目標177。  

 

                                                 

175 見 2008 年「為取得刑事司法中使用的物件、文書和資訊的歐盟證據令 2008／978／
JI 框架協定」理由（5）以下說明。 

176 公約第 49 條和第 50 條將刑事互助擴大適用於：依法應當予以處罰的行政違法；對
無正當依據起訴和判決者進行賠償的訴訟；非爭議性事項的訴訟程序；在刑事法庭最終未裁
決前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與執行判決有關的法律聲明的通知；對訴訟費用的交付或科處罰
金以及某些財稅犯罪等。 

177 Kai Ambos, Internationales Strafrecht, 2 Aufl., 2008, S.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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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8 年「歐洲證據命令」－以「相互承認」（Gegenseitige 

Anerkennung）為基礎之調查取證178 

為了加強成員國之間的司法合作，儘快實現 1997 年阿姆斯特丹條約強調

的在歐盟範圍內建立「自由、安全與司法區域」的目標。1999 年 10 月 15 日

和 16 日歐盟理事會「坦佩雷決議」強調，相互承認原則應當成為歐盟成員國

間司法合作的基石179，該原則應適用於司法機構作出的判決和其他司法決

定。相互承認原則意味著一個成員國有管轄權的的機關簽發的司法決定將在

另一個成員國內被相應的機構直接認可及執行。歐盟在相互承認原則基礎

上，開始了刑事取證立法的新探索，並逐步取代原有相互協助基礎上的刑事

取證立法。 

 

2002 年 6 月 13 日歐盟理事會通過了「關於歐盟逮捕令及成員國之間的

移送程序」（簡稱「歐盟逮捕令」）2002／584／ JI 框架協議（Der 

Rahmenbeschluss 2002/584/JI des Rates vom 13. Juni 2002 über den 

Europäischen Haftbefehl und die Übergabeverfahren zwischen den 

Mitgliedstaaten）180，這是歐盟第一個建立在相互承認原則上的立法。該立法

的作用在於，通過統一的歐盟逮捕令取代了歐盟成員國間的傳統引渡制度。

在涉及刑事取證的規定上，該法僅在第 29 條規定，在歐洲逮捕令簽發機關

的請求或執行機關主動進行下，執行機關應當扣押並移交可能被要求作為證

據使用的財產。在被請求人死亡或逃亡的情形下，也不影響對上述財產的扣

押和移交。但由於立法上未對移交程序予以特別規定，因此，上述移交仍需

適用原有的相互協助立法模式。 

 

                                                 

178扼要說明見 Markus Mavany, Die Europäische Beweisanordnung und das Prinzip der 
gegenseitigen Anerkennung, 2012, S. 171 ff. 

179 見 2008 年「為取得刑事司法中使用的物件、文書和資訊的歐盟證據令 2008／978／
JI 框架協定」理由（1）以下說明 

180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2:190:0001:0018: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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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 7 月 22 日歐盟理事會通過了「關於執行歐盟凍結財產和證據命

令之框架協定（Rahmenbeschluss 2003/577/JI des Rates vom 22. Juli 2003 

über die Vollstreckung von Entscheidungen über die Sicherstellung von 

Vermögensgegenständen oder Beweismitteln innerhalb der Europäischen 

Union）181，該框架協定的立法目的是在刑事程序中，確立一成員國承認和

執行由另一成員國的司法機構所簽發之凍結財產和證據的命令。根據該立法

2 條（e）的規定，這裡所指的證據，是指在涉及特定犯罪的刑事程序中，作

為證據使用的物品、檔案或資料。該協議還對凍結命令適用的罪名、凍結命

令的傳送、承認和執行以及拒絕承認或不執行凍結命令的理由等，為詳細之

規定。但其中其僅規定了刑事司法中防止證據湮滅、轉移等的臨時措施，隨

後的證據移交卻留給了相互協助程序，在具體適用上仍然受制於原有的相互

協助立法，等於只跨出了半步。 

 

為了在刑事取證方面進一步落實相互承認原則，以取代原有相互協助基

礎上的刑事取證立法，2003 年歐盟委員會提出了一份「為獲得刑事司法中使

用的物品、文書和資訊的歐盟證據令」的草案。草案規定，歐盟證據令是由

成員國一個有資格的機構，為了從另一個成員國獲得在特定程序中使用的物

品、文書和資訊而簽發的司法決定。在歐盟證據令的實施上，歐盟證據令在

執行國將具有執行國國內法一樣的效力，執行機構原則上應當無條件承認和

執行。該草案是歐盟在相互承認原則基礎上關於刑事取證的最重要立法草

案，也將成為歐盟在相互承認基礎上取代原有刑事取證立法的一大進程，該

框架協議將在其適用範圍內取代原有刑事取證立法。 

 

2008 年 12 月 18 日，歐盟理事會正式通過了「為取得刑事司法中使用的

物 件 、 文 書 和 資 訊 的 歐 盟 證 據 令 2008 ／ 978 ／ JI 框 架 協 定 」

（Rahmenbeschluss 2008/978/JI des Rates vom 18. Dezember 2008 über die 

                                                 

181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justice_freedom_security/judicial_cooperation_in_c
riminal_matters/l16009_de.htm   



刑事司法互助法之比較研究—以我國現況為中心 

84 

 

Europäische Beweisanordnung zur Erlangung von Sachen, Schriftstücken 

und Daten zur Verwendung in Strafsachen）182，該框架協定分為前言和正文

兩部分。前言共有 29 段內容，詳細說明該框架協議的基本原則；正文部分分

為四章，共 25 條：第一章「歐洲證據令」（第 1 條至第 6 條）、第二章「簽

發國的程序和保障」（第 7 條至第 10 條）、第三章「執行國的程序和保障」

（第 11 條至第 19 條）以及第四章「最終規定」（第 20 條至第 25 條）。2011

年 1 月，該框架協議在歐盟範圍內生效實施，在其適用範圍內取代原有相互

協助基礎上的刑事取證立法。此一歐盟證據令的生效和實施，實現了在歐盟

範圍內通過單一立法即可在其他成員國直接獲取刑事證據的目標。但要注意

的是，「歐盟證據令」在取證上僅適用於現存並且直接可使用的物件、文書

和資訊，不能下令要求執行機構為下列事項：（1）實施會見、獲取陳述發動

由犯罪嫌疑人、證人、專家或任何其他主體參加的聽審程序；（2）執行身體

檢查或從任何人的身體直接獲得身體或生物資料，包括 DNA 樣本和指紋等；

（3）即時獲得資訊，如通過通訊監察、隱秘監視或監控銀行帳戶；（4）對

已存之物件、文書和資訊進行分析；或（5）獲得由公共電子通訊服務或公共

通訊網路提供者所保留的通話資料183。 

 

（三）「下令國」之法律規定作為「執行國」執行調查取證之基礎 

傳統以相互協助基礎上的刑事取證立法中，申請獲得證據的國家是「請

求方／國」，而證據所在國為「被請求方／國」。例如在 1959 年「歐洲刑事

司法協助公約」及其議定書中使用了「請求國」（der ersuchende Staat） 和

「被請求國」（der ersuchte Staat）的文字，而 2000 年「歐盟成員國間刑事

司法協助公約」中使用了請求會員國(ersuchenden Mitgliedstaat) 和被請求會

員國 (der ersuchte Mitgliedstaat) 的文字。但「歐盟證據令」中不再使用向來

「請求方／國」和「被請求方／國」的表達方式，而是以「下令國

                                                 

182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8:350:0072:01:DE:HTML 

183 詳細規定見該框架協議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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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rdnungsstaat）」和「執行國（Vollstreckungsstaat）」取代。「下令國」

是指簽發歐盟證據令的成員國，而「執行國」是指所涉物件、文書和資訊在

其領土範圍內的成員國，或根據該國的法律可直接獲得電子證據的成員國184。 

根據此一立法定義的改變，不難看出歐盟刑事取證立法已發生重要的進

展。「請求方／國」、「被請求方／國」意味著刑事取證只是成員國之間的

傳統司法互助內容之一，在此架構下，請求方遞交出來的取證請求，對被請

求方不具有直接、堅實的法律拘束力，原則上只能基於互惠要求，希望被請

求方盡力完成。但藉由「歐盟證據令」的生效和實施，實現了在整體歐盟範

圍內直接跨境的對刑事取證。在「歐盟證據令」規定的過渡期後，成員國應

當採取任何必要措施將「歐盟證據令」轉化為本國法律，或是對「歐盟證據

令」規定的各項內容如同其國內法一樣直接適用。在執行依據上，1959 年「歐

洲刑事司法協助公約」規定，刑事司法互助下調查取證的執行必須依據被請

求國的法律；而 2000 年「歐盟成員國間刑事司法協助公約」也僅要求被請求

成員國當盡量按照請求中明確表明之請求國所要求的手續與程序進行。如今

「歐盟證據令」則要求，在不違背執行國法律基本原則和於最大限度內不損

害執行國的基本保護下，歐盟證據令的執行應當根據下令國明確指出的手續

和程序進行。這不僅有利於使下令國從執行國能快速、有效的獲取刑事證據，

也有利於確保該證據在下令國訴訟程序內之證據能力。  

 

（四）小結 

二戰結束以後，歐盟跨國刑事調查取證經歷了從相互協助到相互承認的

發展，「歐盟證據令」是歐盟在相互承認基礎上最重要、最全面的刑事取證

立法規定，相當程度突破既有跨國刑事調查取證的規範，可說是歐盟在相互

承認基礎上取代原有刑事取證立法的第一步。但如同較早的歐盟逮捕令一

樣，此一規定也引發許多之爭議185，尤其是刑事辯護權的未受重視，有學者

                                                 

184 見該框架協議第 2 條 b. 
185 德國聯邦律師協會（Bundesrechtsanwaltskammer）即表達不宜在此時採取此種以相

互 承 認 為 基 礎 的 跨 國 取 證 證 據 規 則 ， 參 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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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186，歐盟逮捕令、歐盟保全令及歐盟證據令幾乎可以在泛歐盟區域內執

行，這等於使刑事追訴機關開啟廣大的歐洲範圍內執行空間。與此相對的，

刑事辯護方在歐洲，不管是去搜尋歐盟迄今為止所發布的框架決議或「里斯

本條約」相關規範，都付之闕如。尤其是，相互承認原則廢除傳統上之內國

保護機制（例如雙重可罰性原則）後，並沒有足夠的防護措施或新制度來維

護刑事辯護權利，造成刑事追訴方權力的單面成長。歐盟逮捕令的運作實務

已顯現此一單方傾斜的狀況。 

應注意的是，迄今「歐盟證據令」並非一完整的證據規範，除了本身即

有的限制，亦及僅適用於現存並且直接可使用的物件、文書和資訊，其他廣

大的刑事取證範圍並未包括入內，此一雙重立法體系現象可能導致歐盟刑事

取證適用上產生複雜和混亂187。其他如雙重犯罪原則的弱化或取消，也容易

引發成員國憲法上的疑慮188，甚至如相互承認原則可否作為歐盟刑事取證立

法原則，亦受質疑。 

 

五、被請求國調查取證是否合法與證據能力 

我國目前的現況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或地區間基於刑事司法互助之調

查取證，還是依據被請求國（方）的法律進行。因此，「證據之取得依據外

國法、證據之評價使用本國法」原則，固然描述了外國取證以及本國使用此

一證據的「現實情況」，但能否進一步擴展到「依附性使用禁止」之框架內，

而具決定性的判斷該證據之證據能力？亦即，當國外之證據係因為刑事司法

                                                                                                                                      

http://www.brak.de/zur-rechtspolitik/stellungnahmen-pdf/stellungnahmen-deutschland/2010/janua
r/stellungnahme-der-brak-2010-02.pdf 

186 Gless, Europa – eine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Strafverteidigung, StV 2010, S. 400-407. 
187 在兩個不同原則基礎上的刑事取證立法並存的現狀，容易導致取證立法的多樣性和

法律適用上的混亂。同時，依據下令國法律屬輕微犯罪者，應否簽發歐盟證據令？以及下令
國能否責成執行國適用與執行國法律不符的強制措施等問題，在歐盟證據令中規定不明。 

188 取消雙重犯罪原則的限制，意味著成員國的公民不僅要遵守本國的法律，還要遵守
歐盟其他成員國的法律。因此有觀點認為，這可能與源於各國憲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則抵觸，
而與法治國原則相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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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請求而由被請求國取得時，該取得過程是否合法，是否將影響該證據在

請求國國內訴訟程序之可否使用？以司法院於 2013 年研擬之「外國法院委託

事件協助法」草案第 6 條即規定189：「依本法委託，經外國法院協助取得之

證據資料，得為證據。但經證明非依該國法定程序取得者，不在此限。」很

明顯的，外國司法機關是否依該國法定程序取得證據，將決定該證據於我國

是否有證據能力。但是，「依附性使用禁止」係屬於「一國之內」證據違法

取得與證據禁止的關連性，在發生於外國取證的情形時，相關理論是否可以

照搬套用，其實很有疑問。以下謹就可能的疑問提出討論。 

 

（一）外國取得證據違反該外國法，即無證據能力？ 

如前所述，如果基於「證據之取得依據外國法、證據之評價使用本國法」

之現實，可以適用於「依附性證據使用禁止」之判斷，亦即判斷由外國取得

證據在本國是否具有證據能力，似乎該證據取得是否遵守被請求國之法律，

就顯的相當重要。但此一看起來「順理成章」的推論，事實上卻是疑問重重。

簡單的說，外國取得證據在本國刑事訴訟程序是否有證據能力，能否依據「依

附性使用禁止」之判斷模式，亦即「外國取證違法」，將影響該取得證據在

本國刑事訴訟內之證據能力，事實上仍有許多之問題。對此主要以「依附性

證據使用禁止」的目的與審查等角度觀察。 

 

1 可以抑制違法偵查？ 

刑事訴訟程序「證據排除原則」之目的，在學說上誠有不同看法，但所謂「藉以抑制違

法偵查、嚇阻警察機關之不法」，是其中不可忽視的主要目的之一190。但在國際司法互助協

                                                 

189 「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自 1963 年 4 月 25 公佈後，迄今已逾 40 年未曾修正，
為符國際間司法協助之需求，司法院刑事廳組成「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研究修正委員會」
研討，於 2006 年完成該法修正草案共計 21 條。修正重點之一，法院委託外國法院調查證據
因而取得之供述證據，如系外國法院依該外國法定程序取得者，且系出於本法委託協助之法
律規定，應容許法院作為證據使用。以上見《司法週刊》、2006 年 4 月 27 日、第 1284 期。 

190 我國實務上若干判決即採此說，例如最高法院九十八年度台上字第五七八號判決認
為：偵查機關「違法」偵查蒐證適用「證據排除原則」之主要目的，在於抑制違法偵查、嚇
阻警察機關之不法，其理論基礎，來自於憲法上正當法律程序之實踐，有鑒於一切民事、刑
事、行政、懲戒之手段，尚無法有效遏止違法偵查、嚇阻警察機關之不法，唯有不得已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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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取證的情形，本國法院藉由證據禁止來「藉以抑制外國機關違法偵查、嚇阻外國警察機關

之不法」，似乎有撈過界的疑慮，況且，被請求國刑事訴追機關於執行請求國之調查取證措

施即使違法，請求國法院亦無從透過審查「證據使用禁止」之功能來抑制被請求國偵查機關

違法偵查，並嚇阻警察機關不法。簡言之，就算被請求國機關蒐證違法，致遭請求國法院

審理時排除其證據能力，也談不上發生「抑制、嚇阻」被請求國司法機關違法偵查的效果，

其所造成者，只是請求國就本難以順利取證之證據，更加無法在審判中使用，致令可能與

犯罪事實相符之證據被排除而不用，使案情重大之被告可能逍遙法外，有害於審判之公平

正義191。 

 

2 是否合法取證，請求國法院難以正確審查  

基於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相互尊重、平等互惠之原則，請求國既然依循刑事司法互助管

道委請被請求國協助調查取證，請求國審判法院原則上即應接受其結果，不宜逕行依據被

請求國的相關法律自行審查是否有蒐證違法之情形，此舉可能破壞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基

本精神，況且，通常請求國法院對於被請求國之法律規定以及其實務運作並不熟悉，甚至

可能連該國的法律文字都不通曉，逕行審查結果是否正確，容易滋生疑義。 

 

3 相關判斷資料難以獲得 

欲瞭解被請求國執行基於司法互助所請求之調查取證措施是否符合其內國法律，往往

需要多項的證據以及其執行情況資料，方可認定，例如由被請求國依請求發動的搜索、扣

押是否合法，必須擁有此一強制處分從決定到執行等所有相關的資料，始足以判斷。在國

際刑事司法互助實務上，被請求國通常僅會將執行結果交付，但不會將這些相關資料連同

執行結果一併送交給請求國，如果請求國法院堅持需要這些資料，以審查被請求國是否合

法實施調查取證措施，須再透過新一次的刑事司法互助途徑請求，獲得相關資料後，去調

查先前委託司法互助項目之合法性，恐怕被請求國將難以接受而逕行拒絕。此種帶著懷疑

的態度不僅破壞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互惠、信賴精神，亦難有實質效果。 

                                                                                                                                      

證據之排除，使人民免於遭受國家機關非法偵查之侵害、干預，防止政府濫權，藉以保障人
民之基本權，實具有其憲法上之意義。 

191 最高法院九十三年台上字第六六四號判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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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即使判斷被請求國調查取證違法，能否導致證據禁止使用效果 

即使能克服以上困難，讓請求國法院認為被請求國之調查取證違法，由於在證據禁止

效果判斷上，「取證違法」未必導致「證據禁止使用」之結果，在本國刑事機關依據本國法

判斷違法蒐證時尚且如此，更何況是外國刑事機關違反外國法律所取得證據是否應在請求

國課以證據使用禁止之效果，將更為複雜難解。德國最高法院甚至在部分判決內，對於外

國取得之證據是否遵守該外國法律之爭議，明顯的保持緘默192。以我國法院常使用之「權衡

標準」為例，認為宜就「(一)違背法定程序之程度。(二)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即實

施搜索、扣押之公務員是否明知違法並故意為之）。(三)違背法定程序時之狀況（即程序之

違反是否有緊急或不得已之情形）。(四)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權益之種類及輕重。(五)犯

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六)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來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七)偵審人員

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八)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不利益之

程度等情狀予以審酌，以決定應否賦予證據能力」193。在本國實務施行上，是否該八大點均

應衡量？每項重點的佔有比重為何？等，常常已難令人滿意，本國尚且如此，對於涉及外

國的情況，要先確定受請求國之協助調查取證措施是否合法，判斷為違法後，再要就個案

適當衡量，往往是「無期待可能性」。德國最高法院在部分案例內，對於被請求國是否遵守

該國法律取得證據一事，甚至清楚的予以擱置、未置一詞194，可能也是基於以上之考慮。 

 

此外，德國學說亦認為195，就算確定被請求國於取得證據時違反該國之

法律，但當該外國法律規定較德國法律更為嚴格，而此一取證符合德國法律

之要求時，也不會導致證據禁止的結果。 

 

（二）外國取得證據遵守外國法，該證據即有證據能力？歐洲人權法院

2012 年 Stojkovic v. France and Belgium 一案的啟示 

                                                 

192 Bose,a.a.O., S.148 
193 例如最高法院 93 年台上字 664 號判例。 
194 BGH bei Holtz, MDR 1979, 637; BGH NStZ 1985, 376. 轉引自 Bose, S. 151 
195 Urich Eisenberg, Beweisrecht der StPO, 4 Aufl., 2002, Rdnr.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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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被請求國接受請求國刑事司法互助調查取證請求而執行時，

請求國均會將此一結果在本國刑事訴訟程序內使用，亦即承認該結果具有證

據能力，否則等於失去當初要求刑事司法互助之基本目的。如同德國實務所

認為，德國法院無從期待受請求之外國可以依據德國法律規定取得證據196。

因此，德國實務上通常意見認為，當外國所取得之證據係遵守該國之法律規

定時，應不禁止該證據於德國刑事程序內使用，並且進一步指出，於法律審

上訴時，不可依據外國法指摘證據取得之違法性。 

 

由於各國法制間存有許多之差異197，故證據取得之合法性判斷依據該外

國法，相當程度內亦和緩內國法院證據禁止之嚴格程度。但此一「現實現象」

是否百分之百絕無例外？尤其各國法制差異甚大，完全照單全收，是否全無

憂慮之處？甚至，如果請求國利用此一「法制上差異」的現實因素，規避本

國法較嚴格的拘束，透過刑事司法互助途徑由外國協助調查取證後，「順理

成章」的送入本國司法程序使用，與法治國的程序基本要求是否相符？亦不

可忽視（例如基於被請求國較為寬鬆的告知義務或拒絕證言權保護，不請求

或引渡該證人回國作證，而要求該國執法機關對證人訊問或使用訊問筆錄，

以規避內國嚴格之法律要求）。以下僅舉歐洲人權法院於 2012 年 Stojkovic v. 

France and Belgium 一案中表示之見解，即可知即便該被請求國依據其內國法

合法調查取證，亦未必可以順利躲過請求國國內較嚴格的證據標準，尤其是

法治國基本程序權利的保障198。 

 

1 本案基本事實 

                                                 

196 Bose, a.a.O., S. 150 
197 由於各國法制往往存有差異，以訊（詢）問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為例，我國規定必須

全程連續錄音或錄影，並應告知可選任辯護人，甚至辯護人可以在場並得陳述意見。以大陸
為例，雖宣佈自 2006 年起分三階段逐步推行關於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時的全程同步錄
音錄影作為，但並非擴及全部刑事案件，且對於共同被告之訊問並不包括在內；另被害人則
是獨立的證據方法；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時，辯護人並無在場權，只能與在押被告會見、
通信。日本刑事訴訟法並未規定辯護人於偵查階段訊問時，有在場之權利。 

198 http://echrnews.wordpress.com/2010/02/12/stojkovic/，瀏覽日期 201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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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人 Stojkovic1973 年出生於塞爾維亞，居住於比利時。他涉嫌於 2003

年1月31日搶匪持械搶劫在法國高雪維爾地區的一個珠寶店，法國Albertville

地區法院預審法官認為 Stojkovic 涉及在法國之強盜案，向比利時請求司法互

助，要求比利時警方對 Stojkovic 訊問，在司法互助聲請書中，記載 Stojkovic

係居於「法律輔助證人」（legally assisted witness;témoin assisté)的地位接受

詢問，並須為 Stojkovic 指派一位律師在場協助。2004 年 3 月 11、12 日比利

時警方訊問過程中，該法國預審法官以及法國 Albertville 地區之檢察官均在

場，但比利時警方並未為 Stojkovic 指派律師，Stojkovic 曾要求希望有律師協

助，亦未獲准。訊問中，Stojkovic 自白曾參與 2003 年 1 月 31 日在法國高雪

維爾珠寶店的持械搶劫一案，並同時供出在法國的聖特羅佩和比亞里茨等地

另犯下數起強盜案件。Stojkovic 於 2005 年 12 月從比利時監獄中逃出，但後

來根據歐洲逮捕令被逮捕，比利時當局隨後將他移交給法國當局。2007 年 4

月 25日法國Chambery法院駁回 Stojkovic聲請判定其於比利時接受訊問時自

白犯罪之筆錄無證據能力之要求，Stojkovic 不服對之提起抗告，但於同年再

遭上級法院駁回。2007 年底 Stojkovic 在法國被起訴，後 Stojkovic 被法國法

院判決有罪有期徒刑 6 年。 

 

2 歐洲人權法院之審查 

2008 年 Stojkovic 向歐洲人權法院對比利時及法國提出申訴，理由為歐

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3 項第 3 款所保障之受律師協助之權利遭受侵害。控告

比利時部分，歐洲人權法院認為申訴人未遵守 6 個月內須提出申訴之程序規

定，該申訴不合法駁回。對於法國之申訴則合法。 

 

至於實質審查部分，歐洲人權法院認為，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3 項之

保障屬於同條第 1 項「公平審判」要求的基本內容，為使此一要求得以「實

際、有效」的保障，刑事被告在第一次接受警訊時，應賦予其享有律師辯護

之權利，除非遇到特殊情況可認確有重大事由予以限制。一般而言，若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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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律師協助情況下之被告自白為判決被告有罪之依據者，被告之防禦權已經

受到「難以彌補」之損害199。 

 

雖然依據刑事司法互助原則之屬地原則，亦即「司法互助之被請求國係

依據自己內國法之規定完成請求協助事項」，而比利時之法律並無賦予於司

法互助案件訊問時，被告有請求律師在場協助之權利200。按此，比利時依其

內國法履行訊問申訴人之程序，似無可指責之處201。就法國而言，此一辯護

權欠缺也非法國政府之責任，但法國應該注意，雖是由比利時依其法律進行

訊問程序，但法國法院使用經此取得之證據，是否損及法國刑事程序之公正。

簡言之，即便申訴人是在比利時依據比利時法律接受訊問，但這並不免除法

國法院對此之審查義務，亦即應審查申訴人是否在符合公約公平審判要求之

情況下進行，歐洲人權公約第 1 條規定各簽約國「對於處於其主權下之所有

人民，應保障本公約第 1 編內所規定之自由與權利」，這是各簽約國之主要

任務。法國法院必須詳查，本案在比利時所進行之偵查行為，是否侵害申訴

人受公約保障之辯護權？此外，也必須注意本案於法國進行訴訟程序之公平

性。 

 

比利時警方是基於法國司法互助之請求，方對申訴人進行訊問，法國之

預審法官與檢察官均於該訊問時在場。法國對比利時的刑事司法互助請求係

清楚的將申訴人作為犯罪嫌疑人的地位，亦即屬於刑事被告。申訴人於該訊

問所為之自白，讓法國開啟了偵查程序，其後也在法國法院審理時，作為認

定申訴人犯罪之依據。申訴人雖然在法國法院審理時，有律師協助並承認遭

                                                 

199 EGMR, Salduz/turkey, NJW 2009, 3707, 3708. 
200 被告可如何行使律師協助權，歐洲人權公約內並無具體規定，簽約國可自行選擇其

認為適當之方式，於其內國法中保障此一權利，人權法院僅審查簽約國內國法相關規定是否
符合公約第 6 條第 1 項公平審判程序之要求。EGMR, Krombach/Frankreich, NJW 2001, 
2387(2390). 

201 當然，這不表示比利時的法律規定沒有問題，只是在本案比利時只是接受法國請求
進行訊問，比利時並未對 Stojkovic 進行刑事程序，Stojkovic 也沒有就訊問時欠缺協助一事
向比利時指控。故此為發生在 2004 年 3 月 11 及 12 日之事件，並未持續下去，Stojkovic 向
歐洲人權法院提出控訴時是 2011 年 10 月 27 日，已經超過法定 6 個月期限，法院自不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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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之犯行，但無法除去其權利自始即遭到侵害的事實，且申訴人對於在比

利時訊問時，無能力對此一訊問之合法性提出有效之爭執。 

 

人權法院認為最後認為法國違法公約第 6 條第 3 項第 3 款以及第 6 條第

1 項。法國政府應賠償總計 10000 歐元給申訴人 Stojkovic。 

六、小結 

刑事訴訟程序雖以發現真實為基本要求，但在法治國內，發現真實並非

容許不計代價的獲得，人性尊嚴之保障、個人隱私、家庭關係與職業領域之

保護等，往往處於與發現真實要求對立的情況。證據使用禁止往往取決於先

前證據取得是否合法，而於外國進行之證據取得是否合法，亦即是否符合該

外國之相關法律規定，對於內國於刑事程序是否允許評價該證據，似具有決

定性意義。此一看法被稱為 locus regit actum，即被請求國標準。但即使獲得

證據取得之合法性判斷應依據該外國法之共識，依以上所述，對於內國司法

案件個案上之證據禁止判斷，恐怕成果仍十分有限，主要之理由在於，即使

在內國證據取得如屬違法，亦未必立刻導出證據禁止之結論！理所當然的，

當於外國取得之證據係違反該外國法律時，在本國也未必當然導出證據禁止

的效果。德國最高法院甚至在部分判決內，對於外國取得之證據是否遵守該

外國法律之爭議，明顯的保持緘默。因此，外國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在內國訴

訟程序具有證據能力，取得程序之合法性似乎不是「必要條件」202！更何況，

內國法院如何判斷外國所取得證據是否符合該國相關法律，在實務上恐怕亦

十分困難。 

 

在我國刑事訴訟程序內關於證據之使用與評價應該依據中華民國法律，

固無疑問。但當判斷是否構成所謂證據使用禁止，亦即禁止法院將某項證據

做為裁判之基礎時，其判斷常常需要視該證據之取得是否合法，此前述所稱

                                                 

202 Bose, a.a.O., S.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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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性之使用禁止」。因此，雖然得到證據之使用與評價應該依據中華民

國法律的結論，但對於問題的解答，並無助益。進一步言，雖然證據之評價

使用以本國法為準，但是對於由外國所取得證據能否作為符合嚴格證明程序

內所稱之證據，更精確一點的說，當外國取得證據之法律規定與個案實務與

本國法規定不一致時，是否以及在如何之要件下，會發生證據評價禁止的結

果，對於此一問題仍然無法回答。 

 

第三節 以我國法律重要原則為證據能力判斷基準 

受限於國家主權之限制以及尊重他國主權的要求，取證國依據請求國之

法律協助調查取證，遂往往成為不可期待之事，也就是說，請求國最多僅能

在極為有限的範圍對被請求國的調查取證發生影響，要求遵守請求國法律執

行誠屬一「事實上之障礙(tatsachliches Hindernis)」203。我國法院是否應審查

被請求國人員取證行為合法性？從國際法上主權尊重、平等之角度來看，審

查被請求國所進行之取證程序可能有侵犯該國主權之嫌疑，不但外交上可能

滋生困擾，也容易破壞國際司法互助慣例上之互惠、信賴等基礎，導致日後

要求跨境取證更加困難，更加妨害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進行。另一方面，就

算審查結果屬於合法，如同前述Stojkovic v. France and Belgium一案，也並不

表示該證據在請求國的司法程序就可以通行無阻，因為請求國本身仍有其基

本的法律原則，不容許為了有效刑事訴追之目的而全部放棄。 

 

面對此一困難，德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放棄以被請求國是否合法協助

調查取證的判斷基準，而是在第7章「一般規定」（Siebenter Teil Gemeinsame 

Vorschriften）內的第73條前段規定提供司法互助的界線為「當提供司法互助

                                                 

203 Bose, a.a.O., S.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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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違反德國法秩序的基本原則時，提供將不被允許」204一般稱此為「公共秩

序原則」（ordre public）。此原則原是國際私法上的一項基本制度，已為國

際社會普遍承認和採用。從狹義上說，公共秩序主要是指法院在依自己的衝

突規範本應適用某一外國法作準據法時，因其適用的結果與法院地國的重大

利益、基本政策、基本道德觀念或法律的基本原則相抵觸而拒絕或排除適用

該外國法。而一般學者都認為，廣義的公共秩序概念還應包括內國可以拒絕

承認與執行違背內國公共秩序的外國法院判決或外國仲裁機構作出的裁決。

外國法院的判決不與內國的公共秩序相抵觸，這是國際社會普遍公認的承認

和執行外國判決一個條件，各國法律均作了明確規定。因為公共政策條款是

一種保護性條款，各國規定這一條款，都是為了保護內國國家的重大利益，

維護內國的基本政策及道德與法律的基本觀念和基本原則，使其不至於因為

外國法院判決在內國的承認與執行而受到威脅和動搖205。 

 

在學說上，遂有必須建構一套於國際刑事司法互助領域我由外國取得證

據在內國評價基準的必要206，這裡必須充分考慮如「國際刑事司法互助調查

取證的要件」、「各國間可能存在法制的差異」、、「尊重他國主權」「有

效訴追犯罪」以及「被告人權保障」等可能彼此衝突、矛盾等原則，尋求一

可接受的方案。這裡的考慮點往往已經不限於單一國家的法律或價值，而是

要在國際法以及普世承認人權的框架下，解析如何適度的透過刑事訴訟程序

內「證據禁止使用」來回應這些要求。 

 

一、損害他國主權－最高法院九十八年度台上字第一九四一號判決 

在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時導致證據使用禁止問題上，國家主權違反的情形

不可忽視。依據國際法之主權原則，國家的公權力僅能於其領土內行使，換

                                                 

204 §73 Grenze der Rechtshilfe：Die Leistung von Rechtshilfe sowie die Datenübermittlung 
ohne Ersuchen ist unzulässig, wenn sie wesentlichen Grundsätzen der deutschen Rechtsordnung 
widersprechen würde. 

205 Reinhold Geimer, Internationales Zivilprozeßrecht, 5. Auflage, Köln 2005, Rn. 2910  ff. 
206 Gless, Beweisverbote in Fallen mit Auslandsbezug, JR 2008, S.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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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至其領土之邊界即為其公權力結束之界線。禁止於他國領域內行使本

國之公權力包含司法權在內，因此，刑事訴追機關在國外不能全部以己之力

的調查、蒐證207，否則將屬嚴重的國際法違反，除非在國際法上受取證國對

此明文允許208。 

 

當一個國家並未獲得他國之同意，而恣意的在他國領土範圍內蒐集證據

並作為本國刑事訴追使用時，或是逾越被請求國所允許之範圍，或是忽視被

請求國所提出之條件或指示等，可能會有證據禁止的效果出現。例如於國外

直接接觸現處於該地之人，不論該人是本國人或外國人，也不論是否以私人

之方式出現。關鍵點只在於，是否屬於他國基於刑事訴訟目的所行使之高權

行為209。 

 

德國聯邦最高法院曾在判決中認為210，國際法上對於駐外領事館人員享

有若干特權以及其職務場所不可侵犯等原則211，違反此一保護進行電話監聽

所取得之資訊，構成刑事程序內所稱之證據禁止。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後有

其他判決認為212，跨越國界的刑事訴追係對於他國主權的侵犯，對因此取得

證據判處證據禁止亦屬於對此一「不按照制度」行為之適度回應，但是並非

                                                 

207 Gless, Beweisverbote in Fallen mit Auslandsbezug, JR 2008, S. 322.  
208 較新的跨國共同合作部分，歐洲 2000 年之申根執行公約，開啟了跨國之刑事訴追機

關合作以及跨境監察之可能，但對於因此種合作途徑所取得之資訊在哪些條件下允許作為法
院評價之對象，亦無相應之規定。 

209 Schomburg/Lagodny/Gless/Hackner, Internationale Rechtshilfe in Strafsachen, 4 Aufl., 
Vor § 68 Rn. 12 

210 BGHSt 36, 396. 
211 參見維也納領事關係公約(Vienna Conventionon Consular Relations)： 
第 31 條 領館館舍不得侵犯。 
一 領館館舍於本條所規定之限度內不得侵犯。 
第 35 條 通訊自由 
一、接受國應準許領館為一切公務目的自由通訊，並予保護。領館與派遣國政府及無論

何處之該國使館及其他領館通訊，得採用一切適當方法，包括外交或領館信差，外交或領館
郵袋及明密碼電信在內。但領館須經接受國許可，始得裝置及使用無線電發報機。 

212 BGHSt 37, 3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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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導致證據使用禁止的效果。本判決在理由上，引用所謂「權利保護領域

領論」213，按此一看法，不是所有的取證規定均涉及被告之權利領域。由於

個別之取證法律條文多數並未直接明定其權利範圍（或是非屬其權利範圍），

故在個案上必須審查，這些條文之違反是否重要、直接的涉及指摘人之權利

領域，或者對之僅是無足輕重，甚至是毫無意義的影響而已。當一個國家並

未獲得他國之同意，而在他國領土範圍內為本國之司法權行使而蒐集證據並

作為本國刑事訴追使用時，雖屬嚴重之違反他國主權之行為而應在國際法上

受到非難，但只有該主權被侵害之國家始得主張證據使用禁止，相關的被告，

由於並不受到直接保護，故無從根據主權受侵害而主張證據使用禁止。 

 

我國司法實務對此一問題較為陌生214，甚至有認為我國法對於至外國領

域行使司法權「非（我國）法之所禁，且無自限司法權之必要」之見解，例

如最高法院九十八年度台上字第一九四一號判決內即認為：「……至板橋地

檢署檢察官另在澳門林鐘義住宿之酒店房間內，未由澳門官方人員會同，而

自行率領所屬書記官就訊林鐘義，乃悉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進行偵

訊，並命在證人結文上簽名後取供，有該筆錄及結文附卷為憑，原判決理由

                                                 

213 德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1958 年 1 月 21 日的一項大法庭判決內（BGHSt 11, 213），認
為當審判長違反第 55 條第 5 項規定未告知證人拒絕證言權者，被告不得據此提起法律審
（Revision）之上訴。其理由主要在於，訴訟當事人對於所有「違反訴訟程序之行為」，並
未均擁有指摘之權利。按此判決之見解，訴訟法內之條文並非均等價以觀，而係有層級之區
別，亦即本質上之分級，除了作為法治國基礎的重要條文外（例如公開審理原則（§ 169 
GVG）、法官迴避（§§ 22-27 StPO）、不正訊問方法之禁止（§ 136a StPO）、強制辯護（§ 140 
StPO）以及絕對上訴理由（§ 338 StPO）），刑事訴訟法內的條文，按照其意義以及射程範
圍，對於訴訟當事人之權利應有不同之評價。此外，尚有部分條文之運用是繫諸於事實審法
院之裁量，而此一裁量是無從進行事後審查。 

214 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字第 909 號內對於違反告知證人拒絕證言權之問題上，採取所謂
權利領域理論的看法，認為：「然拒絕證言權，專屬證人之權利，非當事人所得主張，證人
拒絕證言權及法院告知義務之規定，皆為保護證人而設，非為保護被告，法院或檢察官違反
告知義務所生之法律效果，僅對證人生效，故違反告知義務之證人證詞，對訴訟當事人仍具
證據能力，至於證據之證明力如何，則由法院依具體個案判斷之」。由「拒絕證言權專屬證
人之權利」、「證人拒絕證言權及法院告知義務之規定，皆為保護證人而設，非為保護被告」
以及「法院或檢察官違反告知義務所生之法律效果，僅對證人生效」等理由來看，本判決明
確認為違反對證人告知拒絕證言權僅侵及證人之權利，故縱使違法亦未觸及被告之權利範
圍，被告對此無權利指摘，也因此非為上訴第三審之適法理由，同樣的，該證言仍具證據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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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伍末段指明：「固屬在澳門行使我國司法權，然非（我國）法之所禁，

且無自限司法權之必要」，肯認該筆錄具有證據能力。經核於法並無不合，

同予敘明。」很明顯的，本案內部分事實是臺灣檢察官未得到澳門官方同意

以及陪同，「自行率領」本國公務人員於飯店房間內，基於我國刑事訴追之

目的「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進行偵訊」，實屬嚴重之違反他國主權

之行為，但本件司法判決對此似毫無認識，反而以「然非（我國）法之所禁，

且無自限司法權之必要」等理由正當化此一行為，事實上，基於對他國主權

的尊重以及國際司法互助要求的平等互惠，屬於我國主權行使之司法權，應

該要尊重他國主權，不可恣意侵犯才是，此一實務見解誠不可採。  

 

二、規避國際刑事司法互助途徑－以情資交換為例 

國際司法互助項目內包括調查取證，但當內國刑事司法機關自外國所取

得之資訊是「規避」正式刑事司法互助途徑所獲致者，也會發生違反國際法

所取得之資訊可否做為證據之問題，例如以簡便之行政管道方式為之（所謂

之「情資交換」或警察間的「資訊交換」）215。相較於正式刑事司法互助途

徑可能的費時費力，警察間情資交換對於即時、迫切的犯罪預防及刑事訴追

等要求，確不可忽視其貢獻，但情資交換與調查取證之內容，常常也有界線

模糊的問題。如果對情資交換不加以設限或控制，難免會有「以情資交換之

名、行證據調查之實」的疑慮，破壞或架空國際法上相關刑事司法互助之規

範，甚至侵犯到他國主權，此問題不容輕忽。因此，在強調需尊重其他國家

權利的基礎上，以迴避司法互助之途徑所取得資訊的使用限制，便值得討論。 

 

                                                 

215 Bose, a.a.O., S. 175; 情資交換係指非正式的犯罪情資蒐集與交換，請求國並未要求進
行任何法定程序，而僅屬單純的資訊交換。請求國通常是藉由各個辦案單位聯繫窗口，請求
他國調查犯罪嫌疑人是否身處於該國境內、是否於該國置有財產等資訊，屬於打探情資之方
法。情資交換與調查取證不同之處在於，調查取證乃依據各國間所簽訂之條約、協定以及各
該國刑事司法互助法之規定，進而取得證據之正式司法互助程序。調查取證通常以雙方之最
高司法行政部門為窗口，經由被請求國最高司法行政部門指派該國官署進行取證，該國官署
可能係透過任意偵查或強制偵查之手段取得該證據；而情資交換則係非正式之途徑，不經由
最高司法行政部門，而是經由雙方執法機關間，透過任意偵查手段取得犯罪資訊之方法。黃
謀信，犯罪情資交換之定性，刑事法雜誌，第 55 卷第 4 期，頁 9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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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較制度上，歐盟為建立一個自由、 安全與正義的歐盟區域，必須要

創造新型態的司法互助模式，以便有效打擊跨國組織犯罪，但同時亦不可忽

略人權之保障，而資訊隱私亦為其中重點。對此，歐盟也建置一套完整的犯

罪情資交換與合作體制，1999 年5 月1 日生效的阿姆斯特丹條約(Amsterdam 

Treaty)將申根既存法規(Schengen Acquis)納入歐盟法律架構中，申根合作

(Schengen Cooperation) 廢除了歐盟會員國間的邊境管制，在人員及交通工具

自由流通的同時，亦對各會員國之境內安全與公共秩序產生了各種危害的可

能 性 ， 為 此 ， 歐 盟 會 員 國 遂 共 同 建 置 「 申 根 資 訊 系 統 (Schengen 

InformationSystem;SIS)」，藉由架構完善的資訊系統而共享彼此的犯罪情報

體系，除使各會員國相關執法單位能有效排除具有威脅的人員入境外，更能

掌握因人員自由流動所可能產生的各種不法情事之研判，故「申根資訊系統」

乃歐盟會員國間廢除邊境管制及刑事司法與警政合作的重要先決條件。隨著

歐盟會員國的不斷增加，二十世紀末創制之申根資訊系統已不敷使用，歐盟

於2007年6 月通過了建置第二代申根資訊系統(SISⅡ)，另原僅部分會員國為

加速有關DNA 檔案、指紋與車輛註冊之資訊交換所簽訂的普律姆協定(das 

Prumer Abkommen；亦稱為申根第三協定(Schengen-Ⅲ-Vertrag)，亦於2007 年

6 月12 日由歐盟批准通過。這些存放包含個人生物辨識的大型資訊系統，由

於儲存了許多個人的高度敏感資訊，這些資訊不再只限制於辨識犯罪者，亦

可能擴及一般公民，因而使用這些資料庫有無觸犯個人隱私權遂成為大眾關

注之議題，歐盟為此亦建置了相關個人資料保護之法制，2008 年11 月歐盟

理事會通過了「刑事警察與司法合作下個人資料保護架構決定」，而2009 年

12 月里斯本條約 (Lisbon Treaty)生效後，歐盟基本權利憲章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第8條保護個人資料之規定，將對各會員國產生約束力，根

據該憲章，「個人資料應基於特定目的，經過個人同意或根據資料保護獨立

機構制訂的法律基礎下，才可以進行處理」3，因而各會員國均須修正內國法

中相關之個人資料保護法制，以確立歐盟公民之個人資訊自決權及相關補償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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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對於刑事司法互助之「調查取證」與行政上之「資訊傳遞」有清楚之

區分。在 2005 年以前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內並無「資訊傳遞

(Datenubermittlung)」此一項目，2005 年以後，因應歐盟 2000 年制定之「歐

盟國家間刑事司法互助協定（Übereinkommen - gemäß Artikel 34 des Vertrags 

über die Europäische Union vom Rat erstellt - Rechtshilfe in Strafsachen 

zwischen den Mitgliedstaat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vom 29. Mai 2000）」，於

其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61a 條以下增定若干資訊傳遞的條文，但設有嚴格

之限制216。後來至 2012 年更通過「簡化歐盟成員國刑事司法機關間資訊交換

法（Gesetz über die Vereinfachung des Austauschs von Informationen und 

Erkenntnissen zwischen den Strafverfolgungsbehörden der Mitgliedstaat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在此法案中，共計有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刑事訴

訟法、聯邦刑事犯罪局法、聯邦警察法、邊境追緝職務法、海關行政法、對

抗秘密雇用法、社會法第十章、稅法等九部法律內相關條文修訂或新增。堪

稱近來對資訊交換最完整修正的包裹立法，其中廣泛的規定國際刑事司法互

助領域以及國際間行政的資訊交換，對其區分、要件、拒絕事由、監督等規

定。另外，對於非歐盟國家，德國主要在聯邦刑事犯罪局法第 14 條「國際領

域合作」內，規定國際間相關資訊之傳送、使用、限制、銷毀等事由。 

 

我國實務上與他國或國際組織進行情資交換並不陌生217。海峽兩岸共同

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第 5 點規定「雙方同意交換涉及犯罪有關情資，協

                                                 

216 Schomburg/Lagodny/Gless/Hackner, Internationale Rechtshilfe in Strafsachen, 4 Aufl., 
Vor § 61a ff. 

217 例如透過國際交換平台交換情資與執法機關間直接交換等，我國有加入亞太洗錢防
制組織（The 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APG）、艾格蒙國際聯盟（The Egmont 
Group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s, FIUs），此等國際組織會掌握世界各國的洗錢情資與會員
國間彼此交換訊息與通報，藉此防止國際間的洗錢活動。透過這些組織，會員國間可以進行
情資的交換與分享。而在各國之 FIU 中，與臺灣關係最為密切者，係美國之 FIU，美國之
FIU 稱為「美國財政部金融犯罪執法機構」（The 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 of the 
U.S. Treasury），簡稱為「FinCEN」。臺灣目前最常收到之情資，即係來自 FinCEN 之情資
交換報告。當金融交易或海關之各種「疑似洗錢交易報告」（STR）進入 FinCEN 後，FinCEN
會以不同之「DCN」（Document Controlled Number）控管予以分析，不同之「DCN」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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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緝捕、遣返刑事犯與刑事嫌疑犯，並於必要時合作協查、偵辦。 」，將兩

岸間之犯罪情資交換，規定於第二章之「共同打擊犯罪」章，而同協議第 8

點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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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將兩岸間之調查取證，規定於第三

章之「司法互助」章。可見，此協議除了區別了「情資交換」與「調查取證」

之不同外，似未將「情資交換」定性為「司法互助」之一部分。但依「海峽

兩岸犯罪情資交換作業要點」第 3 點之規定，「臺灣地區相關機關提供予大

陸地區主管部門之情資，如涉及年籍、指紋、血型、去氧核醣核酸資料、前

案紀錄、車籍資料、信用卡申請及交易資料、入出境紀錄、保險契約內容、

電話號碼、網路帳號、金融帳戶號碼、通聯紀錄、監察通訊所得資料、金融

交易明細、財產總歸戶、納稅紀錄、財務狀況等相關資料，應依臺灣地區法

令規定辦理。」，依此規定，在臺灣方面可提供之犯罪情資項目非常廣泛，

已幾乎是臺灣檢察官所有權限範圍內能調取之資料，均得提供予大陸地區做

情資交換使用218。 

 

司法互助之調查取證與行政性質之情資交換兩者在目的、途徑、範圍以

及法規範面等均有所不同，值得注意的是，兩者交錯領域可能發生的規避情

形。為預防規避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限制，甚至「以情資交換之名、行調查

取證之實」之情形發生，此時證據禁止結果應該扮演一積極的制裁功能，亦

即對於自始即恣意規避者，應發生證據禁止使用之效果。對於屬於中間較模

糊地帶者，基於尊重他國主權的考慮以及國際合作之互惠原則，應讓資訊提

供國有一審查同意的空間，例如申根執行公約第三章「警察與安全」第一節

「警察共同合作」內，第39條第1項即對於各簽約國警察間之資訊交換的項

目、要件及限制等為規定，第39條第2項更進一步就此種警察資訊交換內容與

                                                                                                                                      

納為各種「可疑交易報告」（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最後再綜整不同之交易報告，成
為 FinCEN 的報告。黃謀信，犯罪情資交換之定性，刑事法雜誌，第 55 卷第 4 期，頁 91-100 

218黃謀信，犯罪情資交換之定性，刑事法雜誌，第 55 卷第 4 期，頁 9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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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關連等，設下明確的限制：「被請求締約國依據第1項交付之書面資

訊，只能在被請求締約國主管之司法機關同意後，於請求締約國之刑事訴訟

程序作為證據使用。」按此，當被請求國未表示同意或反對時，該項基於警

方情資交換所得之資訊在請求國司法程序構成證據禁止。德國司法實務對此

問題強調「尊重他國權利之重要性」，他國如反對以簡易行政管道取得之資

訊作為證據時，應使用禁止。 

 

三、違反國際普世人權基準或我國重要法律原則 

 

國際人權公約所承認之人權範圍甚為廣泛。以聯合國公民及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為例，

第三編之內容，也就是從第 6 條到第 27 條，包括了最重要的如生命權、禁止酷刑和人身自

由的保障等，這也是傳統自由權最重視的面向。還有如遷徙自由，跨越國境以及取得國籍

的權利等。此外就是受公平審判的權利和正當法律程序。簡單來說，公約於本編的架構是

先強調生命和人身自由、跨越國境的自由，以及在程序上上最基本的公平與正當程序保

障，然後提到一般人之政治性權利（如思想、表現、集會結社的自由）、平等跟少數族群的

保障等，中間並兼及家庭及兒童權利的保護。 

 

調查取證事項，除證言及陳述等供述證據外，另有提供書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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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索及扣押等事項，原則上

以物（包括一般之物及文書）之存在或狀態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用，大多屬於「非供述證據」

之範圍，無論何種證據內容，往往需要藉由公權力之實施方可，故各國刑事訴訟法內，均

對於實施這些強制處分之要件、程序、限制以及救濟等，詳加規定。但在另一方面，這些

為達蒐證目的之強制處分，不論決定或實際執行，也容易侵害人權，故在刑事訴訟法上亦

承認「證據排除」制度，亦即基於維持正當法律程序、司法純潔性及抑止違法偵查之原則，

否則其所取得之證據恐將面臨證據禁止的法律效果。 

 

 

（一）被請求國使用「刑求或其他殘酷、不人道的行為」獲得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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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際人權公約中，普遍均有禁止使用刑求或殘酷、不人道等行為或處

罰，藉以保障人民身體及人性尊嚴的規定。關於禁止刑求最受注意的單獨公

約為聯合國於 1984 年 12 月 10 日決議通過之「禁止刑求以及其他殘酷、不人

道或侮辱性的行為或處罰公約」，並於 1987 年 6 月 26 日按照公約第 27 條第

1 項之規定生效。依據此公約第 1 條第 1 項的定義，刑求是指「為了向某人

或第三者取得情報或供述，為了他或第三者所犯或被懷疑所犯之行為加以處

罰，或為了恐嚇或威脅他或第三者，或為了任何一種歧視的理由，國家公權

力故意使相對人遭受或威脅身體或精神上強烈的痛苦或折磨，使其為一定之

陳述、膽怯或接受處罰。」而在第 2 條內，分別規定「每一締約國應採取有

效的立法、行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轄之所有領土內出現實施刑

求之行為。」、「任何意外情況，如戰爭狀態、戰爭威脅、國內政局不穩定

或任何其他社會緊急狀態，均不得作為施行酷刑之理由。」以及「上級官員

或政府當局之命令不得作為施行酷刑之理由」等，因此禁止刑求的「國家有

效作為義務」、「絕對保障」以及「長官命令不得作為理由」等均明定於公

約條文內。 

 

較聯合國「禁止刑求以及其他殘酷、不人道或侮辱性的行為或處罰公約」

更早，於 1966 年通過之的聯合國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內，具體化的就一

連串人性尊嚴、平等以及人權保障等予以明文規定。其中第 7 條「任何人不

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不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非經本人自願同意，

尤不得對任何人作醫學或科學試驗。」本條之目的在於保護個人的尊嚴以及

個人身體以及精神之健全狀態。依據通說之見解，聯合國公民與政治權利國

際公約第 7 條：「禁止酷刑、不人道或有辱人格的行為或處罰」與第 10 條第

1 項：「所有被剝奪自由的人應給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嚴的待遇」

關係密切。第 7 條是屬於公約內絕對權利之一，人權委員會指出，對此權利

不允許限制或使例外，即使發生社會緊急狀況，也不能容許例外。同時委員

會進一步指出，不可以任何理由為違反第 7 條的人開脫責任，包括執行上級

命令在內。人權事務委員會在其一般評論中強調，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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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沒有任何限制條款，這樣的權利規範，凸顯禁止酷刑的絕對本質，凡

是構成酷刑者皆應予以禁止，不會因與其他權利發生衝突，而使對其限制正

當化219。 

 

比聯合國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制訂更早，1950 年即通過的「人權及

基本自由保護公約」（簡稱歐洲人權公約）是近代具有重要意義的人權公約，

堪稱國際人權公約的典範220。歐洲人權公約內包含許多近代人權保障之重要

內容，其中第 3 條亦規定：不可對任何人施加刑訊或非人道或侮辱性的刑罰

或待遇。本條沒有例外與但書，立法意旨明顯的是絕對禁止刑求。歐洲人權

法院向來認為，無論是基於相對人之行為、國家處於緊急狀況（遭遇恐怖攻

擊）以及個人生命遭遇重大危險等情況，均不能使禁止動用強制力以獲得資

訊之要求相對化。至於區分使用國家強制力的目的，亦即為了營救生命或是

刑事訴追，亦不能使禁止刑求之規定相對化，也就是說，讓刑求得以正當化。

按此，公約第 3 條是一絕對且不容限制之規定，縱使從被害人之生命以及人

性尊嚴角度出發，亦是如此。 

 

此一人權的基礎即在於人性尊嚴以及人格發展自由之保障，我國憲法沒有保障「人性尊

嚴」的明文規定，八十九年修正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基本國策的第六項第一句「國家應維護

婦女之人格尊嚴」，係使用「人格尊嚴」。在釋憲實務上，自司法院釋字第三七二號解釋於

解釋文明認「維護人格尊嚴與確保人身安全，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利之基本理念」之

後，「人格尊嚴」或「人性尊嚴」，則常經司法院大法官援用於解釋文、解釋理由書或不同

意見書的論述中。至釋字六０三號，解釋文內明確認為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

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而在涉及不表意自由之爭議上，釋字第六五六號提

出是否「損及人性尊嚴」之審查標準，認為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而未涉及加害

                                                 

219 廖福特，不受酷刑作為基本權－以國際標準建構我國憲法規範及內涵，第七屆「憲
法解釋之理論與實務」學術研討會，中研院法律學研究所籌備處主辦，頁 5。 

220 此公約是最早提供國際司法救濟之國際人權條約，它的貢獻在於擴展了權利及自由
之保障範圍，並設立一永久性人權法院，建立了人權保障之國際司法救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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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者，即未違背憲法第二十三條比例原則，而不牴觸憲法

對不表意自由之保障。」可見人性尊嚴在釋憲實務上已是判斷國家公權力合憲與否之標準。

學說上有認為，在我國憲法人性尊嚴條款應該解釋為未明文的基本權概括條款，而屬於基

本權規則的上位原則，人格發展自由可以解釋為蘊含於人性尊嚴條款之中，人格權則屬於

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的其他基本權。 

 

由以上分析可知，既然我國憲法亦保障人性尊嚴，而國際間普遍性的禁止刑求以及其

他殘酷、不人道或侮辱性的行為或處罰，刑事程序內之調查取證自須受到此一人權保障之

拘束，且在任何情況均不允許限制或成為例外，即使發生社會緊急狀況，也不能容許例

外。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98 條：「訊問被告應出以懇切之態度，不得用強暴、脅迫、利誘、

詐欺、疲勞訊問或其他不正之方法。」違反此一規定所取得被告自白，依第 156 條規定無證

據能力的規定，可認為是我國法律重要原則。故如被請求國使用「刑求或其他殘酷、不人道

的行為」獲得證據，即使該證據對於案件有重大影響，或確有蒐證不易，難以其他方式獲得

證據的困難等在我國亦應排除其證據能力。 

 

 

（二）通訊監察資料不符合法定列舉重罪原則 

由於監聽嚴重影響人民秘密通訊，並且損及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

格發展之完整，故立法者考慮憲法要求之比例原則之後，於法律內限定只有

明列之重罪（參照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一項以及第六條第一項所列舉

之罪）方允許進行通訊監察。對於違反此一要求所得通訊監察內容之證據能

力，我國學者有認為基於監聽對國民隱私權侵害之重大性，通訊保障法規定

了一些監聽應合於比例原則之要件規範，如有違反，均構成重大違法，所取

得之監聽記錄應絕對排除，否則立法者設定通訊監察之規範目的，將被嚴重

侵蝕，而違反重罪原則即屬其中之一221。本文認為，為貫徹此一「重罪原則」

之立法意旨，亦即尊重立法者已明示之「比例原則」考慮，應認為不許法官

                                                 

221 陳運財，國家權力實施通訊監察之界限及其制衡，載於「刑事法之基礎與界限－洪
福增教授紀念專輯」，2003.02，頁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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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藉由權衡判斷而作個案衡量，故違反此一原則所進行之監聽亦應屬「情節

重大者」之違法，所取得證據應禁止使用。德國刑事訴訟法內對於允許監聽

之重罪範圍亦於第 100a 條所明定，惟對於違反之效果法無明定，德國通說對

此均認為，所監聽之罪不屬於列舉重罪者，由於已違反立法者之價值判斷，

所取得之證據禁止使用222。 

 

同樣的，透過國際刑事司法互助途徑委請外國調查取證，所獲得之通訊監察資料亦不

能免除於我國立法者比例原則之衡量，亦即重罪原則之限制。故若被請求國提供之犯罪通

訊監察記錄指涉為針對非重罪之監聽內容，雖然該證據取得在被請求國是合法所得，亦即

並不構成我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五項、第六條第三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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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於我國立法機關已就此明定通訊監察之許可範圍，實已成為我國法律之

重要原則，應認為無證據能力。 

 

（三）證言之取得或使用違反對質詰問權 

今日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範圍下所謂之調查取證範圍甚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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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雖然如此廣泛，但在實務上最常出現者，就屬訊問證人取得證言

224。對此種人之證據主要係取決於個人主觀的觀察知覺及重現能力，以及人的誠實性等

225，並經由訊問所獲得，而人之供述證據有諸多難以避免之瑕疵，因此國家在追訴犯罪

時，必須考慮對因此受不利結果之被告有適當之防禦機會，以維持審判之公平。舉例而

                                                 

222 Volk, Grundkurs StPO, 5 Aufl., 2006, S. 72 Rn. 46. 
223 參照「海峽兩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八、調查取證之內容。 
224 Ahlbrecht, in: Internationales Strafrecht in der Praxis, S. 367 ff. 
225 見最高法院九十八年度台上字第四二二三號判決：「人為供（證）述（包括共同被

告、告訴人或被害人、目擊證人之證詞），不實難認足以確認過去事件之存在、存在或如何
存在。況且供（證）述證據具有本身不可避免之瑕疵，蓋每一供（證）述事實皆經過「知覺」、
「記憶」、「回憶」三階段，而有事實之敘述，姑不論其中尚可能潛藏有意之虛假，每階段
均可能發生無意之誤差而失真，因而僅憑人為供（證）述，遽作判斷，則有應於審判期日調
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背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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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歐洲人權公約第六條第三項第四款及聯合國公民及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三項

第五款均規定：凡受刑事控訴者，均享有詰問對其不利之證人的最低限度保障。可見刑事

被告享有詰問證人之權利，為具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在我國憲法上，此一權利不但為第

十六條之訴訟基本權所保障，且屬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不得審問處

罰」、對人民身體自由所保障之正當法律程序之一種權利226。因此，刑事被告享有詰問證人

之權利亦屬我國法律重要原則之一。 

 

如果證人身處國內，證人原則上應出庭接受被告之詰問，如釋字第 582

號解釋文中所言「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

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

之判斷依據。」之所以如此，其前提當在於內國公權力之行使所致，依據法

律可以強制證人出庭作證，並負真實陳述義務。但當證人在國外時，本國之

公權力行使範圍不及於外國，欲行使公權力將該證人置於本國法庭上履行各

種法定義務，顯然將遭遇許多困難227。此時，國際刑事司法互助項目內之「委

託訊問證人」，便成為當該證人無法親自至本國出庭作證時，退而求其次的

調查取證方式。但該證人無法於裁判國法庭出庭作證並接受被告方的質問，

此時該如何注意被告之質問權不被侵害？取得之證人供述筆錄是否具有證據

能力？此時可否逕行認為構成「客觀上無法詰問」而無法歸責司法機關？面

對此一困境，有無適當之「衡平、補救」方式？等一連串問題遂不得不予以

正視。 

 

                                                 

226 釋字第 384 及 582 號參照。 
227 尤其是該證人於受請求國是屬於公權力拘禁狀態時，如何將該證人移交至請求國出

庭作證，相關的要件及程序非常複雜及繁瑣。聯合國刑事事件互助示範公約第 13 條對此規
定：（1）經請求國的請求，如被請求國同意且其法律許可，可在本人同意情況下，將被請
求國內在押人員暫時轉移到請求國，以便舉證或協助調查。（2）在對該轉移人員按被請求
國法律須加以關押的情況下，請求國應對該人維持關押，並在尋求轉移的有關事件結束時或
在不再需要其出庭的更早時候，將該在押人員送還被請求國。（3）被請求國如告知請求國
不再要求繼續關押該轉移人員，應將該人釋放並作為本《條約》第 14 條所述人員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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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刑事司法互助途徑自外國取得訊問筆錄－歐洲人權法院 2005 年

Monika Haas v. Germany 

當證人身處國外，無法出現在本國法庭作證並接受被告質問時，所取得

證詞是否具有證據能力？此與刑事司法互助、匿名證人有關的近例，可參考

2005 年歐洲人權法院審理 Monika Haas v. Germany 一案。本案先前德國法院

判決訴願人 Monika Haas 因加入恐怖組織以及幫助參與擄人勒贖及謀殺未遂

等罪被判決確定，但由於受限於請求國（德國）主權行使之界線，例如被請

求國不願意將證人基於「為作證目的」暫時引渡至請求國出庭作證，並接受

被告之當庭質問，加上其他基於保護證人免於生命、身體等因履行作證義務

而遭受報復等危險，不宜傳喚至法庭作證使真實身份曝光，以致德國法院所

採用對被告不利之證人證詞，均屬於證人於法庭直接供述之替代品，亦即先

前於德國或他國程序之訊問筆錄等。訴願人主張，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

第 1 項以及第 3 項 d 款之規定，由於其證據調查以及證據評價的種類及方式

等緣故，使其遭到有罪判決之刑事程序並不符合公平審判原則。訴願人特別

指出，其有罪判決之認定均是依據傳聞而來，其無法對於這些重要之不利證

人提問，也不能傳喚這些不利證人到庭。對於德國法院相信聯邦犯罪局之公

務員 W 與 S 所為引述某證人於他國刑事程序陳述之證詞，訴願人予以強烈指

責。此外，訴願人也指責朗讀經由司法協助對於在黎巴嫩之證人提問所做成

之筆錄，此一提問是在訴訟當事人並不在場（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的意義）的

情況下所為。除此之外，德國法院評價證人 G 和 P 的陳述，以及由警方與情

報秘密單位所匿名之消息提供者之陳述等，並沒有對因此所造成被告防禦上

之障礙等進行適當之補救。 

 

歐洲人權法院於此判決指出，原則上，所有之證據必須在被告在場之公

開審理程序中提出，以便能夠對此加以爭執228。雖然此一原則容許有例外，

                                                 

228 原則上，所有的證據，包括證人之證詞，都應於被告在場且在公開聽審與對等、對
辯或對審的庭上被提出與調查。參見林鈺雄，證人概念與對質詰問權－以歐洲人權法院相關
裁判為中心，載於歐美研究第 36 卷第 1 期（民國 95 年 3 月），121 至 173，第 1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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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不能損害被告防禦之權利。基本而言，不論在證人陳述之當時或事後，被

告必須有對不利證人適當、詳盡發問以及質疑其可信度之機會之可能。如果

有罪判決依據者係被告無論在偵查程序或審判程序均無質問或有質問機會之

某人陳述，而其屬唯一或關鍵性證據者，則其防禦權利將為公約第六條所不

容之範圍下遭到限制。證人之陳述，如係在被告或其辯護人不在場情況下訊

問所得，依據第 6 條第 1 項與第 3 項規定，簽約國有義務讓被告有可能對不

利證人發問或使其有發問之機會，然而此一原則並非絕對，也無法硬性要求

一不可能達成的義務。僅因證人無法傳喚到庭並不會導致刑事訴追之停止，

只要訴追機關曾經努力嘗試使被告對之有質問之機會。當證人之陳述係在一

定條件下所做成，而在此條件下，被告之防禦權利未能如同通常公約所要求

般受到確保者，對此陳述必須特別小心謹慎的評價。但無論如何，不能僅根

據此種證人之陳述而判決被告有罪。學者分析，對於質問權例外之判斷，亦

即法院使用未經質問證詞的條件必須是229： 

1 國家並未違反促成質問義務（義務法則） 

2 就未能質問一事不可歸責於國家（歸責法則） 

3 須給被告充分之防禦機會，以及不能作為唯一證據（衡平及佐證法則） 

 

結論上，歐洲人權法院最後認為，德國法院於以訴願人為被告之審判程

序內，許多證據屬於傳聞證據，但為了取得證人之言詞陳述以及對於匿名證

人之陳述為謹慎之評價等，德國法院已盡了相當之努力。該有罪判決復根據

許多其他之證據而為。因此被告之防禦權利即便遭到限制，但此一限制並沒

有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六條第一項、第三項 d 款（要求公平審判之權利）。 

 

2 我國實務見解 

由於我國現行法對於經由國際刑事司法互助途徑取得證據之證據能力並無專門規定，

故此一問題主要以司法實務見解為討論範圍。我國實務見解對於基於刑事司法互助管道委

                                                 

229 林鈺雄，共犯證人與對質詰問－從歐洲人權法院裁判看我國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後
續發展，載於氏著：「刑事程序與國際人權」，2007.12，頁 23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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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請求國訊問證人，或是取得記載證人陳述之筆錄，於我國刑事審判時是否具有證據能

力之疑問，似乎均訴諸是否符合法定「傳聞例外」之探究。例如早在民國 92 年刑事訴訟法

新增傳聞法則規定時，臺灣高等法院為此召開「刑事訴訟新制法律研討會」。該研討會第

17 號提案法律問題即是：「外國法院基於國際互助協議所為之調查訊問筆錄」是否屬於傳

聞證據，能否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所指「法律另有規定者外」或第 159 條之 4 等

傳聞法則之例外規定？此問題於研討結果，亦即「臺灣高等法院研討意見供參考」內即認

為：「外國法院基於國際互助協議，對於我國刑事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調查訊問筆錄，依刑

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規定，屬傳聞證據無疑；但得依不同情形，適用同法第 159 條第 1

項所指「法律有規定者外」或第 159 條之 4 等傳聞法則之例外規定，理由在於：依司法院釋

字第 329 號解釋：「憲法所稱之條約系指我國（包括主管機關授權之機構或團體）與其它國

家（包括其授權之機關或團體）或國際組織所締結之國際書面協議，名稱用條約或公約者，

或用協議等其它名稱而其內容直接涉及國家重要事項或直接涉及人民權利義務且具有法律

上效力者而言。其中名稱為條約或公約或用協議等名稱而附有批准條款者，當然應送立法

院審議，其餘國際書面協議，除經法律授權或事先經立法院同意簽訂，或其內容與國內法

律相同者外，亦應送立法院審議。」故我國與他國所締結之司法互助協議，其已經送立法院

審議通過者（如「駐美國臺北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間之刑事司法互助協議」），

因位元階同於法律，則該他國法院基於該協議，對於我國刑事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調查訊

問筆錄，自應認系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所指「法律有規定者外」之傳聞法則之例外規

定，具有證據能力；至於其未經立法院審議通過者，則可適用同法第 159 條之 4 第 3 款之規

定，判斷其證據能力。」 

 

另外，最高法院歷年來於審判個案亦有不少見解可資參考，包括「證人在外國法院之陳

述」、「我國檢察官至海外委請當地檢察官代為訊問」以及「國外警察機關訊問證人筆錄」

等之證據能力，例如： 

 

（1）證人在外國法院之陳述 

九十八年度台上字第七０四九號認為：倘被告在我國境外犯重罪，遭訴於我國有管轄

權之法院，而其相關之共犯或證人則先在外國法院受審或作證，如該國與我國簽定有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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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之條約或協定，且本互惠原則，亦承認我國法官依法之訴訟行為效力，可依同法第一

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認該被告以外之人在該國法院之供述，具有證據能力。 

 

（2）我國檢察官至海外委請當地檢察官代為訊問 

最高法院九十八年度台上字第一九四一號判決內，有我國檢察官基於國際刑事司法互

助管道至海外委請被請求方之檢察官代為訊問證人之情形：「若檢察官為打擊跨國性之重大

犯罪，依循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管道，遠赴海外，會同當地國檢察官對於犯罪集團之某成員

實施偵查作為，提供偵訊問題，由該外國檢察官照單辦理，訊問前，並依該國與我國刑事

訴訟法相同意旨之規定，踐行告知義務，確保被告之訴訟防禦權，復通知其辯護人到場，

保障其律師倚賴權，訊問中，且予以全程錄音（甚或錄影），訊問後，尚由被訊問人及其辯

護人、會同訊問之各國（主任）檢察官、書記官（或人員）、翻譯人員與陪同在場之其他人

員（例如承辦警員、錄影操作員）在筆錄上簽名確認，我國檢察官更命其所屬書記官就該訊

問過程（含人員、時間、地點、囑託訊問之題目等項）作成勘驗筆錄，載明上揭訊問筆錄之

內容（含其光碟片）核與實際進行情形相符，……」 

 

（3）大陸公安機關訊問證人筆錄 

近年來兩岸文化、經濟交流日漸頻繁，跨越兩岸之犯罪事件亦層出不窮，

實務上屢見之問題在於，大陸地區公安機關偵查人員依職權或依兩岸協議接

受委託調查之證人陳述，或製作之證明文書及紀錄文書等，該如何判斷其證

據能力？最高法院對此有不同看法。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認定證據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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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或同條之三之規定，而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

之四第一款之公務員，僅限於本國之公務員，且證人筆錄係針對特定案件製

作，亦非屬同條第二款之業務文書，但如於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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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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0年度台上字第4813號判決）。 

 

類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認定證據能力 

「被告以外之人於大陸地區公安機關調查時所為之陳述，經載明於筆錄

或書面紀錄，在性質上與臺灣地區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調查犯罪之被告以

外人之警詢筆錄相同，均屬傳聞證據，解釋上亦應類推適用第159條之2、第

159條之3等規定或依其立法精神，審認是否合乎各該例外容許之要件，據以

決定得否承認其證據能力（最高法院96年度台上字第5388號判決）、「大陸

地區公安機關之筆錄，依傳聞文書規定認足以證明陳述者有如筆錄所載內容

之陳述，至筆錄記載之陳述內容，則屬陳述者於審判外之陳述，應類推適用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第一、三款，決定其證據能力之有無。並說

明大陸公安局調查詢問所製作之筆錄，所載陳述之內容，應類推適用前開規

定，認有證據能力，得為上訴人論罪之證據，亦非無據」（99年度台上字第

5360號判決）。 

 

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第三款，或同條之四第三款規定均可 

此一看法出自一○一年度台上字第九○○號判決，涉及事實是廣受社會矚目的台商在佛

山遭殺害案，此為近年來台籍人士在大陸地區犯下殺人罪刑後回台判死刑定讞的唯一案

例，自值注意。本案發生在民國 90 年，犯罪嫌疑人甲乙丙三人於廣東殺害五人並劫財後返

回臺灣。廣東省公安廳於 90 年 7 月 25 日在電視媒體，對該 3 人正式發出要求國際刑警組織

協助緝捕要犯「紅色通緝令」，我方偵查人員獲悉後，於台南緊急拘提該三人到案，並搜索

取得部分贓款。本案主要證據係大陸地區廣東省南海市公安機關詢問居住於大陸地區人民

「付光選」之訊問筆錄，以及大陸地區廣東省佛山市公安局所製作之現場勘查紀錄表、法醫

學鑑定書、物證檢驗報告書、痕跡鑑定書、廣東省南海市公證處所製作之死亡公證書等。

本案引人注目者在於，本案犯罪地在大陸，故主要證據，包括訊問證人、相關鑑定及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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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由大陸公安機關依大陸相關法規取得或製作，幾乎可說是「陸方取證、我方審判」之

情況。因此，本案被告對於主要不利證人「付光選」於公安機關所為之陳述，完全沒有進行

過對質詰問，或賦予任何對質詰問之機會，而相關證物等，均是以照片或相關鑑驗通知書

取代，並無實物當場勘驗。此些證據如何具有證據能力以及足夠之證明力得以判處被告死

刑，自然引起關注。 

 

本判決認為上述證據具有證據能力之原因大致如下：關鍵之不利被告證

人部分，原法院更三審三度囑託海基會送達傳票予付光選，均因所在不明而

無法送達傳票或使其到庭。且原審審酌該證人於大陸公安機關作成詢問筆錄

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同以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159

條之4同列判斷證據能力的依據，本判決認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大陸地區公安

所製作詢問筆錄具有證據能力之依據，不論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

三第三款，或同條之四第三款規定，均可獲致相同之結論，自難指摘原判決

採證違法」。另大陸地區公安機關法醫師之地位相當於我國檢察署之法醫師，

同具公務員身分，其所製作之鑑定書，並無顯不可信之情況。根據鑑定證人

於第一審證稱大陸地區公安機關之鑑定報告已達世界法醫學界之標準等語，

因認大陸公安機關所製作之法醫學鑑定書、物證檢驗報告書、痕跡鑑定書（同

屬傳聞證據），以及廣東省佛山市南海市（現已改制為南海區）公證處所製

作之死亡公證書，均無顯不可信之情況，而應類推適用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

之四第一款規定，認均具有證據能力。 

 

3 檢討 

由以上整理可知，對於國外機關訊問證人之筆錄於本國審判是否具有證

據能力，我國實務向來以刑事訴訟法內傳聞法則之規定作為主要，甚至是唯

一之判斷標準。固然，本國公權力要能延伸至國外行使，例如直接至國外訊

問證人，或是想辦法讓該證人回到本國循國內法律出庭作證等，誠屬不易，

因此，退而求其次的循司法互助途徑取得國外訊問筆錄，勢所必然，但在有

效之刑事訴追要求之外，被告受憲法以及國際人權公約所保障之人權，也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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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忽視。雖然，國家有義務採取措施使被告有對不利證人詰問之機會，且此

原則並非絕對毫無例外，但在國際人權法上發展出來的許多如義務法則、歸

責法則以及衡平、補償法則等，真的藉由「傳聞例外」的操作即可以完滿解

決？其實充滿著許多疑問。 

 

有學說認為，保障被告對於不利證人有對質詰問權利之原則，與排斥傳

聞證據之規則（即傳聞法則），無論從起源、目的或審查基準來看，本來即

是訴訟上兩種不同的法則，兩者適用結果固然可能競合，亦可能產生衝突。

傳聞法則不等於質問法則，傳聞例外也不等於對質詰問例外。此一看法已不

只是學說上之爭執，聯合國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賦予刑事被

告最低限度之保障，其第5款前段規定「得親自或間接詰問他造證人，……」，

在我國，此一規定已經由「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

際公約施行法」第2條「兩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律之效力。」

而直接內國法化，以質問法則取代傳聞法則勢必進行。如學者所指出，歐洲

法超國性發展之趨勢所示230，歐洲人權法院所採的質問及其例外法則，著重

補償平衡的公平程序要求，除應盡力促成證人到庭接受質問且無可歸責事由

以外，尚必須尋求對於質問權造成最小干預的替代手段，在不得已必須使用

未經（充分）質問的證詞時，也必須盡可能補償、平衡被告的防禦權利。以

前述的Al-Khawaja and Tahery v. the United Kingdom一案中，歐洲人權法院已

經清楚認為「在廣為承認傳聞例外的情形下，是否足以確保申請人依據公約

第六條第三項d款及第六條第一項的權利，仍待斟酌。基此，人權法院認為，

歐洲人權公約第六條第一項及第六條第三項第d款是不論何種法律制度或證

據方法，都應適用的共同標準；因此，不論何種法律制度或程序下，最終都

應通過公約的審查。」以及「由於承認傳聞證據之效力會帶來風險，這對訴

訟程序的影響甚劇，法院必須採取足夠的防護措施。」學者也指出，歐洲人

權法院多年來於判決中逐步形成之「漸層思考」的法則，著重補償平衡的公

                                                 

230 林鈺雄，對質詰問例外與傳聞例外之衝突與出路─歐洲人權法院與我國最高法院裁
判之比較評析，臺灣法學雜誌，第 119 期，2009 年 1 月 1 日，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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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程序要求，正好與傳聞法則是「全有」及「全無」的一翻兩瞪眼的原則相

反，因此，「對質詰問權觀點的傳聞續造」，即以質問權是否受到保障，作

為刑事訴訟法傳聞例外的主要審查基準及不成文的實質要件，適可彌補從被

告防禦權的角度而言傳聞法則在運用上過於僵化的問題231，自值贊同。 

 

在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實務上，一般而言，由被請求國法官所進行訊問證人的筆錄，因

法官並不直接參與偵查，因此其客觀性得以確保，具有較高的證據價值，德國刑事訴訟法

於第 251 條內規定先前於法官前之陳述，相較於其他於「非法官」前之陳述，較寬鬆的承認

為直接審理原則之例外而得作為證據232。我國刑事訴訟法亦認為第 15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233。按此，前述九十八年度台上字第七

０四九號認為相關之共犯或證人則先在外國法院受審或作證，可依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認該被告以外之人在該國法院之供述，具有證據能力。但此看法在學說上

亦不無存疑，尤其是，當該外國之法官訊問規定與本國有相當差距時，例如在德國偵查程

序中，檢察官如果為求保全被告或證人所為之重要陳述將來能在起訴後作為證據，較妥適

的方式即為聲請該管法院之偵查法官來進行訊問並作成訊問筆錄，若有跡象顯示該被告或

證人在審判期日可能缺席時，引進偵查法官更屬必要234，此做法主要理由之一，乃是偵查

程序中所取得之證據仍能受到「偵查法官」直接審理之保障，並且享有法官程序之保障，其

中對於當事人權利極為重要者，即為在場權之保障以及事前通知到場235。但外國法卻未必

                                                 

231 林鈺雄，對質詰問例外與傳聞例外之衝突與出路─歐洲人權法院與我國最高法院裁
判之比較評析，臺灣法學雜誌，第 119 期，2009 年 1 月 1 日，頁 112 

232 Beulke, Strafprozessrecht, 12 Aufl., 2012, S. 275 ff. 
233 立法理由認為：「被告以外之人（含共同被告、共犯、被害人、證人等）於法官面

前所為之陳述（含書面及言詞），因其陳述係在法官面前為之，故不問係其他刑事案件之準
備程序、審判期日或民事事件或其他訴訟程序之陳述，均係在任意陳述之信用性已受確定保
障之情況下所為，因此該等陳述應得作為證據。」 

234 林鈺雄，論偵查法官─兼論法官保留原則與直接審理原則，收錄於「法治國之刑
事立法與司法─洪福增律師八秩晉五壽辰祝賀論文集」，1999 年，209-210 頁。 

235 依據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68 條 c 及第 168 條 d 之規定，在偵查法官進行訊問及勘驗
之法院調查行為時，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具有在場權(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68 條 c 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168 條 d 第 1 項)；而對於被告在場權之限制，依據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68
條 c 第 3 項，當被告之在場有害於偵查目的之情況下，法官得限制被告在場，德國實務上常
見的限制理由即為：有證人於被告在場時不敢陳述事實之疑慮(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68 條 c
第 3 項第 2 句)；另外，人身自由受拘束之被告仍然具有在場權，只是，該被告若有委任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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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知辯護人於訊問其日到場，甚至不容許辯護人於訊問證人時在場之規定，此時該外國

法官之證人訊問筆錄可否作為證據，遭到學界質疑236。 

 

另外，由於被請求國對於請求案件之內容通常不如請求國熟悉，即使同意提供刑事司

法互助，通常也不排除請求國派員至被請求國對協助事項予以協助，以期發揮最大效用

237。我國近年來，亦屢有派檢察官至他國辦案之案例238。九十八年度台上字第一九四一號

判決內涉及者，即為我國檢察依循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管道，至國外會同當地國檢察官對於

犯罪集團之成員實施偵查作為，提供偵訊問題，由該外國檢察官照單辦理，實施訊問。在

該訊問筆錄之證據能力上，本判決認為此種方式實質上即與我國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

員借用他人之口、手作為道具，而完成自己份內工作之情形無異，參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

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法理，就在我國內之該犯罪集團其他成員被告以言，是項偵訊筆

錄當應肯認為適格之證據。固然本案中我國檢察官赴海外參與調查取證之過程與實施內容

堪稱為此類案型之標竿示範，尤其於國外取證時尚注意對該受訊問者之踐行告知義務，以

及通知其辯護人到場，保障其律師倚賴權，訊問中且予以全程錄音（甚或錄影）等措施，均

值得稱許。但畢竟該證詞是在本案被告或其辯護人不在場，無法有效提出質問的情況下所

作成，被告受憲法保障之「對質詰問權」事實上仍受到損害，單以「參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

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法理」之理由，也就是構成「無顯有不可信之情況」，是否足以衡

平被告遭損害之對質詰問權？其實還是很有疑問。  

 

                                                                                                                                      

護人者，則依據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68 條 c 第 4 項之規定，僅能於其拘禁地之法院進行調查
行為時，行使其在場權；不過，其辯護人之在場權並不因被告在場權受限制而有所影響，被
告仍然可能於事後知悉調查行為之內容。參見 KK-Griesbaum (2008), § 168c, Rdnr. 3-10; 
Pfeiffer, StPO, § 168c, Rdnr. 1-3. 

236 Gless, Internationales Strafrecht: Grundriss für Studium und Praxis, 2011,S. 
145. 

237 在國際司法互助實務慣例上，有請求方派員參加被請求方協助其受託調查取證進行
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加強被請方執行機關對於相關案情的理解，提升其執行的準確性，另方
面也可以讓調查取證所獲取之相關資料，更能符合請求方刑事訴追的需要和法定要求。目前
世界各國締結的刑事司法互助條約內，均允許請求國只管機關派員前往被請求國境內，協助
被請求國機關進行受請求調查取證活動。並且規定受請求方負有義務向請求方預先通報其將
於境內執行的受託調查取證措施。以便請求方可以派遣人員參加。 

238 參見邱鼎文，前揭碩士論文，第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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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一○一年度台上字第九○○號判決內涉及犯罪事實為台商在佛山遭殺

害，被告在臺判處死刑確定一案，由於犯罪地主要在大陸，故被告對於認定

犯罪事實所據之重要不利證據，如相關證人於大陸公安機關之供述以及大陸

公安機關所製作之各項鑑定或檢驗書等，無論在我國偵查中或審判中，均未

被賦予對不利證人充分質疑和挑戰的機會，因此，被告享有對不利證人對質

詰問權，以及整體而言要求公平法院審判的權利，均已受到限制。固然，原

審法院曾數度囑託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向身在大陸地區之關鍵證人「付

光選」等人送達傳票傳喚其來台作證，以便接受被告等及辯護人詰問，但均

無下文，客觀上確存有不能傳喚到庭給予被告詰問事實，法院對此似已曾盡

力促成，且傳喚不到屬不可歸責司法機關之事由，但本案中是否給予因此些

證詞遭受不利益之被告有充分挑戰該些證詞之機會，以作為補償「難以質問」

之損害？最高法院本判決以「傳喚不到，取證合法，相關鑑定書及報告書已

達世界水準」等各項理由，是否就可得出「難認原審有剝奪上訴人等及其選

任辯護人對該證人之詰問權，而妨礙其等訴訟防禦權之情形」等衡平之結果？

而被告等最後仍被判處死刑定讞，也看不到判決內有對其就關鍵、重要證詞

之質問權遭限制一事如何予以適當之「補償」！整體而言，這些論點理由距

離國際人權的高水準仍有一段距離，同時可以顯現，藉由在個案操作傳聞法

則的結果，未必能與被告享有對質詰問權之保障以及當蒙受侵害時適度的防

禦與補償等要求符合！ 

 

 

4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下確保對質問權的建議 

對質詰問權有無獲得確保？一般認為，被告一方必須有一適當的機會，

以對其不利之證人陳述之可信度質疑或發問」，而此一機會「可能就是在證

人為證言之時點，或是在以後的程序為之」，也就是說，被告或其辯護人在

整個刑事程序裡，至少要賦予有一次可向證人直接質問的機會方可239。基於

                                                 

239 Beulke, Konfrontation und Strafprozessrefrom, S. 7；林鈺雄，證人概念與對質詰問權
－以歐洲人權法院相關裁判為中心，收於氏著：刑事程序與國際人權，2007.12，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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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的論點，此一質問不必然須由被告親自為之才算及格，由其辯護人進行，

或者由法院當著被告的面提問亦可。反面言之，當刑事法院主要以某不利被

告之證人陳述，作為判決被告有罪之基礎，而該被告在所有訴訟程序內均無

對之有行使公約所保障質問權之機會時，將違反公約所要求之公平審判程序
240。 

 

但在證人身處國外，我國公權力不及，如何在此現實狀況下避免產生「違

反對質詰問權」的爭議，值得進一步考慮，本文認為，下列措施可以列入考

慮 

 

（1）提高關鍵證人來本國應訊之可能性 

在兼顧被告之質問權以及實現直接審理原則的考慮下，最好之方法為當然是想辦法使

該證人出現在我國審判法庭，直接接受被告方的質問，並讓其陳述內容、語音、表情或態

度等直接顯現於法官面前，讓法官得以對此證人陳述形成正確之心證。但往往受限於主權

之限制以及經費等考慮等，位於他國的證人未必會收到開審判期日出庭作證之文書，即便

順利送達，該證人亦未必有意願前往外國作證，尤其是正受被請求國拘禁的證人241，更是

限制重重。事實上，位於外國之證人是否願意至本國作證，除了經費問題外，最擔心的不

外如證人保護問題，以及本國將來是否會用盡各種理由禁止其離境（例如轉成被告，或因他

案對之進行刑事訴追等）等，這些都會影響該證人至本國出庭作證之意願。因此，請求國法

院不得僅以「傳喚不到」或「該證人不願至內國作證」等，即可認已滿足於對質詰問權要求

之「義務法則」以及結果上不可歸責。個案上，越是對重大案件的關鍵證人，本國應該提供

具體的保護計畫以及保證於作證結束或一定期間後，不會限制該證人離開本國，甚至於一

定範圍內豁免其於本國遭受之制裁或處罰，以加強該證人願意出庭作證之意願242。前述歐

                                                 

240 EGMR ÖJZ 1996, S. 715, 717（Doorson） 
241 包括該被關押證人是否自願、移送期間之關押執行、保證到時或條件滿足時將該人

員返還被請求國之義務等。 
242 聯合國刑事事件互助示範公約第 14 條規定：（1）請求國可請被請求國協助邀請某

人：(a)在請求國有關刑事事件的訴訟程序中出庭，但其為被控告者除外；或(b)協助在請求
國內有關刑事事件的調查。（2）被請求國應邀請該人作為證人或專家在訴訟程序中出庭或
協助調查。被請求國應酌情查實已為該人的安全作出令人滿意的安排。（3）請求書或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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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權法院Monika Haas v. Germany案中，證人Said遭關押於黎巴嫩，歐洲人權法院認為德

國法院為取得重要證人 Said 之陳述已盡相當之努力，其理由在於，德國政府嘗試由黎巴嫩

機關引渡證人至德國，以便其出現在法蘭克福邦高等法院接受訊問，並且提供安全護送等

條件，雖然此努力並不成功。對此，人權法院認為德國已盡力促成證人出庭，就算最終不

成功，結果亦不可歸責於德國。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最高法院最近判決內243，有質疑原審

法院「日方人員在日本司法警察人員調查中所為之陳述，何以亦能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

九條之三之規定而取得證據能力」之外，並進一步指出「又原判決雖謂「基於客觀條件無法

以證人身分傳喚上述日方人員到庭具結陳述並踐行交互詰問程序」云云，然並未進一步說明

其所謂「客觀條件」之實質內涵，亦未剖析論敘本件何以不能透過我國駐日代表機關轉請上

述日方人員到庭陳述，或採用遠距視訊方式具結陳述並踐行交互詰問程序，亦嫌理由欠

備。」似已要求事實審法院要盡力履行「義務法則」與「歸責法則」，而非逕以判斷傳聞證

據例外為足，值得肯定。 

 

（2）遠距視訊輔助 

隨著科技的快速進步，國際刑事司法互助規範（如前述之聯合國打擊跨

國有組織犯罪公約、聯合國反腐敗公約），已將遠距視訊調查取證，採為偵

查與審判程序司法互助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我國適用之法律基礎檢視，依刑

事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證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

科技設備而得直接訊問，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以該設備訊問之」；同條第4

項規定「第二項之情形，於偵查中準用之。」惟此種視訊方式，依據實務見

解係係在監獄或看守所設置一個視訊終端，作為「視訊法庭」，而「審判法

                                                                                                                                      

應註明可由請求國支付的大約津貼及旅費和生活費。（4）被請求國經請求可給予該人預支
款項，該筆預支應由請求國償還；第 15 條 （1）在不違反本條第 2 款規定的情況下，遇某
人是依照按本條約第 13 或 14 條規定提出的請求而來到請求國者：(a) 不得因其離開被請求
國之前的任何行為或不行為或定罪而在請求國對其進行關押、起訴、懲罰或對其人身自由施
加任何其他限制；(b) 在未徵得本人同意的情況下，不得要求該人在有關請求所涉之訴訟程
序或調查之外的任何程序中舉證或協助任何調查。（2）如該人可自由離境，但在其被正式
告知或通知不再需要其出庭後連續 15 天內，或有關締約國另行商定的任何更長限期內，仍
未離開請求國，或離開後出於自己的意願回返者，則本條第 1 款應停止適用。（3）若某人
不同意依第 13 條規定提出的請求或不接受依第 14 條規定提出的邀請，儘管在請求書或傳票
中有任何相反的陳述，他不應因此而受到任何懲罰或遭受任何強制性措施。 

243 見最高法院一○二年度台上字第五七五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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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則為另一個視訊終端，連線之結果，「視訊法庭」即屬於「審判法庭」

之延伸，如利用遠距視訊踐行交互詰問，不能謂非當庭詰問244。然在國際刑

事司法互助上，此種訊問方式等於是在被請求國，亦即他國領土上行使本國

司法權，亦即是直接穿透性質的本國主權於他國行使，形同侵門踏戶，受限

於國家主權的權威性，被請求國同意請求國如此訊問者，恐怕有許多困難。

退而求其次者，為採用不強烈侵入他國主權範圍之方式，亦即請求方委請被

請求國司法機關代為訊問位於當地之證人，並將訊問之過程連線至本國法

院。但此一方式在實務上，由於被請求方對於請求調查取證案件之背景以及

事實等，往往缺乏充足和深入之理解，以致在實際執行時，可能導致執行「模

糊化」或是「無法聚焦」，以致效果遭受質疑，且被告方之質問權亦未能充

分保障。較好的作法是，事先與被請求國商定，當被請求國接受請求並進行

訊問時，可由請求國方司法人員以及允許本案被告或其辯護人透過視訊連線

經由被請求國主持訊問之司法人員向證人提問，一來可使被告之質問權得以

行使，二來可避免通常對案情未必瞭解的被請求方司法人員進行訊問時常見

效果不彰或內容空洞等弊病。 

 

（3）要求全程連續錄音錄影 

當被請求國同意接受請求訊問證人時，尚可要求於訊問時將訊問過程全

程錄音錄影，並隨同訊問筆錄一併交給請求國，讓請求國法院使用此一訊問

筆錄時，尚能同時藉由錄音或錄影內容觀察該證人之聲音、動作以及表情等，

判斷證詞的可信度。越是關鍵、重要的證人，越應盡力促成被請求國對此之

合作，此一要求之目的在於滿足前述歐洲人權法院提出之審查標準：「惟若

一項有罪判決係基於未出庭之證人所提出之唯一或具決定性之證據，法院必

須用最高度的標準檢視訴訟程序有無瑕疵，主要在於是否有足夠的防禦措施

可供法院採用，包括公正妥當地審視證據是否可信。只有在確信證據十分可

信時，才可以之為有罪判決之基礎。」藉此讓審判法院判斷此種證據時，可

                                                 

244 見最高法院九十七年度台上字第二五三七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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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盡可能充分且翔實的審酌該證人陳述的可信度，尤其在作為認定被告有罪

之證據時，藉以衡平被告對質詰問權受到之侵害。 

 

（4）允許被告辯護人於被請求國訊問證人時在場並質問 

當證人無法至本國出庭作證，必須由被請求國基於請求代為訊問時，如

事前通知被告之辯護人並允許其於被請求國訊問證人時在場並質問證人，亦

不失為一保障被告對質詰問權的方法。前述Monika Haas v. Germany案中，當

法蘭克福邦高等法院對貝魯特地方法院透過司法協助管道聲請訊問證人時，

法院亦曾盡力以促使被告Monika Haas以及訴訟程序中所有參與之當事人，得

參與對證人Said之訊問程序，然而按照黎巴嫩之法律並不賦予如此的參與權

利，黎巴嫩因此拒絕。對此，歐洲人權法院認為德國法院已盡相當之努力，

嘗試促使被告方對於不利證詞行使質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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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非定罪之犯罪所得沒收：借鏡德國及

美國法制 

第一節 問題之提出 

隨著交通、物流的便利，世界各國間因距離、時間所帶來的屏障與界限

已經日益減少，人員及產品都可以很快速地移動至其他國家，伴隨著這些新

的發展，犯罪與犯罪人也同樣可能在各國間流竄，犯罪人可能在我國犯罪，

接著潛逃至外國，並將犯罪所得轉移至國外藏匿，此時我國的刑事司法除了

要將犯罪人透過司法互助方式引渡回台接受審判之外，還必須設法取回其犯

罪所得，再予以沒收。 

雖然我國礙於國際政治因素，無法參與、簽署諸多國際公約，但從近年

來國際刑事司法公約的發展歷程中，其實已經很清楚地看到各國共同合作以

沒收犯罪所得的發展趨勢。舉例而言，1988 年聯合國禁止非法販賣麻醉藥品

及精神藥物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2003 年聯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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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以及 2005

年聯合國反貪腐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等公約

中，都已經明確要求締約國的內國實體法中，必須增修列明對違禁物、犯罪

所得以及與犯罪有關之資產的沒收，而內國程序法中，也必須加入追回相關

財產的協辦措施，透過這些措施的規定與增補，才能夠有效剝奪犯罪所得，

成高提高對抗跨國境的犯罪行為的法律打擊效果245。 

當犯罪人在國內犯罪後，攜帶其犯罪所得潛逃國外，甚而在外國置產，

能否成功追討犯罪者國外資產的實質前提有二，首先是內國法已有裁判確認

該犯罪者的犯罪所得，其次是透過內國與各國間的司法互助協定，向外國刑

事司法機關求助，再由外國於境外執行內國刑事司法追討財產的請求。 

縱然我國與世界各國間的刑事司法互助效能有限，但我國若要請求外國

執行追討犯罪人的境外財產，我國刑事司法機關仍須先有沒收該犯罪財產的

法定權限，如果欠缺這些權限即向外國請求協助，不僅外國刑事司法機關不

願意配合，也會有害我國在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機制中的信用。問題在於，當

犯罪嫌疑人已經潛逃出國，甚至已經在國外死亡時，依我國現行法難以在欠

                                                 

245 有關這些公約的發展與實質內容，參見郭瑜芳，〈非以定罪為基礎之資產沒收〉，
《檢察新論》，12 期，2012 年 7 月，頁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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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有罪判決時，獨立追討其犯罪所得，從這一點看來，我國現行法上的犯罪

所得及相關財物、財產上利益的追討制度，其實仍有許多值得檢討之處246。 

與財產有關的刑事制裁可分為罰金刑與沒收刑，罰金刑在我國法上屬於

主刑，其量定以被告罪責為基礎，由法院考量各項刑罰目的及裁量事由後，

依個別構成要件規定量處罰金，罰金並不以特定財物或財產利益為論科對

象，而是要求被告針對其罪責繳納一定金額作為犯罪對價，由於在實務上，

能夠適用罰金刑的罪名通常較輕，這些違犯輕罪的被告通常也不需要逃亡至

國外，再考量刑法第 41 條又針對罰金刑設計了易服社會勞動等較溫和的替代

措施，因此罰金刑一般不會有跨國追討的需求。 

相對於罰金刑，沒收刑與沒收的協同、補充制度（追繳、追徵、抵償）

則以特定的財物或財產利益為追討對象，除非該財物或財產利益已經不可能

再追討時，才會轉而追討被告其他資產作為替代，刑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得

沒收的範圍，包括違禁物、供犯罪所用或犯罪預備之物、因犯罪所生及所得

之物，這些可能被沒收的財產範圍相當大，舉凡證券交易法第 155 條之 1 及

第 171 條規定的內線交易之犯罪所得，收賄罪公務員所獲取的賄賂金額，傷

害罪被告持打他人的木棍或是侮辱罪被告潑至被害人身上的油漆等等，都可

                                                 

246 進一步的探討，參考陳文琪，〈追討犯罪不法所得〉，《檢察新論》，12 期，2012
年 7 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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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涉及沒收的需求，這種兼跨重罪、輕罪的沒收刑，自然與跨國間的資產追

討有關，尤其是經濟或貪瀆型的重罪被告，在海外都常有極隱密的良好關係，

將不法所得移至境外藏匿，自然成為其逃匿刑事訴追的首選。 

然而，我國沒收刑屬於從刑，一般情況下，必須在被告已經獲判有罪確

定，同時也科予主刑時，才能夠一併科處沒收的從刑，我國刑法第 40 條第 1

項即規定：「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併宣告之」，但緊扣著「有

罪判決才能沒收」的原則規定，在實務上勢必出現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舉

例而言，警察偵查被告犯罪時查獲來路不明的制式手槍乙把，調查後雖與偵

查中案件無關，但也無法確定其所有人為何，該制式手槍為違禁物，理論上

應予沒收，若沒收必須與主刑相串連，則因無人持有該違禁物而無法獲得有

罪判決，這時該怎麼沒收該制式手槍，即產生問題。立法者也注意到上述盲

點，因此在第 40 條第 2 項補充規定：「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

收」247，授予在有罪判決附帶的沒收宣告之外，另行獨立沒收違禁物的法源

依據，類似規定，除了刑法第 40 條之外，另外也見於刑事訴訟法第 259 條之

1：「檢察官依第二百五十三條或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為不起訴或緩起訴處分

者，對供犯罪所用、供犯罪預備或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屬於被告者為限，得

                                                 

247 所謂「專科沒收之物」，理應指刑法第 39 條：「免除其刑者，仍得專科沒收」的情
況，若依該條規定，則所有犯罪工具、產物、所得都可以單獨沒收，究竟應該如何解釋，誠
值深思。相關批評見薛智仁，〈沒收之定位與從屬性（下）—最高法院相關裁判綜合評釋〉，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99 期，2007 年 10 月，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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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此外，證人保護法第 14 條第 2 項許可對於供述本

人犯罪前、後手犯罪事實，而使得檢察官查獲相關犯罪網絡的被告，若其犯

行不嚴重時，檢察官得就該被告所涉罪名為職權不起訴，而該條第 3 項接續

規定：「前項情形，被告所有因犯罪所得或供犯罪所用之物，檢察官得聲請

法院宣告沒收之」，換言之，即使被告因職權不起訴而欠缺有罪判決，此時

也可以獨立宣告沒收。 

上述分居於刑法、刑事訴訟法及證人保護法中的補充規定，確實帶來一

定的輔助效果，然因刑法的補充規定只及於違禁物，而刑事訴訟法又限制必

須存在近似有罪而不處罰的職權不起訴及緩起訴，證人保護法僅專用於提供

上、下線的被告，這些規定實際的效果相當有限，仍然無法有效追討位於境

外的犯罪所得。舉例來說，涉嫌內線交易而取得高額犯罪所得的被告若於逃

亡外國期間死亡，遺留大批關涉犯罪所得的財產於外國，法院僅能依刑事訴

訟法第 303 條第 5 款為不受理判決，此時因欠缺有罪判決，又沒有任何例外

特許規定，根本無從對該批財產作出沒收宣告，當然也不可能進一步外國刑

事司法機關協助追討其犯罪所得；又例如被告因年齡或精神狀態欠缺罪責，

雖已實施不法行為，仍獲得無罪判決，此時也無特別規定可以追討該被告於

境內或境外犯罪所得；至於最麻煩的問題則是，當重罪被告於檢察官開始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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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前或偵查中即逃亡海外，由於不能對該被告為缺席判決，此時根本無法對

該被告位於海外的犯罪所得進行實質追討。 

上述諸種欠缺有罪判決的個案情況，均使得刑事司法在追討、沒收犯罪

所得時面臨極大困擾，不僅被告的境外財產無從法進行追討，境內財產也難

以實實沒收248。考量這些具體的實務需求，法務部近期也研擬了解決上述困

境的刑法修正草案，但草案尚未通過，未來將如何修正現行規定，仍值得觀

察249。 

如何建構一套合理且具有實務效用的非定罪犯罪所得沒收制度，從而解

決透過刑事司法互助而追討被告留置外國的犯罪所得，當然成為我國現行刑

事司法的重要課題，綜觀與此問題相關的法制，大致有兩套不同的思考進路，

其一是德國刑法與刑事訴訟法上，直接在刑事司法中納入非定罪獨立沒收或

追徵的相關規定，其二則是美國於其司法實務上發展的民事沒收制度250，本

文將先介紹德、美兩國不同制度的主要解決方法與運作景況，接著分析兩種

                                                 

248 各種立法例解決機制的討論，可參考李傑清，〈沒收洗錢犯罪所得的實體與程序〉，
《檢察新論》，3 期，2008 年 1 月，頁 251-260。 

249 草案詳細內容可參考黃士元，〈企業犯罪不法利得剝奪之研究—評「法務部刑法沒
收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暨修法建議〉，《司法新聲》，100 期，100 年 10 月，頁 64-68。 

250 除了美國法之外，英國法也是一個殊值參考的立法例，然囿於時間，本文無法再作
分析，相關討論參考廖先志，〈英國沒收制度與沒收範圍簡介—兼與我國法比較〉，《檢察
新論》，5 期，2009 年 1 月，頁 26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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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對我國法制參考意義，從而指明我國現行制度與德、美法制的相互整合

可能性，最後則提出一套未來修法的理論藍圖。 

第二節 德國法制評述 

第一項 德國現行法沒收與追徵的實體規範 

    在實質討論德國法非定罪型的沒收制度前，必須先簡要說明德國刑

法與財產沒入的相關制度內容251。有別於我國以「沒收」為原型，以追徵、

追繳、抵償作為補充形態的作法，德國法自始就區分了兩種不同的財產充公

制裁形態：沒收（Einziehung）與追徵（Verfall），不過其法律定性則有高度

爭議，學理有認為屬於刑罰，也有傾向於保安處分的看法，不過法典上倒是

以附屬效果（Nebenfolge）為整體標題而迴避了這個爭議252。 

1、沒收 

                                                 

251 我國學理上已有相關討論，參考柯耀程，〈沒收、追徵、追繳與抵償制度之運用與
檢討〉，《法令月刊》，59 卷 6 期，2008 年 6 月，頁 846-857；吳耀宗，〈德國刑法追徵（Verfall）
制度之研究—兼論我國現行刑事法學之「追徵」相關規定〉，《刑事法雜誌》，45 卷 3 期，
2001 年 6 月，頁 1-43；吳俊毅，〈我國刑事上追繳、追徵及抵償制度的未來—給這個問題
一個當主角的機會〉，《法學叢刊》，203 期，2006 年 7 月，頁 84-87。此外，日本法制亦
有相關的介，參見吳天雲，〈我國與日本毒品犯罪所得沒收、追徵制度〉，《展望與探索》，
1 卷 10 期，2003 年 10 月，頁 15-39。 

252 參考 Hans-Jürgen Kerner 著，許澤天、薛智仁譯，《德國刑事追訴與制裁》，2008
年 11 月，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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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德國刑法第 74 條規定，當行為人犯故意罪名，而於判決時屬於行

為人所有或由行為人所管理的下列物品均得沒收：供犯罪所用之客體、犯罪

所生之物、預定供犯罪所用之物，以及供預備犯罪所用之物，而若上述客體

中有公共危險或有可能供他人犯罪之用的特性時，則不論是否屬行為人所

有，均得一律沒收。而德國法發動沒收的前提，並不要求一定要成立犯罪，

只要構成不法行為，即得實施沒收。除了德國刑法第 74 條規定的客體之外，

個別條文中也有例外許可沒收的關客體，例如偽造貨幣罪的貨幣（德國刑法

第 150 條第 2 項），就不問其所有人一律強制沒收。 

    除了第 74 條規定的一般沒收之外，德國刑法另有擴大沒收

（erweiterte Einziehung）的規定，擴大沒收見於德國刑法第 74a 條，主要是

針對第三人所有財產的沒收規定，包括兩類的擴大沒收類型：(a)若第三人輕

率使其物或權利成為他人犯罪工具、犯罪客體或預備犯罪的客體，法院得沒

收該物或權利；(b)若第三人認識法院將許可沒收，而仍以可非難的方法取得

物或權利時，法院亦得沒收之。透過擴大沒收，第三人雖然不是犯罪人，但

若與犯罪實行或犯後財產歸屬有可歸責關係時，亦得沒收其財產。 

2、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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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於沒收主要針對與犯罪實行或所獲得之財產，德國刑法另外獨

立於沒收的追徵制裁，追徵的目標主要是犯罪所得，其目標在於將被告從犯

罪中的獲利一併去除，藉以達成一般預防效果。德國刑法追徵規定於 1969

年通過，不過由於規定非常複雜，實務上並未完全實現其立法宗旨，一年大

約只有二萬多件執行追徵的個案253。 

    依德國刑法第 73 條規定，行為人只要實行或參與違法行為，而從中

獲取利益（aus der Tat etwas zu erlangen），扣除掉行為人應返還予被害人的

賠償數額後，其餘的財產利益即應予以追徵（第 73 條第 1 項），倘若行為人

將犯罪所得利益再次轉換為其他利益，或基此而取得其他的替代物，該項利

益及替代物亦得予以追徵。值得特別說明的是，依現行德國刑法，追徵是採

取總額原則（Bruttoprinzip），亦即不扣除行為人因實施或參與違法行為而投

入的犯罪成本，從總額原則的採取，更可看得出來德國刑法追徵制度試圖剝

奪犯罪的可能利得，藉以產生有效預防犯罪的效果254。換言之，只要屬於犯

罪實行行為人或參與者所有，而從犯罪中獲取的直接利益及其替代品，均得

為追徵標的。 

                                                 

253 Kerner 著，同註 8，頁 74。 
254 Fischer, StGB, 57. Aufl., 2010, § 73 R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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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上述基本的追徵規定之外，德國刑法另外也擴大追徵的適用範

圍，一般稱之為擴大追徵（erweiterter Verfall），擴大追徵規定於德國刑法第

73d 條，該項規定主要是為了用以打擊組織犯罪（organisierte Kriminalität）

255，因此降低追徵成立的要件限制，同時擴大追徵價額的範圍。就擴大追徵

適用的條件而論，首先必須有違法行為，而行為人從違法行為人直接獲取財

物或權利256，而在判決宣告時屬於行為人所有257，擴大追徵與一般追徵最大

的差別在於，擴大追徵並不需求達到一般刑事犯罪的證明程度，只需要有事

實足以認為（die Annahme rechtfertigen），欲予以追徵的財物或權利供違法

行為之用，或屬於違法行為所得258。換言之，法院許可擴大追徵的證明標準

顯然低於一般追徵的要求，因此該項規定在德國法上曾受到違反憲法的質

疑，簡單地說，因為法條不必證明至確信程度，只需要證明違法行為與該項

財物或權利間具有高度可能性即足，此項制度不免有違反無罪推定

（Unschuldvermutung）或罪疑惟輕原則（in-dubio-pro-reo）的疑慮259，德國

學說上自然有非常強烈的爭論260，但德國聯邦憲法法院終於在 2004 年作出決

                                                 

255 Lackner/Kühl, StGB, 26. Aufl., 2007, § 73d Rn. 1.  
256 Lackner/Kühl, StGB, § 73d Rn. 4-6.  
257 Lackner/Kühl, StGB, § 73d Rn. 7.  
258 Lackner/Kühl, StGB, § 73d Rn. 8.  
259 Laubenthal/Nestler, Strafvollstreckung, 2010, Rn. 471.  
260 NK-StGB-Herzog, 3. Aufl., 2010, § 73d R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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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認為第 73d 條許可的擴大追徵並不違憲261，聯邦憲法法院主要認為這是

一種以一般預防為導向的保安處分，不適用罪責原則262，也沒有違反上述諸

原則的疑慮263，而為了貫徹一般預防的效果，也必須設法將犯罪所得儘可能

地完全剝奪，即使其降低證明的要求，仍屬合憲264。 

    除了降低證明要求的對被告之擴大追徵外，德國刑法第 73 條第 4

項另有規定對非犯罪參與者之第三人擴大追徵，依其規定，若一般追徵的對

象屬於第三人所有，而該第三人雖不成立正犯或共犯刑責，但若其認知該客

體係供違法行為所用時，亦得予以追徵。 

第二項 德國現行法沒收與追徵的程序規範 

1、與有罪判決一併宣告 

    以上簡要說明德國刑法有關沒收、追徵的相關規範，至於程序層面

的問題則更為重要。一般正常情況下，德國法的沒收、追徵命令也與有罪判

決同時宣告，但在若干情況下，無法於有罪判決時宣告，為了有效貫徹沒收

與追徵的效果，德國法上特別規定兩種非連動於有罪判決的沒收、追徵宣告

                                                 

261 BVerfGE 110, 1 (2004).  
262 BVerfGE, 110, 1, 11.  
263 BVerfGE, 110, 1, 23.  
264 Ausführliches vgl. NK-StGB-Herzog, § 73d R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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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此即德國刑法第 76 條有關事後命令及第 76a 條有關獨立命令的規範，

原則上這兩條均一律適用至沒收及追徵兩種不同制裁265。 

2、事後的沒收及追徵命令 

 

    首先談德國刑法第 76 條的事後命令（nachträgliche Anordnung），

該條屬於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62 條第 1 項第 2 句規定之不需口頭辯論的刑事

裁判程序，專指在有罪判決之後，因又發現可得沒收或追徵之財產時，法院

得例外破棄原有既判力判決的特別情況266。不過依德國通說見解，此時因不

涉及雙重刑事制裁，因此並無違反一事不再理的疑慮267。 

    至於法院宣告事後命令的前提有三：第一，原有罪判決中所宣告的

沒收或追徵內容，已經不能執行（undurchführbar）或執行不足（unzureichend）

268，前者指的是原沒收或追徵的客體已經先被國家徵收，或被轉賣給第三人

而善意取得，又或已被毀損或加工而失去原貌269，後者例如原來的追徵命令

                                                 

265 NK-StGB-Herzog, § 76 Rn. 1, § 76a Rn. 2.  
266 NK-StGB-Herzog, § 76 Rn. 1.  
267 NK-StGB-Herzog, § 76 Rn. 1. 
268 Vgl. auch Laubenthal/Nestler (Fn. 15), Rn. 477.  
269 NK-StGB-Herzog, § 76 R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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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依財產的替代價值進行，但抵償物仍不足應追徵總額270；第二，必須事

後有證據證明上開無法執行或執行不足的情況確實存在271；第三，其他沒收

或追徵的要件均已滿足272。 

3、獨立的沒收及追徵命令 

    另一種能夠獨立於有罪判決的沒收或追徵命令，則是規定於第 76a

條的獨立命令（selbständige Anordnung），該條規定若基於事實上的理由，

無人因犯罪而受訴追或有罪判決時，若同時滿足沒收或追徵的一般要件時，

得獨立宣告沒收或追徵命令273。 

    學理上將這種無刑事被告而直接科予沒收或追徵命令的程序為「客

觀之追徵或沒收程序」（Ojbkeitves Verfalls- und Einziehungsverfahren）274，

該客觀程序是為了補充無被告可茲訴追或無有罪判決之可能的情況，但若已

                                                 

270 此即德國刑法第 73a 條第 2 句的情況。Vgl. Fischer, StGB, § 76 Rn. 4.  
271 NK-StGB-Herzog, § 76 Rn. 4. 
272 NK-StGB-Herzog, § 76 Rn. 5.  
273 § 76a Abs. 1 StGB: „Kann wegen der Straftat aus tatsächlichen Gründen keine bestimmte 

Person verfolgt oder verurteilt werden, so muß oder kann auf Verfall oder Einziehung des 
Gegenstandes oder des Wertersatzes oder auf Unbrauchbarmachung selbständig erkannt werden, 
wenn die Voraussetzungen, unter denen die Maßnahme vorgeschrieben oder zugelassen ist, im 
übrigen vorliegen.“ 

274 其對應概念則是有具體被告的主觀刑事程序（subjektives Strafverfahren），vgl. 
NK-StGB-Herzog, § 76a 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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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有了主觀程序，而該判決的承審法院於判決中若未宣告沒收或追徵時，則

不得再啟動客觀程序執行追徵或沒收275。 

    至於此種獨立的客觀程序，依德國刑法第 76a 條規定，必須符合下

列兩項前提才能啟動： 

首先，必須欠缺事實上的訴追可能性或有罪判決可能性時，才能啟動獨

立宣告程序，具體情況如被告逃亡至外國，或無法確知被告為何人，在此指

的是阻撓刑事制裁的事實情況（tatsächliches Hindernis），與法律規範的評價

無關276。不過，本條適用時最主要的爭議在於，倘若被告已經死亡後，能否

依上述各該規定沒收或追徵被告的財產？277 

上述被告死亡時能否啟動獨立客觀程序的問題，主要涉及兩個層面，第

一層面是關於被告死亡是否算是阻撓刑事制裁的事實情況，德國較一般性的

見解認為，所謂阻撓刑事制裁的事實情況，專指訴訟程序中出現的制裁障礙，

例如前述的被告逃亡等事項，但若被告死亡，已經屬於實體上刑罰權的消減

情況，此時應連帶影響所有刑事制裁的可實施性，基此，自然不許可再予追

                                                 

275 NK-StGB-Herzog, § 76a Rn. 2.  
276 Eser, in: Scnönke/Schröder, § 76a Rn. 5.  
277 就此德國學說與實務意見甚為分歧，以德國實務見解為例，2000 年時曾有判決認為，

若被告死亡後，仍得依德國刑法 73d 條規定，在有事實足以認為被告財產得自犯罪時，對系
爭財產予以擴大追徵（vgl. OLG Stuttgart, NJW 2000, 2598），不過較近期的實務見解則反對
2000 年的見解（vgl. OLG Frankfurt NStZ-RR 2006, 39），認為此時不得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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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或沒收278；第二層面則是沒收或追徵的財產，原則上必須屬於「被告所有」，

當被告死亡之後，這些應予沒收或追徵的財產，已經轉為其繼承人所有，不

再是被告所有，若再對該繼承人因繼承而享有的財產追徵或沒收，無異將這

些制裁轉為處罰無辜的繼承人，再考量未涉入犯罪的繼承人並無預防必要

性，因此不得發動獨立的沒收或追徵程序279。準此，雖然有反對見解，但通

說均認為不得依第 76a 條規定，對已死亡被告的財產展開獨立的追徵或沒收

程序。 

其次，德國刑法第 76a 條只是基於訴訟理由而例外獨立展開的特別程序

而已，因此其他沒收或追徵的要件仍須具備，否則尚不得為本條規定的獨立

宣告程序280。 

除了上述情況以外，第 76a 條第 2 項則特別規定：當刑事訴追時效已經

完成，或有其他不得再行刑事訴追的事由發生時，理論上不得再發動刑事制

裁，此時應不得再為追徵或沒收，不過第 2 項特別許可德國刑法第 74 條第 2

項第 2 款與第 3 項（危險物之沒收與可能供危險犯罪者實施不法行為之物的

                                                 

278 OLG Frankfurt NStZ-RR 2006, 39, 40.  
279 Eser, in: Scnönke/Schröder, 28. Aufl., 2010, § 76a Rn. 5. 
280 NK-StGB-Herzog, § 76a R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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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以及第 74d 條第 1 項（文書之沒收）等兩類沒收制裁，這兩類沒收

制裁得於行為人免於刑事訴追時為獨立的沒收281。 

最後，第 76a 條第 3 項則另外規定了，當有特定被告的刑事程序仍可得

進行時，亦可能出現有罪判決時，雖被告成罪，但法院仍依特別規定免除其

刑，（Absehen von Bestrafung），或依檢察官、法院的裁量而得暫停其程序

進行時，仍可獨立進行本條規定的沒收或追徵宣告程序282。 

4、程序法的相關規範 

    除了實體法的規定之外，德國刑事訴訟法也對獨立命令有相關規

定，這些規定大致上可分為兩部分說明：首先是關於獨立沒收命令的保全程

序規範，其次是獨立沒收命令本身的裁判程序規範。 

    就保全程序而言，其重點自然是必須對於得追徵或沒收的財產予以

扣押或禁止其交易，此一法律規定見於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11b 條第 1 項，該

項授權得對上述財產扣押（Beschlagnahme）283，而若原財產已經無法再行追

徵或沒收，而須依德國刑法第 73a 條及第 74c 條轉為以代替物進行追徵或沒

收時，此時依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11d 條第 1 項規定，得對可得替代的財產為

                                                 

281 Ausführliches vgl. NK-StGB-Herzog, § 76a Rn. 12.  
282 Ausführliches vgl. NK-Herzog, § 76a Rn. 13.  
283 Mayer-Goßner, StPO, 50. Aufl., § 111b 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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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扣留（dinglicher Arrest）284，不論是扣押或物之扣留，依第 111e 條規定，

均由檢察官向法官聲請為之，亦即採法官保留（第 1 項），不過若於情況急

迫情況下，得先由檢察官為之，但應於一週內向法官聲請許可（第 2 項）285。 

其次是有關獨立命令的程序進行規則，已如前述，這類的程序屬於無被

告的客觀程序，不過由於德國刑法要求獨立的追徵或沒收仍須符合一般要件

（例如與特定犯罪相關），該客觀程序中依然要具體審查這些開展程序的要

件是否滿足286。依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40 條，檢察官及自訴人（Privatkläger）

得向法院聲請獨立命令，該聲請可認為已經提起客觀程序之訴

（Klageerhebung）287，因此與該項獨立命令所處理的財產有關之人，在訴訟

上只是程序的參與者（Nebenbeteiligte）而已288，法院得審酌檢察官、自訴人

及相關程序參與者的主張，而為最終是否獨立沒收或追徵的決定。而當獨立

命令確定之後，該具有確定力的裁判就可以展開執行程序（Strafvollstreckung）

289。 

                                                 

284 Mayer-Goßner, StPO, 50. Aufl., § 111d Rn. 3.  
285 Mayer-Goßner, StPO, 50. Aufl., § 111e Rn. 1-7.  
286 Mayer-Goßner, StPO, 50. Aufl., § 440 Rn. 2. 
287 Mayer-Goßner, StPO, 50. Aufl., § 440 Rn. 4. 
288 Mayer-Goßner, StPO, 50. Aufl., § 440 Rn. 12. 
289  在此所謂的執行程序專指將確定裁判效果實現而言，與另一個刑事執行概念

（Strafvollzug）指監所中徒刑執行內容並不相同。Vgl. Laubenthal/Nestler, Rn.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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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法制評述 

  相對於德國法制將相關問題彙集於刑法典的規定中，並透過刑法具

體條文放寬或擴大，美國法主要非定罪犯罪所得沒收問題的處理方向，則轉

從另一套系統進行，此即以民事沒收（civil forfeiture）作為內容，而以對物

訴訟（action in rem）作為主要的處理方式，該訴訟基本上已轉為民事程序，

而且無特定對象作為被告。 

於立法例上，目前應以美國之民事沒收法制最為完備，且利用最為廣泛，

並成為愛爾蘭、南非、澳洲、加拿大等國立法仿效之對象，而與我國實際往

來密切的香港與澳門亦有類似之制度，以下分別從幾個層面說明美國法制的

相應內容。 

第一項 民事沒收的淵源、發展與立法 

  中世紀的贖罪奉獻物制度，是普通法系統中最早之沒收制度，也是

當代民事沒收制度的源頭；於該制度中，對於直接致人死亡之私人動產，得

依法予以沒收，歸於國王，並用於宗教或慈善事業；此一程序屬於刑事程序，

且被認為是刑罰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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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贖罪奉獻物制度雖於 1846 年遭到廢除，但其精神卻保留在美國近代

的海事法中，用以沒收查無所有人或被海盜拋棄之船舶。早於獨立建國前後，

為了沒收違反關稅法、販運奴隸法的船舶及貨物，在這些案例中，往往不易

確認犯罪的被告究為何人，為了便宜行事，當時的美國法院就以政府作為原

告，以財物本身作為被告，提起沒收系爭財物的民事訴訟290。 

  至 20 世紀前半葉，由贖罪奉獻物制度，演變而來的民事沒收制度更

在美國禁酒時期扮演關鍵的角色，政府藉此打擊私酒交易網絡。酒令廢除後，

80 年代的民事沒收制度則成為美國政府對抗毒品犯罪的重要手段291。至 20

世紀 90 年代末期，舉凡偽造文書、賭博、毒品、走私犯罪的犯罪所得及犯罪

工具，都必須予以沒收，民事沒收已經成為當時美國司法部對抗犯罪的主要

工具，更由於民事沒收非刑事司法，因此證明程度只要達到民事所要求的證

據優勢即可292。值得一提的是，最初沒收的範圍只限於犯罪工具而已，然而

在 1978 年到 1984 年間，卻有了戲劇化的發展，於此時期，國會首次立法承認

准許沒收犯罪所得 (Proceeds)以及便利犯罪之工具 (Property Facilitated 

Crime)。換言之，政府不只能沒收實行犯罪時直接使用之工具，也包含隱匿犯

                                                 

290 參考吳協展，〈美國犯罪所得民事沒收法制之介紹〉，《檢察新論》，6 期，2009
年 7 月，頁 184；林輝煌，〈建構有效打擊利得犯罪法制—美國「民事沒收充公」制度之借
鏡〉，《法學叢刊》，226 期，2012 年 4 月，頁 4-6。 

291 進一步的討論，see Barclay Thomas Johnson, Restoring Civility – The Civil Asset 
Forfeiture Reform Act of 2000: Baby Steps towards a More Civilized Civil Forfeiture System, 35 
Ind. L. Rev. 1045, 1047-1053 (2002).  

292 吳協展，同註 296，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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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或使得犯罪更難以被追查之財物(例如儲放毒品之公寓)，然而這樣的作法也

產生若干法律問題，以下逐點分析之： 

（一）美國之三軌沒收機制 

  首先，美國的沒收制度散落於各個不同條文，並未有統一之規定；

隨著過去數十年間體制化發展的結果，該制度已經成為執法單位打擊犯罪不

可或缺之手段。整體而言，美國法上的犯罪所得沒收，根據聯邦法可以有三

種方式，分別是行政沒入，刑事沒收以及民事沒收： 

1. 行政沒入 

  行政沒入由聯邦執法機關執行，並無檢察官或法院的介入，所以不

具備司法訟爭性，反之，刑事與民事沒收則必須經過司法訴訟程序，透過法

院判決將沒收財產的所有權移轉到聯邦政府。由於絕大多數的沒收案件不具

備訟爭性，所以行政沒收占聯邦政府沒收案件極高的比例。在行政沒入程序

中，財產遭到扣押後，執法機關會通知對於扣押財產有潛在利益之人，賦予

其主張權利之機會並且登報公告，如果在法定期間內無人主張權利，執法機

關就會做成沒收宣示之處分，這個處分與法院判決具有相同效力。 

(1) 行政沒入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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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 18 U.S.C.§985(a)之反面解釋，除不動產及現金或金融票據及超

過五十萬元美金價值的動產外之，其他財產皆得作為行政沒收之標的。此係

因行政沒收不具司法性，為避免過度侵害財產權，特別規定上述價值較高之

財產不得依行政沒收為之，僅能循司法沒收程序沒收。 

(2) 行政沒入之程序 

  聯邦強制執行機關只要具備「相當理由」(probable cause )認定該物屬於

得為行政沒收之標的，即應向財物發現地或沒收程序地之聯邦地方法院申請

法院扣押令狀，而予以扣押293。惟仍有許多情況乃毋庸取得法院扣押令狀即得

扣押財產294。而於扣押財產，執法機關會於報紙上公告其所為之沒收；於期

限內如無人為異議，執法機關便會做出與法院判決具有同等效力之扣押令。 

  為保障財產權利人之正當法律程序權，美國國會特別於制定民事沒

收改革法(CAFRA)中，要求扣押機關在 六十天內必須開始沒收程序並以書面

通知對該扣押財產具有利益之人，可在通知書上所載期限前（該期限不得少

於通知書郵寄日期後 三十五天）提出異議。而如遇有權利人提出異議，行政

機關必須在 九十 天內向檢察官報告，由檢察官決定是否提起司法沒收程序，

                                                 

293 18 U.S.C.§981(b)(3), 19U.S.C.§1603. 
294 21 U.S.C. §881(b) and 18 U.S.C. §981(b)(A),(B) an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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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民事沒收或刑事沒收，倘行政機關未提出報告或檢察官評估後拒絕提起訴

訟，即須將扣押物返還。 

2. 刑事沒收 

  而刑事沒收則為刑事案件刑罰的一部分，當欲沒收的財產已遭花費

殆盡或無法獲得時，法院仍得命令被告支付相當之金額，或沒收替代財產。

刑事沒收乃是以被告為對象的對人訴訟，此等訴訟特性，使得沒收標的物已

經流失或無法取得時，法院尚可借由追繳或追徵，發揮對等效力。以下簡述

其基本程序構造： 

(1) 審前保全措施 

a.  刑事扣押令狀(Criminal Seizure Warrants) 

  21 USC § 853(f)賦予法院核發扣押令狀以扣押財產之權利，而法院

於認定核發與否時，必須考量係爭財產是否本於合理根據得認定其將來可能

被沒收，並且單憑禁制令並不足以保全系爭財產之價值，須同時符合此二要

件，法院始得核發扣押令狀。 

  而如係依法院核發之扣押令狀扣押財產，不同於禁制令之情形須再

經由一道聽證程序，國家得直接於刑事程序進行中占有系爭財產，這樣的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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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性使得檢察機關比傾向適用§ 853(f)之扣押令狀，而非依§ 853(e)之禁制令為

審前保全 68。 

b.  保全命令(Restraining Order) 

  法院得在檢察官起訴前或起訴後至法院審理前，經檢察官聲請核發

保全命令，確保沒收物在刑事訴訟程序終結前不致流失。而被告於法院核發

保全命令後，如有當被告除保全命令所載之標的物外，別無其他經濟來源足

以負擔生計，或有相當理由足認法院核發之禁制令有誤等情事，其可請求法

院舉行聽證程序，由其盡「合相當理由」之舉證責任後，經法院衡量雙方利

益，以決定是否廢棄保全命令。 

  進一步言之，禁制令之種類如下： 

(a)暫時禁制令 

  當檢察機關單方向法院聲請禁制令時，因被告未參與聲請程序，無

法據以提出答辯，或提出證據反駁檢察官之聲請，未免因此影響被告之權益，

故此類禁制令僅有 十天暫時性效力，而檢察機關必須在 10 日內聲請法院核發

正式的禁制令，且必須舉行聽證以決定之。 

(b)通常禁制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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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根據 21 U.S.C. §853(e)(1)(B)之規定，檢察官得選擇不依循 十天的

暫時禁制令程序，而直接聲請 九十天的起訴前禁制令，惟必須先通知相對人

並由法院舉行聽證程序，以調查禁制令之必要性。被告得於此程序中，答辯或

提出有利之證據。 

  較有爭議的問題乃，禁制令的範圍得否及於第三人。少數法院持反

對意見，然而多數法院係認為雖然原則上被告為整個刑事審判權唯一及於之

對象，但法院仍得基於維護國家利益之必要性而查封第三人之財產。從而認

為如該第三人有顯現其非真正所有人、或其可能為被告控制之公司，抑或該

物屬於被告與第三人所共有，法院多數見解慣例性地會將此些情形，例外地

認定為有核發審前禁制令於第三人之情形。 

(2)起訴時 

a.沒收之請求 

  刑事沒收是經由刑事起訴，而非對針對財產單獨提起沒收的訴訟，

而依據 Fed. R. Crim. §32.2(a)之規定，檢察官於起訴時便須將沒收客體描述於

起訴書中，始得拘束法院於判決後之量刑程序中考量沒收之必要性，並且在刑

事追訴程序先確定被告財產上利益有多少。關於起訴書中沒收之記載應儘可能

具體明確，雖然使用一般「所有被告獲取的收益」等相類的不確定概念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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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被認可，但是如果系爭財產係得識別之具體財產時，則應當充分的具體描述。

又雖謂沒收之主張應具體明確，然於描述上應以開放式用語，例如採用類似「包

括但不限於……」之字眼，使政府未來發現新的財產時，能夠加列於沒收財產

的清單上；至於如未於起訴書上載明前述內容，政府將會被限制採取刑事沒收

程序，只有在被告認罪且同意沒收，並且放棄通知(Notice)之情形下使得例外與

以沒收。 

b.量刑程序 

  進入刑事沒收程序後，政府應先證明被告犯罪嫌疑已到達「無合理

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程度之後，始得接續以同一陪審團或另組

陪審團，依據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決定是否將被告的財

產沒收。更具體來講，美國實務認為，美國刑事訴訟法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之

審理程序，與量刑程序(Sentencing Procedure)中所適用之證據法不同。因此，除

法律另有規定外，檢察機關在刑事沒收程序中，對於財物與犯行間關聯性之舉

證責任，僅須達於優勢證據程度即可，而不須達於如同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

超越合理之懷疑程度。 

  陪審團針對沒收做成判決後，便會交由檢察長負責沒收財產，並由國

家保管使用或出賣，並以賣出的金錢補償沒收程序產生的費用。又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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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沒收的範圍取決於被告經有罪認定範圍，然當沒收許可係本於共謀數罪

時，只要被追訴的共謀數罪在相關的法規下都提供沒收，而且可以良好的連結

來完成被告共謀活動的全部完整歷程，政府就可對所有有關共謀數罪的所有收

益來沒收。本於對人訴訟的性質，當刑事沒收的財產於已被花費殆盡或無法發

現時，法院仍可命令被告支付相當之金額(Money Judgment)或沒收替代財產

(Substitute Asset) ，此與屬對物訴訟的民事沒收制度相當不同。在這個層面

上，刑事沒收制度相較於民事沒收制度是為更廣泛及有力的沒收制度。 

c.第三人權利之維護與救濟 

  由於刑事沒收制度本質上為刑罰之一部，此使的刑事沒收得以沒收

之財產範圍原則上僅限於被告所有者。然而於某些法律中，大多是涉及竊盜、

違禁品、毒品等之案件，則例外規定於一定條件下，例如當政府提出優勢證據

證明某財產與犯罪間存有關聯性且該財產依法應予刑事沒收時，即便該財產屬

於該財產被告以外第三人所有，仍為法院沒收命令效力所及，而使刑事沒收範

圍得擴及被告以外第三人所有之財產。而又鑒於第三人常係排除於刑事程序

外，從而為保障第三人受正當法律程序之保護，聯邦刑事訴訟法規定，在刑事

實體審判後須由法院主導一附屬程序(Ancillary Proceeding)以保障之。 

(a)溯及既往原則(the Relation Back Doct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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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原則係訂於 21.U.S.C. §853(c)及 21.U.S.C.§853(n)中，依此只要

被告在犯罪時擁有之財物，而於事後將該財物轉讓予第三人，如第三人未能

於§853(n)成功舉證其為善意第三人，則有可能藉由聲請陪審團為特殊判決

(Special Verdict)而予以沒收，此即溯及既往原則295。 

(b)附屬聽證程序 

  一旦被告獲有罪判決，則依 Fed.R.Crim.P.§32.2(b)(1)，法院於量刑沒

收程序中，只需決定有無沒收之必要，不須考慮財物之真正所有權人是否為被

告，而關於第三人利益之維護則是藉由 Rule 32.2(c)之附屬聽證程序予以保障。 

  根據 Fed.R.Crim.P. §32.2(c)(1)及 21.U.S.C.§853(n)(2)，附屬聽證程序

之發動主體並非檢察官、法院，而係主張權利之第三人，且

依 21U.S.C.§853(n)(6)，只需自認為有權利之人，皆屬得於附屬聽證程序主張

之第三權利人。而於此程序中，第三人如得成功舉證下列事項之一，則法院

便應修正其原先所下之沒收命令，此為－系爭財產之合法權利或利益係歸屬

於異議人而非被告，抑或於(引致此一沒收之)犯罪前，其便已享有該合法權利

                                                 

295 STEFAN D. CASSELLA (2008), ASSET FORFEITURE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6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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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利益；其為善意買受人，買受當時不知系爭財物上有得沒收之事由存在，

且係依當時市價所購入296。 

3.民事沒收 

  最後，執法機關如果要對與犯罪有關之物為沒收，其途徑除了循著

行政沒入或刑事沒收的程序外，亦可以該物為被告，對該物提起民事沒收充

公之訴。由於民事沒收充公之訴乃是獨立的訴訟，並非刑事案件訴訟之一部

分，所以民事沒收不以刑事有罪為前提。在刑事案件起訴前或起訴或，甚至

未有任何刑事起訴時，皆得提起民事沒收充公之訴。 

    民事沒收之主要特點，在於執法機關舉證責任大幅減輕，僅需以優

勢證據證明「犯罪發生」、「該財產為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財產依法

應予沒收」等三要件即可。其次，民事沒收範圍遠大於刑事沒收，凡因某特

定犯罪行為過程中而得之物，無論是否為第三人所有，原則上均得為民事沒

收之客體，除非財產所有人得以舉證其符合「善意第三人抗辯」之要件。再

者，民事沒收屬於對物訴訟，系爭物之所有人或相關人毋庸經法院定罪，該

物即可判決沒收；故在犯罪嫌疑人逃匿、死亡或僅能證明系爭物與犯罪牽連

                                                 

296 21U.S.C. §853(n)(6) (B). 



第四章 非定罪之犯罪所得沒收：借鏡德國及美國法制 

151 

 

但無法證明犯罪之情形，民事沒收最能充分發揮效用。本研究接下來將針對

民事沒收制度之機能與程序爭議，進行詳細介紹。 

（二）民事沒收與憲法爭議 

  由於民事沒收是對物訴訟，理論上不需要通知財產的所有權人，早

期美國的民事沒收實務，即不一定通知該財物的所有人即執行民事沒收，這

種作法後來被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撤銷，認為違反正當法律程序（Due Process 

of Law）297。其次，民事沒收既然以對物為主，若該物的所有權人未曾涉未

犯罪事件，理論上不得沒收，此為學理上所稱的「無辜所有人抗辯」（Innocent 

Owner Defense），不過當時對於無辜所有人抗辯的範圍及法律效果都有非常

大的爭議，而各州執行民事沒收的作法又不盡相同，這使得無辜所有人在程

序上獲得的保障相當有限298。此外，民事沒收雖不需要達到刑事的高標證明

要求，但當時絕大多數法院也沒要求到民事判決的證據優勢程度，而是只要

有相當理由（Probable Cause），就許可民事沒收，這使得在許多案例中對財

產所有人的保護相對不足299。最後則是民事沒收制度與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

的問題，憲法第八修正案規定：「不得要求過重的保釋金，不得課以過高的

                                                 

297 416 U.S. 663 (1974). 值得特別說明的是，民事沒收當然同時也涉及美國憲法第五修
正案的正當法律程序保護，see Montgomery Blair Sibley, FEDERAL FORFEITURE PRACTICE 
MANUAL, 14 (2009). 

298 See Johnson, supra note 47, at 1055-1056.  
299 See Johnson, supra note 47, at 1058-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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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款，不得施予殘酷的、逾常的刑罰」，若刑事被告僅犯輕微罪名，卻被處

以高額的民事沒收，自然有可能違反憲法要求刑罰不得過苛禁止的規範，美

國聯邦最高法院也針對民事沒收與憲法第八修正案作成了一系列的判決300。 

  民事沒收制度處置的靈活性，在美國學界與實務界引發許多爭辯；

批評者認為該程序實質上迴避了憲法對刑事被告之保障，毫無正當性基礎，

且「對物」訴訟根本是不合時宜之法律擬制，往往會導致執法人員貪污與濫

行發動沒收301。 

以下本文透過幾則案例，嘗試刻劃出民事沒收在實踐上濫用的情形302： 

1.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 

  在 1988 年，美國海關查扣了一艘價值 80 億美元的研究船隻，所有

人乃 Woods Hole 海洋生態研究機構，官方的理由乃是緝毒犬在船員的洗手

台上發現了一包一盎司的大麻。由於發現的毒品數量之小且研究機構對於船

員的行為並不知情，這個案子引起了民眾廣大的反彈，最後美國終於政府答

應返還船隻。 

                                                 

300 See Johnson, supra note 47, at 1060-1068.  
301 Sarah Stillman (Aug. 2013), Taken: the Shocking Injustices of Civil Forfeiture, THE NEW 

YORKER, at 48-61; Todd Barnet (2002), Legal Fiction and Forfeiture: 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Civil Asset Forfeiture Reform Act, 40 DUQ. L. REV. 77-109. 

302 LEONARD W. LEVY (1996), A LICENSE TO STEAL: THE FORFEITURE OF PROPERTY, p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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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fessor Craig Klein: 

  而在另一個案子中一位名叫 Klein 的教授，其遭遇明顯不同。他買

了一艘價值兩萬四千元的遊艇，佛羅里達海關部門懷疑遊艇上藏有毒品，於

是進行了長達七小時的搜索，搜索過程中，將船隻的整個部分拆解，仔細尋

找毒品。當然，最後是一無所獲。由於船隻以無法修復，Klein 教授最後將遊

艇以廢鐵的價格賣出。 

3. Mrs. Selena Washington: 

  Washington 女士駕車沿著九十五號州際公路，前往購買房屋建材，

為了要修補遭到颱風侵毀的屋頂。而九十五號州際公路，乃著名的毒品大道，

當地執法人員經常對過往的車輛進行搜索，且通常都是對有色人種為之。有

趣的是，執法人員幾乎只對南下的車輛進行搜索，因為這些人都會帶著大量

現金前往南方購買管制物品，而對於那些攜帶毒品北上的車輛，卻視若無睹。

背後主要的考量，其實就是錢。幾年間，在這條道路上沒收的現金高達八億

美元。當警察攔下 Washington 女士的車後，在她的皮夾中發現了一萬九千元

美元，警方懷疑這是用來購買毒品的贓款，因此予以沒收。Washington 女士

當場抗議並希望前往警局釐清案情，但是警察卻帶著 Washington 女士的錢，

揚長而去，甚至沒有記下 Washington 女士的名字。Washington 女士馬上駕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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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這位警察回到警局，並提出抗辯。由於訴訟費用會非常的高，Washington

女士委任的律師說服 Washington 女士與警方和解。最後，警方沒收了四千

元，而律師拿走了一千兩百元，Washington 女士只得無奈拿走剩下的錢。 

4. Mr. Willie Jones: 

  另一個案子則涉及園藝師 Jones 先生，他購買了一張機票飛往休士

頓，並隨身帶著現金，航空公司員工隨即通報有關單位，當時航空公司可以

取得沒收金額的百分之十，作為舉報的獎勵金。根據當時的統計，美國司法

部每年共支付二十四億元給此類的線人。執法單位在 Jones 先生的皮夾中發

現了九千六百元，緝毒犬嗅出了毒品的殘留。不過必須要強調的是，美國百

分之九十六的流通貨幣都會有這種反應，因此根本無法證明 Jones 先生涉及

毒品交易。Jones 先生並沒有任何前科，且能夠提供證據充分證明他經常攜帶

現金前往休士頓購買園藝用品。 

但最後，Jones 先生的錢還是遭到沒收，這幾乎讓他面臨失業。 

5. Billy Munnerlyn: 

  Billy 先生開有一家航空公司，某天美國緝毒局扣押了其中一位乘客

的行李，發現兩億七千萬用來購買毒品的現金，由於 Billy 先生並不知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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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並未對他提出刑事控訴。但卻拒絕返回噴射機給他，於是 Billy 先生出

售了另外三架較小的飛機以及辦公室，用來支付高達八萬美元的訴訟費用，

但最後卻遭敗訴。後來美國執法單位同意以六萬六千元為代價，返還該飛機，

然而 Billy 先生根本無法支付。協商後，雙方最後終於以七千元成交，但 Billy

先生最後發現，緝毒局在搜索毒品的過程中，已經將飛機肢解殆盡，如果要

修復必須另外付出五萬元。而緝毒局並不用負擔任何責任。Billy 先生最終宣

告破產，並成為一名卡車司機。 

  從以上的案例出發，不難看出，一部美國民事沒收制度的歷史，其

實就是一部人民財產權侵害的血淚史303。 

（三）國會與聯邦最高法院之介入 

1. 聯邦最高法院之重要見解 

  美國司法部門在民事收的制度史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自 19

世紀以降，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亦多次觸及民事沒收之議題，惟觀點分歧，甚

至數度變更其見解，再再可見相關問題之複雜度。 

                                                 

303 相關批評亦請參見：ROBERT A. LEVY AND WILLIAM MELLOR, THE DIRTY DOZEN, 
pp.1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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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886 年的 Boyd v. United States 案中，聯邦最高法院認為民事沒

收除回復原狀外，亦帶有刑罰之目的，因此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之證據排除

規則與第 5 條之不自證己罪亦應適用於該程序。然而 20 世紀後，聯邦最高法

院卻僅有少數幾則判決仍舊主張民事沒收具有刑罰性質，多數判決則轉而強

調民事沒收性質為對物訴訟，乃以回復原狀為目的之民事制裁。 

  在 Helvering v. Mitchell 案中，聯邦最高法院認為國會得對被告之同

一行為，給予民事與刑事制裁；而民事沒收制度並不違反憲法禁止雙重危險

原則。直到 United States v. Halper 案，最高法院的見解稍有變更，不再認為

禁止雙重危險僅適用於刑事程序中所施加之刑罰，即便是民事制裁，假如該

等規範不僅止於回復原狀，同時亦帶有應報或犯罪預防之目的時，也應當被

認定為刑罰。更重要的是，於 Halper 案中，聯邦最高法院運用比例原則審查

民事沒收之規範目的究竟是單純恢復原狀，亦或附帶有刑罰效果，而受禁止

雙重危險原則之拘束。簡言之，法院指出民事制裁雖是用以填補損害與回復

原狀，惟一旦執行上產生之效果與政府之損害或花費顯失比例時，仍有可能

被認定為刑罰。 

  到了 1993 年的 Austin v. United States 案，聯邦最高法院更在 Halper

案的基礎上，進一步主張民事沒收相當於罰金，屬於刑罰之一種，並肯定憲

法增修條文第 8 條禁止科以過重罰金之適用。然而聯邦最高法院卻未於本案



第四章 非定罪之犯罪所得沒收：借鏡德國及美國法制 

157 

 

中具體指出適用之標準，僅委由下級法院依其判決意旨進一步發展。相較於

Halper 案尚必須運用比例原則，個案審查民事沒收是否屬於刑罰，聯邦最高

法院在 Austin 案中，直接將民事沒收認定為刑罰，可以說對當事人提供更為

完善之憲法保障。 

  整體而言，法院對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是否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8 條

的審查較為寬鬆，幾乎傾向於不予以審查；而對於犯罪工具與便利犯罪之財

產沒收則審查較嚴。 

  除此之外，在 Austin 案作成之後，下級法院對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8

條之適用，逐漸發展出三種不同的審查基準： 

    (1)混合標準 

代表性之判決為 United States v. Zumirez 案；此審查基準可分成三階段，

分別是： 

A 比較犯行之嚴重性與沒收所造成之侵害。 

B 欲沒收之財產是否為犯行所不可或缺之部分。 

C 該等財產是否與犯行具備時空緊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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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具基準 

代表性之判決為 United States v. Chandler 案；此基準亦分成三階段審查： 

    A 犯行與財產之間的聯繫，以及該財產於犯罪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 

    B 財產所有人參與犯罪行為之程度。 

    C 區隔涉及犯罪之財產與其他財產的可能性。 

    (3)顯失比例基準 

代表性之判決為 United States v. Bajakajian 案；於該案中，法院強調在審

查民事沒收是否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8 條時，應當就沒收所造成之財產權侵

害與犯罪行為之嚴重性，是否顯失比例而定。2000 年所通過之民事沒收改革

法，即採納此標準。 

  在聯邦最高法院作成 Austin 案後，美國學界掀起一波檢討民事沒收

制度之浪潮；許多學者主張，聯邦最高法院應當進一步補充 Halper 案，將

Austin 案的觀點延伸至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有關禁止雙重危險之保障。可惜

的是，在 1996 年的 Ursery v. United States 案中，聯邦最高法院重申民事沒收

性質乃對物訴訟，為補償性質之民事制裁，並不屬於刑罰之一種，因此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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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禁止雙重危險之虞。此判決一出，等於是承認在同一部憲法中，對於民

事沒收制度存在兩種截然不同之解讀方式。 

  此外，對於無辜所有人之保障，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也曾提出見解。

由於民事沒收對物不對人的特性，整個 20 世紀美國國會所制定的沒收條文

中，欠缺對不知情財產所有人的保護措施，聯邦最高法院也一再認定這些條

文，並沒有違反憲法保障的正當法律程序。直到 1970 年代才有所改變。 

  在 1974 年的 Pearson Yacht 案304中，執法機關在出租遊艇上發現承

租人持有大麻，並因而沒收遊艇，但遊艇所有人主張期並未涉入該案且本身

對於不法行為並不知情。聯邦最高法院主張，在所有人採取合理作為防止財

產遭第三人不法使用時，若仍予以沒收，將有違憲之虞。此論點形成美國案例

法上著名的 Calero-Toledo dicta。 

  惟隨後在 1996 年的 Bennis v. Michigan 一案中，Bennis 與一名賣淫

女子於車輛上從事性交易，而該車車主為 Bennis 的配偶，聯邦最高法院認為，

憲法不需要對不知情所有人提供保護，且認為 1974 年的遊艇案只是一種宣示

意義。最高法院並進一步強調，沒收制度特過剝奪供犯罪所用之財產，得達

                                                 

304 416 U.S. 663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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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避免該財產再度被用做不法目的，並得使物之所有人善盡注意義務以避免

其財產被供作不法使用。 

  不過聯邦最高法院的見解，並不為國會所接受，國會在 2000 年的民

事沒收改革法中，統一所有散落於各法令中的無辜所有人保護條款。 

2. 國會之改革 

有鑑於 2000 年以前民事沒收法制的紛雜，不僅實務處理上往往出現被法

院撤銷的案例，各項立法也欠缺明確的整合關係，因此美國國會終於在 2000

年通過民事沒收改革法案（Civil Asset Forfeiture Reform），該項法案自 2000

年以後即成為聯邦政府執行犯罪之民事沒收的法律依據。相對於 2000 年以前

的美國民事沒收實務，改革法案最大的變革共有五點：(1)要求政府必須嚴格

遵守特定的程序規範後，才能執行民事沒收，若政府未遵守時亦有相應的處

罰，例如財產扣押之後，必須於 60 天內通知所有人，若未於該期限內通知，

則應返還財產予原所有人；若涉及之標的為不動產，則除非有急迫情狀

(exigent circumstance)，否則於未受事前通知的情形下，乃禁止為財產扣押。

於具備例外之急迫理由之情形，政府雖得單方面請求法院簽發令狀並予以扣

押，但須於最快速的時間內給予物之所有人扣押後陳述意見之機會，俾利物

之所有人提出抗辯 62。此外，如所有人於 90 天內提起異議，則轉入正式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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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程序；此法定期間於特殊情形下得予以延長；(2)必須為貧困被告指定辯護

人，政府亦應負擔該辯護費用；(3)改革法案嚴格要求對物訴訟的證明程度，

必須達到民事程序所要求的證據優勢；(4)改革法案明確規範了所有人權利的

保護；(5)改革法案對於憲法第八修正案亦予以回應，特別是強化對於財產被

沒收者的救濟程序與保護，例如若所有人證明該項沒收的價值與其犯罪所得

之間具有不合比例（grossly disproportional）的關係時，即不得再予民事沒收

305。 

    自改革法案之後，雖然實務上仍然持續出現如何貫徹憲法第八修正

案的問題，但大致上改革法案已經確立美國聯邦現行法對於民事沒收的處理

方式，以下就以聯邦法為基礎，簡要說明美國如何處理犯罪後的民事沒收問

題。 

第二項 美國民事沒收的實體法規範 

    相對於德國非定罪財產沒入制度，均規範於主要的法典內（刑法、

刑事訴訟法等），美國並無一般性得執行民事沒收的規範，而是僅限於特定

                                                 

305 See Johnson, supra note 47, at 1070-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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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亦即，僅當法條明文許可執行民事沒收時，方得進行民事沒收306，以

下說明現行法上許可進行民事沒收的具體規範。 

    第一類是毒品犯罪，主要規定於 21 U.S.C. § 881 條的規定，依其內

容，只要是實施或幫助實施聯邦毒品犯罪，而其法定刑為一年以上者，其對

動產、運輸工具、幫助犯罪之財產、毒品犯罪所得（包括金錢、有價證券、

物品）、意圖犯毒品犯罪而使用之財產及金錢、意圖購買毒品之金錢，以及

毒品犯罪所得購買之財產，均應予以沒收307。 

    第二類是洗錢防制法的聯邦犯罪，主要規定於 18 U.S.C. § 981，簡

之，違反聯邦洗錢防制規定而進行的金融交易，包括取得之動產或不動產，

或以洗錢所得購置的財產，均應予以沒收308。 

    第三類則是海關與移民法，規定於 31 U.S.C. § 5315，此即攜帶超過

一萬元美金入境而未申報時，該筆金錢將予以民事沒收309。 

                                                 

306 參考吳協展，同註 46，頁 189-191。 
307 參考吳協展，同註 46，頁 189。 
308 吳協展，同註 296，頁 189。此外，由於洗錢必須有前犯罪，該前犯罪而可能嗣後構

成洗錢的行為，在 18 U.S.C. § 981 條的規定中，共有 200 多項。參考林輝煌，同註 296，頁
13-14 南 

309 吳協展，同註 296，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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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類則是組織犯罪及貪瀆法的規定，該規定見於 18 U.S.C. § 

963，此即用以維持犯罪組織運作之財產310。 

    第五類則是較一般性的規定，包括與財政稅收、偷渡、槍枝、兒童

色情等犯罪有關的財產311。 

    值得特別說明的是，以上簡介了得予民事沒收的實體罪名，至於能

夠民事沒收的客體，大致上包括犯罪所得（尤見於洗錢犯罪）、供犯罪所用

或便利犯之物、與犯罪有關係之財物（例如貪污之金額或販毒金額）、犯罪

組織之財產或利益等類型，由於能夠民事沒收的實體法罪名規定極為龐雜，

原則上應視個別規定，決定其得沒收的財產類型為何312。 

第三項 民事沒收的程序規範 

1、沒收前的保全程序 

    為了確停民事沒收程序的順利進行，一般在沒收前會對可得沒收之

物予以扣押，由於一開始可能進行刑事訴追，因此沒收物可能在最初是依刑

                                                 

310 吳協展，同註 296，頁 190。 
311 詳見吳協展，同註 296，頁 191。 
312 相關討論，參考林輝煌同註 296，頁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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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扣押的規定予以留置313，但也可能欠缺刑事訴追意義，而單為民事沒收而

扣押。例如洗錢犯罪的規定中（18 U.S.C. § 981 (b)(1)）314，就直接承認可得

民事沒收之財產，均得以令狀予以扣押，該令狀應向法院聲請，由法院開立，

以符合憲法第四修正案的精神。除了令狀扣押民事得沒收之財產外，也可能

出現無令狀扣押，在此必須符合無令狀扣押的一般要件，同時事後由法院審

查。不過，如果民事沒收的標的物是不動產，依 2000 年新法規定不得事先扣

押315。 

    完成扣押之後，必須通知（notice）財產的所有人，原則上必須在

60 天的期限內通知，但於特殊情況發生時，可以向法院聲請延長 60 天的通

知期限316。 

    當財產被政府所扣押之後，所有人可以提出異議（complaint），當

所有人提出異議整後，扣押財產的政府機關可以有三項選擇：第一，提起刑

事訴訟並附帶主張沒收；第二，提起民事沒收的對物訴訟；第三，歸還財產317。

                                                 

313 Sibley, supra note 49, at 66.  
314 “Except as provided in section 985, any property subject to forfeiture to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subsection (a) may be seized by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in the case of property involved 
in a violation investigated by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or the 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 the 
property may also be seized by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or the Postal Service, respectively.” 

315 See 18 U.S.C. § 985. 
316 吳協展，同註 296，頁 194。 
317 吳協展，同註 296，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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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政府選擇直接提起民事沒收的對物訴訟時，即進入系爭對物訴訟的審判程

序。 

  具體而言，針對動產，常以扣押而非查封方式來禁止權利人處分其

財物或限制其權利之行使。執法機關聲請法院核發扣押令時，必須盡到「相

當理由」程度之舉證責任。扣押僅係附屬法律行為，縱沒收機關未先扣押待

沒收物，亦不影響未來沒收之執行。 

  另一方面，針對不動產，18U.S.C. §985(b)(1)揭示美國沒收制度的原

則：不得於進入沒收命令之前扣押不動產。亦即應以最小侵害程度之方式保

全，如查封或未決訴訟(lis Pendens)公告周知，不應逕以扣押方式保全之 76；從

而不同於動產，不動產常是由所有人繼續保管，正如 18U.S.C.§985(b)(1)(B)所

明確揭示，不得在沒收程序終結前逐出不動產之所有人、占有人，或剝奪其原

本之使用 77，藉此以避免人民流離失所。 

  然而，在 18U.S.C. §985(d)中，規定政府須先通知法院其有意扣押該

不動產，並須證明有得以正當化單方聲請扣押之急迫原因，若不具之，則需

由法院通知不動產所有人政府有意扣押並踐行聽證 程序，此一程序是為了衡

量是否具有扣押該不動產之合理理由(probable cause)。若法院衡量後肯定之，

則法院將簽發扣押令狀並得藉此逐出不動產占有人。惟法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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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18U.S.C. §985(d) (1)(B)(ii)而為單方聲請扣押，則法院需於扣押前，給予不

動產所有人一個立即的事前聽取程序，使其得爭執扣押之依據，待法院聽取

雙方意見後，再決定有無核發完全扣押令之必要。   

2、訴訟程序 

    在對物訴訟的過程中，檢察官官代表政府起訴，而該對物訴訟並無

傳統意義的被告，因為程序進行是以財產的歸屬作為中心，正因如此，該財

產的所有權人並非對物訴訟的被告，僅能以訴訟參加人（claimant）的身分參

加訴訟，並於訴訟程序中提出其訴訟上攻擊防禦方法，從而保護自己的權利

318。 

    至於對物訴訟的勝、敗訴認定，依據 18 U.S.C. § 983 (c)的規定，檢

察官必須證明至證據優越（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的程度319，原則上

可以使用直接證據、間接證據、符合例外規範的傳聞證據、專家證人之證言

作為佐證320，若能達此上開要求，該項財產的所有權即轉移為政府所有。 

                                                 

318 林輝煌，同註 296，頁 19。 
319 Sibley, supra note 49, at 183.  
320 Sibley, supra note 49, at 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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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於此，若無法達到所要求的舉證責任，或異議者提出積極抗辯

（Affirmative Defense）時，政府即獲判敗訴321，常見的積極抗辯即所謂的不

知情抗辯，此時財產所有人主張是犯罪者自行挪用其財產作為犯罪之用，但

所有人並不知情，若能提出具體證據，此時即成立積極抗辯，該民事沒收即

不成立。不過，若財產所有人已認知或惡意忽略財產可能資助犯罪的事實時，

即無法構成上述的積極抗辯322。 

值得一提的是，國會於 2000 年 CAFRA 中，明文增訂統一之 無辜所有人

抗辯，此一抗辯對聲明人而言是一個有利的抗辯。而舉證責任之承擔，首先政

府須先建立起系爭財產之可沒收性，而當政府建立起可沒收性後，此時聲明人

則需承擔證明其合於該抗辯之要件，且此際其承擔之證明程度為優勢證明程

度。CAFRA 對於無辜所有人抗辯原則之適用，區分為兩個部分： 

(1)犯罪前取得財產 

舉證上需著重於抗辯者是否於犯罪發生之時為所有人、是否知悉犯罪行

為，以及是否有採取適當措施防止該財產被用以為犯罪行為。CARFA 於修法

時針對「知悉」(Knowledge)要件的解釋，係導入 CARFA 之前，美國判例法

                                                 

321 Sibley, supra note 49, at 185-186. 
322 詳細討論，參考吳協展，同註 296，頁 19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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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知悉之定義，而依據美國判例法，所謂知悉不只包含明知，亦包含故意

視而不見(Willful Blindness)的情形，正如同美國法院於數則判決中所表達的

「視而不見等同於明知」(Willful Blindness Equates with Knowledge)88。又假如

抗辯人本身為公司，則該公司職員的明知或故意視而不見將歸責於公司而視

為該公司。 

  並非只要抗辯人一有知悉犯罪即當然剝奪其主張此抗辯之機會；質

言之，根據 18 U.S.C.§983(d)(2)(a) (ii)89，在一定條件下仍准許抗辯人提起此抗

辯，此條件為所有 "合理措施”，而其內涵為當抗辯人知悉他人對其財產之使

用，將可能構成被沒收之理由時，其必須採取於此情形下一切可被合理期待

用以終止該財產使用方式之行為。 

  (2)犯罪後取得財產 

  如為此情形，則聲明人舉證上需著重於聲明人「是否為支出對價的善意

購買人(bona fide purchaser for value)」，以及聲明人「是否知悉其取得之財產是

將被沒收者」。 

  關於善意購買人之內涵應屬為何，現行法之規定實則與歷來實務見

解有所不同。承前所述，在 United States v. A Parcel of Land (92 Buena Vista)

案中，最高法院肯定被告得藉由任何脫離其財產予善意第三人的方式，而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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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受民事沒收之執行，法院之所以採取這樣的見解，是因為在當時的法律中，

不同於刑事沒收，民事沒收法令中對於善意第三人之保護是包含任何物之所

有人，而不僅限於支出對價的善意購買人(Bona Fide Purchaser for Value)，換

言之只要受讓人是善意，即便是受贈與之人，亦得主張此一抗辯。 

  又關於判斷受讓人主觀善意之時點，法院意見係有所分歧；依據第一

及第三巡迴法院之見解，其認為是落在「犯罪發生時」，而非「受讓人受讓時」，

其理由在於任何人在取得系爭財產前，皆無法預防及防止該財產於受讓前遭不法

使用。然而亦有部份法院認為是於「受讓人受讓時」判斷。然而上述實務之

見解，於修法之際卻未受採納，修法後依據 18 U.S.C.§983(d)(3)(A)，國會乃

否決實務歷來見解，而將支出對價的善意購買人(Bona Fide Purchaser for Value)

的概念引入民事沒收制度中，並採取「受讓人受讓時」之見解，而解決歷來實務

關於善意時點認定的問題。從而於修法之後，如受讓人係無償取得系爭財產，

即便於受讓之際為善意，仍無法主張善意所有人抗辯而阻止政府之沒收。 

  除此之外，依據 18 U.S.C.§983(d)(3)(A) (ii) 之規定，第三人需證明，

其並不知悉系爭財產涉及犯罪行為。且此處所謂之知悉，並不在乎受讓人知

悉之來源為何，亦即只要是一個第三人有機會接觸到之資訊，且此資訊將令

一理性第三人注意到該財產有被宣告沒收之可能，於此受讓人即非為善意交

易人而不得主張此。且需說明，這裡所謂的不知悉該財產曾被使用於犯罪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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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並不只限於不知悉其直接前手，亦即受讓人需是不知任何人(anyone)曾有使

用該財產於犯罪行為。 

第四項 小結 

  有學者認為，美國財產沒收法制，雖然在司法爭訴中尚見許多爭點，

但大多數重要爭議，都已經獲得圓滿解決。不過，從本文前面的分析，應該

不難看出，所謂的圓滿解決，根本就是空想；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對民事沒收

是否為刑罰，如此根本性的物題，都尚無定見。 

  而所謂善意第三人條款，更是對民事沒收制度的體系融貫性，重重

的打了一拳，按照對物訴訟的本質，所有人是否善意，或是否可歸責，根本

就無關緊要，2000 年的民事沒收改革法案，其實凸顯出，沒收制度的重點，

還是所有人的可歸責性，就此而言，聯邦最高法院反倒是堅守住對物訴訟的

基本立場。 

  整體而言，美國法院與國會對於民事沒收所提出之觀點，可以說是

峰迴路轉，驚奇不斷。針對前述憲法爭議，至今都是學界激烈討論的議題，

本計畫接下來將分析這些爭議，並思索、辯證其優劣，期能從中篩選適合台

灣社會現況之模式，以供有關單位立法或修法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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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分析與檢討 

第一項 立法模式的比較 

    以上透過簡要的篇幅，說明了兩種不同型態的非定罪財產沒收法

制，很有意思的是，兩種法制都在一般對被告定罪的通常審判程序之外，另

外發展出欠缺定罪判決時，對於涉案財產的獨立追討制度與特別追討程序，

德、美兩國的共通點，大致可分為幾個層面說明： 

    第一，不論德國或美國，都發展出欠缺定罪判決時，可以獨立追討

被告或第三人的財產，此即德國早於 1960 年代即已立法的刑法第 76a 條，而

美國的普通法系統更是甚早就已經有對物訴訟的概念，在這些機制之下，即

使被告逃亡或出現刑罰障礙，仍可以在一定條件之下，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

沒入其犯罪關聯財產，這些制度的運作使得刑事司法機關能有效剝奪被告的

犯罪所得。 

    第二，在非定罪情況下，德、美兩國對於沒入財產的訴訟上證明強

度，同時都有向下調整的傾向，不再要求與定罪判決相同的無合理懷疑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或確信（Überzeugung）程度，只不過兩國實質

上的操作方式並不相同，析言之，美國因為自始將相關問題歸為民事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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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要犯罪財產沒入過程脫離了刑事判決，而改由民事沒收執行，此時只

需要民事判決所需要的證據優勢即可裁判沒收；至於德國法雖然沒有歸類於

民事關係的對物訴訟，但仍在犯罪所得的追徵規定中，加入減輕證明強度的

第 73d 條，許可在追徵犯罪所得時，只需要證明至「有事實足以證明財物或

權利供違法行為之用」，不必達到一般刑事定罪強度的確信門檻。雖然兩國

作法不盡相同，但就緩和追討財產時的證明需求看來，兩國倒是有共通的發

展傾向。 

    第三，不論美國、德國對於追討財產的事前保全及事後救濟，基本

上在其立法中都有相當完整的規定，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事前可得扣押應沒

收或收徵之物，也有替代物的扣留規定，美國在 2000 年修法後，其法律中有

關扣押的規定則更為明確，也更為複雜；至於程序的保障上，只要啟動了獨

立的沒收、追徵命令程序或對物訴訟，雖然財產受到實質干擾的被告或第三

人已經不再是當事人，但仍然可以透過參與程序的方式獲得實質的保障，並

在裁判過程中於法院前陳述意見。 

    雖然德國、美國發展方向上有許多理念、作法上的共通點，但我們

也不能忽略兩種法制在基礎思維上的差異，簡言之，德國雖然在實體法上承

認外於刑事訴訟的獨立追徵、沒收程序，但這不表示追徵、沒收已經徹底民

事化或可以全盤獨立於刑事訴訟，相反地，德國承認的獨立追徵、沒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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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串連在「從現有證據看來，被告應屬有罪，但因事實原因而無法獲得

有罪判決」的前提上，該獨立程序其實只是附屬於尚無法真正進行的刑事程

序，並為了貫徹特定的犯罪防治功能，而作為原刑事程序的輔助機制，倘若

原來的刑事程序無法再獲得有罪判決時，除非涉及所謂的危險物品或具有供

他人犯罪危險之物品，否則作為輔助機能的獨立程序當然也不能再獨立存

在，這一點尤其可見於被告死亡案例中，能否再行發動獨立追徵程序以追討

其犯罪所得，已如前述，雖然有少數判決承認此時亦得發動獨立的追徵程序，

但德國實務與學說的多數見解反而認為，既然刑罰權已因被告死亡而消滅，

再以獨立程序追徵財產，無異於處罰繼承人，此外，這種追徵也欠缺實質的

預防犯罪效果，從這些理由更可以清楚地看見，德國學理其實無意真正將獨

立的追徵、沒收機制完全獨立於「欠缺但可得預期的有罪判決」，毋寧將兩

者的關係緊密相扣，而其中關鍵理由，正是刑罰權執行必然針對犯罪人而非

財產，當針對犯罪人的處罰已經不再可能時，沒有任何理由可以執行其財產。 

    相反於此，美國則清楚地揭明「犯罪人」與「涉及犯罪的財產利益」

是兩件可以區別的事情，縱然因被告死亡、逃亡、刑罰豁免等理由而欠缺有

罪判決，財產關係仍可以直接透過對物訴訟進行追訴，縱然因為事實或法律

上的理由，而無法獲得有罪判決，但只要有民事優勢證據關係足以證明財產

與犯罪的關聯性，該財產就可予以沒入。換言之，在美國法脈絡下，可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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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刑事政策上的理由，暫時不論刑事責任最終的成立與否，而可以獨立展開

「民事足可定罪」的財產執行，這一點對於歐陸法系，以確認對被告之刑罰

權作為刑事司法發動前提的基礎觀念下，或許是比較難以想像或接受的作法。 

第二項 未來修法方向 

    以上大致分析了美國與德國兩種制度，接下來我們將以上述分析，

進一步檢討我國未來修法方向。必須先行強調的是，筆者無意評判美、德制

度的優劣，因為這是不同國家政策取向及制度選擇的問題，真正關鍵的問題

其實在於：我國應該如何從中選擇適合的制度，並予以實踐性地立法323。 

    依筆者之見，若要全面性地引入美國的對物訴訟至我國刑事司法體

系，似乎仍有待斟酌。對物訴訟是一種完全與刑事司法切割的民事（準刑事

司法）制度，其之所以可以沒收的法律依據是刑事法，但實際的程序卻是走

向民事法院，我國若引納了民事沒收與對物訴訟制度，檢察官自應向民事法

院提起沒收或追徵被告犯罪所得的訴訟，這樣的制度在民事、刑事庭明確區

別的我國司法實務，是否能夠接受，不無疑問。 

                                                 

323 學理上亦有相關建議的討論，參考曾淑瑜，〈犯罪所得沒收追徵及保全之研究〉，
《軍法專刊》，58 卷 2 期，2012 年 4 月，頁 60-66。 



第四章 非定罪之犯罪所得沒收：借鏡德國及美國法制 

175 

 

    固然引入對物訴訟制度之後，政策打擊犯罪所得，甚而是沒收被告

因犯罪而不法獲得的海外資產，都可以一併解決，但採納這樣的制度時，我

們無異承認刑罰由不同法院審理判定的二軌系統，涉及成罪與否認定、罪名、

自由刑與罰金刑時，必須由刑事法院嚴格認定，但只要涉及沒入財產或犯罪

所得，則無須由刑事法院出面，而是委諸民事法院，這種作法勢必割裂我國

原有的司法系統。 

    審酌上述引納民事沒收及對物訴訟的困難之處，筆者認為或許參考

德國法制是對修正現行法時比較理想的作法，亦即，我們只要在刑法或刑事

訴訟法上，擴大承認獨立沒收制度的適用可能性，增訂因事實上不能之原因

而必須先由刑事法院裁定沒收的相關規定，同時一併增加調降證明需求的犯

罪所得沒收條文，此時絕大多數的問題都可迎刃而解，這個作法也不致過大

地改變法制現況。 

    如果可以接納筆者以上看法，那麼未來要能有效實現非定罪情況下

的犯罪所得沒入，或可考慮朝向幾個方向修正： 

第一、現行刑法第 40 條第 2 項許可「單獨宣告沒收」違禁物或專科沒收

之物，刑事訴訟法第 259 條之 1 亦得於職權不起訴或緩起訴時「單獨宣告沒

收」，而證人保護法也有許可單獨沒收的規定，除了上述規定以外，筆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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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再擴大得「單獨宣告沒收」的範圍，尤其包括「被告逃亡經通緝而未能

到案」、「經過調查仍無法確知犯嫌身分」、「被告業經赦免」、「被告的

追訴權時效或行刑權時效已完成」等事實上出現處罰障礙的狀況。 

    值得特別說明的問題是：就被告死亡時能不能單獨宣告其犯罪所

得，德國法持反對看法，但若以我國法脈絡而言，倒不一定要與德國法採取

相同見解。質言之，我國刑事訴訟法 470 條第 3 項規定：「罰金、沒收、追

徵、追繳及抵償，得就受刑人之遺產執行」，從該項規定觀察，當受刑人死

亡後，在遺產範圍將其財產充公，仍得認為是原刑罰之延續，而非處罰其繼

承人，基於相同法理，當被告死亡而欠缺有罪判決時，若以其遺產為限而單

獨宣告沒收，並未超出上述規定的授權範圍。基此，筆者認為新修增訂的單

獨宣告沒收仍可納入被告死亡的類型，在刑事訴訟法第 470 條第 3 項有效的

前提下，我國法尚無德國法的顧慮。 

    第二，德、美兩國都有減輕財產沒入證明需求的規定，德國是以實

體法明確限定降低證明需求的類型，而美國則是改採民事法的證明強度，這

些都是基於有效預防犯罪，從而設法全面性剝奪被告財產的政策考量，此項

規定未來應可考慮納入我國法的範圍，在此或可效法德國法第 73d 條規定，

在我國法上納入較低證明需求的實體法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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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雖然刑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款許可沒收供犯罪所用或犯罪預

備之物，但其沒收原則上僅限於被告所有，如果屬不構成任何刑責的第三人

所有，而故意提供給被告使用324，或重大疏失不為管理而為被告持之為犯罪

所用，此時原則上不能予以沒收。然而綜觀德、美法制，該第三人雖不成立

刑責，但就預防層面而言，沒收該第三人的財物實有重大的預防功效，基此

本文亦主張，我國未來可以考慮參考德國刑法第 74a 條規定，對該第三人所

有而協助犯罪之財物沒收。 

    第四，德、美兩國對於沒收相關的保全程序與救濟程序，都有非常

完整的規定，不論美國的對物訴訟及德國單獨宣告沒收或追徵的制度，都有

明確可茲依循的作法，法條也都揭明關係人以程序參與者參加裁判程序的條

件及其權利、義務，相對於此，我國法似乎仍不夠完備，特別是單獨宣告沒

收程序的關係人權利保障，現有的規定仍有待加強，未來或可參考德國法的

規定進一步落實有關規定325。 

                                                 

324 或許有質疑認為，此時該第三人已經成立幫助犯，但筆者要強調的是，幫助犯的成
立其實是相當受限的，必須有故意犯罪的正犯，同時行為人的幫助行為還必須逾越可容許風
險，如果行為人只是中性幫助行為時，往往不成立幫助犯，此時就有可能出現明知他人犯罪，
某所有人提供財物供犯罪之用，但因屬中性幫助行為而不成立幫助犯。 

325 有關討論，參考林孟皇，〈論犯罪所得的扣押、追繳、沒收、追徵與抵償—評最高
法院 97 年台抗字第 185 號刑事裁定〉，收於氏著：《金融犯罪與刑事審判》，2 版，2011
年 9 月，頁 41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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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結  語 

    以上從德國、美國等不同立法例，分析了我國現有非定罪沒收程序

未來的改正方向。當被告逃亡於國外時，由於難以在訴訟上將其定罪，如何

能夠在欠缺有罪判決的情況下，對該被告的國內及國外資產進行有效的監控

與沒入，均有賴非定罪沒收制度的完善，否則當我國無法先行作成沒收逃亡

者海外資產的裁判時，要透過接續司法互助而達成期盼的效果，事實上相當

困難。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們必須先落實內國法制，將非定罪的沒收制

度完備之後，才能夠建立尋求外國協助的發軔點，至於如何整備我國法制，

筆者認為美國的對物訴訟制度與我國法制差異性較大，相互整合的難度較

高，相對於此，若能參考與我國法比較接近的德國法制，或許能夠降低整合

難度，也能減少接軌過程中的轉換成本，不失為一個比較理想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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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國大陸地區與香港、澳門的刑事司

法互助現狀與問題 

二十世紀末香港及澳門回歸中國後，三地間跨境犯罪以及相關刑事司法

互助議題亦日趨重要。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和「中

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行政區基本法」等兩部基本法為港澳特別行政區與大

陸地區司法機關相互間進行司法互助工作提供基礎的法律依據，其分別在第

95 條和第 93 條有內容一樣的文字，即“香港（澳門）特別行政區可與全國其

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行司法方面的聯繫和相互提供協助。但由

於三地間法律制度、司法機關類型以及背後複雜的政經制度等仍有相當差

異，實務運作十餘年後，仍有相當的問題存在。以下僅就「法制規範」、「實

務運作」及「困難、障礙」等做一概述。 

第一節 法制規範面 

依據「香港基本法」第 96 條和「澳門基本法」第 94 條規定，在中央人

民政府協助或授權下，香港和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可與外國就司法互助關係

作出適當處理。迄至目前，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已與美國、英國、加拿大、

澳大利亞、法國、德國、義大利、荷蘭、日本、韓國、新加坡等 27 個國家簽

署了刑事司法協助協定。與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利亞、德國、義大利、

紐西蘭、荷蘭、韓國、新加坡等 17 個國家簽署了移交逃犯協定。與美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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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法國、澳大利亞、義大利、泰國等 10 個國家簽署移管被判刑人協定326。

此外，經大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聯合國反腐敗公約」、「聯合國打擊

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際公約」、「制止

恐怖主義爆炸的國際公約」、「反對劫持人質國際公約」、「關於在航空器

內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行為的公約」、「關於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

和「關於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行為的公約」等 16 個國際刑法公約也

適用於香港特別行政區327。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亦與葡萄牙等國簽署了法律

及司法互助協定和被判刑人移交協議。其中明確規定，刑事司法互助事項包

括司法文書的送達、刑事偵查及取證、協助拘捕及移交嫌疑人、刑事判決的

承認與執行、移交判刑犯及代為執行對該等人犯的刑事裁判等328。同時，「聯

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和「聯合國反腐敗公約」等國際公約也適用

於澳門特別行政區。同時，香港與澳門間還簽署了「澳門特別行政區與香港

特別行政區關於移交被判刑人的安排」。在締結上述雙邊協定、協議，以及

適用經批准國際公約的同時，香港和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還通過制訂香港「刑

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條例」、香港「逃犯條例」和「澳門刑事司法互助法」

等相關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法律，作為其進行刑事司法國際合作的基本法律

依據329。例如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條例」，當需要跨境蒐集案件證

據時，即可按條例進行代為拘捕人犯、調取銀行帳戶資料、搜索涉案辦公室

或住宅、向證人錄取證言、甚至是向法院申請凍結犯罪所得財產等。向外國

移交逃犯，香港在回歸前，所有移交人犯及外國就刑事調查向本地保安局求

助的聲請，均沿用英國的法例處理。回歸後，律政司作為特別行政區政府對

                                                 

326 參 見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律 政 司 截 至 2012 年 11 月 15 日 統 計 ，
http://www.legislation.gov.hk/ctable3ti.htm 。 

327 參 見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律 政 司 截 至 2012 年 11 月 15 日 統 計 ，
http://www.legislation.gov.hk/ctable3ti.htm 。 

328 趙秉志、黃曉亮：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與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關於被判刑人移交安
排之考察與啟示，載趙秉志主編：中國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新探，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10 年版，第 337 頁。 

329 陳 雷 ， 我 國 區 際 刑 事 司 法 合 作 的 實 踐 與 發 展 ，
http://www.criminallawbnu.cn/criminal/info/showpage.asp?showhead=&ProgramID=90&pkID=4
0593&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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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締結和接收司法互助和逃犯移交協定的中央機關，成立了國際法律科司法

互助組，負責與相關國家簽署協定，處理司法互助、移交人犯事項。目前，

在與香港特別行政區締結了刑事司法協助協議中，以外國向香港要求協助蒐

集商業犯罪證據居多，其中又以英國、美國、澳大利亞和荷蘭等最常向香港

請求協助。另外，每年約有 15 至 16 宗外國請求香港特別行政區移交逃犯的

引渡案件進行，而且該案例數目多年來相差不大，要求引渡失敗的案例並不

常見330。 

 

二十世紀末港澳回歸中國後，一般認為，大陸地區司法機關和港澳廉政

公署、澳門檢察院等有關執法機關以個案協查為主要模式的區際司法互助，

進行的堪稱順利。但在法制規範面，大陸地區司法機關與港澳特別行政區政

府簽署有關刑事司法互助和逃犯移交等，或許基於固有法置之差異、政經情

況的不同等，迄今尚未有廣泛的共識。一般而言，三地的法學界及司法實務

界均認為，由於缺乏相關法制面的規範，許多跨區犯罪，利用港澳特殊地理

位置進行洗錢等犯罪刑為十分猖獗，不僅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甚至有日益擴

大蔓延的趨勢，港澳地區可能成為跨區域、跨國犯罪的重要犯罪地，甚至被

國內外犯罪者利用為國際洗錢犯罪的重點地域。有鑑於此，2010 年依據澳門

「基本法」第 93 條的規定，大陸最高人民檢察院與澳門檢察院等執法機關共

同研商，起草完成「大陸地區與澳門特別行政區關於刑事司法協助的安排」，

澳門方面正準備提交其立法會討論。而 2011 年，大陸最高人民檢察院亦起草

完成「大陸地區與香港特別行政區關於刑事司法協助的安排」，目前已由國

務院港澳辦公室正式轉交給香港特區政府。此外，而相互移交逃犯，由於涉

及三地不同法律制度，以及若干敏感的法律問題（如死刑犯是否移交等），

                                                 

330 陳 雷 ， 我 國 區 際 刑 事 司 法 合 作 的 實 踐 與 發 展 ，
http://www.criminallawbnu.cn/criminal/info/showpage.asp?showhead=&ProgramID=90&pkID=4
0593&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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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來僅是理論研討階段，並未有具體的法制草案。 

 

目前，大陸地區與港澳地區之間的司法合作規範層面，僅在民商事相互

委託送達司法文書和調取證據及警方相互通報機制等少數領域的互助安排上

訂有協議，如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和澳門特別行政區司法機關之間分別簽署

了「民商事司法文書送達的安排」、「相互執行仲裁裁決的安排」、「相互

認可和執行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和「民商事司法文書

送達和委託調取證據的安排」、「相互認可和執行生效判決的安排」、「相

互認可和執行仲裁裁決的安排」，但實施效果一般認為並不理想。至於大陸

地區司法機關與港澳特別行政區執法機關之間的刑事司法互助，目前則仍然

遵循港澳回歸前基於默契形成的「個案協查」模式處理個案。雖然「香港基

本法」、「澳門基本法」為大陸地區與港澳地區提供刑事司法互助事項基本

的法律依據，但在法制層面上，迄今尚未有簽署任何相關協議。 

 

第二節 實務運作面向 

目前，大陸地區與港澳特別行政區的執法合作或司法互助，多是遵循「個

案協查」模式進行執法或司法合作。依據「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

的有關規定，如上所述，大陸地區司法機關與香港和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之

間，應該是通過協商並簽署相關協議的方式來進行司法互助，但一般認為，

也不排除依據雙方執法機關之間長久之慣例形成個案協查模式，或是透過國

際刑警途徑進行合作。個案協查模式可源自港澳回歸中國前 1980 年代初期。

香港廉政公署與大陸地區檢察機關自 1983 年開始接觸，1988 年為便利粵港

兩地案件協查工作，經香港廉政公署提議，並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授權下，

廣東省人民檢察院與香港廉政公署設立個案協查計畫，安排雙方人員互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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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見在貪污案件中自願提供協助的證人331。1990 年，雙方在珠海就案件協查

的範圍、方式等問題進行協商，達成「會晤紀要」，此後經雙方協商於 1996

年又以簽署備忘錄的方式，擴大個案協查範圍。此外，為讓協查工作進行順

利，1994 年最高人民檢察院授權廣東省人民檢察院成立涉港澳案件個案協查

辦公室，主要負責與香港廉政公署執行處共同實施個案協查計畫，安排雙方

偵查人員可根據案情需要互訪並會見有關證人、代為蒐集相關證據資料。此

後，又以類似方式，經與澳門檢察院和廉政公署協商後開展個案協查，為此

廣東省人民檢察院還在深圳和珠海兩地設立辦事機構。1998 年最高人民檢察

院正式成立個案協查辦公室。最高人民法院也於 1996 年 11 月成立了涉港澳

案件工作專門機構，負責進行涉港澳司法協助事務，並首先從民商事案件開

始，先後與香港、澳門簽署了關於相互委託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相互執行

仲裁裁決及相互調取證據等三項協議。 

 

港澳回歸中國後，中國大陸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或

者授權的省一級相關機構，就涉及與港澳特別行政區司法互助或執法合作等

問題，依據「香港基本法」第 95 條和「澳門基本法」第 93 條規定的精神，

尊重和遵守香港和澳門法律制度，通過協商進行司法方面的聯繫並相互提供

個案協查方面的協助已經形成慣例。 

 

2000 年後，最高人民檢察院將“個案協查計畫”推廣到其它省和地區，香港廉

政公署同大陸地區檢察機關的合作與聯繫，不論是案件的數量、案件的種類

和互助的範圍，都比回歸之前增加332。自 2008 年以來，大陸地區檢察機關每

                                                 

331  陳 雷 ， 我 國 區 際 刑 事 司 法 合 作 的 實 踐 與 發 展 ，
http://www.criminallawbnu.cn/criminal/info/showpage.asp?showhead=&ProgramID=90&pkID=4
0593&keyword= 

 
332 陳雷：從溫慶巍受賄境外追贓取證案的辦理看一國兩制下的區際司法合作，載趙秉

志主編：中國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新探，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10 年版，第 467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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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辦理的涉港澳個案超過 100 件，總數約 500 餘件，其中大陸地區檢察機關

與港澳有關部門互派人員取證超過 300 餘次。據香港方面提供的資料，近年

來香港廉政公署人員到大陸地區會見了 300 多個涉案者，大陸地區人員在廉

政公署的安排下，在香港先後會見了 700 多名港籍居民及在港工作的大陸人

士，為廉政公署查處商業犯罪、貪污賄賂等案件，提供相當的幫助。截止 2007

年底統計，大陸地區和香港兩地通過個案協查機制相互取證，有多達 1500

多名證人提供重要證據333。 

 

根據歷年來個案協查進行的經驗，2011 年 12 月 8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與香港

特別行政區廉政公署就拓展現有協查機制途徑舉行會談，並簽署「關於深化

兩地個案協查機制的會談紀要」，該「紀要」的基本宗旨是「提高現有個案

協查機制的效率、增強案件的協查效果，打擊跨境貪污犯罪、維護兩地經濟

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確立了“各自立案，共同調查”和“以當地法律為

基礎搜集和提供證據」的工作原則；同時，「紀要」對協查貪腐案件的範圍、

內容、方式及特定使用原則等作了進一步明確規定。目前，大陸地區檢察機

關主要係據此與港澳執法機關開展反貪腐之區際司法合作。 

 

另一方面，大陸地區的審判機關和公安機關也與港澳相關司法和執法機

關進行區際執法合作。首先，大陸地區審判機關與香港、澳門特別行政區之

間的司法協助也順利地進入了規範化的運作軌道。三地審判機關通過積極磋

商，已經找到解決“一國兩制”下民商事法律運作的新模式，開展司法協助。

按照這一模式，對有關司法協助事項，由雙方共同協商簽署有關「安排」，

                                                 

333 為規範大陸地區檢察機關與港澳地區的個案協查工作，中國大陸最高人民檢察院於
2001 年 3 月 2 日通過了《關於辦理涉港澳刑事個案協查工作程式的規定》，規定個案協查
請求一般採取由香港或澳門特別行政區有關部門代為調查取證的方式，派員赴港調查取證的
案件，應當符合以下條件：（1）案件屬於重特大案件；（2）案件主要證人或重要證據在特
別行政區；（3）案件的協查需辦案人員在場提供補充資訊和建議。協查事項包括：（1）查
找和辨認有關人員；（2）向有關證人錄取證言；（3）安排證人和鑒定人出庭作證；（4）
查詢銀行帳戶等有關文件；（5）交換犯罪情報、法律資料。提供有關司法記錄；（6）其他
需要協查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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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最高人民法院發佈司法解釋，香港、澳門特別行政區制定有關法律予以

落實。這個模式既有利於雙方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建立科學、有效的司法協

助機制，也有利於雙方依法行使各自獨立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另一方面，大

陸地區公安機關通過國際刑警管道與港澳警方開展執法合作，代為調查取證

的主要內容有：（1）犯罪嫌疑人基本情況；（2）涉案人員涉及案件的有關

情況；（3）涉案公司背景情況及涉案文書真偽等334。 

第三節 當前中國大陸與港澳地區刑事司法互助面

臨的困難 

目前大陸地區與港澳特別行政區互涉案件常見的情形包括：（一）大陸

地區刑事犯罪人士，包括貪腐罪犯和重大經濟罪犯等，途經或中轉香港或澳

門逃往美國、加拿大、新加坡等第三國335。（二）大陸地區或港澳地區刑事

犯罪者在本地犯罪後逃往對方地區，藉以規避本地的法律制裁，等於將對方

地區當成犯罪的「避難所」。（三）大陸地區職務犯罪等貪腐犯罪後或潛逃

境外前後，將犯罪所得之贓款贓物非法轉移到香港或存入香港銀行，以隱匿

犯罪資產，或者以香港為國際洗錢的轉運地，將贓款贓物再轉入第三國或地

區。這些年來，大陸地區檢察機關辦理的職務犯罪境外追逃追贓的重大案件

                                                 

334  陳 雷 ， 我 國 區 際 刑 事 司 法 合 作 的 實 踐 與 發 展 ，
http://www.criminallawbnu.cn/criminal/info/showpage.asp?showhead=&ProgramID=90&pkID=4
0593&keyword= 

 
335 如中國銀行廣東開平支行原行長貪污案主犯余振東、許超凡和許俊；福建遠華集團

走私、行賄案主犯賴昌星；因受賄案潛逃新加坡的雲南省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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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幾乎每一個案件都涉及經過港澳地區向海外轉移贓款贓物336。（四）大

陸地區公民或港澳居民在對方區域內犯罪，即大陸地區公民在港澳地區犯

罪，或港澳地區居民在大陸地區犯罪。（五）跨區域犯罪，即犯罪地發生在

大陸地區和港澳兩地或三地，各法域均有管轄權，如著名之張子強案和周正

毅案。目前，除黑社會、綁架、詐騙和毒品等普通刑事犯罪外，大陸地區貪

污賄賂等職務犯罪者通過港澳地區的洗錢行為是跨區域犯罪的主要方式。 

 

雖然這些年來，大陸地區檢察機關與港澳廉政公署和檢察院之間，儘管

如上述其相互交流交往頻繁、關係密切，但由於缺乏相關法律依據和合作的

協定，在相互協助調查取證、查詢犯罪資訊資料、交換犯罪情資等，仍然存

在諸多法律問題和障礙。如在請求協助追繳返還犯罪資產方面，由於相關法

律依據不足，一般情況下無法提供協助。或者即使提供協助，通過法律程序

請求法院判決沒收，但依據港澳當地法律規定，沒收的犯罪資產只能收歸公

有，一般不予返還。此外，在相互移交逃犯方面，由於缺乏制度性安排，法

律障礙較多，合作更加困難337。如澳門終審法院於 2007 年 3 月和 2008 年 2

月分別作出裁決宣告：在不存在關於區際移交逃犯的法律規範和安排的情況

下，澳門執法機關不得將受到大陸地區法域通緝的在逃人員移交給大陸地區。 

其背景如下： 

                                                 

336 如賴昌星重大走私、行賄案，中國銀行廣東開平支行原三任行長許超凡、許國俊和
餘振東貪污、挪用公款案、江西省鄱陽縣財政局原經濟建設股股長李華波貪污近億元公款等
案件，均利用港澳地區進行洗錢，並向美國、加拿大或新加坡等第三國轉移贓款 

337 由於區際司法合作缺乏法律依據、管道不順暢，甚至存在法律障礙等因素，在實務
中甚至發生因案件重大急迫，或案件特殊保密的需要，大陸地區某些地方執法人員以經商、
旅遊、探親等名義到港澳地區「隱身」收集證據資料的個別現象。陳雷，我國區際刑事司法
合 作 的 實 踐 與 發 展 ，
http://www.criminallawbnu.cn/criminal/info/showpage.asp?showhead=&ProgramID=90&pkID=4
0593&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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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回歸中國後，針對移交逃犯問題，澳門「刑事訴訟法」第 217 條規

定，將不法分子移交至另一地區或國家，由特別法規範之。因此，澳門處理

逃犯移交問題時應依據相關的特別法，而非刑事訴訟法。此「特別法」即指

2006 年通過的澳門「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6/2006 號法律）。不過該法在第

一條即開宗明義指出，本法規範澳門特別行政區在中央人民政府協助及授權

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國家或地區進行刑事司法互助。易言之，對於

澳門與內地之間的刑事司法互助並不屬於該法調整的範圍。因此，有關內地

與澳門之間移交逃犯及其它刑事司法互助的現有立法僅為澳門特別行政區基

本法第 93 條規定之「澳門特別行政區可與全國其它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

依法進行司法方面的聯繫和相互提供協助。」實務上遂發生以下案例： 

 

福建籍持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的 A，涉嫌於 2002 年至 2005 年在境外生

產盜版光碟並走私至大陸，2005 年 9 月 23 日被大陸檢察機關批准逮捕。2006

年 4 月 13 日，國際刑警組織總秘書處應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要求，

對 A 發出紅色通緝令。2007 年 3 月 18 日，A 於港澳碼頭入境澳門時，被治

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外港碼頭警司處執勤人員截獲。助理檢察長隨後做出

將其移交中國海關的決定。此時，A 的妹妹卻依據澳門刑事訴訟法第 204 條

的規定，向澳門終審法院為 A 申請人身保護令，並獲得批准。2007 年 3 月

20 日，終審法院合議庭一致通過的第 12/2007 號裁判要求將 A 釋放。裁判在

理由部分載明「現時並沒有區際法律或本地法律規範內地與澳門特別行政區

之間移交逃犯的事宜。因此，即使是為了執行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的紅色通緝

令，在沒有可適用的專門法律規範的情況下，包括檢察院、司法警察局在內

的任何公共機關均不能以把國際刑警通緝的人士移交作為請求方的內地為目

的拘留該人士。若沒有其它須將乙拘留的原因，司法警察局須立即將之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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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久後，類似前案的情況再次發生。來自福州持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的

嫌犯 B，2004 年 6 月 4 日被中國檢察機關依法批准逮捕，並被國際刑警組織

發出紅色通緝令。2008 年 2 月 6 日 B 乘船入境澳門時被截獲，助理檢察長對

其做出移交的決定。隨後 B 的兄長向終審法院為嫌犯申請人身保護令。2008

年 2 月 12 日，終審法院合議庭一致通過第 3/2008 號合議庭裁判，裁定終止

訴訟程序。裁判認為，「由於本院 2007 年 3 月 20 日的合議庭裁判已裁定將

逃犯移交予中國內地當局屬違法，因此，有關移交就是在無法律或協定的規

定、無組織程式、被拘留者無辯護權以及無法官命令的情況下仍堅持做出

的」。其中更指出，「移交行為令司法失去信譽，危害法治國並使澳門特別

行政區失去聲譽。」 

第四節 結語 

大陸地區與港澳之間司法機關關於刑事司法互助事項，雖如上述其相互

交流交往頻繁、關係密切，但主要是建立在「個案協查」的模式與進行，往

往依賴過去的默契與經驗。而整體、制度性的法制規範面，雖然「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行政區基本法」

等兩部基本法已為港澳特別行政區與大陸地區司法機關相互間進行司法互助

工作提供基礎的法律依據，其分別在第 95 條和第 93 條均規定香港（澳門）

特別行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行司法方面的聯繫

和相互提供協助。但其中「依法進行」的腳步仍甚緩慢，由於缺乏相關法律

依據和合作的協定，在相互協助調查取證、查詢犯罪資訊資料、交換犯罪情

資等，仍然存在諸多法律問題和障礙。而較為深度的司法互助內容，例如逃

犯遣返、犯罪所得返還以及判決承認等，更由於既有法制、政經背景、人權

保障以及司法制度不一等因素，往往更難以順利進行，當然，其負面效果也

表現在懲治犯罪上出現漏洞，甚至成為部分罪犯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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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區際刑法理論」在海峽兩岸的解釋

與適用可能 

第一節 區際刑法簡述 

區際刑法，是指在一個多法域的國家內部，為協調不同法域刑事法制體

系之間衝突、競合而提出的法律原則及由此建立相應的法律紛爭解決機制的

法律規範的總稱。區際刑法所意指的法律規則僅可能在一個多法域的國家內

部被採用。這類國家可能是聯邦制國家，也可能是處於分裂狀態的國家。區

際刑法既包括實體性的法律規則，也包括程序性規範。區際刑法並不一定表

現為成文法（有時可能是習慣法），而主要是一套解決一國之內不同法域之

間刑事司法管轄權衝突以及相應的法律適用問題的規則。按此，所謂區際刑

法，是指一國之內不同區域各有獨立的刑法秩序時，犯罪行為原則上依犯罪

地法律處罰，不過前提是，在內國刑法管轄權分配下，不只是聯邦政府，而

且各邦政府也都有權制定刑法，才可能發生區際刑法以及解決機制。 

自海峽兩岸恢復往來後，相關的刑事犯罪以及程序問題等也日益增加，

成為不得不正視的問題。而在基礎理論上，兩岸刑事犯罪之管轄、刑法效力

以及涉及刑事程序的司法互助關係是否適用所謂區際刑法理論而做整體之架

構，遂為本章所欲處理之重點。本章將從「刑法的效力」以及曾是分裂國家

的東西德「區際刑法」理論，探討所謂區際刑法理論在兩岸刑罰權與程序問

題關係等的合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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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區際刑法理論－以中國大陸地區、香

港、澳門間之刑事管轄權劃分為例 

第一項 區際刑法理論與中國大陸地區、香港、澳門間之刑事管轄權劃分 

香港與澳門於一九九○年代先後回歸大陸主權後，大陸賦予兩地特別行

政區地位，並制定兩地基本法。「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第二條規定：「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行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行高度自治，享有行

政管理權、立法權、獨立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澳門特別行政區基本法」

第二條也有近似規定，根據大陸刑法著作說法，「這樣，除了恢復對香港、

澳門行使國家主權，統一管理外交與國防事務外，香港、澳門的政治、經濟、

法律制度保持不變，全國性的刑法對其沒有適用的效力」338。大陸刑法對香

港、澳門兩地犯罪固然基於特別法之故，而沒有直接適用效力，但兩地與大

陸仍會發生跨境犯罪以致管轄權競合的案例，此時，各自刑法效力如何適用，

大陸刑法著作指出，「應當在充分注意區際刑事管轄衝突特點的基礎上，參

照國際管轄衝突的處理原則予以妥善解決」339。換言之，大陸與香港、澳門

的刑法效力及刑法管轄問題，一旦有所衝突，在法無明文下，大陸學界有主

張依學理解決。大陸學者趙秉志認為，大陸地區與香港、澳門間的刑事管轄

權合理劃分，應以「區際刑事管轄權劃分」為指導原則，其論述可歸納如下： 

（一）「一國兩制」作為管轄衝突問題之指導思想 

                                                 

338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2004 年 9 月第 15 次印刷，頁 34-35。 
339 陳興良，本體刑法學，2003 年 2 月第 1 次印刷，頁 123-124。 



第六章 「區際刑法理論」在海峽兩岸的解釋與適用可能 

191 

 

「一國兩制」乃是解決「中國內地與港澳特區刑事管轄權衝突」的總體

指導思想，中國內地與兩特區刑事管轄權衝突是同一個主權國家範圍內的區

域間刑事管轄衝突，除無涉外性質，也不具有國際刑事管轄衝突特性，既不

能把此種與不同國家間的國際刑事管轄權衝突和區域刑事管轄權衝突相混

淆，更不應適用解決國際刑事管轄權衝突的一些原則和作法（例如，「政治

犯、軍事犯不引渡原則」、「雙重犯罪原則」等）。然而，「一國兩制」除

強調「一國」外，也強調「兩制」，故在解決三地刑事管轄權衝突的時候，

也應尊重其他法域的司法自治權。 

（二）貫徹「一國兩制」解決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權合理劃分的派生要求 

1.禁止適用體現主權國家的管轄原則 

由於中國內地與兩特區之間的刑事管轄權衝突，不是基於國家之間的主

權，而是來自於一個主權國家內不同法域之間的高度自治權。因此，不應把

具有嚴格國際法意義的體現主權國家及其相互間關係的屬地原則、屬人原

則、保護原則和普遍管轄原則，當作為中國國內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的合理

劃分和確認的基準。 

 

2.「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排斥適用 

對於中國內地與兩特區之間的刑事管轄權衝突，能否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刑事訴訟法作爲劃分刑事管轄權的法律依據？學者看法不一。此處，應採否

定看法。因為，若是採取肯定看法，一方面抹殺了刑事管轄權這一實體規範

與刑事管轄分工這一程式概念之間的區別界限，將本應由刑事實體法規定的

刑事管轄權問題與刑事程序法有關刑事管轄分工所作的規定混爲一談；另一

方面，也違反港澳基本法的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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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完善適用 

從兩特區基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典的有關規定來看，刑法典不能

作為中國內地與兩特區刑事管轄權衝突劃分的法律依據。首先，依照刑法典

第六條「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領域內犯罪的，除法律有特別規定的以外，都

適用本法」規定，發生在港澳特區內的犯罪，雖是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領

域內的犯罪；但由於兩特區實際上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領域之內、內地法域

之外的特別行政區法域，自應適用特區的法律規定。其次，依照刑法典第七

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領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

本法，……」，兩特區的公民，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領域外犯罪，自可適用

刑法典第7條，因其不是因「兩制」而發生的區際刑事管轄衝突，而是與犯罪

地國家所發生的國際刑事管轄衝突。 

事實上，刑法典第六條至第九條的規定，其目的在於主張涉及中華人民

共和國主權的刑事管轄權，而不是基於中國內部不同法域之治權的刑事管轄

權，因此，若以刑法典上述規定作爲確認內地與兩特區刑事管轄權衝突的法

律依據，將悖於「一國兩制」基本國策中的「一國」要求。 

（三）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權合理劃分的原則 

 

以地域原則爲主，以合理、有效地懲治防範犯罪原則爲輔，乃是合理劃

分內地與港澳特區刑事管轄權衝突的必然選擇。 

1.地域管轄應爲基本原則 

就領域而言，內地、香港和澳門特區均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領域；但就

法域而言，中國內地和這兩個特區分屬不同的法域，兩特區享有包括刑事立

法權在內的高度自治權。由於中國法域是以地域作為劃分標準，在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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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範圍內，行為人在何地域犯罪，就交由該地域的有權機關管轄，實質上

也是相互尊重對方的司法自治權，不干涉應由對方自主處理的司法事務。 

是以，根據所謂地域管轄原則，中國內地與港澳特區以各自的行政區域

爲界，凡是在兩特區實施的犯罪行爲，均應由兩特區司法機關管轄，即便犯

人逃到內地，內地有關機關負有協助特區逮捕，並迅速將其移交特區有權機

關處理之責。反之，凡在內地實施的犯罪行爲，均應由內地司法機關管轄，

特區有關機關也有協助內地逮捕，並迅速將其移交內地有權機關處理之責。 

2.合理、有效地懲治防範犯罪應爲輔助性原則 

解決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權衝突之根本目的，是爲了保障刑事訴訟活動的

正常順利進行，以實現刑罰權。是以，關於刑事管轄衝突的解決，應當以有

利證據蒐集、犯罪偵查與訴訟活動正常順利進行爲基本的出發點，以確保及

時、有效追訴與處罰犯罪。 

（四）中國內地與港澳地區互涉刑事案件的管轄劃分 

1.三地互涉刑事案件的界定 

對於涉及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特區兩地或者兩地以上，各地域根據各

自的刑事法律都對其享有管轄權的三地互涉刑事案件，亦可依照地域管轄原

則解決；遇到較爲複雜情形，只要正確適用地域管轄原則和合理、有效地懲

治防範犯罪原則，亦能合理解決。 

2.關於跨境犯罪的管轄 

跨境犯罪，專指同一犯罪跨越中國內地、香港與澳門特區等不同法域的

刑事案件。此類案件一般適用地域管轄原則予以解決，但應注意：(1)犯罪預

備行爲地與實行行爲地分別發生在不同法域時，宜由犯罪實行行爲地之法域



刑事司法互助法之比較研究—以我國現況為中心 

194 

 

管轄。(2)犯罪實行行爲持續發生在不同法域時，宜由主要犯罪實行行爲地之

法域管轄，即實行「就主不就從」的原則。(3)犯罪行爲與犯罪結果分別發生

在不同法域的刑事案件，在決定案件管轄權的歸屬上，應區別不同犯罪及其

形態，分別採取犯罪行爲地管轄或者犯罪結果地管轄。(4)倘若犯罪行爲地與

犯罪結果地、預備行爲地與實行行爲地、主要行爲地與次要行爲地互相混雜，

則應適用「合理、有效地懲治防範犯罪」的原則確定管轄權。 

3.關於數罪分涉三地的刑事案件的管轄 

關於數罪分涉三地的刑事案件的管轄，學說見解不一。此處，應認為一

般由主要犯罪地法院管轄，若主要犯罪地不易，由實際控制地法院管轄。因

爲，此一觀點，除符合「兩制」的要求外，且符合合理、有效地懲治防範犯

罪原則的要求，操作起來簡便易行。 

4.關於互派人員犯罪案件的管轄 

對於這類互派人員在駐在地的犯罪，不宜適用地域管轄原則，而應依照

合理、有效地懲治防範犯罪原則來確定其刑事管轄權。 

5.關於涉國防、外交犯罪案件的管轄 

外交、國防事務中包含有關涉及國防、外交等國家行爲的刑事案件，香

港和澳門特區有關法院不能行使刑事管轄權，而宜由內地法院依法管轄。 

6.關於背叛祖國、分裂國家等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管轄 

迄今爲止，香港和澳門特區均未在刑事法律中規定背叛祖國、分裂國家

等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是以，目前不論發生在何法域，只能由中國內地法院

適用內地刑法進行管轄。 

7.關於港澳中國居民涉外犯罪案件的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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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港澳中國居民在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實施的犯罪，或者在其他國家、

地區發生的針對兩特區中國居民或者兩特區利益的犯罪，應當分兩個不同步

驟層次來解決刑事管轄權的問題：(1)為正確處理中國對外關係，一般應當先

由香港、澳門特區，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授權，以中國（香港）、

中國（澳門）名義，依照屬人原則或保護原則來主張和行使中國的國家管轄

權；倘若港澳特區無法或不便主張管轄權時，中國內地法域應當使用國家名

義，援用屬人原則或保護原則來主張管轄權。(2)為正確處理中國內部的區際

刑事管轄關係，自宜由與案件具有緊密關係的香港、澳門特區管轄；即使在

解決對外關係時是由中國內地以國家名義主張而獲得管轄權時，也應首先考

慮交由港澳特區實際管轄和追訴，但若兩特區放棄管轄權或不宜管轄時，則

可由中國內地直接行使管轄權。 

8.關於港澳中國居民在國外實施國際犯罪後逃回國內案件的管轄 

港澳特區中國居民若在中國領域外實施了國際犯罪後逃回兩特區或內地

時，由於行爲人是港澳中國居民，應適用當然排斥普遍管轄原則適用的屬人

原則。並且，從「一國兩制」的要求出發和合理、有效地防範犯罪原則的角

度考慮，宜由兩特區基於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權，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逃回

港澳之人行使管轄權。若是犯罪人逃回內地，也宜先考慮交由兩特區行使管

轄。 

第二項我國刑法對中華民國領域概念之解釋 

如前所述，刑法適用法之主要原則係屬地原則，凡在我國領域範圍內之

犯罪，皆為刑法效力所及，自應予以追訴審判。然而，兩岸長期分治下，大

法官釋字第三二八號不願意就憲法第四條「固有疆域範圍」加以解釋，而稱

此係政治問題。但是刑事司法實務卻必須給予明確答案，以解決實際發生之

個案法律問題，即其必須面對：我國刑法效力是否仍能及於立法當時所涵蓋

之中國大陸範圍，也就是涉及該地區是否在我國刑法第三條所稱之中華民國



刑事司法互助法之比較研究—以我國現況為中心 

196 

 

領域範圍內之問題。依照目前最高法院的向來實務見解，在大陸地區或在大

陸船艦、航空器內犯罪，仍係依據屬地原則為在中華民國領域內犯罪。其主

要理由係認為：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明文：「中華民國領土，依其固有之疆

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不得變更之。」，而國民大會亦未曾為變更領土

之決議。又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復規定：「自由地區與大陸地區

間人民權利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理，得以法律為特別之規定。」；且台

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二條第二款更指明：「大陸地區：指台灣

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領土。」，在在揭示大陸地區仍屬我中華民國之領土；

同條例第七十五條復規定：「在大陸地區或在大陸船艦、航空器內犯罪，雖

在大陸地區曾受處罰，仍得依法處斷。但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行。」。

據此，大陸地區現在雖因事實上之障礙為我國主權所不及，但在大陸地區犯

罪，仍應受我國法律之處罰，即明示大陸地區猶屬我國領域，並未對其放棄

主權340。 

 

第三項 中國大陸與港澳之區際刑法理論並不適用於大陸與臺灣之間 

中國大陸普遍提出之區際刑法理論，係以一國兩制原則出發，意即「一

個國家，兩種制度」，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任領導人鄧小平為了實現中國

和平統一的目標而創造的方針，在與中國大陸政治環境不同的地區以特別行

政區作為具體政府建制，對於這些地方原有的社會體系則不予干涉。此政策

最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亦是香港及澳門在 1990

年代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所採用的政治制度。「一國兩制」政策以「一

個中國」為原則，並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地區之中，中國大陸實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民

                                                 

340 見解摘自最高法院 97 年度台上字第 6412 號判決。此一看法，應係實務界對此問題
之主流看法，參見 89 年度台非字第 94 號、90 年度台上字第 705 判決、98 年度台上字第 766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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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集中制，但是在香港、澳門皆不實行社會主義，主權移交後保持其原有的

資本主義。並可以享有除國防和外交外，其他事務高度自治及參與國際事務

的權利，稱為「港人治港，高度自治」及「澳人治澳，高度自治」。依據我

國陸委會之看法341「一國兩制」是大陸當局用以處理香港問題的模式。此一

政治公式原本是大陸當局為處理兩岸關係而設計的。大陸當局欲藉「一國兩

制」在香港的實施而移殖於台灣，以謀求以大陸為主的兩岸統一。在實行上，

「兩制」並不對等。主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目的是把台灣、香港、澳門統

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在「一個中國」的大原則下，才能享有「高度自

治」。「一國兩制」不適用台灣，因為台灣不是香港，不同之處有四。１、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香港原是英國殖民地。 ２、我們在國際上

有自主的外交，國防上有自衛的能力，香港都沒有。 ３、我們是民主國家，

國家前途由人民決定，香港人民無法決定自身的前途。歷年民調顯示，約百

分之七十以上的台灣人民，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港人認為「一國兩制」不適

用台灣。４、我們和大陸統一沒有時間表，而香港主權移轉在歷史裏已決定。  

因此，中國大陸地區與港澳特區之間的刑事管轄權衝突是同一個主權國家範

圍內的刑事管轄衝突，根據「一國兩制」，中國內地與兩特區的刑事管轄原

則體系之確定，應當以地域管轄原則爲主，並以合理、有效地懲治防範犯罪

原則爲輔。至於臺灣，單從大陸宣示主權的立場來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

國，大陸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領土完整不容分割」342，大陸

若要主張大陸刑法適用台灣地區犯罪，可能的法律效力聯繫因素，莫過於屬

地原則。在大陸刑法屬地原則脈絡下，根據大陸刑法第六條第一項規定，「凡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領域內犯罪的，除法律有特別規定的以外，都適用本法」，

                                                 

341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45564&CtNode=6075&mp=1 
342 大陸 2005 年 3 月 14 日公布施行的反國家分裂法，其第 3 條規定：「世界上只有一

個中國，大陸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領土完整不容分割。維護國家 主權和領
土完整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家絕不允許
『台獨』分裂勢力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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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文獻註解道343，所稱「領域」，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以內的全部區

域，而「法律有特別規定」，主要是指：1. 大陸刑法第一一條關於「享有外

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的刑事責任，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的規定；2. 大陸

刑法第九○條關於「民族自治地方不能全部適用本法規定的，可以由自治區

域或者省的人民代表大會根據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特點和本法規

定的基本原則，制定變通或者補充的規定，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批准施行」的規定；3. 修訂的刑法施行後大陸國家立法機關所制定的特別

刑法的特別規定；4. 香港特別行政區和澳門特別行政區基本法作出的例外規

定。由此可看出，涉台犯罪適用效力問題，在大陸無法律特別規定情況下，

其似乎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以內的全部區域」看待台灣地位，並順理

成章理解為，大陸刑法可依屬地原則直接適用台灣地區發生之犯罪344。由此

可見，依據大陸刑法的解釋，根本就不認為發生在臺灣的犯罪原則上需依據

臺灣法律予以處罰此一原則，更遑論該如同港澳一般，創設刑法管轄權衝突

紛爭解決機制。至於我國，依照目前最高法院的向來實務見解，在大陸地區

或在大陸船艦、航空器內犯罪，仍係依據屬地原則為在中華民國領域內犯罪。

由此可見，兩岸都主張其刑法管轄之屬地範圍完全及於對岸，等於是「完全

覆蓋」，與所謂區際刑法，是指一國之內不同區域各有獨立的刑法秩序時，

犯罪行為原則上依犯罪地法律處罰的基本原則根本不符。 

                                                 

343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2004 年 9 月，第 15 次印刷，頁 34。 
344 有耐人尋味的說法：「從第 6 條第 3 款中“領域”是否包括港、澳、台也存在疑問？

從該條第 1 款應推論，此處“領域”不應涵蓋港、澳、台，但是如此，卻又容易造成港、澳、
台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領域”內的誤解」（趙秉志、時延安，正確解決中國區際刑事管轄權
衝突之制度構想(二)，行政，第 17 卷，總第 64 期，2004 年 2 月，頁 42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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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區際刑法理論－以曾是分裂國家之東西德

經驗為例 

第一項  兩德分裂初期共用帝國刑法典 

二次大戰結束，德國分裂成西德（德意志聯邦共和國）與東德（德意志

民主共和國），但雙方仍繼續適用內容幾經修改的同一部刑法典，即德國「帝

國刑法」（RStGB）。帝國刑法於一八七一年五月十五日公布、一八七二年

一月一日施行，在東德一直適用到其一九六八年施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刑

法」，西德則適用到一九九八年公布全新刑法為止。 

這段兩德共同刑法法源的歷史背景，影響層面有二。第一，由於兩德有

基礎架構大致相同的同部刑法典之適用重疊期，雙方刑法秩序因此有諸多共

通基點，這為西德實務奠立推行「區際刑法」理論的舞台，讓西德刑事法院

原則上得以適用東德刑法追究在東德領域之犯罪行為。區際刑法理論在兩德

1972 年簽署「東德與西德關係基礎條約」之前，一直受到（西德）聯邦最高

法院支持（詳見後述）。第二，帝國刑法第 3 條規定「德意志帝國刑法適用

於領域內所有犯罪行為，行為人為外國人者亦同」345，此條文在西德雖經三

度修改（一九四○年、一九五三年及一九七五年）346，而自一九七五年第三

次修法後，成為現行德國刑法第三條規定「本法於本國領域內犯罪者適用之」

                                                 

345 § 3 RStGB: “Die Strafgesetze des Deutschen Reichs finden Anwendung auf alle im 
Gebiete desselben begangenen strafbaren Handlungen, auch wenn der Thäter ein Ausländer ist.” 
(01.01.1872- 21.05.1940) 

346 簡短介紹，可參閱 Ambos, Internationales Strafrecht, 2. Aufl., 2008, § 3 R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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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新舊法條文字幾乎一致。帝國立法者雖未就「領域」直接作立法定義，

不過卻在帝國刑法第八條規定「本法所稱外國，係指非屬德意志帝國之領域」
348，亦即，可從「外國」的立法定義反面解釋何謂刑法意義的德意志帝國領

域，也就是等同於國家法或國際法的國家領域概念349。可是，德國在二戰之

後一分為二，帝國刑法所稱本國領域，是否因為兩德分據東西，各享統治權，

而切割刑法的領域概念？又或者，兩德初期共用同一部刑法典（即帝國刑

法），是否使得各自刑法秩序有相同的「內國領域」概念？ 

答案不會立即從帝國刑法躍然浮現。釐清兩德經驗的刑法內國概念，帝

國刑法只是研究參數之一，從時間軸線來看，兩德後續各自頒布新刑法典是

第二個參數，而中間加入的兩德簽署基礎條約事件，則是第三個參數。以下

分就西德及東德，依法律事件時序為主軸，研究統一前350兩德刑法適用法所

稱「內國領域」之概念。 

 

第二項  西德觀點 

 

西德刑法，可否依屬地原則主張東德領域之犯罪，亦在其刑法適用範圍

內？此問題，西德刑法並未明文規定，立法者言明交由司法裁判解釋351，西

                                                 

347 § 3 StGB: “Das deutsche Strafrecht gilt für Taten, die im Inland begangen werden”  
348 § 8 RStGB: “Ausland im Sinne dieses Strafgesetzes ist jedes nicht zum Deutschen Reiche 

gehörige Gebiet.” (01.01.1872- 01.01.1975)  
349 Satzger, Internationales und Europäisches Strafrecht, 4. Aufl., 2010, § 5 Rn 54. 
350 統一後的兩德刑法準據法，又是另一問題，不在本研究報告範圍，故略。詳細可參

閱 Werle/Jeßberger, in: LK-StGB, Band 1, 12. Aufl., 2007, Vor § 3 Rn 438; Ambos, 
Internationales Strafrecht, 2. Aufl., 2008, § 1 Rn 47 f.; Satzger, Internationales und Europäisches 
Strafrecht, 4. Aufl., 2010, § 5 Rn 56 f. 

351 BTDrucks. V/4095 S. 4. (引自 Werle/Jeßberger, in: LK-StGB, Band 1, 12. Aufl., 2007, 
Vor § 3 Fn. 306, S.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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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院見解可說動見觀瞻。時序上，又略以一九七二年十二月廿一日簽署、

一九七三年六月廿一日生效的「西德與東德關係基礎條約」(Vertrag über die 

Grundlagen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352作為觀察分水嶺。 

一、基礎條約之前 

基礎條約生效之前，西德聯邦最高法院（BGH）以區際刑法(interlokales 

Strafrecht)理論處理東德領域犯罪。所謂區際刑法，是指一國之內不同區域各

有獨立的刑法秩序時，犯罪行為原則上依犯罪地法律處罰353，不過前提是，

在內國刑法管轄權分配下，不只是聯邦政府，而且各邦政府也都有權制定刑

法，才可能發生區際刑法。聯邦國家可清楚見到這類權限分配，這些國家除

了聯邦刑法之外，還存在許多不同的邦刑法，典型例子像是英國、美國、墨

西哥及澳大利亞354。以區際刑法回應兩德領域問題，具體而言，西德基於國

家法觀點認為東德不是外國，西德也非德意志帝國的法律人格繼受者，毋寧，

兩德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德國355，因此，分裂的兩德其實是一個德國之下分

成東西兩個區域的刑法秩序356。 

西德聯邦最高法院當年表示，根據區際刑法理論，行為人在東德領域內

實行犯罪後，來到西德領域，西德刑事法院原則上應依犯罪地法（即東德刑

法）處罰，只要犯罪地之法律不牴觸德國法律與道德原則357。西德聯邦最高

法院這番說法，在兩德同樣以同一部帝國刑法形塑各自刑法秩序的重疊階

                                                 

352 BGBl. 1973 Ⅱ S. 421. 
353 Böse, in: NK-StGB, Band 1, 3. Aufl., 2010, Vor § 3 Rn 72. 
354 Ambos, Internationales Strafrecht, 2. Aufl., 2008, § 1 Rn 44; Ambos, in: MK-StGB, Band 

1, 1. Aufl., 2003, Vor §§ 3-7, Rn 93; Satzger, Internationales und Europäisches Strafrecht, 4. Aufl., 
2010, § 2 Rn 4. 

355 Satzger, Internationales und Europäisches Strafrecht, 4. Aufl., 2010, § 2 Rn 54. 
356 Ambos, in: MK-StGB, Band 1, 1. Aufl., 2003, Vor §§ 3-7, Rn 95; Böse, in: NK-StGB, 

Band 1, 3. Aufl., 2010, Vor § 3 Rn 70. 
357 BGH, Urt. v. 12.08.1952 - 4 StR 219/51, NJW 1952,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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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儘管猶有些微差異，但兩地基本刑法理念相通，區際刑法觀點並未遭到

質疑。惟一旦兩德法律秩序差距擴大，特別是東德自一九六八年七月一日施

行全新頒布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刑法時起，區際刑法賴以為續的法秩序共通

性之平台形同傾覆，便不再適合以區際刑法理論處理兩德刑法適用衝突問題
358。 

二、基礎條約之後 

至少從一九七二年兩德簽署基礎條約之後，西德刑法的內國領域概念內

涵產生變化。基礎條約強調兩德相互承認主權平等、獨立與自主以及領土完

整性359，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條約第六條明定「西德與東德咸認，彼此主權僅

限於各自領域，尊重各自內政與外交事件之獨立性與自主性」360。自此之後，

西德在事實上承認東德，若再秉持西德刑事實務過去以同一國家為平台架構

的區際刑法理論，顯得就未能切合基礎條約現況而過時了361。 

於是，西德聯邦最高法院不再重提區際刑法理論。聯邦最高法院在一九

八○年判決表示，從兩德簽署基礎條約開始，西德刑法第三條所稱內國領域

便不再包含東德區域，而應對刑法內國領域概念作符合功能性意義之觀察，

也就是從國家主權的行使功能來觀察：由於東德領域乃西德主權所不及之區

域，西德主權無法在東德領域行使，從事實或功能的內國概念以觀，刑法適

                                                 

358 Werle/Jeßberger, in: LK-StGB, Band 1, 12. Aufl., 2007, Vor § 3 Rn 436. 
359  Art 2 Grundlagenvertrag: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werden sich von den Zielen und Prinzipien leiten lassen, die in der 
Charta der Vereinten Nationen niedergelegt sind, insbesondere der souveränen Gleichheit aller 
Staaten, der Achtung der Unabhängigkeit, Selbständigkeit und territorialen Integrität, dem 
Selbstbestimmungsrecht, der Wahrung der Menschenrechte und der Nichtdiskriminierung.” 

360  Art 6 Grundlagenvertrag: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gehen von dem Grundsatz aus, daß die Hoheitsgewalt jedes der beiden 
Staaten sich auf sein Staatsgebiet beschränkt. Sie respektieren die Unabhängigkeit und 
Selbständigkeit jedes der beiden Staaten in seinen inneren und äußeren Angelegenheiten.” 

361 Ambos, in: MK-StGB, Band 1, 1. Aufl., 2003, Vor §§ 3-7 Rn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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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屬地原則所稱的內國僅能涵蓋到刑法主權所能貫徹其秩序功能之區域
362，因此，遂將東德領域排除在西德刑法屬地原則所原始適用範圍之外。 

如此一來，可否從上述西德聯邦最高法院裁判推導出，西德在各項法律

領域（特別是國家法及國際法）率皆承認東德為一個獨立國家，完全與德國

無關？答案並非如此。它只是一則解釋西德刑法第三條內國領域的刑事法層

次裁判，至於西德如何從國家法或憲法層次看待東德法律地位，發言權在西

德聯邦憲法法院(BVerfG)。基礎條約雖然強調兩德應各自尊重彼此主權、領

域完整、內政及外交獨立性，但條約並未談及西德放棄統一。條約正式生效

後一個月餘，西德聯邦憲法法院在一九七三年七月卅一日裁判表示，當時之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基本法暫先適用於西德所屬聯邦，第二項則規

定，德國其他區域（指東德）於加入基本法後，基本法應對該區域發生效力363，

這代表作為西德憲法的基本法要求德國統一的根本立場，因此，當時國家法

通說認為，東德仍屬德國之一部分，東德並非外國364。聯邦憲法法院該則裁

判還解釋道，東德在國際法意義裡是一個國家，享有國際法人格，東德獲得

國際承認一事與西德無關，即便兩德簽訂基礎條約，西德也從未正式承認東

德，反而依然拒絕承認，締結基礎條約乃是一種特殊的事實承認而已365。 

                                                 

362 BGH, Urt. v. 26.11.一九八 0 - 3 StR 393/80 (S), NJW 一九八 1, 531 f.; Satzger, in: 
Satzger/Schmitt/Widmaier (Hrsg.), StGB, 1. Aufl., 2009, § 3 Rn 5; Satzger, Internationales und 
Europäisches Strafrecht, 4. Aufl., 2010, § 5 Rn 55; Ambos, in: MK-StGB, Band 1, 1. Aufl., 2003, 
Vor §§ 3-7 Rn 95; Böse, in: NK-StGB, Band 1, 3. Aufl., 2010, Vor § 3 Rn 70; Hecker, 
Europäisches Strafrecht, 3. Aufl., 2010, § 2 Rn 12. 

363 Art 23 GG (25.05.1949- 29.09.一九九○): 
[1] Dieses Grundgesetz gilt zunächst im Gebiete der Länder Baden, Bayern, Bremen, 

Groß-Berlin, Hamburg, Hessen, Niedersachsen, Nordrhein-Westfalen, Rheinland-Pfalz, 
Schleswig-Holstein, Württemberg-Baden und Württemberg-Hohenzollern.  

[2] In anderen Teilen Deutschlands ist es nach deren Beitritt in Kraft zu setzen. 
364 BVerfGE 36, 1, 17; Satzger, Internationales und Europäisches Strafrecht, 4. Aufl., 2010, § 

3 Rn 5. 
365 BVerfGE 36, 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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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法行使刑法主權觀點提出「事實或功能」內國領域概念的西德聯邦

最高法院，不是沒有注意到聯邦憲法法院「東德不是外國」的說法。聯邦最

高法院回應說，其見解符合聯邦憲法法院觀點（「基本法暫先適用於西德」、

「東德在國際法意義裡是一個國家」），因此，西德刑法第三條限縮到與基

本法適用區域範圍一樣，僅止於西德領域之內，而涉及東德之犯罪則依國際

刑法規定處理，只是將東德犯罪如同外國犯罪一般評價366，並非承認東德就

是外國367。附帶一提，西德聯邦最高法院此處所謂「依國際刑法規定」評價

東德犯罪，是指根據西德刑法的刑法適用法予以評價，即直接適用西德刑法

第三條以下規定368。這與歐陸法律術語所理解的國際刑法概念有關，國際刑

法一詞主要是指認定內國刑法適用範圍的整體規範369（如同我國刑法第三條

至第八條規範），此從該則裁判理由具體闡釋西德刑法適用法數項原則與東

德關係可得印證370。 

一國領域範圍，本來應由國家法及國際法界定，在德國分裂時期，預期

統一的西德其實並沒有放棄統一的立場，其聯邦憲法法院觀點已足例證。但

無論基本法如何解讀東德領域仍屬一個整體德國之一部分，眼前事實是，西

德刑罰權在東德領域事實上確實欠缺行使、貫徹之可能性，於是，德國聯邦

最高法院在不牴觸聯邦憲法法院見解下，不拘泥於國家法層次，轉而以刑法

角度對刑法第三條內國領域概念作功能性解釋，據此認定刑法適用法屬地原

則延伸之範圍，不及於東德領域，而對東德領域之犯罪應如同外國犯罪處理。

刑法所稱內國領域，必須從事實觀察，是指刑罰權可貫徹其功能秩序之地，

                                                 

366 BGH, Urt. v. 26.11.一九八 0 - 3 StR 393/80 (S), NJW 一九八 1, 532.  
367 甚至有文獻認為，刑法適用法「內國概念」之解釋應符合現實，而非依附在政治要

求。Werle/Jeßberger, in: LK-StGB, Band 1, 12. Aufl., 2007, Vor § 3 Rn 437. 
368 Sch/Sch-Eser, StGB, StGB, 28. Aufl., 2010, Vor §§ 3-9, Rn 83; Ambos, in: MK-StGB, 

Band 1, 1. Aufl., 2003, Vor §§ 3-7 Rn 95; Werle/Jeßberger, in: LK-StGB, Band 1, 12. Aufl., 2007, 
Vor § 3 Rn 437. 

369 Satzger, Internationales und Europäisches Strafrecht, 4. Aufl., 2010, § 2 Rn 4. 
370 s. BGH, Urt. v. 26.11.一九八 0 - 3 StR 393/80 (S), NJW 一九八 1,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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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德國刑法第三條內國領域的解釋通說371。當然，自兩德統一後，德國刑

法提出的事實或功能性的內國領域概念，已與國家法定義的內國領域一致，

今日無須再從事實觀點界定德國刑法之內國領域，而是回到國家法及國際法

標準372。 

 

第三項  東德觀點 

相較於西德刑法認定內國領域，涉及當時基本法立場及刑法第三條「內

國領域」欠缺立法定義而存在解釋空間，以及基礎條約簽署後，西德聯邦憲

法法院與聯邦最高法院裁判觀點等交錯因素，同樣問題在東德卻顯得單純許

多。 

一、帝國刑法時期 

大別來說，東德刑法前身是一八七一年帝國刑法，其一直適用到一九六

八年，東德才制定全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刑法 (Strafgesetzbuch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職是之故，新刑法施行前，東德根據

帝國刑法第三條判定刑法適用領域。 

帝國刑法第三條規定「德意志帝國刑法適用於領域內所有犯罪行為，行

為人為外國人者亦同」，第八條規定「本法所稱外國，係指不屬德意志帝國

之領域」。東德新刑法頒布前，並未修改帝國刑法第三條及第八條規定373。

此一時期，東德法律機構所出版的刑總教科書表示，基於國際法通說，從國

                                                 

371 Ambos, in: MK-StGB, Band 1, 1. Aufl., 2003, Vor §§ 3-7 Rn 95; Böse, in: NK-StGB, 
Band 1, 3. Aufl., 2010, Vor § 3 Rn 70; Hecker, Europäisches Strafrecht, 3. Aufl., 2010, § 2 Rn 12; 
Satzger, Internationales und Europäisches Strafrecht, 4. Aufl., 2010, § 5 Rn 55. 

372 Satzger, in: Satzger/Schmitt/Widmaier (Hrsg.), StGB, 1. Aufl., 2009, § 3 Rn 5. 
373 Ministerium der Justiz der DDR (Hrsg.), Strafgesetzbuch und andere Strafgesetze, 1956, 

S. 2 u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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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權可以推論出在一國領域內犯罪者，該國得依刑法制裁之，因此，東德

刑法第三條採取屬地原則，亦即，東德刑法效力及於所有在東德領域違犯之

犯罪，而不問行為人之國籍為何374。此外，東德並未主張其統治主權及於西

德（西德包括西柏林），東德認為，儘管非自然因素使德意志祖國一分為二，

因而難以將同源之西德當成外國，惟西德與東德各有主權領域（甚至於，東

德在兩德簽署基礎條約之前，激烈反對僅由西德在國際上單獨代表德國）。

是以，東德刑法所稱內國領域，不含西德領域，涉及西德之犯罪，應依東德

刑法適用法其他原則評價（例如國家保護原則）375。 

準此以觀，根據東德刑法屬地原則，西德領域乃東德刑法本所不及之地，

至於行為地在西德，結果地在東德的隔地犯，由於行為地或結果地有一在東

德領域之內者，即適用東德刑法，這並未跳脫屬地原則的犯罪地涵蓋範圍376。

舉例來說，行為人在西德統治的西柏林，郵寄包裹炸彈到東德領域，炸傷東

德人民，犯罪行為地雖在西德，但結果地卻在東德，東德刑法便可對在西德

從事系爭犯罪之行為人追訴，不論其國籍為何377。這是出於屬地原則的隔地

犯使然，而非認為西德領域本在東德刑法主權支配之下。 

二、一九六八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刑法 

一九六八年，東德頒布新刑法，全名稱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刑法，不再

沿用帝國刑法，刑法屬地原則也做了新規定，惟本質上與帝國刑法的屬地原

則規定差異無多。根據東德新刑法總則編第一章「東德社會主義刑法原則」

                                                 

374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Rechtswissenschaft (DDR), Lehrbuch des Strafrecht AT der DDR, 
1957, S. 225. 

375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Rechtswissenschaft (DDR), Lehrbuch des Strafrecht AT der DDR, 
1957, S. 227; Minsterium der Justiz der DDR (Hrsg.), Strafrecht der DDR, BandⅠ, 1969, S. 59. 

376 我國刑法明文規定在刑法第四條「犯罪之行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領域內者，
為在中華民國領域內犯罪」。林鈺雄，新刑法總則，二版，2009 年，頁 75；Wessels/Beulke, 
Starfrecht AT, 40. Aufl., 2010, Rn 65; Satzger, Internationales und Europäisches Strafrecht, 4. 
Aufl., 2010, § 5 Rn 18. 

377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Rechtswissenschaft (DDR), Lehrbuch des Strafrecht AT der DDR, 
1957, S.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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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規定，「本法適用範圍，依以下方式決定之：東德主權之國家領域、

東德人民受到東德法拘束、維護與鞏固和平之國際義務，以及國際約定之義

務」378，第八十條第一項規定，「東德刑法適用於所有在本國領域所違犯或

其效果在本國領域或應在本國領域內發生之犯罪行為」379，一九七九年另增

訂第八十條第五項立法定義外國及外國人，謂「本刑法所稱外國指東德領域

外之國家或其他區域」，而外國人指「不具東德國籍之人或在東德無固定住

居所之無國籍人」380。 

依據東德文獻觀點，東德新刑法屬地原則文義清楚界定在東德主權領域

(Art. 8, § 80ⅠStGB-DDR)，即東德國界之內，行為人或被害人國籍為何，在

所不問381。而且，根據東德新刑法第八十條第五項規定，凡非東德國家領域

者即為外國，西德統治的西柏林正是外國領域之一例382。在兩德一九七二年

簽署基礎條約之前，僅將內國領域限制在東德國境內的東德，其法律文獻批

評西德波昂政府（當年西德首都設於波昂）嚴重違反國際法，竟宣稱西德刑

                                                 

378 Art 8 StGB-DDR: “ Der Geltungsbereich der Strafgesetze wird durch das Staatsgebiet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ihre Souveränität, durch die Bindung der Bürger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an die Gesetze ihres Staates, durch die völkerrechtliche 
Pflicht zur Erhaltung und Festigung des Friedens sowie durch die in internationalen 
Vereinbarungen festgelegten Verpflichtungen bestimmt.” 

附帶一提，東德新刑法條號編排有特殊之處，其在總則編第一章「東德社會主義刑法原
則」共有 8 項條文（Art. 1-8），但從同編第二章以後，條號重編序號（§§ 1-283）。 

379 § 80ⅠStGB-DDR: “Die Strafgesetze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werden 
auf alle Straftaten angewandt, die in ihrem Staatsgebiet begangen werden oder deren Folgen in 
diesem Gebiet eintreten oder eintreten sollen.” 

380 § 80ⅤStGB-DDR: “Als Ausland im Sinne dieses Gesetzes gelten Staaten und andere 
Gebiete außerhalb des Staatsgebietes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Ausländer im 
Sinne dieses Gesetzes sind Personen, die nicht Staatsbürger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sind oder Staatenlose ohne ständigen Wohnsitz i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381 Minsterium der Justiz der DDR (Hrsg.), Strafrecht der DDR, BandⅠ, 1969, S. 59; 
Sektion Rechtswissenschaft der Humboldt-Uni zu Berlin (Hrsg.), Strafrecht AT, 1976, S. 135; 
Ministerium der Justiz DDR (Hrsg.), Strafrecht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一九八
4, S. 35, 233 f. 

382 Ministerium der Justiz DDR (Hrsg.), Strafrecht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一九八 4, S.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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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效力可及於全東德領域，更以西德乃是國際上唯一代表德國之國家，阻撓

東德加入其他國際公約，妨礙東德參與國際社會以對抗犯罪383。 

準此，東德不論是帝國刑法或新刑法，皆從相關刑法屬地原則法律規定，

從國際法觀點出發，解釋東德刑法主權僅止於東德國家領域之內，而未將內

國領域概念延伸跨及西德領域。就東德立場而言，其主權範圍就是東德主權

轄管的國家領域，東德未曾主張西德也屬東德國家領域，兩德統一亦非東德

之期待，這些法制及政策背景，讓東德在闡釋其刑法內國概念時，遠比西德

游刃有餘，未曾出現西德「區際刑法」及後來的「事實（或功能的）內國領

域」概念。 

西德刑法所面臨的屬地原則「內國概念」解釋問題，西德聯邦最高法院

最後走務實路線，以其刑罰權遇有事實障礙，無法在東德領域有效行使，而

創造事實或功能性的內國領域概念，亦即，從事實或功能的內國概念以觀，

刑法適用法屬地原則所稱的內國僅能涵蓋到刑法主權所能貫徹其秩序功能之

區域，故東德領域不在西德刑法屬地原則所原始適用範圍之內，應如同對待

外國一般處理東德領域之犯罪。至於東德，由於沒有西德當年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預設德國統一之立場限制，加上東德新刑法明確規定其刑法屬地原則乃

是東德國家領域，故西德領域自然不在東德刑法所稱內國領域概念所及。 

我國刑法第三條所稱的「中華民國領域」，從屬地原則法理「內國刑法

秩序必須能適用到停留在國境內之任何人」來看，大陸地區犯罪因事實上障

礙，故不是我國刑法秩序所能追究之地。再者，如果比照西德聯邦最高法院

提出的事實或功能上內國領域，也會得出：由於我國刑法主權事實上無法在

大陸地區貫徹其秩序功能，因而，大陸地區非屬我國刑法屬地原則所稱之中

華民國領域。至於國家法或我國憲法層次該如何看待中華民國領域，正如當

                                                 

383 Minsterium der Justiz der DDR (Hrsg.), Strafrecht der DDR, BandⅠ,1969, S. 59 f. 



第六章 「區際刑法理論」在海峽兩岸的解釋與適用可能 

209 

 

年德國（西德）聯邦憲法法院解讀基本法認為東德非屬外國一樣，要從我國

憲法根本立場出發384，這就不是刑法領域所能置喙或所應詮釋的法律問題了。 

二次大戰結束，德國分裂成西德（德意志聯邦共和國）與東德（德意志

民主共和國），但雙方仍繼續適用內容幾經修改的同一部刑法典，即德國「帝

國刑法」（RStGB）。帝國刑法於一八七一年五月十五日公布、一八七二年

一月一日施行，在東德一直適用到其一九六八年施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刑

法」，西德則適用到一九九八年公布全新刑法為止。這段兩德共同刑法法源

的歷史背景，使兩德有基礎架構大致相同的同部刑法典之適用重疊期，雙方

刑法秩序因此有諸多共通基點，這為西德實務奠立推行「區際刑法」理論的

舞台，讓西德刑事法院原則上得以適用東德刑法追究在東德領域之犯罪行

為。區際刑法理論在兩德一九七二年簽署「東德與西德關係基礎條約」之前，

一直受到（西德）聯邦最高法院支持。一九七二年兩德簽署基礎條約之後，

西德刑法的內國領域概念內涵產生變化。基礎條約強調兩德相互承認主權平

等、獨立與自主以及領土完整性。從兩德簽署基礎條約開始，西德刑法第三

條所稱內國領域便不再包含東德區域，而應對刑法內國領域概念作符合功能

性意義之觀察，也就是從國家主權的行使功能來觀察：由於東德領域乃西德

主權所不及之區域，西德主權無法在東德領域行使，從事實或功能的內國概

念以觀，刑法適用法屬地原則所稱的內國僅能涵蓋到刑法主權所能貫徹其秩

序功能之區域 

 

                                                 

384 請參照《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前言「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依照憲法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增修本憲法條文如左：...」；《臺灣
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一條：「國家統一前，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福祉，
規範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之往來，並處理衍生之法律事件，特制定本條例。本條例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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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兩岸間並不適用區際刑法理論架構 

以曾是分裂國家的德國角度觀察，我國與大陸地區適用的刑法，並無類

似如德國「帝國刑法」的基礎，亦即在二戰結束分裂為東西德後，雙方仍繼

續適用內容幾經修改的同一部刑法典。因此，兩岸要適用區際刑法理論，顯

然遇到重大障礙。再者，基礎條約生效之前，西德聯邦最高法院（BGH）以

區際刑法(interlokales Strafrecht)理論處理於東德領域犯罪。所謂區際刑法，是

指一國之內不同區域各有獨立的刑法秩序時，犯罪行為原則上依犯罪地法律

處罰，不過前提是，在內國刑法管轄權分配下，不只是聯邦政府，而且各邦

政府也都有權制定刑法，才可能發生區際刑法，這與兩岸間並非聯邦關係，

亦有很大之差異。當然，大陸學界主要主張之在一國兩制框架下的區際刑法

理論，並將此適用在大陸與港澳之間，但由於中華民國為一主權獨立的國家，

與香港及澳門不同，我國政府根本否定一國兩制此一制度，因此，陸方學者

附著於一國兩制框架下的區際刑法理論，在我國無從採行。此外，則兩岸在

二○○九年簽訂之「海峽兩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內，諸如「一方

認為涉嫌犯罪，另一方認為未涉嫌犯罪但有重大社會危害，得經雙方同意個

案協助。」（第四條第二項）、「遣返刑事犯、刑事嫌疑犯，並於交接時移

交有關卷證（證據）」（第六條第一項）、「雙方同意依己方規定相互協助

調查取證」（第八條第一項）、「接返（移管）受刑事裁判確定人（被判刑

人）」（第一一條）以及「相互認可及執行民事確定裁判與仲裁判斷」（第

一○條）等協議內容，顯然承認兩岸各自擁有獨立不同之立法、訴訟程序以

及裁判，反而較類似一九七二年兩德簽署基礎條約之後，其刑事管轄權的現

實情況。因此，不論以世界上曾發生過的區際刑法理論，或是陸方學者於一

國兩制框架下的區際刑法理論，用以解決兩岸刑事管轄權爭議以及刑事司法

互助問題，均不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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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海盜罪與國際刑事司法互助 

一、概  說 

除了以上典型的國際司法互助事例之外，另外一個新興議題即為海盜罪

的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問題，以現況而言，我國沿海並無大規模的海盜行為，

所謂「我國人民作為海盜，而侵害他人民」，進而他國要求我國將人犯移交

至他國受審，或協助蒐集證據的事例，相對而言較少。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

毋寧是外國人在海外公海或其他國家領海內，對於我國人民犯海盜罪的行

為，此時我國是否有追訴權？我國有無任何可能性，將對我國人民犯海盜罪

行之人，引渡或以其他管道使其回國內受審？倘若有實際上的困難，那麼是

否有任何其他替代機制足以解決？最後，除了引渡海盜之外，在國際刑事司

法互助場域，有關證據調查、蒐集或刑罰執行等議題，又有如何的處理機制？

這些疑惑都將於下文說明。 

二、海盜的定義與海盜罪構成要件 

在實質討論海盜的刑事司法互助問題之前，必須先簡要地說明海盜的概

念。依我國現行刑法第 333 條第 1 項規定：「未受交戰國之允准或不屬於各

國之海軍，而駕駛船艦，意圖施強暴、脅迫於他船或他船之人或物者，為海

盜罪，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有期徒刑」，此外，同條第 2 項也規定：

「船員或乘客意圖掠奪財物，施強暴、脅迫於其他船員或乘客，而駕駛或指

揮船艦者，以海盜論」，依第 333 條第 1、2 項的規定看來，我國刑法所定義

的典型「海盜」，專指欠缺國家海軍或海事人員許可，出於強暴、脅迫目的，

而於海上駕駛船艦的行為，此外，另一種「準海盜」，則指單純為一般船員

或乘客，出於掠奪財物目的，在船上施強暴脅迫，並駕駛或指揮船艦的行為。 

    從現行法的規定看來，我國刑法對海盜的定義其實有幾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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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盜包括「未得國家許可的海上武力船隻」，以及「雖受國家許

可登船，但卻有侵奪乘客或其他船員行為」之人。 

2、 專指在海上出於特定目的而駕駛船艦的行為人385。 

這樣的定義，某程度而言只要是非屬於國家許可，而駕駛具有海上武力

的船艦，就可以被認為是海盜。就第 1 項的一般海盜罪而言，行為人只要駕

駛船艦，對他人的侵害只要達成主觀上有意圖即足，學理上因而批評，這樣

的構成要件不夠明確，勢必造成許多解釋上的困擾386。 

除此以外，刑法對於犯海盜罪之人另還有許多加重的處罰，包括第 333

條第 3 項的結果加重犯：「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二年以

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年以上有期徒刑」，以及第

33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的海盜罪結合犯：「犯海盜罪而故意殺人者，處死刑

或無期徒刑」、「犯海盜罪而有下列行為之一，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二年

以上有期徒刑：一、放火者。二、強制性交者。三、擄人勒贖者。四、使人

受重傷者。」 

從以上的現行刑法規定來看，海盜罪處罰相當之重，但整體的構成要件

內涵並不明確，也無法從現有條文的規定內容中，明瞭立法者究竟想要處罰

的是那種種形態的海盜行為。由於海盜罪長久以來屬於萬國公罪，我們或許

可以從國際公約對海盜行為的規範角度，來進一步思考什麼叫作海盜行為。 

依聯合國 1982 年海洋法國際公約第 101 條的規定，所謂的海盜指的是： 

「下列行為中的任何行為構成海盜行為： 

                                                 

385 參考盧映潔，刑法分則新論，2008 年，頁 634-635。 
386 林山田，刑法各罪論（上），頁 412-414；黃榮堅，論海盜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軍法

專刊，38 卷 1 期，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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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私人船舶或私人飛機的船員、機組成員或乘客為私人目的，對下列對

象所從事的任何非法的暴力或扣留行為，或任何掠奪行為： 

（i）在公海上對另一船舶或飛機，或對另一船舶或飛機上的人或財物； 

（ii）在任何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地方對船舶、飛機、人或財物； 

(b)明知船舶或飛機成為海盜船舶或飛機的事實，而自願參加其活動的任

何行為； 

(c)教唆或故意便利（a）或（b）項所述行為的任何行為。」387 

此外，同公約第 102 條則繼而規定：「軍艦、政府船舶或政府飛機由於

其船員或機組成員發生叛變並控制該船舶或飛機而從事第 101 條所規定的海

盜行為，視同私人船舶或飛機所從事的行為」。 

 

依上述的公約規定，所謂國際法上的海盜，與我國現行法有其他不一樣

的幾個地方： 

第一，海盜不僅指海上的掠奪行為，還包括飛機中的掠奪行為，而我國

目前只將海盜限於海上的不法武力，飛機中的掠奪行為則主要以刑法的公共

危險罪章規範，此即第 185 條之 1 及第 185 條之 2 的犯罪行為。 

                                                 

387  此 為 聯 合 國 網 頁 上 正 式 的 中 譯 ， 參 見
http://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unclos_c.pdf 

（102 年 12 月 27 日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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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國際法上的海盜行為，基本上一定要有私人主觀目的，而實行客

觀上扣留船、機、人員，或者有實施掠奪財物的客觀行為，但我國法上卻往

往從主觀面描述這些類似的行為。 

第三，海盜行為本質上並不一定要從國家有無授權的角度理解，其成立

海盜的重點在於，私人於海上或空中等被害人不易獲得援助的場合中，(1)駕

駛私人船舶或飛機施加強暴、脅迫或掠奪行為，其掠奪的對象可以是同船或

同機的其他乘客或船、機本身（類似於我國的準海盜罪），也可以是本船、

本機以外的其他船、機或其乘客（我國的一般海盜罪）；此外(2)若原屬於國

家合法的海軍或飛機，事後叛變，其行為即視為私人行為。 

第四，其他參與行為，依現行刑法可以用共同正犯或共犯方式納入刑責，

但公約上直接認定屬於海盜。 

綜合上述四點，顯然我國現行海盜罪與國際公約走向，有著非常大的落

差，雖然近年來幾無任何海盜罪的實務案例，但不代表有問題的立法不應修

正，未來似應參考上述諸點而作進一步的立法調整。 

值得特別說明的是，我國曾經提出過相關的立法修正案，可惜均未能通

過。以下即詳列兩次不同的修正草案內容： 

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九十二年版對照表
388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第 333 條 
於海洋犯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罪者，為海盜罪，處死

刑、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有期徒刑。

未受交戰國之允許且不屬於各國

第 333 條 
未受交戰國之允許或不屬於各國

之海軍，而駕駛船艦，意圖施強暴脅

迫於他船或他船之人或物者，為海盜

罪，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有

                                                 

388 林則奘，海盜罪修正草案之研究，中律會訊雜誌，2004 年 8 月號，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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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軍隊，對於海上之船舶或其上之人

或物，以強暴、脅迫或其他危害航行

安全之行為者，以海盜罪。 
船員或乘客施強暴、脅迫於其他

船員或乘客，而駕駛或指揮船艦者，

亦同。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二年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死刑、無期

徒刑或十年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期徒刑。 
船員或乘客意圖掠奪財物，施強

暴脅迫於其他船員或乘客，而駕駛或

指揮船艦者，以海盜論。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致重

傷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 334 條 
  犯海盜罪而故意殺人者，處

死刑或無期徒刑。 
  犯海盜罪而有下列行為之一

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二年以上

有期徒刑： 
 一 放火者。 
 二 強制性交者。 
 三 擄人勒贖者。 
 四 使人受重傷者。 

第 334 條 
  犯海盜罪而有左列行為之一

者，處死刑： 
 一 放火者。 
 二 強制性交者。 
 三 擄人勒贖者。 
 四 故意殺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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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九十三年版對照表
389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第 185 條之一 
  以強暴、脅迫或其他非法方

法劫持使用中之航空器或控制其飛航

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有

期徒刑。其情節輕微者，處七年以下

有期徒刑。 
  以前項方法，劫持航行於海

上之船舶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年以上有期徒

刑。 
  以第一項之方法劫持使用中

供公眾運輸之舟、車或控制其行駛

者，處五年以上有期徒刑。其情節輕

微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十年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七

年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之未遂

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罪者，

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 

第 185 條之一 
以強暴、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劫

持使用中之航空器或控制其飛航者，

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有期徒

刑。其情節輕微者，處七年以下有期

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或

無期徒刑；致重傷者，處死刑、無期

徒刑或十年以上有期徒刑。 
以第一項之方法劫持使用中供公

眾運輸之舟、車或控制其行駛者，處

五年以上有期徒刑。其情節輕微者，

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十年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七

年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三年以

下有期徒刑。 
 

 

第 185 條之二 
以強暴、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危

害飛航安全、海上航行安全或其設施

者，處七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

十萬元以下罰金。 

第 185 條之二 
以強暴、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危

害飛航安全或其設施者，處七年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金。

  因而致航空器或其他設施毀

                                                 

389 林則奘，前揭文，頁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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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致航空器、海上船舶或

其他設施毀損者，處三年以上十年以

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

無期徒刑或十年以上有期徒刑；致重

傷者，處五年以上十二年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損者，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無

期徒刑或十年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

者，處五年以上十二年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十章 搶奪及強盜罪 第三十章 搶奪、強盜罪及海盜

罪

第 333 條 
於海上航行中船舶或使用中之航

空器犯第三百二十八條至第三百三十

條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有

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

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年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七年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年以

下有期徒刑。 

第 333 條 
未受交戰國之允許或不屬於各國

之海軍，而駕駛船艦，意圖施強暴脅

迫於他船或他船之人或物者，為海盜

罪，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有

期徒刑。 
船員或乘客意圖掠奪財物，施強

暴脅迫於其他船員或乘客，而駕駛或

指揮船艦者，以海盜論。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致重

傷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 334 條 
  犯前條之罪而故意殺人者，

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犯海盜罪而有下列行為之一

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二年以上

有期徒刑： 
 一 放火者。 
 二 強制性交者。 
 三 擄人勒贖者。 
 四 使人受重傷者。 

第 334 條 
  犯海盜罪而有左列行為之一

者，處死刑： 
 一 放火者。 
 二 強制性交者。 
 三 擄人勒贖者。 
 四 故意殺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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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盜罪涉及刑事司法互助的相關議題 

 

以上簡要說明了海盜的基本概念，接下來即以我國現行法的海盜行為為

中心，說明相關可能的刑事司法互助議題。 

 

1、 海盜罪的普遍管轄權 

 

首先是海盜罪的管轄，海盜罪通常發生地域，是在國際船隻常經過之處

所，例如麻六甲海峽或亞丁灣等，因此其犯罪地通常不是我國所轄之地，而

犯罪人往往也是當地人民或長年經營海盜之人，其國籍可能不明或為他人國

民，而考量海盜行為的特點，刑法其實很早就有相關對應之道，此即在第 5

條第 10 款中，將海盜罪的刑事管轄權列為所謂的世界法原則390，亦即，不論

其發生在何處，其行為人為何國籍，其被害人是否為我國國民，我國刑法一

律可依海盜罪對相關行為人進行刑事訴追。 

必須強調，我國刑法以世界法原則來判斷海盜罪的管轄問題，並非有誤，

此因海盜行為為長久以來的萬國公罪，這是為了維護世界的共同法律秩序而

作的規定。基此，我國對於公海上發生的海盜行為，其實本來就有刑事訴追

的權力，但有沒有權力與該權力能否實踐，其實是兩個不同層次的問題。 

單就管轄權採取世界法原則而論，我國現有規定已經足夠，似無再修正

必要。 

 

                                                 

390 參見林鈺雄，新刑法總則，2006 年初版，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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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盜疑犯的移交 

 

真正對我國刑事司法實務有意義的問題，其實在於外國海盜對我國國民

犯海盜罪後，我國能否對其進行實質的刑事訴追。此一問題其實不算是嚴格

意義的法律問題，由於我國國際地位低落，目前仍然無法參與各國共同打擊

海盜的聯合武力行動，也無法派遣海軍保護我國國民的船隻，使其免於海盜

侵害，因此若有侵害我國的海盜被逮捕，通常被外國所逮捕，而通常外國也

會依世界法原則，對於系爭被逮捕的海盜主張有刑事管轄權，當該外國與我

國均對海盜有管轄權時，是否要移交我國，基本上自然屬於政策決定，而非

法律要件的問題。 

    雖然問題重心在於政治決定，但實際上我國仍然有權透過引渡法相

關規定，請求外國交給人犯，只不過與我國訂有引渡契約的國家有限，實務

上往往必須透過其他的引渡替代措施來解決問題，例如透過移民法程序，或

將我國所獲證據交給其他國家起訴，這些基本上屬於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傳

統研究領域問題，在此即不贅述。 

 

3、 證據調查與蒐集 

 

當發生海盜罪時，一般而言證據調查與蒐集都是在外國執行，而如前述，

該外國通常也會依世界法原則取得管轄權，換言之，除非我國能夠成功地將

人犯引渡回國受審，否則單純取得證據對於刑事司法而言的實益不大。 

撇開取得證據的實益問題，未來若能夠對海盜進行實質的刑事訴追，相

關的證據取得或蒐集的問題，其問題意識並不外於本研究計劃所談到的證據

相關議題，亦即，該外國依其外國法蒐集或取得證據，但依我國法並不一定

屬於合於訴訟法及人權保障精神的作法，就此仍應發展出獨立的判斷證據能

力有無之標準。 

 

4、 刑事審判法庭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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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刑事審判法庭的問題，如依上文由各國獨立貫徹審判，依其世界法

則原則，審判法庭當然應該是原來的各國刑事法院，只不過這種各行其事的

作法，在現代各國共同打擊海盜罪的期待視角下，其實功能上有相當程度的

缺漏之處。因此近期的發展方向，在於透過國際刑事司法互助，而試圖成立

專責海盜審判的國際刑事司法機構，亦即所謂國際海盜法院（international 

pirate court）391，只不過目前雖然有朝向仿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專責於重大戰犯或違反人權的訴追），但因為海盜依各國法均為犯罪，

要各國放棄具有主權象徵意義的刑事管轄權，實非易事，未來能否透過各國

間簽訂多邊國際公約，由各國以公約方式，許可由國際法院來審理海盜行為，

實為未來值得觀察的發展方向。 

 

5、 刑罰的執行 

 

最後討論刑罰執行的問題，簡言之，刑罰執行通常由審判法院所屬國家

執行，通常如果該國審判海盜罪，基於世界法原則，也不會放棄刑罰執行權

限，因此就海盜罪刑罰執行這個區塊而論，其實鮮少有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的

空間。 

不過我們也可以想像一種情況，我國人民若參與國際海盜行為，而被外

國判決有罪並服刑後，回到我國，我國此時是否要承認該外國所作判決及刑

罰執行的效果？此一問題並非海盜罪專門之問題，而是我國是否承認外國刑

事判決及刑事執行效果的一般性問題，從保護國民的角度來看，其實應該擴

大承認的效果，否則不免有一行為二罰的疑慮。 

                                                 

391 http://www.dw.de/international-court-could-curb-somali-piracy/a-15346753-1 
（102 年 12 月 27 日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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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  語 

 

以上簡要地說明了海盜罪與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各項議題的關係，正本清

源之道，仍是對於海盜罪應該有進一步的修法，並將海盜行為的規定與國際

相關實務方向接軌處理，接續的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才有更明確的可依循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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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研究結論 

一、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在近代之發展－以歐盟為中心 

本研究計畫以聯合國跨國組織犯罪公約以及聯合國反貪腐公約為例，探

討刑事司法互助在國際法之發展，並藉由歐洲聯盟之演變，進一步勾勒在司

法互助之進一步整合領域之發展。就聯合國跨國組織犯罪公約而言，該公約

涵蓋各類型之刑事司法互助，包括：引渡、刑事程序之移轉、受刑人之移交

以及狹義之司法互助等。就聯合國反貪腐公約而言，則著重於犯罪所得之返

還與沒收。兩項聯合國公約之主要貢獻之一，除就實體規範之外，另就以條

約為前提之司法互助予以緩和，公約要求會員國考量以系爭兩項聯合國公約

作為內國立法所要求須以條約為前提方得為司法互助之條約基礎。 

就歐盟法之發展而言，藉由回顧歐盟條約法以及次級立法之發展，探討

歐盟法中刑事司法互助之發展。歐盟法關於刑事司法互助之發展，主要歷經

馬斯垂克條約、阿姆斯特丹條約以及尼斯條約與里斯本條約之沿革，就其主

要之政策發展部分則涵蓋坦佩雷計畫（Tempere Program），海牙計畫（Hague 

Program）以及斯德哥爾摩計畫（Stockholm Program）。至於，其主要法律工

具則有剝奪人身自由之刑事判決相互承認、其他替代措施(Alternative 

Measures)之相互承認、罰金刑與沒收之相互承認等、歐洲逮捕令(European 

Arrest Warrant)、歐洲證據令(European Evidence Warrant)。歐盟刑事司法互助

之發展，其對於我國法制最重要之啟發乃在於：判決或偵查措施或強制處分

之相互承認乃繫諸對於彼此刑事司法程序之信任，而此信任之基礎乃以各內

國刑事程序符合最低法則。亦即藉由最低法則之方式，調和各國之刑事司法

程序，在此基礎上，一國與另一國方得相互承認彼此之判決或其他偵查措施

或強制處分。此項發展歷程，可以作為我國與中國大陸進行刑事司法互助程

序之主要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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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未來國際刑事司法互助項目的立法例建議 

就刑事司法互助制度之立法例而言，主要可以區分為單一立法與個別立

法兩種模式。單一立法係指就各類型之司法互助議題，包含引渡、受刑人之

移轉、追訴程序之移轉、調查取證之執行等議題，均為單一法律中規範，其

優點乃係就刑事司法互助之各類型議題，作體系化之規範。就個別立法而言，

則指就前述議題，於不同之法律中為個別規範，其優點乃係得就特定議題個

別規範，不至牽一髮而動全身，較具彈性。除單一立法與個別立法之區別為，

就偵查與審判階段而言，立法例上亦有區分偵查與審判階段之刑事司法互

助，亦有就兩者合併規範者。本研究計畫藉由分析英、美、德、瑞、日、澳

門等國家或地區之立法例，發現：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發展，主要以引渡制

度為發軔，相關之刑事司法互助乃在於引渡制度之後，逐漸產生，就此逐漸

發展之刑事司法互助部分，包含證據之取得，刑事程序之移轉、受刑人之移

轉、犯罪所得之沒收等。就立法設計而言，就規範事項之廣狹而言，可分為

單一立法就所有刑事司法互助所涉及之議題加以規範，或採取或個別立法之

方式，針對特定議題予以分別立法。就前者單一立法模式而言，主要以德國、

瑞士以及澳門為著例；就英、美、日而言，則係就引渡以外之個別議題以特

別法予以規範。就適用機關而言，主要可區分為偵查與審判程序是否以相同

之法律加以規範。易言之，是否以特別之立法以規範偵查中之刑事司法互助

程序，或偵查與審判中之司法互助均適用相同之程序。就前者之區別立法之

立法例主要係日本之立法例，就後者而言，則可見諸於英、美以及德、瑞以

及澳門。 

綜觀以上各國之立法例，採取單一之立法，就總則與分則個別議題之關

係加以界定，有其體系上之明確性，亦同時，此一單一立法適用於偵查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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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程序，較無程序割裂或界定困難之疑義。就個別議題規範，則有因事制宜

之效。至於偵查與審查程序之區分，在立法例上有日本為例，或有其權衡之

便，在程序適用上則有其割裂之危險。就其具體可能產生之適用疑義而言，

主要可以從兩個面向加以說明：外國法院之互助請求應適用國際偵查互助法

或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以及競合適用時何者優先適用。本研究計畫參酌日

本之立法例以及實務運作，認為我國應儘速就偵查階段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

相關項為統合立法。其次就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宜採取綜合立法方式。再

者，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不宜採取區別偵查、法院之區別立法體例。最後，

法務部應為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主管機關。 

 

三、行政「情資交換」與刑事司法互助「調查取證」之區別 

國際司法互助項目內包括調查取證，但當內國刑事司法機關自外國所取

得之資訊是「規避」正式刑事司法互助途徑所獲致者，也會發生違反國際法

所取得之資訊可否做為證據之問題，例如以簡便之行政管道方式為之（所謂

之「情資交換」或警察間的「資訊交換」），例如「海峽兩岸犯罪情資交換

作業要點」第3點之規定，「臺灣地區相關機關提供予大陸地區主管部門之情

資，如涉及年籍、指紋、血型、去氧核醣核酸資料、前案紀錄、車籍資料、

信用卡申請及交易資料、入出境紀錄、保險契約內容、電話號碼、網路帳號、

金融帳戶號碼、通聯紀錄、監察通訊所得資料、金融交易明細、財產總歸戶、

納稅紀錄、財務狀況等相關資料，應依臺灣地區法令規定辦理。」，依此規

定，在臺灣方面可提供之犯罪情資項目非常廣泛。 

以歐盟為例，歐盟除發展出一連串歐洲刑事司法互助的措施與框架決

議，可作為各國間追訴跨國犯罪之準據外，歐盟也建置一套完整的犯罪情資

交換與合作體制，1999 年5 月1 日生效的阿姆斯特丹條約(Amsterdam Treaty)

將申根既存法規(Schengen Acquis)納入歐盟法律架構中，申根合作(Sche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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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廢除了歐盟會員國間的邊境管制，在人員及交通工具自由流通

的同時，亦對各會員國之境內安全與公共秩序產生了各種危害的可能性，為

此 ， 歐 盟 會 員 國 遂 共 同 建 置 「 申 根 資 訊 系 統 (Schengen 

InformationSystem;SIS)」，藉由架構完善的資訊系統而共享彼此的犯罪情報

體系，除使各會員國相關執法單位能有效排除具有威脅的人員入境外，更能

掌握因人員自由流動所可能產生的各種非法情事之研判，故「申根資訊系統」

乃歐盟會員國間廢除邊境管制及刑事司法與警政合作的重要先決條件。歐盟

於2007年6 月通過了建置第二代申根資訊系統(SISⅡ)，另原僅部分會員國為

加速有關DNA 檔案、指紋與車輛註冊之資訊交換所簽訂的普呂姆協定(das 

Prumer Abkommen；亦稱為申根第三協定(Schengen-Ⅲ-Vertrag)，亦於2007 年

6 月12 日由歐盟批准通過。這些存放包含個人生物辨識的大型資訊系統，由

於儲存了許多個人的敏感資訊，這些資訊不再只限制於辨識犯罪者，亦可能

擴及一般公民，因而使用這些資料庫有無觸犯個人隱私權遂成為大眾關注之

議題，歐盟為此亦建置了相關個人資料保護之法制，2008 年11 月歐盟理事

會通過了「刑事警察與司法合作下個人資料保護架構決定」，而2009 年12 月

里斯本條約(Lisbon Treaty)生效後，歐盟基本權利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第8 條保護個人資料之規定，將對各會員國產生約束力，根據該憲章，

「個人資料應基於特定目的，經過個人同意或根據資料保護獨立機構制訂的

法律基礎下，才可以進行處理」，因而各會員國均須修正內國法中相關之個

人資料保護法制，以資因應。 

無論從理論以及實務之面向，司法互助之調查取證與行政性質之情資交

換兩者在目的、途徑、範圍以及法規範面等均有所不同，值得注意的是，兩

者交錯領域可能發生的規避情形。為預防規避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限制，甚

至「以情資交換之名、行調查取證之實」之情形發生，此時證據禁止結果應

該扮演一積極的制裁功能，亦即對於自始即恣意規避者，應發生證據禁止使

用之效果。對於屬於中間較模糊地帶者，基於尊重他國主權的考慮以及國際

合作之互惠原則，應讓資訊提供國有一審查同意的空間，例如申根執行公約

第三章「警察與安全」第一節「警察共同合作」內，第39條第1項即對於各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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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國警察間之資訊交換的項目、要件及限制等為規定，第39條第2項更進一步

就此種警察資訊交換內容與刑事訴訟關連等，設下明確的限制：「被請求締

約國依據第1項交付之書面資訊，只能在被請求締約國主管之司法機關同意

後，於請求締約國之刑事訴訟程序作為證據使用。」按此，當被請求國未表

示同意或反對時，該項基於警方情資交換所得之資訊在請求國司法程序構成

證據禁止。德國司法實務對此問題強調「尊重他國權利之重要性」，他國如

反對以簡易行政管道取得之資訊作為證據時，應使用禁止。 

 

四、國際刑事司法互助調查取證所得證據之證據能力判斷 

為達蒐證目的之強制處分，不論決定或實際執行，容易侵害人權，故在

各國刑事訴訟法上亦承認「證據排除」制度，亦即基於維持正當法律程序、

司法純潔性及抑止違法偵查之原則，否則其所取得之證據恐將面臨證據禁止

的法律效果。在委託外國協助我國調查取證時，所取得證據自不能置身事外，

而應同受證據禁止之規範。考慮到請求國與被請求國法制未必相同以及國際

刑事法互助係建立在尊重、互惠等原則，證據禁止之判斷應以「違反國際普

世人權基準或我國重要法律原則」為判斷基準，而非純然以外國法或本國法

為據，我國司法實務對此問題常有意見不一、判斷標準不同等情形，頗值檢

討。本報告舉出（一）被請求國使用「刑求或其他殘酷、不人道的行為」獲

得證據（二）通訊監察資料不符合法定列舉重罪原則（三）證言之取得或使

用違反對質詰問權等為例說明此一標準之適用，兼及檢討我國司法實務對此

問題的錯誤與不足之處。最後則提出（1）提高關鍵證人來本國應訊之可能性、

（2）遠距視訊輔助、（3）要求全程連續錄音錄影及（4）允許被告辯護人於

被請求國訊問證人時在場並質問等改善之建議。 

 

五、非定罪之犯罪所得沒收之法制建議與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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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國際交流日益頻繁，許多重大刑事案件乃涉及數額龐大之金錢

或金融詐騙，罪犯亦多以洗錢或移轉至國外等方式隱匿不法所得。如何有效

率地扣押與沒收犯罪所得，並適當賠償犯罪被害人，已成為國內學界與實務

界關注之焦點。另一方面，我國頻繁的國際經貿活動也對犯罪所得之隱匿及

輸送產生推波助瀾之效；執法單位如何面對此一挑戰，有效打擊洗錢活動與

扣押犯罪所得，已然成為重要議題。 

當犯罪人在國內犯罪後，攜帶其犯罪所得潛逃國外，甚而在外國置產，

能否成功追討犯罪者國外資產的實質前提有二，首先是內國法已有裁判確認

該犯罪者的犯罪所得，其次是透過內國與各國間的司法互助協定，向外國刑

事司法機關求助，再由外國於境外執行內國刑事司法追討財產的請求。但我

國若要請求外國執行追討犯罪人的境外財產，我國刑事司法機關仍須先有沒

收該犯罪財產的法定權限，如果欠缺這些權限即向外國請求協助，不僅外國

刑事司法機關不願意配合，也會有害我國在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機制中的信

用。問題在於，當犯罪嫌疑人已經潛逃出國，甚至已經在國外死亡時，依我

國現行法難以在欠缺有罪判決時，獨立追討其犯罪所得，從這一點看來，我

國現行法上的犯罪所得及相關財物、財產上利益的追討制度，其實仍有許多

值得檢討之處。 

 

我國沒收刑屬於從刑，一般情況下，必須在被告已經獲判有罪確定，同

時也科予主刑時，才能夠一併科處沒收的從刑，我國刑法第 40 條第 1 項即規

定：「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併宣告之」，但緊扣著「有罪判

決才能沒收」的原則規定，在實務上勢必出現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如何建

構一套合理且具有實務效用的非定罪犯罪所得沒收制度，從而解決透過刑事

司法互助而追討被告留置外國的犯罪所得，當然成為我國現行刑事司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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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課題。綜觀與此問題相關的法制，大致有兩套不同的思考進路，其一是德

國刑法與刑事訴訟法上，直接在刑事司法中納入非定罪獨立沒收或追徵的相

關規定，其二則是美國於其司法實務上發展的民事沒收制度。本研究詳細的

介紹此二外國制度的規定、實務運作、檢討等，可供我國借鏡。 

 

於分析該二種制度後，本研究認為認為，若要全面性地引入美國的對物

訴訟至我國刑事司法體系，似乎仍有待斟酌。對物訴訟是一種完全與刑事司

法切割的民事（準刑事司法）制度，其之所以可以沒收的法律依據是刑事法，

但實際的程序卻是走向民事法院，我國若引納了民事沒收與對物訴訟制度，

檢察官自應向民事法院提起沒收或追徵被告犯罪所得的訴訟，這樣的制度在

民事、刑事庭明確區別的我國司法實務，是否能夠接受，不無疑問。 

 固然引入對物訴訟制度之後，政策打擊犯罪所得，甚而是沒收被告因犯

罪而不法獲得的海外資產，都可以一併解決，但採納這樣的制度時，我們無

異承認刑罰由不同法院審理判定的二軌系統，涉及成罪與否認定、罪名、自

由刑與罰金刑時，必須由刑事法院嚴格認定，但只要涉及沒入財產或犯罪所

得，則無須由刑事法院出面，而是委諸民事法院，這種作法勢必割裂我國原

有的司法系統。 

 審酌上述引納民事沒收及對物訴訟的困難之處，筆者認為或許參考德國

法制是對修正現行法時比較理想的作法，亦即，我們只要在刑法或刑事訴訟

法上，擴大承認獨立沒收制度的適用可能性，增訂因事實上不能之原因而必

須先由刑事法院裁定沒收的相關規定，同時一併增加調降證明需求的犯罪所

得沒收條文，此時絕大多數的問題都可迎刃而解，這個作法也不致過大地改

變法制現況。 

    如果可以接納此一看法，未來要能有效實現非定罪情況下的犯罪所

得沒入，或可考慮朝向幾個方向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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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現行刑法第 40 條第 2 項許可「單獨宣告沒收」違禁物或專科沒收

之物，刑事訴訟法第 259 條之 1 亦得於職權不起訴或緩起訴時「單獨宣告沒

收」，而證人保護法也有許可單獨沒收的規定，除了上述規定以外，應再擴

大得「單獨宣告沒收」的範圍，尤其包括「被告逃亡經通緝而未能到案」、

「經過調查仍無法確知犯嫌身分」、「被告業經赦免」、「被告的追訴權時

效或行刑權時效已完成」等事實上出現處罰障礙的狀況。 

    值得特別說明的問題是：就被告死亡時能不能單獨宣告其犯罪所

得，德國法持反對看法，但若以我國法脈絡而言，倒不一定要與德國法採取

相同見解。質言之，我國刑事訴訟法 470 條第 3 項規定：「罰金、沒收、追

徵、追繳及抵償，得就受刑人之遺產執行」，從該項規定觀察，當受刑人死

亡後，在遺產範圍將其財產充公，仍得認為是原刑罰之延續，而非處罰其繼

承人，基於相同法理，當被告死亡而欠缺有罪判決時，若以其遺產為限而單

獨宣告沒收，並未超出上述規定的授權範圍。基此，筆者認為新修增訂的單

獨宣告沒收仍可納入被告死亡的類型，在刑事訴訟法第 470 條第 3 項有效的

前提下，我國法尚無德國法的顧慮。 

    第二，德、美兩國都有減輕財產沒入證明需求的規定，德國是以實

體法明確限定降低證明需求的類型，而美國則是改採民事法的證明強度，這

些都是基於有效預防犯罪，從而設法全面性剝奪被告財產的政策考量，此項

規定未來應可考慮納入我國法的範圍，在此或可效法德國法第 73d 條規定，

在我國法上納入較低證明需求的實體法明文。 

    第三，雖然刑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款許可沒收供犯罪所用或犯罪預

備之物，但其沒收原則上僅限於被告所有，如果屬不構成任何刑責的第三人

所有，而故意提供給被告使用，或重大疏失不為管理而為被告持之為犯罪所

用，此時原則上不能予以沒收。然而綜觀德、美法制，該第三人雖不成立刑

責，但就預防層面而言，沒收該第三人的財物實有重大的預防功效，基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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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亦主張，我國未來可以考慮參考德國刑法第 74a 條規定，對該第三人所有

而協助犯罪之財物沒收。 

    第四，德、美兩國對於沒收相關的保全程序與救濟程序，都有非常

完整的規定，不論美國的對物訴訟及德國單獨宣告沒收或追徵的制度，都有

明確可茲依循的作法，法條也都揭明關係人以程序參與者參加裁判程序的條

件及其權利、義務，相對於此，我國法似乎仍不夠完備，特別是單獨宣告沒

收程序的關係人權利保障，現有的規定仍有待加強，未來或可參考德國法的

規定進一步落實有關規定 

 

六、區際刑法理論並不適用於兩岸現狀 

隨著海峽兩岸之接觸日益頻繁，跨境犯罪以及犯罪後潛逃至對岸，相關

訴訟程序、取證、遣返、受刑人移交及犯罪所得查扣、沒收等刑事司法互助

問題，也就隨之發生。大陸普遍意見認為，「一國兩制」的方針政策是產生

中國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最根本、最直接的因素，因此，要建立起一套符合中

國國情的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制度，就必須以“一國兩制”的方針政策為基石。

在研究區際司法協助時，需要旗幟鮮明地闡明“一國”在“兩制”中的主導地

位，無論哪個法域都責無旁貸地肩負著維護國家主權，實現國家統一的重任。

另就分裂國家的例子，主要發生在二次大戰結束，德國分裂成西德（德意志

聯邦共和國）與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但雙方仍繼續適用內容幾經修

改的同一部刑法典，即德國「帝國刑法」（RStGB）。帝國刑法於一八七一

年五月十五日公布、一八七二年一月一日施行，在東德一直適用到其一九六

八年施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刑法」，西德則適用到一九九八年公布全新刑

法為止。由於兩德有基礎架構大致相同的同部刑法典之適用重疊期，雙方刑

法秩序因此有諸多共通基點，這為西德實務奠立推行「區際刑法」理論的舞

台，讓西德刑事法院原則上得以適用東德刑法追究在東德領域之犯罪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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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為一主權獨立的國家，與香港及澳門不同，我國政府根本否定

一國兩制此一制度，因此，陸方學者附著於一國兩制框架下的區際刑法理論，

在我國無從採行。加上兩岸都認為其各自之刑法管轄權全面覆蓋至對方之領

域，此與區際刑法是指一國之內不同區域各有獨立的刑法秩序時，犯罪行為

原則上依犯罪地法律處罰的基本構想不符。以過去曾是分裂國家之兩德為

例，兩德有基礎架構大致相同的同部刑法典之適用重疊期，雙方刑法秩序因

此有諸多共通基點，故形成區際刑法之基礎。兩岸自 1949 年以後，即分別適

用各自之刑法，並無同部刑法典之適用重疊期發生，故以過去東西德之區際

刑法理論套用在兩岸現狀上，亦不恰當。 

 

七、海盜罪在近代國際司法互助之難題 

海盜罪行發生在沒有任何一國擁有維持秩序權責的公海上，破壞國際社

會透過海洋所達致在交通、經濟、科學、軍事各方面之共同利益，似此人類

公敵的行徑，當然違反世界各國的法律，不受任何國家保護，任何國家均得

拿捕審判。1958 年之日內瓦公海公約始確立了海盜行為的構成要件，並大體

上為其後之 1982 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所承襲。在典型的國際司法互助事例之

外，另外一個新興議題即為海盜罪的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問題，以現況而言，

我國沿海並無大規模、慣常性的海盜行為，所謂「我國人民作為海盜，而侵

害他人民」，進而他國要求我國將人犯移交至他國受審，或協助蒐集證據的

事例，相對而言較少。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毋寧是外國人在海外公海或其

他國家領海內，對於我國人民犯海盜罪的行為，此時我國是否有追訴權？我

國有無任何可能性，將對我國人民犯海盜罪行之人，引渡或以其他管道使其

回國內受審？倘若有實際上的困難，那麼是否有任何其他替代機制足以解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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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就次問題以海盜罪的普遍管轄權、海盜疑犯的移交、證據調查與

蒐集、刑事審判法庭的選擇、刑罰的執行等議題進行討論，並建議對於海盜

罪應該有進一步的修法，並將海盜行為的規定與國際相關實務方向接軌處

理，接續的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才有更明確的可依循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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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外國法院囑託互助法(明治三十八

年三月十三日法律第六十三號)	

                     昭和一三年三月二二日法律第一七號修正 

第一條 法院，依外國法院之委託，為民事及刑事案件相關的文書送達及證

據調查之法律上輔助。 

２ 法律上之輔助，於管轄應處理所需事務地的區法院為之。 

第一條之二 法律上之輔助，於具備左列之條件時為之 

一 委託應該透過外交機關。 

二 文書送達之囑託，應以記載受送達人及其國籍及住所或居所的書面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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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證據調查之委託，應以記載訴訟案件之當事人、證據方法之種類、應受

調查人之姓名國籍及住所或居所及須要調查事項的書面為之，關於刑事案

件，應附記載其案件摘要的書面。 

四 未以日本語作成的委託書及其相關文書，應附日本語之譯文。 

五 委託法院所屬國，應保證償還受託事項施行所需費用。 

六 委託法院所屬國，應為聲明之保證，於相同或類似事件，依日本法院之

委託應能為法律上之輔助。 

２ 於條約或應准用者，與前項之規定有相異規定時，從其規定。 

第二條 受託事項應屬其他法院之管轄時，受委託法院應移送委託於管轄法院。 

第三條 受託事項，應依日本之法律施行之。 

附則(昭和一三年三月二二日法律第一七號) 

  本法自公布之日施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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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關於國際偵查互助等法律（昭和五十

五年五月二十九日法律第六十九號）	

         最終改正：平成二十三年六月二四日法律第七四號 

 

第一章 總則（第一條－第四條） 

第二章 證據之收集等（第五條－第十八條） 

第三章 國內受刑人相關的受刑人證人解送（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 

第四章 外國受刑人之拘禁（第二十三條－第二十六條）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定義）  

本法以下各款所揭用語之意義，依各款之規定。 

一 互助 依外國之要求，提供該外國刑事案件偵查必要之證據（包含受刑

人證人解送）者稱之。 

二 要求國 對於日本國為互助請求的外國稱之。 

三 互助犯罪 因要求國互助請求而成為偵查對象的犯罪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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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刑人證人的解送 依條約為了使刑事程序證人詰問的證人得以出庭而

應為解送時，國際上的解送因刑之執行而被拘禁之人者稱之。 

第二條 互助之限制 

有以下各款情形之一時，不得為互助。 

一 互助犯罪是政治犯罪時，或是互助之要求被認為係以政治犯罪之偵查為

目的時。 

二 除條約另有規定，互助犯罪行為在日本國內實行的情形，其行為依日本

國法令不構成犯罪時。 

三 關於證人詰問或證據物提供之要求，除條約另有規定外，無要求國之書

面表明其證據係偵查所不可或缺者時。 

第三條 要求之受理及證據之送達 

互助要求之受理及對要求國證據之送達，外務大臣為之。但是，基於條約由

法務大臣為互助要求之受理，或是有緊急或其他特別情事，經外務大臣同意

時，由法務大臣行之。 

２ 依前項但書之規定法務大臣為互助要求之受理及對要求國證據之送達

時，法務大臣，對於外務大臣，就互助相關事務之實施，得要求為必要之協

助。 

第四條 外務大臣之處置 

外務大臣，受理互助之要求時，除有以下各款情形之一，應附上相關文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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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要求書或外務大臣所作成之證明有互助要求的書面，附加意見，送達法

務大臣。 

一 要求係基於條約所為者，認為其方式不符合條約時。 

二 要求非基於條約為者，要求國無同意日本國為同種要求的聲明保證時。 

第二章 證據之收集等 

第五條 法務大臣之處置 

法務大臣，關於受刑人證人解送以外之互助要求，不該當第二條各款（在法

務大臣依第三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為互助之要求的情形、第二條各款或前條

各款），而且認為同意要求係為適當時，除次項規定的情形，應採取以下各款

措施。 

一 對於認為適當的地方檢察廳檢察長，送達相關文書，命為互助必要的證

據收集。 

二 送達互助要求相關書面於國家公安委員會。 

三 送達互助要求相關書面於海上保安廳首長，或其他依刑事訴訟法（昭和

二十三年法律第一百三十一號）第一百九十條規定應為司法警察職務者所屬

之國家機關首長。 

２ 法務大臣，於互助之要求涉及法院、檢察官或司法警察保管的訴訟相關

文書之提供時，應送達互助要求相關書面於其文書保管者。   

３ 法務大臣，為了採取第一項規定的措施、其他互助相關措施，認為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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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得為關於關係人所在、其他必要事項的調查。 

第六條 國家公安委員會之處置 

國家公安委員會，接受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書面送達時，對認為適當的都道

府縣警察，應送達相關文書，指示互助必要證據之收集。 

第七條 （地方檢察廳）檢察長等之處置 

接受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命令的檢察長，必須使其檢察廳之檢察官為收集

互助必要證據之處分。 

２ 接受前條指示的都道府縣警察之警視總監或道府縣警察本部長（以下稱

「警察本部長」），必須使其都道府縣警察之司法警察官為前項之處分。 

３ 接受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書面送達之國家機關首長，必須使認為其機

關適當的司法警察官為第一項之處分。 

第八條 檢察官等之處分 

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關於互助必要證據之收集，得為於下所揭的處分。 

一 要求關係人出庭為調查。 

二 囑託鑑定。 

三 為實況辨別。 

四 要求文書或其他事物的所有人、持有人，或是保管人，提出其物。 

五 照會公務機關或公私團體要求必要事項之報告。 

六 對於提供電信設備於他人通信之用的事業經營者或為了自己業務設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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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不特定或是多數人通信的電信設備者，其業務上所紀錄的電信發信來

源、發信目的地、通信日時，或其他通信履歷的電磁紀錄中特定必要者，依

規定不得超過三十日期限(延長時，一般不超過六十日)，不消去，要以書面

請求。 

２ 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關於互助必要證據之收集，認為有必要時，依法

官所發令狀，得為扣押、附記錄命令扣押，搜索或勘驗。 

３ 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於依前二項規定所應收集的證據是業務文書等（於

執行業務過程作成，或是保管的文書、其他物稱之）的情形，涉及該業務文

書等作成或保管狀況相關事項之證明的互助要求時，對於作成者、保管者，

或其他認為有該業務文書等之作成或保管狀況相關業務上知識者，得請求關

於該要求事項之證明書的提出。 

４ 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依前項之規定請求證明書之提出時，對於請求其

提出者，必須告知提出虛偽證明書時會被科處刑罰之要旨。 

５ 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得使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為第一項至第三項之

處分。 

第九條 罰則 

基於前條第三項被要求證明書之提出者，提出虛偽之證明書時，處一年以下

徒刑或五十萬以下之罰金。但是，該行為觸犯刑法(明治四十年法律第四十五

號)之罪時，不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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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證人訊問之請求 

檢察官於以下各款情形之一，得請求法官為證人訊問。 

一 互助之要求與證人訊問相關時。 

二 關係人拒絕依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出庭或對調查為供述時。 

三 依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被要求證明書之提出者，拒絕證明書之提出時。 

第十一條 令狀之請求等 

令狀或證人訊問之請求，必須提出第二條第三款之書面。但條約另有規定時，

不在此限。 

第十二條 管轄法院等 

令狀或證人訊問之請求，必須向請求者所屬機關之所在地的管轄地方法院法

官為之；對於司法警察所為扣押或扣押物之返還的聲明不服，必須向司法警

察職務執行地的管轄地方法院為之。 

第十三條 刑事訴訟法等之準用 

關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所為處分、法官所為令狀之簽發或證人

訊問，或是法院、法官所為之裁判，除法律有特別之規定者外，以不違反其

性質為限，準用刑事訴訟法（限於第一編第二章及第五章至第十三章、第二

編第一章、第三編第一章及第四章以及第七編）以及刑事訴訟費用相關法令

之規定。 

第十四條 完成處分等的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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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長，完成互助必要證據之收集時，必須儘速，附加意見，送交收集的證

據於法務大臣。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國家機關首長完成證據之收集時，亦

同。 

２ 都道府縣公安委員會，於警察本部長完成互助必要證據時，必須儘速，

附加意見，送交收集的證據於國家公安委員會。 

３ 國家公安委員會，接受前項送交時，應儘速，附加意見，送交法務大臣。 

４ 依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接受互助之要求相關書面之送交的訴訟相關文書

保管者，不能儘速附加意見送交該文書或謄本於法務大臣時，互助要求相關

書面，必須送回於法務大臣。 

５ 法務大臣，於第一項、第三項或依前項之規定接受送交的情形，認為有

必要時，應訂定要求國必須遵守關於證據之使用或是返還的條件。 

６ 法務大臣，於無遵守前項條件之聲明的要求國保證時，應不為互助。 

第十五條 不為互助時之通知 

法務大臣，於採取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或是第二項之處置後，認為

不為互助為適當時，應無何延遲，通知其要旨於接受互助要求書面送交之人。 

第十六條 協議 

法務大臣，認為要求該當第四條第一款或同意要求不適當而不為互助以及訂

定第十四條第五項之條件時，應與外務大臣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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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法務大臣，採取第五條第一項各款之處置時，除了要求涉及證人訊問，

或於其他互助要求相關書面為證據收集之機關明確的情形外，依其所管，應

與國家公安委員會及同項第三款之國家機關首長協議。 

第十七條 最高法院之規則 

此章所規定者之外，關於令狀之簽發、證人訊問及聲明不服程序的必要事項，

由最高法院定之。 

第十八條 國際刑事警察機構之協力 

國家公安委員會，由國際刑事警察機構，接受關於外國刑事案件偵查協力之

要求時，得採取以下各款措施。 

一 指示認為適當的都道府縣警察為必要的調查。 

二 送達相關協力要求書面於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國家機關首長。 

２ 第二條（除第三款）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３ 國家公安委員會，認為有採取第一項規定措施的必要時，得使警察廳之

職員調查關於關係人所在地或其他必要事項。 

４ 國家公安委員會，關於第一項之措施，除依要求為調查的機關明確時，

依其所管，應與同項第二款之國家機關首長協議。 

５ 國家公安委員會，採取第一項之措施時，應聽取法務大臣之意見。 

６ 接受第一項第一款之指示的都道府縣警察之警察本部長，應命其都道府

縣警察之警察官採取調查之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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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接受關於協力要求書面送交的國家機關首長，得

命具司法警察身份之機關職員，採取與該要求相關之調查必要措施。 

８ 警察官或前項國家機關之職員，關於前二項之調查，得質問關係人、為

實況辨別，要求文書或其他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為其物之提示，或

是得照會公務機關或公私團體要求必要事項之報告。 

第三章 國內受刑人之受刑人證人解送 

第十九條 受刑人證人解送之決定等 

法務大臣，於要求國基於條約，為國內受刑人（在日本國，執行徒刑、監禁

或是國際受刑人解送法（平成十四年法律第六十六號）第二條第二款規定之

互助刑，而被拘禁者稱之。以下相同。）之受刑人證人解送要求的情形，認

為不該當第二條第一款、第二款或是以下各款（依第三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

法務大臣在為互助之要求之受理的場合、第二條第一款或第二款、第四條第

一款或是其次之各款），而且同意要求係屬適當時，應定解送國內受刑人的

期間，為該受刑人證人解送之決定。 

一 無國內受刑人之書面同意時。 

二 國內受刑人二十歲未滿時。 

三 作為解送國內受刑人期間被要求的期間超過三十日時。 

四 國內受刑人犯罪相關案件繫屬於日本國之法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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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第十四條第五項及第六項以及第十六條第一項之規定，有涉及國內受刑

人之受刑人證人解送之要求的情形，準用之。於此情形，必要的技術性用詞

取代，以命令定之。 

３ 法務大臣，為第一項之決定時，對於收容國內受刑人之刑事設施首長，

命為該決定之引渡的同時，必須通知其要旨於該國內受刑人。 

第二十條 關於引渡的處置 

法務大臣，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為命令時，必須送達同意許可證於外務大臣。 

２ 外務大臣，依前項規定接受同意許可證之送達時，必須直接送達於要求

國。 

３ 儘管有前二項之規定，於依第三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法務大臣為互助要

求之受理的情形，對於要求國同意許可證之送達，應由法務大臣行之。 

４ 依前條第三項接受命令的刑事設施首長，因要求國主管機關提示同意許

可證，要求國內受刑人之引渡時，必須引渡國內受刑人。 

５ 依前項規定接受國內受刑人解送的要求國主管機關，應該儘速護送國內

受刑人於要求國。 

第二十一條 國內受刑人之解送期間之處理 

國內受刑人，作為受刑人證人被解送之期間（未受身體拘束期間除外），視

為受刑之執行的期間。 

第二十二條 刑事收容施設及被收容人等處遇法律之特別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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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二十條第四款之規定引渡國內受刑人至要求國之主管機關關於刑事收容

施設及被收容人等之處遇法律（平成十七法律第五十號）第五十二條、第五

十三條第一項（包含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六項準用的情形）及第二項、第

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第一百條第四項、

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三項、第五項及第七項、第一百六十四條第一項（包含同

法第一百六十五條第三項準用的情形）、第一百六十六條第三項（包含同法

第一百六十七條第四項及第一百六十八條第四項準用的情形）、第一百七十

一條、第一百七十四條以及第一百七十五條規定之適用，不視為釋放。 

２ 刑事收容施設及被收容人等之處遇法律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三款除外）、第五十五條、第九十八條第五項（限於涉及第一款的部分）、

第九十九條、第一百三十二條第四項至第七項及第一百七十六條之規定，於

依第二十條第四項之規定引渡至要求國主管機關的國內受刑人脫逃或是於死

亡時，其遺留物、作業獎勵金，或是禁止或中斷收發的書信、書信刪除或凃

消部分之複製，準用之。於此情形，同法第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五項第二款及

第七項中「第五十四條第一項各款之一」部分，應用「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

一款」一詞取代；同條第六項中「第五十四條第一項」部分，應用「第五四

十條第一項（除第二款或第三款）」一詞取代。 

第四章 外國受刑人之拘禁 

第二十三條 外國受刑人之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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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於有外國受刑人（於外國因有期徒刑或拘役刑或是與此相當之執行

被拘禁者謂之。以下相同）在日本國刑事程序作為證人詰問之決定，接受受

刑證人之解送，由該外國主管機關所為外國受刑人之引渡時，必須依事先簽

發的接收解送拘禁狀，拘禁該外國受刑人。 

２ 逃亡犯罪人引渡法（昭和二十八年法律第六十八號）第六條第一項至第

三項及第七條，以及，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三條第三項、第七十

四條及第一百二十六條之規定，關於依前項之接收解送拘禁狀拘禁外國受刑

人的情形，準用之。於此情形，必要的技術性用詞取代，以命令定之。 

第二十四條 對外國主管機關之解還 

接受受刑證人之解送，由該外國主管機關所為外國受刑人之引渡時，必須於

接受其引渡起三十日內，解還該外國受刑人至該外國主管機關。但因天災或

其他不得已的事由，不能於此期間內解還外國受刑人於該外國主管機關時，

不在此限。 

２ 檢察官，依前項之規定解還外國受刑人於該外國主管機關，於有必要時，

依前條第一項之接收解送拘禁狀，得使檢察事務官、警察官、海上保安官或

海上保安官見習員，為該外國受刑人之護送。於此情形，準用刑事訴訟法第

七十四條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 外國受刑人拘禁之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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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限於外國受刑人有生病或其他不得已事由的情形，得責付依接收解

送拘禁狀而被拘禁的外國受刑人於醫師或其他認為適當之人，或是限制外國

受刑人住居，而為拘禁之停止。 

２ 檢察官，認為必要時，得隨時取消拘禁之停止。 

３ 逃亡犯罪人引渡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至第五項之規定，於依前項規定取

消外國受刑人拘禁之停止的情形，準用之。於此情形，必要的技術性用詞取

代，以命令定之。 

第二十六條 脫逃罪之特別規則 

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被拘禁的外國受刑人，視為依裁判之執行而被拘

禁的未判決人，適用刑法第九十七條或九十八條或是第一百零二條（限於第

九十七條或第九十八條之未遂部分）之規定。 

附則 

第一條 施行日期 

此法律，自昭和五十五年十月一日起施行。 

第二條 溯及措施 

此法律，於此法律施行前所犯之罪相關的外國互助要求及國際刑事警察機構

之協助要求，亦適用之。 

第三條 對於檢察官調查之人旅費、津貼、住宿費等支付法之一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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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檢察官調查之人旅費、津貼、住宿費等支付法(昭和二十四年法律第一百

三十一號)之一部，如下修正。 

第一項中「刑事訴訟法(昭和二十三年法律第一百三十一號)第二百二十三

條」之下，增加「或是國際偵查互助法(昭和五十五年法律第六十九號)第八

條第一項或第三項」。 

第四條 警察法之一部修正 

警察法(昭和二十九年法律第六十二號)之一部，如下修正。 

修正第五條第二項中「左列」為「下列」、第十四款移作第十五款、第六

款至第十三款各自往下順延一款、第五款之後增加以下之一款。 

六 關於國際偵查互助 

修正第二十三條中「左列」為「下列」、第六款移作第七款、第二款至第

五款各自往下順延一款、第一款之後增加以下之一款。 

二 關於國際偵查互助 

修正同條第二項中「前項第四款至第六款」為「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 

修正第三十條第一項中「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至第五款、第七款至第九款以

及第十二款至第十四款」為「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至第六款、第八款至第十

款以及第十三款至第十五款」。 

修正第三十三條中「第五條第二項第八款」為「第五條第二項第九款」。 

第五條 法務省設置法之一部修正 



附錄二：關於國際偵查互助等法律（昭和五十五年五月二十九日法律第六十九號） 

251 

 

法務省設置法(昭和二十 年法律第一百九十三號)之一部，如下修正。 

修正第七條「左列」為「下列」、「掌管(掌る)」為「掌管(つかさどる)」、

第二款如下修正。 

    二 關於犯罪人之引渡以及國際偵查互助事項 

第六條 海上保安廳法之一部修正 

法上保安廳法(昭和二十三年法律第二十八號)之一部，如下修正。 

第七條第九款之後增加以下之一款。 

    九之二 關於國際偵查事項 

附則 (平成十六年六月九日法律第八九號) 摘錄 

第一條 施行日期 

此法律，由公布之日起算經過二十日起施行。 

但是，第一條中增加第三章及第四章於國際偵查互助法的修正規定以及附則

第三條第第五條之規定，由公布之日起算經過六個月之日起施行。 

第二條 溯及措施 

此法律，於此法律施行前所犯之罪相關的外國互助要求及國際刑事警察機構

之協助要求，亦適用之。 

附則(平成一七年五月二五日法律第五○號) 摘錄 

第一條 施行日期 

此法律，於公布之日起算不超過一年的範圍內，自命令所定之日起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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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檢討 

政府，於施行日起五年以內，關於法律施行之狀況，加以檢討，認為有必要

時，應該基於其結果尋求所需措施。 

附則(平成十八年六月八日法律第五八號) 摘錄 

第一條 施行日期 

此法律，於公布之日起算不超過一年的範圍內，自命令所定之日起施行。 

附則(平成二三年六月二四日法律第七四號) 摘錄 

第一條 施行日期 

此法律，由公布之日起算經過二十日起施行。 

但是，以下各款所揭規定，自該各款所定之日起施行。 

一 第二條之規定、第三條中關於組織犯罪之處罰及犯罪收益規定等法律(以

下稱「組織犯罪處罰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之修正規定、第四條第第五條之

規定以及第十條至第十二條及第十六條之規定，於公布之日起算不超過一年

的範圍內，自命令所定之日起施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