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第一章
導論：裁判與到場說明權責

本書是 「審判的試煉」 系列套書的第二本，該系列是藝術與人文研究委
員會所贊助的三年期專案。最終目標希望能夠為刑事審判制度提出一套適切
的規範基礎，用以說明刑事審判所要達到的目的，所奠基的價值觀以及要表
達的價值取捨，以及審判在國家社群正式的處理犯罪系統底下扮演的角色；
最後則是解釋審判制度應該設計成什麼樣子，以及我們何時（或是否）或為
何需要它。
本系列套書第一本書的導論說明了本專案的概括內容與重要性，並回應
1

部分針對刑事審判制度加以論述的批判。 我們在此不贅述那些內容，但是
2

要特別說明當初為什麼要推出這套「審判的試煉」： 我們要以什麼樣的判決
先例，以誰 的名義，適 用何種審判 標準，才能 對「審判程 序」進行審 理
（putting the trial on trial）？除了玩味語彙本身以外，本系列之所以如此命
名，部分是著眼於刑事審判程序是一種法律事件，它本身就可以當作被審理
的客體；我們可以探究審判程序與自身內建的法律標準及判斷因素相符合的
程度有多少。但是，另外一個更廣泛的意涵是，審理（trial）的本質就是一
3

種 「 試 驗 （ test ）」。 例 如 ， 有 些 「 檢 視 （ test ）」 可 以 是 指 準 司 法 程 序
4

（quasi-judical），人們會被要求以解釋說明他們的行為； 或者人們的行為
能力或是否具備特定身分的適格性，會在「審判期」進行檢驗；「考驗與磨
難（trials and tribulation）」可以視為是人格的砥礪石；抑或是測試計畫或臨
床實驗中的實驗嘗試。這些相異現象的共通特色就是有某人或某樣東西被拿
來測試，而他們的反應與結果會根據某些確定的標準來加以判讀。這也為本
計畫帶來第一個，也是很大的挑戰。我們必須問兩個問題，要測試的東西到
底是什麼，以及什麼是適切的標準和判斷因素。
第一個問題看起來沒什麼威脅性，畢竟我們都很熟悉刑事審判制度，至
1

「導讀：建構刑事審判的規範理論」，收錄於 審判的試煉 I ：真相與正當法律程序
（Oxford，Hart Publishing，2004）
，頁 1。
2 參照 B van Roermund，
「政治審判與和解」
，收錄於本書，頁 225 之後，頁 230。
3 參 照 審 判 程 序 的 宗 教 上 起 源 相 關 討 論 ， 收 錄 於 R Fenn, Liturgies and Trials. The
Secularisation of Religious Language (Oxford, Blackwell, 1982).
4 參照，例如 C Hitchens, The Trial of Henry Kissinger (London, Verso Book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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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是在其它具有現代西方國家刑事司法制度的國家所施行的類似的程序。然
而，即使我們已經把範圍限縮到現代與我們熟悉的世界，「刑事審判」還是
5

具有不同的面貌。 有些審判程序是有經過辯論的，然而有許多（甚至是大
多數）審判程序的內涵只有一個「認罪」自白，之後就是量刑程序，整個流
程幾乎已經或多或少自動化。部分的審判程序是由陪審團或不具有法律專業
背景的治安法官（magistrates）下判決，而部分的審判程序則是由專業法官
單獨下裁決。在某些國家，審判程序是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
（adversarial）」，其他國家則採取「糾問制（inquistorial）」（有些人認為這個
二分法沒有實益，因為當事人進行主義的程序中已經吸收了部分「糾問制」
6

的特色，反之亦然）。 部分審判程序處理「一般」的犯罪，部分程序則處理
7

政治犯或政治衝突，或者「不人道的犯罪行為」。 我們也必須考量由「真相
與和解（Truth and Reconciliation）委員會」主導的調查程序，其中部分特
徵與我們所熟知的「通常」刑事審判制度類似，部分特徵則截然不同。

8

因此，我們必須自問：是否只針對狹義的「刑事審判」制度提供規範基
礎，而不及於其他審判程序（Hodgson 在本書的論文會探討這個問題，主要
重點是，在當事人進行主義或糾問制的體制下，國家、審判、或審判程序當
9

事人分別對於審判程序具有不同看法）。 同時，我們也要問：政治犯的審
判，以及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審判是否要跟「一般」、「正常」的審判程序分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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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來說，所謂的對立式的審判制度（即今日世界各國刑事司法的主流理論）其實
是相對新的制度，是十八世紀末期才發展出來的理論，而且也是屬於例外的審判形
式。請參照 J Langbein, The Origins of the Adversary Criminal Tri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相關討論請參照，例如 P Duff，
「蘇格蘭刑事審判概念的轉變：同意義務─針對無爭
議證據」
，H Jung，
「真相？刑事訴訟程序之中真實的事證、印象和自白」
，以上均收錄
「糾問制與當事人詰問制的審判概念」
，收錄於
於審判的試煉 I，同註 1；J Hodgson,，
本書。
參照 L Douglas，
「加害者司法程序與教誨式審判」
，收錄於本書。
參照 B Van Roermund，
「政治審判與和解」
；S Veitch，
「判決與到場說明」
，收錄於本
書。
關於此項主張的經典分析，請參照 M Damaska, 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he Legal Proces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ter

第一章
導論：裁判與到場說明權責

別處理？抑或這些特殊的審判的理論基礎對於「一般」、「正常」的審判程序
有任何啟發性？

10

第二個問題，也就是我們應該適用哪些標準或判斷因素來檢驗「刑事審
判程序」，乃本專案的核心，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處理刑事審判的
適切目標，整套制度設計的價值觀（道德、政治、社會或經濟？）為何，以
及審判程序應如何以這樣的價值觀加以衡量實效性。本系列套書的第一冊已
11

經探討了這個問題的部分關鍵議題。 其討論主要集中在刑事審判程序的核
心，但也是爭議很大的議題─「真實」在審判程序扮演的角色。亦即，刑
事審判制度在何等範圍內，得以或應該致力於發現真實？為什麼要追求此等
目標的目的？那些文章也論及了審判程序架構的部分核心議題，尤其是「正
當法律程序」這個概念底下所涵蓋的內容。本書延續部分相同的主題（在類
似這系列的專案是不可避免的），但將焦點轉移到審判程序的目的是要讓做
錯事的人有機會到場說明，同時讓他們能夠得到一個適切的判決。本系列最
後一本書，將由四位編者共同著作，將基於這些文章的討論，以及我們在本
專案過程中的討論。試圖發展出一套更完整的刑事審判程序規範理論，或至
少是一套適當的規範基礎。接下來的導論，我們將簡單評論兩個本書主要探
討的議題，以及各篇論文與這兩個議題的關聯性。底下先討論「要求到場說
明（calling to account）」，我們相信這個口號，事實上指出了刑事審判制度
之所以特殊的一個重要特徵，接下來我們才能討論經過要求到場說明的程序
之後衍生出來，始具有正當性基礎的「裁判」。

1. 要求到場說明
刑事審判是一套流程，由國家要求嫌疑犯來說明他的不法行為。我們之
所以這樣主張，部分是因為我們不認為刑事審判程序的目的只是為了建立過

10 van Roermund、Douglas 以及 Veitch 在本書所提出的問題，詳後述。
11 「審判的試煉」I，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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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發生的事實（這個嫌疑犯是否真犯了罪），或者只是為了決定未來應該如
何處置（這個嫌疑犯是否應受到刑事處罰，或其他的官方制裁）。它的目的
在於賦予被告在審判程序中具有核心地位，或至少理論上積極的參與者角
色，因為被告是刑事訴追的對象，是要求來說明控訴罪行的人，應該為他自
身的所作所為負責，如果被認定有罪的話，被告也是要接受法律非難的對
12

象。 換句話說，我們主張不應純粹從審判程序的制度面著眼，而應該從刑
事審判程序具有溝通和象徵性的目的與功能著手。然而，如果我們要將「要
求到場說明」變成刑事審判的核心口號，我們必須回答三個問題。首先，誰
應該被要求，由誰人要求，以什麼標準（因為當我們要求某人來說明的時
候，我們必須援引標準才能說明為什麼有必要為如此的要求，並以之判斷該
某人給予的說明是否恰當）？第二，為什麼審判程序必須要求嫌疑人來說
明，其重要性何在？為什麼不能直接調查並判斷被告是否有罪就好？第三，
什麼叫做適當的說明？單純的事情發生經過就足夠，還是必須包括法律評
價？如果包括後者，法院或者在法庭程序的其他人，應該憑藉什麼來作出法
律評價？一個適當的說明是否只處理系爭刑事訴追案件相關的事實，或者應
該著眼於被告與被害人之間的關係，而考量更廣泛的事實？這樣的說明，不
論是明示或默示，是否也應該將被告與被害人所處的社群，或所共處的機構
納入考量？

13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很明顯：被要求來說明的對象是被告，是由政治社群
透過法院來要求，法院的任務就是要執行該社群的法律，要求說明的標準就
是這些法律所定下的規則，說明的內容就是這些法律所定義的刑事不法行
為。雖然這樣的答案倒也不是錯誤的，但是這個答案不完整，也並非毫無疑
問（我們稍後就會分析）。然而，這個答案也開啟了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國
家要求嫌疑人來說明的原因之一（而不是直接認定嫌疑人是否犯罪），在於

12 關於刑事審判此種概念的敘述，可參照 RA Duff, Trials and Punish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 4.
13 關於這個問題的不同面向討論，可參照，Clark、Douglas、van Roermund 以及 Veitch

在本書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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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程序似乎在一定程度內尊重嫌疑人是個可以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人與公
民，套句 Roberts 的話：「這是將嫌疑人當作主體來看待，必須賦予他們為
14

自己答辯的權利。」； 以 Hildebrandt 的話來說，這樣的程序承認嫌疑人同
時是這套刑事制度所適用規範的主體與客體，因此必須讓他們在規範的詮釋
15

中享有發聲的地位。 但是，若我們的目的是要解釋為何我們或法院有權 要

求 被告來說明，這樣的答案是不完整的：它只說明了為何應該允許被告有
為自己答辯的機會，卻沒有解釋為什麼他們應該須被 要求 來說明─這暗喻
了我們命令或期待被告 應該 來回應刑事控訴，並提供說明。
著眼於被告應該被當成公民，也是刑事審判制度所適用規範（即刑事實
體法）的主體與客體，我們可以試著完整地回答第二個問題：亦即被告作為
自願受到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拘束的公民。倘若我違反了自己所自願服膺的規
範，身為社群的一份子，我自然應當對自己的違規或不法行為，向全體社群
加以說明；這也是負責任的行為人（responsible agents）的內涵─亦即有能
力，以及可被期待為自己的言行負責的人。這樣的概念是無所不在的，也就
是犯錯的人應該被要求說明他們的行為，為他們的不當言行負責，且不僅僅
是對被他們直接傷害的人負責，也包括要向共同遵循相同規範的社群負責。
這個概念鞏固了部分論者的主張（例如 Douglas 在本書論文所討論的內
容）：犯下殘暴罪行的人在一段時間隔離之後，必須對他進行審判，以重申
社群所共同遵循的規範內容。這個概念也強化，以及解釋了部分對於真相與
和解委員會調查程序的質疑（參照 van Roermund 以及 Veitch 於本書論文的
討論）：因為該委員會所給予的赦免是依據「行為人對犯罪的事實情狀為完
16

17

整而誠實的說明」， 而非基於行為人表達了任何的懺悔之意； 因此行為人
得以一方面說明他們所犯下的罪行，一方面卻不需要為他們的行為負責。我
們也可以在「修復式刑事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的語彙中發現這樣的概

14 P Roberts，
「刑事程序傳統的理論化：刑事司法的主體、客體與價值」
，收錄於本書。
15 M Hildebrandt，
「審判與『公平審判』
：從同儕、客體到公民」
，收錄於本書。
16 Van Roermund，本書，頁 185-9。
17 Veitch，本書，頁 1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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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它也是部分修復式刑事司法談到「道歉」的核心：因為道歉是對自己的
18

行為作出和解式及悔悟的說明，也是為自己行為負責的方式之一。 然而，
在討論刑事審判制度時，這樣的概念卻有不少的問題，我們在此僅討論其中
兩個問題。
首先，如果刑事審判既要求被告來說明，或為他的行為負責，為何仍允
許被告保持緘默？被告在警察偵查與審判過程中的緘默權，其法律上的定位
19

與根據富具爭議， 而且該項權利在某種程度已經被立法者所削弱，蓋法律
20

允許法院可以因為被告保持緘默而獲致不利於被告的心證。 被告有義務於
21

經傳喚時出庭應訊，而且被期待要認罪，儘管不是被強迫認罪。 進一步來
說，若檢察官能夠提出強而有力的證據足以定罪（假設沒有被推翻的話），
保持緘默的被告仍然會被判定有罪。即便如此，被告並無任何 義務 要在認
定有罪無罪的過程中扮演任何積極的角色，是檢察官要證明被告有罪，不是
被告要證明自己無罪。若此，我們如何能說刑事審判要求被告到場說明呢？
或許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是：儘管被告確實被 要求 來說明，他們沒有法律
上的 義務（ required ） 要為自己的行為說明，就算違反這些義務可能遭致痛
苦或其它懲罰；而這是考量保護被告及被告的良知自由免於被國家權力恣意
的脅迫。另一部分的答案或許是：唯有當檢察官已經在公開法庭提出了初步
的犯罪證據，足以讓法官或陪審團認為被告的犯行已經超越了合理的懷疑
（beyond reasonable doubt），被告才被要求到場說明。也只有在此時，被告
才有為他們被控訴的犯罪提出說明及負責的必要。若檢察官已經盡到其舉證

18 參照 E Girling、M Smith 以及 R Sparks，
「言語的情境：審判與其他替代方案（The

」
，收錄於本書，對於道歉的對話式動態與
Trial and its Alternatives as Speech Situations）
儀式有詳細討論。
19 參照 A Ashworth 和 M Redmayne，
「刑事審判程序（The Criminal Process）
」
，第三版，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年，頁 89-99。
20 例如，1994 年刑法與行政命令法（Criminal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 1994）
，第 34
至 37 條；1996 年刑事程序與調查法（Criminal Procedure and Investigation Act 1996）
，
第 5 條。
21 倘若被告不認罪，法律上視為被告為「無罪答辯」
，請參 1967 年刑法（Criminal Law
，第 6 條(1)(c)。
Act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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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被告必須提出證據支持其無罪的答辯，或者接受定罪與罰責。
第二個問題顯然較深入，也較為嚴肅。假若被告被要求到場說明的性
質，同時具有用以評價被告行為的規範主體與客體地位，「我們」又應該如
何回應或描述被告的言行，尤其當被告已經拒絕遵守這些規範或者不認為自
己屬於規範主體的一份子的時候？這個問題尤其凸顯在「政治犯」的刑事案
件，這些政治犯正是拒絕適用規範，拒絕服膺於施行該規範的政權而被審
22

判。 然而倘若我們接受 van Roermund 在本書所主張的每個審判都有不可
避免的政治面向，或者 Veitch 在本書所主張在不公平的社會不存在公平的
審判等論點，這個問題對所有的審判來說就會是大問題，因為我們就無從再
假設：出現在法庭的被告進行說明時，同時具備用以評價他的規範主體與客
體身分。
這個爭議也會引導我們重新回顧第一個問題：誰被誰要求來進行說明。
許多非正式的法律外途徑的重要特徵之一在於要求說明是雙向的過程：被要
求來說明的人，他的回應可以是要求控訴者提出說明─控訴者不能指謫這
樣的要求不恰當。在刑事審判程序，我們看到的是檢察官，以及被告，單向
進行說明的過程：檢察官被要求要提出對被告的具體控訴，公開說明控訴的
決定，同時在控訴最後被認定欠缺依據或顯無理由的時候，必須受到正式或
23

非正式的批評。 然而，我們的刑事審判程序並未賦予被告權利，得以要求
國家或政治社群進行說明：被告不被允許主張適用於他們身上的法律欠缺正
當性，或者國家沒有法律上或道德上的權利來審判他們。即便被告可以爭論
審判所適用的法律的部分意義（該論點請見 Hildebrandt），但可以爭論的範
圍也是相當有限。有時候，被告事實上可以提出政治言論的抗辯：治安法官
偶爾會允許基於政治原因而犯罪的被告在答辯其行為的「必要性」時，偷渡
22 關於這個問題的有趣發展，請參照，E Christodoulidis，
「不能被聽到的異議：法庭內的

溝通與合法性」，收錄於 審判的試煉 I， 同註 1， 頁 179，援 引 N Ballesttrini, Les
Invisibles (Paris, POL Editeur, 1987).
23 參照，例如 Sir William Macpherson 報告，The Stephen Lawrence Inquiry (Cm 4262-I;
London, TSO, 1999)；以及 Sir Anthony Campbell 和 Dr Raj Jandoo 所提出對於 1998 年
的 Surjit Singh Chhokar 謀殺案的報告，網址：http://www.scottish.parliamen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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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內容的抗辯；陪審團偶爾也會無視法律。但是這樣的情形毋寧是少見
的，範圍也有限。進一步而言，這種抗辯在法律上的定位令人質疑：在這種
案件裡，我們不確定到底是在適用法律與規範，或擴張適用，抑或不予適用
法律與規範。

24

上述的討論就涉及了第三個問題的面向之一。儘管偶有部分的政治言論
的抗辯會出現在刑事審判中，儘管法官或陪審團偶爾會對政治性案件給予較
寬鬆的法律適用，這樣的情形也不會導致法律實體內涵的改變。況且，很明
顯地，在這樣的審判程序，國家或法律並不會認真或完整地對此點加以說
明。接下來的問題就會是：因為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會有其他的場域
25

可以挑戰國家或當權者，並要求他們進行說明。 但是，即便國家或當權者
沒有被正式地要求在刑事審判程序中進行說明，公開審判的形式確實也具體
呈現了法律以及當權者的規範，而開啟了大眾對法律進行反思批判的可能
性。一旦我們開始考慮被告以外的事情，被告作為刑事審判中最明顯被要求
進行說明以及被審判的對象，我們可能會發現其他關係人涉入其中或應該負
責的其他可能性。Sherman Clark 以「被告必須被允許可以詰問檢察官的證
人」的原則為出發點，來說明刑事審判如何協助建構及建立政治社群的合憲
地位：這樣的原則清楚地表達對於同儕市民進行控訴的人必須要在他的面前
進行控訴，才能展現他所謂「對等直率（egalitarian forthrightness）」的美
26

德。 這點提醒了我們，「要求到場說明」至少涉及兩方：要求的人，以及
被要求來說明的人。假若是整個社群的人要求被告來進行說明，那麼至少社
群的成員必須準備好要在程序中扮演適當的角色，包括當證人─證人的角
色預設就是要來進行說明的人，說明他們所知所見，並回答對造辯護人的質
疑。（雖然要求到場說明在這個意義上不必然意味著來說明的人在審判程序
24 參照 Lord Advocate’s Reference (No. 1 of 2000) 2001 SCCR 297，提出下級法院與上級法

院之間關於此議題的緊張與衝突關係。
25 參照 Duff，同註 12，頁 135-9。關於此點的批判，請見 Veitch，收綠於本書，頁 164-

70。
26 SJ Clark，
「
『你覺得你是誰？』
：刑事審判與社群特質」
，收錄於本書。他也從米蘭達原

則（Miranda rule）演繹出嫌疑犯必須被告知他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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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地位」。請參照 Hildebrandt 對於被害人地位的討論。）
當我們思考社群的成員在審判中的角色時，我們不可避免地會想到各種
市民參與審判的模式─最明顯的就是陪審制，此外也包括不具法律專業背
27

景的治安法官或法官。 關於這些不具法律專業背景的成員在刑事審判中的
角色，其中一個問題是：他們是否具備適切的能力與地位，足以作出刑事判
決？我們會在下一段討論。但是其他的問題則關切到，為何我們仍然堅持人
民參與刑事審判程序的其他理由。舉例而言，我們可否說人民參與刑事審判
符合民主的價值？Tatjana Hörnle 探討了這個問題及其他支持人民參與刑事
審判程序的論點，她發現這樣的論點普遍來說欠缺說服力，尤其當這些論點
多半著重於人民參與審判程序對於提升民主素質，或審判的公平性產生實質
的差異。她的結論是：人民參與刑事審判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重要
28

性。 Clark 或許可以同意這樣的結論，我們只需再補充一點：對於我們自
我建構為一個政治社群而言，這樣的象徵符碼是很重要的。然而，Mike
Redmayne 的論點更加深入：在使用陪審團制度上，他區分「以法院為中
心」及「以人民為中心」兩套不同的理念。前者關注的是陪審團的能力問
題，因為他們必須要認定事實並進行判斷；後者則關切這些參與其中的陪審
員在管制他們所屬社群的行為這個面向，具有什麼樣的重要性與影響力。

29

因此，我們或許能夠主張，陪審員或不具法律專業背景的治安法官象徵著社
群的代表，被控訴的人必須在他們面前進行說明。我們也可以說，陪審員或
其他參與審判程序的社群代表，以及其他專業的代表例如法官，也是到場進
行說明的人，他們在審判程序扮演一定的角色；他們肩負一定的職責，同時
必須對於他們履行職責的方式負責。

30

27 我們應該也要思考審判程序中其他參與者的角色，以及他們的任務（包括他們被期待

發揮的功能）
。這是 Paul Roberts 在本書所強調的論點之一。
28 T Hörnle「民主究責與人民參與審判」
，收錄於本書。
29 M Redmayne，
「陪審團制度的理論化」
，收錄於本書。他也區分第三種理念，也就是

「以被告為中心」
，然而他主張這種理念的合法形式事實上會落入另外兩種理念的其中
一種。
30 倘若他們能夠負責，他們應該要被期待針對他們的決定提出理由：雖然這個問題很重
要，我們在此無法詳加討論。關於相關改革的討論，請參照 Auld LJ, Review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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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基於上述的理由，我們可以把「要求到場說明」的概念延伸到其他
參與者身上，儘管探討他們的角色功能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不過我們必須認
知「要求到場說明」的焦點是在被告，亦即要針對他們被控訴的行為進行說
明的人（即使我們必須規定那些要求被告到場說明的人也必須為一定的說
明）：倘若刑事審判制度的正當性源自於它具有要求到場說明的本質，那麼
要求被告到場說明應該是這個本質的核心。然而，這樣的正當性在兩個面向
來說，仍然是不完整的。
首先，有許多要求到場說明的情形，事實上不涉及或有進行審判的必
要。如同我們前面所說的，「修復式刑事司法」的支持者通常會主張它的非
正式，不具處罰性的，以其參與式的程序都比刑事審判程序更能有效讓犯罪
者適當地說明他們的行為。

31

其次，即便我們認為在一個公開而且正式的程序裡，要求犯罪的人到場
說明是有意義的（假設犯罪的特徵就是一個「公開的」不當行為），可能還
是無法清楚說明為何這件事的重要性足以正當化刑事審判的整個制度。尤
其，當我們考量許多案件基於被告認罪（更常見的是一個協商的過程，而不
是單純被告自白他被控訴的犯行），而完全沒有進入審判程序就結案的情
形，這個論點就更加凸顯其意義。Weigend 在其文章中指出，認罪協商程序
及其他機制已經實質地讓人感覺不那麼需要一個正式、辯證的、公開的審
判，同時他也探討目前的正式審判程序的重要性與實質功能為何。他認為這
個議題沒有一個合理的普遍性的答案，例如從發現真實的目的或社會教化功
能而言：當發現真實的功能已經被移轉到審判前置程序以及大量的「認罪」
自白程序時，最合理的答案應該是「審判程序應該至少保持其身為一個管控
機制的功能，控管有罪判決的合理性」，而且制度上應該要設立「簡式審判

Criminal Courts of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TSO 2001; http://www.homeoffice.gov.uk)
chs. 5, 10 and 11.
31 但請參照 Girling、Smith 以及 Sparks，收錄於本書，討論修復式司法程序的內容，以
及主張刑事審判程序與修復式司法之間的對立有點言過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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