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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審判飽受抨擊
刑事審判飽受抨擊。抨擊有四種形式。第一種，審判的傳統概念從前視
為是神聖且重要的原則，現在都正受到挑戰或腐化中。在英格蘭和威爾斯地
區，陪審團審判權力已受到限制，且法官的角色也已改變，為了要更有效率
的 管 理 及 處 理 案 件 。 不 良 的 品 德 證 據 、 一 罪 不 二 罰 、 緘 默 權 （ right to
silence）的規定也經過大幅修改，據稱是以重新平衡司法制度以利於受害者
之名。在「重新平衡」背後的政治動能快速聚集且更進一步威脅並腐蝕刑事
審判的傳統概念。
第二種是，為了追求安全，尤其是因為避免恐怖主義，一起合理化否定
某些人參與公平審判的權利，同時讓他們遭受看來是懲罰的結果。參與公平
審判的權利，是受到經 1988 年英格蘭人權法案通過生效的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的保護，但政府不是例行地減損這個權利，就是避免建立相關的保護程
序。最諷刺的是，經由人權法案支持這項權利的政府，卻採取行動來搞破
壞。沒有經過完整的公開刑事審判就讓拘禁合法─未經應該將之合法化的
公開審查條件，也沒有刑事被告正常應得的權利或保護，有的只是簡化的上
訴過程。未經審判的拘禁引起了大眾前所未有的激辯，包括政治人物、學者
專家、及廣泛大眾，討論犯罪活動中涉有嫌疑的公民該有何種權利。大部分
政界和學界認為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及貝爾瑪什（Belmarsh）監
獄的拘禁推定了公平審判權利的重要性，這也作為合法監禁及保障公民安全
的序曲：但這樣的推定卻飽受抨擊，來自於那些認為「對恐怖主義宣戰」，
假如不是完全停止的話，為了安全的利益起見，他們要求限制這種權利。
第三種，說個研究刑事司法的學者都熟知的故事，爭議性的審判長期以
來相對少見，因為大部分的刑事判決都是依據請求認罪。許多人指出，具爭
議的審判其實在刑事審判程序裡分量並不重，至少如果分量是以數量來計算
的話。因此，正當大眾不斷激辯刑事審判的未來，大眾卻很少注意到，但這
並非不重要，現今社會對於開庭審理重要性的爭議。有些人提出這幾乎是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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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性判決在刑事司法制度內曾經占有核心位置的情況終結的前兆。爭議性判
決對於行政程序的常規將會成為例外，行政程序的常規目標是作為討價還
價、雙方同意、且節省成本的處理案件及對待犯行者的方式，不具有審判的
主要和重要的特質。

1

最後，審判所受到的是我們認為的規範性抨擊，其價值不斷遭到質疑，
來自於那些請求不同種類的程序的人─比方說和解或修復式的─用來進
一步正視受害者的需求做為過程的一部分，以及遠離了透過審判及懲罰來行
使國家權力。許多人提出，審判和懲罰根本上會毀滅社會關係，因為此二者
的目標是，或至少導致，為了回應惡意且報復性的犯罪動機，而將罪犯與社
會隔絕。
因此，我們可見的是，刑事審判有範圍很廣的爭議，關於應該規範刑事
審判的規定和原則、關於公平審判的權利何時能普及、關於刑事審判的社會
重要性以及規範性價值。即便對於刑事審判的辯論熱度及強度之強烈，令人
驚訝的是，刑事審判的規範性理論尚處於胚胎階段。雖然關於刑事正義的規
範理論化有頗多進展，尤其是刑責和懲罰的部分，但建立刑事審判規範性理
論的進展卻非常有限。
這絕對不是我們之幸，因為假如我們想要為刑事審判辯護，來對抗上述
的抨擊，或者換句話說就這些抨擊的角度來看，提出刑事審判應該要大幅度
的改革，或是其範圍及重要性應該縮減的話，我們都需要了解刑事審判服務
的主要對象、重要性、或是做為刑事司法裡的某個部分應該有的重要性，以
及應該架構刑事審判的原則及價值觀。因此，我們需要的，是刑事審判的規
範性概念或理論，可以為持續且具系統性的批判現有措施及改革方案，當做
討論的基礎。因為刑事司法系統或許是國家用來控制人民最強而有力的工
具，而缺乏規範性理論基礎的刑事審判法庭只是令人遺憾而已。
本書發展出一套刑事審判的規範性理論，此理論的核心在於傳喚的概
念：我們認為，刑事審判是套程序，經此被告人受到傳喚來回應刑事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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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並且假如他們證實犯下受指控的罪行，就必須為他們的行為負責。若
發現被告不止犯罪，也未提出辯護，就會受到有罪的譴責，這會讓他為自己
的罪行負責。這樣的論述呈現的刑事審判是一可溝通的程序，用來傳喚被告
來回答問題，且透過此程序他能挑戰不利於他的犯罪指控，包括形成指控的
常規。審判是個溝通式的論壇，包含了參與者之間相互的責任關係。
我們發展刑事審判的這套理論，來自於審判的歷史，並對照其他相似的
理論，如工具主義式的理論，以及審判是基於保護被告對抗國家權力的概
念。審判的歷史說明了關於審判的規範性問題，而這也是我們在書中之後會
提到的，從我們所了解的審判是如何根據主題組織而成的，而這些又跟社會
組織的形式有何關係。從歷史的角度，我們會證明其他種類的刑事審判理論
最多只有部分可使用，而理論的訴求都應該一併納入我們的理論之中，而我
們對此理論非常有信心。
本書的架構如下：第一部分，我們提供刑事審判主要特色發展的概要歷
史，以及引起的爭議（我們大多取自英格蘭和威爾斯的歷史）。第二部分，
勾勒了我們支持的刑事審判溝通式理論，並與其他理論比較且加以辯護。我
們也會提出一些在直覺上似是而非的教條、規範和原則，比方說關於被告的
角色及排除不當取得的證物，這些在溝通式理論中如何去理解最好。第三部
分，我們會討論一些關於刑事審判架構及運作的基本議題，有些在第二部分
已大致說明過，在此部分會進一步的討論到我們在第二部分加以辯護的概論
都能適用。第六章討論的是廣受爭議刑事審判的角色及重要性，從常見的認
罪協商（plea bargaining）角度以及相較於其他替代性的規則和罰則來討
論。第七章討論的是審判中不同參與者的角色：以之前第四章討論到被告的
參與角色為基礎，我們考慮到原告、證人、仲裁者以及被告的適當角色。第
八章是關於誠信原則（integrity principle），也就是審判中的常規和與調查的
常規是無法分離的。在此章我們會討論誘捕（entrapment）的問題，並延伸
討論第四章所提到的不當取得的證據，且另外提出究竟何者可足以稱為證據
的問題：以先前討論到的判決為基礎，我們認為先前的判例不應視為證據。
第九章討論到審判的公共特質：我們質疑公開審判使用的工具主義式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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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並提出最好的基本原理應該是公開審判能讓受到公眾批判檢視審判的參
與式過程。最後，第十章討論一些刑事審判可能的界限，尤其是關於安全、
政治轉型期的特赦程序、以及修復性司法的概念。
在此前言的最後，我們要提到兩個初步性問題。第一，為什麼要發展出
一套刑事審判的規範性理論？對於規範性理論的重要性我們考慮到可能的不
同挑戰。有些挑戰與上述所提到的抨擊有關，但也有簡明正統理論的挑戰
─認為審判的目標和功能早已一目了然─這樣可能會有人認為不需要加
以辯護。第二，如果有必要發展一套審判的規範性理論，我們的方法論會是
什麼？我們發展的理論是否應該適用於所有審判，還是先從區域性的開始？
在不涉及其最終實踐的情況，我們願意在理論建構的層次上，一定程序的捍
衛教區制度。

1.2. 為什麼刑事審判需要發展規範性理論？
雖然現在刑事審判的特定層面已有許多規範性理論，比方說，關於證據
法則或是刑事審判程序，理論家對於發展刑事審判整體的規範性理論興趣缺
缺。我們現在有的，比方說，是刑事責任或是懲罰的理論，這卻和刑事審判
的通論不一致。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個答案是，刑事審判本身中心合法化的目標似乎再清楚不過了。一般
人都認為，審判的目標是要建立事實，建立起根據刑法賦予的定義，被告是
否犯下受到指控的罪行，且是否他們有權為自己辯護，以及確定他們能否懲
罰。審判因此具有純粹的工具主義式價值：審判提供了國家擁有的根本利益
2

（fundamental interest），在於建立起我們能公平懲罰犯罪的事實。 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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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這為標準式理論。 甚至在此理論中，其他種類的價值至少會維持住審判
的主要目標。被告有不同的權利必須保護，部分是為了確保判決是正確無誤
的，且確保這正確無誤的判決是來自於對被告適切程度的尊重其公民身分。
常常教人搞不清楚的是，究竟刑事審判程序裡的特定常規是為了準確性，還
是為了要維持住正確的判決。比方說，若根據理論而排除傳聞證據
（hearsay evidence），是因為傳聞證據傾向不正確，還是為了要讓被告有權
利可以為自己辯護？像這種對於刑事證據及程序中某些教條的辯論，都是證
據專家和刑事司法專家非常熟悉的。就我們現在討論的功能而言，這樣的辯
論有兩個主要特色，一是學者專家傾向推定有個標準性理論的版本，另一則
是追求真相時的可能約束則是獨立於審判的任何特定概念的。
即便此刑事審判有此標準性的理論，我們仍能看出審判為何缺乏 概論，
而只有不同層面的理論而已，刑事審判的許多不同特質能獨立評價，可從提
升正確度或是保護被告權利的角度。要將審判理論化，然後再分段理論化特
定證據或程 序的問題， 比方說究竟 某個措施或 規定對於審 判的證明價 值
（probative values）是否有所貢獻，都沒有審判的潛在偏見或被告的特定權
利來的重要。因此，審判的概論是非常簡單的：審判的目標是奠定被告是否
犯下受指控罪行的事實，藉由程序達到此目標，同時也尊重被告及他人的權
利。許多爭論的重點都針對審判的特定特質，審判特定的原則、規定、策
略，尤其是以不同方式追求真相時與尊重權利產生的衝突。這樣的爭論既沒
有提到也無法發展審判的理論：他們寧願更關心審判不同的目標在標準性理
論中是否造成衝突，以及其他獨立於審判尤其是奠基於權利中的規範性價值
及需求。
終究，我們會提出刑事審判的標準性理論作為解釋審判的概念仍不夠恰
當，甚至也無法解釋我們現在一般所認知的審判。假如此標準式理論要能夠
變得恰當的話，我們認為，需要建立審判的概論來捍衛此理論─來告訴大
3

請比較 Burns，1999 年著作，第 1 章，文內描述的是他所認為審判的「大眾認知」
（ received view ）， 可 作 為 正 式 的 程 序 來 找 尋 真 相 ， 並 且 依 據 法 律 原 則 的 外 部 規 則
（external rule）來施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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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現在使用的早已過時。然而，在這邊我們只能提到此理論還需要考慮許多
問題，才能發展出適當的審判規範性理論。
第一，雖然幾乎每個人都同意，審判能給人知識性的抱負（即使有人懷
4

疑此抱負是否真能實現）， 問題在於審判的知識性目標究竟是或應該是什
麼。審判的終極追尋的是真相，還是審判應該有更宏大的目標，而真相只是
追尋的一部分？到底審判的目標只是為了要建立關於被告的真相，如同標準
性理論一樣嗎？或是刑事判決有規範重要性，只有在法庭能規範性的做出判
決，才能具有合法性？比方說，如果審判是 Hildebrandt 所稱的「法律常規
5

的個案重建」， 那不就包含了遵守這些常規，且因此需要額外的調查相關事
實涵蓋了哪些嗎？假如是這樣的話，雖然審判必須證明某些關於被告行為的
事實才能判決，但這只是法庭需要確定被告的行為是否違背常規所做的大幅
度訊問一部分而已。直到我們能確定審判是 用來做什麼 ，是否只用來辨別哪
些人必須受到懲罰，如標準性理論所說的，還是審判本質上具有獨立的重要
性，我們才能辨識或說出應該架構刑事審判的根本原則，以及可以決定那種
審判的措施是適當的。
第二，關於審判的認識論的啟發，以及追求此目標的過程，這二者之間
的關係產生了一些問題。一般同意被告有許多法律上的「程序權」（process
right），若是在判刑過程中違反了這些程序權，這樣他們就可能是受到不正
確的判決，不管這樣是不是已符合審判知識論的目標。但我們該認為這程序
權和知識論二者是互相獨立的，還是緊密相連的？我們該看待被告的部分或
所有的程序權是由審判的中心功能所產生的，還是該認為這些其實是約束住
審判追求那些目標？
假如我們要評估被告權利受干擾的程度，就一定得解決上述第二個問
題。而被告程序權利的侵害，能不能以判刑的好處來加以平衡，如果這算
是審判目標的話？（這似乎是歐洲人權法院法理學對於公平審判權利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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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與大部分圍繞在刑事審判的政治爭論一樣）。 或者我們應該認為只要被
7

告程序權受到侵犯，那麼審判的目標就受到侵害？ 我們對於這些問題的答
案有很多種，端看被告持有的不同權利而定。有些權利是來自於審判的目標
本身，有些卻限制了審判追求目標。唯有釐清審判的目標，我們才能認識到
獨特之處，了解評估不同權利的規範重要性有多重要。
因此，有兩個理由為什麼我們必須在標準式理論之外加以討論，是為了
要建立刑事審判更完整且更穩固的概論。第一，若我們無法回答上述的問
題，我們無法了解究竟審判目標的標準式解釋是否恰當。第二，只有這樣
我們才能給予被告許多程序權的原則性解釋，並適當回應關於一些權利的
爭議─如緘默權、直接詰問權（the right to confront witness）、不使用過去
犯罪紀錄作為證據的權利、具體呈現無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的權利。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論點提出，審判的標準性理論有許多重大漏洞，因此
有理由發展刑事審判的規範性概論。然而，對於刑事審判概論興趣缺缺的另
一原因是我們之前所提到的─一般刑事司法學者普遍認為刑事審判少了民
眾印象中的重要性。雖然具有爭議的審判一直獨占大眾對於刑事司法系統的
觀感，但有爭議的審判其實相對來說數量很少，而絕大部分刑事判決都來自
於被告協商之後的認罪。
當然，數量上的稀少無法為爭議性的審判建立規範性或實質上的不重要
性，但有四種方法可以用來辯護其重要性，即便認罪協商的情況較為普及。
8

第一，具爭議的審判多出現在比較嚴重的犯罪案件中， 即使審判沒有占據
在整個刑事司法中的全部，但仍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針對特別棘手的犯

6
7
8

參照 Trechsel，2005 年著作；Summers，2007 年著作。
比方說，參照 Ashworth，2002 年著作 a，提到此平衡策略的批評。關於探討無罪推定
在情境下的特性，參照 Tadros，2007 年著作。
這樣廣泛的論點還需要再修飾。Ashworth 和 Redmayne（2005 年著作，頁 267）提
到，性犯罪的被告認罪的機率較低（36%）
，暴力犯罪則為 55%；認罪機率比較高的多
出現在某些嚴重罪行中（如竊盜和毒品案件）
。這些差異與罪行的嚴重程度關聯不大，
相關的是在於讓證人指證的困難度，以及查證犯罪的警方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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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以及被告實際得面對最大的刑責。
第二，即使被告沒有抗議刑事指控，重要的是他有 權利 可以擁有公平審
判，也就是他能按自己的希望爭辯指控。因此我們需要研究的是何者可算是
具有這些功能的公平審判，以及被告有權利進行公平審判所需的條件。關於
後者，最重要的議題則是，從指控或判決後認罪的角度，提供給被告公平審
判的誘因是否能夠一致（而因此打消抗議指控的念頭）。
第三，即使有爭議性的判決並不多，我們也不應該低估它們在刑事審判
程序（criminal process）中的重要性。若以譬喻修辭來形容審判，就像是整
個刑事司法程序的影子一般。在這個特別的情境下，值得強調的是，當被告
請求認罪協商，他們的協商權應該大部分取決於接受審判的可能判決。假如
條件不足以確認認罪協商是公平的，就應該確保有公平的審判。假使被告面
對的是來自不公平審判的威脅，認罪協商可能無法公平。這部分我們在第六
章會有更進一步的討論。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究竟整個認罪協商是否能合法，靠的是審判
9

的目標。有認罪不代表 沒有 審判，只是不會有 爭議性 的審判而已。 我們認
為，認罪會縮短審判。我們之後會看到，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請求認罪是非常
具有爭議性的問題，端賴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審判。然而，如果我們能決定哪
些認罪是能允許的，且在哪些情況可以接受，而哪些不行，我們就需要一
套審判的規範性理論，就能說明請求認罪是與審判的目標是如何連結的。
我們非但不是要建立不相干的規範性理論，而認罪協商的問題更加強了這
個需求。
另一個反對我們重視刑事審判的意見，來自那些對修復性司法有興趣的
學者專家。對提倡修復性司法的學者來說，現行刑事司法制度無法提供適當
9

010

有些人會說認罪取代了審判：被告的認罪先於審判，若被告請求「無罪」
，審判就會繼
。理論學家的用詞有所不同：請
續進行（我們感謝有 Michelle Dempsey 案的例子可循）
「起訴起於提訊」
）
，與 Ashworth 和 Redmayne，
比較如 Sprack，2006 年著作，頁 275（
「若被告認罪，就沒有審判」
）
。然而，為了清楚起見（參照以下
2005 年著作，頁 264（
，我們認為審判是由正式起訴被告開始的，而被告必須請求自己「有罪」
第三章註 7）
或「無罪」
。

Chapter

第一章
導論：刑事審判理論化

的答案解決刑事犯罪，因為無法同時照顧到刑事犯行者及受害者，而這是我
們應該做到的。審判與懲罰會導致被告與社會隔絕，而無法再度融入社會。
但審判也會忽略受害者的需求，在 Nil Christie 的著作中有段名言，認為犯
10

行者和受害者之間的衝突被國家給「偷走」了。 我們應該注意並提出的，
是如何適當陳述被告及受害者的需求。
這邊首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審判及懲罰和修復性司法二者之間界線並
11

不清楚及分明。 在我們可以評估修復性司法可取代刑事審判程序之前，我
們需要清楚了解審判究竟能做什麼，且應該做些什麼。任何犯罪之後的刑事
審判程序想必有一套方法，能正確建立出犯下罪行而遭到起訴（如上述理
由）的那個人，必須以恰當的方式遵守適當的常規─二者都是審判的重要
特色。關於修復性司法的相關優點及刑事程序的辯論因此必須有審判的理論
作為依據，我們也會提出，一旦我們清楚刑事審判應該成為的樣子，刑事司
法系統比起修復性司法更能對公共犯罪提供較合理的回應。這不是在說修復
性司法取代刑事司法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只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主要責任在於
要求個人為自己的公共罪行負責。
在討論審判時，我們會提及許多修復性司法學者關心的議題，尤其是關
於審判的參與和溝通，我們會提出有必要發展溝通式刑事審判，作為必要的
公開程序。只要刑事犯罪的公共特質適當的為人所理解，我們認為，至少認
為受害者會與隔離於刑事審判程序這樣的憂慮應該就會消失。我們認為，公
共犯罪不應該視為是主要侵犯到國家的罪行，而是大眾關心的罪行，須處以
12

起訴及譴責。同樣須憂心的則是對受害者。 我們在第十章會更詳細的討論
刑事審判及修復式司法二者之間的關係。

10 參照 Christie，1977 年著作。
11 參照 von Hirsch 等，2003 年著作，有相關討論。
12 也參照 Marshall 和 Duff，1988 年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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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方法論
談到「刑事審判的規範性理論」可能是說，我們會想要建立一套目標和
價值的理論，普世隨時隨地都可適用─這樣的理論可以套用在所有刑事審
判中，不管是在法律、政治、或歷史的情境。但這不是我們的目標，因為我
們懷疑許多理論學者也喊出了同樣的口號，但無法放在歷史或任何情境中。
其實我們的目標更為保守適度，是要發展出一套規範性理論，能夠應用在其
發展及將要使用的情境中─也就是在二十世紀的民主國家，能重視自由價
值，只要對於自由價值的精確意義和使用方法有任何爭議，都可成為常見的
當代法律和政治辯論議題。我們會需要說明這些自由價值對於刑事審判的涵
義，也因此我們會證明這些價值是能夠幫助建立真正且具批判性的規範性理
論：但我們不會去證明這些價值本身的正當性。
在本書中我們要發展我們的規範性理論，主要是因為來自於控訴式審判
（adversarial trial）的觀念，這些審判在歷史上是從英格蘭和威爾斯地區發
展出來的，因此我們有必要提及控訴式和糾問式（inquisitorial）系統之間的
關係，及此關係如何架構我們的理論。
只要是任何提及審判或刑事審判程序的著作，都很難避免區分控訴式和
糾問式的系統，而這樣的區隔是常見的，用來區分二者來自不同的刑事訴訟
系統，如法官的角色、團體控制（party control）審判程序的程度、紙筆與口
13

說攻防的相對重要性、以及對於「客觀」事實的預設態度。 關於此二者的
區隔，首先重點在於這只是個粗略的工具來分開兩個系統，因為這些分項其
14

實處於模糊地帶，也過時了。 更重要的是，即便以相對更成熟的程度來使
用，使用如此的分析工具也不免令人質疑。把這種區隔做為討論的起點，可

13 參照 Damaška 1973 年及 1986 年的經典分析。Summers，2007 年著作，第 1 章，有更

批判式的回顧，以及此區隔此二系統的分析。
14 比方說，參照 Nijboer，1993 年著作，頁 303 提到，當代歐洲其實沒有糾問式系統的審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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