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何謂刑事辯護人倫理

I. 緒論
本書的主題是「刑事辯護的技術與倫理」
。重新討論「刑
事辯護的倫理」或「刑事辯護中的律師倫理」
（以下簡稱「刑
事辯護人倫理」
）
，乃是因為在法科大學院裡，
「法曹倫理」已
經成了必修的科目。
但本書不僅想討論刑事辯護的「倫理」
，也想討論刑事辯
護的「技術」
。
為什麼呢？在「民事訴訟代理的律師倫理」
（以下簡稱
「民事律師倫理」
）中，雖然字面上僅只提及「倫理」
，但實
際上討論的課題卻相當多元；就刑事辯護人倫理來說，如果
也只限定在「倫理」層面，必須討論的議題就變得相當貧
＊

乏 。如果還要說些什麼實質的理由，我想，應該還是考慮
到，
「倫理」與「技術」是一體的。
＊刑事辯護人倫理與民事律師倫理
刑事辯護人倫理的課題遠較民事律師倫理為少，從法科大學院「法
曹倫理」教科書的目次，就可以看出來。例如塚原英治、宮川光
治、宮澤節生合編《法曹之倫理與責任（上）
（下）
》
（現代人文社，
，田中紘三《律師的任務與倫理》
（商事法務，2004 年）
，
2004 年）
森際康友編《法曹之倫理》
（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5 年）
，飯村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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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清水正憲、西村健、安木健《律師倫理》
（慈學社，2006 年）
，
小島武司、田中成明、伊藤真、加藤新太郎編《法曹倫理（第 2
版）
》
（有斐閣，2006 年）等教科書，除了森際的教科書，全書 18 個
章節，其中有 3 個章節用來討論刑事辯護人的倫理，其他的教科書
卻都僅有 1 個章節的篇幅。
另一方面，有關民事律師倫理，
《法學教室》所刊載的加藤新太郎
〈common•basic 律師倫理〉
，論文的題目依序為：
〈律師倫理作為一
種職業倫理〉
、
〈受任自由與職能〉
、
〈有關受任的倫理〉
、
〈律師拖延
訴訟與倫理〉
、
〈律師業務執行與利益衝突〉
、
〈律師事務所的共同化
與倫理〉
、
〈保密義務作為一種律師倫理〉
、
〈有關保密義務的若干問
題〉
、
〈律師倫理與發現真實〉
、
〈對於對造的照顧義務與律師倫理〉
、
〈有關律師報酬的倫理〉
、
〈企業內律師的倫理〉等，議題非常廣泛
（各篇文章已彙整成書《common•basic 律師倫理》
，由有斐閣於
。又林屋札二等合
2006 年出版，各篇篇名也都加以改寫，更為簡明）
編《法曹養成實務入門講座（1）
》
（信山社，2003 年）
，其中雖有討
論「法曹倫理、法曹的理想」
，但並未提及刑事辯護人倫理。

刑事辯護與民事訴訟代理，差別僅在於處理的案件是刑
事案件或民事案件而已，但無論何者，律師都必須參與案件
審理，並以裁判作為終點。就此意義而言，刑事辯護與民事
訴訟代理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
可是對從事實務工作的律師來說，不能只是抽象地思
考，也必須具體地研究問題。律師倫理並不是一個特殊的、
例外的議題，而是律師日常實務工作上必須面對的問題。也
因此，律師為了執行職務，必須學習律師倫理。
「法曹倫理」
成為法科大學院的必修科目（正式成為律師之後，仍有每幾
年就必須參與倫理研習課程的義務）
，也是這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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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辯護人倫理與民事律師倫理其實植基於同一個共同
基礎，本書乃是基於這樣的基本理解，依據具體個案來討論
刑事辯護人的相關議題。
截至目前為止，我國有關刑事辯護人倫理都只是抽象地
論述，或是僅止於一些典型案例的說明，具體的討論並不多
見。本書乃是為了改變這個現狀而撰寫。
我們以下將先討論「何謂刑事辯護人的倫理」以及「辯
護人的誠實義務與真實義務」
，作為本書的開場白；接著進入
正題，我們將依照刑事訴訟程序的各個階段，從「偵查」一
直討論到「再審」的辯護「技術」與「倫理」
。

II. 刑事辯護與律師倫理
1. 何謂律師倫理
如前所述，刑事辯護人倫理與民事訴訟代理的倫理，都
同樣是「律師倫理」
。因此，必須探討何謂律師倫理。首先，
「倫理」
（ethics）是指，人的行為與他人發生關係時的行為
準則，就此而言，與不涉及他人的內心應然的狀態，亦即
「道德」
（morality）並不相同。雖然也有將倫理與道德等同
看待的見解，但我認為應該還是要分別以觀*。
＊倫理與道德
依據廣辭苑（第 5 版）的解釋，所謂「倫理」是指「人倫之道。形
成實際道德規範的原理。道德。」而「道德」則是「人應走的道
路。是指某個社會判斷該社會的成員、或成員相互間行為善惡的基
005

刑事
辯護之技術與倫理
準，是被社會普遍地承認的規範的整體。並非如同法律一樣具有強
制力，而是個人內部的原理。時至今日，也包括對自然、文化財或
藝術品等事物的應有的態度。」
兩者的意涵或許有些重疊，但在本書中所使用的兩個概念，在意義
上是不同的（本書第 111 頁）
。律師法第 33 條第 2 項第 7 款規定，律
師公會之章程應記載「有關律師道德與其他會員紀律之規定」
。這裡
所說的「律師道德」和「律師倫理」
，可以理解為同義詞。但如果看
看日本辯護士聯合會依律師法所訂定的章程（第 2 章第 10 至 16
條）規定，如「律師應自覺為人權的擁護者，並應彰顯社會正義。」
（第 10 條）
、
「律師應經常注意法令是否被正確適用，如發現錯誤、
不正時，應致力於其改正。」
（第 11 條）
、
「律師應精研法學或其他
必要學問，不斷砥礪品德、確保自身之責任感及高尚情操。」
（第 12
條）
、
「律師無論於法庭內外，應對法官、檢察官以及律師同道保持
禮節，不可公私不分。」
（第 13 條）
、
「律師公會之幹部選舉，應以
民主且公開之方法，選出具有人格及見識、眾望所歸者。」
（第 14
條）、「律師本質上是自由的，不應受權力及物質左右。」
（第 15
條）
，我們可以說，
「律師道德」比較著重在內心的態度。

因此我們可以說，律師倫理指的是，律師與他人發生關
係時，也就是律師執行業務時所應遵循的行為準則。簡言
之，律師倫理就是「律師職務上的行為準則」
。
又因為包括律師在內的法律工作者被稱之為「法曹」
，律
師倫理也是法曹倫理的一部分。但在法曹之中，律師身處於
利益衝突最激烈的漩渦，也因此律師倫理在法曹倫理裡居於
最核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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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曹倫理與律師倫理、檢察官倫理、法官倫理
從檢察官、法官的職務的重要性來看，檢察官倫理、法官倫理的重
要性，絕對不比律師倫理遜色。本書僅以律師倫理為題，是因為認
為在法曹倫理的討論中，律師倫理的確占有關鍵的地位，但並非輕
視檢察官倫理或法官倫理。因此，本書也會在必要之處，對檢察官
倫理或法官倫理進行討論。關於法官倫理，可參見加藤新太郎編
《Seminar 法官論》
（第一法規出版，2004 年）
。

2. 刑事辯護與民事代理
那麼，為什麼要區分刑事辯護倫理與民事律師倫理呢？
我個人的答案是，這恐怕是因為，刑事辯護是替「惡」
（刑罰的對象）
、以及替「實行了法律所明定的犯罪行為者」
，
（犯罪者）進行「辯護」吧。英文裡的「devil’s advocate」
本意指的是「為了引發討論而提出不同意見者」
（或是，對他
＊

。但是，刑事辯護
人挑毛病的人） ，並不是「魔鬼代言人」
人卻經常被誤解為「魔鬼代言人」
。
＊devil’s advocate
在《Oxford Advance Learner’s Dictionary》（2000 年）中，devil’s
advocate 的解釋是：a person who expresses an opinion that they do not
really hold in order to encourage a discussion about a subject，而
《Reading 英日辭典第 2 版》
（1999 年）中的解釋則是：
「列聖審查官
（對聖徒候選人提出異議者）
；標新立異的人，故意找麻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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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民事訴訟並未採取律師強制代理制度。民事訴訟
的當事人（原告或被告）並不一定要委請律師擔任訴訟代理
人，律師也有拒絕接受委任的自由。因此，在民事案件中，
「魔鬼代言人」很少站上法庭。幾乎所有的律師都會明白地
拒絕「不名譽」或是「顯無勝訴之望」的案件。事實上，律
「律師不得接受委託目的或
師職務基本規程第 31 條也明定：
案件處理方法顯有不當之案件委託。」
，因此規範上，律師不
能讓自己成為「魔鬼代言人」
。
但在刑事訴訟，尤其是重大刑案（法定刑為死刑、無期
，日本和其他很多國家一樣，
徒刑或 3 年以上有期徒刑等罪）
都採取了「必要辯護」
（亦即強制辯護）制度。因此，
「魔鬼
＊

代言人」站上法庭的機會不少 。但如果沒有這些「魔鬼代言
人」
，刑事訴訟程序也就無法成立、進行。所有刑事案件（包
括「必要辯護」案件）中，由國家選任辯護人的案件（
「國選
1

辯護」
）比例相當高（2004 年的統計資料） ，在高等法院有
70.1%，地方法院是 75.0%、簡易庭也有 89.7%。如果沒有這
些「國選辯護」
，日本的刑事訴訟就不可能存在了。但遺憾的
是，積極參與、接受「國選辯護」的律師不多，甚至在某些
大都市，有些律師就明白地說，不僅「國選辯護案件」
，就算
＊＊

是私人的委託，只要是刑事案件，一律不接

。

＊「必要辯護案件」的比例
依據 2004 年的統計資料，
「必要辯護案件」在地方法院有 58,278 人
次，占全部案件 81,251 人次的 71.7%；簡易庭有 12,274 人次，占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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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案件 14,448 人次的 85.0%（資料來源：
〈平成 16 年刑事案件概況
（上）
〉
《法曹時報》第 58 卷第 2 期［2006 年］第 90-91 頁）
。在日
本，刑事訴訟有 7 成以上都是「必要辯護案件」
。
＊＊刑事辯護與拒絕受任
在日本即便是刑事案件，律師也有拒絕受任的自由，
「國選辯護案
件」也一樣，不能強制律師受任。但如果完全憑律師的自由意思來
決定是否受任，
「國選辯護」制度恐怕無法維持運作。因此，
「國選
辯護」事實上都是帶有半義務性質的工作（尤其是律師人數較少的
地方）
。但比較法上，也有採行不承認律師受任自由的國家。例如英
國的 barrister 就沒有拒絕受任的自由，就像計程車司機不能拒絕載客
一樣，也因此這個規定就被戲稱為「yellow cab’s rule」
。又，一旦擔
任了「國選辯護案件」的辯護人，就不能像一般私人自行委任的案
件一樣，只依照辯護人意思而自由解除委任（本書第 48 頁）

在不承認私人訴追（自訴）
、且明確區分刑事訴訟與民事
訴訟的日本，刑事案件的偵查、訴追機關（除了交付審判案
件以外）
，就是警察、檢察官等國家機關（國家公權力）
。因
此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不同，在刑事案件中，嫌疑人、被告
（以下，依前後文行文需要，亦可能僅單稱「被告」
）是居於
與國家權力相互對峙的立場，而辯護人則是站在被告這一
＊

方 。民事案件中，律師有時擔任原告有時則擔任被告。但在
刑事案件並非如此，辯護人經常是站在與國家權力對立的一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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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與律師
過去的刑事案件，辯護人很少立於被害人的立場。但現在開始認識
到被害人保護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律師擔任被害人代理人的案件也
不再是少數。我個人也曾代理過幾件案件（但都是交通事故致死的
案件）
，本書就暫且不討論這個議題。又日本近來也開始有了將刑事
訴訟的結果拿到民事訴訟上運用，或是讓被害人以當事人身分參與
刑事訴訟的制度討論。日本的訴訟制度向來都明確區分刑事訴訟與
民事訴訟，但現在已可以看到一些改變的徵兆。

在民事訴訟中，可能成立與事實不符的和解，但在刑事
訴訟中，一定要基於事實加以裁判。因此，刑事辯護不僅是
以國家機關為對手，經常也是以法院的裁判一決勝負。在這
個意義上，刑事辯護實在是非常艱辛的工作*。
＊刑事辯護與民事訴訟代理
刑事辯護是以國家機關為對手，沒有卓越的技術，也就無法進行有
效的辯護。民事訴訟的對手不是國家機關而是律師同道，並且還有
和解制度，因此，對在刑事辯護中鍛鍊過自己的律師來說，民事訴
訟就顯得容易多了。擔任刑事辯護的人，不應該有「刑事辯護不賺
錢，民事訴訟代理才賺錢」的想法，但毫無疑問的是，如果熟稔刑
事辯護，對民事訴訟代理也會有相當大的助益（本書第 273 頁）
。

被告是處於被追訴、孤立的狀態，人權非常容易受到侵
害。也因此，刑事辯護是以保障人權為目的的戰鬥。民事訴
訟中固然也有為人權而奮戰的案件，但並不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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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日本國憲法」中有許多嫌疑人、被告的權利保障
規範，不僅遠勝過「大日本帝國憲法」
，縱使與諸多外國憲法
相比較，也毫不遜色。並且，在「日本國憲法」中，律師
＊

（辯護人） 被定性為嫌疑人、被告的捍衛者。相對於此，民
事案件中，律師則被稱之為「代理人」
（訴訟提起後依民事訴
）
。但在「日本國憲法」
訟法第 54 條，則稱為「訴訟代理人」
＊

中卻沒有「代理人」的規範。由此可知，在日本，表徵律師
＊

形象的，應該是「辯護人」而不是「訴訟代理人」
。

＊「日本國憲法」與「辯護人」
在「日本國憲法」中，有兩個條文，三度提及「辯護人」的用語。
第 34 條：
「非經立即告知理由，並立即賦予委任辯護人之權利，不
得拘留或拘禁任何人。且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拘禁任何人，如經請
求時，必須立即於本人及其辯護人出席之公開法庭，提示該正當理
由。」
第 37 條第 3 項：
「刑事被告得於任何場合，委託有資格之辯護人。
被告無法自為委任時，由國家委任之。」
＊＊「律師」
在明治時代初期，相當於現在所稱的律師的職業，是所謂的「代言
人」
（參照 1873 年的司法職務定則第 10 章第 43 條、1877 年的代言
人規則）
。最早使用「律師」這個用語的法律，是於 1890 年（
「大日
本帝國憲法」於同年施行）所制定的「裁判所構成法」
（譯註：相當
於「法院組織法」
）
、舊民事訴訟法以及舊刑事訴訟法。
至於「辯護人」的用語，福原忠男《增補律師法》
（第一法規出版，
「為了更強調辯護人在刑事關係
1990 年）第 6 頁曾介紹如下的見解：
上的職能，所以應改採更妥適的用語」，諸如「護法士」、「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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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
「司法士」
、
「正義士」等。但現在已經聽不到這種意見了，大
家關心、討論的重點，毋寧是辯護人的角色（稱之為辯護人 Model
論）
。可參照塚原英治、宮川光治、宮澤節生合編《法曹之倫理與責
任（下）
》
（現代人文社，2004 年）第 427 頁，小島武司、田中成
明、伊藤真、加藤新太郎編《法曹倫理（第 2 版）
》
（有斐閣，2006
年）第 4 頁。兩本教科書也臚列了主要參考文獻。除此之外，還有
一些討論，例如「在野法曹模式」、「專業模式」、「商務（法律服
務）模式」
、
「法律關係志向模式」等，但這些與刑事案件並沒有直
接關聯。

律師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了民、刑事律師共通的「律師
使命」
：
「律師應以捍衛基本人權，實現社會正義為使命。」
我想，沒有任何工作，會比辯護人替受到冤枉（冤獄）而痛
苦不堪的人（無辜者）盡力、平反冤屈，更能體現「捍衛人
權」與「實現社會正義」的使命了。
前文已提及，刑事辯護是以保障人權為目的的戰鬥。這
句話不僅意味著要為眼前的當事人奮戰，也意味著要為未來
的當事人或所有公民而奮戰。追求「私的利益」
（私益）
、由
「私法自治原則」所支配的民事法領域，與追求「公的利益」
（公益）
、並以法定主義（罪刑法定主義、強制處分法定主
義）貫串的刑事法領域，在基本原則上就有不同。無論是多
小的犯罪，因為涉及了「公的領域」*，因此，一如擔任犯罪
訴追者的檢察官並非僅是被害人的代理人** 一樣，辯護人也
不僅是為了被告而存在。也因此，曾有人主張，辯護人並非
刑事案件中的訴訟代理人，所以無須受委任人（被告）的意
思拘束，只要、或說只應該立於公的立場來進行「辯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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