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題•未踐行告知義務之效力 

029

 

警詢中傳訊犯罪嫌疑人，未告知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第 1 項
各款之事由，其證據能力如何？ 

壹、前言 

實務上，在 86 年修正前本法第 95 條僅規定犯罪嫌疑及罪名之告

知義務時，判決多認為此告知義務在使被告得充分行使防禦權，以避

免突襲性裁判而確保其權益，故如罪名之變更而未告知，自屬違法

（86年度台上字第 912號、第 3768號判決），惟此究屬判決違法或訴

訟程序違法？其效果如何？均未言及。迨至 86年 12 月 19日第 95 條

修正增訂應告知之事項為四款後，初期判決認訊問被告未踐行該四款

之告知義務，訴訟程序自有瑕疵（87 年度台上字第 2411、2414 號判

決），此受告知及聽聞之權利，為行使防禦權之基本前提，屬憲法第

16 條所保障訴訟權之範圍，如有違背，係剝奪被告享有正當法律程序

之保障，審判程序有重大瑕疵（87年度台上字第 4484號判決）。其後

出現之判決，類皆僅著墨第 95 條第 1 款之告知義務，其餘三款則付

之闕如，先稱罪名之告知，乃在利於被告行使防禦權，以避免突襲性

裁判（88年度台上字第 3919號判決），有謂未告知擴張之犯罪事實及

變更之罪名，係剝奪被告享有本法第 96條、第 288條之 1、第 289條

等程序權，自屬程序違背法令（88年度台上字第 7379號判決），後改

認此情形剝奪人民享有第 96 條等訴訟基本權保障之程序權，有違正

當法律程序，應屬判決違法（87 年度台上字第 4140 號、台非字第

407號判決，88年度台上字第 832、2282、4672號判決，89年度台上

字第 2595 號判決，90 年度台上字第 3875 號判決等），惟若對擴張之

事實或變更罪名之事實，已踐行本法第 96 條、第 288 條之 1、第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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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等程序，僅單純未告知罪名者，於其訴訟基本權無所妨礙，亦未違

正當法律程序，則屬第 380 條之訴訟程序違法，且於判決本旨不生影

響，則非適法之上訴或非常上訴理由（88年度台非字第 254號、台上

字第 4672 號判決，89 年度台非字第 322 號、台上字第 2595 號，90

年度台非字第 130 號判決）。綜上以觀，最高法院對本題所持見解，

認第 95 條之規定，乃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上受告知之權利，為憲法

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內容之一，旨在使被告行使防禦權，以維審

判程序之公平，而法院未踐行上開程序，尤其擅自擴充起訴之事實或

變更罪名，逕行審判，無異剝奪被告在刑事訴訟上所享有第 96 條、

第 288條之 1、第 289條等憲法第 16條訴訟權所保障之辯明權、辯論

權等程序權，且違背正當法律程序，自屬判決違法。但若有踐行上開

法條規定之程序，僅單純之未告知罪名，則屬第 380 條之訴訟程序違

法，於判決本旨如無影響，自非適法之上訴理由。惟以上見解，可能

仍有下列之疑義：違背第 95 條第 1 項各款之規定，有無差別，是否

四款效果均同？本條之違背究係判決違法抑訴訟程序違法？認告知義

務屬憲法第 8條之實質正當法律程序有無必要？ 

貳、罪名之告知 

由上可知，實務上對告知義務之判決似多及於第 95條第 1項第 1

款之罪名告知，91 年度台上字第 6588 號判決甚且認被告經合法傳喚

無正當理由不到庭，原審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時，對於辯護人仍應告

知罪名，俾其得行使防禦、辯護，其對罪名告知程序之信守，已達極

致。惟似都僅及於審判程序中之告知，其實罪名告知在警詢、偵查中

一體適用，然警察對罪名之掌握，實有困難。另依憲法第 8 條第 2 項

拘提、逮捕犯罪嫌疑人時，應將逮捕拘提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

指定之親友，此告知拘禁原因解釋上似應包括第 95 條第 1 項第 1 款

之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尤其在第 76條第 4款、第 88條之 1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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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款之重罪拘提如有未告知者，已構成違背正當法律程序之違法逮

捕，其後訊問時所為之自白依第 156 條第 1 項，應無證據能力。至警

詢、偵查中未踐行第 9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告知義務，其供述有無證

據能力，則與審判中同（均詳後述）。而檢察官偵查中，罪名迭有變

更，勢必經常告知，此在防禦權之行使上，仍有必要。又警詢偵查中

如有未經告知亦未訊問犯罪嫌疑人，逕就其他調查證據所得提起公訴

者，此似屬檢察官起訴事實舉證是否完備問題，除有第 161 條第 2 項

情形，法院得命補正及裁定駁回外，自應於審判程序中為攻防，被告

自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至審判中之告知義務，是否每次庭期均須

踐行，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36 條規定，限於初次訊問，本法第 287 條

規定，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後，審判長應告知第 95 條第 1 項之事

項，似應為相同之解釋。實務上將本款之告知認屬正當法律程序範

圍，是否適當？首就「正當法律程序」略而言之。 

一、正當法律程序意義 

按所謂「正當法律程序」，依釋字第 384 號解釋及其理由，認人

身自由之保障乃憲法上所保障其他自由權之前提，為重要之基本人

權，依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

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

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其所稱依法定程

序，係指凡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置，在一定限度內為憲法保留之範圍，

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律定之，且立法機關制定法律時，其

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之條件，此乃屬人身自

由之制度性保障。故法律有違上開正當法律程序者，應屬違憲，訴訟

行為未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者，似應屬無效。惟此正當法律程序實質內

容如何？釋字第 384 號解釋理由似採廣義，即不以憲法明定者為限，

認舉凡行憲以來已存在之保障人身自由之各種建制及現代法制國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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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身自由所普遍賦予之權利與保護，均包括在內。故又謂實質正當

法律程序兼指實體法及程序法，如罪刑法定主義、逮捕應踐行司法程

序、自白任意性法則、證據裁判主義、一罪不兩罰、對質詰問權、審

檢分隸、審判公開、審級救濟等均為其要者。各種法律規定，倘與上

述原則悖離，即違背正當法律程序。 

二、實務一般見解 

由上可知，釋字第 384 號解釋顯然採取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以下之正當法律程序及日本憲法第 31 條總則性規定與第 32 條至

第 40 條之分則性規定，惟認正當法律程序之內容不以憲法明定者為

限，而應參酌現代法治國之建制及人權思潮而為認定，如此則其內容

並不以上開解釋理由所列舉者為限，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就告知

起訴事實之罪名及理由，屬人民之權利，為正當法律程序之範圍，日

本在解釋上均認此告知之權利乃防禦權之基本及前提保障，亦屬正當

法律程序範圍
1
，果如此則第 9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告知義務，似亦屬

正當法律程序範圍
2
，最高法院上述判決，亦採之。則未踐行告知義

務之被告供述，應無證據能力。惟在日本實務上，係採相對排除說，

以重大違法及抑制違法偵查之相當性為權衡之標準
3
，本法修正條文

除第 158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對受

拘提逮捕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未踐行第 95 條第 2、3 款之告知者，

原則上無證據能力外，第 158 條之 4 規定，原則上採權衡理論，由法

院依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權衡認定之。如前所述，最高法

院判決多認為第 9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告知義務，屬正當法律程序內

容之一，故罪名有所變更或起訴事實有所擴張，亦即依審判不可分原

則，起訴事實與未起訴事實有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者，起

                                                      
1  陳運財，刑事訴訟與正當之法律程序，1998 年 9 月，頁 4 以下、頁 340 以下。 
2  同說陳運財，見上註書，頁 55、342。 
3  陳運財，同註 1 書，頁 43-4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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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效力依第 267 條規定，及於未經起訴部分，法院應就全部事實加以

審判，此際自應就擴張之事實或有罪名之變更者，履行告知義務，否

則即違背正當法律程序，有突襲性裁判之虞，最高法院進一步認為，

如就變更或擴張部分，未予調查審理，逕行判決，則剝奪被告依第 96

條、第 288條之 1、第 289條等程序權，係剝奪人民依憲法第 16條所

享有之訴訟基本權，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本屬無疑。惟另認如法院

已踐行上述第 96 條等規定之程序，即實質上已經調查、審理，僅單

純未履行第 1 款告知義務，則屬訴訟程序之違法，依第 380 條規定，

其違背於判決本旨不生影響，則不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理論上則似

欠一貫。蓋如認第 9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違背，係違背正當法律程

序，如前所述，此訴訟行為理應無效，則又認有第 380 條之情形，似

難圓其說。 

三、本書見解 

本書見解，第 9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罪名告知義務，似僅在使被

告知其處境
4
，與同條項第 2、3 款之辯護人選任權、緘默權，不必同

言。故除被告經拘提逮捕者，依憲法第 8 條第 2 項，應為此告知屬正

當法律程序外，其餘情形，無論警詢、偵審中之訊問，未為此告知

者，不必上綱至正當法律程序之程度，而可分別以觀。換言之，未履

行告知義務之訊問，如被告並未自白或有不利於己之供述，則屬單純

訴訟程序之違背；如被告有自白或不利於己之供述，則在警詢或偵查

中，該自白似可認屬第 156 條第 1 項之其他不正之方法，而認其無證

據能力。如在審判中則被告如已接獲起訴書，已知其罪嫌及罪名，法

院又係僅就起訴之事實及罪名為審判，縱被告至審判中始為自白，則

該自白並非不知處境下所為，仍應認有證據能力。至如法院就變更罪

名或擴張事實為審判，並未履行告知義務，且就該部分未予調查、審
                                                      
4  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上冊，2010 年 12 月，頁 365-366；林鈺雄，刑事訴訟法

上冊，2013 年 9 月，第 7 版，頁 183。 



 
 
 
 
 
 
 
 
 

 
 

刑事訴訟法爭議問題研究 

034 

理逕行判決，則可適用未經合法調查（第 155 條第 2 項）所得證據不

得作為判斷之依據；或認定事實未依證據（第 154 條），違背證據裁

判法則；事實未經調查辯論而為判決，違背直接審理法則等，逕認判

決違背法令即可。如僅未告知罪名，而就變更擴張部分，已踐行第 96

條等各規定為調查、辯論，則屬第 380 條之訴訟程序違法，因於判決

本旨不生影響，認定原判決仍非違法。 

參、緘默權之告知 

其次就第 95 條第 1 項第 2 款緘默權之告知，為本條修正前所

無，理論上我國刑事訴訟法是否承認緘默權，僅第 156 條第 4 項規定

不得因被告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而推斷其罪行，而不無爭議，惟本條

款既已明定訊問被告前應先告知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

為陳述，其承認緘默權應無疑義。緘默權之保障，美日兩國均於憲法

直接保障，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日本憲法第 38 條均有明文。

學說上亦承認緘默權不僅是不負供述之義務，且屬個人保持緘默之自

由權利，屬隱私權之一環，為國家刑罰權對人格權之最低讓步，解釋

上應屬人民之基本權，而緘默權之告知，有認屬緘默權內容之一，國

家機關應踐行此義務，否則該供述不具證據能力者，一般以緘默權之

告知，有緩和糾問之色彩，使自白之取得更具任意性，為任意性法則

之一環，使受無罪推定者賦予緘默權，更符合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

故本款之告知應屬正當法律程序內容之一。如有違背所取得之自白應

無證據能力
5
，本法修正條文第 158 條之 2 第 2 項，明定檢察事務

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訊問受拘提、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時，違反第 9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緘默權告知者，所取得之自白或不

利之陳述，無證據能力，但經證明其違背非出於惡意，且該自白具任

意性者，不在此限。惟仍美中不足，一者檢察官之訊問並不適用，二
                                                      
5  陳運財，同註 1 書；王兆鵬，刑事訴訟法講義（二），2003 年 4 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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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僅限於受拘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不及於經傳喚到場者。至在偵

審中如未踐行此告知義務，該偵審中之自白，有無證據能力，仍有疑

義？理論上如貫徹此部分之告知屬正當法律程序內容之一之見解，則

偵審中未為告知，有使被告誤以為有供述義務而自白之可能，仍應無

證據能力，例外情形無此之虞時，可依第 158 條之 4，依權衡原則，

認定有證據能力。惟現行法既有規定，則除第 158 條之 2 第 2 項情形

外，似均適用第 158條之 4權衡認定。 

肆、辯護權之告知 

再就第 95 條第 1 項第 3 款得選任辯護人之告知，亦為本法 86 年

修正後所增列，修正前第 88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緊急逮捕時應即告知

本人及其家屬，得選任辯護人到場，本因隨同偵查中得選任辯護人制

度而來，屬當時進步之立法，惟先前最高法院 72 年台上字第 1332 號

判例認，警察機關違反該項告知義務之規定，對於犯罪嫌疑人在警局

之任意性自白並無影響，該自白仍具證據能力。惟此判例，已因法律

修正而不再援用。92年 2月 6日修正增訂第 158條之 2第 2項，亦僅

就司法警察等訊問被逮捕拘提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未告知得選任

辯護人者，該自白原則上無證據能力，惟例外情形，經證明其違背非

出於惡意，且具任意性者，自白仍有證據能力，似未直接認此項之規

定，係屬正當法律程序之內容。惟查刑事訴訟程序，國家機關為發動

追訴權之一方，都是專業人員，並擁有部分之強制處分權，相對的犯

罪嫌疑人或被告一方則屬弱勢，或無知或一時緊張不知所措，如有專

業律師之協助，不僅可提供法律上之意見、澄清事實、主張證據，且

可得心理之平衡，在國家欲對人身自由加以限制或處罰上，原被雙方

之平等權精神甚為重要，所謂武器平等，即此之謂。故現代法治國對

被告之律師倚賴權，莫不極為重視，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規定被

告有權聘請律師協助，日本憲法第 34 條、第 37 條第 3 項均規定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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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律師倚賴權，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36 條第 1 項、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203條均有類似第 95條第 1項第 3款之告知規定。此種告知義務既屬

現代法治國對於人身自由所普遍賦予之保護，依前揭釋字第 384 號解

釋理由所認，自屬實質正當法律程序。理論上如有所違背，不問警

詢、偵審中，所取得自白均無證據能力，而非以第 158 條之 2 第 2 項

之規定為限。惟實定法上僅第 158 條之 2 第 2 項有排除規定，其餘情

形，違背第 95 條第 3 款者，所得自白之證據能力，只有依第 158 條

之 4權衡原則，由法院就個案為認定。 

伍、第四款之告知 

最後第 95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得請求調查

有利之證據。此款規定似屬概括訓示之規定，蓋第 96 條被告陳述有

利之事實者，應命其指出證據之方法，則為具體強制之規定，修正第

161條之 1更規定「被告得就被訴事實指出有利之證明方法」，即雖被

告無自證無罪之義務，及無舉證責任，但卻有提出證據，主張有利之

證明方法之權利，以實施防禦，此種權利應屬憲法第 16 條訴訟基本

權所衍生之權利，自應受保護，故第 96 條之具體事實請求調查有利

之證據，對被告極具重要，此命其指出證明的方法，亦為告知之一

種，應屬正當法律程序內容，反而第 95 條第 1 項第 4 款，在訊問之

前告知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因訴訟進行中，屢有第 96 條條文之

告知，而顯現其僅屬概括規定，解釋上僅屬單純之訴訟程序，縱有違

背，如無其後第 96條之違背，可依第 380條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