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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論正當法律程序與無罪推定原則* 
─以緘默權實現不自證己罪原則 

  
 

壹、導論 

貳、刑事訴訟之目的 

參、刑事訴訟之基本原則 

肆、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已提升為憲法原則 

伍、無罪推定原則─罪證有疑，利歸被告 

陸、正當法律程序與被告無罪推定，有賴辯護人協助維護─代結論 

 

 

                                                      
* 本篇論文是作為教育訓練實習律師之用，內容多處錄自或援引學者林鈺雄著，刑

事訴訟法上、下冊及學者王兆鵬著，刑事訴訟法講義等多篇文獻著作，謹特予謝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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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法律程序與辯護 
Due Process of Law & Criminal Defense 

中文摘要 

任何人因涉嫌犯罪，固有忍受國家機關為偵查、控訴、審判與執

行之義務，然國家機關就上揭整體之刑事程序，即應依據法律所明定

之程序規範進行，而且所有法定程序之規定內容，必須是公平而具正

當合理性；一方面使國家機關受到程序規範之拘束與限制，得以兼顧

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正確無誤、公平的行使刑罰權；另方面則使所

有參與刑事程序之“訴訟主體＂，彼此間具有「武器對等性」，而能

處於平等地位參與刑事程序。斯此，人民得以據此「正當法律程

序」，獲得有效的權利保護，以防範國家機關毫無法律依據或不合比

例的過度干預；果爾，被告始能受到公平之追訴與審判。 

檢察官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除自始至終負有實質舉證責任外，

尚應指出其證明方法，用以說服法院，使法官確信被告犯罪事實之存

在；而法官基於公平法院之原則，應僅立於客觀、公正、超然之地位

而為審判，不負擔推翻被告無罪推定之責任，亦無接續檢察官而依職

權調查證據之義務，否則即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無

罪推定原則」相牴觸，無異回復糾問制度，而悖離整體法律秩序理

念。 

關鍵詞： 
正當法律程序、無罪推定、不自證己罪、緘默權、罪證有疑利歸

被告、澄清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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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緘默權實現不自證己罪原則 1

Due process of Law &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To Achiev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by Silence 

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不自證己罪特權 

Amendment V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No person shall be held to answer for a capital, or otherwise infamous 

crime, unless on a presentment or indictment of a grand Jury, except in 

cases arising in the land or naval forces, or in the militia, when in actual 

service in time of war or public danger; nor shall any person be subject for 

the same offense to be twice put in jeopardy of life or limb; nor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nor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nor shall 

private propert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受律師協助權 

Amendment VI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In all criminal prosecutions, the accused shall enjoy the right to a 

speedy and public trial, by an impartial jury of the State and district 

wherein the crime shall have been committed, which district shall have 

been previously ascertained by law, and to be informed of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accusation; to be confronted with the witnesses against him; to 

have compulsory process for obtaining witnesses in his favor, and to have 

the assistance of counsel for his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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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法律程序與辯護 
Due Process of Law & Criminal Defense 

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正當法律程序 

Amendment XIV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 nor shall any State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聯合國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第 14 條第（2）項─無罪推定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rticle 14(2):Everyone 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be presumed innocent unitil proved guilty according to law. 



 
 
 
 
 
 
 
 
 
 

 

 論正當法律程序與無罪推定原則 

005

─以緘默權實現不自證己罪原則 1

壹、導論 

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依法公開審判證實有罪前，應被推定為無

罪，此為被告於刑事訴訟上應有之基本權利，聯合國大會於西元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過之世界人權宣言，即於第 11 條第 1 項為明白宣

示，其後於 1966 年 12 月 16 日通過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第 2 款規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假定

其無罪。」再次揭櫫同旨。故為彰顯此項人權保障之原則，我國刑事

訴訟法於 92年 2月 6日修正時，即於第 154 條第 1項明定：「被告未

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1
並於 98 年 4 月 22 日制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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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兩公約所揭示人權保障之規定，明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更強化無

罪推定在我國刑事訴訟上之地位。又司法院大法官迭次於其解釋中，

闡明無罪推定乃屬憲法原則，已超越法律之上，為辦理刑事訴訟之公

務員同該遵守之理念；依此原則，證明被告有罪之責任，應由控訴之

一方承擔，被告不負證明自己無罪之義務。從而，檢察官向法院提出

對被告追究刑事責任之控訴與主張後，為證明被告有罪，用以推翻

「無罪之推定」，應負實質舉證責任即屬其無可迴避之義務；因此，

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1 項乃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

                                                      
1 無罪推定原則，時至今日，已係具有普世價值之刑事訴訟基本理念，我國刑事訴

訟法於 92 年大幅度修正時，為配合時代潮流，於證據章通則之首條（第 154

條），增訂第 1 項：「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將原有之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意旨（證據裁判主義），

挪後為第二項，以刻意顯示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係奠基於無罪推定，由此出發，並

奉證據裁判主義為圭臬，再依嚴謹證據法則，陸續展開各種相關程序之運作，以

獲取心證、取捨證據、認事用法。其中，因先前已揚棄職權進行主義，採行改良

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以推翻被告之無罪推定，從而，

前後呼應、理路圓融。（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3226 號判決參照） 



 
 
 
 
 
 
 
 

 

006 

 

正當法律程序與辯護 
Due Process of Law & Criminal Defense 

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故檢察官除應盡提出證據之實質舉

證責任外，尚應指出其證明之方法，用以說服法院，使法官確信被告

犯罪事實之存在；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

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

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法官基於公平法院之

原則，僅立於客觀、公正、超然之地位而為審判，不負擔推翻被告無

罪推定之責任，自無接續檢察官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
2
，否則即

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無罪推定原則」相牴觸，無異

回復糾問制度，誠有悖離並紊亂整體法律秩序理念，已失法治國原則

之宗旨。 

依最高法院 40 年台上字第 86 號判例見解：「事實之認定，應憑

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

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

負提出證據及說服法院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

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

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
3
，法院應為被告無罪之諭

知。 

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顯，

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法，為其判斷之基礎
4
。亦即，所謂認定犯罪事

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證明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

                                                      
2 

最高法院 101 年度第 2 次刑事庭會議（一）。 
3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6 條：「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

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

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此除將

“無罪推定原則”具體法律明文化外，並將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1 項檢察官應

負舉證責任，同法第 154 條第 1 項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第 2 款

「無罪推定原則」，予以連結。 
4 最高法院 53 年台上字第 656 號判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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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必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如未能發

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

為裁判之基礎
5
。申言之，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

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又不能證明被告

犯罪者，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

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 301 條第 1 項及第 161 條第

1 項亦有規定。準此，我國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主義，構成犯罪要件

之事實，應依嚴謹之證據法則，並以證據嚴格證明之；又證據之取捨

與事實之認定，雖屬事實審法院得為自由判斷之職權，但此項職權之

行使，應受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所支配，此觀刑事訴訟法

第 154條第 2項、第 155條第 1項規定甚明6
。 

再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

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

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

據，倘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

認定，又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此為「罪證有疑，利歸被告」、「罪疑

唯輕」、「無罪推定原則」之核心價值。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

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

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反之，已存在之證據資料

在證據法則上既可對被告為有利之存疑，而無法依客觀方法完全排除

此項合理可疑者，則此項證明即無法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

疑，並可確信被告犯罪之真實程度；要言之，倘已存在之證據資料其

證明尚未使一般人或法院達「無合理懷疑，而完全確信有罪」之程度

                                                      
5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4619 號判決參照。 
6 

同上揭註 1，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3226 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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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法律程序與辯護 
Due Process of Law & Criminal Defen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7
，而仍有合理懷疑存在者，則依上開

「罪疑唯輕」及「罪證有疑，利歸被告」、「無罪推定原則」之刑事訴

訟法則，即不得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8
。 

檢察官與被告在法院刑事訴訟審判程序中，均屬訴訟當事人之一

造，應立於平等對立之地位，互為攻擊、防禦，甚且基於人權考量，

被告享有不自證己罪、保持緘默等特權，是被告所為辯解，縱然不足

採信，仍須有積極、確切之證據，始足以認定其犯罪，如此始符合刑

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揭示「證據裁判主義」之意旨。

是以若只有一項供述證據，無論其為被告之自白或證人之陳述，均難

因此遽行認定被告確實犯罪，必賴其他供述或非供述證據互相印證、

補強，俾擔保其真實性，至少須就符合於法定犯罪構成要件之關鍵、

重要部分事實存在，客觀上不致令人懷疑，始可謂為充足
9
。 

                                                      
7 

證據依證明程度之不同，依序分為；（1）合理可疑→（2）相當理由→（3）優勢

證據→（4）有事實足認→（5）無合理懷疑，完全確信程度，五個等級。 

「合理可疑（Reasonable Suspicion）」與「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二者並非

本質上之差異，僅係程度上之不同；「合理可疑」係指需有合理之根據認為有被告

或犯罪行為人之行為發生，然非以法官主觀標準作判斷，尚需有客觀事實作為依

據，程度上應以「存有相當高度之概然性」存在，並可以取得與可疑之犯罪事實

相關之證據為限。而「相當理由」係指依所知之客觀事實及情況，有合理可信之

資訊存在，而得使一謹慎之人，相信或推測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行為而言

（Brinegar v. United States, 338. U.S. 160, at 175-76 (1949)）；「相當理由」之門檻較

「合理可疑」高。 

「合理可疑」、「相當理由」、「優勢證據」、「有事實足認」，均僅係證明程度上之不

同而已，並非本質上之差異；「有事實足認」之門檻當高於「優勢證據」，倘勉強

以百分比例為量化，「合理可疑」約 40% 以上，「相當理由」約 46%（參王兆鵬，

美國刑事訴訟法，2007 年 9 月，元照，頁 77-78）。作為民事訴訟證據之「優勢證

據（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約為 50% 以上；「有事實足認」，即所稱「證據

明確（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約 85% 以上；刑事訴訟達有罪確信證據之

「無合理懷疑，完全確信之程度（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約為 93%以上，以

上證明程度均有不同。 
8  最高法院 29 年上字第 3105 號判例、76 年台上字第 4986 號判例及 92 年度台上字

第 7169 號判決參照、94 年度台上字第 5509 號判決。 
9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082 號判決、103 年度台上字第 3461 號判決參照。 



 
 
 
 
 
 
 
 
 
 

 

 論正當法律程序與無罪推定原則 

009

─以緘默權實現不自證己罪原則 1

被害人與被告係立於相反之立場，其所述被害情形，或難免渲染

誇大，不盡不實，故被害人陳述其被害經過，於偵審中除有不得令其

具結之情形，應依人證之法定程序使令具結外，依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2 項規定之相同法理，仍應認有補強證據之必要性，非別求其他

證據，以增強其陳述之憑信性，自不足資為被告犯罪事實判斷之依

據。此之補強證據，係指該被害人陳述本身以外之別一證據，而與其

陳述具有關連性，且俱無瑕疵可指，並因兩者之相互利用，而得以證

明其所指之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之真實性者而言，並仍有嚴格證明

法則之適用
10
。 

貳、刑事訴訟之目的 

刑事案件發生後，刑事程序如何開始，國家機關應如何進行刑事

偵查及訴訟程序，自有制定一套法官、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應共

同遵循之程序準則規範之必要，該程序準則規範即係“刑事訴訟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3226 號判決：「供述證據，乃屬自然人之表意，常伴

隨陳述人之觀察認知、良心發現、見義勇為、正義熱忱、犯後懊悔、趨吉避凶、

畏罪推諉、避重就輕、日久淡忘、人情壓力、曲意迴護甚或刻意誣陷等各種潛在

人性特質，而有不同之敘述，出現前後不一、矛盾，間或真假夾雜之情形。故單

一之供述證據，實不足以形成正確之心證，當須以其他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予

以補強，且此補強證據須與待證之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連性，並所補強者，不

能僅為其中非關重要部分之事實，易言之，該作為基礎之供述證據，須與各相關

之補強證據相互印證，達於足以使其所述之整體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獲致客觀

確信之程度，倘未達此程度，應認為尚不符合嚴謹證據法則之要求。」 
10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7053 號判決、101 年度台上字第 1175 號判決參照；最

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3326 號判決，認為：「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被害人於

公訴程序為證人之規定，自應認被害人在公訴程序中具有證人適格（即證人能

力），然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

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

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

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

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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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法律程序與辯護 
Due Process of Law & Criminal Defense 

法＂。刑事訴訟法係為發現實體真實，藉以維護社會安全，以完成國

家機關發動偵查、控訴、審判程序，並藉由正當法律程序之遵守，以

確保憲法對於人民基本人權之保障，俾維護被告訴訟防禦權之刑事程

序法。按刑事訴訟之目的固在於發現真實，而維護社會安全及公共利

益，但其手段則應合法、正當、純潔，並應符合比例原則，兼顧程序

正義及人權保障，故刑事訴訟之目的為： 

一、發現真實─應符比例原則 

以現今之法律體系而言，刑事實體法與刑事程序法之分野，其實

已經預設了後者的功能在於追訴犯罪並處罰犯人；實體刑法則是規定

「犯罪的法律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法律規範，並且，在罪刑法定原

則之下，國家得以並僅能藉由實體刑法的規定，而取得實體的刑罰

權。實體刑法雖然規範國家刑罰權產生的要件，但卻是一個不能自我

實現的法律，必須藉由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審判程序，而實踐具體刑

罰權之目的，故刑事訴訟法正是確定並實現國家於具體刑事個案中對

被告刑罰權的程序規範，實體刑法藉此始得據以實現。既係如是，刑

事訴訟之首要任務，當然是獲致一個依照實體刑法的正確裁判，其必

要前提則是「發現實體真實」，而維護社會安全及公共利益，但其手

段則應合法、正當、純潔，以兼顧程序正義及人權保障。蓋發現實體

真實蘊含兩種可能性：開釋無辜被告、發現真正犯罪行為人；從而發

現真實的完整意義是「毋枉毋縱，開釋無辜，懲罰罪犯」。此種力求

發掘犯罪事實真相，既不容“罪及無辜＂，亦不許犯人“逍遙法外＂

的想法，乃導源於正義的觀念，因此也稱為「正義原則」
11
。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有諸多為了達到發現真實的目的而設的規

定。例如：於審判程序中代表國家為審判的法院，可不待被害人之請

                                                      
11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2004 年 9 月，元照，4 版第 1 刷，頁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