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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審判程序與簡易型程序之轉換

簡式通審

「準備程序中」「事證明確」

「合議庭」裁定轉換

（刑訴§273-1Ⅰ）

「有不得或不宜為簡式」

「撤銷裁定」轉回通常審判程序

（刑訴§273-1Ⅱ）

1簡式審判程序

通審 簡易

有刑訴§451-1Ⅳ但書之情形，

依刑訴§452 轉回通常審判程序

1. 檢察官聲請（視同起訴）

2. 檢察官通常程序起訴，法院轉換

2簡易判決

通審 協商

有刑訴§455-4 之情形時，裁

定轉回原程序

檢察官聲請審判外協商（已起

訴），法院同意後，當事人協

商完成後，聲請法院改依協商

程序判決

3協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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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式審判合法性判斷流程

1須為刑訴§95 及簡式審判要旨之告知

2仍須言詞辯論

3簡化證據調查，不適用刑訴§159Ⅰ

4毋須合議審判（刑訴§284-1）

同通常審判程序，除刑訴§376 規定之案件外，均有三級三審

開啟

審理

判決

上訴

1被告有罪陳述

1無簡式協商制度

2「合議庭」於準備程序轉換

2對科刑範圍無限制

主題 1

主題 2

section 1

第一節　簡式審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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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式審判程序中之「有罪陳述」
應如何解釋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10 號判決

壹  爭點

簡式審判程序中之「有罪陳述」應如何解釋？

貳  精華選讀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10 號判決

此之所謂「有罪之陳述」，解釋上不僅包括對全部構成要件之承認，

且須承認無何阻卻違法或阻卻責任事由存在，始足當之，倘遇有前述阻卻

犯罪事由之抗辯，自難認係「有罪之陳述」，法院仍應適用通常審判程序

進行審理。

參  關鍵透析

本主題討論之爭議相當單純，若被告對檢察官起訴罪名之構成要件予

以承認，但卻主張具有阻卻違法事由，法院是否仍得認定本案事證明確而

轉入簡式審判程序。實務見解採取否定說，若為阻卻違法或罪責之抗辯即

非屬「明案」，當不可為簡式審判。然有論者採取肯定說 1。其以為，只

要為構成要件該當之陳述，其事證即已明確，自可適用簡式審判程序。

1	 黃朝義，修法後準備程序運作之剖析與展望，月旦法學雜誌第 113 期，2004 年 10

月，頁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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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為簡式審判程序應由何人為之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2885 號判決

⌲出題年份：99 年律師第 3題第 1小題

壹  經典試題

甲在路上拾獲乙之信用卡，竟持該信用卡至賣場購物後盜刷，經店員

丙察覺有異而以現行犯逮捕。檢察官偵查後，認甲雖否認犯行，但依乙、

丙之證述、賣場錄影光碟資料、刷卡資料等證據，認甲涉犯行使偽造私文

書、詐欺取財罪，依法提起公訴（侵占遺失物未據起訴）。試問：

1 倘若甲在準備程序坦承上情，但表示係因服用精神疾病藥物後，無法

控制自己的行為，受命法官於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可否未

經合議庭評議逕行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

貳  爭點

裁定為簡式審判程序應由何人為之，得否由受命法官自行為之？

參  精華選讀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2885 號判決

審判法院之組織，分為獨任制與合議制二種。如為獨任制者，即由獨

任審判法官行審判長之職權，審判長之職權與法院之職權固難以區分。但

在合議制之法院組織，法院之職權與審判長之職權則有所區別，亦即關於

審判核心事項，由參與審判之法官各本於自由心證，獨立判斷，經合議後

決定裁判之，受裁判者或依法得表示不服者，其請求救濟方法係向上級法

院提起上訴或抗告；至於審判核心以外之事務，則由審判長行使其維持法

庭秩序及指揮審理訴訟之權限，單獨決定處分，受處分人除依法不得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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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者外，救濟方法係向該審判長所屬法院提起準抗告。具體而言，審判

長之職權係存在於訴訟程序之進行或法庭活動之指揮事項，且以法律明文

規定者為限，此外，則屬法院之職權，依法院組織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

必須經由合議庭內部評議，始得形成法院之外部意思決定，並以判決或裁

定為之，不得僅由審判長單獨決定。從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之一

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即以被告所犯罪名及就被訴事實是否為有罪之陳

述，並斟酌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而決定適用何種審

判程序以進行訴訟，已非純屬審判長訴訟程序之進行及法庭活動之指揮事

項，故應由法院以裁定為之，並非審判長所得單獨決定處分。

肆  關鍵透析

本主題一樣相當單純，但因為 99年律師曾為命題，所以我們來好好

介紹一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73條之 1規定，被告於準備程序為有罪陳

述時 即可轉入簡式審判程序。然因準備程序大多均係由受命法官自行

為之，此轉入簡式審判程序之「決定」應由何人為之，受命法官得自行判

斷嗎？或是應留供合議庭判斷？實務見解以為：「適用何種審判程序以進

行訴訟，已非純屬審判長訴訟程序之進行及法庭活動之指揮事項，故應由

法院以裁定為之，並非審判長所得單獨決定處分。」故此種要適用通常審

判程序或簡式審判程序之決定已非單純之訴訟指揮，自應由法院為之 2。

考試看到「被告自白」、「準備程序」，就要想到可轉入簡式審判程序。

作者提醒

伍  解題要領

本題測驗的爭點即為本主題提到的實務見解，由此可見實務見解在刑

訴此科的重要性啊，一個實務見解抵 15分啊……。應適用通常審判程序

或簡式審判程序之決定已非單純之訴訟指揮，自應由法院為之，而不得由

受命法官自行決定之。

2	 還記得我們在第 8 章提到的「證據調查與否」及「證據如何調查」嗎？結論上前

者應由合議庭判斷，後者則由審判長自行決定，請一併記憶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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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採書面審理，且毋須合議審判（刑訴§284-1）

2不適用傳聞法則

3有科刑協商制度

只得為「無徒刑之虞」的「有罪判決」

地方法院合議庭）

即一審判決後，即生確定之效力

原則：✓

例外有刑訴§451-1Ⅳ但書之情形：✕

若已求刑

簡易判決處刑審查流程

開啟

審理

判決

上訴

1檢察官認事證明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1原則：採一級二審（地方法院簡易庭

2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法院職權轉換為簡易程序

2例外：法院於求刑範圍內判決，則不得上訴

法院應於範圍內判決？

法院若已於範圍內判決，

當事人則不得上訴

section 2

第二節　簡易判決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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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判決處刑與通常審判程序
之轉換

           

最高法院 91 年台非字第 21 號判例

⌲出題年份：95 年司法官第 3題

壹  經典試題

甲男與乙女因妨害家庭案件（通姦罪），經地方法院簡易庭為「得易

科罰金之有期徒刑」簡易判決後，被告等不服而提起上訴，經該地方法院

合議庭認「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試問：

1 該地方法院合議庭應適用何種程序審判該案？理由何在？

2 該案經該地方法院合議庭審理後，將地方法院簡易庭原判決撤銷，改

為「無罪判決之諭知」，但檢察官不服該地方法院合議庭「諭知無罪」

之判決，是否可以上訴？理由何在？

貳  爭點

對於簡易判決上訴地方法院合議庭後，合議庭認為應為無罪判決者，

應為如何之判決？當事人不服該合議庭判決，可否上訴高等法院？

參  精華選讀

最高法院 91 年台非字第 21 號判例

地方法院簡易庭對被告為簡易判決處刑後，經提起上訴，而地方法院

合議庭認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者，依同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一第三項準用

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意旨，應由該地方法院合議庭撤銷簡易庭之

判決，逕依通常程序審判。其所為判決，應屬於「第一審判決」，檢察官

仍得依通常上訴程序上訴於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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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關鍵透析

本主題提到的實務見解大概是本章中最為重要的，請一定要理解啊！

以下就本主題所涉爭點之進行流程分析：

1 案件繫屬於地方法院簡易庭，地方法院簡易庭為有罪判決。

2 當事人不服，上訴至簡易程序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3 地方法院合議庭認本案應為無罪諭知，而撤銷地方法院簡易庭之

判決，改依通常審判程序為第一審判決。

1.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451條之 1規定，簡易判決處刑僅得為「無

徒刑之虞」之「有罪判決」 ，然本件地方法院合議庭竟認應

為無罪諭知，顯見本案根本不應該為簡易判決處刑，原簡易第

一審判決應為違法，故管轄簡易判決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議庭

自應撤銷地方法院簡易庭所為之第一審簡易判決 3，並依刑事

訴訟法第 452條規定將程序轉換回通常審判程序。

這組關鍵字超級重要，遇到簡易判決處刑時，先檢驗若其所為判決非「無

徒刑之虞」（有期徒刑逾六個月，且未為緩刑宣告）之「有罪判決」，即屬違法，

而應轉回通常審判程序。

作者提醒

2. 將程序轉回通常審判程序後，應將案件移轉給具通常審判程序

第一審管轄權之法院繼續審理。然因管轄「簡易判決第二審」

之地方法院合議庭恰好是管轄「通常審判程序之第一審」，故

該法院便自行逕依通常程序審判為第一審判決。

4 地方法院合議庭作出之第一審判決，檢察官 4不服時自可向高等法

院提起第二審上訴。

 然有論者以為 5，為落實程序明確性之要求，法院應明確諭知程序

轉換。若法院疏未諭知，不得認為已屬於通常程序，由此所衍生

3	 筆者教授此爭點時，常常發現有同學會忘記應先撤銷原第一審簡易判決，方能自

為通常審判程序第一審判決。請一定要記得啊，要不然就成為一案數判之違法了。

4	 因所為之判決係無罪判決，故僅有檢察官可上訴。

5	 柯耀程，程序轉換的自動變頻式，月旦法學教室第 44 期，2006 年 6 月，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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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救濟問題即必須透過原有之程序處理。原簡易程序一經上訴審

判決即已確定，不得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訴；惟簡易程序之確定判

決亦為非常上訴之客體，此時對於違法之簡易判決，應透過非常

上訴救濟，併此說明之 6。 

5 地方法院合議庭做出之第一審判決，無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適用。

 又刑事訴訟法第 455條之 1第 3項規定，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

準用同法第三編第一章及第二章除第 361條外之規定。是管轄第

二審之地方法院合議庭受理簡易判決上訴案件，經認案件有刑事

訴訟法第 452條所定第一審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而不得適用簡易

程序審判之情形者，依同法第 455條之 1第 3項準用同法第 369

條第 2項之規定意旨，應由該地方法院合議庭撤銷原簡易判決，

逕依通常程序審判，所為之判決，應屬於「第一審判決」（編按：

參 91台非 21例意旨）。地方法院合議庭於此情形所為之判決，

既屬「第一審」判決，而非「第二審」判決，即與同法第 369條

第 2項所定自為「第一審判決」之性質相同，縱原簡易判決係由

被告提起或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上訴者，仍無上開不利益變更禁

止原則規定之適用（104台上 3584決）。

伍  解題要領

本題所測驗者即為本主題所涉及之實務見解，管轄簡易判決第二審之

地方法院合議庭認本件應為無罪諭知，故自不得再為簡易判決之審理，而

應撤銷地方法院簡易庭所為之第一審簡易判決，並將程序轉換回通常審判

程序進行審理。

依實務見解之旨，地方法院合議庭作出之第一審判決，檢察官不服時

自可向高等法院提起第二審上訴。然論者以為，須法院明確諭知程序轉換

後，程序方得轉換為通常審判程序。倘未為明確諭知，該程序仍屬簡易程

序，經地方法院合議庭判決後即已確定，僅得提起非常上訴救濟。

6	 依學者之見解，上訴法院自動轉換程序的作法，將導致被告須等到程序終結後，

法院諭知無罪或有罪判決時，才能明確知道自己是處在通常程序第一審，還是簡

易程序第二審，對被告程序權之保障並不足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