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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通常審判程序─上訴第三審 

第一節 刑事訴訟法之規定 

壹、概說 

不服高等法院之第二審或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最高法院為

之；最高法院審判不服高等法院第一審判決之上訴，亦適用第三審程序

（§375）。在審級制度中，最高法院作為「終審法院」，負有統一解釋法

令之任務
1
。就第三審之構造，第 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

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第 394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第

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故我國法第三審

原則上採「法律審」、「事後審」。 

貳、上訴第三審之限制 

一、案件類型之限制 
原則 

法定列舉之輕微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376 I）2
，惟如單一性

                                                        
1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2017 年，頁 443。憲法上爭議，參照釋字第 530 號解釋理

由書：「憲法第 77 條規定：『司法院為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

判及公務員之懲戒。』惟依現行司法院組織法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七人，審理解釋

憲法及統一解釋法令案件，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至 36 年 3 月

31 日公布司法院組織法第 4 條雖規定：『司法院分設民事庭、刑事庭、行政裁判庭及公

務員懲戒委員會。』未及施行，旋於 36 年 12 月 25 日修正，沿襲訓政時期之司法舊

制，於司法院下設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迨 69 年 6 月 29 日修正司

法院組織法仍規定司法院設各級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是司法院除大法

官職掌司法解釋及政黨違憲解散之審理外，其本身僅具最高司法行政機關之地位，致使

最高司法審判機關與最高司法行政機關分離。為期符合司法院為最高審判機關之制憲本

旨，司法院組織法、法院組織法、行政法院組織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應自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檢討修正，以副憲政體制。」簡言之，將來之修法方向會仿美國

法，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和大法官會議合而為一，以確保司法

院掌有憲法第 77 條所說之各種審判權。 
2 因刑法贓物罪於 2014 年修正，故第 7 款後亦隨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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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譬如想像競合，一部罪名不得上訴第三審，一部得上訴第

三審，依上訴不可分原則，應認全部皆得上訴第三審，不受第 376

條之拘束（69台上 2037判例參照）。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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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

力。」且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第 5 項規定：「經判定

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

據此，對於第一次受有罪判決者，至少應給予一次上訴救濟之機

會。然而第 376 條第 1 項各款案件，經第一審為無罪或程序判

決，如檢察官上訴後第二審改判有罪，在 2017 年修法前不得上訴

第三審，與上開公約之規定有違，被釋字第 752 號宣告違憲，修

法後第 376 條第 1 項但書因而規定：「但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

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經第二審法院撤銷並諭知有罪之

判決者，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亦即，此時

不得為被告不利益上訴，但得為被告利益上訴。如依第 376 條第 1

項但書上訴後，遭第三審撤銷發回，雖已回復至第二審程序，但

既然先前已保障過上訴權，則縱使發回後之第二審又為有罪判

決，亦無須再例外保障其上訴權，故不得上訴（§376 II）。 

二、無害錯誤法則
3 

原審法院雖有錯誤，但對於判決結果無害者，不重新發回審判，

此即無害錯誤法則。 

理論基礎 

無害錯誤法則源自英國法，其理論基礎有三：第一，證據法則或

程序法則之設計並非完美無瑕，不可能完美適用於每一個審判之

個案，且個案在適用證據法則或程序法則時，也不可能完美地不

發生些微錯誤。第二，上訴審無法知悉或評估錯誤對陪審團團員

                                                        
3 主要參考：王兆鵬，刑事訴訟講義，2010 年，頁 90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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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時的影響。第三，節省司法資源，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表

示，承認無害錯誤法則是因為，刑事審判為提升公眾對於司法程

序的尊敬與信心，應專注於審判的公平性，而不是不重要的錯

誤；若不論錯誤對判決結果的影響為何皆一律發回更審，只會鼓

勵當事人濫用司法資源，導致人民對司法的鄙視。 

我國法
4 

我國第三審亦採無害錯誤法則，第 380 條因而規定：「除前條情形

外，訴訟程序雖係違背法令而顯然於判決無影響者，不得為上訴

之理由。」據此規定，如為「前條情形」，即第 379 條所列 14 款

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事由，當事人上訴第三審不受第 380 條限制；

相對地，如為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事由外之其他違背法令事由，須

受第 380 條限制，亦即，於訴訟程序雖係違背法令而顯然於判決

無影響者，不得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簡言之，於第 379 條所列

14 款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事由，立法者「擬制」其對於判決結果當

然有影響，故不容許第三審依第 380 條判斷，而認其絕對得上訴

第三審。 

實務運用 

77 第 11 次刑議：「下列證據違法情形，得認為於判決無影響，

無庸將原判決撤銷：1. 證據雖有瑕疵（如無證據能力，非經合法

調查程序取得或內容不明確等），惟未採為判決之基礎，自於判決

無影響。2. 援用某項證據，固有不當，然除去該項證據，仍應為

同一事實之認定者，即於判決無影響。3. 當事人或其辯護人聲請

調查之證據，或涉及其他應否依職權調查之證據，雖未予調查，

但經第三審認為無調查之必要者，此項漏未調查，自非對判決有

影響。4. 查證或採證縱有違誤，惟僅涉及無關重要之枝節問題，

而於判決之主文，尚無影響者。」可供參照。 

                                                        
4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2017 年，頁 455～456；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下），

2017 年，頁 39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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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判決違背法令 

一、概說 
依第 377 條：「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

得為之。」第三審為法律審。就「判決違背法令」，第 378 條解釋

之：「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所謂判決不

適用法則，是指判決理由並未記載判決主文所由生之法則；所謂

判決適用法則不當，是指判決應適用法則而不適用與判決不應適

用法則而誤予適用二者而言
5
。 

二、狹義判決違背法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
6 

第 377 條所稱之「判決違背法令」為「廣義判決違背法令」，尚可

區分為「狹義判決違背法令」與「訴訟程序違背法令」。如違背法

令足以直接影響判決結果者為「狹義判決違背法令」，其餘違背法

令情形則稱為「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換言之，訴訟程序違背法

令，指判決本身以外之訴訟程序違背程序法之規定，但與狹義判

決違背法令在實際上時相牽連（釋 238理由書、91第 7次刑議）。

若非第 379 條所列 14 款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事由，其餘違背法令情

形應區分是「狹義判決違背法令」或「訴訟程序違背法令」，以決

定得否上訴第三審（§380）。 

三、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種類 

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包括︰1. 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2. 依法律或

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審判者。3. 禁止審判公開非依法律之規定

者。4. 法院所認管轄之有無係不當者。5. 法院受理訴訟或不受理

訴訟係不當者。6. 除有特別規定外，被告未於審判期日到庭而逕

行審判者。7. 依本法應用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

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8. 除有特別規定外，未

經檢察官或自訴人到庭陳述而為審判者。9. 依本法應停止或更新
                                                        
5 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下），2017 年，頁 389。 
6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2017 年，頁 469～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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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而未經停止或更新者。10. 依本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

未予調查者。11. 未與被告以最後陳述之機會者。12. 除本法有特

別規定外，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或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

決者。13. 未經參與審理之法官參與判決者。14. 判決不載理由或

所載理由矛盾者（§379）。判決當然違背法令者，不受第 380 條拘

束。 

強制辯護或指定辯護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強制辯護，旨在保障被告，故縱使是強制辯護案件而未經辯護，

如最後判決被告無罪，實務即認為判決並未違法，檢察官不得以

此為由上訴第三審（79 台上 338 判決、90 台上 6608 判決）。惟學

者有認為，是否違法與是否得上訴第三審可分別討論，實務見解

為了避免當事人提起第三審上訴，將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事由

變成「不當然」，已違背第 379 條之明文規定7
。而且依第 377、

379 條，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事由，是「絕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

實務使其「相對化」，亦違背立法者明文規定。 

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者 

釋字第 238 號認為：「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10 款所稱『依本法

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指該證據在客觀上為法院認定事實及

適用法律之基礎者而言。此種證據，未予調查，同條特明定其判

決為當然違背法令。其非上述情形之證據，未予調查者，本不屬

於上開第 10 款之範圍，縱其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惟如應受同法第

380 條之限制者，既不得據以提起第三審上訴，自不得為非常上訴

之理由
8
。」增加了第 379 條法條所沒有的「證據在客觀上為法院

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基礎者」要件。 

  

                                                        
7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2017 年，頁 220～221。 
8 本章許多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也會涉及非常上訴，為免觀念混淆，與本章無關者即暫不

介紹，留待第二十六章「非常上訴」再為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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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上訴第三審之程序 

一、上訴書狀之提出 
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 10 日

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未補提者，毋庸命其補提（§382 I），

亦即無庸命補正；關於繕本送達於對造等規定，準用第二審上訴

書狀之規定（§382 II）。未補提理由者，雖毋庸命其補提，但於第

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上訴人仍得補提（§386 I）。 

二、他造得提出答辯書 
他造當事人接受上訴書狀或補提理由書之送達後，「得」於 10 日

內提出答辯書於原審法院。如係檢察官為他造當事人者，應就上

訴之理由提出答辯書。答辯書應提出繕本，由原審法院書記官送

達於上訴人（§383）。 

伍、第三審法院之審理 

第三審之審判，除有特別規定外，準用第一審審判之規定（§387）。

所謂「特別規定」，分述如下： 

一、不適用強制辯護、指定辯護之規定 
第 31 條之規定於第三審之審判不適用之（§388），但選任辯護之

規定仍有適用（§27）。第三審雖原則上不行言詞辯論，但被告仍

須提出理由書為法律上論戰，其實亦有受辯護人援助之必要性，

故此規定實有不當。 

二、原則上為書面審理 
原則 

第三審法院之判決，不經言詞辯論為之（§389 I 本文）。上訴人及

他造當事人，在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得提出上訴理由書、答辯

書、意見書或追加理由書於第三審法院。前項書狀，應提出繕

本，由第三審法院書記官送達於他造當事人（§386）。之所以需要

為此特別規定，理由在於第三審原則上不開庭為言詞審理，而是

以書面審理為原則，所以利用此補提之規定使當事人得持續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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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審法院表達意見之機會。 

例外 

第三審法院之判決，法院認為有必要者，得命辯論（§389 I但書）。

此辯論適用以下規定： 

此辯論非以律師充任之代理人或辯護人，不得行之（§389 II）。 

第三審法院於命辯論之案件，得以庭員一人為受命法官，調查

上訴及答辯之要旨，制作報告書（§390），此為第 279 條之特別

規定。 

審判期日，受命法官應於辯論前，朗讀報告書；檢察官或代理

人、辯護人應先陳述上訴之意旨，再行辯論（§391）。審判期

日，被告或自訴人無代理人、辯護人到庭者，應由檢察官或他造

當事人之代理人、辯護人陳述後，即行判決（一造辯論判決）；

自訴案件，被告及自訴人均無代理人、辯護人到庭者，得不行

辯論（§392）。 

三、得調查之範圍（§393） 
與第二審為「覆審制」不同，第三審為法律審、事後審，故第三

審法院之調查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但下列事項，得依

職權調查之： 

第 379條各款所列之情形。 

免訴事由之有無。 

對於確定事實援用法令之當否。 

原審判決後刑罰之廢止、變更或免除。 

原審判決後之赦免或被告死亡。 

四、原則上不重新認定事實 
第三審為法律審、事後審，故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

事實為判決基礎，但關於訴訟程序及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393），

得調查事實。此調查得以受命法官行之，並得囑託他法院之法官

調查。調查之結果，認為起訴程序違背規定者，第三審法院得命

其補正；其法院無審判權而依原審判決後之法令有審判權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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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審判權論（§394）。 

五、不自為羈押事項之處分（§121 II） 
參照第 121 條修正理由：「羈押被告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

第 101條之 1及第 101條之 2規定，除須具備羈押原因及必要外，

尚須經法官之訊問。惟第三審為法律審，不為事實之調查，被告

是否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自應由事實審調查審認。倘案件已上

訴於第三審，卷證並送交該法院時，為免違背第三審為法律審之

原則，並探究本條第 2 項、第 3 項、第 363 條及第 385 條之立法

精神，關於羈押之處分，仍由事實審之第二審法院為之為宜，現

行軍事審判法第 109 條第 2 項即為如是規定。爰參酌最高法院 95

年度第 3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及軍事審判法上開規定，明定案件在

第三審上訴中，而卷宗及證物已送交該法院者，羈押及其他關於

羈押事項之處分，由第二審法院裁定之，以臻明確。」 

陸、原審之處理及第三審之判決 

除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之情形外，原審法院於接受答辯書或提

出答辯書之期間已滿後，應速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第三審法院之檢

察官。第三審法院之檢察官接受卷宗及證物後，應於 7 日內添具意見書

送交第三審法院。但於原審法院檢察官提出之上訴書或答辯書外無他意

見者，毋庸添具意見書。無檢察官為當事人之上訴案件，原審法院應將

卷宗及證物逕送交第三審法院（§385）。 

一、上訴不合法 
上訴人向原審法院提起上訴，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

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384）。 

如案件已經繫屬於第三審法院（§385），第三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第

384條之情形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其以逾第 382條第 1項所

定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亦

同（§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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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訴合法，但無理由 
第三審法院認為上訴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但得同時諭知

緩刑（§396）。此處所稱之「無理由」，原則上以上訴理由所指摘

之事項不成立為限（§393 本文）；如非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亦

非第 393條但書之依職權調查事項，則第三審法院不得調查之。 

三、上訴合法，且有理由 
第三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者，應將原審判決中經上訴之部分撤

銷（§397），並分別情形為下述判決其中之一。為被告之利益而撤

銷原審判決時，如於共同被告有共同之撤銷理由者，其利益並及

於共同被告（§402）。 

自為判決 

依第 398 條，第三審法院因原審判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撤銷之

者，應就該案件自為判決：「一、雖係違背法令，而不影響於事實

之確定，可據以為裁判者。二、應諭知免訴或不受理者。三、有

第 393 條第 4 款或 5 款之情形者。」但應為第 399 條或第 400 條

之判決者，不在此限。 

為維護審級利益而「發回更審」 

如下級審判決並未為實質審理（管轄錯誤、免訴、不受理），且此

「未為實質審理」經認為不當者，則被告等於因下級審法院之錯

誤而「實質上少受一個或兩個審級審理」，審級利益受到侵害，此

時為保障被告審級利益，第 399 條規定：「第三審法院因原審判決

諭知管轄錯誤、免訴或不受理係不當而撤銷之者，應以判決將該

案件發回原審法院。但有必要時，得逕行發回第一審法院。」如

僅第二審未為實質審理不當者，僅須發回第二審即可保障被告審

級利益；如第一、二審皆未為實質審理且皆為不當者，則應依本

條但書發回第一審，始足以保障被告審級利益。 

糾正管轄錯誤之「發交審判」 

相較於第 399 條中，下級審對於管轄權「誤有為無」，第 400 條則

處理下級審對於管轄權「誤無為有」之情形：「第三審法院因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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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未諭知管轄錯誤係不當而撤銷之者，應以判決將該案件發交

該管第二審或第一審法院。但第 4 條所列之案件，經有管轄權之

原審法院為第二審判決者，不以管轄錯誤論。」 

其他情形 

第三審法院因前三種情形以外之情形而撤銷原審判決者，應以判

決將該案件發回原審法院，或發交與原審法院同級之他法院

（§401）。實務上第三審認定原審判決違背法令之依據，常為第

379 條第 10 款：「依本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

者。」此時依最高法院 22 年上字第 12 號判例，發回原審之依據

即為第 401條9
。 

四、特別問題：被告死亡與第三審之處理 
實務認為，應區分以下情形： 

被告在上訴前死亡：因訴訟主體不存在，故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

（§§384、395、101第 5次刑議）。 

在不合法上訴後被告死亡：應依其不合法之原因駁回其上訴

（§§384、395）。最高法院 29 年上字第 1328 號判例：「本件被告

之上訴係不合法，已在應行駁回之列，雖據被告之子狀稱，被告

於上訴中在所身故，即使屬實，但第三審法院限於上訴有理由

時，始應將原審判決撤銷，該被告死亡前之上訴，既非合法，即不

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389 條（註：今§397）將其撤銷，自應仍以上

訴不合法，予以駁回（85台非 237判決同旨）」可供參照。 

在合法上訴後被告死亡：第二審法院不得依第 384 條裁定駁回，

而應將卷證送交第三審法院，由第三審法院依第 393 條第 5 款職

權調查被告死亡之事實，確認被告死亡後依第 387 條準用第 303

條第 5 款之規定，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之所以不得由第二審法院

裁定駁回，是因為被告上訴第三審時，第二審法院並無職權調查

事實之權限。 

                                                        
9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2017 年，頁 4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