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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 月通過、2013 年元月生效的中國大陸刑事訴訟法。
當中的特定問題領域，首開先例對外就草案內容廣泛徵求意見，
最終拍版採取許多不同於 1996 年刑事訴訟法的看法。由於新修部
分調整的幅度相當大。為了能夠深入掌握新法的特色，也考慮到
文章的篇幅，本文想聚焦在辯護制度以及秘密的資訊蒐集措施
（技術偵查措施、臥底偵查員）。這兩個地方是本次修法以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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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的重點，同樣地，也是我們這邊最近較為關注的領域。在方
法上，透過辯護人地位和功能的理論，以及將秘密的資訊蒐集措
施與古典強制處分措施同樣視為基本權干預的觀點，按照這樣的
理論基礎所形成的討論架構，分別對兩個主題進行體系性地介
紹，比方，凸顯舊法的特點和問題，以及與此相對應的，指出新
法規定的特色所在。然後，從學理的觀點，對新法部分所採取的
問題解決對策進行評論，並且提出在未來修法時的建議以及討論
上應有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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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the P.R.C. in 2012Focus on Defense and Action of Secretly
Collected Information
Jiuan-Yih Wu∗∗

Abstract
The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the P.R.C. is in 2012 passed
and in January 2013 effective. For the first time are comments in some
areas of problems on the outside asked. The new code has many
changes as the old code in 1996. In the new code there are a lot
of modifications.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important points of the new
regulations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focus on defense, defender, and
action of secretly collected information (survey with technology
equipment, undercover investigators). At the same time these areas are
also in Taiwan high concerned. The structures of discussion are based
not only on die position und function of defender but also on the
aspect of intervention of human right. Therefore can the both topics
systematic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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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2 年中國大陸的刑事訴訟法法典 1，相較於 1996 年的刑事
訴訟法法典，在許多地方進行了調整。草案從一推出即引發不少
的討論，文獻上有許多導讀性的文章 2 ，介紹修法的動向並提供
建議。
對於在台灣的我們，2012 年中國大陸刑訴法法典通過的意義
應該是，對於同樣的一件事情，在對岸，作法上有什麼相同以及
不同之處，以及在思考時可以帶來什麼樣的啟發。這就需要對於
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在方法上，了解制度所要勾勒的模型為何
應該是首先要作的，這包含新版到舊版規定間的發展脈絡以及特
點的掌握。接下來，對照理論上所提出的理想模型，觀察現實與
理想間的差異性，並思考其制度形成的原因，對新版規定做出評
論且提出未來修法的建議。
想要把整部法典修正與新增的地方統統講清楚，需要不小的
篇幅。最近，有一部全球大賣座的電影「復仇者聯盟」，把許多
單獨就可以拍好幾部續集的大英雄放在同一部電影裡面，因此，
對於誰佔的戲份比較多引起諸多的討論，甚至引發片酬多寡比較
的聯想，可以想像，在這部戲，劇情與戲份間的平衡點拿捏實在
是件難度極高的工作。2012 年的大陸刑訴法法典，有相當多值得
1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本文一律簡稱「陸刑訴法」
。
例如，王文杰（2011）
，
〈中國大陸《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之簡析〉
，
《展望與探
索》
，9 卷 10 期，頁 19-30、樊崇義（2012）
，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進步與發
展-2011 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評介〉
，
《法學雜誌》
，1 期，頁 1-12、
閔春雷（2012）
，
〈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完善的基本方向－以人權保障為
重心〉
，
《政法論壇》
，30 卷 1 期，頁 24-30、Joachim Herrmann 著，顏九紅 譯
（2012）
，
〈關於中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
》的報告〉，
《比較法研究》
，
1 期，頁 15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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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和討論的地方，不得不說，想要全部都談的話，每個地方都
可以是重點！所以，如何聚焦，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想說，何
不轉個念頭，朝著兩邊都關心的幾個問題是什麼，去思考看看。
前陣子，在台灣有兩個重要的刑訴法改革，亦即，通訊監察
（2007 年）以及辯護制度（2011 年）。無獨有偶的，這兩個部分
也受到 2012 年中國大陸刑訴法的注意並且也有立法和修法上的大
動作。基於這兩個關注點上的共通性，本文想把討論的焦點放在
辯護制度與秘密的資訊蒐集措施的規定上面，透過對特定焦點深
入探討的方式，來深刻呈現中國大陸刑事訴訟法改革的「部分」
發展趨勢。

貳、相關的概念
中國大陸刑訴法當中的一些術語使用，所指涉範圍，與我國
的刑訴法可能相同 3 也可能不同，為避免望文生義而產生誤解，
在進入核心問題的討論之前，考慮到與我們所熟悉的法制背景的
差異，相關的概念有必要在開始之前先作掌握。因為制度的詳細
介紹會在後面的段落作處理，在這裡，重點想放在程序階段的參
與者。

一、程序的階段及其主導機關
從大陸刑訴法章節的編排可以發現，大陸的刑事訴訟程序係
由以下時間上的先後階段所組成，亦即，立案審查、偵查、起訴
3

比方，台灣和大陸的刑訴法當中都有「當事人」的概念，按照大陸刑訴法第 104
條第 2 款，當事人指的是被害人、自訴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舊法的討論，
林山田／黃榮堅（1993）
，
《大陸地區刑事程序法規之研究》
，頁 51，台北：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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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第二篇）、審判（第三篇）以及執行（第四篇）。
大陸刑訴法第 3 到第 5 條則是規定上述程序的主導機關。人
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以及人民法院是「立案審查程序」的共同主
導機關（陸刑訴法第 3、84 條） 4。在偵查程序，公安機關和人民
檢察院是共同的主導機關（陸刑訴法第 3 條）。另外，在危及國
家安全案件的情況 5 ，案件的立案和偵查程序，國家安全機關可
以參與，其在程序當中的地位與公安機關相同（陸刑訴法第 4
條）。再來，人民檢察院繼續負責案件的起訴審查並決定是否提
起公訴或者不起訴（提起公訴或不起訴決定）（陸刑訴法第 3、
166、172 條）。人民法院負責審判的實行（陸刑訴法第 3 條第 1
項）並享有獨立性，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或個人所影響（陸
刑訴法第 5 條） 6。最後，在確定判決的執行階段，按照大陸刑訴

4

5

6

對於可罰行為事實的通知行為，大陸刑訴法第 84 條第 1 項將任何人的通知稱
為「報案」或「舉報」
，相當有意思的是，對此是具有「通知（告發）的義務」。
至於可罰行為的受害人的通知，根據同條第 2 項也稱為「報案」
，或是「控告」
。
對於上面通知的有權接受機關，同條第 3 項規定，除了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
人民法院也是有權接受通知（報案）的機關。
對此，大陸通說的看法都只是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 4 條第 2 項：
「本法所稱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是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實施或者指使、
資助他人實施的，或者境內組織、個人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的
下列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的行為：（一）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
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二）參加間諜組織或者接受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的任
務的；
（三）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的；
（四）策動、勾引、收
買國家工作人員叛變的；
（五）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其他破壞活動的。」
，徐晶
（編輯）
（2006）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註釋本》
，頁 2，北京：法律
出版；劉家琛（2005）
，
《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條文釋義》
，3 版，頁 14 以下，
北京：人民法院。因為刑事訴訟法是針對刑法的可罰行為進行訴追，對於上述
規定的行為，有些在性質上可能純屬危險預防的階段，未必都是刑法意義下的
可罰行為，解釋上，還是必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所該當的可罰行
為構成要件，透過這樣的審查來決定屬於情報機關的國家安全機關應否參與刑
事訴追程序。
不過，根據大陸通說的看法，這個審判權獨立行使並不意味著人民法院可獨立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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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二四六條以下，人民法院是主導機關。大陸刑事訴訟程序的
階段和主導機關的關係可以用下圖來呈現。
程序主導機關、被告的稱呼與程序階段

犯罪嫌疑人

立案審查

偵查

公安

機關

審判

執行

報案

機關

檢察

檢察

院

法院

法院

院

檢察
立案

法院

罪犯

起訴

公安

起訴審查

被告人

院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被刑事訴訟程序所針對的個人，因此取得「被告」的地位，
是訴訟的目標以及被調查的客體。根據大陸刑訴法，按照程序階
段，對於被告有不同的稱呼。在立案審查（陸刑訴法第 105 條）、
偵查（陸刑訴法第 108 條）以及起訴審查（陸刑訴法第 169 條）
等階段，亦即，在偵查階段，被告被稱為「犯罪嫌疑人」。在起
訴後的審判階段，被告被稱為「被告人」
（陸刑訴法第 181 條）。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以透過其訴訟法上的權利，比方，（對訊
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外，因為中國共產黨仍有影響審判的可能，並不是我們
所熟悉的西方國家的「法官獨立」
，劉家琛，同前註 5，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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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供述（陸刑訴法第 47 條第 4 款）、質問（詰問）
（陸刑訴法
第 57 條），參與並且藉此影響程序，所以也具有訴訟主體的地
位。
為了能夠迅速掌握敘述的標的，底下的段落，對於偵查與審
判程序所針對的目標，將沿用我們的術語使用習慣，一律稱為
「被告」並在前面寫明所處的程序階段，在司法警察主導的調查
程序仍舊稱為「犯罪嫌疑人」。在碰到描述上不便以前述方式呈
現時，會緊接在偵查中的被告之後以括號標註犯罪嫌疑人。

參、辯護制度
一、舊法的規定
（一）辯護人的地位
被告的辯護權，在中國大陸受到憲法的保障（陸憲第 125
條 ）。大陸刑事訴訟法落實了其憲法的規定，採取辯護制度並設
計辯護人的機制（第一篇第四章），同時，在舊法第 11 條（同新
陸刑訴法第 11 條）要求人民法院要尊重被告的辯護權 8。關於辯
護人的地位，舊法有原則性的規定，亦即第 35 條：「辯護人的責
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
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的合法權益。」另外，根據第 38 條第 1 項：「辯護律師和其
他辯護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
7

7
8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本文簡稱
（舊）大陸刑訴法第 11 條第 2 句：
「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
證被告人獲得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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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以及進行其
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從這兩個規定可知，辯護人
的任務是在保護被告，但是也必須尊重有效刑事訴追的利益，所
以是帶有私益以及公益保護者的地位。

（二）辯護人的選任
舊法第 32 條第 1 項第一句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
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辯護人
的「選任」，大陸刑訴法的立法者是以「委託」來稱呼。從被告
以及犯罪嫌疑人的用語可推得，偵查中和審判中，被告方面至多
可以有兩個人來擔任他的辯護人。在偵查階段，從「案件被移送
審查起訴之日」開始，犯罪嫌疑人方面可自行或者由別人為他選
任辯護人（舊陸刑訴法第 33 條第 1 項）。另一方面，人民檢察院
在收到案件材料之日起三天內應告知犯罪嫌疑人前述的辯護人選
任權（舊陸刑訴法第 33 條第 2 項第一句）。不過，在審判中，人
民法院對被告是否也有同樣的告知義務則沒有規定。
舊法第 32 條第 1 項，描述了辯護人的積極資格，除了律師，
不分偵查與審判，其他非律師之人，透過被告、被告親友或監護
人、或者人民團體的推薦，可以擔任犯罪嫌疑人或是被告的辯護
人。至於非律師之人擔任辯護人是否要取得刑事訴追機關的同
意，對此並沒有規定。

（三）辯護人參與程序的必要性
按照舊法第 34 條「被告人」的用語，辯護人有參與必要性的
程序標的僅限於審判程序。大陸刑訴法對於被告參與審判程序的
必要性，列舉了以下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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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經濟陷於困難或類似的情形（舊陸刑訴法第 34 條第 1
項）。
2.被告有視障、聽障、語言障礙的情形（舊陸刑訴法第 34 條
第 2 項）。
3.被告未成年（舊陸刑訴法第 34 條第 2 項）以及
4.被告涉嫌實行法定刑為死刑的可罰行為（舊陸刑訴法第 34
條第 3 項）。
要特別說明的是，大陸實務上對於上述未成年被告，是指其
年齡在審判開始時，還未滿十八歲 9。另外，陸刑訴法第 34 條第 2
項「被告經濟陷於困難」的認定，大陸實務上的看法是，應該調
查被告的經濟狀況是否符合被告所在當地政府規定的經濟困難標
準，或者被告沒有任何收入且家戶經濟狀況不明或不願為其選任
辯護人 10。至於同條項的「類似的情形」，解釋上應該是指有與
經濟弱勢的事實可等同視之的情況，不過，大陸實務上是理解成
以下的情況，比方，共同被告的案件，其他被告人已委託辯護人
的、被告具外國國籍、案件有重大社會影響、或是，人民法院認
為起訴意見和移送的案件證據可能影響正確定罪量刑 11。
9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36
條第 2 款：
「 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為
其指定辯護人：…（二）開庭審理時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
10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37
條：「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為其指
定辯護人：（一）符合當地政府規定的經濟困難標準的；（二）本人確無經
濟來源，其家庭經濟狀況無法查明的；（三）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屬經
多次勸說仍不願為其承擔辯護律師費用的；…」
11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37
條：「…（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託辯護人的；（五）具有
外國國籍的；（六）案件有重大社會影響的；（七）人民法院認為起訴意見
和移送的案件證據材料可能影響正確定罪量刑的。」
179

14 高大法學論叢 第 9 卷．第 1 期

根據舊法第 34 條第 2 項和第 3 項，若被告方面沒有選任（委
託）辯護人，人民法院應為被告指定律師擔任其辯護人。不過，
舊法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
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
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按照這個規定，在被告經
濟弱勢或類似的情況，人民法院「可以」為被告指定律師擔任其
辯護人。若被告方面沒有選任辯護人，在這裡，人民法院並沒有
為他指定辯護人的義務，而是有是否指定的裁量權，文獻上有將
此稱為「酌定指定辯護」12。辯護人參與的必要性，一般是透過國
家指定的最後手段，或是直接以辯護人缺席來作為上訴第三審的
事由 13，藉此凸顯辯護人參與程序的必要性。舊法第 34 條第 1 項
的規定，對於想以此情況作為辯護人參與程序必要性的規範目而
言是大大扣分的。另外，在人民法院為被告指定辯護人的情形，
其僅能尋求具有律師資格者來擔任。

（四）辯護人的閱卷權與交流權
辯護人的閱卷權和交流權一起規定在舊法第 36 條。
根據舊法第 36 條第 1 項，偵查中，也就是從審查起訴程序開
始日起，有律師資格的辯護人有閱卷權且有和羈押中犯罪嫌疑人
的交流權（會見、通信）。非律師的辯護人，則要先取得人民檢
察院的許可，才可以行使閱卷權以及與羈押中被告的交流權。以
上辯護人閱卷權和交流權的行使，在審判階段也是相同的（舊陸
刑訴法第 36 條第 2 項）。實務上，辯護人與身體活動自由遭到公
安機關限制的被告（犯罪嫌疑人）接見，若不涉及國家秘密案件

12

13

樊崇義（主編）
（2009），《刑事訴訟法學》，頁 193，北京：中國政法大學、
王兆鵬（2000），《刑事被告的憲法權利》，頁 404，台北：元照。
比方，台灣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以及第 379 條第 7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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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則不需要經過公安機關的許可 14。
讓人感到好奇的是，在什麼樣的情況，辯護人行使閱卷的申
請會遭到拒絕。對此，按照人民檢察院內部的看法，有以下的情
況，辯護人閱卷權的行使應該不予許可，譬如說，其他共犯還在
逃亡中、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有需要調查的漏網行為和被
告、涉及國家秘密的（卷宗）、以及有事實足認有串供、毀滅、
偽造證據或者危害證人人身安全之虞 15。
至於閱卷權標的的範圍，在偵查中，僅及於本案的訴訟文書
以及技術鑑定材料（舊陸刑訴法第 36 條第 1 項）。關於前述的訴
訟文書，實務上的看法認為，包括命令強制處分措施的書面、或
是刑事訴追機關對外公開決定的書面，不過，並不含筆錄以及證
據等與責任量刑有關的資料 16。至於技術鑑定材料則是指，描述
紀錄鑑定實行及結果的書面 17。在審判中，「本案所指控犯罪事
14

15

16

17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式規定第 43 條：「
（I）對於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
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經過批准，公安機關不應以偵查過程需要保守秘
密作為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II）對於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
要求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填寫《會見犯罪嫌疑人申請表》，經縣級以上
公安機關批准。公安機關不批准會見的，應當向律師說明理由。」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 320 條：「
（I）律師以外的辯護人向人民檢察院申
請查閱、摘抄、複製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或者同在押的犯罪
嫌疑人會見和通信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在接到申請後的三日以內對申請人是
否具備辯護人資格進行審查並作出是否許可的決定，書面通知申請人。申請
人不具備辯護人資格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不予許可。（II）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不予許可：（一）同案犯罪嫌疑人在逃的；（二）案件
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者遺漏罪行、遺漏同案犯罪嫌疑人需要補充偵查
的；（三）涉及國家秘密的；（四）有事實表明存在串供、毀滅、偽造證據
或者危害證人人身安全可能的。」
劉家琛（主編），同前註 5，頁 125、林彥光（2010），《中國大陸刑事辯護
制度之研究》，頁 52，東吳大學中國大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對於訴訟文書以及鑑定材料，大陸實務上的看法，比方，人民檢察院刑事訴
訟規則第 319 條：「…（II）訴訟文書包括立案決定書、拘留證、批准逮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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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材料」是辯護人閱卷權的標的，算是有符合「完全閱卷原則」
的要求（舊陸刑訴法第 36 條第 2 項第二句）。
至於閱卷權的行使方式，辯護人可對閱卷權的標的進行「查
閱（閱覽）、摘抄（抄錄）及複製」
（舊陸刑訴法第 36 條第 1、2
項）。
關於辯護人與被告交流權的限制，實務上的作法，比方，人
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 321 條：「律師以外的辯護人同在押的
犯罪嫌疑人通信，人民檢察院可以要求羈押機關將書信送交人民
檢察院進行檢查。」非律師的辯護人與羈押中的被告以郵遞方式
實行交流權時，可以被監察。不過，有疑問的是，是基於什麼樣
的原因，人民檢察院可以作這樣的命令。

（五）辯護人的功能
除了前述辯護人的閱卷權和交流權，舊法還規定了以下辯護
人的權利，可藉此對程序加以影響：
1.自行蒐證權、證據調查申請權及其限制
根據舊法第 37 條第 1 項，辯護人有權自行收集證據。在偵查
中和審判中，辯護人可分別對人民檢察院及人民法院提出申請，
要求其調查（收集、調取）證據，並且，在審判中，要求人民法
院通知證人出庭陳述。不過，若調查的對象是被害人、被害人的
近親屬、被害人指出（供出）的證人，在他們的同意下，以及，

定書、逮捕決定書、逮捕證、搜查證、起訴意見書等為立案、採取強制措施
和偵查措施以及提請審查起訴而製作的程式性文書。（III）技術性鑒定材料
包括法醫鑒定、司法精神病鑒定、物證技術鑒定等由有鑒定資格的人員對人
身、物品及其他有關證據材料進行鑒定所形成的記載鑒定情況和鑒定結論的
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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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中取得人民檢察院的同意，或是，審判中有人民法院的同
意，辯護人才可以針對他們取得證據或調查（調查證據）。
又按照舊法第 159 條，審判中，辯護人有權申請法院調查新
的證據以及重新鑑定或勘驗。
2.非獨立的上訴權
按照舊法第 180 條，經被告同意後，辯護人才可以為被告提
起上訴 18。
3.詰問權
按照舊法第 155 條第 2 項，辯護人詰問被告、第 47 條第 1 項
以及第 156 條第 1 項，辯護人可對證人、鑑定人進行詰問。
4.解除強制措施申請權
在強制措施執行超越法定期限時，按照程序階段，辯護人有
權，在偵查中對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審判中，對人民法院，
要求其解除強制措施（舊陸刑訴法第 75 條）。
5.物證提示權
審判中，物證若在辯護人的持有中，應當庭出示，解釋上，
應該是指在審判期日證據調查時提出前述的證據（舊陸刑訴法第
157 條）。
6.陳述權
按照舊法第 157 條第二句以及第 160 條，辯護人可對證據表
示意見或者參與辯論。

18

林山田／黃榮堅，同前註 3，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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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辯護人地位的喪失
舊法第 39 條：「在審判過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絕辯護人繼續
為他辯護，也可以另行委託辯護人辯護。」僅有被告能解除他與
辯護人間的辯護關係，辯護人會因此失去在程序當中的辯護人地
位而必須退出所參與的程序。之後，被告方面可以自行或者由他
人為其選任新任的辯護人。不過，對於解除辯護關係的程序則沒
有規定。另外，也有問題的是，在偵查中，如果想解除辯護關
係，解除權人為何以及應該怎麼作，對此也缺乏明文。

二、修法的脈絡
2012 年的大陸刑事訴訟法，繼續將辯護人安排在第一篇第四
章，且條號依舊是安排在從第 32 條以下開始。
當中有幾個規定是未作修正或者僅文字調整的，例如，辯護
人要顧及到公益的保護（新陸刑訴法第 42 條 1 項同舊陸刑訴法第
38 條第 1 項）、辯護人的資格及其人數的上限（新陸刑訴法第 32
條同舊陸刑訴法第 32 條）、辯護人的自行調查證據權及調查證據
申請權（新陸刑訴法第 41 條同舊陸刑訴法第 37 條）、辯護關係
的解除（新陸刑訴法第 43 條同舊陸刑訴法第 39 條）。
此外，還有幾個在辯護人專章之外的辯護人權利也沒有修
改，而僅作條號的調整，像是，解除強制措施申請權（新陸刑訴
法第 97 條同舊陸刑訴法第 75 條）19、有權申請法院調查新的證據

19

（新）陸刑訴法第 75 條：「…被告人委託的律師及其他辯護人對於人民法院、
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採取強制措施超過法定期限的，有權要求解除強制
措施。…」；（舊）陸刑訴法第 97 條：「…辯護人對於人民法院、人民檢察
院或者公安機關採取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的，有權要求解除強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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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重新鑑定或勘驗（新陸刑訴法第 192 條第 1 項同舊陸刑訴法
第 159 條 1 項） 20、物證提示權（新陸刑訴法 190 條第一句同舊
陸刑訴法 157 第一句）21、陳述權（新陸刑訴法 190 第二句同舊陸
刑訴法第 157 條第二句 22；新陸刑訴法第 186 條同舊陸刑訴法第
155 條第 2 項 23；新陸刑訴法第 193 條 2 項同舊陸刑訴法第 186
條 24）以及非獨立的上訴權（新陸刑訴法第 216 條同舊陸刑訴法
第 180 條） 25。
在修法的部分，則是有，譬如，辯護人的選任（新陸刑訴法
第 33 條同舊陸刑訴法第 33 條）、辯護人參與程序必要性的標的
（新陸刑訴法第 34 條同舊陸刑訴法第 34 條）、交流權（新陸刑
訴法第 37 條同舊陸刑訴法第 36 條）和閱卷權（新陸刑訴法第 38

20

21

22

23

24

25

（新）陸刑訴法第 192 條第 1 項：「法庭審理過程中，…辯護人…有權申請通
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舊）陸刑
訴法第 159 條第 1 項：「法庭審理過程中，…辯護人…有權申請通知新的證
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
（新）陸刑訴法第 190 條第一句：「…辯護人應當向法庭出示物證，讓當事人
辨認，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人的鑒定意見、勘驗筆錄和其他作
為證據的文書，應當當庭宣讀。」；（舊）陸刑訴法第 157 條第一句：「…
辯護人應當向法庭出示物證，讓當事人辨認，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
鑒定人的鑒定結論、勘驗筆錄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應當當庭宣讀。」
（新）陸刑訴法第 190 條第二句：「審判人員應當聽..辯護人…的意見。」；
第二句（舊）陸刑訴法第 157 條：「審判人員應當聽取…辯護人…的意見。」
（新）陸刑訴法第 186 條第 2 項：「…辯護人…，經審判長許可，可以向被告
人發問。」；（舊）陸刑訴法第 155 條第 2 項：「…辯護人…，經審判長許
可，可以向被告人發問。」
（新）陸刑訴法第 193 條第 2 項：「經審判長許可…辯護人…可以對證據和案
件情況發表意見並且可以互相辯論。」；（舊）陸刑訴法第 160 條：「經審
判長許可，…辯護人…可以對證據和案件情況發表意見並且可以互相辯
論。」
（新）陸刑訴法第 216 條：「…被告人的辯護人…，經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
上訴。」；（舊）陸刑訴法第 180 條：「…被告人的辯護人…，經被告人同
意，可以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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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同舊陸刑訴法第 36 條）的分流規定、以及辯護人妨害刑事司法
行為的處理程序（新陸刑訴法第 42 條第 2 項、舊陸刑訴法第 38
條）。
本次修法，就辯護人的功能，加入了四個新的規定，偵查中
辯護人的權利（新陸刑訴法第 36 條）、辯護人有權申請調取偵查
中取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利證據（新陸刑訴法第 39 條）、辯護
人提出對被告有利證據的義務（新陸刑訴法第 40 條）以及辯護人
權利遭侵害時的異議權（新陸刑訴法第 46 條）。
下一段將透過修正的重點所形成的討論架構，對修法以及新
增規定進行細部的敘述。

三、修法的重點 26
（一）偵查階段辯護人的選任
按照陸刑訴法第 33 條第 1 項，偵查中，偵查階段的被告在偵
查機關首次訊問時或是（執行）強制處分之日，即可選任（委託）
辯護人。而且，偵查機關對此有告知的義務（陸刑訴法第 33 條第
2 項）。在偵查中，被告僅能選任律師擔任辯護人（陸刑訴法第
33 第 1 項第二句）。
陸刑訴法第 33 條第 3 項也規定了其他的選任權人。偵查和審
判中，被告的監護人或是近親屬，可為被告選任辯護人，不過，
僅限於被告在羈押中的情形。
陸刑訴法第 33 條第 2 項第四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

26

本段所提及規定的完整內容，請參見，附錄：「辯護制度新舊規定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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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要求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
及時轉達其要求。」不論是在偵查或審判階段，羈押中的被告如
果想自行選任辯護人，刑事訴追機關有協助其接洽選任的義務。
辯護人選任的程序則是規定在陸刑訴法第 33 條第 4 項，接受選任
的辯護人，他應立即將接受選任的事實通知程序的主導機關（辦
理案件的機關）。解釋上，自此他才會取得辯護人的地位。

（二）辯護人參與程序必要性延伸至偵查階段
陸刑訴法第 34 條描述了辯護人參與程序必要性的原因以及辯
護人的指定。這個規定是以舊法第 34 條為基礎進行修正。從新法
當中加入「犯罪嫌疑人」可知，辯護人參與程序必要性的標的，
除了既有的審判程序，也延伸到了偵查程序。
至於參與必要性的原因，修法後，不分審判與偵查一律適
用。並且，納入偵查階段被告以及審判階段被告智障的情形（尚
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
（陸刑訴法第
34 條第 2 項）。此外，將作為參與必要性原因的重罪案件的範圍
擴大，除了既有的、法定刑為死刑的可罰行行為的案件，也將門
檻下降到法定刑為無期徒刑以上的可罰行為案件（陸刑訴法第 34
條第 3 項）。
在符合辯護人參與必要性的案件，偵查中，人民檢察院、審
判中，人民法院，應為被告指定辯護人，在操作上，是通知法律
援助機關指派律師擔任辯護人
（陸刑訴法第 34 條第 2 項，第 3 項）
。
不過，要注意的是，此次修法，將被告因為經濟困難及其他原因
未選任辯護人的情形，改為由被告自己或其近親屬可向法律援助
機關申請指派律師擔任辯護人（陸刑訴法第 34 條第 1 項）；因此，
被告處於經濟上弱勢這個理由已經不再是辯護人參與程序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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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和指定辯護人的原因，而是「純粹的法律扶助事由」 27。另
外，以被告未成年作為辯護人參與必要性以及為其指定辯護人的
原因，則是移至新增的「未成年被告刑事程序」
（第五篇、第一章：
28
（陸刑訴法第 267 條）29。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
專章 來規定

（三）偵查中辯護人的功能
陸刑訴法第 36 條：「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
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
關瞭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
在偵查中，應該給辯護人機會，對被告提供法律諮詢（法律
幫助）。辯護人可為被告提出變更強制處分措施的申請。此外，
一旦被告或辯護人的權利遭到刑事訴追機關侵害（比方，陸刑訴
法第 14 條第 2 項 30，第 47 條 31 ），辯護人可據此提出異議（申
訴、控告）。以及，要求偵查機關（比方，公安機關、人民檢察
院）提供案件進展情況訊息的請求權，並對此有陳述權（表示意
見），藉此機會，一方面可提出對被告有利的證據，或者指出應
調查的方向，另一方面，可對犯罪指控加以反駁。

27

28

29

30

31

宋英輝（2012），《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精解》，頁 27，北京：中國
政法大學出版社。對於「法律扶助」與「辯護人指定」關係的討論，可參考，
吳俊毅（2009），《辯護人論》，頁 54 以下，台北：正典。
詳細地介紹，可參見，吳俊毅（2012），〈2012 年中國大陸刑事訴訟法之評
析-聚焦在少年刑事程序〉，《刑事法學現代化動向－黃東熊教授八秩華誕祝
壽論文集》，頁 337-364，台北：台灣法學。
陸刑訴法第 267 條：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
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
護。」
陸刑訴法第 14 條第 2 項：「訴訟參與人對於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
侵犯公民訴訟權利和人身侮辱的行為，有權提出控告。」
對此，進一步的介紹，請參見，本文，參、三、（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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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辯護人交流權與閱卷權分流規定
此次修法，將辯護人的交流權與閱卷權分流，各規定在陸刑
訴法第 37 條和第 38 條。
1.辯護人交流權
陸刑訴法第 37 條是辯護人與被告交流權的專門規定。按照同
法第 37 條第 1 項，偵查和審判中，具律師資格的辯護人與羈押中
的被告有交流權，可透過當面口頭交談（會見）或是信件郵遞（通
信）的方式實行。
同法第 37 條第 4 項規定，「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可以瞭解案件有關情況，提供法律諮詢等；自案件
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實有關證
據。」辯護人可透過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接見（會見）來準備辯
護。因為僅提到會見，其他的交流權實現的情形，比方，通信、
收授物品…等，是否也是為了準備辯護的目的則是不明。此外，
辯護人利用會見羈押中被告的機會實行非準備辯護目的的行為，
除了發現係為了妨害刑事訴追的目的時依據同法第 42 條可對辯護
人追究其責任，對於類此的辯護人濫用交流權的限制及其前提並
沒有出現在此次的修法。
在辯護人與羈押中被告會見時，國家不得對雙方的交談內容
進行監聽（陸刑訴法第 37 條第 4 項第二句）。不過，對於以通信
方式實行交流權時是否也同樣免於被監察及其前提，則是沒有談
到。另外，由於法條文字僅提到「辯護律師」，文獻上有從字面
解釋認為，在選任非律師擔任的辯護人的情況，可以對辯護人與
被告的談話監聽並檢查其往來的信件 32。

32

宋英輝，同前註 27，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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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交流權實行時，羈押執行機關的態度也是能否順利
實行的關鍵，刑訴法第 37 條第 2 項以限時完成會見安排的條款
（48 小時）描述了看守所的積極協助義務。
辯護人與羈押中被告交流權的實行於下列情況會遭到限制：
（1）由非律師擔任辯護人
陸刑訴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二句：「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
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
信。」
根據這個規定，選任非律師擔任辯護人時，偵查中，需先取
得人民檢察院的許可，在審判中，要先取得人民法院的許可，辯
護人才能實行與羈押中被告的交流權，在這裡於是會有一個風
險，一旦檢察院或法院不同意，辯護人便無法與被告實行交流
權，並藉此準備辯護。由於同法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偵查中僅能
選任律師擔任辯護人，在審判階段，被告方面才可能依據同法第
32 條選任非律師擔任辯護人。所以，陸刑訴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二
句的適用只可能發生在審判的階段。此外，前面提到的、舊法時
代實務上的看法以及文獻上對新法的意見（參、三、（四）1.），
認為非律師的辯護人與羈押中的被告通信時可以檢查 33，應該予
以廢棄。
（2）在國安案件、恐怖犯罪案件或特別重大貪瀆案件的限制
陸刑訴法第 37 條第 3 項：「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
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
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上述案件，偵查機關應當事先
通知看守所。」
33

請參見，本文，參、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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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害國家安全犯罪（陸刑法第 2 篇、第 1 章亦即第 102 條
到 113 條 34）、恐怖活動犯罪（陸刑法第 120 條，第 120 之 1 條）
以及情節重大的貪瀆犯罪（賄賂犯罪）（§§ 382-396 陸刑法）等案
件的程序，在偵查階段，辯護人想實行與羈押中被告的交流權，
應先取得偵查機關的許可。由於需要先過問偵查機關，與上一段
的情況（參、三、4、a、（1））類似，一旦遭到否決，也會因為
面臨缺乏與被告交流機會而導致無法有效準備辯護的問題 35。
另外，被告處在監視居住中（陸刑訴法第 64 條、72 條），前
述辯護人與羈押中被告交流權實行的規定，性質不相衝突時，在
這裡也可以適用（陸刑訴法第 37 條第 1、3、4、5 項）。
2.辯護人的閱卷權
陸刑訴法第 38 條：「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
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複製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辯護人經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複製上述材
料。」
上述是辯護人閱卷權的專門規定。本次修法，將舊法當中對
於審判中閱卷權實行的文字刪除（舊陸刑訴法第 36 條第 2 項）。
取而代之的是，將閱卷權標的的範圍予以統一，亦即，不論是偵
查還是審判階段，一律為「本案的案卷材料」。又按照改採「卷
證併送原則」的陸刑訴法第 172 條，起訴時，人民法院除了收到
人民檢察院所移送的案卷材料，也會收到證據 36；由此可知，案
34
35

36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本文簡稱「陸刑法」
大陸學界看法普遍認為，不需要先取得偵查機關的同意。不過，大陸實務界
仍然對辯護人濫用權利有相當深的疑慮，最後採取實務界的看法，參見，宋
英輝，同前註 27，頁 33。
陸刑訴法第 172 條：
「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
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按照審判管轄
191

26 高大法學論叢 第 9 卷．第 1 期

卷材料的概念並無法涵蓋證據
卷權標的的範圍之外。

37

。所以，證據被排除在辯護人閱

（五）辯護人的證據權與其他新增權利
1.新增辯護人證據調取權與申請調查有利被告證據權
陸刑訴法第 39 條：「辯護人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
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
的證據材料未提交的，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
從偵查到起訴審查的這段期間，如果有公安機關或人民檢察
院所取得的資料，並未隨著偵查階段的結束而被移送法院，而且
按照辯護人的想法，前述資料可作為證明被告係無罪，或是僅涉
嫌輕罪卻被以重罪起訴時等有利的證據，辯護人可據此，按持有
證據的機關係公安機關或是人民檢察院，分別對人民檢察院或人
民法院提出申請，在取得同意之後讓辯護人對證據進行閱讀或觀
察。關於本條的功能，文獻上有看法認為，可填補前述護人無法
對證據行使閱卷權的缺陷 38。不過，有趣的是，如果辯護人在先
前對於證據無法實行閱卷權，是要如何曉得有上述的證據是存在
的。
陸刑訴法第 40 條：「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

37

38

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並將案卷材料、證據移送人民法院。」本規
定系以舊法第 141 條為基礎，採取「卷證併送」原則本次修法當中值得注意
的一項重大變革。對此規定沿革的介紹，可參考，陳瑞華（2011），〈評《刑
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
》對審判程序的改革方案〉，《法學》，11 期，頁 56
以下。
結論相似，但理由不同；樊崇義，同前註 2，頁 4。相反的，認為包含證據，
比方，宋英輝，同前註 27，頁 34、顧永忠（2011），〈刑事辯護制度的修改
完善與解讀〉，《甘肅政法學院學報》，119 期，頁 30。
樊崇義，同前註 2，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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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於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
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
辯護人如果取得能證明被告不在場、證明無責任能力事實
（未達法定刑事責任年齡、罹患精神疾病）的證據，辯護人有立
刻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人民法院調查前述證據的義務。
這個規定，看起來似乎是辯護人提出所掌握的對被告有利證據的
義務，性質上，仍屬辯護人要求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人民法
院調查有利被告證據的「申請權」。不過，公安機關、人民檢察
願或人民法院在收到這個辯護人的調查有利被告證據的申請之
後，是否會受到拘束而有調查的義務則是沒有規定。
2.辯護人的異議權
陸刑訴法第 47 條：「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認為公安機關、人
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員阻礙其依法行使訴訟權利的，
有權向同級或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或者控告。人民檢察院對
申訴或者控告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
以糾正。」
這個規定描述了辯護人的權利遭到刑事訴追機關或其公務員
違法或不當限制時，辯護人對此的異議權及其受理機關。不過，
用語上卻是有所不同，對於與原處分刑事訴追機關地位平行的受
理機關（同級）提出異議稱為「申訴」，至於對其所屬上級機關
提出異議則被稱為「控告」。申訴或控告的提起，是否在實行時
也如同我國的抗告或準抗告程序的選擇關係，規定當中則沒有說
明 39。無論是偵查還是審判階段，各級人民檢察院是唯一的異議
受理機關，若審理結果支持異議的申請（「認為」情況屬實），就
39

認為可以選擇對原偵查機關或是對其上級機關提出，宋英輝，同前註 27，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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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將此結果通知遭指控的機關，並要求其解除限制（糾正）。

（六）辯護人的保密義務、告發義務及提出有利被告證據義
務
陸刑訴法第 46 條：「辯護律師對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委託人
的有關情況和資訊，有權予以保密。」
辯護人因為業務實行過程中所知悉與被告有關的事項，基於
其與被告間作為有效辯護基礎的信賴關係，辯護人負有保密的義
務。本條「有權保密」的敘述可以作如此的理解，辯護人據此可
對任何來自國家依法的調查，加以拒絕並因此免除因此發生的據
實回覆義務，比方，擔任證人。這個規定其實是律師「職業法上
的行為規範」，這也可以作為辯護人不具作證能力，亦即，在相
同的程序又取得證人的地位，並且不具陳述義務的實質基礎。
不過，陸刑訴法第 46 條但書：「但是，辯護律師在執業活動
中知悉委託人或者其他人，準備或者正在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公
共安全以及嚴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應當及時告知司法
機關」
這個規定係大陸通說這樣看法反面推論的實踐：「辯護人不
能去舉發被告『已經』實施的犯罪行為」40。這裡課以辯護人一個
「告發義務」，似乎是與辯護準備與實行是關係不大的。
前面提到的陸刑訴法第 40 條（參、三、（五）
），辯護人有
提出有利被告證據的權利。另外一方面，根據「應該通知」的法
條文字，提出有利被告證據也是辯護人的義務。
40

比方，陳光中（主編）
（2009），《刑事訴訟法》，頁 145，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卞建林（主編）
（2008），《刑事訴訟法學》，頁
148，北京：中國政法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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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辯護人妨害刑事司法行為的處理程序
新法第 42 條第 1 項延續舊法（舊陸刑訴法第 38 條第 1 項）
辯護人不得以積極的行為來妨害國家刑事司法利益實現的規定。
並且，在同法第 42 條第 2 項加入以下的敘述，「違反前款規
定的，應當依法追究法律責任，辯護人涉嫌犯罪的，應當由辦理
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辯護人是律
師的，應當及時通知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或者所屬的律師協
會。」這裡揭示了對涉嫌實行妨害刑事司法行為辯護人的審查程序
原則：「主導程序機關迴避原則（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
偵查機關）
」，不過，這個偵查機關究竟係何所指、審查的程序、
審查結果及其影響等問題，立法者對此並沒有作進一步的說明。
此外，若辯護人是由具有律師資格者來擔任，前述負責審查程序
的偵查機關，還有將辯護人涉嫌實行妨害刑事司法行為的情形，
通知其所屬律師事務所，以及律師公會（律師協會）的義務。

肆、加入秘密的資訊蒐集措施措施
一、秘密資訊蒐集措施的法律基礎體系
在大陸刑訴法典中，第二章第八節技術偵查措施，亦即，大
陸刑訴法第 148 條到第 152 條，是一個全新的段落。
陸刑訴法第 148 條規定命令技術偵查措施的實質要件和形式
要件。同法第 152 條是命令派遣臥底偵查員的實質要件與形式要
件。同法第 149 條是命令技術偵查措施形式要件的規定，描述了
命令執行的單位期間及其延長。陸刑訴法第 150 條則是以技術偵
查措施命令的執行作為規範的標的，像是，所取得資訊使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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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不危及刑事訴追目的時的銷毀義務以及有關機關的配合
義務。最後，同法第 151 條第 1 項但書和第 2 項是臥底偵查員執
行命令的限制與規則。另外，同法第 152 條包含積極的證據能
力、證據調查的原則與證人保護。

二、秘密資訊蒐集措施與技術偵查措施
技術偵查措施的概念，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中國大陸的規定
裡。早在 1993 年的大陸國家安全法第 10 條 41以及 1995 年的人民
警察法第 16 條 42已經有技術偵查措施的概念。
關於技術偵查措施的概念，大陸的通說並沒有提出直接的立
法定義，而是列舉幾種具體的情況並予以承認，像是，電子監
聽、電話監聽、電子監控、秘密拍照或錄影、秘密取得物證以及
郵件檢查等 43 。臥底偵查員則不包含在技術偵查措施的概念底
下 44。這樣的看法也在本次立法獲得實踐。由此可知，技術偵查
措施，按照大陸通說可以這麼被定義，也就是，為了刑事訴追目
的，由國家發動、使用科技設備且秘密實行的調查措施。
秘密的資訊蒐集措施的概念，性質上，也是由國家所發動且為
了刑事訴追的目的，執行時，措施的相對人在事前或當下並無法知

41

42

43

44

大陸國家安全法第 10 條：「國家安全機關因偵察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
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察措施。」
大陸人民警察法第 16 條：「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
定，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察措施。」
比方，朱孝清（2004），〈試論技術偵查在職務犯罪偵查中的適用〉，《國家
檢察官學院學報》，12 卷 1 期，頁 1。
例如，程雷（2011），〈論檢察機關的技術偵查權〉，《政法論叢》，第 5
期，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54549（最後瀏覽日：
05/0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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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有調查措施，或者『即將』又或者『正在』針對他實行，且
造成對他的基本權的影響」。按照這樣的定義，秘密的資訊蒐集措
施，可以涵蓋以下的情況，譬如，通訊監察（電話、使用電子媒介
實行資料交換、調閱通聯記錄）、調閱移動通訊裝置位置資訊（IMEI
號碼）、大小監聽（großer od. kleiner Lauschangriff） 45以及與暗中
提供調查協助者合作（臥底偵查員、線民或消息來源） 46。
由此可知，秘密資訊蒐集措施的概念，可以涵蓋技術偵查措
施與臥底偵查員。
秘密的資訊蒐集措施，本質上，描述的是對於人民基本權的
干預，儘管在措施執行前或當下，措施相對人對此是「無感的」，
亦即，無法事前或當下知悉有措施即將或是正在對他執行，並且
造成他的基本權的干預。就這一點，或者因為涉及的基本權所有
者的數目比較多，也或者可能觸及到個人最私密的領域，秘密的
資訊蒐集措施因此多被視為是對個人基本權會造成深入干預的國
家公權力措施。所以，參考幾個地方的立法經驗後發現，比方，
德國、台灣，在規範上，多採取「節制發動」的策略，據此，對
於命令的前提有一些特殊的設計，例如，重大嫌疑保留、表列行
為（Katalogtaten）、補充性原則（Subsidiaritätsprinzip）條款、令

45

46

大、小監聽，是德國文獻上對於面對面談話監察的稱呼，區別的關鍵在於，
監察是否在「住宅」當中實行，如果是，則為大監聽，相反的，即為小監聽；
可參見，Hans-Heiner Kühne, StPO, 8. Aufl., 2010, Rn. 529 f.. 對於德國大監聽
的中文介紹，可參見，Volker Krey/ Dr. Theresa Wilhelmi 著，吳俊毅 譯
（2008），〈德國法的大監聽－使用科技方式的住宅監聽〉
（ Der Große
Lauschangriff nach Deutschem Recht– Einsatz technischer Mittel zur akustischen
Überwachung von Wohnungen），《成大法學》，16 期，頁 187-222.
線民（Verdeckte Leute = V-Leute）與消息來源（Informant），這些人並不具有
公務員的身份，區別之處是在於，前者在調查可罰行為時對國家具有長期的
支持關係，至於後者，本質上也是線民，只不過其僅在個案與國家合作。定
義與分類可，可參考，Kühne，同前註 44，Rn. 534, 519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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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原則以及法官保留原則 47。

三、秘密資訊蒐集措施的命令
（一）命令秘密資訊蒐集措施的實質要件
命令秘密資訊蒐集措施的實質要件是指，在決定「是否」命
令該措施時應該要考慮的條件。
1.命令技術偵查措施
陸刑訴法第 148 條第 1 項：「
（I）公安機關在立案後，對於危
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
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
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II）人民檢
察院在立案後，對於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
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
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
有關機關執行。（III）追捕被通緝或者批准、決定逮捕的在逃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經過批准，可以採取追捕所必需的技術偵
查措施。」
這個規定描述了技術偵查的實質要件，是由在決定是否命令
時應該要考慮的條件所組成。在判斷要不要命令技術偵查措施
時，「技術偵查措施到底是什麼」是必須要先弄清楚的。不過，
對此陸刑訴法並沒有立法的定義，從陸刑訴法第 148 條的命令機
47

對此，德國與台灣規定的詳細介紹，可參考，Jiuan-Yih Wu, Strafprozessuale
Telekommunikationsüberwachung in der Informationsgesellschaft - eine
rechts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Taiwan, 2005, S.
180 ff. u. 216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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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所主導程序的程序可推得，技術偵查措施只能在「（完成立案）
偵查階段」被使用。接下來，對於實質要件的要素，像是，可不
可以針對被告、嫌疑與嫌疑程度的保留也不明。另外，對於可以
命令的案件程序的列舉，亦即，表列行為，依據同法第 148 條第
1 和第 2 項，不同的命令決定機關係搭配不同的行為表列，在公
安機關命令的情形，表列行為的範圍比在人民檢察院命令的情形
要來得廣。
還有，陸刑訴法第 148 條第 3 款規定，技術偵查措施與通緝
中被告的逮捕之間的排程（時間階段上）關係，亦即，為了準備
逮捕，要先透過技術偵查措施來發現被告的下落。著眼在技術偵
查措施可能引起個人基本權深入干預的特性，和其他強制處分措
施在適用上的關係，比方，是否如同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是採取補
充性原則條款，陸刑訴法也是隻字未提。不過，文獻上有看法把
同法第 148 條第 2 項的「偵查犯罪的需要」理解成補充性原則的
內涵 48。
2.命令派遣臥底偵查員
陸刑訴法第 151 條第 1 項：「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
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可以由有關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
查。…」
這個規定講的是命令派遣臥底偵查員的實質要件。由此可
知，派遣臥底偵查員調查事實，是有別於前述的技術偵查措施。
另外，從這規定也可得知，此調查方式的立法定義是，臥底偵查
員的資格為公安機關的公務員，他掩蓋真實的身份並以虛偽的身
份出現來調查事實。但是，在臥底偵查員的立法定義裡，「是否
這樣的情況會持續一段時間」則沒有被考慮到。不過，在考慮要
48

宋英輝，同前註 27，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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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派遣時要考慮什麼？對此同法第 151 條第 1 項只提到「在必
要的時候」。至於細部的條件，規定當中都沒有提到，像是，要
不要採取嫌疑保留、表列行為以及補充性原則等。

（二）命令秘密資訊蒐集措施的形式要件
命令秘密資訊蒐集措施的形式要件是指，在形成該措施命令
時應該要考慮的條件。所涉及到的是「如何」命令的問題。
1.命令技術偵查措施
陸刑訴第 148 條第 1 項：「公安機關在立案後，…，根據偵
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
施。」
陸刑訴第 148 條第 2 項：「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後，…，經過
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
執行。」
陸刑訴第 149 條：「批准決定應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確
定採取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和適用物件。批准決定自簽發之日起
三個月以內有效。對於不需要繼續採取技術偵查措施的，應當及
時解除；對於複雜、疑難案件，期限屆滿仍有必要繼續採取技術
偵查措施的，經過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長，每次不得超過三個
月。」
陸刑訴法第 148 條第 1 和第 2 項所引用的條文部分，以及同
法第 149 條是命令技術偵查措施的形式要件。
由此可知，在偵查中，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是命令技術偵
查措施的有權決定機關。至於這個命令是否應該要以書面的方式
作成並公開，也就是，命令的要式性或令狀原則的要求，上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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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裡都沒有提到。
另外，陸刑訴第 149 條第 2 句：「批准決定自簽發之日起三
個月以內有效。」從字面觀察，按照我們的用語習慣，似乎是在
講「技術偵查措施命令的有效期限」，也就是說，一旦命令作成，
若三個月內不執行，命令立即自動失效。可是，如果按照這樣解
釋會發現，設定這麼長的時間間隔似乎是沒有意義的，應該要將
此規定理解為技術偵查措施命令的執行期間上限，亦即，命令
時，可以預定三個月以下的執行期間基本單位。這樣才可以和陸
刑訴法第 149 條第三句的後段「延長執行期間基本單位」的規定
連得起來：「…經過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長，每次不得超過三個
月。」此外，在這個期間延長的決定時，解釋上，應審查是否前
述命令的實質要件仍繼續存在。
2.命令派遣臥底偵查員
陸刑訴法第 151 條第 1 項是命令派遣臥底偵查員的形式要件
規定。有權決定機關僅有公安機關。至於其他形式要件則沒有任
何的著墨，像是，需不需要製作令狀、以及長時間派遣的問題
等。

四、秘密資訊蒐集措施的執行
（一）技術偵查措施命令的執行
陸刑訴法第 150 條規定技術偵查措施命令的執行。
在技術偵查措施命令的執行階段，該規定並沒有講到主導機
關為何。按照同法第 148 條第二項，人民檢察院可採取技術偵查
措施，並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對此，文獻上有看法認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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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有關機關」是指，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等法定機關 49。
由此可知，不論是公安機關或是人民檢察院所命令的技術偵查措
施，在執行階段，公安機關是主導機關。至於輔助機關，若需要
其他機關協助，誰是這裡的輔助機關，規定也是不明的。
陸刑訴法第 150 條第 4 項：「公安機關依法採取技術偵查措
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並對有關情況予以保密。」這是
在公安機關執行命令時，有關單位與個人的配合義務與保密義
務。不過，有疑問的是，在人民檢察院指揮執行時，是否也會產
生相同的配合義務與保密義務。此外，執行機關還有遵守命令的
義務（陸刑訴法第 150 條第 1 項）50、保密義務與資料銷燬的義務
（陸刑訴法第 150 條第 2 項）51、以及取得資料使用目的的限制（陸
刑訴法第 150 條第 3 項） 52。

（二）命令派遣臥底偵查員
陸刑訴法第 151 條第 1 項但書：
「但是，不得誘使他人犯罪，
不得採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以
及同條第 2 項：
「對涉及給付毒品等違禁品或者財物的犯罪活動，
公安機關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規定實施控制下交
付。」
根據第 151 條第 1 項但書，臥底偵查員為了調查事實，禁止
49
50

51

52

宋英輝，同前註 27，頁 185。
陸刑訴法第 150 條第 1 項：「採取技術偵查措施，必須嚴格按照批准的措施
種類、適用物件和期限執行。」
陸刑訴法第 150 條第 2 項：
「偵查人員對採取技術偵查措施過程中知悉的國家
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應當保密；對採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與案件
無關的材料，必須及時銷毀。」
陸刑訴法第 150 條第 3 項
「採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材料，只能用於對犯罪的
偵查、起訴和審判，不得用於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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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陷害教唆、對個人造成重大危險（生命、身體完整性或健康）
的手段、以及不得採取會對公共安全會造成危險或損害的方法。
按照同條第 2 項，臥底偵查員為了營造或掩護其虛偽的身份，在
公安機關同意下，可以使用國家所扣押的毒品或違禁品，或是動
用國家的經費。

五、所取得結果的調查與證人保護
陸刑訴法第 152 條第 1 項：「依照本節規定採取偵查措施收
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相當有意思的是，採取秘密資訊蒐集措施所取得的結果，可
否作為認定事實的證據，在這裡，是採取正面描述的方式，亦
即，依法取得的結果，在審判中可以作為認定事實的證據。
陸刑訴法第 152 條第 2 項：「如果使用該證據可能危及有關
人員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產生其他嚴重後果的，應當採取不暴
露有關人員身份、技術方法等保護措施，必要的時候，可以由審
判人員在庭外對證據進行核實。」
這是證人保護的規定。對於擔任臥底偵查員的公務員，或所
有參與命令執行與配合技術偵查措施之人，若將他們列為證人
時，應該以無法辨認其真實身份的方式來調查事實，比方，在
「庭外」調查，也就是，在審判期日以外的時間調查所取得的結
果。不過，對於證據調查的方式舉這樣的例子，恐有侵害被告及
辯護人對證人詰問權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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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術偵查措施命令執行的停止
陸刑訴法第 149 條第三句：「…對於不需要繼續採取技術偵
查措施的，應當及時解除；…」
這個規定當中的「解除」，解釋上，是指停止執行技術偵查
措施的命令。對於停止執行命令的決定機關，陸刑訴法第 149 條
並沒有規定，解釋上，應該由原命令機關（公安機關或是人民檢
察院）來決定（從陸刑訴法第 148 條第 1 項，第 2 項推得）。另
外，陸刑訴法第 149 條第三句的「不需要繼續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的」應該是指，命令的事實調查目的已經達成。

伍、對於新法的評論
一、辯護制度
本次中國大陸刑事訴訟法修法，關於辯護制度的部分，就辯
護權有效實行的觀點，以下幾個方向是可以被肯定的。
第一、陸刑訴法第 33 條規定，在偵查中，亦即，在首次訊問
時或是執行強制處分措施時，被告即可選任辯護人。且主導程序
機關對此有告知義務。
第二、按照陸刑訴法第 34 條，辯護人參與必要性的標的延伸
到偵查階段。並且，參與必要性的原因納入被告智能障礙，以及
擴大重罪的範圍。
第三、未成年被告刑事程序作為辯護人參與必要的原因移至
少年程序專章規定（陸刑訴法第 26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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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辯護人閱卷權和與被告的交流權分流規定（陸刑訴法
第 37、38 條）。在辯護人與被告接見時，禁止監聽（陸刑訴法第
37 條第 4 項第二句）。以及，在偵查中，辯護人可以行使閱卷權
（陸刑訴法第 38 條）。
不過，從辯護制度與辯護人地位理論的觀點，本次修法仍有
一些美中不足之處。以下想指出幾個對於有效辯護目的達成有重
大影響的地方，建議未來優先考慮行調整。

（一）自由地行使交流權
根據陸刑訴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二句，非律師擔任辯護人的情
形，偵查或審判中，需先取得人民檢察院或人民法院的同意，或
是，按照同法第 37 條第 2 項，屬國家安全、恐怖主義犯罪或重大
貪瀆案件的程序，偵查中要先經過刑事訴追機關的同意，辯護人
才能實行與羈押中被告的交流權。
辯護人辯護權「自由」地實行，是指在行使的時候，不會受
到任何外在的干擾，像是，讓雙方的思想交換內容被知悉，或是
遭到限制或是拒絕，特別是國家 53。「國家同意」的前提，意味
著，「有可能不同意」！此時可能就充分準備辯護是非常不利的。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設計，「防止辯護人濫用交流權」應該是主要
的思考。不過，這樣的設計只是徒增「不當限制」瓜田李下的印
象而已，對於本次修法禁止在接見時監聽的正面印象是大大扣分
的。
想要防止並處理辯護人濫用交流權，就充分準備辯護的觀
點，或許可以參考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38 條 a 第 1 項第 2 款，採

53

王兆鵬（2009），《刑事訴訟講義》，修訂四版，頁 426，台北：元照、吳俊
毅，同前註 27，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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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辯護人排除的機制 54，使濫權的、不適任的辯護人退出所參與
的程序且由新選任或指定的辯護人替補 55。就這一點，人民檢察
院在舊法時代所發展的刑事訴訟規則第 320 條第 2 項第 1、2、3
款 56，描述的並非辯護人濫用交流權的行為，以此作為限制交流
權行使的理由係無關的連結且據此的限制係違法，這樣的實務看
法應該廢棄。另外，為了能充分準備辯護，自由的交流權不應因
為辯護人是否具備律師資格，而在解釋上有所區別。

（二）完全閱卷原則
閱卷權是辯護制度的核心，是辯護人的權利 57。在審判中，
因為危及調查目的的顧慮應已不存在，按照「完全閱卷原則」，
所有與責任或是法律效果認定有關的卷宗或證據，都應該給辯護
人有專屬的機會來實行閱卷權 58。陸刑訴法第 38 條將證據排除在
審判中閱卷權的範圍之外，就充分準備辯護的角度，係對辯護人
閱卷權的不當限制。

（三）被告實行閱卷權
在非必要辯護案件且被告決定自行辯護的情形，由於被告方
面沒有辯護人，此時，會對被告辯護的準備形成不利的影響。按
照新版的規定，被告此時無法自行行使閱卷權。閱卷權，理論上
是被告的「資訊權」
（das Recht auf Information），只不過，在辯

54
55
56
57

58

德國辯護人排除機制，中文的介紹，可參見，吳俊毅，同前註 27，頁 249。
對此，中文的介紹，可參見，吳俊毅，同前註 27，頁 176。
本文，參、一、（四）。
吳俊毅，同前註 27，頁 28。在德國類似的看法，比方，Kühne，同前註 44，
Rn. 216; Gerd, Pfeiffer, Akteneinsichtsrecht des Strafverteidigers, in: FS. für
Walter Odersky, 1996, S. 453.
吳俊毅，同前註 27，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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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制度下，是由辯護人來為其行使 59。為了有效保障被告的辯護
權，在無辯護人辯護的被告，未來應考慮增列被告行使閱卷權的
規定。

（四）刪除辯護人的告發義務
陸刑訴法第 46 條規定辯護人知悉被告正在實施危害國家安
全、公共安全以及嚴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可罰行為時，有告發
的義務。按照與陸刑訴法第 42 條同樣持辯護人公益保護看法的
「限制的機關理論」的觀點，辯護人並沒有積極參與刑事訴追機
關真實發現的配合義務，其僅負有不得以積極行為阻礙上述目的
實現的義務 60。就這一點，要辯護人負擔對被告的告發義務，會
削弱辯護人保護被告利益的能量，屬不當的負擔，應該予以廢
除。

（五）禁止共同辯護
實務上所認同的共同辯護禁止 61。按照陸刑訴法第 35 條，辯
護人是被告利益的保護者。共同辯護會造成共同被告間利益的衝
突 62，且嚴重扭曲辯護人在刑事訴訟程序當中的地位，共同辯護
禁止未來應該在陸刑事訴訟法典明確加以規定。

59

60

61

62

這是德國所發展的看法，比方，Werner Beulke, Strafprozessrecht, 11. Aufl.,
2010, Rn. 160. 台灣採也此看法者，比方，林鈺雄（2010），《刑事訴訟法（上
冊）
》，修訂六版，頁 222，台北：作者自版。
吳俊毅，同前註 27，頁 18。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35
條第 2 句：「…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辯護人不得為兩名以上的同案被
告人辯護。」、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 317 條第 2 項：「…共同犯罪的
案件，一名辯護人不得為二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辯護。…」
吳俊毅，同前註 27，頁 71 和 246、林鈺雄，同前註 58，頁 21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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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秘密資訊蒐集措施
技術偵查措施以及臥底偵查員是新的立法。從基本權保障的
角度，為秘密資訊蒐集措施建立刑事訴訟上的法律基礎是一個正
確的方向。
不過，就機制有效運作的觀點，想提出幾個比較迫切需要解
決的問題，希望未來可以在修法時能優先加以考慮並動手進行調
整。

（一）明訂秘密資訊蒐集措施的類型與實質要件
如前所述 63，技術偵查措施可以指通訊監察，也可以指大小
監聽，甚至在移動通訊蔚為電子溝通媒介主流的現在，也可以包
含移動通訊裝置為了移動管理所產生的位置資訊的調閱。這些監
察技術，在執行時，會造成不同類型的基本權干預，比方，通訊
監察會引起對於秘密通訊自由基本權的干預、大監聽會涉及對於
住居權的干預以及個人最私密的領域、小監聽會涉及個人資訊自
決權的影響、以及移動通訊裝置位置資訊的調查會涉及到個人資
訊自決權的干預。在干預的廣度上，因為電子通訊媒介不易特定
使用對象的特性，可能會涉及到比較多的基本權主體數目，亦
即，將無辜的人牽涉進來，就這一點，應該個別設計命令及其執
行的前提。另外，就干預的強度上，在個人住宅裡實行的監察，
可能會觸及個人最私密的領域，這個領域是個人健全發展所必
須，是否允許監察也應該審慎考慮。
在未來，首先應該先講清楚，到底有哪些秘密的資訊蒐集措
施可以使用，比方，通訊監察、小監聽、大監聽或是公共場所裝
63

本文，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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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監視器。然後對照不同的秘密資訊蒐集措施所涉及到的基本權
種類及其干預的廣度或強度上的差異性，應該據此按照，比方，
措施的對象、要求的嫌疑程度、特定案件程序的列舉以及與其他
措施在使用上的關係等實質要件要素，有系統地進行設計，提出
命令具體的措施所要考慮的個別實質要件 64。

（二）明訂命令派遣臥底偵查員的實質要件
陸刑訴法第 151 條第 1 項只有講到這件事：「可以派遣臥底
偵查員」。至於是針對誰、是否侷限在什麼樣的案件程序以及與
其他強制處分措施的關係，這些問題沒有弄清楚，可以預料的
是，不是造成是否使用難以決定，就是造成濫用。

（三）證據禁止的規定
陸刑訴法第 152 條採取正面方式描述，技術偵查措施所取得
的結果具證據能力的規定。也就是說，在這裡，依法取得的證據
都有證據能力，不過，對於違法取得的結果，證據能力是否會因
此有所成影響，則是適用證據章節的一般規定。這和一般採取反
面敘述的情況不同，亦即，原則上，所依法取得的結果都是可以
作為證據的，一旦係違法被取得時，即不得作為證據（依附性證
據使用禁止）65。所以，如果證據禁止的判斷適用證據法章節一般
規定即可，那麼，這邊特地放一個證據能力的規定，實益到底在
那，實在是讓人摸不著頭緒。

64

65

顏九紅 譯，同前註 2，頁 160、閔春雷，同前註 2，頁 26、熊秋紅（2011），
〈法制背景下的秘密偵查〉，http://news.xinhaunet.com/legal/2011-01/25/c_
121017062.htm （最後瀏覽日：05/04/2012）。
關於證據取得禁止與證據使用禁止，詳細的中文介紹，林鈺雄，同前註 58，
頁 598 以下、60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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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後通知義務及其救濟
著眼在秘密的資訊蒐集措施「秘密實行」的特性，在命令執
行結束後，措施相對人必須在國家的通知之後，才會曉得有秘密
的資訊蒐集措施「曾經」對他命令並實行，接著，在對於該措施
的命令及其執行的合法性有質疑時，更可以循救濟管道提出異
議。在未來，若是措施的執行結束，應該賦予國家一個事後通知
的義務並且設計相對人對此的異議程序。

陸、結論
一、2012 年的中國大陸刑事訴訟法，辯護制度仍然是放在第
一篇的第 4 章（第 32 條以下），在現行規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
比方說，辯護人的選任（新陸刑訴法第 33 條）、辯護人參與程序
必要性的標的（新陸刑訴法第 34 條）、交流權（新陸刑訴法第 37
條）和閱卷權（新陸刑訴法第 38 條）的分流規定、以及辯護人妨
害刑事司法行為的處理程序（新陸刑訴法第 42 條第 2 項）等。
也加入了幾個新的規定，像是，偵查中辯護人的權利（新陸
刑訴法第 36 條）、辯護人有權申請調取偵查中取得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有利證據（新陸刑訴法第 39 條）、辯護人提出對被告有利證
據的義務（新陸刑訴法第 40 條）以及辯護人權利遭侵害時的異議
權（新陸刑訴法第 46 條）。
辯護人的功能在新法已有更具體的描述，比較能夠契合立法
者對於辯護人在程序當中地位的設定。不過，仍有一些地方，不
但會和所選擇的辯護人地位理論相衝突，甚至可能危及辯護人有
效為被告辯護的利益。建議應該在適用時特別注意並且認真思考
在未來修法時進行調整。例如，偵查或審判中，要先取得人民檢
察院或人民法院的同意，不具律師資格的辯護人才能與被告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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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權（新陸刑訴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二句）、證據並不落在辯護
人閱卷權標的的範圍之內（新陸刑訴法第 38 條）、以及辯護人對
被告正在實行的重大可罰行為有告發的義務（新陸刑訴法第 46
條）。
對於新規定的肯定以及改革的建議，不管是台灣還是德國的
觀點，只能說，都是各自「本位主義」的思考。不過，總有這樣
的無力感：「難以提出一次到位的看法」。許多的建議只能說是
「治標」。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制度的建立，「模仿期」是首
先會經歷的。接下來，這個制度想要有正確以及符合人權保障的
時代發展，需要適用經驗的累積以及在地化的理論深耕作為基
礎。在一個國家，制度的「共識」應該是在這裡。
在這裡，似乎看到一個中國大陸需要去開展的重要前沿問
題：辯護人地位理論的研究。藉由辯護人功能的掌握來形成辯護
制度討論的標準作業平台。因此，才可能看到辯護制度的核心問
題。未來，對於辯護制度全面性的檢討與修法建議才可能期待。
二、秘密的資訊蒐集措施是全新的規定，被放在 2012 年的中
國大陸刑事訴訟法一個新開闢的章節（第二章第八節；第 148 條
至第 152 條）。在措施的類型上，收錄了技術偵查措施（新陸刑
訴法第 148 條）與臥底偵查員（新陸刑訴法第 152 條）。另外，
則是基於這兩類的措施的相關規定，像是，所取得資訊使用目的
的限制、不危及刑事訴追目的時的銷毀義務以及有關機關的配合
義務、臥底偵查員執行命令的限制與規則、積極的證據能力、證
據調查的原則與證人保護。
可是，技術偵查措施的概念卻沒有進一步的說明，造成了規
定的空洞化。在適用時，也就無法掌握命令時應該考慮的實質與
形式要件。依附性的證據使用禁止，常被用來作為防範刑事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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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在事實調查時的權力濫用，一般多在設計對基本權會造成重
大影響的調查措施時會同時考慮放入依附性的證據使用禁止。新
法採取積極規定證據能力的作法（新陸刑訴法第 152 條），能否
有效發揮防止權力濫用的效果，恐怕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此
外，在派遣臥底偵查員的情形，在事實調查時，可將其列為證人
並且在審判外調查，可能也有侵犯被告聽審權以及詰問權的疑
慮。證人的保護，應該是在不揭露證人身份前提底下對其進行直
接的調查。
從最終立法版本的內容，也看到一個嚴重的問題。按照在台灣
和德國普遍被接受的看法：
「刑事訴訟法是被實踐的憲法」66。德國
學者 Knut Amelung 要大家去看看，秘密的資訊蒐集措施會造成基本
權干預，這個干預授權的憲法上意義所在

67

。就這一點，大家不應

該繼續執著在「相對人可不可以在執行時立即感受得到，措施所帶
來的針對性以及影響」
，並且應該將秘密的資訊蒐集措施與傳統的強
制處分措施（拘提、羈押、搜索、扣押…）等同視之

68

。不論是強

制處分措施，還是秘密的資訊蒐集措施，討論的起點應該是在憲法
的層次。也就是，應該探討，可能涉及的基本權種類、干預的強度
以及廣度、以及絕對不可觸及的私人領域等。這個段落，是要確實
去執行的，而非只是八股文式的點綴。個別秘密的資訊蒐集措施及
其要件的詳細列舉只是第一步。少了基本權干預本質的深入認識，
立法的工作可能就無法到位。

66
67

68

例如，林鈺雄，同前註 58，頁 20。Kühne，同前註 44，Rn. 20.
Knut Amelung, Zur dogmatischen Einordnung strafprozessualer
Grundrechtseingriffe, JZ, 1987, S. 17.
Kühne，同前註 44，Rn.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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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辯護制度規定新舊對照
新規定

舊規定

備註

第 32 條

第 32 條

辯護人

（I）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

（I）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

的資格

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

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

（未修

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辯護

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辯護

正）

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託為

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託為

辯護人：

辯護人：

（一）律師；

（一）律師；

（二）人民團體或者犯罪嫌疑

（二）人民團體或者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所在單位推

人、 被告人所在單位

薦的人；

推薦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監護人、親友。

監護人、親友。

（II）正在被執行刑罰或者依

（II）正在被執行刑罰或者依

法被剝奪、限制人身自由

法被剝奪、限制人身自由

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

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

第 33 條

第 33 條

辯護人

（I） 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

（I） 公訴案件自案件移送審

的選任

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

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

及對此

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

有權委託辯護人。自訴案件

的告知

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

的被告人有權隨時委託辯

義務

能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

護人。

被告人有權隨時委託辯護

（II） 人民檢察院自收到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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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

人。
（II） 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

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

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

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

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的

護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

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

訴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內，

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人民

應當告知被告人有權委

檢察院自收到移送審查

託辯護人。

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
三日以內，應當告知犯罪
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
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
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
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
期間要求委託辯護人的，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
公安機關應當及時轉達
其要求。
（III）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監護
人、近親屬代為委託辯護
人。
（IV） 辯護人接受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委託後，應
當及時告知辦理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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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第 34 條

第 34 條

（I）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

（I） 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 護 及 辯

必要辯

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

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

護人的

有委託辯護人的，本人及

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

指定、訴

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

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

訟扶助

機構提出申請。對符合法

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

律援助條件的，法律援助

其提供辯護。

機構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

（II） 被告人是盲、聾、啞或

供辯護。

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

（II）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

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

盲、聾、啞人，或者是尚

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

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

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

（III） 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

病人，沒有委託辯護人

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

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

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

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

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

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

其提供辯護。

為其提供辯護。
（III）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
死

第 267 條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

刑，沒有委託辯護人的， 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
人民檢察院和

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通

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

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

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

其提供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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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辯護。

第 35 條

第 35 條

辯護人

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

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

的地位

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

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 （ 大 致

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

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 相同、僅

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

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

文字修

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

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正）

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

的合法權益。

第 36 條

辯護人

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

的功能

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

（本條

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

新增）

措施；向偵查機關瞭解犯罪嫌
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
情況，提出意見。

第 37 條

第 36 條

辯護人

（I） 辯護律師可以同在押的

（I） 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

與被告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

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

的交流

和通信。其他辯護人經人

可以查閱、摘抄、複製本

權（分流

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

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

規定）

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

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

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

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其

信。

他辯護人經人民檢察院許

（II） 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

可，也可以查閱、摘抄、

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

複製上述材料，同在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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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

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

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

（II） 辯護律師自人民法院

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

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

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

閱、摘抄、複製本案所指

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可

（III）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以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

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

和通信。其他辯護人經人

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

民法院許可，也可以查

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

閱、摘抄、複製上述材

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

料，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

經偵查機關許可。上述

和通信。

案件，偵查機關應當事
先通知看守所。
（IV） 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
以瞭解案件有關情況，提
供法律諮詢等；自案件移
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
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
實有關證據。辯護律師會
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
不被監聽。
（V）辯護律師同被監視居住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
見、通信，適用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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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第四款的規定。

第 38 條

辯護人

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

的閱卷

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

權（分流

閱、摘抄、複製本案的案卷材

規定）

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
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
閱、摘抄、複製上述材料。

第 39 條

辯護人

辯護人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

的證據

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

檢閱權

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本條

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未

新增）

提交的，有權申請人民檢察
院、人民法院調取。

第 40 條

辯護人

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

提出有

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

利被告

責任年齡、屬於依法不負刑事

證據的

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

權利及

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

義務（本

院。

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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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條

第 37 條

辯護人

（I） 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

（I） 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

的證據

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

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

調查申

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

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

請權（條

關的材料，也可以申請人

關的材料，也可以申請人

號變更）

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

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

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

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

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

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

證。

證。

（II） 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

（II） 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

或者人民法院許可，並且

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並

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

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

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

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

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

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

關的材料。

案有關的材料。

第 42 條

第 38 條

辯護人

（I ） 辯護人或者其他任何

（I） 辯護律師和其他辯護

的公益

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

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

注意範

人、被告人隱匿、毀滅、

人、被告人隱匿、毀滅、

圍

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

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

威脅、引誘證人作偽證以

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

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

或者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

訴訟活動的行為。

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

（II） 違反前款規定的，應當
依法追究法律責任，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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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違反前款規定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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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人涉嫌犯罪的，應當由辦
理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
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
理。辯護人是律師的，應
當及時通知其所在的律師
事務所或者所屬的律師協
會。

第 43 條

第 39 條

辯護關

在審判過程中，被告人可以拒

在審判過程中，被告人可以拒

係的解

絕辯護人繼續為他辯護，也可

絕辯護人繼續為他辯護，也可

除

以另行委託辯護人辯護。

以另行委託辯護人辯護。

（未修
正）

第 46 條

辯護人

辯護律師對在執業活動中知

的保密

悉的委託人的有關情況和資

義務、告

訊，有權予以保密。但是，辯

發義務

護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知悉委

（本條

託人或者其他人，準備或者正

新增）

在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
全以及嚴重危害他人人身安
全的犯罪的，應當及時告知司
法機關

第 47 條

辯護人

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認為公安

妨害刑

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

事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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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工作人員阻礙其依法行

行為的

使訴訟權利的，有權向同級或

處理程

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或

序

者控告。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或

（本條

者控告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

新增）

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
糾正。

（附錄二）技術偵查措施相關規定
第 148 條
（I） 公安機關在立案後，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
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
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
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II） 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後，對於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
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
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
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
（III） 追捕被通緝或者批准、決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經過批准，可以採取追捕所必需的技術偵
查措施。

第 149 條
批准決定應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確定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的種類和適用物件。批准決定自簽發之日起三個月以內有
效。對於不需要繼續採取技術偵查措施的，應當及時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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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複雜、疑難案件，期限屆滿仍有必要繼續採取技術偵查
措施的，經過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長，每次不得超過三個月。

第 150 條
（I） 採取技術偵查措施，必須嚴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種類、適用
物件和期限執行。
（II）偵查人員對採取技術偵查措施過程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
業秘密和個人隱私，應當保密；對採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
與案件無關的材料，必須及時銷毀。
（III）採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材料，只能用於對犯罪的偵查、
起訴和審判，不得用於其他用途。
（IV）公安機關依法採取技術偵查措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
合，並對有關情況予以保密。

第 151 條
（I）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
可以由有關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但是，不得誘使他人
犯罪，不得採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生重大人身危險的
方法。
（II）對涉及給付毒品等違禁品或者財物的犯罪活動，公安機
關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規定實施控制下交付。

第 152 條
依照本節規定採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
為證據使用。如果使用該證據可能危及有關人員的人身安
全，或者可能產生其他嚴重後果的，應當採取不暴露有關人
員身份、技術方法等保護措施，必要的時候，可以由審判人
員在庭外對證據進行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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