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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 

第一編 總則 
第一章 法例 

第 1 條（本法之效力範圍） 
Ｉ犯罪，非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所定之訴訟程序，不得追

訴、處罰。 
Ⅱ現役軍人之犯罪，除犯軍法應受軍事裁判者外，仍應

依本法規定追訴、處罰。 
Ⅲ因受時間或地域之限制，依特別法所為之訴訟程序，

於其原因消滅後，尚未判決確定者，應依本法追訴、
處罰。 

■名詞解釋 

「現役軍人」與「一般人民」受刑事訴追之區別 

［參見本書刑訴法學概念辨析表二］ 

「第八條第二項自中華民國九十年十月二日停止適

用。」是自九十年十月二日起，關於現役軍人犯罪，

即不得再適用國家安全法第八條第二項之規定，而應

回歸法治常態之要求，依法律適用之基本原則，除軍

事審判法有特別規定者外，均應由司法機關依刑事訴

訟法之規定追訴處罰。至軍事審判法第五條第一項雖

又規定：「犯罪在任職服役前，發覺在任職服役中者，

依本法追訴審判。但案件在追訴審判中而離職離役

者，初審案件應移送該管第一審之法院，上訴案件應

移送該管第二審之法院審判。」第二項規定：「犯罪在

任職服役中，發覺在離職離役後者，由法院審判。」

依其立法體例，係在補充軍事審判法第一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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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現役軍人犯罪符合第一條之規範，始有該法條適用

之可言。 

第 2 條（客觀性義務） 
Ｉ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

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 
Ⅱ被告得請求前項公務員，為有利於己之必要處分。 

第 3 條（刑事訴訟之當事人） 
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 

■名詞解釋 

控訴原則 

以三面訴訟為其特色，由審方（法官）、控方（檢察官）、

辯方（被告及其辯護人）構成三面關係。將刑事訴訟

程序分離為追訴、審判兩部分，由檢察官代表國家擔

任控方，決定是否提起公訴，成為控制法官裁判入口

的把關者。而法院審理裁判對象及標的，僅限於檢察

官起訴之被告及犯罪事實為限，不及於未經起訴之被

告或被告未經起訴之其他犯罪事實（不告不理）。 
而在審判庭中，控方必須到庭陳述起訴要旨，向審方

與辯方說明何以起訴被告及其所憑之事證，並就事實

與法律爭點進行言詞辯論。 
［參見，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上），六版，頁 50～54。］ 

法定法官原則 

刑事訴訟法中的管轄規定，其法理基礎正是法定法官

原則：即何種案件由何位法官承辦之問題，必須事先

以抽象的、一般的法律明定，不能等具體的案件發生

後才委諸個別處理，故刑事訴訟法或法院組織法中必

須儘可能明確規範法官的事務、土地等管轄規定及事

務分配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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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見，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上），六版，頁 108。］ 

犯人 

犯罪事實發生，但不知犯罪人為誰時的稱呼。 

犯罪嫌疑人 

司法警察對某人產生犯罪嫌疑，對之加以調查詢問

時，即稱為犯罪嫌疑人。 

被告 

司法警察將犯罪嫌疑人移送檢察官後稱為被告。 

受判決人 

被告經判決確定後，稱為受判決人。 

受刑人 

判決確定後，且在執行中。 
［參見，林俊益，刑事訴訟法概論上，十三版，頁 9。］ 

當事人能力 

意義：得為刑事訴訟當事人之法律上能力，其判斷

時點為起訴時。 
檢察官之當事人能力：因是經司法官考試、受訓，於

審判程序中擔當國家訴追之角色，所以必然具有當

事人能力。 
自訴人之當事人能力：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319 條第 1

項，犯罪被害人有自訴人之當事人能力，而被害人

可能包括自然人與法人，而不包括非法人團體，至

於被害人若無行為能力、無行為能力或死亡者，亦

得由其法定代理人、直系血親或配偶為自訴，但這

不代表限制行為能力或無行為能力人為被害人時不

得為自訴人。 
被告當事人能力：自然人不問年齡、心理狀況，皆具

有當事人能力，因此即便為嬰兒亦有被告當事人能

力，所以若以一位七歲兒童為被告，其具有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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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只是因其無責任能力，故必須為無罪判決，

而非為當事人能力欠缺的不受理判決。而法人在刑

法中雖無犯罪能力，但在特別法中則有針對法人的

處罰規定，因此在此情形下，其亦具有當事人能力。 
欠缺當事人能力之效果：必須依據第303條第1款為

不受理判決。 

訴訟能力 

意義：指在刑事訴訟法得為有效行為之能力，只要

有意思能力即有訴訟能力，而不問其是否具有民法

上的行為能力。 
自訴人之訴訟能力：以有無意思能力為準，但由於

目前自訴採取強制代理，因此自訴人本人親自為訴

訟行為的可能性降低。而法人因無意思能力，因此

由其代表人為之。 
告訴人之訴訟能力：就自然人而言，被害人只要具

有意思能力即可為告訴。就法人而言，由其代表人

為之。 
被告之訴訟能力：被告為自然人而言，以其是否意

思能力為準，若欠缺，如心神喪失，則依據第294條
第1項，應在其回復前，停止審判。法人則由其代表

人為訴訟行為。 
［參見，張麗卿，刑事訴訟法理論與運用，十版，頁 122。］ 

第 3 條之 1（刑事訴訟之沒收） 
本法所稱沒收，包括其替代手段。 

■名詞解釋 

替代手段 

意義：如追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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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法院之管轄 

第 4 條（事物管轄） 
地方法院於刑事案件，有第一審管轄權。但左列案件，

第一審管轄權屬於高等法院： 
一、內亂罪。 
二、外患罪。 
三、妨害國交罪。 

■名詞解釋 

「審判權」與「管轄權」之區別 

［參見本書刑訴法學概念辨析表一］ 

第 5 條（土地管轄） 
Ｉ 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

轄。 
Ⅱ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或航空機內犯罪

者，船艦本籍地、航空機出發地或犯罪後停泊地之法
院，亦有管轄權。 

第 6 條（牽連管轄） 
Ｉ數同級法院管轄之案件相牽連者，得合併由其中一法

院管轄。 
Ⅱ前項情形，如各案件已繫屬於數法院者，經各該法院

之同意，得以裁定將其案移件送於一法院合併審判
之；有不同意者，由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之。 

Ⅲ不同級法院管轄之案件相牽連者，得合併由其上級法
院管轄。已繫屬於下級法院者，其上級法院得以裁定
命其移送上級法院合併審判。但第七條第三款之情
形，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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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牽連管轄」與「競合管轄」之區別 

［參見本書刑訴法學概念辨析表三］ 

第 7 條（相牽連案件）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相牽連之案件： 
一、一人犯數罪者。 
二、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者。 
三、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者。 
四、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人犯、湮滅證據、偽證、贓

物各罪者。 

■名詞解釋 

相牽連案件與牽連犯 

牽連犯刪除前：牽連犯乃數罪間具有方法結果的關

連，而在實體法上從一重處斷，在訴訟法上是一個

訴訟客體，而無從分割，而被當成是單一犯罪事實，

因此屬於同一案件，若所牽連的數罪被重複起訴，

必須依據第8條的競合管轄處理，以避免雙重起訴。

而相牽連案件，則為數罪數案件，個別獨立，是否

合併審判，必須依據第6條為處理，且其合併乃任

意。因此牽連犯為單一案件，必須依競合管轄，而

非牽連管轄處理。 
牽連犯刪除後：牽連犯刪除後，過往類此案件，需

實質判斷是否構成裁判上一罪或成為數罪數案件而

異其處理方式。 

判例 

 83 台抗 270（相牽連案件非牽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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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二百六十五條第一項所謂「相牽連之犯

罪」，係指同法第七條所列之相牽連之案件，且必為可

以獨立之新訴，並非指有方法與結果之牽連關係者而

言。﹝編按：牽連犯刪除後，如實體法上依數罪併罰處

理，訴訟法上屬相牽連案件。﹞ 

第 8 條（管轄競合） 
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

院審判之。但經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亦得由繫屬

在後之法院審判。 

■名詞解釋 

競合管轄 

乃基於同一案件造成數個管轄法院皆得審理之情形。

此「同一案件」即指被告與犯罪事實相同之案件。依

實務傳統見解，屬於實體法上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

罪，皆列為同一案件之範圍，若同一案件數法院均具

管轄權，為防止裁判矛盾，及維護訴訟經濟之立場，

宜由單一法院統一審判。 
［參見，黃朝義，競合管轄與併案處理，月旦法學教室，二一期，

頁 20。］ 

「牽連管轄」與「競合管轄」之區別 

［參見本書刑訴法學概念辨析表三］ 

第 9 條（指定管轄） 
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由直接上級法院以裁定指定該案

件之管轄法院： 
 一、數法院於管轄權有爭議者。 
 二、有管轄權之法院經確定裁判為無管轄權，而無他

法院管轄該案件者。 
 三、因管轄區域境界不明，致不能辨別有管轄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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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者。 
Ⅱ案件不能依前項及第五條之規定，定其管轄法院者，

由最高法院以裁定指定管轄法院。 

第 10 條（移轉管轄） 
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由直接上級法院，以裁定將案件

移轉於其管轄區域內與原法院同級之他法院： 
 一、有管轄權之法院因法律或事實不能行使審判權

者。 
 二、因特別情形由有管轄權之法院審判，恐影響公安

或難期公平者。 
Ⅱ直接上級法院不能行使審判權時，前項裁定由再上級

法院為之。 

第 11 條（指定或移轉管轄之聲請） 
指定或移轉管轄由當事人聲請者，應以書狀敘述理由向

該管法院為之。 

第 12 條（無管轄權法院所為訴訟程序之效力） 
訴訟程序不因法院無管轄權而失效力。 

第 13 條（轄區外行使職務） 
法院因發見真實之必要或遇有急迫情形時，得於管轄區

域外行其職務。 

第 14 條（無管轄權法院之必要處分） 
法院雖無管轄權，如有急迫情形，應於其管轄區域內為

必要之處分。 

第 15 條（牽連管轄之合併偵查與起訴） 
第六條所規定之案件，得由一檢察官合併偵查或合併起

訴；如該管他檢察官有不同意者，由共同之直接上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