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前言

過去的 20年，見證了歐洲委員會 1

各會員國實施人民參與刑事審判的發

展。有些歐陸法的國家，例如西班牙、

俄羅斯等，引進了陪審制度 2。另有

一些國家，諸如丹麥、瑞士和挪威等，

則將施行已逾百年的陪審制度廢除，

改採參審制度。此外更多的國家，正

在檢視人民參與審判在其等刑事司法

的角色，以便符合歐洲委員會所要求

的人權和民主之標準。實施人民參與

刑事審判可能產生一個重要問題，即

該種制度能否符合「歐洲人權公約」

第 6條所規定之公平審判，特別是被
告受獨立且公正的法庭審判之保障。

目前在歐洲委員會的國家，有多

種人民參與刑事審判的模式。這些國

家除了英國和愛爾蘭屬普通法系外，

其它幾乎都是大陸法系，另有塞普勒

斯、馬爾他和挪威是普通法和大陸法

混合法系。雖說歐洲委員會大部分的

國家屬於大陸法系，對於人權保障和

民主，卻有不同的歷史，其中約有一

半的國家曾經實施共產主義，尚在轉

型階段，仍受到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

不同程度的影響。

本文首先介紹歐洲人民參與刑事審

判的主要模式，其次是平民審判員選

訓的一些作法，再來是證據規則中的

起訴狀一本和直接審理言詞審理，最

後是判決和上訴的問題，期能將人民

審判最重要的幾個基本議題，予以說

明及分析。

貳 人民參與刑事審判的模式

到目前為止，歐洲委員會仍有 12
個國家並沒有人民參與刑事審判的制

度（阿爾巴尼亞、亞美尼亞、亞塞拜

然、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塞普勒

斯、喬治亞、立陶宛、盧森堡、摩爾

多瓦、荷蘭、羅馬尼亞和土耳其等），

其他 35個採行人民參與刑事審判的
國家，可以區分為五種不同的模式，

包括歐陸陪審法庭、德國參審法庭、

法國參審法庭、專家參審、以及平民

法官，茲分述如下 3。

歐陸陪審法庭

法國在 1789年大革命後，從英國

繼續保留下來，例如法院亦得傳喚證

人，並由審判長先行訊問，當事人聲

請傳喚的證人，若是出於探求真實之

目的或是調查其他證據之必要，法官

負有向該證人進行補充訊問之義務。

對職業法官而言，在沒有事先知悉卷

證內容而有先入為主的情況下，幾乎

不可能訊問證人，因此英美法系陪審

團審判的「起訴狀一本主義」在歐陸

陪審法庭只適用於平民陪審員。

德國參審法庭

由職業法官與平民審判員組成合議

庭，共同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以及量

刑（如果認定有罪），此種混合法庭

是歐陸法的制度，有德國模式與法國

模式兩種 10。德國模式的參審法庭廣

泛使用於歐洲委員會的國家，包括奧

地利 11、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捷

克共和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

德國、匈牙利、拉脫維亞、馬其頓、

挪威、波蘭、塞爾維亞、斯洛伐克、

斯洛維尼亞、瑞典 12、瑞士和烏克蘭

等 19個國家。
典型的德國參審法庭是由 1位職業

法官和 2位參審員組成，但組成人數
在不同法域或同一法域的不同層級，

會有不同。例如德國，2年以上 4年
以下有期徒刑的中度犯罪案件，由區

法院 1位職業法官和 2位參審員組成
之參審法庭審理；不服區法院之裁判

上訴至地方法院（仍為事實審）的第

二審案件，由 1職業法官加 2位參審
員組成小刑事庭審理。至於重罪，如

謀殺、強姦、重大金融案件，第一審

在地方法院，由 3位職業法官和 2位
參審員組成大刑事庭審理。在瑞典，

其第一審參審法庭是由 1名職業法官
和 3位參審員組成；而上訴法院的參

審法庭是3位職業法官和2位參審員。
芬蘭參審法庭是由 1名職業法官和 3
位參審員組成，奧地利參審法庭是 2
名職業法官和 2位參審員，保加利亞
參審法庭有 3位職業法官和 4位參審
員。在波蘭、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

亞，參審法庭有 2位職業法官和 3位
參審員。一般來講，參審員的人數會

比職業法官的人數多，而且只多一

位，只有瑞典和芬蘭兩個國家例外，

其初審參審法庭由 1位職業法官和 3
位參審員組成。

參審法庭管轄的案件，有些國家只

審理重大案件，例如匈牙利參審法庭

只審理殺人及其它有期徒刑 8 年以上
之罪的案件，烏克蘭參審法庭只審理

死刑、無期徒刑的案件，保加利亞、

克羅埃西亞和斯洛維尼亞的參審法庭

審理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案件，
波蘭參審法庭審理法定刑 25年以上
有期徒刑的重罪案件。而德國、芬蘭、

挪威等的參審法庭則審理微罪之外大

部分的刑事案件。

法國參審法庭

法國參審法庭是歐陸陪審法庭和德

國參審法庭的混合，設在重罪法院，

只審理 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大案
件，由 3位職業法官和有 6位陪審員
的陪審團組成合議庭。法國從英國

引入的陪審制度，在經過 1908年、
1932年及 1941年數次變革的轉型後，
已從由陪審團單獨審判，轉為陪審團

與職業法官共同審判，可以說法國的

參審制是陪審制發展的延續 13。

法國參審法庭，其參審員對職業

法官的比例，遠大於德國參審法庭，

而且評議的方式也與德國參審法庭不

一樣，法國參審法庭評議後是秘密投

票。而最重要的差異是參審員的選任

方式，法國制度參審員的選任，仍保

留陪審團從某一整個社區隨機抽籤之

方式，參審員席位保持與職業法官所

代表的法庭有一清楚的空間區隔，其

等不是嚴格意義的法庭成員。而德國

制度，參審員被任命為法庭的成員。

重要的概念是，法國參審員只在單一

案件的法庭審判，在審判期間參審員

是公眾的代表。而德國參審員被任命

（文轉三版）

引進陪審制度，許多其它歐陸國家受

到拿破崙法典的影響，於 19世紀和
20世紀初的這段期間，紛紛採行陪
審制度 4，直到 20世紀歐洲反民主的
逆流，有一些國家取消陪審 5，21世
紀又因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部分國

家改以參審方式取代 6。目前歐洲委

員會的國家除了英國與愛爾蘭之外，

還有奧地利、比利時、馬爾他、俄羅

斯、西班牙、和瑞典等國家實施陪審

制度。在這同時，有些國家（例如法

國、葡萄牙），它們的法律雖然保留

「陪審團」或「陪審員」的用語 7，

但實際上採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制度，

是由職業法官與陪審員一起審理案

件，這就是目前我們所稱法國式的混

合法庭，已經不再是陪審制了。

歐陸陪審法庭是由兩個不同的小

組構成，平民組有 6到 12位不等之
陪審員，每個國家不同 8；另一組是

1到 3位之職業法官 9。歐陸陪審法

庭通常只審理重大刑事案件，例如殺

人、加重性侵害、強盜等。有些國家

（奧地利、比利時、俄羅斯），還審

理政治性犯罪。也有國家（比利時、

瑞典），主要是審理言論自由的案件。

這種陪審法庭與參審法庭（混合法

庭）最大的不同是，職業法官不參與

評議，歐陸陪審法庭同英國的陪審法

庭一樣，陪審團有單獨決定被告有罪

或無罪的權力，職業法官則負責向陪

審團指示法律問題、指導事實問題、

以及最後的量刑。

至於歐陸陪審法庭與英美法系陪審

團最重要的不同在於，歐陸陪審法庭

採用一種歐陸糾問式之訴訟構造與英

美對抗式之審判模式所混合的審判體

系，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糾問原則

內涵所建立的真實探求義務或職權被

1.  歐洲委員會於 1949年 5月 5日成立，具有
國際法地位、並且為聯合國觀察員身份的

國際組織，總部位於法國史特拉斯堡，目

前有 47個會員國（歐洲現有 50個獨立的
國家）。

2.  俄羅斯於 1993年啟動司法改革，改革項目
之一是引入刑事陪審制度；西班牙於 1995
年頒布陪審法，開始採行刑事陪審制度。

3.  因受限篇幅，本文暫不討論專家參審及平
民法官（英國的治安法官和法國的社區法

官）。

4.  這段期間引進陪審制度的國家有：德國
(Rhenish Germany)1798 年、 盧 森 堡 1814
年、西班牙波旁王朝 1820年、比利時
1831年、葡萄牙 1832年、希臘 1834、日

內瓦 1844年、Bavaria and Hesse 1948、奧
地利帝國 1850、俄羅斯帝國 1864年、義
大利 1865年、羅馬尼亞 1866年、匈牙利
1869年、挪威 1887年、塞爾維亞 1892年、
丹麥 1919年、波蘭 1921年。 

5.  例如俄國之陪審制度於 1917年十月革命後
被布爾什維克政權廢止。

6.  丹麥於 2006年廢除陪審制度，瑞士於 2011
年廢除陪審制度。挪威國會於 2015年 6月
要求行政部門提案廢除陪審制，這項改革

已於今年 (2017年 )1月 20日實現，挪威
國會的主要政黨代表都已簽署這項法案，

將送交國會於稍後今年春季的會期，做最

後表決。因此挪威已經施行 130年之久之
陪審法庭即將走入歷史，改由 2名職業法

官和 5名平民參審員組成之參審法庭取代。
7.  法國是使用 juré和 jurés，葡萄牙是使用 

jurado和 júri。
8.  典型的英國刑事陪審團，有陪審員 12人。
但歐陸陪審法庭的陪審團，有的沒有遵照

這個傳統，而採行其它不同的人數，例如

奧地利的陪審團是 8名陪審員，馬爾他、
瑞典和西班牙的陪審團是 9名陪審員。至
於俄羅斯，則維持 12人的陪審團。

9.  奧地利和比利時的職業法官組是 3人。
10.  陪審制是一種人民與法官「分工」的方
式，參審制則是人民與法官互相「合作」

的方式。

11.  奧地利雖然實施陪審制度，但是各邦的區
法院，人民參與刑事審判的型態則是參審

制。

12.  瑞典雖實施陪審制度，但陪審團只審理諸
如誹謗、公然侮辱、煽動種族仇恨等言論

自由之犯罪，其他的案件則行參審。

13.  1908年 12月 10日的改革法案，允許審
判長進入評議室，回答陪審團評議時可能

有的問題；1932年 3月 5日的改革法案，
先由陪審團評議是否有罪，如評議有罪，

職業法官加入陪審團，決定量刑；1941
年 11月 25日的改革法案，陪審員和職業
法官形成一合議庭，決定事實和法律問

題。現行法國參審法庭，陪審團既參與法

庭對案件事實的審理，又以秘密投票的方

式參與對被告的定罪量刑。

14.  希臘和葡萄牙的參審法庭由 3名職業法官

註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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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位參審員組成，而德國的參審法庭是
1名職業法官和 2位參審員，法國參審法
庭則是 3名職業法官和 9位參審員組成。

15.  2012年 1月 1日新法實施前，法國的參
審法庭是 3名職業法官和 9位參審員組

成。

16.  有關陪審員或參審員的選任，另有當事人
行使迴避權的問題，因受限篇幅，本文暫

不討論。

17.  每個國家參審員的任期不盡相同，保加利

亞 5年每年至少 60天；斯洛伐克 4年每
年 12天；捷克 4年每年不超過 20天；拉
脫維亞 5年每年 30天；斯洛維尼亞 5年；
克羅埃西亞、愛沙尼亞、芬蘭、匈牙利、

挪威和瑞典 4年。

18.  至於每一參審員參與之通常審理期日則於
每年年初即抽象決定。

19.  法國的參審員在審判開始之前，會接受半
天的簡報，說明參審員的職務和接下來參

審法庭的程序。

註 釋

（下期待續）

（作者為臺灣高等法院法官

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訪問學者）

（文接二版）

來代表法院，有 5年任期，於其任職
期間，參審員是法院的成員。

法國制與德國制有如上所述明顯的

不同，但有些國家，義大利、希臘、

葡萄牙等，採行德國制與法國制的混

合。其中希臘和葡萄牙，其參審員的

人數比職業法官的人數多 1位，這點
與德國制相同 14，但參審員之選任卻

用法國制特有的隨機抽選方式。義大

利的混合法庭，參審員對職業法官的

比例是 3比 1，6位參審員對 2名職
業法官，與法國舊制相同 15，但法庭

評議不是有罪判決需要 3分之 2特別
多數的法國制，而是簡單多數即可判

決有罪，這是德國的制度。

參 平民審判員的選任與訓練

最低資格

擔任平民審判員，不論是陪審員或

參審員，所有歐洲委員會的國家對年

齡、公民身分或住所、官方語文能力，

都規定必須符合最低資格。有 13個
國家（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丹麥、

愛爾蘭、列支敦斯登、馬其頓、挪威、

葡萄牙、塞爾維亞、西班牙、瑞典、

瑞士、英國）規定只要達到法定成年

的公民，即可擔任平民審判員。法國

參審法庭的參審員最低年齡是23歲，
有的國家規定平民審判員的年齡需達

25歲（奧地利、愛沙尼亞、芬蘭、德
國、拉脫維亞、俄羅斯、烏克蘭），

更有國家規定平民審判員的最低年齡

是 30歲（比利時、捷克、義大利、
波蘭、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希臘、

匈牙利）。除了最低年齡限制外，大

部分國家也有最高年齡的限制，例如

比利時和瑞士是 60歲，芬蘭是 63歲，
奧地利、波蘭和葡萄牙是 65歲，丹
麥、愛沙尼亞、德國、希臘、匈牙利、

俄羅斯是 70歲。幾乎所有國家都規
定平民審判員必須是公民，只有挪威

是例外，只要定居在挪威 3年以上，
即有擔任平民審判員的資格。英國的

陪審員除了必需是公民外，還要滿 13
歲以後，至少有 5年是英國境內的通
常居民，且登記為選民。有一些國家

還有其他的限制，一定的教育程度

（希臘、義大利、馬其頓、葡萄牙），

居住在法院管轄區域內（比利時、捷

克、德國、波蘭、俄羅斯、西班牙、

瑞典、烏克蘭），品行端正（愛沙尼

亞、波蘭、斯洛伐克），良好的聲譽

（保加利亞、馬其頓）。

不合資格

除了受監護、受禁治產或安置於精

神機構管理之成年人外，在所有歐洲

國家都規定，另有三種人是不合資格

擔任參審員或陪審員，此三種人是，

有犯罪前科者、有公職身分者、和曾

從事與刑事司法相關職業者（例如法

官、檢察官、警察）。在有犯罪前科

者部分，有些國家是只要有任何犯罪

前科者，都不具候選資格，這些國家

有奧地利、捷克、愛沙尼亞、芬蘭、

匈牙利、 拉脫維亞、葡萄牙、俄羅斯
和斯洛維尼亞等國。另外有些國家只

排除故意犯罪之前科者，這些國家有

保加利亞、希臘、西班牙和烏克蘭等

國。法國是犯有期徒刑之罪的前科，

不具候選資格。而德國和馬其頓則是

要曾被判處有期徒刑的前科。有些國

家（波蘭、斯洛伐克）沒有關於有犯

罪前科者不具資格的規定，卻用「高

尚道德品格」這種較模糊的標準來規

範。除了上述的消極資格外，有些國

家（奧地利、丹麥、希臘、馬爾他、

波蘭、瑞士）的消極資格還包括牧師、

教士等神職人員及教修會人員。其他

消極資格還有破產者（法國、愛沙尼

亞、芬蘭、希臘），營利團體的經理

人或監察人（克羅埃西亞），曾與共

產黨政權合作者（捷克、拉脫維亞），

軍人（愛沙尼亞、馬爾他、波蘭、葡

萄牙），大學教授（希臘、馬爾他），

及學校老師（馬爾他）。

選任方式

從人民中選任審判員，和從已選

任的審判員中再選任特定案件的審判

員，是兩件事情，先談前者。歐洲委

員會國家選任參審員或陪審員有兩個

主要的方式，隨機抽選和提名推薦。

隨機抽選是奧地利、比利時、馬爾他、

俄羅斯、西班牙等國選任陪審員的方

式，同時也在奧地利、希臘、法國、

義大利、葡萄牙、德國（有時候）等

國用來選取參審員。此種方式是官員

利用特別的電腦軟體程式從選民登記

冊或從置放登記選民名籤的票櫃，隨

機抽選。

更多使用的方式是提名推薦，包括

瑞典的陪審員和大多數歐陸國家的參

審員之選任。提名推薦有兩個程序，

先由政府官員（斯洛伐克的區長或鎮

長、克羅埃西亞的司法部長、愛沙尼

亞和拉脫維亞的地方政府委員會）、

代表團體（丹麥、挪威地方政府任命

之特別委員會）、利益團體（德國、

拉脫維亞、瑞典、瑞士的政黨和慈善

社團，克羅埃西亞的工會或雇主協

會，匈牙利的公民組織）、法院（馬

其頓、波蘭）、公民（拉脫維亞至

少 10名合格選民、波蘭至少 25名公
民）、或候選人自己（德國、芬蘭、

馬其頓）提名候選人，再經地方立法

機關過半數同意，其中德國是要立法

機關 2/3之同意。瑞典則依在地方議
會之席次比率，由政黨提名選任。

從已選任的審判員總名單中，為具

體案件或任期遴選平民審判員的工作

通常是由相關法院處理，由法官或法

院的特別委員會以抽籤（丹麥、德國）

或按時序（保加利亞、斯洛維尼亞）

遴選。但也有國家，例如克羅埃西亞

和挪威等，法院不參與遴選工作，完

全依照立法機關提供的名單傳召審判

員。

代表性

從上面我們看到，平民審判員的資

格，各國互有不同的限制。有些國家

平民審判員的最低年齡比選舉投票的

最低年齡高，有國家甚至比競選地方

公職人員的最低年齡還高。例如比利

時年滿 18歲、俄羅斯年滿 21歲即可
競選地方公職，但平民審判員的最低

年齡限制，比利時是年滿 30歲、俄羅
斯是年滿 25歲。這些國家允許他們滿
一定年齡的公民可被選舉擔任地方首

長或議員，卻禁止他們被選任為平民

審判員。除了認為這些年齡層的年輕

公民可能欠缺審判所需的修養和經驗

外，實在想不出這樣的最低年齡資格

限制，還有甚麼理由。我們看到有些

國家要求平民審判員要具備特定的人

格素質或道德品質，另外一些國家卻

因為某些特定群體知道太多法律相關

知識而把他們排除在外。例如在希臘

和馬爾他，大學教授及學校老師就不

得擔任審判員。捷克和拉脫維亞將曾

任情報機構人員、軍事人員排除。

另外一個影響平民審判員代表性的

因素是選任方法，採用提名推薦方式

的國家（通常是德式參審法庭），有

一個被提名的候選人庫，其代表性必

然低於從選民登記冊隨機抽選的平民

審判員。為了提高代表性，可以將被

提名的候選人庫擴大，例如有些採德

式參審法庭的國家立法規定，提名人

選應適當考慮性別、年齡和社會地位

的各人口群。但是在德國、挪威、丹

麥、瑞典等國，被提名的候選人大都

是當地主要的政治活躍分子，這種不

均衡的群集是提名程序所導致，因為

提名程序通常帶有政治色彩而且取決

於執政政治團體的意願。有些國家，

譬如芬蘭，為了避免此種現象，而允

許自我推薦為候選人，但結果是，全

職工作者的代表低於適當比例，而退

休人員和學生的人數卻超出比例。使

用排除資格以及提名推薦方式，其危

險在於可能成為是一種歧視性的作

法，而不能選出具有各群體平等代表

性的人來代表人民擔任審判員。相對

的，隨機抽選方式則能提供較具有代

表性的人民審判法庭 16。

任期

與英美法陪審制度不同，大部分歐

陸國家的平民判審員的服務期間不限

於在單一審判（只有比利時、法國、

葡萄牙、俄羅斯、西班牙和瑞士之平

民判審員係參與單一案件）。奧地利

陪審員的任務是 2年，每年持續 5天。
丹麥參審員的任務是 4年，每年有固
定天數。德式參審法庭的參審員通常

有一定的任期，且得連選連任 17。德

國是 5年，每一參審員每年被任用不
超過 12次通常審理期日，也就是 1
個月 1次為標準 18。德式這項作法，

使得參審法庭的參審員在角色扮演上

變得更加熟練。

任期制固然可以改進或增進參審

員的熟練性，幫助他們更能了解刑事

審判程序和各種犯罪的性質。但另一

方面，擔任參審員多年，可能已將公

民義務轉化為一種不明顯而例行的工

作，使得參審員就被告的人格、背景、

犯罪發生的可能情況等事項，於審判

時養成半職業性的模式，這種模式可

能妨礙被告只基於證據受判罪的權

利，喪失了平民審判員對個案持有的

新鮮且公正的觀點，而這正是通常被

認為係職業法官所欠缺的能力。除了

這個危險，半職業性模式的形成可能

與人民參與審判係要把社會價值觀帶

進正式的法律審判之目的相違背。而

且這些實施參審法庭的國家，還允許

參審員有連續的任期，換句話說，參

審法庭的參審員只要使推選任命他們

的有權當局滿意，理論上可以長時間

佔據這個位置。

訓練

歐陸陪審法庭的陪審員並沒有接

受特別訓練，至於參審員的訓練則有

不同做法。有的國家對參審員未給予

任何訓練（奧地利、克羅埃西亞、丹

麥、愛沙尼亞、法國 19、希臘、匈牙

利、拉脫維亞、列支敦斯登、馬其頓、

挪威、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維尼

亞、瑞士），有些國家在參審員從事

審判之前，會給予系列的訓練（捷克、

德國、波蘭）。另外有國家則在參審

員的任期內提供一些的訓練（保加利

亞、芬蘭）。訓練有由相關法院所組

織的參審員會議（保加利亞、波蘭）

或司法部（捷克、芬蘭）提供。

Administrator
螢光標示



陪審員的功能是由職業法官指導法

律問題後來決定事實問題，因此陪審

員似乎是沒有太大必要接受訓練。但

在審判之前，就在審判中可能適用的

程序事項，提供陪審員一些指示或說

明，則可能是有幫助的 20。至於參審

員在參審法庭和職業法官一同決定法

律問題，則訓練就變得比較重要了。

參審員來自社會各界有不同的教育背

景，對法律的瞭解也因人而異，因此

當參審員需要決定一個法律問題卻沒

有職業法官的投入，則在他們參與審

判之前施以一些訓練，就變得是必要

的了。或許有人認為，參審員與職業

法官一起合議，職業法官可以給予適

當的指導，因此沒有必要提供參審員

法律訓練。然而為了有效地、獨立地、

平等地與職業法官一起履行他們的審

判職務，參審員在開始參與審判之

前，應有機會得以事先熟悉程序法和

實體法的一些重要概念。當遇到法律

問題，雖然法律專業者必然會相當程

度地影響參審員，然而參審員是被要

求和職業法官一起做決定，而非只是

聽從或順從法官，則給予參審員一些

訓練為他們的任務先做準備，是很重

要的，這種訓練應包括有關證據、刑

法、刑事程序等範疇。

肆 證據規則

卷證接觸

在傳統普通法的陪審制度，法官

有一個重要的任務是排除沒有證據能

力或本質上會不當引起偏見的證據。

法官依據證據排除法則，例如傳聞法

則、被告不良品德證據法則等，來決

定哪些證據有證據能力而得以接納。

相對的，歐陸法系採用自由證據原

則，法律並未規定證據能力，所有的

證據方法都是被允許的，證據之合法

性或有效性由審判者本於他的確信來

認定。自由證據原則必然和對無證據

能力予以排除的法則不同，由於審判

者可以自由評價證據，因此審判者得

接觸偵查卷宗內的所有證據，包括偵

查中的證詞、前科紀錄、法醫檢定資

料等。

法國大革命後，許多歐陸國家引

進陪審制度，也因而廢除自由證據原

則，在陪審團審判，陪審員是不被允

或住居所不明），波蘭（證人死亡或

住居國外）等，在證人有不能到庭的

情形，允許以朗讀書面陳述代替出庭

作證。有的國家（例如保加利亞、捷

克、德國、希臘、斯洛伐克等）規定，

證人未到庭時，只有在訴訟當事人同

意之下，法院才能使用證人審判外之

陳述做為證據。另外還有國家（愛沙

尼亞、法國、拉脫維亞、列支敦斯登、

馬其頓、烏克蘭），將書面陳述有無

證能力，委諸法官裁量，亦即審判庭

的職業法官有權裁量審判外之陳述是

否得做為證據。

如上所述，德國、法國、葡萄牙、

瑞典、還有大多數歐陸陪審制國家禁

止平民審判員接觸偵查卷宗，其主要

理由是，接觸偵查卷證會規避刑事審

判之直接審理和言詞審理原則。這些

原則是「歐洲人權公約」第 6條所規
定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所保障，該

條第 3項第 4款規定：詰問證人是刑
事被告應有的最低基本權利之一。歐

洲人權法院也主張：所有證據都需經

被告在公開審判法庭行交互詰問。在

一些判決，歐洲人權法院認為：未予

被告有詰問的機會，基於證人審判外

陳述所做的有罪判決，是不當限制被

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 21。

在陪審法庭，欲排除坐在陪審團

席位之陪審員接觸審判外陳述是很容

易的，因為職業法官只要把此部分卷

證加以遮蓋即可。但是在參審法庭，

參審員是與職業法官坐在一起，要有

效對參審員遮蓋卷宗內未經詰問的陳

述是有問題的，因為職業法官可能會

不慎的或有意地洩漏卷宗內容給參審

員。或許有主張，在參審法庭欲參審

員實際參與，則參審員需與職業法官

立於平等的地位，職業法官得以與聞

的資料卻不許參審員接觸，違反參審

員與職業法官平等的原則。實際上給

予參審員實質參與審判和保障被告受

公平審判的權利之間有時難以兩全，

解套方法是，任何有罪判決都需基於

直接審理和言詞審理原則，並且在判

決理由中清楚揭示。

伍 判決和上訴

評議

區分陪審和參審的一個重要指標

是，陪審團有權單獨決定被告有罪或

無罪。大部分歐陸的陪審，當陪審團

在評議罪責時，職業法官是不能進入

陪審團室的。但有幾個國家已經改變

這個評議規則，允許職業法官得進入

陪審團評議室。於此，陪審法庭和參

審法庭間之界線就開始退色了。例如

奧地利已立法使陪審法庭在兩種情形

下得以轉型成德式參審法庭：(1)當
所有職業法官認為這種改變是必要，

且經簡單多數陪審員（8位陪審員中
有 5位）同意；(2)經陪審團提出要求。
在轉型後，職業法官與陪審員評議共

同決定被告是否有罪。另外一個歐陸

陪審採用的方式是推翻陪審團決定罪

責的權利，例如奧地利和廢陪審制前

的挪威，陪審團的無罪判決如非是全

體一致意見，職業法官得將之撤銷，

此舉顯然侵害了陪審團決定罪責的獨

立性。

不像傳統普通法的陪審，歐陸陪審

的判決不須陪審團全體意見一致，奧

地利、比利時、俄羅斯等實施簡單多

數規則，馬爾他是 9票中有 6票，西
班牙則是 9票中有 7票。簡單多數有
其好處，審判不會產生僵局，但是投

票規則不能只是考慮方便。另外有質

疑，簡單多數違反了無罪推定原則。

歐洲人權公約第 6條第 2項規定：「刑
事被告在未經依法證明有罪之前，應

推定為無罪。」而所謂「證明有罪」

應如何解釋，是否需「超越合理懷

疑」。當陪審團投票表決，正反只差

1票，則實質少數反對有罪即已表示：
認定被告有罪並未證明已超越合理懷

疑。更有甚者認為，只要有任何一位

陪審員強烈不同意，即可認為有合理

懷疑。所以不僅簡單多數，即使相對

多數也被質疑。但全體意見一致，即

使在普通法的陪審也有不認同的，英

（文轉三版）

許接觸偵查卷宗。但這種由人民單獨

審理案件事實的熱潮並未持續太久，

越來越多的歐陸國家以參審制來取代

陪審制，自由證據原則重新回到法

庭。剩下的歐陸陪審法庭，陪審員仍

只能接觸在審判中提出的證據，唯一

的例外是西班牙，其陪審員可以接觸

包括偵查中的所有卷證資料。在參審

法庭部分，大部分國家的參審員可以

接觸偵查卷宗所有資料，參審員與職

業法官立於平等的地位。但是值得注

意是，德國的參審員 (schöffen )、法
國的陪審員 (jurés)、葡萄牙的陪審員
(jurados)、瑞典的參審員 (nämndeman)
等仍然不具有閱卷權，卷宗資料只有

職業法官和案件當事人可以接觸。

平民審判員不能接觸卷宗有兩個理

由，第一，卷宗內沒有證據能力的證

據資料有可能被平民審判員拿來做為

有罪判決依據的危險。大陸法制度沒

有普通法的證據排除法則，但是他們

有禁止審判者依賴某些證據來做為有

罪判決的證據，這就是所謂的直接原

則，規定證據必須經過在審判法庭當

庭證述，不得僅憑審判前的書面陳述

或其他偵查中文件。限制使用卷宗證

據的第二個理由是，卷宗可能有與本

案犯罪無關聯但會產生偏見的被告過

去不良資料。而關於直接原則，再詳

述如下。

直接審理原則和言詞審理原則

在人民參與刑事審判，書面陳述

能否作為審判的證據，歐洲各國有不

同的做法。有些國家不允許書面陳述

得作為裁判依據，但有更多的國家認

為：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例如證人死

亡、生病、年邁、或在國外等，書面

的陳述可以作為審判的證據。這些國

家有奧地利（證人年邁、生病或居住

遙遠），丹麥（證人死亡），芬蘭（證

人重病或死亡），匈牙利（證人死亡

20.  美國的刑事訴訟法規定，在陪審員宣誓後
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之前，法官必須提供

關於陪審團基本職權、義務、行止的一般

指令給每位陪審員。通常美國聯邦法院和

多數州的法院都使用最高法院或特別司法

委員會所準備之對陪審團指示範本。

21.  Unterpertinger v. Austria (1986); Kostovski 
v. Netherlands (1989); Ludi v. Switzerland  
(1992).

22.  Criminal Justice Act, 1967, c. 80. 其它如紐

西蘭、澳大利亞等普通法國家之陪審團裁

決，也都改採相對多數決。

23.  Johnson v. Louisiana (1972).
24.  芬蘭和瑞典是例外，其等參審法庭有 1位
職業法官和 3位參審員。

25.  雖然德國參審法庭是用 2/3多數決，但事
實上，在由 1位職業法官和 2位參審員組
成的法庭，2/3多數和簡單多數是相同意
義。

26.  例如 2位職業法官和 3位陪審員組成的參

審法庭，2位意見相同的職業法官只需要
有 1位陪審員同意，就能做成判決。

27.  法國參審法庭的有罪判決需要 12中有 8
人，也就是至少要 5/9同意。

28.  Saric v. Denmark (1999); Taxquet v. Belgium 
(2012).

29.  許多行普通法陪審制度的國家都允許被告
有放棄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30.  有些實施人民參與刑事審判的國家並未簽
署或批准這份文書，比利時、德國和西班

牙簽署但未批准，英國則未簽署。

31.  Nikitin v. Russia (2004).
32.  奧地利、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捷克、
愛沙尼亞、芬蘭、匈牙利、拉脫維亞、波

蘭、葡萄牙、斯洛伐克、瑞士等國。

33.  法國的上訴法院，並非重罪法院外，還
有一個更高級的上訴法院，而是另外指

定一個重罪法院擔任上訴單位，因此其

上訴審的重罪法院，參審員由 6名增加
為 9名。

註 釋

文／沈宜生

歐洲委員會各國 

之人民參與刑事審判

（文接上期）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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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二版）

國在 1967年廢除了實施已超過 600
年的全體一致決，無論有罪或無罪的

裁決，都採 12票中有 10票的相對
多數決 22。因此，多數說認為「超越

合理懷疑」未必是絕對地要求全體一

致決。至於多少票才算是合理的相對

多數，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認為：依

路易斯安那州刑事訴訟法規定，陪審

團 9票對 3票之有罪判決是合法有效 
的 23。惟無論是立法或實務，這檔事

其實是很難規定的。

在參審法庭，參審員與職業法官

合議共同決定罪責，職業法官能用他

們審判經驗的權威影響參審員，然德

式參審法庭與法式參審法庭有顯著的

不同。首先是人數，德式參審法庭

參審員人數比職業法官人數只多出 1 
人 24，有罪判決通常採簡單多數 
決 25。換句話說，如全體職業法官加

上半數參審員，有時甚至只要少數，

法庭就能判決被告有罪 26。但在法式

參審法庭，至少要 55%的參審員同
意，才能為有罪判決 27。另一不同之

處是，法式參審法庭是秘密投票，這

項規定使得參審員就被告是否有罪，

能本其確信以匿名，自由表示他的決

定。因此法式參審法庭參審員比德式

參審法庭參審員，有較大的自由和空

間來影響判決結果。

判決附理由的權利

要求法庭給判決理由是法庭展現

他們並非基於不適當或有偏見的證據

來作成判決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是實

質保障被告上訴的權利。雖然歐洲人

權公約並未規定，被告有要求判決附

理由的權利，但歐洲人權法院的幾

個判決都確認了這項權利。例如在

Hadjianastassiou v. Greece一案，歐洲
人權法院表示：法院判決必須給予充

分且清楚的判決理由，這樣被告才能

針對判決有效地提起上訴；判決認為：

被告要求判決需附理由的權利，是歐

洲人權公約第 6條第 1項所規定被告
受公平審判權利之一部分。

在歐陸司法實務，參審法庭的判決

會給理由，而陪審法庭的判決則不附

理由，但有幾個例外。法國重罪法院

參審法庭對其判決不給理由，反而西

班牙和比利時陪審法庭的判決則須附

理由。乍看之下，陪審法庭和法國參

審法庭之判決不附理由似與歐洲人權

法院的判決牴觸。但歐洲人權法院後

來又表示：判例法並未要求陪審團對

其裁決給理由，歐洲人權公約第 6條
也未排除由陪審團審判，即使裁決未

附理由。歐洲人權法院強調：受公平

審判之原則須滿足被告和社會公眾能

「瞭解」陪審團所給的裁決，這是免

於專斷的真正保障，而這種「瞭解」

可以用各種方式達成；在職業法官審

理的程序，被告對其受有罪判決的瞭

解，主要是來自判決所給的理由；

至於在陪審團審判，歐洲人權公約

第 6條要求的是有足夠的保障，可以
避免任何專斷的危險；這種程序保障

可以包括，例如審判長法官就相關法

律問題和援引之證據等給陪審員的指

引，及法官對陪審員所提具體明確的

問題，形成一個架構，以之作為裁決

的基礎，或充分彌補陪審團未給理由

的缺憾 28。在這些判決，歐洲人權法

院並未堅持陪審團的判決須附理由，

它接受了補救判決未附理由的方法。

另外還有其它補救的辦法，例如賦予

被告可以選擇陪審團審判或法官審判

的權利。給被告有放棄陪審團審判的

權利，即給了被告選擇法官審判的權

利，被告對法官判決的理由，可以就

事實及法律問題提起上訴。如此可認

為，事實上已經給了被告有要求附理

由判決的權利 29。

普通法國家陪審團之判決不附理

由有其更深層的意義，即陪審團的拒

絕。當陪審團欲對某些超出案件本身

的社會問題傳達某一信息，或者根據

法律規定所得出的結果，有違陪審團

的正義感、道德感或公平感，此時陪

審團故意拒絕接受證據或拒絕適用法

律。因此，陪審團之判決不附理由的

制度鋪了路給陪審團，讓其對法律上

構成犯罪的被告，給予無罪的判決。

但有質疑：判決有罪不附理由，是否

也鋪了一條路給陪審團，讓其對無罪

的被告，給予有罪的判決。一些行陪

審制的普通法國家容忍陪審團的拒

絕，但歐陸的陪審法庭，並不允許有

陪審團拒絕的情形。為了解決陪審法

庭判決不附理由是否會侵害被告上訴

權一事，只有陪審團為有罪判決，才

有要求判決理由的必要。有學者建議：

如法官同意陪審團的有罪判決，由法

官幫助陪審團起稿判決理由；當法官

不同意陪審團的有罪判決，法官可提

不同意見書供上訴審法院參考。

上訴權

歐洲人權法院已經表示：判決附

理由的權利需伴隨著上訴的權利，才

有效益，如被告不能挑戰判決所給的

理由，則判決需附理由可能施予審判

法庭的警惕效果將大為減低。歐洲人

權公約第七號議定書第 2條第 1項規
定「任何被法庭判決刑事犯罪之人，

均有權要求上一級法院對有罪判決或

量刑進行複審。本權利的行使，包括

其行使的依據，應以法律定之。30」

事實上，所有歐洲國家都遵守這項規

定，而允許被判有罪的被告得對人民

參與審判所做的判決提起上訴的權

利，但是准許上訴的原因，參審法庭

與陪審法庭並不相同。在參審法庭，

被告對原判決之事實和法律，都可上

訴。但陪審法庭，除了奧地利與西班

牙外，只能對法律問題上訴。

限制就事實問題上訴，產生了人民

參與審判權利與被告受公平審判權利

兩者間的緊張。假如被告得對事實問

題上訴，則要把人民的觀點帶入判決

的人民審判制度，其功能將受侵害。

假如上訴審法院可以陪審或參審認定

事實錯誤為由，撤銷原判決，那麼人

民審判不就是被質疑了。當然這項爭

論只發生在上訴法院審判庭是職業法

官之情形，如果上訴案件仍由人民參

與的法庭審判，則人民審判的概念就

不會受被告有上訴權所侵害。人民參

與審判本身，無法保證不會做出事實

錯誤的判決。雖然第七號議定書沒有

要求被告可以對事實問題上訴，但一

般認為，准許對事實問題上訴，才可

以救濟錯誤的有罪判決。為了給被告

完全的保護，如人民審判與被告受公

平審判兩者間不相容時，被告受公平

審判的權利應優先考慮。

另外一個問題是，檢察官是否可

以對陪審或參審法庭所做的無罪判決

提起上訴。普通法的禁止雙重危險法

則，阻止了陪審團所做的無罪判決被

撤銷。在歐陸法，被告不受雙重審判

的權利只適用於確定的無罪判決。所

謂確定的無罪判決是指該判決已無其

他通常的救濟方法、或當事人已窮盡

這種救濟方法，或已逾上訴期限，而

有既判力 31。有些國家譬如俄羅斯，

並沒有限制被告就同一犯罪再受審判

的次數。如此被告受無罪判決後，就

同一事實得再受審判，侵害了陪審團

保衛被告不受檢察官濫權、法官偏頗

的重要功能。

上訴法院之平民參審

大部分歐洲國家之上訴審是職業

法官的法庭 32，但有某些國家參審法

庭的上訴審仍是人民參與審判。至於

陪審則沒有這種情形，在陪審被告不

得就事實問題提起上訴。由於對參審

法庭的判決，被告可以就事實問題上

訴，因此平民審判員在上訴審仍扮演

重要的角色。在上訴審仍是參審員和

職業法官的混合法庭，其參審員和職

業法官的比率，有的國家仍然與一審

參審法庭一樣（希臘、列支敦斯登、

馬其頓），另有國家（德國、瑞典）

參審員則減少。只有法國和丹麥，上

訴審參審員的比率反而增加。法國上

訴法院，參審員由 6名增加為 9名
33。丹麥高等法院如作為有期徒刑 4
年以上重大案件（例如殺人、強盜）

之第一審法院，參審法庭有 3名職業
法官和 6名參審員。對於高等法院之
第一審有罪判決，被告得提起上訴，

由高等法院 3名職業法官和 9名參審
員組成的參審法庭審理，其參審員由

6名增加為 9名。

陸 結語

本文介紹了歐洲委員會國家人民參

與刑事審判的發展與現況，有下列幾

個重點，特予說明。（1）每種模式
各有其優點與缺失，為了彌補缺點，

每個國家又會做不同程度之調整。例

如陪審法庭判決不附理由，造成誤判

的黑箱，侵害被告受公平審判及上訴

的權利。實施陪審的西班牙及比利時

等國因而立法規定，陪審團裁決要附

加理由（至於陪審員不會寫，職業法

官不願寫，又是另一個問題）。陪審

法庭由陪審團單獨決定被告有罪或無

罪的事實問題，因陪審員缺乏法律專

業和審判經驗很難妥適審理複雜或專

業性的案件，實施陪審的奧地利即立

法使陪審法庭在特定情形下得以轉型

成德式參審法庭，由職業法官與陪審

員評議共同決定被告是否有罪，另外

陪審團的無罪判決如非是全體一致意

見，職業法官得將之撤銷。（2）又
如人民參與審判，無法保證不會做出

事實錯誤的判決，限制就事實問題上

訴，被告受公平審判權利不能保障。

但假如被告得對事實問題上訴，由職

業法官組成的上訴審法院可以陪審或

參審認定事實錯誤為由，撤銷原判

決，則要把人民的觀點帶入判決的人

民審判制度，其功能將受侵害。因此

許多實施參審法庭的國家，建置雙重

層級的參審法庭，使人民審判的權力

不會受被告有上訴權所侵害（至於審

判程序更冗長、花費更龐大，則是另

一個問題）。（3）另外一個重要問題，
不論陪審抑或參審，法庭的組成必須

能夠反映社會的結構，參與審判的人

民須來自社會的各個角落，而且涵蓋

各種階層的職業型態。因此平民審判

員的資格限制、隨機抽選或提名推薦

等，都必須考慮這個價值。另人民審

判員和職業法官的比率設計，應建立

在以下的思維：司法審判的民主化，

其關鍵作用並非在於，平民參審員在

面對職業法官時，其所抱持的觀點是

否能夠經常地被接受，而是在於藉由

平民參審員所提出的見解，迫使職業

法官加以解釋及說明，從而能夠使職

業法官檢視自身的立場。（4）儘管
人民參與刑事審判，但歐陸法系糾問

式審判程序所建立之真實發現原則及

職權探求真實皆繼續保留，因此職業

法官得事先接觸所有卷證，起訴狀一

本只適用於平民審判員。（5）其他
如評議後投票是否公開、評議結果採

簡單多數或相對多數，以及是否實施

不對等上訴制度（檢察官對無罪判決

不能上訴）等，在在都是各種價值、

優缺間的取捨與平衡。歐洲委員會各

國過去 20年來實施刑事案件人民審
判的經歷，足供我國建立人民參與刑

事審判制度的參考與借鏡。

（作者為臺灣高等法院法官

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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