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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制度是為了保障人民權益、福祉而存在的，也是維護社會正義的
摘要
最後一道防線。環視現今民主國家，莫不戮力維護司法之尊嚴與威信，並
(中)
努力使司法業務能順利運轉，以期使司法制度發揮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

民權益、增進公共利益的功能；我國擠身為現代國家之林，自不能獨立於
世界潮流之外。 自從我國解嚴以來，我們的社會就變得更自由、更民
主、更多元化，又隨著我國人口飽和、社會結構快速變遷、工商業迅速發
展、經濟日趨繁榮及逐漸邁向國際化，同時，國人法學知識的普及，也使
得民眾懂得循法律途徑解決紛爭、主張權益，再加上，解嚴以後，部分人
民所犯刑事案件的審判權，由軍法機關釋出而回歸普通法院….等因素的
影響，已致使法院案件大幅增加(包括案件的質與量的增加) ，而超過法院
所能負荷的數量。 在法院法官及一般行政人員員額的擴充，趕不上訴訟
案件增加速度的情況下，已使得各級法院均面臨案件累積及超額審理的沈
重負荷，尤其，在無限量分案的情況下，不僅法官的體力、精力無法承
受，甚至，已經影響裁判的品質，雖然各級法院的法官，都已經終日案牘
勞神，不分晝夜、犧牲假日的辛勤閱卷、撰寫判決書、積極清理積案，但
是，案件實在太多了，在有限的時間及精力下，即使法官們已經盡了最大
的努力辦案，但仍然無法避免案件進行緩慢及裁判品質低落，此不僅使得
民眾對司法判決的公正性及正確性動搖外，也造成部份法官因為不堪過度
勞累而住院、開刀治療，甚至，更有些法官，不幸因此英年早逝 。 雖然
所有的法官也都想儘早結案，但是，受限於案件的發展是否已臻成熟，尤
其，每當思及「法官的工作是辛苦的，世俗的名利也許與法官的辛苦不成
比例，可是我們可以在每一個經過我們辦理的個案中，實現內心的那股追
求公平、正義的理想，這是一種不能以世俗價值衡量的成就與快樂。」、
「您我案頭的任何一個決定，就是人世公平、正義的一部分，這是我們的
責任，也是我們的榮譽！我們怎能忍心輕忽或擱置？而讓當事人承受失望
與等候之苦？」 就更無法倉促驟下判決，只好「夜以繼日，埋首於案卷
中，難見天日，精枯力竭，身衰體病，而催辦單履下，責吾辦案不力，終
日惶惶，神不守舍，食不甘味，寢難成眠，焦煩攻心，每中夜驚醒，一身
冷汗，燈下趕製裁判，常不知東方之既白，….家居之時，仍唯卷宗是
伴，妻若無其夫，兒若無其父….而卷宗如山似海。」 而形成目前司法的
難題，各界莫不亟思解決之道。 尤其，龐大數量的案件，造成法院業務
運轉的遲緩化、僵硬化，影響所及，使得法官沒有充分的時間閱覽卷宗，
開庭時亦無法讓當事人盡情、充分陳述，作出完整的攻擊防禦，揆諸刑事
訴訟程序之設計目的，原在於「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兼顧實體與
程序之正義，如今，其設計目的已被動搖。 尤其，法官審理案件的負荷
過重，極易造成以下情形 ：其一、裁判品質的降低。因為當法官承辦的
累積案件一多，常導致法官為求審理績效及迅速消化案件的結果，而無法
充分思考案件的所有爭點、以及最好的結局，致使裁判流於草率，非但裁
判的品質無法提昇，甚至，可能造成誤判。其二、法官的素質難以提昇。
因為終日埋首於堆積如山的案件中，致使法官根本無暇再繼續充實法學及
其他相關學術的研究，甚至，使得法官的見聞、閱歷與社會脫節，背離社
會一般民眾的情感，而無法創造出使民眾信服及產生共鳴的裁判，此對於
法官從事審判工作的認事用法，自然會受到影響。其三、不當影響被告的
權益。因為刑事訴訟程序，除為具體實踐國家刑罰權而發現真實之外，同
時，亦注重法定之正當程序，以保障被告的基本權利；然而，過度職業化
及迅速化處理的結果，被告於訴訟上的防禦權就極易被忽略，不僅無法讓
被告盡情陳述，甚至，沒有充裕時間去查證被告所主張的事實，致使被告

的基本人權無法獲得充分的保障。 以上諸現象相乘，惡性循環的結果，
造成國民對於司法的公平性及正確性產生質疑，近年來社會各界對於司法
改革之要求甚囂塵上 、 、 ，如何提昇裁判品質，作出妥適的裁判？如何
迅速審結較無爭議的案件，以便讓法官騰出更多時間來清理、消化其他積
案？如何保障人權，建立司法威信？如何使訴訟流程更簡便、慎重，讓民
眾願意、喜歡尋司法途徑解決紛爭，而朔造司法為民服務的親民、便民形
象？已是司法改革刻不容緩之要務。 現代化國家有鑑於社會快速變遷，
各種犯罪增加，監獄人犯亦隨之大幅增加，而造成監獄過份擁擠、矯治效
果不理想等現象，遂有許多新興的刑事政策產生 ，其不僅研擬將部份行
為除罪化 ，或以行政罰取代刑罰，甚至，對於必須科以刑罰的案件，亦
應區分犯罪的輕重、案情的難易，而分別適用緩和或嚴格的訴訟程序 ，
使輕微、單純的案件得以在較迅速、經濟的情況下確定，使較重大或複雜
的案件得以在較公平、慎重的情況下判處；在此時空背景下，英美法制的
認罪協商制度便引發廣泛的討論。 我國立法院於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十
九日所公佈施行的刑事簡易訴訟程序部份條文，繼民國八十四年十月二十
日修法擴大簡易訴訟程序之適用範圍後，又再次，基於訴訟經濟的觀點，
增修了簡易訴訟程序的相關規定 。並新增所謂「認罪協商制度」 ，核其
內容，似與英美法系之「認罪協商制度」，有所不同，甚至，亦有與我國
現行之刑事訴訟制度相互衝突的情事產生 ，且實務及學者多有為文評
論 ，尤其，最近司法院刑事訴訟法研修委員會，正研議引進「量刑協商
制度」，以期有效縮短訴訟時程。基於以上種種原因，遂引發本文研究動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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