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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正當法律程序為各國憲法普遍承認之原則，而其內涵中與刑事訴訟程序較

為有關者，例如禁止雙重危險、聽證權及公平適時審判訴訟權之保障等諸

下位原則。本論文乃以此項原則及其內涵為基礎，針對目前國內尚未承認

之犯罪事實之預備與選擇合併制度，就其可行性及必要性等做深入分析探

討，期能引起實務及學術界之重視進而認同。   為此，本論文名為「由

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論刑事訴訟預備與選擇合併制度」，歷經四年完

成，計六章，凡三十萬餘言，茲將各章要旨略述如下： 第一章 本章重點有

二，其一是因為目前我國實務及學界所認知之一事不再理之範圍太過狹

隘，導致問題叢生，因此有必要建構一套可行之訴訟制度加以解決，此乃

本論文之研究動機及目的。其二是本論文將研究範圍限定於「被告一行為

侵害單一法益所可能構成之數個犯罪事實具有不兩立關係」之情形，而在

方法上併參考英美、日本與韓國刑事訴訟法，及我國民事訴訟法之相類似

制度，基於比例原則之考量加以研究。 第二章 本章旨在介紹美國、日本及

我國憲法位階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其運用，另將由德國引進之法治國原

則一併說明，並進而闡述禁止雙重危險（相當於法治國原則之一事不再

理）及訴訟權之意涵，俾作為本論文制度設計之基盤。 第三章 本章將對採

訴因制度之英美及日本各國所承認之禁止雙重危險之範圍加以介紹，並說

明彼等國家肯認檢察官可在起訴書內就訴因為預備性及擇一性記載之制

度。另針對不採訴因制度之韓國，亦肯認檢察官可在起訴書內就犯罪事實

為預備性及擇一性記載之制度特為說明。再將原應屬於禁止雙重危險之範

圍，亦即「被告一行為侵害單一法益所可能構成之數個犯罪事實具有不兩

立關係」之類型，在我國目前之處理狀況及所造成之難題詳為剖析，俾作

為本論文制度設計之核心。 第四章 本章旨在藉由檢察官公訴權之探討，並

借鏡於英美、日本與韓國刑事訴訟之相關制度，及我國民事訴訟法所運行

之預備與選擇合併制度，從我國沒有必要採取訴因制度之方向出發，以闡

明我國刑事訴訟預備合併與選擇合併之理念。 第五章 本章首先由保護法益

及一行為概念之釐清，加以論述「被告一行為侵害單一法益所可能構成之

數個犯罪事實具有不兩立關係」之類型，不能為雙重評價，以免造成

Double Jeopardy。再以此為論點，進一步將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之預備與選

擇合併制度之意義、要件、審理、裁判、記載方法及特殊類型等加以縝密



設計。末將此一制度之配套措施，即聽證權（相當於法治國原則之聽審

權）之保障加以分析以期落實，並詳談此一制度設計之優點，盼能為司法

改革注入一股新流。 第六章 本章旨在將本論文之論述核心問題扼要整理，

歸納為貫通前後之結論，俾為全篇論文劃下完美句點，並盼能拋磚引玉引

起各方共鳴，則本論文之目的即可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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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31. 柯耀程著，刑法競合論，元照出版公司，二０

００年十二月。 32. 柯耀程著，變動中的刑法思想，元照出版公司，二００

一年九月，修訂二版。 33. 高金桂著，利益衡量與刑法之犯罪判斷，元照出

版公司，二００三年二月。 34. 徐石松著，刑法，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

七年，修一版。 35. 翁岳生編，行政法，上冊，自版，翰蘆圖書出版公司總

經銷，一九九八年。 36. 張劍寒（研究主持人）及翁岳生、城仲模、朱志

宏、古登美（參與研究）等研究，行政制裁制度，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編印，一九七九年六月。 37. 張學堯著，中國民事訴訟法論，三民書

局，一九六五年。 38. 張麗卿著，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五南圖書出版



公司，一九九五年九月，初版一刷。 39. 許澤天編著，刑事訴訟法論

（Ⅰ），自版，二００三年三月。 40. 陳志龍著，法益與刑事立法，自版，

一九九０年。 41. 陳慈陽著，基本核心理論之實證化及其難題，翰蘆圖書出

版公司，一九九七年六月。 42. 陳運財著，刑事訴訟與正當之法律程序，月

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43. 陳樸生著，刑事訴訟法實務，自版，一九九九

年。 44. 陳樸生著，實用刑法，三民書局，一九九一年。 45. 陸潤康著，美

國聯邦憲法論，凱侖出版社，文笙書局總經銷，一九八六年九月增訂初

版，第三一五頁。 46. 曾榮振著，刑法總整理，三民書局，一九八０年。 

47. 黃東熊、吳景芳著，刑事訴訟法論，三民書局，二００一年，修訂四

版。 48. 黃東熊著，刑事訴訟法研究，第二冊，自版，三民書局經銷，一九

九九年四月，第一版。 49. 黃常仁著，刑法總論，漢興出版公司，二００二

年。 50. 黃榮堅著，刑法問題與利益思考，月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六月。 

51. 黃榮堅著，刑罰的極限，元照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四月。 52. 黃榮堅

著，基礎刑法學，上冊，元照出版公司，二００三年五月，初版第一刷。 

53. 黃榮堅著，基礎刑法學，下冊，元照出版公司，二００三年五月，初版

第一刷。 54. 楊建華著，民事訴訟法要論，三民書局，一九九四年四月。 

55. 楊建華著，民事訴訟法實務問題研究，三民書局，一九九二年。 56. 楊

建華著，問題研析民事訴訟法（一），三民書局，一九九五年十月。 57. 楊

建華著，問題研析民事訴訟法（三）三民書局，一九九一年。 58. 葉俊榮

著，環境行政的正當法律程序，自版，三民書局總經銷，一九九七年十一

月，再版。 59. 褚劍鴻著，刑事訴訟法論，上冊，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

四年十月，二次修訂版，第四刷。 60. 褚劍鴻著，刑事訴訟法論，下冊，臺

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三年十月，二次修訂版，第三刷。 61. 褚劍鴻著，刑

事法學論著，三民書局，一九九一年九月，初版。 62. 劉慶瑞著，比較憲

法，三民書局，一九九０年。 63. 蔡墩銘著，刑法各論，三民書局，一九九

二年，再修訂版。 64. 駱永家著，民事法研究Ⅰ，自版，三民書局總經銷，

一九八０年。 65. 駱永家著，民事法研究Ⅲ，自版，三民書局總經銷，一九

八０年。 66. 韓忠謨著，刑法原理，自版，台灣大學法學院事務處總經銷，

一九九七年，再版。 二、中文論文：（按姓氏筆劃排列） 1. 史慶璞著，正

當法律程序條款與美國刑事偵審制度，刊載於輔仁法學，第十四期。 2. 

Bernd Sch?nemann 著，王玉全、鍾豪峰、張姿倩合譯，刑事不法之體系：以

法益概念與被害者學作為總則體系與分則體系間的橋樑，收錄於刑事法之

基礎與界限：洪福增教授紀念專輯，學林文化事業公司，二００三年。 3. 

Paul R. Verkuil 著，法治斌譯，英美行政法之分流，刊載於憲政時代，第十

三卷，第四期。 4. Thomas Weigend（湯瑪斯．魏根德）教授主講，周滿華

等翻譯，「德國刑事訴訟程序概觀－以檢察官的角色為中心」，刊載於法

學叢刊，第一七七期。 5. 二００四年四月十二日「九十三年度臺灣新竹地

方法院暨檢察署、新竹律師公會刑事訴訟新制實施檢討座談會」，筆者所

提之補充意見。 6. 三井 誠著，陳運財譯，起訴狀一本主義與訴因制度，

收錄於「刑事訴訟起訴狀一本主義及配套制度」法條化研究報告（上）－

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叢書（六）之附錄三。 7. 王銘勇著，憲法之刑事訴訟

正當法律程序（上），刊載於新竹律師會刊，第五卷，第一期，第十七至

三０頁；同氏著，憲法之刑事訴訟正當法律程序（下），刊載於新竹律師

會刊，第五卷，第二期，第四至十一頁。 8. 王文著，論刑事同一案件之認



定標準與判決效力，刊載於輔仁法學，第十二期。 9. 王文著，論刑事單一

案件之認定標準與判決效力，刊載於輔仁法學，第十六期。 10. 王文著，認

罪協商與有罪答辯制度之探究－評析我國刑事訴訟法新增之認罪協商制

度，刊載於刑事法雜誌，第四十二卷，第五期。 11. 司法院九十三年三月二

十二日（九三）院台廳刑一字第０七九六三號函附之「法院刑事案件檢舉

人身分保密作業要點」。 12. 甘添貴著，罪數理論之研究(三)─法條競合

(一)，刊載於軍法專刊，第三十九卷，第五期；同教授著，罪數理論之研究

(三)－法條競合(二)，刊載於軍法專刊，第三十九卷，第六期；同教授著，

罪數理論之研究(三)－法條競合(三)，刊載於軍法專刊，第三十九卷，第十

一期；同教授著，罪數理論之研究(三)－法條競合(四)，刊載於軍法專刊，

第四十卷，第一期；同教授著，罪數理論之研究(三)－法條競合(五)，刊載

於軍法專刊，第四十卷，第二期；同教授著，罪數理論之研究(三)－法條競

合(六)，刊載於軍法專刊，第四十卷，第三期；同教授著，罪數理論之研究

(三)－法條競合(七)，刊載於軍法專刊，第四十卷，第四期；同教授著，罪

數理論之研究(三)－法條競合(八)，刊載於軍法專刊，第四十卷，第五期。 

13. 甘添貴著，「刑法上一行為與數行為之界限」演講記錄，刊載於東海法

學研究，第十二期。 14. 甘添貴著，刑法之謙抑思想，刊載於月旦法學雜

誌，第二十四期。 15. 甘添貴著，前揭罪數理論之研究(三)─法條競合(一)

至(八)。 16. 甘添貴著，科刑一罪之處斷，收錄於刑事法律專題研究（十

七）。 17. 甘添貴著，科刑一罪處斷刑之決定，刊載於月旦法學雜誌，第五

十八期。 18. 甘添貴著，科刑一罪處斷刑之性質，刊載於月旦法學雜誌，第

五十六期。 19. 甘添貴著，原意傷害與轉念殺人，刊載於臺灣本土法學雜

誌，第七期。 20. 甘添貴著，酒醉駕車與肇事逃逸，刊載於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第三十期。 21. 甘添貴著，牽連犯之法益與行為個數，收錄於月旦法學

教室公法學篇。 22. 甘添貴著，牽連關係之認定，刊載於月旦法學雜誌，第

五十一期。 23. 甘添貴著，連續犯之主觀要件，刊載於月旦法學雜誌，第五

十二期。 24. 甘添貴著，連續關係之認定，刊載於月旦法學雜誌，第五十四

期。 25. 甘添貴著，想像競合犯「一行為」之涵義，刊載於軍法專刊，第四

十四卷，第二期。 26. 甘添貴著，罪數理論之研究(一)─罪數之機能與認定

基準，刊載於軍法專刊，第三十八卷，第十期。 27. 甘添貴著，一罪與數罪

之判斷，刊載於月旦法學雜誌，第四十五期。 28. 甘添貴著，罪數理論之研

究(二) ─包括一罪，刊載於軍法專刊，第三十八卷，第十一期。 29. 甘添貴

著，罪數理論之研究(三)─法條競合(一)，刊載於軍法專刊，第三十九卷，

第五期。 30. 甘添貴著，數罪併罰之概念與根據，刊載於月旦法學雜誌，第

六十一期。 31. 甘添貴著，駕駛動力交通工具逃逸罪，收錄於刑事法律專題

研究（十七）。 32. 朱朝亮著，訴因制度，收錄於「刑事訴訟起訴狀一本主

義及配套制度」法條化研究報告（上）－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叢書

（六），一九九九年。 33. 何賴傑著，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刑事訴訟法上一

個新的法律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與落實學術研討會

【下】），刊載於憲政時代，第二十五卷，第四期。 34. 佐藤文哉著，楊俊

彥譯，訴因制度之意義，刊載於軍法專刊，第四十卷，第十二期。 35. 吳巡

龍著，美國對刑事訴訟兩造對抗制度之修正──證據開示程序，刊載於法

學叢刊，第一八五期。 36. 吳明軒著，民事訴訟法實務口頭講授內容，一九

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司法官訓練所。 37. 吳明軒著，核定訴訟標的價額及計



徵裁判費之標準，司法官訓練所第三十九期上課講義。 38. 呂太郎著，主觀

的訴之預備合併之構成，刊載於軍法專刊，第三十一卷，第一期。 39. 李英

毅著，法律明確性原則，刊載於法政學報，第十一期。 40. 林子儀著，人身

自由與檢察官之羈押權（人身自由與強制處分權之探討研討會），刊載於

憲政時代，第二十一卷，第二期。 41. 林山田著，論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刊

載於軍法專刊，第四十五卷，第四期。 42. 林山田著，論想像競合與牽連

犯，刊載於軍法專刊，第四十四卷，第六期。 43. 林俊益著，訴訟經濟原則

在刑事訴訟法之運用，收錄於同氏著程序正義與訴訟經濟－刑事訴訟法專

題研究，月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月，第一版。 44. 林政憲著，公訴事實

之同一－兼論日本訴因制度，刊載於法令月刊，第四十四卷，第三期。 45. 

林國漳著，淺釋行政法學上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收錄於城仲模主

編，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三民書局，一九九四年八月，初版。 46. 林鈺

雄著，變更起訴法條與突襲性裁判，刊載於刑事法系列研討會（一）－如

何建立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刑事訴訟制度，學林文化事業公司。 47. 柯慶賢

著，訴與訴因制度，收錄於刑事訴訟可否採行訴因制度研究討論會－最高

法院學術研究叢書（四），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編，一九九四年。 48. 柯耀

程著，連續犯存廢爭議之思辯，刊載於法學叢刊，第四十二卷，第四期。 

49. 段重民著，美國刑事訴訟的一事不再理與日本訴因制度之比較，收錄於

刑事訴訟可否採行訴因制度研究討論會－最高法院學術研究叢書（四），

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編，一九九四年。 50. 范光群著，主觀預備合併之訴在

我國的發展，刊載於中興法學，第四十三期。 51. 高祥輝著，「本質內容保

障」作為基本權限制之實質界限－以德國法為借鏡，刊載於憲政時代，第

十九卷，第三期。 52. 康順興著，刑事訴訟適用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探討，

刊載於刑事法雜誌，第四十三卷，第四期。 53. 許宗力著，基本權的功能與

司法審查，收錄於氏著憲法與法治國行政。 54. 許宗力著，基本權程序保障

功能的最新發展－評司法院釋字第四八八號解釋，月旦法學雜誌，第五十

四期。 55. 郭介恆著，正當法律程序，刊載於憲法體制與法制行政──城仲

模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憲法第二冊，一九九八年八月，初版。 56. 陳

健民著，大眾傳播與言論自由及社會責任之關係，刊載於中華法學，第一

期。 57. 陳健民著，刑事舉證責任之研究，刊載於司法研究年報，第五輯，

上冊。 58. 陳健民著，刑事訴訟起訴審查制度之分析，刊載於軍法專刊，第

四十九卷，第四期。 59. 陳石獅著，事證開示制度（Discovery）與發現真

實，收錄於民事訴訟法之研討（五），民事訴訟法研究基金會發行，一九

九六年十月，初版。 60. 陳珊著，論訴因（上），刊載於軍法專刊，第二十

卷，第五期。 61. 陳珊著，論訴因（下），刊載於軍法專刊，第二十卷，第

七期。 62. 陳計男著，訴之重疊的合併，刊載於法令月刊，第三一七卷，第

六期。 63. 陳愛娥著，立法者對於訴訟制度的形成自由與訴訟權的制度保障

核心，刊載於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十八期。 64. 陳新民著，論憲法人民基

本權利之限制，收錄於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上冊，一九九六年，四

版。 65. 陳榮宗著，預備合併之訴，刊載於法學叢刊，第二十二卷，第四

期。 66. 陳榮宗著，審問請求權，刊載於司法周刊，第一一七八期。 67. 陳

樸生著，從訴訟經濟談刑事訴訟制度（上），刊載於法學叢刊，第十六

期。 68. 陳樸生著，從訴訟經濟談刑事訴訟制度（下），刊載於法學叢刊，

第十七期。 69. 陳樸生著，論起訴事實之同一性（中），刊載於軍法專刊，



第三卷，第六期。 70. 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研修刑事訴訟法採行起訴狀一本

主義之擬議條文，陳運財教授於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二日所提出之擬議條文

之基本理念及架構說明書面，及陳教授於該研討會第六次會議發言紀錄。 

71. 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研修刑事訴訟法採行起訴狀一本主義研討會委員莊

來成、紀俊乾、池啟明、薛樂儀等人在該研討會第六次會議發言紀錄、林

勤剛法官在該研討會第五、六次會議發言紀錄。 72. 曾有田法官發言紀錄，

刊載於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研修刑事訴訟法採行起訴狀一本主義研討

會，第五次會議。 73. 湯文章著，主觀的訴之預備合併，收錄於司法官訓練

所學員論文選集，一九九三年六月。 74. 湯德宗著，論憲法上的正當程序保

障（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與落實學術研討會【下】），刊載於憲政時

代，第二十五卷，第四期。 75. 黃兆揚著，也是傳聞──從二個案例談法庭

倫理規範之建立（卷證併送主義與事證開示原則），刊載於公訴新視界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實施公訴二週年專輯，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

察署，二００三年九月一日，初版。 76. 黃東熊著，採「訴因」制度之可行

性，收錄於氏著刑事訴訟法研究，第二冊，自版，三民書局經銷，一九九

九年四月，第一版。 77. 黃朝義著，起訴卷證不併送制度下的證據開示原

則，刊載於月旦法學雜誌，第五十四期。 78. 楊建華著，民訴實務問題試釋

（８２）－因起訴不合法駁回預備合併之訴抗告時之處理，刊載於司法周

刊，第一七四期。 79. 楊建華著，民訴實務問題試釋（２３７）－類似預備

的訴之合併（不真正預備合併）之裁判與上訴，刊載於司法周刊，三六三

期。 80. 楊雲驊著，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刊載於法學講座，第二十

四期。 81. 葉金寶著，日本訴因制度概說，收錄於法務部研究選輯，法務通

訊雜誌社，一九九０年九月，再刷。 82. 葉俊榮著，憲法位階的環境權：從

擁有環境到參與環境決策，刊載於台大法學論叢，第十九卷，第一期，亦

收錄於氏著，環境政策與法律，一九九三年，及同氏著，環境問題入憲

論，刊載於環保與經濟，三十二期。 83. 葉俊榮著，環境問題的制度因應：

刑罰與其它因應措施的比較與選擇，刊載於台大法學論叢，第二十卷，第

二期，亦收錄於氏著，環境政策與法律，一九九三年。 84. 廖正豪著，日本

之訴因制度，刊載於刑事法雜誌，第二十一卷，第三期。 85. 褚劍鴻著，起

訴對被告之特定與訴因之明示之比較研究，收錄於同氏著，刑事法學論

著，三民書局，一九九一年九月，初版。 86. 劉秉鈞著，刑事訴訟法之基本

概念，收錄於刑事訴訟法之運作──黃東熊教授六秩晉五華誕祝壽論文

集，五南圖書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初版一刷。 87. 劉秉鈞著，論

刑事訴訟之突襲性裁判──以審判為中心，刊載於罪與刑──林山田教授

六十歲生日祝賀論文集，五南圖書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十月，初版一

刷。 88. 蔡佩芬著，成立贓物罪不受限於前行為侵害財產法益，刊載於律師

雜誌，第二九一期，二０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89. 蔡清遊著，美、日刑事

訴訟之證據開示，收錄於甘添貴教授六秩祝壽論文集──刑事法學之理想

與探索（第三卷，刑事程序論），學林文化事業公司，二００二年三月。 

90. 蔡墩銘著，訴因與構成要件機能，收錄於刑事訴訟可否採行訴因制度研

究討論會－最高法院學術研究叢書（四），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編，一九

九四年。 91. 鄭有田著，訴之主觀的預備合併，刊載於司法通訊，第六０二

期。 92. 鄭昆山著，德國環境刑法發展趨勢之研究，收錄於東海大學法學研

究，十期（一九九六年）。 93. 鄭善印著，刑法的目的只有法益保護嗎？，



刊載於現代刑事法與刑事責任──蔡墩銘教授六秩晉五壽誕祝壽論文集。 

94. 駱永家著，訴之主觀的預備合併，刊載於法學叢刊，第二十四卷。 95. 

駱永家著，訴之客觀合併，刊載於法學叢刊，第一一三期。 96. 駱永家著，

訴之客觀的預備合併，刊載於中興法學，第十八期。 97. 謝志鴻著，試論日

本之訴因制度，刊載於輔仁法學，第十二期、第十三期。 98. 羅月君著，審

判中辯護人聲請拷貝偵訊錄音帶、錄影帶問題之探討，刊載於公訴新視界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實施公訴二週年專輯，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

察署，二００三年九月一日，初版，及該署九十二年度抗字第十六號抗告

書。 99. 蘇永欽著，財產權的保障與大法官解釋，刊載於大法官釋憲五十週

年學術研討會紀錄，司法院，一九九九年四月。 100. 蘇昱憲著，憲法上之

實質正當法律程序，刊載於司法官訓練所－憲法論文選集（下），二００

二年。 101. 顧立雄律師發言紀錄，刊載於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研修刑

事訴訟法採行起訴狀一本主義研討會，第六次會議。 三、日文書籍：（按

ＪＩＳ順序排列） 1. 渥美東洋著，刑事訴訟法，有斐閣，一九九一年十一

月。 2. 井戶田侃著，刑事訴訟法要說，有斐閣，一九八二年。 3. 井上正治

著，刑事法講座，有斐閣，一九五二年。 4. 臼井滋夫著，註釋刑事訴訟

法，第二卷，信山社，一九九二年三月。 5. 岸盛一著，事?審理と訴訟指

揮，有斐閣，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初版第一刷。 6. 光藤景皎著，口

述刑事訴訟法（上），成文堂，一九八七年八月。 7. 江家義男著，刑事訴

訟法教室（中），法令普及會，一九五五年。 8. 講談社バイリンガル．ブ?

クス（Bilingual Books）編著，英語で?日本?憲法，英文日本大百科事典，

一九九七年。 9. 高田卓爾著，刑事訴訟法，青林書院新社，一九七八年，

改訂版。 10. 小野清一郎著，刑事訴訟法概論，法文社，一九六０年。 11. 

小野清一郎著，犯罪構成要件の理論，有斐閣，一九五三年。 12. 小林直樹

著，憲法講義(上)，東京大學，一九八０年。 13. 松尾浩也．田宮 裕著，

刑事訟法の基礎知識，有斐閣，一九六六年。 14. 松尾浩也著，刑事訴訟法

（上），弘文堂，一九九九年。 15. 青柳文雄著，五訂刑事訴訟法通論（上

卷），立花書房，一九七六年。 16. 石丸俊彥、仙波厚、川上拓一、服部悟

等合著，刑事訴訟の?務（上），新日本法規出版社，一九九０年四月。 

17. 石川才顯著，刑事手?と人?，日本評論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18. ?藤

重光著，新刑事訴訟法綱要，弘文堂，一九七三年，七訂版。 19. 田宮 裕

著，刑事訴訟法Ⅰ，有斐閣，一九七五年。 20. 田宮 裕著，刑事訴訟法入

門，有信堂高文社，一九八二年，三訂版。 21. 田宮 裕著，日本の刑事訴

追──刑事訴訟法研究（５），有斐閣，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初版

第一刷。 22. 田宮 裕著，一事不再理の原則──刑事訴訟法研究（３），

有斐閣，一九八三年十月十日，初版第二刷。 23. 田中英夫著，デエ?．フ

ロセス，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八七年，初版。 24. 白取 祐司著，一事不

再理の研究，日本評論社，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25. 白取 祐司著，刑事訴

訟法，日本評論社，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版第二刷。 26. 平場

安治著，改訂刑事訴訟法講義，有斐閣，二００一年七月。 27. 平野龍一

著，刑事訴訟法，有斐閣，一九五九年。 28. 平野龍一著，刑事訴訟法の基

礎理論，日本評論社，一九六四年。 29. 平野龍一著，訴因と証?，刑事法

研究，第四卷，有斐閣，昭和五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初版第二刷。 30. 平野

龍一、松尾浩也編，刑事訴訟法（新版），青林書院新社，一九八三年十



一月二十五日，新版第五刷。 31. 鈴木茂嗣著，刑事訴訟の基本構造－訴

訟?象論序說，成文堂，一九七九年。 32. 鈴木茂嗣著，刑事訴訟法，青林

書院新社，一九九０年改訂版。 33. 鈴木茂嗣著，?．刑事訴訟の基本構造

（上卷），成文堂，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日，第一刷。 34. 齊藤朔郎著，

事?認定論，有斐閣，一九五四年五月。 35. 橫井大三、鈴木義男共著，判

例訴因法，日本評論社，一九五六年。 四、日文論文：（按ＪＩＳ順序排

列） 1. 安井久治著，証?開示命令お?しない措置に?する異議申立，刊載於

大阪刑事?務研究?編著，刑事?務上の諸問題，判例タイムズ社，一九九四

年八月十一日，第三刷。 2. 安原 浩著，?せい?使用罪における訴因の特

定について，收錄於石松竹雄判事退官記念論文集－刑事裁判の復興，勁

草書房，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五日，第一版第二刷。 3. 安廣文夫著，判例解

說，刊載於法曹時報，第四十二卷，第六號，一九九０年。 4. 井戶田 侃

著，証?開示の基本問題，刊載於石松竹雄判事退官記念論文集－刑事裁判

の復興，勁草書房，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五日，第一版第二刷。 5. 岡部泰昌

著，刑事手?における檢察官の客?義務（一）－（六），刊載於金?法?，第

十一卷第二號、第十三卷第一號、第二號、第十四卷第一號、第二號、第

十五卷第一號、第二號，一九六七至一九七０年。 6. 河上和雄著，予備的

訴因をめぐる若干の問題，刊載於司法研修所論集，創立四十周年特集?，

法曹會，一九八七年－Ⅰ。 7. 河村 博著，訴因の特定──?察の立場か

ら，刊載於三井 誠、馬場義宣、佐藤博史、植村立郎等編，新刑事

手?Ⅱ，悠々社，二００二年六月十日，第一版第一刷。 8. 河村 博著，訴

因の?更──?察の立場から,刊載於三井 誠、馬場義宣、佐藤博史、植村

立郎等編，新刑事手?Ⅱ，悠々社，二００二年六月十日，第一版第一刷。 

9. 鴨 良弼著，公訴權論，刊載於刑法雜誌，第十六卷。 10. 岩瀨 徹著，

起訴?に?する求?明，刊載於法律?の??シリ?ズ６．刑事訴訟法の??〔第三

版〕．ジュリスト增刊，有斐閣，二００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11. 喜田村洋

一著，訴因の?更──弁護の立場から，刊載於三井 誠、馬場義宣、佐藤

博史、植村立郎等編，新刑事手?Ⅱ，悠々社，二００二年六月十日，第一

版第一刷。 12. 吉田淳一著，犯罪事?多?の場合の問題，熊谷弘等編，公判

法大系Ⅰ，第一編公訴，日本評論社，昭和五十五年三月三十日，第一版

第四刷。 13. 久岡康成著，起訴?一本主義，刊載於熊谷弘等編，公判法大

系Ⅰ，第一編公訴，日本評論社，昭和五十五年三月三十日，第一版第四

刷。 14. 宮野彬著，罰?の記載の意義，刊載於法律?の??シリ?ズ６．ジ?リ

スト增刊，刑事訴訟法の爭?，有斐閣，一九七九年。 15. 後藤昭著，免訴

判決の一事不再理?，收錄於上口裕等著，基礎演習．刑事訴訟法，一九九

六年。 16. 後藤昭著，予備訴因と訴訟?件，收錄於松尾浩也先生古稀祝賀

論文集，下卷，有斐閣，一九九八年六月三十日，初版第一刷。 17. 光藤景

皎著，公訴棄?の裁判，收錄於熊谷弘等編，公判法大系Ⅲ，日本評論社，

昭和五十六年六月三十日，第一版第四刷。 18. 江里口 清雄著，訴因と訴

訟?件，刊載於平野龍一、松尾浩也編，刑事訴訟法（新版），青林書院新

社，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新版第五刷。 19. 香城敏磨著，訴因制度

の構造（上），刊載於判例時報，第一二三六號。 20. 香城敏磨著，訴因制

度の構造（中），刊載於判例時報，第一二三八號。 21. 香城敏磨著，訴因

制度の構造（下），刊載於判例時報，第一二四０號。 22. 佐藤昌彥著，



事?と訴因──英?の刑事裁判におけるカウンツの機能，刊載於團藤重光等

編，刑事法?の基本問題（下），有斐閣，昭和三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初版

第一刷。 23. 佐藤文哉著，訴因制度の意義，刊載於法律?の??シリ?ズ６．

刑事訴訟法の??〔第三版〕．ジュリスト增刊，有斐閣，二００二年四月二

十五日。 24. ?本武志著，起訴に代る訴因の?更，刊載於判例時報，第九０

七號，一九九七年。 25. ?本武志著，公訴事?の同一性について，收錄於法

研修所創立十五周年記念論文集，下?，一九六三年。 26. 三井 誠著，訴

因制度の意義─訴因?象說の展開，刊載於法律?の??シリ?ズ６．ジ?リスト

增刊，刑事訴訟法の爭?，有斐閣，一九七九年。 27. 山中俊夫著，訴因の?

一的．予備的記載，刊載於法律?の??シリ?ズ６．ジ?リスト增刊，刑事訴

訟法の爭?，有斐閣，一九七九年。 28. 寺崎嘉博著，訴訟?象についての一

考察，收錄於松尾浩也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下卷，有斐閣，一九九八年

六月三十日，初版第一刷。 29. 寺崎嘉博著，?事者主義と訴因制度，刊載

於法?教室，第二四五號，二００一年二月。 30. 寺島 秀昭著，証?開示

──弁護の立場から，刊載於三井 誠、馬場義宣、佐藤博史、植村立郎

等編，新刑事手?Ⅱ，悠々社，二００二年六月十日，第一版第一刷。 31. 

酒卷 匡著，起訴?一本主義，刊載於法?教室，第二四五號，二００一年二

月。 32. 小? 敏幸著，証?開示──裁判の立場から，刊載於三井 誠、馬

場義宣、佐藤博史、植村立郎等編，新刑事手?Ⅱ，悠々社，二００二年六

月十日，第一版第一刷。 33. 小田聰樹著，公訴事?の?一性について，刊載

於 Law School，第五十一號，一九八二年。 34. 小野慶二著，訴因の追加、

撤回及び變更，收錄於法律?務講座，第五卷，有斐閣，昭和三十七年十月

三十日。 35. 小林 充著，訴因と公訴事?，刊載於判例タイムズ，第六四

四號，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 36. 小瀨保郎著，公訴事?の同一性，刊載

於法律?の??シリ?ズ６．ジ?リスト增刊，刑事訴訟法の爭?，有斐閣，一九

七九年。 37. 小瀨保郎著，訴因と審判の?象，收錄於熊谷弘等編，公判法

大系Ⅱ，第二編，公判．裁判(1) ，日本評論社，昭和五十五年三月三十

日，第一版第四刷。 38. 松本芳希著，訴因．罰?の?更，刊載於大阪刑事?

務研究?編著，刑事公判の諸問題，判例タイムズ社，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

二日，第一版第三刷。 39. 杉原泰雄著，人身の自由，收錄於蘆部信喜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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