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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之範圍 第二章 傳聞法

則之概念 第一節 傳聞法則之概念 第二節 傳聞法則之歷史演進 第三節 

傳聞法則之論理依據 第一項 真實性之需求 第一款 證據法上對於人證之

要求 第二款 確保被告行交互詰問程序之權利 第一目 交互詰問程序之意

涵—直接詰問與反對詰問 第二目 交互詰問程序之歷史演變 第三目 對質

詰問權之法律基礎 第四目 交互詰問程序之案例評析 第五目 美國最高法

院運用交互詰問程序之困境 第二項 原始證據之需求 第三項 避免重複陳

述之不精確 第四項 避免過多證據混淆法官 第五項 避免法官不經意採用

有瑕疵之陳述 第四節 傳聞法則之理論與實務 第一項 傳聞法則之意涵 第



一款 美國聯邦證據法之規定 第二款 以美國案例及學說論點解析本條之

規定 第二項 非傳聞證據之意涵 第一款 美國聯邦證據法之規定 第二款 

以美國案例及學說論點解析本條之規定 第三項 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 第

一款 美國聯邦證據法之規定 第二款 以美國案例及學說論點解析本條之

規定 第五節 美國法適用傳聞法則難題之對策 第一項 概說 第二項 美國

法適用傳聞法則難題之對策 第六節 小結 第三章 傳聞法則在我國之理論

與適用 第一節 概說 第二節 傳聞法則在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下之定位 第一

項 傳聞法則與直接審理主義之關係 第二項 傳聞法則與交互詰問制度之

關係 第三項 小結 第三節 傳聞法則在我國之規定 第一項 傳聞法則規定

之演變 第一款 修法前爭議 第二款 現行法之規定 第二項 傳聞法則之不

適用 第三項 傳聞法則之例外 第一款 法官之訊問筆錄 第二款 檢察官之

訊問筆錄 第三款 先前陳述不一致 第四款 傳喚或詢問不能 第五款 特信

性文書 第六款 同意文書 第四項 小結 第四節 傳聞法則在我國實務上之

適用 第一項 概說 第二項 修法前適用爭議 第一款 傳聞供述 第二款 供述

書 第三款 供述筆錄 第三項 修法後之適用 第一款 傳聞供述 第二款 供述

書 第三款 供述筆錄 第四項 小結 第四章 我國法之檢討與展望 第一節 概

說 第二節 傳聞法則之原則規定 第三節 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 第一項 類

型化歸納之必要性 第二項 傳聞法則例外之類型化 第三項 類型化模式下

所解決之問題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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