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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9 年由司法院主導召開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曾達成締造

「金字塔型」法院組織之共識，而「刑事第一審將成為堅實之事實審，

第二審採行事後審查審查制，第三審採行嚴格法律審或研討上訴許可

制」之改革方向雖未至最後通過達成結論，但司法院仍以此為上訴制度

之改革方向。惟會後至今，仍未見刑事訴訟上訴制度之改革動作起步，

卻因案件積累等問題，通過刑事妥速審判法、修正第二審上訴理由等為

因應之道；本文於研究現行實務運作的問題、爭議、上訴第二審之現

況、上訴理由及相關數據之作分析後認為，案件的延遲實則是因為在第

二審、第三審上訴程序間不停的來回所致，因此，要促進訴訟迅速且兼



顧發現真實、保障人權之目的，改變刑事第二審上訴制度並搭配嚴格且

完整的第一審事實審調查程序，方為正本清源之道。故本文針對現行實

務運作的問題，並透過比較外國法制度之研究方式，試提出對於上訴第

二審制度改革方向之選擇與立法建議。   由於現行刑事訴訟第二審乃

屬「覆審制」，屬於重複為事實認定之審級，在法庭實務運作下，第二

審上訴成為事實審之重心，多數案件在第二審及第三審之間搖擺不定，

最高法院屢屢將案件以事實調查未竟發回高等法院，同一案件經多次發

回情形下，久懸未決。故在第一審行合議制、踐行交互詰問、嚴格證據

法則之下，使當事人可透過第一審程序作充分的答辯與陳述，嚴格落實

事實審調查的功能後，第二審即無再行全面覆審制或續審制之必要。事

後審查審制之模式，應為刑事第二審制度之選擇。   本文以為，就第

二審構造之改革，以事後審查審制為主幹，在限制特定例外理由時，兼

採續審制，為可採之方向，又第二審就此進行改革，將牽涉整個制度層

面的變革，會與第一審及第三審產生連動效應，故對於第一審、第三審

制度也需連動的配合作修正。本文建議可參考之配套措施如：一、準備

程序之加強；二、改採卷證不併送原則；三、建立嚴格的證據法則；

四、強化辯護制度；五、在制度層面上，應修改組織法；六、第三審改

採嚴格上訴審制度。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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