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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246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7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611 號

案由：本院委員吳志揚、林為洲、鄭天財 Sra Kacaw、陳學聖等 17
人，鑑於現行刑事訴訟法未設規定賦予證人於偵查中受訊問
或詢問時，得委任律師在場協助之權利，致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利用偵查不公開之秘密性與證人之不諳法律，不依
法定程序或以不當之方式訊問或詢問證人，使證人未能行使
法律賦予之拒絕證言權，誤為不利自己或虛偽構陷他人於罪
之證述，非惟嚴重侵害證人之權利，亦妨礙案件真實之發見
，為此，爰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第一百
九十二條及第一百九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以保障證
人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吳志揚

林為洲

鄭天財 Sra Kacaw

陳學聖

連署人：顏寬恒

陳超明

蔣乃辛

盧秀燕

陳雪生

孔文卲

費鴻泰

王育敏

曾銘宗

黃昭順

賴士葆

柯志恩

周陳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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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第一百九十二條及第一百九十
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現行刑事訴訟法未明文規定，賦予證人於偵查中受訊問或詢問時，得委任律師在場協助之權
利，以致於司法實務運作上，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常利用偵查不公開之秘密性與一般民眾不熟
悉法律之情形，未依照法定程序或以不當之方式訊問或詢問證人，使證人未能行使法律賦予之拒絕
證言權，造成證人證述不利自己或虛偽構陷他人於罪之證詞，不但嚴重侵害證人之權利，同時妨礙
案件調查，更是危害司法人權。
刑事訴訟法部分修正條文修法要點如下：
一、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二十七條、第二百四十五條固明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得選任辯護人，而辯護
人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訊問或詢問時在場並得陳述意見。然有關證人經
傳喚或通知到場接受訊問時，卻未設相同規定以維護證人之權利。對此，或有謂證人並非檢
察官追訴之對象，亦非司法警察（官）依檢察官指示調查犯罪之目標，且有刑事訴訟法第一
百七十九條至第一百八十二條賦予證人拒絕證言權之規定，似無准許證人委請律師在場協助
之必要。
二、惟查，基於下列之理由，應以法律明文賦予證人於檢察官偵訊時及司法警察（官）詢問時之律
師在場協助權（以下簡稱律師權）：
(一)證人有可能成為潛在之被告，例如：
1.檢察官原以證人身分傳喚甲○○，經訊問之後，始發現其犯罪嫌疑重大，爰將甲○○
列為共同被告一併提起公訴。
2.證人乙○○不諳法律，不明具結之嚴肅意義，或迫於秘密偵查程序之強大壓力，或不
知拒絕證言權之規定，遂為虛偽陳述而觸犯偽證罪，經檢察官另行起訴。
(二)一般人民因未受充分之法治教育，多不知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至第一百八十二條
拒絕證言權之規定，一旦以證人之身分，經檢察官傳喚或司法警察（官）通知到案接受
訊問或詢問，多不能行使上開權利即為陳述，致陷自己於冗長痛苦之訴訟，或使法律所
欲保護之一定身分關係或業務上秘密遭致破壞，例如：
1.證人丙○○本得行使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一條不自證己罪之拒絕證言權，因不知有
上開法律之規定或不解其義，致做出對自己不利之陳述而成為刑事被告。
2.證人丁○○原可行使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條第一項或第一百八十二條所定一定身分
關係或業務關係之拒絕證言權，卻囿於其對上開規定之無知，誤為不利其親屬或破壞
其業務上秘密之陳述，致遭親族所排斥擯棄，或因秘密之洩漏而侵害公眾或私人之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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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按最高法院之見解：「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一條所定免於自陷入罪之拒絕證言權，
與同法第一百八十條所定一定身分關係之拒絕證言權，祇頇證人於作證時，釋明其與訴
訟當事人（被告或自訴人）具有此等關係，即得概括拒絕證言者不同，必先有具體問題
之訊問或詰問，始有證人如陳述證言，是否因揭露犯行自陷於罪，使自己或與其有前述
一定身分關係之人受刑事訴追或處罰之危險，從而證人必頇接受訊問或詰問後，針對所
問之個別問題，逐一分別為主張」（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352 號判決參照），亦
即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一條不自證己罪之拒絕證言權，不得概括行使，僅能依具體問
題為逐一行使，尤不利於不諳法律之證人，其往往未能辨識何一問題得行使上開權利而
拒絕證言，致誤為對於自己或與己有一定身分關係之人不利之陳述。
(四)尤有甚者，現行實務上，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常因承受破案、政治、輿論或民意之
壓力，亟求案情之突破、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特定、或證實其主觀上對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犯罪事實之預想或認知，多有利用偵查之秘密性與證人不諳法律之機會，在證人之回
答不如其主觀預想或認知、或其認定證人處處迴護有罪被告時，即以強暴、脅迫、恐嚇
或其他不正方法強令證人為其所設想之陳述，或未踐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二
項或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二項之告知義務，或未依證人陳述如實記載筆錄。
(五)綜據上開理由，應有以法律明文賦予證人於偵查中之律師權之必要，洵堪認定。
三、據上所述，本席及參與提案之委員爰建請增訂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條文之規定：
(一)為達充分保護證人權利，防杜檢察官以違法或不正之方法取證之目的，爰規定證人於偵
查中經傳喚接受訊問者，得委任律師到場，且律師亦得於證人受訊問時在場協助。（第
一百七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本文）
(二)按偵查不公開，維護偵查秘密之目的之一，在於防止被告知悉偵查方向與內容而為逃亡
、湮滅或藏匿證據、勾串證人等妨礙檢察官發見真實、追訴犯罪之行為，因此，為免被
告利用證人委任之律師與其選任辯護人為同一人或同一事務所律師之機會窺悉偵查秘密
，並基於偵查伊始所傳訊之證人容有嗣後轉為被告之可能，避免其透過數證人委任同一
律師或同一事務所律師之機會拼湊偵查內容與方向之全貌，爰例外授予檢察官衡酌具體
情形，為裁量禁止證人所委任律師於訊問時在場之權限。至於檢察官對被告以證人身分
為訊問，以偵查其他共同被告之犯罪事實者，因無破壞偵查秘密之虞，檢察官自無於該
名被告以證人身分接受訊問時，排拒其選任辯護人在場之必要，故於此情形排除檢察官
例外禁止律師在場之權限。（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第二項但書第一款、第二款）
(三)鑒於證人委任之律師，如實際上係為證人以外之人（例如證人之雇主、上級長官、所屬
犯罪組織之首腦或足以左右其利害之人、共同被告販賣毒品或所持違禁品之上游或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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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犯罪利益之人、或被告本人等）所委任或支付律師酬金，則該名律師究應考量證
人抑或實際委任或付酬人之利益，即有利害衝突之風險；且如容許證人以外之人為證人
委任律師或支付酬金，亦有律師為第三人監控證人是否依指示陳述之虞，反而限制證人
陳述之任意性並妨礙刑事偵查發見真實之目的，爰有明文授權檢察官裁量禁止證人以外
之人為證人委任或付酬之律師在場之必要。惟若為證人委任律師或付酬之人為證人之配
偶、直系血親、二親等內之旁系血親或同居共財之家屬，考量其等間身分及生活關係之
親近緊密、利害與共各情，核無致令律師陷於利害衝突或指示律師在場監控證人陳述之
危險，爰於此情形，明文排除檢察官例外禁止律師在場之權限。（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
第二項但書第三款）
(四)為落實賦予證人律師在場協助權之目的與功能，避免證人因不諳法律而誤解具結之嚴肅
意義或誤未行使其拒絕證言之權利，爰規定證人就具結之意義或受訊問之問題有無得拒
絕證言之情形，得於訊問時諮詢在場之律師。（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第三項）
(五)按偵查中檢察官訊問證人，旨在蒐集被告之犯罪證據，以確認被告嫌疑之有無及內容，
與審判中透過當事人之攻防，經由詰問程式調查證人以認定事實之性質及目的有別，不
宜允許證人委任在場之律師主動向檢察官陳述意見、異議或辯論。但針對檢察官未盡刑
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二項所定告知義務，或檢察官有為
不正訊問，或訊問筆錄之記載與證人所為陳述之內容不相符合等情形，應例外允許律師
向檢察官為陳述意見，且在場負責記錄之人應將律師所陳述意見記明於筆錄，俾適時維
護證人權利，確保證人陳述之任意性，並防免證人陳述之真義不致遭扭曲而妨害刑事訴
訟發見真實之目的。（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第四項、第五項）
(六)因證人未必熟稔法律之規定，且於偵查中，多經檢察官傳喚到場接受訊問，其往往未及
委任並偕同律師到場，爰明文規定檢察官於傳喚證人時，應於傳票中告知證人得委任律
師到場之權利。又為免造成時間及庭期之延誤，爰規定禁止證人以無委任律師或律師尚
未到場為由，拒絕或遲延到場接受訊問。（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第六項）
四、再者，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至第二百三十一條之規定，司法警察（官）有協助或受指
揮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權限，且依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規定意旨，司法警察（官）亦
有詢問證人之權，因此，其等對證人之詢問，與檢察官親自訊問證人，同有違反法定程序或
為不正詢問之可能，故於司法警察（官）詢問證人時，亦應準用增訂條文第一百七十五條之
一之規定，爰修正第一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二項條文之規定。
五、此外，按最高法院之見解，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之一、第一百條之二準用第一百條之一等規定
，係針對法官、檢察官於訊問被告時，及司法警察（官）於詢問犯罪嫌疑人時，為建立訊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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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詢問筆錄之公信力，並擔保訊問或詢問之合法正當，及筆錄所載內容與其陳述相符之目的
性考量，課以國家偵、審或調查機關附加錄音、錄影義務負擔之規定，惟於檢察官訊問證人
，及於司法警察（官）詢問證人時，則無必頇錄音錄影之明文，應屬立法上之疏漏，是以，
檢察官於訊問證人，或司法警察（官）詢問證人時，如仍予錄音或錄影，非法所不許（該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3430、96 年度台上字第 4922、5223、6168 號判決參照）。依上見解，顯見
檢察官或司法警法（官）訊問或詢問證人時，同有建立筆錄公信力，並擔保其訊問或詢問之
合法正當，及筆錄記載與陳述內容相符之必要性，而現行法律對此未予明定，自有立法疏漏
。況於偵訊或警詢程序全程錄音錄影，亦足杜免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利用偵查程序之秘
密性，對證人施以不正訊問或詢問之弊端，是本此修法允宜一併修正。職是，爰建請修正刑
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二條及第一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二項條文，增訂準用同法第一百條之一之
規定，俾使對於證人權利之保護更為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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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第一百九十二條及第一百九十
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

證人於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本條新增。

偵查中經傳喚訊問者，得委
任律師到場。

二、為達充分保護證人權利，
防杜檢察官以違法或不正之

前項之律師，得於證人
受訊問時在場。但有下列情

方法取證之目的，爰於第一
項及第二項本文規定證人於

形之一者，檢察官得禁止之
：

偵查中經傳喚接受訊問者，
得委任律師到場，且律師亦

一、證人委任之律師，與受
訊問案件之被告選任辯護

得於證人受訊問時在場協助
。

人為同一人或同一事務所
之律師。但被告以證人身

三、按偵查不公開，維護偵查
秘密之目的之一，在於防止

分接受訊問者，不在此限
。

被告知悉偵查方向與內容而
為逃亡、湮滅或藏匿證據、

二、數證人委任同一律師或
同一事務所之律師者。

勾串證人等妨礙檢察官發見
真實、追訴犯罪之行為，因

三、律師實際上為受證人以
外之人委任，或律師酬金

此，為免被告利用證人委任
之律師與其選任辯護人為同

由證人以外之人支付者。
但證人之配偶、直系血親

一人或同一事務所律師之機
會窺悉偵查秘密，並基於偵

、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同居共

查伊始所傳訊之證人容有嗣
後轉為被告之可能，避免其

財之家屬為證人委任律師
，或支付律師酬金者，不

透過數證人委任同一律師或
同一事務所律師之機會拼湊

在此限。
偵查中證人於接受訊問

偵查內容與方向之全貌，爰
於第二項但書第一款及第二

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於詢問在場律師之意見後回

款規定授予檢察官衡酌具體
情形，為裁量禁止證人所委

答：
一、經檢察官依第一百八十

任律師於訊問時在場之權限
。至於檢察官對被告以證人

六條第一項命具結而不解
其義者。

身分為訊問，以偵查其他共
同被告之犯罪事實者，因無

二、對於問題有無第一百七
十九條、第一百八十條第

破壞偵查秘密之虞，檢察官
自無於該名被告以證人身分

一項、第一百八十一條、
或第一百八十二條規定之

接受訊問時，排拒其選任辯
護人在場之必要，爰於此情

情形有疑義者。
偵查中律師於證人受訊

形，明文排除檢察官適用第
二項但書第一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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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時在場者，不得向檢察官
陳述意見。但有下列情形之

四、因證人委任之律師，如實
際上係為證人以外之人（例

一者，不在此限：
一、訊問未依第一百八十五

如證人之雇主、上級長官、
所屬犯罪組織之首腦或足以

條第二項或第一百八十六
條第二項規定為告知者。

左右其利害之人、共同被告
販賣毒品或所持違禁品之上

二、訊問證人有違反第一百
六十六條之七第二項第二

游或前手、共享犯罪利益之
人、或被告本人等）所委任

款規定者。
三、訊問筆錄之記載與證人

或支付律師酬金，則該名律
師究應考量證人抑或實際委

回答之內容不符。
前項各款之情形，經在

任或付酬人之利益，即有利
害衝突之風險；且如容許證

場之律師陳述意見者，應將
其內容記明於筆錄。

人以外之人為證人委任律師
或支付酬金，亦有律師為第

偵查中檢察官於傳喚證
人時，應以傳票告知第一項

三人監控證人是否依指示陳
述之虞，反而限制證人陳述

規定之權利。但證人不得以
未委任律師或委任之律師未

之任意性並妨礙刑事偵查發
見真實之目的，爰於第二項

到場為由，拒絕或遲延到場
接受訊問。

第三款規定授權檢察官裁量
禁止證人以外之人為證人委
任或付酬之律師在場之必要
。惟若為證人委任律師或付
酬之人為證人之配偶、直系
血親、二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或同居共財之家屬，考量其
等間身分及生活關係之親近
緊密、利害與共各情，核無
致令律師陷於利害衝突或指
示律師在場監控證人陳述之
危險，爰於此情形，明文排
除檢察官適用第二項第三款
之規定。
五、為落實賦予證人律師在場
協助權之目的與功能，避免
證人因不諳法律而誤解具結
之嚴肅意義或誤未行使其拒
絕證言之權利，爰於第三項
規定證人就具結之意義或受
訊問之問題有無得拒絕證言
之情形，得於訊問時諮詢在
場之律師。
六、按偵查中檢察官訊問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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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蒐集被告之犯罪證據
，以確認被告嫌疑之有無及
內容，與審判中透過當事人
之攻防，經由詰問程式調查
證人以認定事實之性質及目
的有別，不宜允許證人委任
在場之律師主動向檢察官陳
述意見、異議或辯論。但針
對檢察官未盡第一百八十五
條第二項或第一百八十六條
第二項所定告知義務，或檢
察官有為不正訊問，或訊問
筆錄之記載與證人所為陳述
之內容不相符合等情形，應
例外允許律師向檢察官為陳
述意見，且在場負責記錄之
人應將律師所陳述意見記明
於筆錄，爰於第四項、第五
項予以規定，俾適時維護證
人權利，確保證人陳述之任
意性，並防免證人陳述之真
義不致遭扭曲而妨害刑事訴
訟發見真實之目的。
七、因證人未必熟稔法律之規
定，且於偵查中，多經檢察
官傳喚到場接受訊問，其往
往未及委任並偕同律師到場
，爰於第六項規定檢察官於
傳喚證人時，應於傳票中告
知證人得委任律師到場之權
利。又為免造成時間及庭期
之延誤，爰於第六項但書明
文禁止證人以無委任律師或
律師尚未到場為由，拒絕或
遲延到場接受訊問。
第一百九十二條

第七十四條

、第九十九條及第一百條之
一規定，於證人之訊問準用

第一百九十二條

第七十四條

因於檢察官訊問證人，同有建

及第九十九條之規定，於證
人之訊問準用之。

立筆錄公信力、擔保訊問合法
正當、及筆錄與訊問相符之必

之。

要，爰修正第一百九十二條之
規定，於檢察官訊問證人時，
亦準用第一百條之一條文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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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六條之一 司法警
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

第一百九十六條之一 司法警
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

一、依第二百二十九條至第二
百三十一條之規定，司法警

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
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

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
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

察（官）有協助或受指揮協
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權限，

證人到場詢問。
第七十一條之一第二項

證人到場詢問。
第七十一條之一第二項

且依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
三規定意旨，司法警察（官

、第七十三條、第七十四條
、第一百條之一、第一百七

、第七十三條、第七十四條
、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二項第

）亦有詢問證人之權，而司
法警察（官）對證人之詢問

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第四項、第一百七十五

一款至第三款、第四項、第
一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三

，與檢察官親自訊問證人，
同有違反法定程序或為不正

條之一、第一百七十七條第
一項、第三項、第一百七十

項、第一百七十九條至第一
百八十二條、第一百八十四

詢問之可能，爰修正第一百
九十六條之一條文規定，於

九條至第一百八十二條、第
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八十

條、第一百八十五條及第一
百九十二條之規定，於前項

司法警察（官）詢問證人時
，亦準用修正條文第一百七

五條及第一百九十二條之規
定，於前項證人之通知及詢

證人之通知及詢問準用之。

十五條之一條文之規定。
二、因司法警察（官）詢問證

問準用之。

人，同有建立筆錄公信力、
擔保詢問合法正當、及筆錄
與訊詢問相符之必要，爰修
正第一百九十六條之一規定
，於司法警察（官）詢問證
人時，亦準用第一百條之一
條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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