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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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1月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3670 號

案由：本院委員許淑華等 17 人，鑑於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反
而並無強制辯護規定之適用，顯然輕重有所失衡。又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
具原住民身分者，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
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此項規定乃
屬法律扶助，與學理上所稱之強制辯護性質不同。爰擬具「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將審判中經羈押之
被告，納入適用強制辯護之規定；另修正專指於司法警察官
或司法警察詢問時具規定事由者，應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
律師扶助；並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應納入強制辯護之適
用範圍，以保障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
述、具原住民身分及經羈押之被告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說明：
一、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之一規定，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適用強制辯護之制度，但不論在
偵查或審判中業經羈押之被告，其人身自由既已受剝奪，更須有辯護人協助行使防禦權，
惟現行刑訴第三十一條反而並無強制辯護規定之適用，顯然輕重有所失衡。又同條第五項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分者，檢察
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此項
規定乃屬法律扶助，與學理上所稱之強制辯護性質不同。
二、爰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修正草案」，增訂第一項第六款，將審判中經羈押之被告
，納入適用強制辯護之規定；同時修正第五項規定，專指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時
具上開事由者，應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扶助；並增訂第六項，將上開兩類案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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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亦納入強制辯護之適用範圍，以保障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
法為完全之陳述、具原住民身分及經羈押之被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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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
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
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
期徒刑案件。
二、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
件。

第三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
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
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
期徒刑案件。
二、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
件。

一、審判中被告經羈押時，其
人身自由受剝奪較諸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五款之情形，尤
須有辯護人協助其行使防禦
權，現行規定未包括已受羈
押之被告，保護顯有不足，
爰參考本法第三十一條之一
及德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

三、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
述者。
四、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
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
。
五、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戶而聲請指定者。

三、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
述者。
四、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
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
。
五、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戶而聲請指定者。

十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
增訂第一項第六款，審判中
被告經羈押者，亦應適用強
制辯護規定，並將現行條文
第六款移列為第七款。
二、現行第五項「偵查中」包
括警詢及檢察官偵訊，未加
區別，且係通知依法設立之

六、被告經羈押者。
七、其他審判案件，審判長
認有必要者。
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
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
庭者，審判長得指定公設辯
護人或律師。
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
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
相反者，不在此限。
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
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
之辯護人撤銷。
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分者，
於警詢時未經選任辯護人，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
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
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但

六、其他審判案件，審判長
認有必要者。
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
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
庭者，審判長得指定公設辯
護人或律師。
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
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
相反者，不在此限。
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
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
之辯護人撤銷。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
為完全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
分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
護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
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立
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
場為其辯護。但經被告或犯

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
為其辯護，核屬法律扶助性
質，與強制辯護係由國家編
列預算、指定律師為被告辯
護之性質不同。爰修正第五
項仍維持法律扶助之規定，
然明定專指司法警察官或司
法警察詢問階段，即警詢時
具該事由者，司法警察官或
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立之
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扶助
。
三、偵查中與審判中之性質截
然不同，強制辯護之適用範
圍，自亦不宜完全比附援引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因
有客觀認定標準，且有賦予
辯護倚賴權之需，故自應一
體適用；另因本法第三十一
條之一已增訂偵查中羈押審

經犯罪嫌疑人主動請求立即
詢問，或等候律師逾四小時

罪嫌疑人主動請求立即訊問
或詢問，或等候律師逾四小

查程序原則上應強制辯護，
若偵查中被告業經法院裁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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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場者，得逕行詢問。

時未到場者，得逕行訊問或

羈押後，在押期間卻無強制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
及第六款之案件，於偵查中
檢察官訊問時未經選任辯護
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詢問。

辯護之適用，輕重顯有失衡
，是新增之第一項第六款自
亦應適用強制辯護之規定，
由檢察官指定律師為被告辯

被告辯護。但等候指定辯護
人逾四小時未到場，經被告
主動請求訊問者，不在此限
。

護。爰增訂第六項規定，上
開案件於檢察官訊問時，被
告如未選任辯護人者，檢察
官即應指定律師為其辯護。

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
，於前項之指定辯護準用之
。

至於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事由，則因偵查階段尚屬證
據蒐集過程，是否為濫訴或
相關事證是否可認確屬涉嫌
三年以上之罪等，均待查證
釐清，於偵查終結前尚難認
是否確屬最輕本刑三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
轄之第一審案件，若僅因片
面告訴或告發即一律指定律
師辯護，恐流於浮濫。再者
，經統計一百零三年至一百
零五年偵查中檢察機關收案
時符合第一款及第二款案由
之被告人數，即約有二萬六
千人至二萬九千人，若以律
師酬金每件出庭費用新臺幣
二萬元計（參臺北律師公會
章程第二十九條），為此每
年應編列預算初估達新臺幣
五億二千萬元至五億八千萬
元，於當前國家財政困難下
，亦需審慎考量；至於被告
若主張具第五款事由即低收
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時，因是
否確具此身分，不能僅憑被
告口說即採信，尚需進一步
向相關社福機構確認或查閱
相關證明文件等。考量偵查
階段（例如逮捕現行犯或指
揮執行拘提、逮捕到案之情
形）程序較為迅速，不若起
訴後審理階段有充裕時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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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相關查證確認，尚不宜
比照援用。況無資力者，本
屬法律扶助性質而非強制辯
護，於檢察官、司法警察官
或司法警察訊問或詢問時，
亦經告知得請求法律扶助（
第九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一百條之二），其仍得知
悉有法律扶助之途徑可為協
助，於其訴訟權益保障尚屬
無礙，附此敘明。
四、第六項關於檢察官訊問時
之指定辯護，亦可能有第二
項至第四項之情形，爰同時
增訂第七項準用之規定，以
應實需。
五、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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