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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一項  被害人權益保障基礎及其刑事訴訟程序之參與 

一、被害人之權益保障基礎 

犯罪被害人係因犯罪而受到財產、自由、身體或生命等法益侵害

之人，同時亦為最清楚犯罪事實之人，故犯罪被害人一方面有請求回

復被害之權利，另方面亦負有釐清犯罪事實之協力義務，以回復因犯

罪而混亂之社會秩序，實現法和平性。過去威權時代被告受到打壓，

學界、立法莫不著眼於保障被告訴訟上之權利，鮮少注意到被害人權

利之保護，惟近年來隨著各國犯罪被害補償制度之建立，有關被害人

權益保障之議題，從給予其因犯罪所受損害之經濟補償，到參與刑事

訴訟程序之保障等事項陸續受到重視，而之所以要保障犯罪被害人之

權益，可從人性尊嚴、憲法基本權保障等論點以及從刑事訴訟之目的

觀之。 

 

（一）人性尊嚴不可侵犯 

「人性尊嚴」為國際社會普遍追求之價值與目標，1945 年通過

之聯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前言揭示：「我聯

合國人民同心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類兩度身歷慘不堪言之戰禍，重申

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女與大小各國平等權利之信念，

創造適當環境，俾克維持正義，……」，另外，世界人權宣言第 1 條：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利上一律平等。他們賦有理性和良心，

並應以兄弟關係的精神相對待。」第 22 條：「……並有權享受他的個

人尊嚴和人格的自由發展所必須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各種權利

的實現，……」以及第 23 條第 3項：「每一個工作之人，有權享受公

正和合適的報酬，保證使他本人和家屬有一個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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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
，皆明白宣示人性尊嚴之重要性。 

關於「人性尊嚴」之概念，可追溯於啟蒙時代自然法之觀念，從

個人主義為出發點，個人之存在為一切價值之根源，人在自然狀態下

擁有某種基本權利，每個人對於自己皆擁有自主性與自決之地位，不

受任何外來力量的強制、侵害或貶損，亦不得以自主為前提，將自身

物化、商品化、工具化
2
，換言之，人乃理性、自主之主體，人本身

即為其存在之目的，不能成為成就他人目的之純粹客體、工具或手

段，倘若個人被貶抑為客體、手段或可任意替代者，即侵犯其人性尊

嚴
3
。國家權力既為社會產物，國家應尊重每個人之所以為人之價值，

因此，憲法對於人性尊嚴之保障有下列兩大面向
4
：（一）從基本權防

禦功能觀之，禁止國家將個人視為權利統治之客體，以公權力侵犯人

民之人性尊嚴。（二）從憲法客觀保護義務觀之，進一步要求國家應

致力於保護每個人的尊嚴不受國家以外之力量侵犯，並促進各個人能

具有尊嚴地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規定：「國家應維護婦女之人格尊嚴，保障婦女之人身安全，消除

性別歧視，促進兩性地位之實質平等。」以及大法官於多號解釋文或

理由書中
5
均有就人性尊嚴之內涵予以闡明，可作為人性尊嚴於我國

憲法上之規範基礎。 

據此，被害人雖負有刑事追訴發現真實之協力義務，但不得因此

而成為實現國家刑罰權之客體、工具或手段，將被害人作為取證及調

                                                 
1 謝協昌，論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之權利保護－以性犯罪被害人之權利保護為中心，國立

台灣大學法律研究所博士論文，2005.6，頁 16。 
2 李震山，人性尊嚴，法學講座，第 17 期，2003.5，頁 6；蔡宗珍，人性尊嚴之保障作為憲法基

本原則，月旦法學雜誌，第 45 期，1999.1，頁 100。 
3 蔡宗珍，人性尊嚴之保障作為憲法基本原則，月旦法學雜誌，第 45 期，1999.1，頁 100。 
4 李震山，人性尊嚴，法學講座，第 17 期，2003.5，頁 15-16；蔡宗珍，人性尊嚴之保障作為憲

法基本原則，月旦法學雜誌，第 45 期，1999.1，頁 101。 
5 大法官釋字第 372 號解釋：「維護人格尊嚴與確保人身安全，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利之

基本理念。」、第 400 號解釋：「憲法第 15 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與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

財產之存續狀態行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力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

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第 485 號解釋理由書：「保障人民得維持合乎人性尊

嚴之基本生活需求……」、第 550 號解釋理由書：「人性尊嚴，不只是一種要求國家保護與尊重的

防衛權，還是一種請求國家提供符合人性尊嚴生活的請求權……」、第 567 號解釋理由書：「思想

自由保障人民內在精神活動，是人類文明之根源與言論自由之基礎，億違憲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

人性尊嚴…….」以及第 585 號解釋理由書：「……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

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祕密空間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料之自主控制，隱私權即為不可或

缺之基本權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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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對象時，國家應制定完整之程序規範及配套措施，確保其人性尊嚴

不被踐踏，免於遭受第二次之傷害。 

 

（二）憲法基本權保障 

基本權係指人民基於憲法之規定，向國家所得主張的人民之基本

權利，亦為經實體法所保障，得持以對抗、限制統治權力的個人自由
6
。德國憲法法院認為基本權利規定除具有「個人主觀公法權利」性

質外，尚有「客觀價值決定」之作用。換言之，人民除了得請求國家

除去侵害、請求特定給付外，整體基本權保障形成之客觀價值秩序，

拘束所有國家機關，成為行政、立法及司法機關行使職權時，所應遵

循之重要準則
7
。學者分析大法官會議解釋，認為基本權具有防禦權

功能、受益權功能、保護義務功能、程序保障功能及制度保障功能
8
。 

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若因司法制度不當設計或司法機關之

不當行為造成其二度傷害，構成國家對於被害人之侵害，被害人得行

使防禦權，請求國家停止侵害。有論者認為，立法者及學者在引用平

等權（憲法第 7條）論述訴訟程序之權利保障時，多著眼於被告權利

保障之議題，惟「法律之前人人平等」此概念應包含法院對於法庭內

每個人都是平等的對待，不獨厚某位程序參與者，每位訴訟程序參與

者，均有受法律保護之權利；除自訴程序外，被害人雖非訴訟程序當

事人，但仍為重要之參與者，應得主張司法機關給予平等之保障
9
，

然而，憲法保障之平等權乃實質之平等，必要時得採取合理之差別待

遇，基於被告與被害人訴訟地位不同，立法機關自得基於憲法價值體

系及立法目的，考量二者之差異，給予不同之保障措施。又依據憲法

第 8 條及第 16 條導引出之「正當法律程序」保障，參酌大法官第 442、

                                                 
6 許宗力，基本權利的起源與發展，月旦法學教室，試刊號，2002.10，頁 84。 
7 吳庚大法官於釋字第 491 號解釋之協同意見書：「……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利，無論屬於

消極性防止公權力侵害之防衛權—各類自由權屬之，或積極性要求國家提供服務或給付之受益

權—社會權為其中之典型，國家均負有使之實現之任務……。」 
8 許宗力，基本權功能，月旦法學教室，第 2 期，2002.12，頁 72-80。 
9 謝協昌，論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之權利保護—以性犯罪被害人之權利保護為中心，國立

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博士論文，2005.6，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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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 及 574 號解釋意旨
10
，受公平審判乃正當法序程序之重要內涵，

其本質係保障每位訴訟參與人在行使其訴訟上權利或機會時，擁有合

乎程序之獨立決定之可能
11
，換言之，被害人參與刑事訴訟程序亦應

受正當法律程序之保障，刑事立法政策上應就被害人參與訴訟程序做

適當措施，以保障被害人參與刑事訴訟之權利與義務
12
。另外，基於

社會福利國思想，憲法第 155 條後段明文揭示社會基本權之保障：「國

家為謀社會福利，應實施社會保險制度。人民之老弱殘廢、無力生活，

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適當之扶助與救濟。」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需求，係維護其人性尊嚴，因而，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之精神上、經

濟上的損害，喪失基本生活所需標準時，得向國家請求給付合乎「人

性尊嚴之基本生活需求」之補償。再者，根據基本權之保護義務，國

家需採取積極措施，保護人民免受公權力或第三人之侵害，若被害人

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遭受被告或第三人之侵害，司法機關需採取必要措

施，保障被害人參與訴訟程序之權利，而國家在選擇保護手段時，負

有「禁止不足」之義務，不得採取不足以達到保護目的之保護手段
13
。 

 

（三）刑事訴訟之目的－發現真實 

刑事訴訟制度之設計與訴訟目的息息相關，刑事訴訟最主要之目

的乃「發現真實」，追訴犯罪並處罰犯人，獲得一個「正確裁判」，在

此目的之下，刑事訴訟制度之設計必須確保無辜被告不受處罰，真正

犯人當法院依審理結果確定其有罪時，始得加以處罰
14
。為了達到這

個目的，當犯罪有被害人存在時，無可避免的必須藉助被害人之指認

及供述來釐清真相，刑事訴訟向來亦朝保障被告防禦權之方向而努

力，避免無辜之人受到刑事處罰，但是，倘若被害人害怕面對加害人、

                                                 
10 大法官釋字第 442 號指出：「憲法第 16 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得依法定程序

提起訴訟及受公平之審判……」且釋字第 574 號解釋揭櫫：「憲法第 16 條所規定之訴訟權，係以

人民於其權利遭受侵害時，得依正當法律程序請求法院救濟為其核心內容」。 
11 楊雲驊，祕密證人與公平審判程序—我國大法官會議解釋與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的比較分

析，刑事法雜誌，第 44 卷第 3 期，2000.6，頁 14。 
12 謝協昌，論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之權利保護—以性犯罪被害人之權利保護為中心，國

立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博士論文，2005.6，頁 26-29。 
13 許宗力，基本權功能，月旦法學教室，第 2 期，2002.12，頁 75。 
14 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第五版，2007.9，作者自版，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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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懼參與刑事程序或因被告壓迫下而做出違背己意之虛偽陳述，則可

能使真正犯人逍遙法外，增加犯罪黑數，因此，刑事訴訟有必要設計

一套保護制度使被害人勇於出面作證，並確保其證言之真實性，以達

發現真實之目的。 

 

二、被害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之參與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176 條之 1，原則上不問何人，於他人之案件，

有為證人之義務，被害人也不例外。換言之，被害人參與刑事訴訟程

序可分為積極面向與消極面向，前者乃依現行法被害人扮演促進司法

程序發動之角色：（一）告訴人：向偵查機關申告犯罪事實，表示追

訴犯罪的意思之人（刑事訴訟法第 232 條），目前妨害性自主罪大多

改為非告訴乃論之罪，縱令告訴人未表示追訴犯罪之意，偵查機關於

受理犯罪事實之申告後，即應開始偵辦。（二）自訴人：直接就犯罪

事實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決之人（刑事訴訟法第 319 條）。

目前我國自訴程序採強制委任律師代理制度，故被害人欲提起自訴，

應委任律師為之。（三）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依刑事訴訟法第 487 條

規定，被害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告及依民

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復其損害。另外，於刑事偵審階段，刑事

訴訟法就某些事項規定被害人有資訊獲得權，例如：緩起訴處分書應

送達於被害人（第 255 條第 2 項）、審判期日應通知被害人（第 271

條第 2項）及告訴人委任律師擔任代理人時，得於審判中檢閱卷宗及

證物並得抄錄或攝影（第 271 條之 1、第 33 條）。於偵查中，告訴人

得聲請證據保全（第 219 條之 1 以下）。並且於審判階段，同法亦賦

予被害人有陳述意見之機會（第 271 條、第 271 條之 1、第 314 條、

第 344 條第 2 項、第 451 條之 1 及第 455 條之 2）。後者乃被害人作

為司法發現真實之協力義務者所扮演之角色：（一）證人：被害人往

往為犯罪事實之目擊證人，應就待證事實之親身經歷、所見所聞於訴

訟程序中作證，以釐清事實真相。（二）取證對象：被害人之身體、

物件、住宅等均可能存有與犯罪事實相關之應扣押之物，而得搜索之

（第 122 條第 2 項）。或者被害人之身體可能存有與犯罪事實有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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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證，例如：性侵害加害人遺留之毛髮、精液等生物證據，而需檢查

身體並進一步採證（第 204 條、第 205 條之 1及第 215 條）。（三）勘

驗、鑑定對象：被害人身上之傷痕或其心理、精神狀況，可能與犯罪

待證事實有關，例如：傷害罪、對精神、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

人為強制性交或猥褻罪，而需要由檢察官、法官勘驗，或由鑑定人鑑

定。上開諸項被害人之積極參與訴訟之權利，大多屬於被害人作為告

訴人時，方具有之權利，能否確實保障被害人之訴訟權益，不無疑義，

況被害人消極參與訴訟之部分，係基於刑事訴訟真實發現之目的，將

被害人當作取證及證據調查對象，所課與之協力義務，倘若無法確保

其此部分之程序參與受正當法律程序之保障，遑論保障其積極之訴訟

參與權。 

 

第二項  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於司法實務之困境 

一、性侵害犯罪被害之特性及創傷後壓力症候群 

性侵害犯罪被害事件主要有以下特性：（一）被害人以兒童及少

年為多數：由於兒童對於性侵害之危機感與防禦意識較低，以及少年

對於性誘惑之抵抗力較低，因此，被害人以兒童及少年之比例佔多

數，根據內政部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資料庫，性侵害事件通

報被害人年齡統計，2006 年全國合計共有 5638 件，其中零至六歲未

滿者為 185 人，六至十二歲未滿者為 513 人，十二歲至十八歲未滿者

為 2578 人，2007 年全國合計共有 6530 件，其中零至六歲未滿者為

226 人，六至十二歲未滿者為 557 人，十二歲至十八歲未滿者為 2944

人，而 2008 年至三月底截止全國合計共有 1639 件，其中零至六歲未

滿者為 51 人，六至十二歲未滿者為 113 人，十二歲至十八歲未滿者

為 783 人，換言之，未滿十八歲之被害人分別共計為 3276 人、3727

人及 947 人，均高達各該年度被害人數之 50%以上。（二）被害人以

女性居多：根據內政部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資料庫，性侵害

事件通報被害人性別統計，2006 年被害女性為 5239 人，佔該年全國

被害人數之 92.92%，2007 年被害女性為 6037 人，佔該年全國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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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之 92.45%，2008 年至三月底止之被害女性為 1517 人，佔該年至三

月底之被害人數的 92.49%，顯示性侵害犯罪中女性被害人佔極大比

例。（三）性侵害犯罪地點具隱密性：由於性行為乃私密行為，因此，

性侵害犯罪地點多具隱密性，例如：自己或親友住宅、旅館等場所
15
，

除行為人與被害人外，鮮少有其他目擊者。（四）家庭性侵害或熟人

犯案多：根據內政部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就性侵害事件通報

之兩造關係統計發現，2006 年至 2008 年（至三月底止）全國合計分

別為 6602 件、7703 件及 1892 件，其中家庭性侵害（包含配偶、直

系血親及旁系血親）分別為 865 件、1011 件及 270 件，其他熟人犯

案（包含前配偶、鄰居、網友、男女朋友、前男女朋友、未婚夫妻、

普通朋友、師生關係、家人的朋友、客戶關係、同學、同事及上司下

屬關係）分別為 3626 件、4327 件及 1141 件，顯示性侵害案件中行

為人與被害人相互認識之比例甚高。（五）犯罪黑數高：根據國內學

者許春金、周文賢於 1990 年以電話訪問各國犯罪學研究者之犯罪黑

數，其中強姦犯罪除韓國外，其他如我國、美國、日本、澳大利亞、

加拿大、英國、法國、西德、荷蘭及瑞士等國均高達 4、50%以上
16
，

又依據日本學者之研究調查發現，多數國家性暴力之被害申告率皆為

30%以下
17
。探其原因可能係因家庭犯罪或熟人犯罪佔多數，被害人擔

心報案將使行為人面臨刑事追訴或處罰，或因家人、親友居中協調，

被害人考慮往日情誼或日後相處，而不予追究。抑或因為貞操情結、

自尊心、名譽感因素，致使被害人不願讓被害事件曝光，或因害怕遭

到報復而不敢報案，甚或因被害人年幼而不知報案等等，均是導致性

侵害犯罪黑數高之原因。 

另外，通常性侵害犯罪被害人除生理上受到傷害外，心理層面上

也受到極大的傷害，進而影響生理機能；心理的傷害可分為一般創傷

                                                 
15 謝協昌，論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之權利保護—以性犯罪被害人之權利保護為中心，國

立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博士論文，2005.6，頁 103-104。 
16 許春金、周文賢，犯罪率之國際比較（1990），行政院新聞局，轉引自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

會，台灣地區性侵害犯罪狀況與型態之調查研究，1999.5，頁 23。 
17 各國性的暴力被害申告率，根據統計分別為：日本：10%、美國：28%、加拿大：17%、英國：

20%、法國：30%、荷蘭：14%、瑞士：16%、瑞典：12%、芬蘭：8%，參考辰野文理，被害者

対策，收錄於被害者学と被害者心理，東京法令出版，2001.7，頁 73，轉引自謝協昌，論犯罪被

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之權利保護—以性犯罪被害人之權利保護為中心，國立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

所博士論文，2005.6，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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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創傷後壓力症候群，前者的症狀諸如：害怕安全、憂鬱、擔心健康、

害怕司法、不信任感、罪惡感以及自責等
18
。後者為為創傷後壓力疾

患（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簡稱 PTSD），又稱為「創

傷後壓力症候群」。根據 DSM-IV（精神疾病診斷準則手冊）對於 PTSD

定義，創傷事件的發生有兩項必備條件：（一）此人曾經驗、目擊或

被迫面對一或多種事件，這些事件牽涉到實際發生或未發生但構成威

脅的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或威脅到自己或他人的身體完整性。（二）

此人的反應包含強烈的害怕、無助感或恐怖感受。其症狀主要有三大

類：（一）再度體驗創傷：被害人會反覆的、痛苦的夢見或回憶起該

事件，暴露於類似事件時，會感到強烈痛苦。（二）持續逃避：被害

人會持續逃避與創傷有關的刺激，並且產生創傷前所沒有的一般反應

性麻木，努力逃避與創傷有關的思想、感受或談話，逃避會引起創傷

回憶的人、事、物，逐漸疏離人群或參與活動等。（三）警醒度持續

增加：被害人會出現難以入睡或淺睡的症狀，易怒、專注力低、過度

驚嚇反映或是過度警覺等現象
19
。相較於其它犯罪被害者而言，性侵

害被害者罹患 PTSD 的比例甚高，且有其特殊性，性侵害被害者通常

會併發複合反應，憂鬱、精神病、身心症、自殺行為、藥物酒精濫用

或性行為顯著改變，也會因再次受到性侵害而重新啟動前一次的創傷
20
。 

有學者針對我國性侵害被害人之創傷研究發現，我國被害人多以

罪惡感的方式表現自責，對人產生不信任感，對性關係的自我貶抑，

害怕他人責難，而且相較於國外被害者而言，我國被害人較擔心處女

磨破裂和性器官受損等身體上的傷害，並有失去貞操的羞愧感、恐

懼、焦慮和羞辱家庭名譽等罪惡感
21
。在熟人性侵害案件中，被害人

往往遭受長期性侵害，或因畏懼權勢關係，或因羞辱害怕，或因家人

干涉勸說，而隱忍不敢伸張，飽受身心煎熬。 

                                                 
18 王燦槐，台灣性侵害受害者之創傷理論、內含與服務，學富，2006，頁 11-24。 
19 孔繁鐘、孔繁錦，DSM-IV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合記圖書，1998，第四版，頁 210-212。 
20 Burgess, A. W., & Holmstrom, L. L. (1985). Rape trauma syndrome and post traumatic stress 
response. In Rape and sexual assault I-A research handbook. New York: Garland. 轉引自王燦槐，台灣

性侵害受害者之創傷理論、內含與服務，學富，2006，頁 28-29。 
21 王燦槐，台灣性侵害受害者之創傷理論、內含與服務，學富，2006，頁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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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侵害案件於司法調查之難題 

性侵害犯罪案件在司法實務面臨之瓶頸主要有
22
：（一）由於性侵

害犯罪案件具有隱密性，通常僅有被告及被害人二人在場，被告又往

往否認犯罪，其與被害人之供述歧異甚大，淪為各說各話之局面。（二）

刑事訴訟法採無罪推定原則及嚴格證明法則，民國 92 年修法並改採

改良式之當事人進行主義，檢察官或自訴人必須提出證據證明被告有

犯罪之事實，使法官達到無合理懷疑之程度，方能為被告有罪之判

決。性侵害犯罪案件常有事證不足之情事，或因本身缺乏相關證據，

或因未能於第一時間充分蒐集證物，在「無合理懷疑」之證明法則之

下，僅憑被害人之供述及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難以定被告之有

罪。（三）被害人為年幼者或智能障礙者往往無法充分表達受害經過，

導致前後供述不一之情形，不僅飽受被告或辯護人彈劾，亦使法院一

再調查被害人以釐清其歧異之陳述。（四）我國採直接審理主義及言

詞審理主義，然而性侵害被害人多因懼怕受到二次傷害而不願到庭作

證指認，根據審判心理學，被害人未到庭給予被告有悲情、偽裝之空

間，法官容易傾向憐憫眼前之被告，對被害人不利。（五）刑法修正

將強制性交之「強制」概念擴展為違反被害人性自主之意願層面，如

此修法理論上雖然擴大保護被害人之性自主法益，但卻導致實務上難

以釐清強姦與和性行為之界線，蓋有無違反意願涉及被害人之內在主

觀意思，性侵害犯罪往往僅有被告及被害人在場，無其他目擊證人，

被害人處女膜有無破裂（新傷痕）或其身上有無殘留被告之精液等物

證或驗傷診斷書，僅得間接證明被告與被害人有無發生性行為，若無

其他反抗遺留之痕跡，無法證明是否違反被害人意願，在約會強暴、

兩小無猜性行為案件中，被害人在案發現場如何顯示內心之不願意？

被告當時是否知悉被害人不願意或如何知悉？以及以何方法不理會

被害人之意願等往往成為訴訟爭點。（六）刑法第 10 條第 5 項修正明

定「性交」概念包含：1、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

使之接合之行為，以及 2、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

人之性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行為。造成性交與猥褻之界線模糊，

                                                 
22 賴恭利，法院審理性侵害案件與 92 年刑事訴訟法證據規定之修正，法學叢刊，第 192 期，

2003.10，頁 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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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行為究竟係猥褻抑或性交，有時僅一線之隔，除非被告坦承罪

刑，否則僅靠有限之證據實難以認定犯罪事實。除此之外，女性性器

是否僅指陰道，抑或包含整個內外陰唇，實務上亦曾發生爭執。 

 

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與刑事訴訟法之扞格 

近年來因女性自我意識抬頭，女權運動蓬勃發展，在婦女團體大

力倡導之下，保障女性之立法如雨後春筍般制定，民國 88 年 4 月刑

法修正前第 221 條強姦罪之被害人以婦女為限，修正後，男性亦可能

成為強制性交之犯罪客體，然而，由於性侵害犯罪被害具有上述特

性，被害人不但仍以女性居多，被害後所受之心理及生理創傷，更需

長時間始能平復，此種害怕、恐懼之心理造成被害人不願、不敢或無

法陳述被害經過，更加導致性侵害案件司法實務調查時之困難，因

此，在女性立委及婦女團體之推動下，民國 86 年制定之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以諸多特殊措施來保障被害人之權利，鼓勵被害人勇於出面控

訴指認加害人，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亦於 89 年訂定

「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整合檢察、警察、社

政、醫療四大體系，提供性侵害被害人完整的服務，然而刑事訴訟法

向來強調被告之正當法律程序保障，不僅於 92 年引進英美法之傳聞

法則及交互詰問制度，大法官會議於 93 年 7月 23 日之第 582 號解釋

更明確闡明被告之詰問權乃憲法保障之權利，刑事訴訟程序應力守嚴

格證明法則，以法定證據方法踐行合法調查程序。惟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過度強調被害人保護，欠缺整體通盤考量，造成其諸多規定與目前

刑事訴訟改革方向發生扞格，例如：刑事訴訟程序應遵守「無罪推定

原則」，不論是傳統採行之職權進行主義，由法院主動調查證據，或

現行採取之改良式當事人進行主義，原則上由檢察官或自訴人提出證

據證明被告有犯罪事實，使法院心證達無合理懷疑之程度，法院方能

為被告有罪之判決，被告均毋須就自己無罪作辯護。然而，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及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之目的係保障

被害人，尤其後者之諸項措施皆以被害人陳述之保護為出發點，無形

中相關人員之立場偏向被害人，對被告有所不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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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 94 年間相繼修改上開防治法及作業要點，研擬相關配套措

施，以因應 92 年刑事訴訟法之修正，但不僅刑事程序嚴格遵守傳聞

法則對性侵害犯罪案件之證據調查發生困難，交互詰問制度之實施對

性侵害被害人造成二度傷害，也因實務對於絕大多數之性侵害犯罪案

件以視訊傳送方式調查被害人，並「貼心」地禁止被告及辯護人觀看

被害人作證之影像，使被害人得以安心陳述，此種限制被告之對質詰

問權之作法，有悖於刑事訴訟追求公平正義之目的。根據台灣高等法

院資料庫統計，95 年最高法院刑事上訴確定案件裁判結果，妨害性

自主罪被告人數合計共有 285 人（包含強制性交猥褻共計 283 人，以

及強制性交猥褻之殺人或重傷害共計 2 人），其中 265 人為有罪判決

處刑確定（1 人為無期徒刑，264 人為有期徒刑），13 人無罪，7 人不

受理。95 年高等法院暨分院受理刑事第二審案件裁判結果，妨害性

自主罪被告人數合計 1083 人（包含強制性交猥褻共計 1054 人、強制

性交猥褻之殺人或重傷害共計 16 人以及其他共計 13 人），其中第一

審無罪判決上訴駁回者有 117 人，撤銷改判維持原刑期，即為無罪者

有 3 人，撤銷改判減免或無罪中判處無罪者為 52 人，顯示目前實務

對於妨害性自主罪之有罪判決率甚高，現行程序法、實務配套措施及

法官對於性侵害犯罪案件之態度難謂無影響判決之結果，應有探究之

必要。 

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保障與性侵害被害人調查之保護呈現非常緊

張之狀態，彷彿是天秤的兩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刑事訴訟法相繼

分別增修保障措施，在被害人與被告彼此程序保障一增一減之情況

下，應如何調整始為最符合公平公正之刑事訴訟程序，並得真正落實

發現真實之訴訟目的？乃屬當前重要之課題。惟查，投入被告訴訟防

禦權及被害人程序保護之研究者逐年增加，但多屬單向式地強調某一

方之權益保障，或著重於被害人積極參與訴訟程序之面向，然而，性

侵害被害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中所受待遇之創傷有時遠甚於性侵當時

之傷害，若無法確實保障性侵害被害人消極參與訴訟程序之權益，遑

論賦予其積極參與訴訟之權益？因此，本文欲從刑事訴訟整體程序之

進行，探究現行法有關性侵害被害人於偵審程序中取證及調查證據階

段之程序措施適當與否，試圖建構被告及被害人雙方之合理保障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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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建構適當之性侵害被害人偵查協力義務 

性侵害犯罪案件具隱密性，欠缺相關人證及物證，有力證據僅有

被害人之供述及其身上之跡證，換言之，在大部分之妨害性自主罪為

非告訴乃論之情況下，被害人有作為取證及證據調查對象之義務。目

前實務根據大法官第 582 號解釋意旨，認定被害人有關待證事實之供

述應踐行人證之合法調查程序，固無疑問，惟性侵害犯罪案件中兒童

被害人及智能障礙者佔一定比例，其中以證言能力有問題者（例如：

極年幼者與極重度智障者）作為證人，則有待商榷。另外，實務常用

於兒童或智能障礙者性侵案件之偵訊輔助娃娃適用程序、技巧及相關

注意事項等亦值得研究。據此，本文嘗試從比較法及學理觀點，建構

適當之性侵害被害人之偵查協力義務。 

 

二、衡平性侵害犯罪案件被告及被害人之訴訟權益保障 

被告及被害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中處於相對立之立場，其等權益保

障各有其憲法理論依據，倘若只著重一方之程序保障，將損於刑事訴

訟程序發現真實、維護法和平性之目的，現行法採行傳聞法則，凡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法律另有規定者外，不得作為證據，

因此，被害人必須於審判時到庭踐行合法之人證調查程序，其供述方

能作為證據，又因現行刑事訴訟實施交互詰問制度，對被害人而言係

很大之負擔，鑑於性侵害犯罪被害之特殊性與被害人所受之創傷，被

害人於證據調查時之程序保障措施有其存在之必要，然此非意味被告

憲法上之權利應被犧牲，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諸多證據調查規定、法

院相關硬體設備以及實務作法對被告甚為不利，立法者的過度干預，

無形中增加檢警人員及法院有罪心證之可能，故而，正確合理地設計

一套衡平性侵害被告與被害人之訴訟權益保障制度確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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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限制法官自由心證範圍，提升人民司法信賴 

性侵害犯罪案件之證據主要為被害人作為證人之證言以及鑑定

證據，我國採自由心證原則，證據評價委由法官依經驗法則與論理法

則自由判斷，惟被害人之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追訴或處罰，其陳述

不免誇大失真，又兒童被害人礙於智慮發展尚未成熟，易受外界暗示

而影響記憶與陳述內容，若以被害人之證言作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

依據，難以令被告信服。近年來諸多文獻建議以專家證人方式證明（補

強）兒童被害人證言之可信性，惟目前實務針對專業事項應否送請鑑

定交由審判長判斷，仍有爭議，且鑑定證據對於法院之審判亦無拘束

力，法官在缺乏相關專業知識及技術之情況下，僅依抽象之經驗法則

及論理法則而「自由心證」評價鑑定證據，不合理之處甚明，因此，

本文除就法院證據評價之實務現狀檢討外，並參考國外立法與實務見

解，企圖設計一套機制確保被害人證言之可信度，以及建立一套鑑定

證據之認定標準，供法院於具體個案審酌，換言之，透過對法院自由

心證之限制，期能提升判決品質，增強人民對於司法之信賴。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近年來隨著被害人的研究發展，被害人的權利保障受到重視，被

害人補償制度因應而生，然除了對於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損害給予

經濟上補償外，被害人更期待獲得司法正義，撫平受傷之心靈，因此，

被害人參與刑事訴訟程序之權利保障成為晚近各國討論之議題，又關

於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之程序保障，包括資訊獲得權、訴訟參與權

及證據調查程序保障等方面，前二者屬於積極參與程序之面向，後者

屬於消極參與程序之面向，本文鑑於目前國內探討被害人之權益保障

多著眼於積極層面之程序參與或經濟補償，鮮有完整地針對被害人協

助法院發現真實之程序面向作研究，且基於性侵害犯罪案件證據調查

之困難、該犯罪之被害人於證據調查程序所扮演之關鍵角色、被告防

禦權之重要性，加以 92 年刑事訴訟法修正增訂傳聞法則及交互詰問

等規定對於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以證人地位參與程序之衝擊等因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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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聚焦於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證據調查作為研究議題。文中所指之性

侵害犯罪被害人乃因遭受違反刑法第 221 條至第 227 條、第 228 條、

第 229 條、第 332 條第 2項第 2 款、第 334 條第 2 款、第 348 條第 2

項第 1款之人；研究範圍係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規範之被害人保障

程序為核心內容，並就刑事訴訟法相關之規定以及內政部家庭暴力暨

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訂定之「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

點」一併作全面性之檢討，不包含軍事法院及少年法院之性侵害案件

處理。 

研究架構方面，本論文涵蓋證據法則三個層次問題：（一）證據

能力，（二）調查程序，（三）證據證明力；自檢警偵查階段貫穿至法

院審理判決階段，依序就取證程序、證據方法、證據能力、證據調查

程序（包含交互詰問）及證據評價等與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作證之相關

議題探究之。整體共計分為六章討論，各章節架構如下： 

第一章提出本文之研究動機，針對被害人權益保障之理論基礎、

其於刑事訴訟程序之地位與困境作簡要介紹，並就性侵害犯罪案件被

害之特殊性、被害人罹患創傷後壓力症候群之症狀、性侵害犯罪案件

於司法實務調查之難題以及現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與刑事訴訟法扞

格所引發之問題意識作說明。另外，亦提出研究目的、範圍架構及研

究方法，說明比較法研究擇取之因素與文獻來源等。 

第二章係針對性侵害被害人作為人證之證據方法作研究，相較於

其他案件類型，兒童及智能障礙者容易成為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其

等是否具有證人適格，國內文獻鮮少討論，故參酌比較法資料探究相

關問題。另外，目前國內性侵害犯罪案件於偵查階段實施之「性侵害

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的注意事項、是否適用於審理階

段及其與傳聞法則之關係等問題均於此一併討論。 

第三章係研究性侵害犯罪案件之訊（詰）問，一開始針對性侵害

犯罪案件證據調查時不當詰問之問題，與被害人於被告行反對詰問時

因恐懼或激動而無法陳述等情形應如何評價作檢討。其次，就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第 1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利用遮蔽或視訊傳送等隔離訊

（詰）問方式應如何解釋？其與直接審理原則和被告對質詰問權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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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為何？合憲與否？「心智障礙」、「身心創傷」之應如何認定？以及

我國實務作法適當與否？真能保障被害者證人，抑或僅徒增對於被告

對質詰問權之侵害等等相關問題，參酌美日兩國之規定、實務研究及

學說見解探究之，期能建構合理之制度。 

第四章乃關於我國性侵害犯罪案件其餘審理時之保護措施適當

與否作研究，首先，針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8 條審理不公開規定

作檢討，不公開之理由、範圍為何？判決一併不公開是否恰當？均在

討論範圍內。其次，探究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5 條一定關係之人得

陪同在場及陳述意見之規定，參酌日本法及學者見解作深入探討。 

第五章立基於前面幾章所作的證據方法與證據調查程序之討

論，研究性侵害犯罪證據評價之問題。一開始，先探究自由心證之內

涵、限制及影響法官心證的因素。接著針對兒童證人易受暗示之特性

及被害人之證言可信度問題，提出需其他證據補強之論點。然後就我

國實務鑑定證據之問題，尤其是運用於性侵害被害人調查之司法心理

學與精神醫學作評論，試圖建立一套標準供法院審理判斷。 

第六章為結論與建議，綜合各章所獲得之研究成果，建構更周詳

之性侵害犯罪案件被害人之證據調查程序，以達兼顧被害人程序保障

以及被告訴訟防禦權保障之目標。 

 

第四節  研究方法 

針對上述之研究動機、目的與範圍，蒐集我國與美國、日本之實

務判決、相關書籍、期刊及論文等文獻資料，作整理、分析、歸納與

比較，運用之研究方法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透過蒐集與本論文相關之文獻資料，例如：國內外實務家之文獻

報告、學者著作、論文，加以整理、分析、歸納，探討性侵害被害人

於證據調查上扮演之證據方法、保障之必要性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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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證據調查規定之立法背景、修法經緯以及該等措施之優劣，評析上

開證據調查規定之成效。尤其針對 92 年刑事訴訟法增修之傳聞法則

及交互詰問對被害人調查所造成之衝擊作探討，思考我國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相關規定是否恰當，有無對於被害人保護不足或保護過當之情

形。 

二、比較分析法 

基於筆者之語文能力，比較法之選擇上主要參考美國及日本之法

規範、實務判決與學說見解，比較分析各國性侵害犯罪證據調查措施

之優缺點，進一步檢視我國相關措施之設計與刑事訴訟程序基本原則

間之關係為何？是否與 92 年引進之傳聞法則、交互詰問制度有所扞

格？證據調查程序中被害人與被告二者權利應如何調整？如何強化

兒童證言之可信度與鑑定證據之評價？等相關問題。 

三、實證分析法 

由於我國性侵害犯罪案件原則上審理不公開，法院判決難以大量

取得，故著重於我國實務家文獻報告、官方或民間之實證調查及相關

資料作檢討，再輔以實務判決作實證分析，評析我國立法與實務之缺

失，進而提出改善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