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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偵查中性侵害被害人之詢（訊）問 

第一節  概說 

按刑事訴訟法第 230 條及第 231 條規定，於犯罪偵查階段，檢察

官為主體，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居於協助檢察官或受檢察官命令、

指揮執行任務之輔助地位。惟實務上，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多向司法警

察（官）提出告訴，是以警察機關於性侵害犯罪偵查上，具有相當重

要之地位。根據警察機關提供性侵害被害人權益保障說明事項
23
，警

察人員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1 條之規定，協助被害人驗傷及取

得證據，被害人至醫療院所驗傷取證時，得由警察人員陪同，如被害

人為女性者，原則上應由女性警察人員陪同。其次，警察機關製作之

有關性侵害案件之文書，除另有規定者外，不得揭露足以識別被害人

身分之資訊，對被害人姓名應以代號稱之，並以對照表方式密封附

卷，以避免洩漏被害人身分。又辦理性侵害案件之相關業務人員，因

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被害人姓名、出生年月日、住居所及其它足資

識別被害人身分資料者，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第 12 條）。通知被害人到場說明時，其通知文書不得記載案

由，且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接受詢問或執行搜索、扣押時，亦不得在

通知書或搜索扣押證明筆錄等文書上揭露足以識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訊。另警察機關受理之性侵害案件為告訴乃論，經提起告訴或知已提

起告訴者，應將證物連同鑑驗結果送檢察機關或法院；如尚未提起告

訴或自訴者，應將證物移送犯罪發生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性侵

害防治中心保管（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1 條第 2、3 項參照）
24
。再

者，檢警機關辦理性侵害案件，發現被害人有接受心理治療、輔導、

安置、法律扶助、緊急診療之需要時，應即通知轄區直轄市、縣（市）

政府性侵害防治中心協助處理；同樣地，若接獲性侵害防治中心、醫

療院所或相關單位通報請求協助處理性侵害案件時，亦應立即派遣專

                                                 
23 性侵害防治工作人員服務手冊，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6.12..15，初版，頁

B-25 至 B-26。 
24 性侵害防治工作人員服務手冊，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6.12..15，初版，頁

B-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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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小組成員到場協助處理，以上為檢警機關偵辦性侵害案件，協助被

害人之概況。 

 

第二節  人證程序 

第一項  證人概念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法定證據方法為被告、證人、鑑定、

勘驗及文書等五種。所謂「證人」係指於刑事訴訟程序中就自己對犯

罪事實有關之親身見聞而為陳述之第三人；其可分為目擊證人與傳聞

證人、行為證人與性格證人、友性證人與敵性證人、一般證人與鑑定

證人等
25
。而證人之特徵有：（一）證人無代替性：由於證人必須就親

身見聞而為陳述，因此證人與鑑定人相異之處乃前者不具有代替性。

（二）證人不得拒絕作證：基於打擊犯罪之公益目的，除法律另有規

定者外，任何人於他人之案件，均有為證人之義務（刑事訴訟法第

176 條之 1）。另外，證人又可分為 

 

第二項  證人適格 

所謂「證人適格」係指法律上得成為證人之資格，乃證言有無資

格成為證據之前提
26
。關於證人資格，我國實務及學說並無特別限制，

任何人均得成為證人，但證人以自然人為限，法人不得擔任證人
27
。

惟上開論述解釋上應排除本案法官、書記官、公訴檢察官等公務員及

被告本人，理由如下，因本案法官負有客觀性義務（刑事訴訟法第 2

條），為中立之裁判者，應不具證人適格，換言之，如法官為本案之

                                                 
25 相關之證人分類介紹，詳見蔡敦銘，刑事訴訟法論，五南，1993.12，二版，頁 229-232。 
26 松本時夫、土本武司，条解刑事訴訟法，弘文堂，第三版增補版，平成 18 年 6 月 15 日，頁

219；林志潔，證言之證據能力與證明力－以誤判防止與人權保障為中心，國立台灣大學法律學

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6，頁 12。 
27 張麗卿，刑事訴訟法理論與運用，五南，2004.9，九版，頁 374-375；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上

冊），第五版，2007.9，作者自版，頁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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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證人，應自行迴避（同法第 17 條）
28
；同理，公訴檢察官為本案

之當事人，且負有客觀性義務，不得作為證人，若其需就本案作證，

則應自行迴避（同法第 26、17 條）。反之，偵查檢察官如同檢察事務

官、司法警察（官）並非本案之當事人，應可作為證人
29
。又為求證

據之公正可信，書記官等其他參與本案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亦不得作

為證人。另外，因我國被告為獨立之法定證據方法，與美國法不同，

其毋須具結，無真實陳述之義務，且為避免證人與當事人角色混淆，

使被告限於偽證罪及限己入罪之二難困境，因此，被告不得作為證

人。至於自訴人是否具證人適格，因其訴訟程序上之地位為「當事

人」，故學說上對於自訴人是否得作為證人有所爭議，惟大法官釋字

第 582 號解釋後，最高法院 94 年度台上字第 1053 號判決、94 台上

字第 7035 號判決相繼表示自訴人之證人原則，目前應無爭論
30
。

 

 

第一款  大法官釋字第 582 號解釋 

過去實務上將告訴人或被害人之陳述作為被告有罪判決之依據
31
，惟該陳述係指何種法定證據方法屢遭質疑

32
，甚有學者認為實務創

設了第六種法定證據方法
33
，至 2004 年大法官釋字第 582 號解釋闡

                                                 
28 美國聯邦證據法第 605 條規定：「案件之承審法官不得於該案件中以證人身分作證。此一違誤

（所生之上訴權）毋須以異議保留之。」參見 Arthur Best 著，蔡秋明、蔡兆誠、郭乃嘉譯，證

據法入門，2002.12，初版，元照，頁 187；松本時夫、土本武司，条解刑事訴訟法，弘文堂，第

三版增補版，平成 18 年 6 月 15 日，頁 219。 
29 松本時夫、土本武司，条解刑事訴訟法，弘文堂，第三版增補版，平成 18 年 6 月 15 日，頁

219。惟學者有認為，基於檢察官負有客觀性義務（刑事訴訟法第 2 條），因此，若檢察官為本案

目擊證人或必須就有無不正方法訊問被告等情況作證時，應自行迴避（同法第 26、17 條），更換

檢察官，參考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第五版，2007.9，作者自版，頁 514-515。 
30 相關討論詳見王兆鵬，憲法解釋與刑事訴訟（下）－最重要的三則解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第 75 號，2005.10，頁 30-31；林鈺雄，嚴格證明法則之新紀元－最高法院近年裁判新趨勢之評

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99 號，2007.10，頁 131-134。 
31 最高法院 32 上字第 657 號判例：「被害人所述被害情形如無瑕疵可指，而就其他方面調查又

與事實相符，則其供述未始不足據為判決之基礎。」；61 台上字第 3099 號判例：「被害人之陳述

如無瑕疵，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固足採為科刑之基礎，倘其陳述尚有瑕疵，而在未

究明前，遽採為論罪科刑之根據，即難認為適法。」 
32 王梅英，告訴人在證據法上的地位，司法週刊，第 943 期，1999.8，第三版；楊雲驊，告訴人

的陳述與傳聞法則，月旦法學教室，第 15 期，2004.1，頁 20-21。 
33 林鈺雄，蓋上潘朵拉的盒子－釋字第 582 號解釋終結第六種證據方法？，月旦法學雜誌，第

115 期，2004.12，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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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因訴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

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期間個別被告及犯

罪事實仍獨立存在。故共同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而言，為被告

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於證人，自不能因案件合併關係而影響其他

共同被告原享有之上開憲法上權利。」明確揭示，本案被告以外之人

皆為證人，乃被告詰問權行使之對象；另外，釋字第 582 號解釋理由

書亦表示：「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含其他具證人適格

之人）於審判中，應依人證之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

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以未經具

結之他人陳述逕採為被告之不利證據，不僅有害於真實發現，更有害

於被告詰問證人之權利的有效行使。」是釋字 582 解釋確立被告詰問

權行使之對象必須具結，以保障被告之對質詰問權的實質有效行使。 

又最高法院 93 年度台上第 6578 號判決認為：「被害人乃被告以

外之人，本質上屬於證人，其陳述被害經過，亦應依人證之法定偵查、

審判程序具結，方得作為證據」
34
，該判決於 95 年 9 月經最高法院選

編為判例
35
，並且大法官再次於釋字第 636 號解釋理由書中明示：「刑

事案件中，任何人（包括檢舉人、被害人）於他人案件，除法律另有

規定外，皆有為證人之義務……」，是以我國實務已確定被害人之證

人原則
36
，基此，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被害人之「陳述意見」

勢必應重新定義，區隔「證言」及「意見」之範圍，換言之，被害人

之「陳述意見」應限縮為「與犯罪被害事實無關之陳述」，因為此時

被害人係基於「事件當事者」之地位而為陳述，並非以證人地位為之，

故僅得就犯罪事件之評價、量刑、被害感受、被害後之身心狀況、生

活等事項而為陳述
37
；關於本案犯罪事實者，即應踐行法定人證調查

                                                 
34 其他相關判決如：最高法院 93 年度台上字第 6828 號、94 年度台上字第 903 號、94 年度台上

字第 1001 號、94 年度台上字第 1792 號等判決。 
35 最高法院 95 年度第 18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36 早期美國基於當事人自身利害關係，所提供之證言有偏頗之虞，因此有所謂的「被害人原則」

（dead man’s statutes），禁止被害之一方出庭作證，導致被害人無法說明被害事實，造成不公平

之現象，現今被害人已得作為證人到庭宣誓、接受詰問，參考 Graham C. Lill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Evidence, 2.Edit. 1987, at 86-87. 
37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292 條之 2 第 1 項參照，根據日本法規定，被害人之陳述意見需經法院或

訴訟關係人質問，且不得採為判決之依據，僅為法院判斷之參考。另外，國內學者有認為，「被

害人陳述意見」之目的主要係讓被害人到庭針對量刑表示意見，屬於自由證明程序，參見林鈺雄，

嚴格證明法則之新紀元－最高法院近年裁判新趨勢之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9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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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始得作為判決依據。同理，告訴人之到場陳述意見，亦應採限

縮解釋，如陳述內容涉及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親身知覺、體驗事

實時，即居於證人之地位，需踐行人證調查程序
38
。

 

 

第二款  證言能力有爭議者之證人適格問題 

所謂「證言能力」係指能辨別事理、了解訊問並將自己的經驗予

以傳遞之能力
39
，其與證人適格屬不同層次之問題，有無證言能力必

須個案具體判斷。我國除刑事訴訟法第 186 條第 1 項規定，未滿 16

者及因精神障礙，不瞭解具結意義及效果者，不得令其具結者外，並

無其他法令規定限制證人之資格，學說上亦鮮少探討證言能力問題，

因此，原則上凡非經違法取證之證言，或非傳聞證據者，均具有證據

能力。惟證人之陳述係以所認知且記憶的過去事實為陳述基礎，「認

知」、「記憶」與「陳述」係證言之三大要素
40
，證言能力有問題之人，

例如：兒童證人或智能障礙證人，其是否有資格擔任證人，不無疑問。

以下分別就兒童證人及智能障礙證人之證言能力問題，探討渠等是否

具證人適格。 

 

第一目  兒童證人 

一、定義 

依據我國兒童及青少年福利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兒童及少

年，指未滿 18 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 12 歲之人；所稱少年，指

                                                                                                                                            
2007.10，頁 139-140。 
38 最高法院 93 台上字第 6838 號判決；楊雲驊，告訴人的陳述與傳聞法則，月旦法學教室，第

15 期，2004.1，頁 20-21。 
39 A.Best 著，蔡秋明、蔡兆誠、郭乃嘉譯，證據法入門：美國證據法評釋及實例解說，元照，

2002，頁 225；有學者將其稱為「受訊能力」，包括接受訊問者訊問意思之受領能力及將自己之

見聞予以傳達之傳達能力，若不瞭解訊問者之訊問，復無法將其觀念表達於外界，則缺乏證人之

訴訟能力，不得為有效之證言供述行為，參考蔡墩銘，審判心裡學，1991.2，再版，水牛大學，

頁 30。 
40 蔡墩銘，審判心裡學，1991.2，再版，水牛大學，頁 278--279。 



 22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人。」是以，本文所稱之兒童證人係指未滿 12

歲之人。 

 

二、證據能力之有無 

（一）美國法規定 

過去許多心理學研究認為，兒童智能無法區分夢幻與實情，且容

易受到他人暗示，易從習慣、自己的想像力和他人所給的暗示中擷取

素材而陳述，因此，兒童證人之證言具有危險性的，應禁止兒童在法

庭上作證，故早期美國實務禁止兒童作證，即使兒童本身為被害人，

仍需藉由其他成人之證言，方得作有罪判決之依據
41
。 

1960 年代起，於女性主義者與兒童保護工作者之積極倡導下，

整體社會愈來愈重視兒童權利，法官與陪審團開始聽取兒童的陳述，

以資判斷其是否得為證人
42
；因此，美國有些州（例如：Georgia 州）

利用是否理解宣誓意義此項標準來判斷兒童是否有證述資格；所謂

「理解宣誓意義」，並非指兒童需解釋「宣誓」的意義為何，或是舉

例說明何謂宣誓，兒童只要能區分真話與謊話，理解二者之差異，並

且同意自己於審判中之陳述均為真話，即屬「理解宣誓意義」
43
。嗣

後，根據美國聯邦證據法第 601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任何

人均有證人適格。但在民事訴訟程序與其他民事程序中，關於請求或

抗辯之事項應適用各州法律規定時，證人適格應依該州法律規定定

之。」
44
因此，近來許多州採取聯邦證據法見解，明文規定任何人均

有作證能力。有學者認為聯邦證據法之規定不僅肯認兒童證人之證人

適格，且未規定得對兒童證人之證人適格作審證，似乎隱含禁止審查

之意思
45
。惟按聯邦證據法第 403 條規定：「證據雖有關聯性，但其基

本證明價值明顯不及其所含之不當偏頗效果，有混淆爭點或誤導陪審
                                                 
41 伊莉莎白．羅芙托斯、凱薩琳．柯茜著，浩平譯，辯方證人，二版，2005.12，商周，頁 195-196。 
42 伊莉莎白．羅芙托斯、凱薩琳．柯茜著，浩平譯，辯方證人，二版，2005.12，商周，頁 196。 
43 Perry, N.W. & Wrightsman, L.S.(1991), The Child Wintness: Legal Issues And Dilemmas, Sage 
Publication, U.S.A.,pp.40-49. 
44 Arthur Best 著，蔡秋明、蔡兆誠、郭乃嘉譯，證據法入門，2002.12，初版，元照，頁 187。 
45 Arthur Best 著，蔡秋明，蔡兆誠，郭乃嘉譯，證據法入門，2002.12，初版，元照，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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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之危險，或經認係不當延遲、耗費時間或不必要之重複舉證時，均

得排除之。」又第 603 條規定：「證人在作證前，應以宣誓或鄭重宣

言之方式宣誓其將據實作證，該宣誓或鄭重宣言應以足以喚醒該證人

之良知，及提醒其負有此項義務之心理之方式為之。」據此，如法院

認為兒童無法分辨真假以致證明力太低時，仍可藉由上開二條文排除

兒童作證
46
。 

另外，美國有些州採取混合方式立法，原則上肯認兒童有作證能

力，若其無法陳述或是無法理解據實陳述義務，則例外排除其證人適

格。例如：Kentucky 州原則上認為任何人均則作為證人，惟若法院

認為該名證人並無證言能力時，則不得作為證人
47
。又佛羅里達州證

據法第 601 條規定
48
：「除法律另有規定者外，任何人均適格當證人。」

又第 603 條規定
49
：「法官如認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其人即不適格作

為證人作證：（1）關於事實之敘述方法，不論直接敘述或透過瞭解其

人之解說員，均無法表達使人瞭解者；（2）不能瞭解證人據實陳述之

責任者。」以及加州證據法第 700 條規定：「除成文法律另有規定外，

任何年紀之人均可擔任證人；所有人均得就任何事項作證。」又第

701 條 a 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充任證人：（1）無論以直

接陳述或透過他人傳譯，均無法就事項明表至可以理解程度之人；（2）

無法理解證人有必須據實陳述義務之人。」
50
，上開州法原則上均肯

認兒童證人之證人適格，但缺乏陳述能力或無法理解據實陳述義務

者，例外排除渠等之證人資格。 

綜上所述，現今美國社會認為，證人適格之兒童，除必須對事件

之發生具有注意力、記憶力，以及掌握真假之能力外，亦應理解據實

陳述義務，而通常大多數 3至 4 歲之兒童，已經具備這些能力，應認

為其證言具有證據能力
51
。 

                                                 
46 Arthur Best 著，蔡秋明、蔡兆誠、郭乃嘉譯，證據法入門，2002.12，初版，元照，頁 190。 
47 Uath Code Ann. §76-5-410 ( Supp.1986)，轉引自 Perry, N.W. & Wrightsman, L.S.(1991), The Child 
Wintness: Legal Issues And Dilemmas, Sage Publication, U.S.A., at 48. 
48 陳祐治，佛羅里達證據法逐條釋義，翰蘆，2006.2，頁 195。 
49 陳祐治，佛羅里達證據法逐條釋義，翰蘆，2006.2，頁 202。 
50 A.Snyder、A.Bocchino & D.Sonenshein 著，蔡秋明、魏玉英譯，加州證據法與異議實務，商周

出版，2005.1，頁 128-129。 
51 彭南元，兒童性侵案件中兒童證人及專家鑑定之研究，律師雜誌，253 期，200.10，頁 3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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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法規定 

日本刑事訴訟法除法律上（刑事訴訟法第 144、145 條）及理論

上不得作為證人者（例如本案法官、書記官、公訴檢察官等）外，並

未對於證人適格有所限制，僅於第 155 條第 1項規定，對於不能理解

宣誓意旨之人，不得令其宣誓而直接訊問；同條第 2項規定，無宣誓

能力之人經宣誓，亦無妨礙其供述之證據能力
52
，而實務上亦曾肯認

幼兒
53
及精神障礙者

54
具證人適格。惟有論者認為，仍須就具體個案審

酌證人是否具備證言能力，例如：考量其精神發展階段、見聞待證事

實或證述時之精神狀況等事項
55
。甚至有學者認為，幼兒為性侵害被

害人者，得參酌英美法要求補強證據
56
。 

 

（三）我國法 

我國刑事訴訟法並無明文限制兒童證言之證據能力，僅於刑事訴

訟法第 186 條第 1 款規定，未滿 16 歲者不得令其具結。實務及學說

對於證人適格亦無年齡的限制，對於兒童證言是否具有證據能力之問

題，採取肯定見解，但不得以其作為唯一之判決依據
57
。 

 

三、兒童發展狀況 

（一）認知 

                                                 
52 松本時夫、土本武司，条解刑事訴訟法，弘文堂，第三版增補版，平成 18 年 6 月 15 日，頁

235-236。 
53 東京地判昭 48.11.14 判時 723-24；大阪高判昭 44.1.28 判時 572-88；東京高判昭 46.10.20 判時

657-93；福岡地小倉支判昭 49.1.30 判時 748-126 參照。 
54 最判昭 23.12.24 刑集 2-14-1883 參照。 
55 松本時夫、土本武司，条解刑事訴訟法，弘文堂，第三版增補版，平成 18 年 6 月 15 日，頁

220-221。 
56 松尾浩也著，張凌譯，日本刑事訴訟法（下卷），新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8，頁 57。  
57 最高法院 63 年度台上字第 3501 判例：「年齡在八歲以下幼童，雖其所為證言無具結能力，非

絕對無證據能力，然其證言是否可信，審理事實之法院仍應為其他證據調查，以為取捨之依據」；

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第五版，2007.9，作者自版，頁 514。 
。蔡墩銘，刑事訴訟法論，五南，2002.10，五版，頁 266；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作者

自行出版，2007.9，五版，頁 514；張麗卿，刑事訴訟法理論與運用，五南出版社，2004.9，九

版，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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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Piaget 的認知發展階段論，兒童的認知能力可分為四個階

段。第一個階段為「感覺動作期」，時間約為自出生至二、三歲；在

這個階段中，嬰幼兒會發展出「物體仍存概念」以及「因果關係的認

知概念」，亦即嬰幼兒可瞭解到某個物或某個人雖然看不到，但仍存

在於這世界上的某個角落，以及對於非常直接與立即的因果事件有所

瞭解，例如：滾動的球撞到靜止的球，另一個球開始滾動，換言之，

此時的嬰幼兒大部分透過動作來理解，認知表徵能力有限
58
。第二階

段為「前運思期」，時間約為自二、三歲至六、七歲。在這個階段兒

童開始可以使用簡單的語言、數字及符號表徵，除了實際出現過的物

體表徵外，兒童也開始可以想像未出現的人、事、物，但他們還沒有

能力運用邏輯思考來操縱這些表徵，亦即他們可能分辨不清想像與真

實，而且也會出現模仿的現象
59
。第三階段為「具體運思期」，時間約

為自六、七歲至十、十一歲左右，此時兒童能作邏輯性的思考，以符

號來執行心智活動，思考的彈性逐漸增加
60
。最後，到了青少年時期，

即進入「正式運思期」，這是認知發展的最後一個階段，此時青少年

已經能夠處理抽象概念、測試假設，並看出各種可能性。惟有研究指

出，有些正常人的發展階段僅到具體運思期，而不會進入「正式運思

期」
61
。 

 

（二）記憶 

有研究指出，於運用再認方式（認出先前所看過東西的能力）的

實驗中，發現二歲的孩子的正確度約為 80%，四歲的孩子的正確率可

達 90%；而於運用回憶方式（從記憶重現有關的知識）的實驗中，二

歲的孩子的正確率平均只有 20%，四歲的孩子的回憶明顯更好
62
。惟

                                                 
58 Papalia, D.E. & Olds, S.W.著，黃慧真譯，發展心理學：人類心理學，桂冠出版社，1994，頁

187-197。 
59 Papalia, D.E. & Olds, S.W.著，黃慧真譯，發展心理學：人類心理學，桂冠出版社，1994，頁

301-312。 
60 Papalia, D.E. & Olds, S.W.著，黃慧真譯，發展心理學：人類心理學，桂冠出版社，1994，頁

403-405。 
61 Papalia, D.E. & Olds, S.W.著，黃慧真譯，發展心理學：人類心理學，桂冠出版社，1994，頁

527-530。 
62 Papalia, D.E. & Olds, S.W.著，黃慧真譯，發展心理學：人類心理學，桂冠，1994，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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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研究發現，只要三天，幼兒的記憶力便會明顯下降，因而推斷經

過七週以上的時間，記憶將會嚴重模糊
63
。一般而言，兒童在八歲以

前，其「選擇性」、「知覺力」較不完整，兒童愈年幼，其「注意力」

愈不易集中，對於事件的感受也愈不深刻，因此，愈年幼的兒童的記

憶正確性較低
64
。 

 

（三）語言能力 

根據研究發現，一歲之前的嬰幼兒會發出咕咕笑、吱吱聲或像是

字彙的聲音，但該等聲音並非是語言，也非指涉其他物體。而一歲以

後的幼兒所發出的單字就開始有意義，並且此時幼兒可以使用兩個相

關的字來表達自己的意思或是能描述正在發生的事
65
。到了三歲左

右，兒童已經能夠傳遞自己的意思，隨著年齡的發展，兒童會繼續擴

充自己的字彙，並增加不同的語言表達方式
66
。 

兒童大概於六到十二歲間，會學到更多的語言字彙與文法，並且

逐漸發展出中間溝通能力（metacommunication），知道自己與他人溝

通時所遇到的情境，了解溝通的過程為何
67
。對於尚未發展出中間溝

通能力的兒童而言，其與成人對話時會出現點頭的現象，但事實上他

們並不明白對話的內容。因此，在詢問兒童證人時，要特別小心，因

為兒童證人可能對詢問者問話點頭，但事實上他其實不知道詢問者在

說什麼，而且也不知道自己並不明白問題的意義，只是習慣性的點頭
68
。 

 

                                                 
63 伊莉莎白．羅芙托斯、凱薩琳．柯茜著，浩平譯，辯方證人，二版，2005.12，商周，2005.12，

頁 205。 
64 陳慧女、陳美燕，兒童證人與專家作證，收錄於「法律犯罪心理學」，2004.2，頁 540。 
65 Papalia, D.E. & Olds, S.W.著，黃慧真譯，發展心理學：人類心理學，桂冠，1994，頁 204-209。 
66 Papalia, D.E. & Olds, S.W.著，黃慧真譯，發展心理學：人類心理學，桂冠，1994，頁 312-315。 
67 Papalia, D.E. & Olds, S.W.著，黃慧真譯，發展心理學：人類心理學，桂冠，1994，頁 419。 
68 許潔怡，刑事訴訟程序中兒童證言之研究—以證言可信度為中心，國立成功大學法律學研究

所碩士論文，2008.2，頁 59。事實上，成人有時候也會這樣，對於詢問者的問話答「嗯」或「是」，

但其實只是在表達聽到對方的問話，並非為贊同的意思，警詢筆錄卻往往將詢問者的問話轉為肯

定句，成為被詢問者的回答，引發諸多爭議。據此，警詢筆錄應詳實記載前後問答，以便前後文

對照，瞭解被詢問者的回答全貌及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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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證言能力涉及對於過去經驗的認知能力、記憶力及語言發展能

力，雖然未必所有兒童均不具證言能力，但大多數兒童的心智發育及

對事件之理解能力未如成人般成熟，此為不爭之事實，尤其是嬰幼

兒，渠等不僅欠缺語言能力，且對外在物理變化亦非了解，渠等是否

得作為證人，實有疑慮。從上述之實證研究中可以發現，一歲以後之

幼兒始發展出語言能力，三歲以前之幼兒雖然會發展出物體仍存概念

以及直接因果關係的認知概念，但渠等的表徵能力仍有限，回憶能力

也不足，在記憶力較低的情況下，記憶更容易被外界刺激或訊息所混

淆，渠等是否能區分真實與謊言，令人懷疑。因此，本文認為，原則

上兒童具有證人適格，但法院需審查其是否具備分辨真實與謊言的能

力，若不具備分辨二者之能力者，則應排除其證人資格，尤其是對於

未滿三歲之兒童，法院更應謹慎審酌之。 

 

第二目  智能障礙者  

因證言能力涉及對於真實與謊言之分辨能力，其主要與身心障礙

有關，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3條規定，身心障礙分為智能障礙、視覺障

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身體病弱、嚴重情緒障礙、學

習障礙、多重障礙、自閉症、發展遲緩以及其他顯著障礙等十二類別，

又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關於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

身心障礙別統計資料中，身心障礙分為智障、視障、精神病患、聲（語）

障、聽障、肢障多重障礙及其他等八類別，其中可能涉及證人適格問

題者，為智能障礙與精神疾病二種
69
。由於精神疾病之種類與範圍，

醫學界一直無法取得共識，此由目前精神醫學領域之權威著作，即美

                                                 
69 因知覺、記憶、與陳述能力主要與個人之智能、精神狀況有關，一般而言，視覺、語言及聽

覺障礙屬於知覺類障礙，肢體障礙與身體病弱屬於運動功能障礙類型，自閉症、嚴重情緒障礙與

發展遲緩則屬於廣泛性的發展缺陷，而學習障礙主要是在學業方面有影響，因未影響其陳述能力

（因聽覺障礙影響語言障礙者，不在此限），因此，作為證人並無疑慮。多重障礙係指同時符合

兩種以上類型之障礙，因此，判斷其是否得作為證人，仍須回歸是否有智能方面或陳述方面的缺

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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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精神醫學會及統計委員會所出版之精神疾患診斷統計手冊

（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ourth Eaition）之作者群指出目前「精神疾病」仍無法明確定義可

證
70
。因此，礙於精神醫學領域之浩瀚，本文僅就智能障礙者之證言

能力探究之
71
。 

根據 DSM-IV 精神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四版）之定義
72
，所謂智

能障礙者係指智力功能顯著低於平均水準（智商約 70 或更低），且同

時有下列兩項以上之適應功能缺陷或損害者，如溝通、自我照顧、社

交或人際關係技巧、使用社區資源、自我管理、功能性學業技能、工

作、休閒娛樂、健康及安全維護等，屬於一種知功能方面的障礙。而

智力功能的判斷通常是透過一種或多種的標準化個人測驗，測驗結果

若低於平均值兩個標準差的分數以上，以及出現明顯的適應功能問題

時，極可能被判定為智能障礙。又依測驗分數，可分為輕度、中度、

重度及極重度等四種不同程度的智能障礙。 

一般而言，輕度智能障礙者係指智力約在 50－55 分至 70 分之間

者，渠等小時候與其他人差異不大，通常就學後始發覺異狀，但透過

適當的特殊教育，渠等仍有足夠的社會技能及職業技能來維持自我獨

立生活。中度智能障礙者係指智力在 35－40 分至 50－55 分之間者，

渠等透過適當的特殊教育後，約有七、八歲兒童之認知能力，可以學

到基本的溝通技能、社會及職業訓練技能，但較難理解社交辭令或交

往關係。重度智能障礙者係指智力在 20－25 分至 35－40 分之間者，

大部分於幼兒時期，無法學會溝通語言，到學齡階段後才能學會說話

或可訓練一些基本自我照顧技能，經過特殊教育，得學會基本字彙及

簡單算數。而極重度智能障礙者係指智力在 20－25 分以下者，渠等

                                                 
70 黃致豪，刑事審判中精神疾患證人證言證據能力標準之再建構，東吳大學法律學系法律專業

碩士班碩士論文，2005.7，頁 38。 
71 以下整理自孔繁鐘、孔繁錦編譯，DSM－IV 精神疾病診斷統計手冊，合計圖書公司出版，

2000.3，頁 53-63。另外，文獻上有從司法精神醫學出發，認為證人應具備之基本能力分為三階

段：「輸入機制（基本感官知覺）」－「處理機制（資訊取得、處理與儲存）」－「輸出機制（口

語或文字陳述能力）」，從而建構精神疾患證人證言之證據能力，惟其前提係以具結能力作為證據

能力之標準，參見黃致豪，刑事審判中精神疾患證人證言證據能力標準之再建構，東吳大學法律

學系法律專業碩士班碩士論文，2005.7。 
72 孔繁鐘、孔繁錦將 Mental Retardation 翻譯為「智能不足」，惟智能不足含有貶低之意涵，故本

文依照特殊教育法之用語，稱「智能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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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具有約二歲以下幼兒之認知功能。 

因此，智能障礙者除了使用詞彙較少，無法使用複雜的語句外，

渠等注意力、記憶力亦較一般人低，其是否具有證人資格，以及其證

言可信度如何，均有討論之必要。我國實務及學說對於智能障礙者是

否得作為證人之問題，係採肯定見解
73
，僅依刑事訴訟法第 186 條第

1 項認為，因精神障礙，不能了解具結意義及效果者，不得命其具結；

惟該條所謂之「精神障礙」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6 條「心智障礙」

有何差異？又是否可歸於精神醫學上所稱之精神疾病中？在在顯示

出我國法律用語與醫學用語無法相配合之弊端，造成判斷上之困難。

基於上述兒童證人適格之討論，本文認為，原則上智能障礙者雖具有

證人適格，但法院應審酌其是否能區辨真實與謊言之能力，尤其是對

於極重度智能障礙者，因其僅具有約二歲兒童之認知能力，法院需謹

慎判斷該證人是否具備基於自己過去經驗之記憶而為供述的能力。 

 

第三項  拒絕證言權 

由於我國刑法修正，大部分之妨害性自主罪改為非告訴乃論之

罪，被害人均有作證義務，然而，刑事訴訟法第 186 條第 2 項規定：

「證人有第 181 條之情形者，應告以得拒絕證言。」第 181 條規定：

「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其有前條第 1 項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

處罰者，得拒絕證言。」又第 180 條係就某些身分關係，考量證據品

質及維護婚姻、家庭制度，賦予與被告有特定關係之人得拒絕作證。

證人拒絕證言者，應將拒絕之原因釋明之，但於第 181 條情形，令證

人釋明原因，即等同承認自己或特定身分關係之人有受刑事追訴或處

罰之虞，因此，檢察官或法官得命具結以代釋明（刑事訴訟法第 183

條第 1項）。 

於性侵害案件中，被害人可能拒絕證言的情形為，一、性交易者，

因他方事後不給付金錢，憤而提起強制性交告訴，惟恐因陳述暴露自

                                                 
73 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作者自版，2007.9，五版，頁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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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為性交易而拒絕證言；二、第 180 條第 1項一定身分關係者間之妨

害性自主行為，被害人恐因陳述致被告受刑事責任或處罰。而於兒童

證人關於第 181 條拒絕證言權之情形，涉及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可否

代兒童主張之問題，尤其在家庭亂倫事件（包含一定親等間之亂倫或

家長家屬間之亂倫）或母親同居人性侵事件，加害人往往為兒童生活

上主要之經濟來源或照顧者，要求兒童作證指控加害人，可造成兒童

矛盾與不安，而且加害人也可能親自或透過其他家屬要求兒童拒絕作

證。據此，本文認為，法官或檢察官應善盡告知義務，使兒童證人與

其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清楚瞭解其訴訟上權利，對於無法理解行使拒

絕證言權意涵之未成年，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得代其為意思表示，但

基於避免利害衝突，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為被告者，不在此限
74
。又

為避免被告親自或透過其他家屬要求兒童拒絕作證，社會主管機構應

予介入，聲請法院宣告停止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另行選定或

改定監護人或宣告終止收養關係
75
，並協助人身安全之照護與安置。 

至於法院違反對證人拒絕證言權之告知義務，該證言是否具有證

據能力，實務和學說有所爭議；有認為拒絕證言權，專屬證人之權利，

非當事人所得主張，證人拒絕權及法院告知義務之規定，皆為保護證

人而設，非為保護被告，故法院或檢察官違反告知義務所生之法律效

果，僅對證人生效，是以違反告知義務之證人證詞，對訴訟當事人仍

具證據能力，至於證據之證明力如何，則由法官依具體個案判斷之。

（最高法院 95 年度台上字第 909 號判決參照）
76
。有認為，法院或檢

察官違反告知義務之證人證詞是否具有證據能力，應分別情形以觀：

一、基於被告本人之案件，應認屬因違背法定訴訟程序所取得之證

據，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 4所定均衡原則為審酌、判斷其有無

證據能力，而非為純屬證據證明力之問題；二、至若該證人因此成為

「被告」追訴之對象，則其先前居於證人身分所為不利於己之陳述，

基於不自證己罪原則及法定正當程序理論，應認對該證人（被告）不

                                                 
74 相同見解，林鈺雄，對第三人之身體檢查處分－立法原則之形成，臺大法學論叢，第 33 卷第

4 期，2004.7，頁 129-130。 
75 在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為加害人之兒童性侵害案件，依兒童及少年福利法第 48 條規定，兒童

及少年或其最近尊親屬、主管機關、兒童及少年福利機構或其他利害關係人，可以聲請法院宣告

停止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另行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或宣告終止收養關係。 
76 王兆鵬，刑事訴訟講義，2005.9，元照，頁 66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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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作為證據。（最高法院 96 年度台上字第 1043 號判決參照）
77
。 

本文認為，拒絕證言權之目的除保護證人以外，兼有發現真實之

功用，避免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一定身分關係之人受到刑事追訴或

處罰，而嫁禍於他人，防止被告因證人虛偽之陳述而遭受不利益，因

此，告知證人得拒絕作證間接促使被告獲得保障，換言之，違反告知

義務所得之證人證詞，對本案被告而言，並非「無不利之影響」。故

而，依照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 4 權衡被告受侵害權益之種類或輕

重，審酌該證言有無證據能力，較為可採，且鑑於此種證言之危險性，

不得作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尚須另有其他證據補強之
78
。 

 

第四項  小結 

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 2 項規定：「無證據能力、未經合法調查

之證據，不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律程序原

則，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採證據裁判及自白任意性等原則。刑事訴

訟法據以規定嚴格證明法則，必須具備證據能力之證據，經合法調

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信心證，始能判決被

告有罪（大法官釋字第 582 號解釋意旨參照）。被害人關於犯罪事實

之陳述應屬證言，需踐行合法之人證調查程序，其陳述方得作為判決

依據。惟證人適格方面，本文認為基於證言真實性與訴訟經濟考量，

倘若證人無法區分真實或謊言，欠缺將自己過去經驗表達出來之智能

時，應排除其證人適格。然而，由於證人是否說謊、證言是否可信，

屬證明力與偽證罪之問題，且就經驗法則而言，一般人得區分真實或

謊言，實務上並無必要針對每位證人之證言能力作審查，但因兒童及

智能障礙者之認知能力較不成熟，且毋須具結，因此，本文認為法院

至少應就年幼者及重度智障者之證言能力予以審查，尤其是對於三歲

以下與極重度智能障礙者之證人適格問題，應謹慎判斷之。另外，兒

                                                 
77 楊雲驊，未告知證人拒絕證言權之法律效果－評最高法院 95 年度台上字第 909 號、95 年度台

上字第 2426 號、96 年度台上字第 1043 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99 號，2007.10，頁 162-165。 
78 楊雲驊，未告知證人拒絕證言權之法律效果－評最高法院 95 年度台上字第 909 號、95 年度台

上字第 2426 號、96 年度台上字第 1043 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99 號，2007.10，頁 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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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被害人得基於刑事訴訟法第 181 條行使拒絕證言權，無法理解拒絕

證言意涵之兒童，非被告之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得代為行使權利。 

 

第三節 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流程 

第一項  概說 

一、方案之源起及目標 

鑑於性侵害案件之特殊性，其處理所牽涉之層面極為廣泛，從受

理案件、情緒安撫、驗傷取證、偵訊筆錄製作到審理調查，以及事後

的心理輔導治療、人身安置等過程，包含醫療、警政、檢調、司法單

位及社政單位之處遇，非單一機構所能解決
79
，而且，美國自 1970 年

代起，即已認為對於兒童或智能障礙者的詢（訊）問，以跨單位合作

會同詢（訊）問模式是一種有效的調查方式，不但降低各單位訊問被

害人之次數，減少各單位處理上之衝突，可防止兒童證人因再三詢問

而受影響、污染證言
80
。因此，對被害人而言，如果這些單位合作緊

密，組成專業團隊會同詢（訊）問，整合各單位資源，不但可以避免

被害人往返於各單位間之時間，減低被害人之二度傷害，並可防止緝

捕行為人與蒐證時機之喪失，提高經濟效益與服務效能。 

為了達到上述目的，避免性侵害被害人在進入司法程序過程中，

面對醫療人員、社工人員、警員、檢察官，需不斷回想被害過程，而

加重創傷反應，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於民國 89 年訂

定「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
81
（下稱：減述作業），

整合了檢察、警察、社政、醫療四大體系，提供完整的服務，嗣後為

因應 92 年刑事訴訟法修正以及 94 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修正，遂於

94 年修正減述作業要點及研擬相關配套措施，並於同年 11 月 8 日函

                                                 
79 性侵害防治工作人員服務手冊，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6.12..15，初版，頁

B-1。 
80 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工作手冊，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2006.6，二版，頁 C-1。 
81 參見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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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減述作業與一般性侵害案件之處理最大的不同點在於，本作業以

全程連續錄音錄影與專業人員會同詢（訊）問之方式進行，並使檢察

官之偵訊提早進入，提高偵辦時效及證言可信度，降低被害人重複被

詢問之次數。減述作業自 90 年 1 月 1 日起先從北市、高雄縣及花蓮

縣開始實施，並被美國國務院「2001 年各國人權報告」視為我國婦

女人權進步之指標。截至 2006 年止，已有 20 個直轄市、縣（市）政

府參與
82
。 

 

二、適用對象 

根據減述作業要點第 3 點規定，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為智障或

18 歲以下者，其詢（訊）問依本要點辦理，其目的係防止兒少與心

智障礙者之證言因反覆訊問而受到污染。但經專案社工人員訊前訪視

認為不適宜或不必要者，不在此限。此外，上開對象以外之性侵害被

害人，經其申請，且經專案社工人員訊前訪視，認有以減述作業流程

保護之必要且適宜者，亦適用之。 

 

第二項  減述作業之詢（訊）問 

第一款 訊前訪視 

受理性侵害案件之單位可能為警政系統、社政系統、醫療系統或

教育系統，任何單位接獲性侵害案件，必須依法填寫「受理性侵害事

件知會單」，於 24 小時內向各直轄市及縣（市）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通報，通報內容、通報人之性名、住居所及其他足資識別身分

之資訊，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8 條），

受理單位並應向被害人說明案件處理流程與被害人相關之保護措

施，同時交付「性侵害被害人權益保障事項說明手冊」。 

                                                 
82 參考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網站資料：

http://dspc.moi.gov.tw/ct.asp?xItem=921&CtNode=583&mp=1（上網時間：200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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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社政人員在減述作業中係擔任個案總管理的角色，其對於性

侵害案件需要深入訪談、評估、提供服務資源、轉介相關單位，負有

通報、評估、兒童保護、原生家庭輔導、轉介、資源整合等責任
83
。

根據減述作業要點第 3、4、5 點規定，社工人員接獲性侵害案件通報

後，必須先對被害人進行訊前訪視，了解案情，徵詢其參與此作業流

程之意願，告知被害人有關此作業過程及刑事訴訟上之權益，進行訪

談，並填具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紀錄表，考

量被害人的狀況，如語言能力、溝通能力、文化背景、特殊需求、情

緒狀態或發展等問題，評估其是否適合進入減述作業。惟案件發生後

顯有保全證據或逮捕現行犯等急迫情形，而有即時訊（訊）問被害人

之必要者，應先由司（軍）法警察（官）或少年法院（庭）法官、檢

察官、軍事檢察官訊問完畢後，再由社工人員對被害人進行訊前訪

視，此部分處理完後，被害人仍有權決定是否參與減述作業程序。實

務上，社工人員常利用在醫療院所等待檢驗傷的時間，一方面安撫被

害人，一方面進行評估作業
84
。若社政人員評估後，認為適合開啟流

程，尚須告知被害人相關權益，請其填具「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

複陳述作業同意書」，如被害人係 12 歲以下之人，需經監護人或法定

代理人之同意，但加害人即為其監護人或法定代理人，不在此限（第

6 點）。 

若警政單位接獲被害人通報，應即派遣專責人員到場，協助被害

人送醫驗傷，同時通知社工人員到場進行訊前訪視，並與婦幼警察隊

的聯繫。若被害人直接到地檢署提出告訴或按鈴申告，地檢署受理時

應通知社工及警察機關，如需進入減述作業程序者，可利用地檢署雙

向視訊法庭進行訊問。 

 

                                                 
83 詳見性侵害防治工作人員服務手冊，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6.12..15，初版，

頁 B-1 至 B-7。 
84 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工作手冊，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2006.6，二版，頁 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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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詢（訊）問階段 

第一目 詢（訊）問三階段 

按詢（訊）問階段共分為「詢（訊）問前的準備期」、「詢（訊）

問期」及「詢（訊）問結束期」三階段。詢（訊）問前的準備期乃事

前的協調與溝通，瞭解被害人整體狀況，建立團隊的角色分工與默

契，以及準備各項儀器設備與工具，若被害人為幼兒者，社工人員尚

需準備安撫被害人之相關玩具。 

基於減述作業之理念，原則上，詢（訊）問期的主導詢（訊）問

者應為檢察官，但實務上，檢察官經常不在現場，因此，詢（訊）問

團隊主要是由司（軍）警察（官）及社政單位會同辦理
85
，並使被害

人之法定代理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等有

陪同在場，並給予渠等陳述意見之機會。詳細處理方式為司（軍）警

察（官）二人一組，分別詢問、製作筆錄
86
，而社工人員另行製作紀

錄，並在旁陪同，給予被害人及家屬情緒支持，且得陳述意見，必要

時得請醫療或相關專業人員協助（減述作業要點第 7點第 1 項、第 8

點、第 11 點及第 13 點），若察覺被害人有休息之必要時，應向檢察

官提出建議
87
。其次，訊（詢）問過程應全程連續錄音錄影，啟動之

                                                 
85 由於實務上減述作業程序主問者多半為司法警察（官），有時因被害人之特殊性，甚至由專業

社工人員詢問被害人，有論者認為，主問者身分角色不同有影響取證結果之虞，參見許潔怡，刑

事訴訟程序中兒童證言之研究—以證言可信度為中心國立成功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8.2，頁 41。 
86 依據「檢察暨司法警察機關偵辦性侵害犯罪案件參考要領」，針對性侵害犯罪案件之訊（詢）

問被害人，除需依照「六 W」原則外，尚須注意以下重點： 
1、何人（who）：被害人年齡？身心狀態？加害人年齡？被害人之年齡可能涉及是否該當刑法第

222 條第 2 款、第 227 條獲第 333 條第 1 項。被害人身心狀況，可能涉及是否該當刑法第 222 條

第 3 款或第 225 條。加害人年齡可能涉及是否該當刑法地 227 調之 1。 
2、何地（where）：被害地點？犯罪地點為住宅或居住之建築物或船艦，可能涉及是否該當刑法

第 222 條第 7 款。 
3、何時（when）：是否乘被害人身心狀態不能或不知抗拒之機會等，可能涉及是否該當刑法第

225 條或第 227 條。 
4、何事（what）：性侵害之型態為性交或猥褻？既遂或未遂？ 
5、如何（how）：有無使用強制手段、施行詐術、違反個人意願等行為？ 
6、為何（why）：被害人與加害人關係？可能涉及有無「合意」？或是否該當刑法第 228 條等問

題。 
87 性侵害防治工作人員服務手冊，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6.12..15，初版，頁

B-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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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與停錄之前均需宣告時間等事項，並確保錄音錄影設備狀態良好，

畫面完整清晰，呈現被詢（訊）問人之語氣、表情及肢體動作，蓋錄

影會談之優點在於可以全方位地紀錄被害人臉部表情、肢體語言等生

理反應，尤其在被害人為幼兒時，可以觀察幼兒無法用言語表達的部

分，以利發現真實，心理治療師亦得運用錄影紀錄來協助兒童處理創

傷。如果此時受訊者不同意錄音錄影，可能會影響法關心證，降低證

言的證明力，故詢（訊）問人員應告知其相關權益事項。另外，詢問

時得以電腦視訊系統連線少年法院（庭）、檢察、軍事檢察等機關，

由少年法院（庭）法官、檢察官、軍事檢察官透過雙向視訊親自訊問

或指揮司（軍）法警察（官）執行（減述作業要點第 7 點第 2 項、

第 9 點）。 

於詢（訊）問結束期，通常由主問者負責複誦詢（訊）問內容，

並向被害人進行說明，由警政人員負責錄影帶確認與封緘，社工人員

負責平撫被害人情緒幫助被害人降低心理負擔
88
，確保被害人是在安

全舒坦的氣氛中結束詢（訊）問。根據減述作業要點規定，詢問錄影

錄音光碟經被害人確認後，應以證物方式隨同卷宗移送檢察署或法院
89
，檢察官及法官在日後開庭時，宜先勘驗錄影錄光碟，瞭解被害人

陳述內容，避免就同一事項重複傳訊被害人，使被害人無須因一再回

憶受害過程而受到二度傷害（減述作業要點第 14 點、第 15 點及第

17 點）。 

 

第二目  檢察署視訊系統之配置 

按詢（訊）問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應選擇適當處所，以懇切態度

耐心為之，並以一次詢畢為原則，非有必要，不得再次詢問；對於心

智障礙或其他陳述有困難之被害人，應給予充分陳述之機會，詳細調

                                                 
88 性侵害防治工作人員服務手冊，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6.12..15，初版，頁

B-21。 
89 司（軍）法警察（官）詢問完畢後，應即檢同筆錄及相關資料，以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方

式向少年法院（庭）法官、檢察官、軍事檢察官報告，少年法院（庭）法官、檢察官、軍事檢察

官如認有不足時，應即指揮司（軍）法警察（官）補訊（減述作業要點第 3、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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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必要時得恰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相關人

員協助。如有對質或指認之必要時，應採取保護被害人之適當措施。

為配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實施，法務部陸續於 86 年 2 月及 88 年 4

月間指示各檢察署規劃裝設「證人指認牆」，以及設計適合訊問性侵

害被害人之特別偵查庭，亦即以較溫暖、具親切感之談話室取代傳統

之偵查庭，並配置偵訊輔助娃娃等設備
90
。 

以士林地方法院檢察署為例，其於第 1 偵查庭隔間增闢特別偵查

庭，設置性侵害被害人之談話室及休息室；談話室內裝設彩色電視機

及隱藏式高解析色彩攝影機、高感度麥克風。另於第 9偵查庭裝設彩

色電視機、攝影機、迴轉及鏡頭控制器、自動選台器、子母畫面處理

機、隱藏式高感度麥克風等設備。談話室及第 9 偵查庭法檯後側之攝

影機係架設於萬向旋轉台上，且配有 10 倍自動聚焦變焦鏡頭，可自

由調整畫面位置、遠近及焦距，第 9偵查庭之自動選台器並可選擇運

作面對法檯或法檯後側之攝影機，使鏡頭對準法檯（即檢察官）或法

檯前方（即被告、辯護人等），檢察官及被告在第 9 偵查庭，而被害

人在第 1偵查庭，由檢察官透過上開儀器進行偵訊，被害人無須直接

面對被告
91
。又被害人及陪同人員係由便衣女法警陪同，經由專用走

道進出休息室或談話室，被害人在談話室接受訊問或經由雙向電視系

統對質時，係由便衣女法警及其他得陪同之人員全程在場陪同，偵查

完畢後，被害人及陪同人員亦由專用走道離開
92
，避免被害人見到被

告，而情緒激動，再度受到傷害。 

 

第三目  偵訊輔助娃娃之適用問題 

訴訟上，兒童證人之問題與智能障礙證人之問題往往相似，二者

人證調查時，均使用偵訊輔助娃娃，以下討論雖以兒童證人為主，但

亦適用於智能障礙證人之研究，合先敘明。 

 

                                                 
90 凃秀蕊，性侵害、性騷擾法律救援，永然文化，2006.4，初版，頁 228-229。 
91 凃秀蕊，性侵害、性騷擾法律救援，永然文化，2006.4，初版，頁 231。 
92 凃秀蕊，性侵害、性騷擾法律救援，永然文化，2006.4，初版，頁 23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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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詢（訊）問兒童證人之團隊 

誠如前述，詢（訊）問過程中，詢（訊）問者的工作並非去相信

孩子，而是要去傾聽、評估、鑑定，並嘗試去證明被害者之陳述，然

而，當兒童被害人之證言為該案之唯一證據時，難以成為被告有罪判

決之依據，又因對於兒童證人的詢（訊）問要比對一般證人詢（訊）

問困難，除了其心智發展及溝通能力不成熟以外，兒童對於詢（訊）

者問題的理解度，以及詢（訊）問者對於兒童陳述的理解程度等，都

是加深調查兒童證人困難的原因，其等證言之可信度往往遭受被告或

辯護人之攻擊。因此，處理兒童性侵害案件時，宜由法律及社會服務

專家組成團隊來詢（訊）問，較能完整蒐集資料，給予兒童較多支持

與安撫，又因兒童容易與同性別者溝通，故團隊成員由一男一女方式

組成較為適宜
93
。 

在兒童性侵害案件中，由於家長（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以外者）往

往心急如焚、情緒不穩定，對於案件具有強烈主觀個人看法，且多半

以暗示性或責問式的態度詢問兒童，為了避免兒童受到暗示或權勢壓

力而陳述，降低證言可信度及證明力，因此，原則上不適合令家長擔

任詢（訊）問過程中之協助者
94
。惟有時候，被害兒童年齡過小，或

有特殊情形時，其等言語行為非外人所能了解，此時則例外需家庭成

員從旁協助調查。於此情形，為避免兒童在無意中聽見父母等人討論

案情，為吸引父母等人之注意力或迎合父母，而陳述父母等人想聽的

或要求聽到的內容，影響證言之真實性，進而造成而兒童證言的可信

度受到質疑，因此，在詢（訊）問前，團隊人員應與父母事先溝通，

避免父母過於介入，影響司法調查
95
。 

 

                                                 
93 兒童、智能障礙者性侵害案件偵訊輔助器材使用手冊，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2003.9.1，初版，頁 17。 
94 開始詢（訊）問時，可以讓兒童信任的大人陪同他（她）進入詢（訊）問的房間，減輕兒童

的焦慮，惟該名大人不得有任何口頭或非口頭反應，並且當兒童願意與詢（訊）問者單獨交談時，

陪同的大人就應離開房間，參見兒童、智能障礙者性侵害案件偵訊輔助器材使用手冊，內政部家

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3.9.1，初版，頁 118。 
95 兒童、智能障礙者性侵害案件偵訊輔助器材使用手冊，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2003.9.1，初版，頁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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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偵訊輔助娃娃之沿革 

詢（訊）問兒童證人時，實務上常利用一些輔助工具吸引兒童注

意力，或協助兒童表達，例如：白紙、著色書、蠟筆、玩偶、人體圖

照片、溝通圖卡照片或偵訊輔助娃娃等，其中，偵訊輔助娃娃是兒童

性侵害案件中，最常被運用的一種輔助工具。所謂「偵訊輔助娃娃」

係一種被簡略設計成人類軀體的柔軟布娃娃，雖然不具備所有的身體

部位，但在性器官部分，男娃娃的陰莖和睪丸，女娃娃的陰道開口、

肛門和嘴唇，以及成人的毛髮和各種性徵均十分完整
96
，用來協助兒

童被害人明確指出其所受性侵害之行為種類，以資判斷是否該當「性

交」或「猥褻」行為。 

美國運用偵訊輔助娃娃於兒童性侵害案件中，係始於 1976 年奧

勒岡州的 Eugene 市，當時，Lane 郡警署施行由特殊機構聯合偵辦強

暴案件的合作方案，Morgan 乃參與此項方案團對人員，其從當地的

女性裁縫師處購買兩個成人形狀的娃娃，用來與被害兒童溝通，此為

偵訊輔助娃娃最早的雛形。之後該團隊重新設計這些娃娃，突顯性

徵，增加嘴唇、肛門和陰道口等部位，將這些娃娃作為一種兒童性侵

害之調查工具。1981 年後開始受到全美國的注意，進而擴展到全球

各地
97
。 

根據92年 6月27日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犯罪防治委員會第

四次委員會議紀錄（第三案），該部會於 87 年製作「偵訊輔助娃娃」

500 組，分送到各地方政府性侵害防治中心、檢察機關及地方法院供

各機關使用，嗣為因應法院辦理交互詰問制度，避免兒童被害人受到

二度傷害，遂於 91 年完成操作使用手冊，針對第一線之工作者（警

政、社政人員）辦理專業研習，使其等能具備專業知能，熟悉晤談技

巧，協助兒童性侵案件之詢問
98
。 

                                                 
96 Marcia Morgan 著，陳怡潔譯，How to Interview Sexual Abuse Victims－Including the Use of 
Anatomical Dolls（撫平傷痛－兒童性侵害會談指南），亞太圖書，1999.2，初版，頁 16。 
97 Marcia Morgan 著，陳怡潔譯，How to Interview Sexual Abuse Victims－Including the Use of 
Anatomical Dolls（撫平傷痛－兒童性侵害會談指南），亞太圖書，1999.2，初版，頁 17-18。 
98 相關會議記錄，參閱：www.moi.gov.tw/maintain/attach/m_38163_6705092593.doc（最後上

網日期：97/7/7） 



 40

由於兒童證人容易受到誤導或暗示，若詢（訊）問過程中有不當

暗示，可能會導致虛構的記憶產生，使他們分不清楚真實或想像
99
；

或者因兒童往往認為詢問者提出問題時，其實內心早已有答案，故容

易為了討好詢問者而順從詢問者的話語作回答，因此，偵訊輔助娃娃

之使用有其技巧性，原則上，使用時機適合於偵查階段，一方面透過

減述作業流程之團隊合作，經由專業人員之協助而使用偵訊娃娃，另

方面藉由即早訊問，避免兒童之證言受污染，但法院仍得自行判斷於

審理階段是否有必要再行使用
100
。 

 

三、使用偵訊輔助娃娃之注意事項 

（一）適當的娃娃 

於兒童性侵害案件中使用偵訊輔助娃娃，需注意下列事項：首

先，在選擇娃娃方面，基本上要有四個娃娃：成人娃娃男女各一，小

孩娃娃男女各一。娃娃的大小要適中，以便兒童操作，身體各器官部

分位置與比例必須正確，避免有暗示性之危險，娃娃的表情也必須是

自然平淡，讓兒童可以自己陳述各種不同的情緒表情
101
。過去有論者

認為偵訊輔助娃娃具有明顯的性器官，使用目的其實只在達成一樣要

求，即「玩性遊戲」，故而娃娃本身具有暗示性與引導性，使用娃娃

來調查證人，該證人之證言可信度是有問題的
102
，而且，若娃娃操作

不當，對兒童可能產生不良陰影。然而，適當的偵訊輔助娃娃是具有

與人體相似的軀體，以及比例相稱的身體各部位性器官，自然、真實

的呈現身體比例結構，不會給予不當暗示，扭曲兒童的記憶與現實
                                                 
99 Eysenck, M.& Keane, M.著，李素卿譯，認知心理學，五南出版社，2003，頁 322-325。 
100 根據筆者參訪台灣高等法院之結果，發現偵訊輔助娃娃放置於「贓物室」，甚少使用。 
101 詳細的選擇注意事項，請參閱 Marcia Morgan 著，陳怡潔譯，How to Interview Sexual Abuse 
Victims－Including the Use of Anatomical Dolls（撫平傷痛－兒童性侵害會談指南），亞太圖書，

1999.2，初版，頁 18-23。 
102 Yates, A., & Terr, L. (1988a). Debate forum: Anatomically correct dolls: Should they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expert testimon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27, 
254-257. Yates, A., & Terr, L. (1988b). Debate forum issue continued: Anatomically correct dolls: 
Should they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expert testimon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27,387-388. 轉引自 Marcia Morgan 著，陳怡潔譯，How to Interview Sexual 
Abuse Victims－Including the Use of Anatomical Dolls（撫平傷痛－兒童性侵害會談指南），亞太圖

書，1999.2，初版，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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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或在性方面造成刺激，而且，兒童的性知識也並非來自於偵訊輔

助娃娃，而是來自於先前的性經驗或性器官的暴露結果
103
。透過適當

且專業的使用，偵訊娃娃不但可以喚起兒童的記憶，讓較年幼或表達

能力困難者得以肢體語言正確地表達被害行為，並可透過娃娃再度確

認被害兒童之真實意見是否與詢（訊）問者所理解的一致。所以，運

用偵訊輔助娃娃並無不妥，重要的是，如何透過詢（訊）問人員的訪

談技巧與專業，來解釋兒童的反應。 

 

（二）詢（訊）問者的專業訓練 

操作偵訊輔助娃娃之詢（訊）問人員應該受過專業訓練，除了避

免不當詢問或無意識地提出一些具有暗示性的問題，污染兒童記憶、

指導兒童回答問題，進而影響兒童證言之可信度外，還要具有能夠正

確解釋兒童操作娃娃行為的專業能力，以及藉由兒童對於娃娃的言行

舉止，以判斷渠等有無遭受性侵害，因為兒童脫掉娃娃衣服或觸摸性

器官不代表其曾遭受性侵害，其可能只是在玩洋娃娃，或無特殊意義

的舉動。但根據研究顯示，比起未曾受過性侵害的兒童，曾受過性侵

害的兒童較可能以性舉動來玩遊戲或操弄娃娃，故區別兒童有無受性

侵害，即有賴詢問者的專業判斷
104
。目前我國操作偵訊輔助娃娃之偵

輔人員訓練係由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犯罪防治委員會統籌訓

練，強化第一線員警與社工之詢問技巧，避免污染兒童證言。而實務

上也透過這群社工人員之介入，破獲許多駭人聽聞之亂倫事件
105
。 

 

（三）使用時機 

                                                 
103 許多研究均支持偵訊輔助娃娃本身並未造成不當暗示，相關研究介紹，請參閱 Marcia Morgan
著，陳怡潔譯，How to Interview Sexual Abuse Victims－Including the Use of Anatomical Dolls（撫

平傷痛－兒童性侵害會談指南），亞太圖書，1999.2，初版，頁 107-109。 
104 Marcia Morgan 著，陳怡潔譯，How to Interview Sexual Abuse Victims－Including the Use of 
Anatomical Dolls（撫平傷痛－兒童性侵害會談指南），亞太圖書，1999.2，初版，頁 110-113。 
105 例如：北市一所幼稚園老師發現二名女童有異狀，經由社會局社工人員介入，發現該二名女

童會玩「偵訊輔助娃娃」之下體，與一般兒童行為有異，進而深入調查，發現該二名女童之父（被

告）竟為其母之父親，且被告長期猥褻該二名女童。 
（94/6/7 自由時報電子新聞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jun/7/today-so7.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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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訊輔助娃娃之設計目的僅在協助詢（訊）問者蒐集資料，而非

以診斷是否遭受性侵害為目的，因此，並非所有的兒童性侵害案件均

需使用偵訊輔助娃娃。其次，偵訊輔助娃娃的使用時機應該是在詢

（訊）問者與兒童經過初步溝通，兒童提到性活動的過程且有描述困

難時，方得以之協助兒童為詳細的陳述，收集更多相關資料，若太早

使用，將可能成為暗示性或建議性的會談，影響兒童證言之可信度
106
。另外，根據美國兒童受虐協會（American Professional Society 

on the Abuse of Children）所出版的指南（American Professional 

Society on the Abuse of Children Practice Guidelines）建議，

面對五歲以下的兒童，需考慮是否有使用偵訊輔助娃娃的必要，因為

該等兒童尚無完整的心理表徵能力，可能無法理解使用娃娃的用意
107
，而且年齡越小越容易受暗示，因此，對於三歲以下的兒童，最好

避免使用偵訊輔助娃娃
108
。因此，訊（詢）問過程必須全程錄音錄影，

除了可以協助專家判斷兒童陳述之真意，亦可避免詢（訊）問者以暗

示性或誘導式的問題或態度來指引兒童回答問題或操作娃娃。 

 

 

（四）「六 W」問題 

由於每位兒童的認知能力、語言、記憶、專注力、社交技巧和情

緒成熟度等有所差異，所以詢（訊）問者必須了解兒童發展的階段，

以設計適合的詢（訊）問環境、活動及問題
109
。原則上，最理想的詢

（訊）問方式是「開放式問題」，但任憑兒童自由回憶，一方面難以

集中爭點，另一方面，當問題過於模糊或廣泛時，兒童無法瞭解問題

                                                 
106 兒童、智能障礙者性侵害案件偵訊輔助器材使用手冊，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2003.9.1，初版，頁 97。 
107 許潔怡，刑事訴訟程序中兒童證言之研究－以證言可信度為中心，國立成功大學法律學研究

所碩士論文，2008.2，頁 83-84。 
108 Horowitz, I A., Wiliging, TE., & Bordens, K. S. (1998). The psychology of law： Integrations and 
applications (2d ed.). NY：Longman, 219. 轉引自陳慧女、陳美燕，兒童證人與專家作證，收錄於

「法律犯罪心理學」，2004，雙葉書廊，頁 541-542。 
109 Heger, Astrid & S. Jean Emans & David Muram (2000). Evaluation of the Sexually Abused Chi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轉引自兒童、智能障礙者性侵害案件偵訊輔助器材使用手冊，內政

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3.9.1，初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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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識及其重要性，導致其僅提供簡單的資料，無助於釐清案情，因此，

可以用支持的方式以特定問題協助兒童提供精確的訊息
110
，但禁止使

用誘導式問題，避免將未說的訊息或答案包含在問題中來引導兒童回

答，換言之，避免使用是非題或限制性的選擇題來詢問兒童， 

一般而言，以「什麼（what）」、「何時（when）」、「如何（how）」、

「是誰（who）」、「在哪裡（where）」、「什麼原因（why）」等「六 W」

的問題方式較為適宜，例如：1、接下來發生什麼？2、你怎麼知道是

在生小孩？3、誰告訴你這叫「雞雞」？4、它看起來像什麼？5、它

感覺起來如何？6、那是怎麼發生的？7、那是在哪裡發生的？
111
。當

獲取資訊後，可以用易懂的話來改述兒童的陳述，然後以此問後續問

題，例如：當兒童把男人娃娃的手放在女孩娃娃的陰部，並且說：「他

在摸她下面」，詢（訊）問者可以接著問：「這好像是那個男人在摸那

個女孩的下面，這是你要跟我說的嗎？」兒童說：「對」，詢（訊）問

者接著可以問：「記的你怎麼稱這些部位的，那個女孩的下面是什

麼？」兒童說：「尿尿」，詢（訊）問者說：「所以那個男人把手放在

那個女孩的尿尿嗎？」兒童說：「對」，詢（訊）問者說：「你怎麼知

道這種事情？」兒童說：「他對我做過」，詢（訊）問者：「那個男人

把手放在你的尿尿嗎？」兒童說：「對」，詢（訊）問者：「那個男人

是誰？」兒童說：「○○叔叔」
112
。 

由於兒童的心智能力發展，無法以成人的口語及認知回答各種問

題，因此，詢（訊）問者必須學習將兒童的「非口語表達」視為「兒

童語言」的一種形式，並學習將所觀察到的「兒童語言」轉化為簡易

的口語回應給兒童，例如：看到兒童將男人娃娃放在女孩娃娃上面

時，詢（訊）問者可以問：「我看見你把大娃娃放在小娃娃上面，大

娃娃有沒有名字？叫什麼？」
113
。 

                                                 
110 兒童、智能障礙者性侵害案件偵訊輔助器材使用手冊，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2003.9.1，初版，頁 49-50。 
111 兒童、智能障礙者性侵害案件偵訊輔助器材使用手冊，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2003.9.1，初版，頁 50-51。 
112 改編自「兒童、智能障礙者性侵害案件偵訊輔助器材使用手冊」案例，詳細詢（訊）問方式，

詳見兒童、智能障礙者性侵害案件偵訊輔助器材使用手冊，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

會，2003.9.1，初版，頁 51-53。 
113 兒童、智能障礙者性侵害案件偵訊輔助器材使用手冊，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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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其他有關使用前與使用時之注意事項如
114
：1、所使用的娃娃一

開始必須穿戴好衣服，避免娃娃身上的性器官影響兒童的證言。2、

開始正式使用娃娃之前，要向兒童解釋這些娃娃是與眾不同的，需要

透過它們來與兒童對話。並且指出它們跟正常人一樣有身體器官。3、

當兒童在檢查娃娃時，要仔細聽他（她）在說什麼，詢（訊）問前，

要先了解兒童對於身體器官的稱呼，可以問兒童娃娃是否有名字，然

後指著娃娃身體的器官（從非性器官部分開始），問他（她）「這個你

怎麼稱呼？」或「這個叫什麼？」然後選擇性器官和非性器官交替詢

問，在對話過程中，必須重複兒童的話語和使用兒童所說的名字，不

得更正兒童的用語，也禁止提供不同的身體名稱給他（她），所有的

身體器官都要討論過。4、可以用兩個同性的娃娃來詢問兒童是否有

能力分別其差異，用意在於證明兒童有能力分辨細節，將來至法庭作

證時，可以提高其證言的可性度。但避免詢問幼小兒童有關娃娃的性

別，因為有些兒童會依據娃娃的穿著來判斷是男生是女生，兒童錯誤

的回答可能會影響其在法庭上證詞的證明力。5、要注意兒童替娃娃

穿上或脫下衣服過程中兒童的反應。兒童對娃娃所做的行為，並不一

定代表有性侵害發生，需要幫助他表達正確的意思。6、不要給兒童

擁抱、輕拍他（她）的頭或其他類似的肢體動作來表示支持，以避免

給予他（她）錯誤的訊息，導致證言可信度降低
115
。7、筆錄不要記

載過多無關的細節，只要足以說明兒童的行動和解釋即可。 

 

                                                                                                                                            
2003.9.1，初版，頁 65。 
114 以下整理自兒童、智能障礙者性侵害案件偵訊輔助器材使用手冊，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

防治委員會，2003.9.1，初版，頁 97-104、114。 
115 若兒童哭泣或情緒不穩，可以問他（她）是否能為他（她）作些什麼？將身體碰觸的決定權

和控制權交給他（她），參見兒童、智能障礙者性侵害案件偵訊輔助器材使用手冊，內政部家庭

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3.9.1，初版，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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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減述作業於審判中適用之問題 

第一款  問題緣起 

內政部規劃減述作業流程時，曾考慮是否將法院體系納入整合流

程，惟方案推行之初，若涵蓋範圍過大，將法院體系納入，恐非能力

所及，無法順利推展，故委員會暫時排除法院體系，方案執行單位與

執行階段以被害人所需的身心醫療、社政輔導、警方報案與檢察起訴

為規劃範圍
116
。但我國刑事訴訟制度因被告如有軍人身分或涉及少

年、兒童之案件有不同之偵審程序，以至性侵害犯罪案件因被告身分

之不同，而不能一體適用減述作業流程，為求案件處理之完整性，方

案實施一年後，內政部邀集司法院刑事廳、少年及家事廳、法務部、

行政院衛生署、國防部、警政署、地方政府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中

心代表，協商完成「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注意事項」

之修正，由司法院訂定「少年法院（庭）調查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

重複陳述作業注意事項」，於民國 92 年 2 月 15 日起，軍事檢察、軍

事審判系統及各少年法院（庭）配合實施減述作業流程
117
，並於 94

年間修正上開少年法院（庭）之注意事項
118
，一方面推廣該方案之理

                                                 
116 張錦麗，台灣地區「性侵害被害人減少重複陳述方案」之行動研究，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博士論文，2005，頁 27-28。 
117 內政部 91.12.24 台內防字第 0910072818 號函；司法院 92.1.29（92）院台廳家 1 字第 03110
號函，參考張錦麗，台灣地區「性侵害被害人減少重複陳述方案」之行動研究，暨南大學社會政

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論文，2005，頁 116。 
118 少年法院（庭）調查性侵害事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注意事項 
第 6 點：「少年法院 (庭) 接獲司法警察 (官) 以傳真或其他方式檢送之被害人詢 (訊) 問筆錄及

相關資料後，應向承辦之司法警察 (官) 詢明下列事項：(一) 事件受理經過及社工人員所評估之

被害人身心狀況、陳述意願、陳述能力等情形，與被害人是否填具『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

陳述作業同意書』。(二) 被害人如為心智障礙或未滿十八歲者，是否有延請適當之專業人員在場

協助其陳述。(三) 詢 (訊) 問地點是否為設有專業診療會談室之專責醫院、性侵害防治中心或其

他適當場所。」 
第 8 點：「少年法院 (庭) 因報告、移送或請求而受理之少年性侵害事件，法官於詢 (訊) 問被害

人時，應依下列規定辦理，並記明筆錄：(一) 明確告知為使被害人能一次完整陳述受害經過，

以減少日後應詢 (訊) 次數，並使被害人在驗傷、採證及應詢 (訊) 過程中，皆有社工人員及醫

療人員陪同，以隨時給予司法程序上之協助、緊急安置、緊急診療、心理輔導等必要之協助，被

害人可選擇先不為案情之陳述，待社工人員進行詢 (訊) 前訪視，並評估於適合接受詢 (訊)問之

期間內進行詢 (訊) 問。(二) 被害人同意接受社工人員協助者，應以電話或傳真『受理性侵害事

件通知單』(如附件表單) 或以其他方式通知性侵害防治中心派員來院協助被害人，並指示法警

引導被害人至談話室或其他適當之處所等候。(三) 如有指認現行犯或保全證據等急迫情形而有

即時詢 (訊) 問被害人之必要者，得於此範圍內進行詢 (訊) 問，詢 (訊) 問完畢後，再由社工人

員進行詢 (訊) 前訪視。(四) 被害人拒絕社工人員協助，並要求立即進行詢 (訊) 問者，應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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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另方面藉由方案之推動，探索後續之司法改革方向與重點。 

惟減述作業於少年法院（庭）推動引起諸多法官非議，認為有侵

害司法權之虞
119
，有論者基於以下理由，認為減述作業不應適用於審

理階段
120
： 

一、 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減述作業程序係基於保護被害人之立場作為出發點，避免身心已

受創傷之性侵害被害人進入司法程序再度受到二次傷害，然而法

官係客觀中立之裁判者，基於公平審理原則及被告無罪推定原

則，經有罪判決前，不得預設立場，偏袒任何一方。根據減述作

業要點第 17 點
121
，法官於審理前「宜」先勘驗偵查階段之被害

人訊（訊）問錄影帶，有悖於司法審判之本質，不但造成法院淪

為檢察官偵查之接棒者，亦產生有罪心證之推定。
 

二、 違反直接審理原則： 

性侵害案件中「合意性交」與「強制性交」往往難以釐清，需透

過被告與被害人之對質詰問，才能發現真實，因此，除法律令有

規定者外，法院仍有必要親自直接審理，傳喚被害人至法庭踐行

人證調查程序，不得以派生證據替代原始證據。 

                                                                                                                                            
程連續錄音或錄影之方式，使被害人完整陳述被害經過，並就其陳述未完足之處詢 (訊) 明之。

詢 (訊) 問完畢後，即請被害人返回。再以電話或傳真『受理性侵害事件通知單』或以其他方式

通知性侵害防治中心。」 
第 9 點：「少年法院 (庭) 對於已依內政部訂定之『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

辦理之少年性侵害事件，於傳喚被害人進行調查前，先勘驗被害人應詢 (訊) 錄音帶或錄影帶，

勘驗時並注意下列事項：(一) 詢 (訊) 問過程是否始末連續錄音、錄影，一次完成；錄音、錄影

或其他電磁資訊是否完整、清晰。(二) 因故不能一次完成錄音及錄影者，是否經社工人員評估

確有依『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進行詢 (訊) 問之必要，並檢具相關資料，

報請少年法院 (庭) 許可。(三) 是否有被害人之法定代理人、配偶、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旁系血

親、家長、家屬、醫師、心理師、輔導人員或社工人員等在場陪同及陳述意見之機會。如有干擾

程序進行或影響被害人陳述情形者，宜適當處理。(四) 少年同時到場時，是否使用談話室內之

單面玻璃或電腦視訊系統設備進行指認或隔離詢 (訊) 問。」 
119 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編印，審判及觀護業務問題探討，頁 13-16，轉引自賴恭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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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120 參考賴恭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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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04。 
121 少年法院（庭）法官、檢察官、軍事檢察官於調查或偵查時，及法官、軍事審判官於審判時，

宜先勘驗被害人詢（訊）問錄影錄音帶或電磁資訊，了解被害人陳述之內容，避免就同一事項重

複傳訊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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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侵害被告對質詰問權： 

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乃憲法保障之基本權利（大法官釋字第 384

號及第 582 號解釋參照），除符合憲法第 23 條法律保留原則與比

例原則外，不得任意侵害之。減述作業因被害人接受檢、警、醫、

社人員集中詢（訊）問時，被告未在場，亦無法對質詰問，且減

述作業要點僅為法規命令層級，如法院審理階段一律逕採用偵查

中之被害人詢（訊）問錄影帶，明顯侵害被告之對質詰問權，有

違法律保留與比例原則。 

四、雖然少年法重在保護、教化，具有社會福利行政色彩，但少年法

院（庭）仍為司法審判機關，應本於法律獨立審判，且少年法院

（庭）行使「先議權」所為之調查行為，不僅就少年之非行（犯

罪）事實加以調查及蒐證，並應指派少年調查官就少年有關之品

格、經歷、身心狀況、家庭情形、社會環境、教育程度等必要事

項一併調查，與普通偵查程序不同。 

五、減述作業係以保護被害人為理念，惟少年事件處理法係重在「以

教養代替處罰、以保護代替管訓」之保護輔導少年行為人之立

場，一旦少年法院（庭）之法官訊問過被害人以後，因適用減述

作業，再配合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被害人先前

於法官面前之陳述則作為傳聞例外進入法庭，如此一來，將對少

年有所不公平，與少年法院（庭）之設計理念有所扞格。 

六、審判獨立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權利分力予制衡之重要原則，最高

司法機關為達司法行政監督之目的範圍內，雖得發佈命令，但不

得違反審判獨立之原則，各該命令之內容不得抵觸法律，非有法

律具體明確之授權亦不得對人民自由權利增加法律所無之限制

（大法官釋字第 530 號解釋意旨參照）。減述作業限制法官調查

被害人供述證據之方法，進而影響法官認定證據證明力之形成，

司法院發佈之「少年法院（庭）調查性侵害事件減少被害人重複

陳述注意事項」對被告自由權利增加法律所無之限制，有干預審

判核心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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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本文見解 

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並非不得限制（詳見第三章），承認傳聞法則

例外即屬事例，且法院勘驗偵查中影音紀錄時，亦得令被告及辯護人

在場並得陳述意見，賦予其抗辯之機會。少年事件處理法之目的雖在

保護、輔導少年，但少年法院（庭）仍須兼顧被害人之程序保障，衡

平被告與被害人之程序權，非謂即得罔顧被害人之權益。又限制人民

基本權利之規範固應符合法律保留原則，只要該限制通過比例原則審

查，合理適當，並非不得修法增訂之，僅以少年法院（庭）之減述作

業注意事項非法律為由，難以令人信服。換言之，上開論者見解無非

係以違反無罪推定原則及直接審理原則為主要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1 項規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此乃無罪推定原則，其意義在於法官依自由心證為有罪判決時，必須

以確認被告之罪責為前提，防止被告依法定程序判決有罪之前遭受如

同已被認定其有罪之對待
122
，換言之，任何人在依法證明有罪之前，

均為無罪
123
。而直接審理原則乃嚴格證明程序之一環，所謂「直接審

理原則」，係指審判期日，法官在形式上必須親自踐行調查與待證事

實有關連之證據，換言之，作為判決依據之證據必須出於審判庭。直

接審理原則之內涵可分為「形式之直接審理原則」與「實質之直接審

理原則」
124
。前者係指於審判期日，法院必須親自接觸（知覺）證據，

踐行法定調查證據程序，以形成法官正確之心證（刑事訴訟法第 292

條第 1 項、第 293 條規定參照）。後者則係指法院所調查之證據必須

是與待證事實最直接、最原始之證據，不得以其他證據代替之，換言

之，禁止法院以間接（派生）的證據方法替代直接（原始）的證據方

法，簡稱為「證據替代品之禁止」
125
。 

                                                 
122 楊雲驊，刑事訴訟法起訴審查制度若干疑義之檢討，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6 期，2002.7，

頁 115；楊雲驊，新法下檢察官的舉證責任及法院的調查義務－評最高法院 91 年度第 4 次刑事

庭會議，月旦法學雜誌，第 89 期，2002.10，頁 234。 
123 林山田，論刑事程序原則，台大法學論叢，第 28 卷第 2 期，1998.1，頁 95。 
124 林鈺雄，直接審理原則與證人審判外之陳述－最高法院相關裁判之綜合評釋，收錄於「嚴格

證明與刑事證據」，2002.9，學林，頁 47-52；林俊益，刑事訴訟法概論（下），新學林，2007.2，

第 6 版，頁 235-241。 
125 林鈺雄，直接審理原則與證人審判外之陳述－最高法院相關裁判之綜合評釋，收錄於「嚴格

證明與刑事證據」，2002.9，學林，頁 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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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減述作業是否適用審理階段之問題，首應界定適用方式

為何。減述作業之目的係為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因此有下列幾種適

用可能：（一）法院與檢警、社政、醫療一同對性侵害被害人實施一

次訊問，嗣後以該次訊問之影音紀錄及筆錄作為證據而調查之；（二）

偵查階段實施一次詢（訊）問，審理階段實施一次訊（詰）問；（三）

偵查階段實施一次詢（訊）問，審理階段直接以該次詢（訊）問之影

音紀錄或筆錄作為證據而調查之，不再傳喚被害人到庭作證。上開證

據調查以各該詢（訊）問過程完整且無瑕疵為前提，但有必要時，法

院仍得傳喚被害人到庭作證。其中第三種方式又可再細分為僅以影音

紀錄、僅以筆錄或併用二者作為證據。以下就上開各種方式分別討論

之。 

 

第一目  法院與檢警等機構一同訊問被害人 

倘若能使性侵害被害人僅接受法院之一次訊問，最能避免被害人

因需重複回憶被害過程而受到創傷，但由於刑事案件偵查與審理分屬

不同階段，由不同司法人員承辦，各司其職，一般法院並無少年法院

之先議權，必須經檢察官起訴或自訴人提起自訴，方能審理判決，性

侵害犯罪具隱密性，證據本屬有限，除被害人死亡，否則於偵查中不

可能不詢（訊）問被害人，因此，被告非少年者之性侵害案件，依現

行訴訟程序體制，使被害人於法院面前為第一次陳述之可能性微乎其

微，且僅為了保護性侵害被害人，而將所有性侵害案件一律採法院有

先議權之制度設計，不僅保護過當，且有延誤蒐證時機之疑慮。但對

於家庭亂倫之兒童性侵害案件，因被害人年幼且通常為長期遭受施

暴，身心受到極大創傷，制度設計上可將此類型案件交由少年法院處

理，使被告之辯護人與法院、社工人員會同訊（詰）問，全程連續錄

音錄影，一方面使被害人在溫馨場所、非穿著制服之人員面前作證，

減輕其精神負擔，另一方面法官亦得親自聽取被害人進入司法程序後

之首次陳述，降低兒童證言受污染之可能性。由於已賦予被告辯護人

詰問之機會，嗣後就同一事項有所爭執時，僅得勘驗影音紀錄，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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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行傳喚被害人。 

 

第二目  偵查階段實施一次詢（訊）問，審理階段實施一次    

訊（詰）問 

性侵害犯罪案件於偵查階段時，經由減述作業團隊對被害人實施

詢（訊）問（以一次為原則），進入審理程序後，再由法院傳喚被害

人踐行人證程序，此種方式即為目前實務處理模式。有問題者為減述

作業第 17 點規定是否合理，並非真正將法院系統納入減述作業整合

之範圍。本文以為，如認為法官於審理前勘驗偵查中錄音錄影帶將導

致法官有罪心證之推定，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此種疑慮毋寧是認為刑

事訴訟法應採行卷證不併送制度，因為我國刑事訴訟法採卷證併送制

度，不論何種案件，受命法官於審理前均會先看偵查筆錄、瞭解案情。

無罪推定原則之意義在防止被告經審理程序證明有罪確定之前，受到

如同有罪判決之對待，而卷證併送制度可使法官對案件有進一步瞭

解，俾利其審判期日之順利進行
126
，法官事先瞭解案情未必對被告不

利，是否會造成其預斷之可能，則與其法律專業素養有關，此等行為

並無令被告受到如同有罪之對待。 

雖然法院於審理前勘驗偵查之錄音錄影帶無違反無罪推定原

則，但就訴訟經濟而言，是否有必要，值得商榷。法院從偵查筆錄中

即可大致瞭解案情爭點，若需於審理期日傳喚被害人到庭作證，事先

勘驗影音紀錄徒增法院案件負擔；若無法於審理期日傳喚被害人到

庭，亦應使被告及辯護人一同觀看偵查中之影音紀錄，保障其訴訟防

禦權，換言之，法院於審理期日勘驗即可，無事先勘驗之必要與實益。

除非法院認為偵查筆錄不清楚、有所疑問，則有另行事先勘驗影音紀

錄之需要。本文以為，現行減述作業第 17 點規定「宜」先勘驗，雖

無強制性，但改為「得」先勘驗，由法官自由裁量決定，較為恰當。 

另外，由於減述作業程序目的係保護被害人，不但陳述時之外在

                                                 
126 林俊益，刑事訴訟法概念（下），新學林，2007.2，第六版，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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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較為隱密、舒適，有社工人員在場協助、安撫情緒，且被害人得

由特定關係之人陪同詢問（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5 條第 1 項），因此，

在場人員心態上不免有偏袒（同情）被害人之情形，因此，必須注意

是否有干擾被害人陳述之情況，倘若檢察官欲提出偵查中筆錄作為證

據，除該證據需符合傳聞例外情形之外，必須就該筆錄存有「較為可

信之特別情況」提出證明。再者，若被害人於偵、審中陳述不一致，

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 規定，採用先前不一致陳述為判決基

礎時，必須將其理由載明。該條適用之前提乃證人於審理中到庭踐行

人證調查程序後，發現有偵、審陳述不一致者，方有適用，若法院將

與審判陳述一致之偵查筆錄納入作為判決依據，顯有訴訟程序適用法

則不當之違背法令情形
127
。 

最後，於審理階段之訊（詰）問以一次訊畢為原則（刑事訴訟法

第 196 條），如就同一事項有傳喚被害人陳述之需要，得播放之前審

理時以視訊方式訊（詰）問之影音紀錄（詳見第三章第三節），減少

被害人重述陳述。 

                                                 
127 最高法院 97 年度台上第 604 號判決：「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不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

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為 92 年 2 月 6 日修正公布，同年 9 月 1 日起施行之刑事訴訟法第一

百五十九條之二定有明文。是依該條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調查時

所為之陳述，屬傳聞證據，依同法第 159 條規定，本無證據能力，必具備『可信性』及『必要性』

二要件，始例外得適用上開第 159 條之 2 規定，認有證據能力，採為證據。其中所謂『較有可信

之特別情況』，係屬『信用性』之證據能力要件，而非『憑信性』之證據證明力，法院自應比較

其前後陳述當時之原因、過程、內容、功能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以判斷先前之陳述，是否出於

『真意』之供述、有無違法取供等，其信用性獲得確定保障之特別情況。而所稱『為證明犯罪事

實存否所必要者』，係指就具體個案案情及相關卷證判斷，為發現實質真實目的，認為除該項審

判外之陳述外，已無從再就同一供述者，取得與其上開審判外陳述之相同供述內容，倘以其他證

據代替，亦無從達到同一目的之情形而言。原判決理由欄……即認張宏榮警詢中之陳述與其於原

審法院更(一)審之證詞符，則依前開說明，既有該原審法院更(一)審之證言可代替其警詢中陳述，

達到同一目的，其警詢中陳述即非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自不得為證據，至於張宏榮於

第一審及原審法院上訴審之供述，與其於原審法院更(一)審之證言不符，何者為可採，乃證據證

明力如何，屬原審採證職權行使之另一問題，尚難以張宏榮曾於法院審理中為不同於警詢中之陳

述，即謂其警詢中陳述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而有證據能力。原判決前開認張宏榮警詢中

陳述，有證據能力之理由，尚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尚非全無理由，應認仍有發回

更審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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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法院直接以偵查之影音紀錄或偵查筆錄作為證據

而調查，不再傳喚被害人到庭作證 

減述作業之目的係減少性侵害被害人重複陳述之次數，因此，倘

若法院直接將偵查中被害人作證之影音紀錄或偵查筆錄作為證據，於

審理中勘驗或宣讀、告以要旨，不再傳喚被害人到庭踐行人證程序，

可達到減述作業之目的，不失為將減述作業程序適用於審理階段之可

能，惟此種方式涉及傳聞法則之限制，實有探究之必要。 

一、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傳聞例外 

傳聞法則源於英美法系當事人進行主義下保障被告對質詰問權

之證據法則，我國傳統上繼受大陸法系職權進行主義，採行直接審理

原則，民國 56 年增訂之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規定：「證人於審判外

之陳述，除法律另有規定者外，不得作為證據」，究竟係直接審理之

規定或傳聞法則之規定，迭有爭議。近年來司法改革朝向當事人進行

主義邁進，92 年 2 月 6 日公布修正該條規定，參酌日本刑事訴訟法

第 320 條及美國聯邦證據法第 802 條之規定，引進傳聞法則。所謂「傳

聞法則」，係排除傳聞證據作為證據之法則，傳聞證據之所以應加以

排除之主要理由，在於保障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以確保陳述人之陳述

內容之真實性，因此，如有「可信性之情況保證」及「使用證據之必

要性」，則例外賦予該傳聞證據具證據能力。我國傳聞法則之例外規

定，係指第 159 條第 1 項之「除法律有規定者外」，根據修正理由，

「法律有規定者」係指同法第 159 條之 1 至第 159 條之 5、第 206 條

等，以及相關特別法之規定。法院若採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作為證據者，必須於判決理由內具體說明該項審判外之陳述，究竟

如何符合同法第 159 條之 1至第 159 條之 5等規定之情形，而得以例

外認其具有證據能力，始為適法（最高法院 97 年度台上字第 1284 號、

97 年度台上字第 948 號、96 年度台上字第 6071 號判決意旨參照）。 

所謂「傳聞證據」，係指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在審判庭以外未經反

對詰問之陳述，以證明該陳述主張之事實（待證事實）具有真實性之



 53

證據，即傳述他人（與待證事實有直接知覺之人）之見聞，以證明該

見聞內容為真實之證據
128
。倘若待證事實並非原陳述人直接經歷之事

實（以原陳述內容作為情況證據者），則非傳聞證據，換言之，審判

外之陳述是否為傳聞證據，應先確認何者為待證事實，若原陳述主張

事實之真實性與待證事實無關，該陳述即非傳聞。另外，所提出之審

判外言詞或書面證據係作為彈劾證據時，亦無傳聞法則之適用
129
。 

按民國 86 年公布制定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5 條規定：「偵查、

審判中對智障被害人或十六歲以下性侵害被害人之訊問或詰問，得依

聲請或職權在法庭外為之，或採雙向電視系統將被害人與被告、被告

律師或法官隔離（第 1 項）。前項被害人之陳述得為證據（第 2 項）。」

92 年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明白於第 159 條第 1 項修正理由中載明，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5 條第 2 項為我國傳聞證據之例外。查其修正

理由，係因智障及兒童性侵害案件之加害人常是其親人或鄰居，智障

者及兒童常因害怕被報復或責怪而不敢陳述，故為保障其安全及勇於

作證，將幼兒與被告、被告律師隔離有其必要性，爰將智障與幼兒被

害人同採偵審程序之保護措施之規定。另對於此項「被害人在法庭外

之陳述」是否有證據能力，因易生爭議，故特別規定前項被害人之陳

述得為證據，以因應其特殊需要
130
。 

首先說明，上開規定所謂得「在法庭外訊問證人」，文義上似指

檢察官或法院得於法庭外訊問證人，而限制被告之在場權及詰問權，

此由同項並列「法庭外」與「雙向電視系統」（……得依聲請或職權

在法庭外為之，『或』採雙向電視系統將被害人與被告、被告律師或

法官隔離），可得推知
131
。其次，智障被害人或十六歲以下性侵害被

害人，依刑事訴訟法第 186 條第 1項規定，不得命其具結，已欠缺藉

由具結擔保陳述之真實性，且智能障礙者及兒童證人易受暗示性，訊

                                                 
128 林俊益，刑事訴訟法概論（上），新學林，2006.9，七版，頁 418。 
129 林俊益，刑事訴訟法概論（上），新學林，2006.9，七版，頁 423-425；吳巡龍，我國採傳聞

法則必要性之探討－對刑事訴訟法有關傳聞法則修正草案之檢討，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3 期，

2003.2，頁 53-5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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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131 故學者有認為，縱使在法庭外訊問被害人，仍應以電視直接轉播方式，使被告得以目視證人

作證程序，參見王兆鵬，對質詰問權與強制取證權，收錄於「刑事被告的憲法權利」，頁 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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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詰）問過程有無受到誘導，常有爭議。參照第 159 條之 3 各款規定，

係證人因死亡、精神或身體之障礙、所在不明或滯留國外等因素致其

陳述不能而作例外規定，僅因害怕被報復或責怪而不敢陳述，不問其

是否具備「可信性之情況保證」及「使用證據之必要性」，一律允許

作為傳聞例外，不無疑義。再者，縱使參酌第 159 條之 1 規定，於法

庭外在法官或檢察官面前之陳述，得為證據，但依嚴格證明法則，仍

須經合法調查，擔保該傳聞證據有足以取代對質詰問之特別可信性與

使用之必要性，方能作為證據，第 159 條之 1規定向來被批評為「法

官本位」、「檢察官優越」之立法，得否作為解釋依據，值得商榷
132
。

因此，本條之例外要件規定付之闕如，實有修法之必要。 

民國 94 年 2 月 5日公布修正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將原本第 15 條

第 2 項規定刪除，並將同條第 1 項規定移至第 16 條第 1 項，除擴大

被害人資格外，並刪除「偵查」、「審判」中字樣，惟對照第 2 條文義，

並非意味排除「偵查中」之適用，雖有論者主張應僅限於「審判」中，

方可採行在法庭外或以視訊傳送方式詰問被害人
133
，但偵查中以溫

馨、舒適之環境訊問性侵害被害人，能消除其心中的恐懼及避免二度

創傷，且 91 年 2 月間刑事訴訟法修正第 177 條，一般證人有不能到

場或其他必要情形，偵查中得就證人所在等處訊問之，或以視訊設備

連結證人所在處訊問之，遑論更有保護必要之性侵害被害人？是以本

文認為，偵查中對被害人之訊問或詰問，檢察官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在

偵查庭外為之，或以視訊傳送方式進行，惟立法論上應參照刑事訴訟

法第 177 條規定，偵查中以準用方式立法，避免爭議。 

另外，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增列第 17 條規定：「被害人於審判中有

下列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

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

要者，得為證據：（一）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者。（二）到庭

                                                 
132 學說上有認為，基於釋字第 582 號解釋理由書限縮傳聞例外於「客觀上不能受詰問者」，刑事

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亦應適用第 159 條之 3 客觀上難以到庭或接受詰問等要件，以限制其適用範

圍，參見楊雲驊，找回嚴格證明程序之靈魂－釋字第 582 號的意義與影響，月旦法學雜誌，第

115 號，2004.12，頁 117。 
133 吳文正，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為中心探討刑事法學與精神醫學之交會與整合，國立台灣大學

法律學研究所博士論文，2005.1，頁 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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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因身心壓力於訊問或詰問時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拒絕陳述者。」查

其立法理由，係參酌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規定，並考量被害人與

被告或其他證人不同，幾無發生逼供或違反其意願迫其陳述之情形，

為避免被害人多次重複陳述，而受到二度傷害，爰予修正。依照現行

法規定，適用上產生下列疑問：（一）性侵害被害人依據第 16 條第 1

項所為之陳述可否作為證據？是否仍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立

法理由所謂的「傳聞例外」？（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並無如少年事

件處理法第 1 條之 1：「……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故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7條與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至第 159

條之 3之關係應如何解釋則成問題，不論是根據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新法優於舊法之原則，均應適用前者規定，然是否意味排除刑事訴訟

法第 159 條之 1至第 159 條之 3 之適用？不無疑義。 

觀察 94 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法時，委員會審查之過程，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係配合刑事訴訟法而作補充規定，亦即性侵害案件之處

理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第 17 條規定在立

法時產生之爭議在於除刑事訴訟法本有傳聞例外之規定外，第 16 條

已增設特殊措施保護被害人到庭詰問，是否有必要再擴大傳聞法則例

外
134
？本文認為，基於性侵害被害人之保護必要性，以及性侵害犯罪

之證據取得困難性，不宜過於嚴格排除傳聞證據，否則將造成證據調

查上之困境，影響真實發現，惟被告之反對詰問權亦不能任意限制，

因此，制度設計上，應作層級化保護，制定各項特別措施之門檻要件，

賦予法院審查權，以因應各種特殊情況；原則上，被害人應到庭進行

人證調查，但有無法陳述或到庭將導致其身心創傷加劇之證明者，則

例外允許審判外之陳述作為證據；又審判外之陳述包含筆錄及影音紀

錄，其適用要件與順序應為何？以下分別探究之。 

 

二、以偵查階段之筆錄作為證據 

（一）向檢察官所為陳述之筆錄 

                                                 
134 參考立法院公報 93 卷 34 期 3368 號五冊，頁 20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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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階段之筆錄依詢（訊）者的不同，可分為在司法警察（官）

面前之陳述、在檢察事務官面前之陳述及在檢察官面前之陳述，若貫

徹減述作業目的，偵查階段詢（訊）問被害人應一次訊畢，因此，由

檢察官親自訊問被害人為最佳方式。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不

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法案草擬之初，原規定「具有可信之

情況」，始得作為證據，但在法務部之堅持下，修正為現行規定，在

檢察官面前之陳述原則上具有證據能力，例外時始無證據能力
135
，據

此，性侵害犯罪案件中，法院僅以被害人於檢察官面前之陳述作為證

據，不再傳喚被害人到庭作證，似無不可。惟相較於日本刑事訴訟法

第 321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關於在檢察官面前所為陳述之書面

紀錄，其陳述人因死亡、精神或身體之障礙，所在不明，或滯留國外，

而無法於準備程序或審判期日到庭陳述時；或陳述人在準備程序或審

判期日為與先前之陳述相反或實質上不同之陳述時。但以先前之陳述

存有較為可信之特別情況者為限。」原則上檢察官之訊問筆錄無證據

能力，符合一定要件者，始例外賦予證據能力，我國法規定顯然過於

寬鬆，況且偵查中訊問證人時，被告多不在場，倘若審判期日不再傳

喚被害人到庭作證，對於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侵害過鉅，實有修法之必

要。立法設計上，除可參酌日本法規定外，針對性侵害犯罪案件之特

殊性，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7 條之詢（訊）問主體亦應增列「檢察

官」，以保障被害人之權益。 

 

（二）向司法警察（官）等所為陳述之筆錄 

實務上減述作業程序團隊主要為司法警察（官）及社工人員，主

問者為司法警察（官），有時由專業社工人員詢問兒童或智能障礙之

被害人，因刑事訴訟程序上社工人員無詢問證人之權，故而需透過解

釋賦予其正當性。本文認為減述作業之旨趣係整合各項社會資源，透

過分工合作方式，使性侵害被害人獲得完善之訴訟救助，詢（訊）兒

                                                 
135 林俊益，檢察官之訊問筆錄，收錄於王兆鵬等合著，傳聞法則理論與實踐，元照，2004.9，

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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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或智能障礙之被害人必須具有專業知識及技巧，不僅必須熟習偵訊

輔助娃娃之操作，甚至需具有兒童心理學或特殊教育知識，基於分工

合作理念，由受過專業訓練之社工人員詢問兒童或智能障礙者，應無

不可，因此，解釋上可將社工人員視為司法警察（官）之手足，由司

法警察（官）製作筆錄，該筆錄仍屬警詢筆錄。 

有論者認為，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 所謂之可信之特別情況，

係指陳述經過未經其他外力影響而可信者，例如：證人知覺之事實發

生後立即向司法警察（官）陳述之情況
136
，而依減述作業詢（訊）問

前，尚須經社工人員訊前訪視，斟酌被害人狀態，未必能立即進入詢

（訊）問階段，因而非屬「證人知覺之事實發生後立即所為之情況」，

不得依本條規定賦予警詢筆錄證據能力
137
。惟所謂「具有可信之特別

情況」，係指陳述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具有特別可信之情形，依陳述

時有無其他訴訟關係人在場，陳述時之心理狀況、有無受到強暴、脅

迫、詐欺、利誘等外力之干擾而作判斷（法院辦理刑事訴訟案件應行

注意事項第 90、91 點規定參照）
138
，社工人員進行之訊前訪問僅在

評估是否得適用減述作業程序，實務上常利用驗傷採證時作評估，並

確認詢（訊）問的時間
139
，上開論者所引之文獻依據僅為該文獻例示

之一，不足以作為減述作業所得警詢筆錄欠缺可信之特別情況的理

由，而應實質探究被害人於訊前訪問之際，社工人員有無不當之行為

致使其嗣後證言受到影響，否則單純以證人有無立即向司法警察（官）

陳述作為判斷標準，則報案前需送醫急診驗傷、向親友吐露受害經過

                                                 
136 宋耀明，先前陳述不一致，收錄於王兆鵬等合著，傳聞法則理論與實踐，元照，2004.9，頁

158。 
137 許潔怡，刑事訴訟程序中兒童證言之研究—以證言可信度為中心，國立成功大學法律學研究

所碩士論文，2008.2，頁 49。 
138 所謂「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通說認為係屬於證據能力之要件，然而，判斷上難免摻雜證明

力之認定，蓋陳述時之外在環境或情況多少會影響證言之可信度，最高法院亦有判決認為：「證

據能力有無之判斷，與證據價值即證明力強弱之評價，二者各異其趣。原則上，證據能力有無之

判斷固為評價證明力強弱之前提，然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 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調查中所為之審判外陳述，較審判中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者，得適用該規定，認

具有證據能力，係指比較審判外與審判中陳述當時所附隨之外部環境及情況，足認於該審判外之

環境或情況下所為之陳述，應較於該審判中之環境或情況下所為之陳述可信者，該審判外之陳

述，可依該例外規定，作為認定犯罪之證據，係反向將證據能力有無之認定，繫乎證明力強弱之

評價。是法院適用上開例外規定，認審判外之陳述具有證據能力者，即無異認其證明力強於與其

不相符合之審判中陳述。」（97 年度台上字第 1491 號判決）。 
139 詳見性侵害防治工作人員服務手冊，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06.12..15，初

版，頁 B-1 至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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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求助宗教、心理諮商等案件均無援引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2或第

159 條之 3 作為傳聞例外之可能。因此，檢察官提出被害人於偵查階

段之筆錄作為證據，要求法院不再傳喚被害人到庭作證時，需就該筆

錄具有「可信性之特別情況」的客觀事實證明之，除就陳述時之情況

保證外，亦應提出社工人員訊前訪視評估資料，以證明其確有減少重

複陳述之必要。 

另外，若貫徹減述作業精神，以一次詢畢為原則，被害人將不再

由檢察官訊問之，將產生被害人於偵查中之陳述均無具結之情形，雖

有學者主張「具結」乃審理中人證調查之程序，偵查中之陳述無須具

結
140
，但其前提應是證人需於審判中到場具結作證，若逕以偵查中減

述作業筆錄作為證據，將大開傳聞例外之門，固然本文主張性侵害犯

罪案件毋須嚴格排除傳聞例外證據，但此種未經具結擔保陳述真實性

之「證言」大舉進入法庭，亦非本文所樂見。其次，縱然由少年法院

（庭）法官、檢察官依減述作業規定指揮司法警察（官）執行對被害

人之詢問而製作筆錄，但因實際執行詢問、製作筆錄者為司法警察

（官），筆錄之署名應為司法警察（官），故被害人並非實際上在法官

或檢察官面前而為陳述，鑑於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要件過於寬

鬆，應從嚴認定上開陳述係屬司法警察（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符

合相關傳聞例外規定者，方得作為證據
141
。換言之，若要直接引進被

害人於偵查中在司法警察（官）面前所為之陳述，必須符合（一）由

提出該陳述之人（檢察官）證明該陳述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二）

該陳述為證明犯罪所必要；（三）證人具有不能作證或拒絕作證（刑

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
142
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7 條）之情形等三個

要件，方得作為傳聞例外，具有證據能力。 

 

                                                 
140 陳運財，偵查中證人之具結與傳聞例外之適用－評最高法院 94 台上字第 3277 號刑事判決，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93 期，2007.4，頁 250-251。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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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142 有學者認為，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 規定係參考日本刑事訴訟法之立法例，依據日本判例

對該條適用之見解，解釋上宜認為本條之四種情形係屬例示規定，若有其他類似情形，應仍有適

用餘地，參考丁中原，傳喚或詢問不能，收錄於王兆鵬等合著，傳聞法則理論與實踐，元照，

2004.9，頁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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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利用播放影音紀錄方式代替訊（詰）問 

目前實務依據減述作業方案，將偵查階段被害人作證過程全程錄

音錄影，該錄影錄音帶或電磁資訊經被害人確認後，以證物方式隨同

卷宗移送檢察署或法院（減述作業要點第 14 點、第 15 點及第 17 點），

若被害人於審判時無法陳述，上開影音紀錄得經法庭當庭勘驗，作為

證據。不過若法官勘驗後，對於被害人之陳述仍有疑問者，仍得傳喚

其出庭作證。近年有關兒童性侵害案件，也逐漸出現直接以兒童於偵

查中陳述之錄影帶作為證據，不再傳喚兒童證人出庭作證之案例
143
。 

雖然偵查中之影音紀錄屬於派生證據，且內容為審判外之陳述，

係屬傳聞證據，又減述作業之詢（訊）問主要由司法警察（官）主導，

不僅證人在其面前毋庸具結，主問者之立場、問題設計是否有所偏

頗，非法官所能掌握，僅以偵訊錄影帶作為證據，難以獲得完整心證
144
。但是，利用播放偵查中錄影或其他影音儲存紀錄方式代替訊問，

以避免被害人因重複訊問而受到二度創傷，比直接宣讀或告以偵查中

筆錄要旨，較能保障被告之防禦權（至少能觀看被害人作證影像，完

整瞭解證言內容），且法院亦得審酌被害人作證之姿態、語氣，因此，

衡量性侵害被害人所受創傷之特殊性、減述作業流程之目的以及訴訟

程序變革之影響性，設計一套制度，使法院於審理時，得直接勘驗偵

查中詢（訊）問被害人之影音紀錄，最能符合各方利益。 

有論者認為，若透過減述作業流程，以影音紀錄代替被害人出庭

作證時，被告或辯護人均得先觀看該影音紀錄，對是否全程錄音錄影

或被害人於錄影前之種種情況提出異議，而非由法院直接勘驗之，避

免影響法官心證；若被告或辯護人觀看完整影音紀錄後，對於證言仍

有疑問，被告或辯護人仍得聲請傳喚被害人到庭接受交互詰問，法官

除有正當理由外，不得駁回。但若被告或辯護人於減述作業詢（訊）

問被害人過程中在場，除有相關證據指明該影音紀錄可疑外，不得爭

執該影音紀錄之效力，並且如被告或辯護人已於偵查中有詰問被害人

                                                 
143 例如：台灣高等法院 92 年少連上訴字第 218 號判決。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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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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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會，除有相關證據陳明確實有詰問之必要外，嗣後亦不得再行傳

喚被害人到庭接受交互詰問
145
。本文以為，上開見解固然為兼顧被害

人保護及被告對質詰問權之保障，用意甚良，但以目前偵查程序訊問

證人時，被告鮮有機會到場、詰問證人之現況（或謂此乃偵查實務上

之困難以及偵查程序靈活機動性之所需），絕大多數之被告均會否認

犯罪，要求傳喚證人對質詰問，又法院於「審理中」勘驗影音紀錄並

無「預」斷之情形，以及若被害人有人身安全顧慮，必須限制被告得

知其面貌時，事前使被告方觀看影音紀錄是否恰當？技術上將影音紀

錄畫面馬賽克或變聲有無變造紀錄之疑慮？又有無限制被告觀看被

害人作證影像之必要，由何人審查？等等諸多現實考量，制度設計上

不如於準備程序時，由檢察官提出該影音紀錄具有「可信性之情況保

證」、「使用證據之必要性」，以及是否有限制被告觀看被害人作證影

像之必要（關於何種要件下始得限制被告觀察證人作證姿態，詳見第

三章）的說明，法院詢問被告及辯護人之意見後而為勘驗方式之裁

定，勘驗時得對照該次偵查中筆錄，以便瞭解案情，如有歧異，以影

音紀錄為準；若檢警詢（訊）問有所不當或證言有問題，被告或辯護

人得予異議或抗辯，如有必要，法院亦得依聲請或職權另行傳喚被害

人到庭踐行人證程序。 

 

四、性侵害被害人保障與傳聞法則之調和 

由於人之知覺、記憶、表達及敘述過程或有偏差，而可能產生誤

會，傳聞證據之原陳述者未經具結，無從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再經

過口耳相傳，可信度更低，不但被告或辯護人無從對原陳述者對質詰

問，法官亦無法為直接審理
146
，因此有排除傳聞證據之必要性，但對

照美國踐行已久之傳聞法則，可以發現傳聞例外種類洋洋灑灑（聯邦

證據法第 803 條共有二十三種例外規定，另外於第 807 條更制定一概

括條款），顯示於具體個案下，當傳聞證據具備「可信性之情況保證」

                                                 
145 許潔怡，刑事訴訟程序中兒童證言之研究—以證言可信度為中心，國立成功大學法律學研究

所碩士論文，2008.2，頁 143-144。 
146 林俊益，刑事訴訟法概論（上），2006.9，七版，新學林，頁 41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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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使用證據之必要性」二者時，得例外具有證據能力。惟我國傳聞

例外規定，雖僅為簡單的五個條文，但門檻要件卻過於寬鬆，不僅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規定獨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或檢察

官面前之陳述得為證據外，與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1 條第 1 項第 3 款

規定：「關於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所為之書面筆錄以外之書面，其陳

述人因死亡、精神或身體之障礙，所在不明，或滯留國外，而不能於

準備程序或審判期日到庭陳述，且該陳述係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不

可或缺者。但以先前之陳述存有較為可信之特別情況者為限。」相較

之下，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規定亦過於寬鬆
147
，且台灣高等

法院 92 年 8 月 1 日之刑事訴訟新制法律問題研討會決議更認為，證

人依刑事訴訟法第 181 條規定行使拒絕證言權，其警詢筆錄具可信之

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依第 159 條之 3 第

4 款規定，賦予證據能力，擴大警詢筆錄之適用。又實務有濫用第 159

條之 4特信性文書
148
及第 159 條之 5同意傳聞

149
之嫌。 

然而，當學界就我國傳聞例外規定立法不當及實務濫用之批評聲

浪不斷的同時
150
，大法官釋字第 582 號解釋理由書大筆一揮，謂：「至

於被告以外之人（含證人、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依法律特

別規定得作為證據者（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參照），除客觀上

不能受詰問者外，於審判中，仍應依法踐行詰問程序。」，將傳聞證

據得例外賦予證據能力之情形，附加一項條件－除客觀上不能受詰問

者－，對於大法官之意旨，學界有不同解讀；有認為該理由書意謂被

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陳述得作為證據者，必須具備三個要件：（一）

                                                 
147 林俊益，刑事訴訟法概論（上）， 2006.9，七版，新學林，頁 439-440。 
148 台灣高等法院 92 年 8 月 1 日之刑事訴訟新制法律問題研討會決議：1、檢察官之勘驗筆錄，2、

警察查驗證物（例如錄影帶）內容之報告，3、檢察官、檢查事務官、司法警察（官）之搜索扣

押筆錄 4、警察製作之交通事故調查表及事故現場圖，5、警察取締（或查獲經過）之報告，6、

火災現場調查報告等，均屬於第 159 條之 4 第 1 款之文書。 
149 法院辦理刑事訴訟案件應行注意事項第 93 點認為，明示同意後，原則上不得撤回同意之意思

表示，僅於 1、尚未進行該證據之調查，2、他造當事人未提出異議，3、法院認為適當者，始允

許撤回同意。另外，於擬制同意作為證據之情形，對於如何證明「知」有傳聞禁止之情形，運作

上顯然會產生爭議。相關討論可參見何賴傑，傳聞法則之同意，月旦法學雜誌，第 114 期，2004.10，
頁 85-92。 
150 可參考王兆鵬等，傳聞法則理論與實踐，元照，2004.9，二版；陳運財，直接審理與傳聞法

則，五南，2001.11；林俊益，傳聞法則之研究，台灣高等法院，2003.2；王兆鵬，論最新修正刑

事訴訟法之傳聞法則，萬國法律，第 128 期，2004.4；尤伯祥，證人當然要到法院來陳述－回應

法務部對於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 草案之評論，司法改革雜誌，第 42 期，2002.1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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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有特別規定該陳述得作為證據者；（二）原則上，必須傳喚該陳

述之人至審判中踐行詰問程序；（三）如有客觀上不能詰問該陳述之

人之情形，毋須傳喚及詰問
151
。換言之，除非證人有「客觀上不能受

詰問之情形」（例如：死亡、身心障礙至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滯留

國外、所在不明等），否則應傳喚其到庭踐行交互詰問，據此，刑事

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亦應如此限縮解釋
152
。另有學者認為，憲法意旨

係為保障被告之對質詰問權，因此，似乎可將大法官意旨解讀為必須

賦予被告在審判外有對質詰問之機會，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方得作為傳聞例外，而具有證據能力，惟如此解讀並不妥當
153
。

大法官釋字第 582 號解釋不僅是刑事證據法則劃時代之里程碑，其理

由書上開論述亦對司法實務投下震撼彈
154
，無異宣告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及第 159 條之 4違憲，其他諸如「當場印象」、「興奮下之

陳述」、「公務紀錄與家族紀錄」等真實性高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

之陳述，均無法成為傳聞例外
155
，法院必須一一傳喚所有相關證據之

原始陳述人或製作人到庭具結作證，對司法實務產生巨大負荷，影響

訴訟經濟；另外，對於偵查中未詰問之陳述，得否作為證據，實務亦

未有定論，有採否定見解，認為詰問權乃憲法保障被告之權利，證人

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被告或辯護人已行使或得予行使反

對詰問權外，或依第 159 條之 5 同意作為證據外，不具有證據能力
156
；

或認為不論是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或向司法警察（官）所為之陳述，

除有 159 條之 3之情形外，均需經被告或辯護人於偵查中行使反對詰

問權，方得作為證據
157
。亦有採肯定見解，認為刑事訴訟法並無明文

                                                 
151 王兆鵬，憲法解釋與刑事訴訟（下）－最重要的三則解釋，台灣本土法學，第 75 期，2005.10，

頁 35。 
152 葉建廷，釋字第 582 號解釋對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規定之影響，司法改革雜誌，第 53
期，2004.10，頁 53；楊雲驊，找回嚴格證明程序之靈魂－釋字第 582 號解釋的意義與影響，月

旦法學雜誌，第 115 期，頁 117；陳運財，偵查中證人之具結與傳聞例外之適用－評最高法院 94
年度台上字第 3277 號刑事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93 期，2007.4，頁 245-246。 
153 朱朝亮，釋字第 582 號解釋之評析－從日本法制之比較法觀點論述談起，月旦法學雜誌，第

115 期，2004.12，頁 89。 
154 另外，解釋文宣告不再適用之三個判例，亦對實務正在訴訟進行之案件造成極大影響，引起

爭議，故而有釋字第 592 號解釋之出現「止血」。 
155 王兆鵬，憲法解釋與刑事訴訟（下）－最重要的三則解釋，台灣本土法學，第 75 期，2005.10，

頁 37-38。 
156 最高法院 97 年度台上字第 1381 號、96 年度台上字第 4881 號、96 年度台上字第 4437 號號判

決參照。 
157 最高法院 96 年度台上字第 5822 號、96 年度台上字第 3708 號判決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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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偵查時「應」傳喚被告到場詰問證人，符合第 159 條之 1 第 2 項

規定者，除顯有不可信之情形外，應具有證據能力
158
；或認為有無證

據能力與是否經合法調查應分開而論，刑事訴訟法並無明文規定偵查

時應傳喚被告到場詰問證人，欠缺被告詰問之審判外陳述符合傳聞例

外規定者，係未經合法調查，而非謂不具有證據能力，審判時應使被

告就該偵查筆錄行使詰問權，進行合法調查程序
159
。「所幸」理由書

並非解釋文，無拘束效力，僅為實務參考、提供學術討論及作為日後

修法方向。 

性侵害犯罪案件證據調查之難題在於欠缺直接證據及被害人之

特殊性，如何避免被害人受到二度傷害，又能保障被告之對質詰問

權，是司法政策上一大考驗，除善用情況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以推理佐

證直接事實外，原則上以傳喚被害人到庭（具結）詰問，透過審理程

序各種保障措施為優先，使被告或辯護人得以直接行使反對詰問權，

法官得以直接審理、觀察證人作證之情形，其次，配合減述作業程序，

被害人有不能到庭或到庭詰問將導致其精神受創者，得於審判時勘驗

偵查中詢（訊）之影音紀錄，使被告或辯護人就被害人之陳述提出辯

論，不再傳喚被害人到庭重複訊問，但有必要時，不在此限。最後，

若缺乏影音紀錄時，偵查中之筆錄則需符合傳聞例外規定，方得作為

證據。 

     

第四項  減述作業程序之缺失 

減述作業方案之推動，促使法務部於民國 86 年函令各檢察署成

立「性侵害案件專股」，遴選資深穩重、溫和、已婚之檢察官辦理，

如無已婚之檢察官，則由主任檢察官辦理；若該專股檢察官為男性

時，應配置女性書記官，必要時得指定女性已婚之檢察官協助。嗣於

87 年成立婦幼保護專組（股），專責處理性侵害案件、兒童及少年性

                                                 
158 最高法院 97 年度台上字第 1653 號、97 年度台上字第 1655 號判決參照。 
159 最高法院 97 年度台上字第 1754 號、97 年度台上字第 1253 號、97 年度台上字第 405 號、97
年度台上字第 356 號、96 年度台上字第 4576 號號判決參照。根據近年來之最高法院判決顯示，

實務有趨向肯認偵查中未經被告反對詰問之陳述，除顯有不可信之情況外，具有證據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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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防治案件、家庭暴力案件、少年等案件，落實專業專責
160
。警政

署亦於 91 年 3 月將「女子警察隊」更名為「婦幼警察隊」，將少年警

察隊「女警組」更名為「婦幼組」，同年 4 月函頒推動婦幼警察隊（組）

偵辦重大婦幼案件執行計畫，於同年 7 月 1 日起，擇定台北市、台北

縣、基隆市、花蓮縣、高雄市、高雄縣婦幼警察隊或少年警察隊婦幼

組，專責偵辦連續或犯罪嫌疑人不明之性侵害（不含猥褻）案件，以

有效整合被害人告訴筆錄、嫌疑人逮捕、現場蒐證等分屬不同單位辦

理之情形
161
。 

然而，實際成效方面，或因最先受理案件之單位（如警察機關或

醫院）未向被害人說明社工陪同之重要性，或因被害人表示不願意，

或因社工人員接獲通報後未立即前往協助，減低其他單位日後通報之

意願，造成社工人員訊前訪視之比例下降，故而未開啟減述作業程序
162
。社工之法律專業素養欠缺也造成檢警人員偵辦案件時之困擾，無

形中降低會同詢（訊）問之意願
163
。其次，我國缺乏受過性侵害詢問

技巧訓練之社工人員，專家又擔心日後必須出庭作證，或引起訴訟糾

紛，或日後將為該名被害人後續之相關問題提供專業意見，或因協助

或出庭費低，因此，協助會同詢（訊）問之意願低
164
。另外在檢警部

分，由於人員不足未能真正落實專股（組）專責辦理性侵害案件，許

                                                 
160 各地區檢察署在「輪流值日」、「案件分派」、以及「偵查指揮權發動上」，均有相關配套，由

本方案婦幼專組檢察官，24 小時輪值受理性侵害案件通報及指揮偵辦，該案件偵破後，調查警

察之移送書，需在備註欄上註明指揮檢察官之姓名，地檢署分案時將秉持偵查「一案到底」的原

則，把案件分給原受理指揮偵辦的檢察官；檢察官偵辦案件時，宜先勘驗司法警察（官）所製作

之筆錄與錄影帶，避免重複傳訊被害人。且為能追蹤了解此方案進行的後續情形，法務部於民國

92 年 1 月 1 日起，各級法院檢察署在接獲警察局移送性侵害案件而分案時，如該案係屬適用「性

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時，需於卷面上註記「適用減述方案」，以利後續統計起訴

率、定罪率及偵查所需時間，是否有因減述程序而有不同，參考張錦麗，台灣地區「性侵害被害

人減少重複陳述方案」之行動研究，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論文，2005，頁 113。 
161 內政部並專款補助地方政府採購方案所需之相關設備，例如：筆記電腦、無線影音傳輸系統、

視訊會議系統、數位錄影、錄音系統等電子設備，加速警察機關性侵害案件筆錄之電子化及處理

標準化，參考張錦麗，台灣地區「性侵害被害人減少重複陳述方案」之行動研究，暨南大學社會

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論文，2005，頁 114-116。 
162 張錦麗，台灣地區「性侵害被害人減少重複陳述方案」之行動研究，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博士論文，2005，頁 133-134；高鳳仙，我國性侵害受害兒童保護之政策回顧與展望，

律師雜誌，第 322 期，2006.7，頁 69。 
163 張錦麗，台灣地區「性侵害被害人減少重複陳述方案」之行動研究，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博士論文，2005，頁 134-135。 
164 張錦麗，台灣地區「性侵害被害人減少重複陳述方案」之行動研究，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博士論文，2005，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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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區目前仍是輪流辦理，檢察官到場指揮辦案之比例低，不僅影響

社工人員士氣，警詢筆錄製作專業技巧亦不佳，加上監視攝影機位置

不當（位於被害人上方，且為定點攝影），往往僅拍攝到頭頂，無法

看清楚被害人的臉部表情，部分分局設備也不齊全
165
，造成警詢筆錄

或調查中之錄影帶日後成為傳聞例外之困難性提高或檢察官再次補

訊
166
。亦有論者認為，減述作業流程主問者可能是檢察官、司法警察

（官）或專業社工人員，每位主問者背景不同，訊問方式及重心未能

一致，可能影響證言可信度，且兒童證人易受暗示，尤其當發問者為

權威性人物（例如：穿著制服之檢察官或警員）時，兒童會回答其所

想要的問題答案
167
。除此之外，各領域團隊整合並非易事，各單位之

定位、權責分配、聯繫均需協調妥當，清楚明確，否則會造成各單位

因角色背景不同，彼此間之期待有所落空，進而推卸責任
168
。從減述

作業方案之規劃來看，社政人員為個案管理者，惟社政人員是否有能

力或有意願作為偵查程序之主要協調者，不無疑義，其於偵查實務中

之角色扮演為何，其實很模糊，從詢（訊）問階段之主問者或可由社

工人員主導，即可窺知，又其於詢（訊）問階段之「陳述意見」定位

為何，亦值得討論。是以，減述作業方案立法用意深遠，惟其美意是

否能有效推動，仍須經歷一段磨合期，成效如何有待實務日後觀察。 

 

 

 

                                                 
165 張錦麗，台灣地區「性侵害被害人減少重複陳述方案」之行動研究，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博士論文，2005，頁 135-137。 
166 高鳳仙，我國性侵害受害兒童保護之政策回顧與展望，律師雜誌，第 322 期，2006.7，頁 69。 
167 Saywitz, K.（2002）, Developmental Underpinnings of Children Testimony, In H.L. Westcott, G.M. 
Davis, & R.H.C. Bull（Eds.）, Children Testimony, John Wiley & Sons, Ltd, U.K., p.12. 轉引自許潔

怡，刑事訴訟程序中兒童證言之研究—以證言可信度為中心國立成功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8.2，頁 81。 
168 相關實證調查研究，請參考張錦麗，台灣地區「性侵害被害人減少重複陳述方案」之行動研

究，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論文，2005，頁 137-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