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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審理中性侵害被害人之訊（詰）問 

第一節  概說 

基於性侵害犯罪案件之特殊性，為保護被害人隱私及避免被害人

於法庭上受到二度傷害，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於審理程序有諸多特殊措

施，然而，該等措施造成被告對質詰問權受到一定之限制，如何與交

互詰問制度相互調和，兼顧被害人與被告之權益，成為一大課題。 

 

第二節  違反交互詰問規則之證言   

第一項  被告之對質詰問權 

第一款  對質詰問權之意義 

大陸法系國家傳統上採職權進行主義，由法院依職權指揮訴訟進

行，發現真實乃法院之職責與義務，由法官藉陳述者之表情態度及動

作，判斷其證言之真實性，因此，調查證據方面，由審判長命被告與

被告、被告與證人或證人與證人面對面對質詢問，確認陳述者陳述內

容有無瑕疵；英美法系國家採當事人進行主義，由當事人提供證據資

料供陪審團斷定犯罪事實，由法院依法審判，因此由當事人雙方輪流

對證人面對面交互詰問。我國過去繼受大陸法，採行職權進行主義，

刑事訴訟法舊法第 184 條第 2 項規定：「因發現真實之必要，得命證

人與他證人或被告對質，亦得依被告之聲請，命與證人對質。」然而，

同法第 166 條第 1 項規定：「證人、鑑定人由審判長訊問後，當事人

及辯護人得直接或聲請法院詰問之。」因此有學者認為，我國係採對

質與詰問混合之立法模式
169
。近年來，司法改革朝向當事人進行主義

邁進，民國 92 年刑事訴訟法修正，引進傳聞法則與落實交互詰問制

度，於第 166 條以下規定由當事人雙方交叉對證人進行詰問，但仍保

留「對質」之條文用語（第 97 條、第 184 條），究竟「對質」與「詰

                                                 
169 黃東熊，刑事訴訟法研究（第二冊），1999.1，中央警察大學，頁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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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之內涵為何？有何差異？立法位階如何？均引起廣泛之討論
170
。 

 

第一目  美國法與日本法 

根據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6條規定
171
，所有刑事被告皆有與證人

面對面詰問之權利。所謂「面對面」之權利，包含：（一）被告得於

審判中在場目視證人之權利，及（二）被告有使證人目視自己之權利
172
。 

日本憲法第 37 條第 2 項
173
規定，刑事被告充分享有詰問所有證

人之機會，稱之為「詰問證人權」。由於日本憲法並無如美國憲法增

修條文第 6 條以「confront」的用語，因此，有論者以為被告「詰問

證人權」之本質要素不包含與證人直接面對面的權利
174
。惟學者認為

日本憲法第 37 條第 2 項「詰問證人權」之內涵有無包含「被告與證

人面對面之權利」之問題，應從「詰問證人權」之本質及機能作合理

的解釋，因為保障被告的反對詰問權，主要是賦予被告有對不利於他

的證言之真實性、信用性作徹底的批判、彈劾的機會，以促進被告本

人與國民對於司法的信賴，為了達到這個目的，被告接受辯護人協助

以及直接與證人面對面對質格外重要，因為一般而言，人與人面對面

時說謊會有心理壓力，且其說謊時的態度、語氣乃至於肢體都會有所

變化，因此，透過觀察證人作證之姿態可以加強詰問的效果
175
。因此，

日本實務及學界認為，「詰問證人權」不僅為被告行反對詰問之權利，

                                                 
170 關於對質詰問權之理論學說，有「最狹義的對質詰問理論」、「證人產生理論」、「真實性理論」、

「主要證據理論」、「防止政府濫權理論」、「當事人進行主義的訴訟防禦權理論」等，詳細介紹，

請參考王兆鵬，對質詰問權與強制取證權，收錄於刑事被告的憲法權利，翰蘆，1999.8，頁 155-159。 
171 美國聯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In all criminal prosecutions, the accused shall enjoy the 
right……to be confronted with the witnesses against him; to have compulsory process for obtaining 
witnesses in his favor,……」。 
172 王兆鵬，美國刑事訴訟法，元照，2004.9，頁 372。 
173 日本憲法第 37 條第 2 項：「刑事被告，應被充分賦予詰問所有證人之機會，且享有為自己之

利益依公費請求依強制程序傳訊證人之權利。」 
174 小倉哲浩，證人保護のための各手続の性質及ぴ相互関係，判例タイムズ，1150 号，2004.8，

頁 15；渡邉一弘，犯罪被害者等の保障に関する刑事訴訟法等の一部改正について，田宮裕博

士追悼論集（上卷），信山社，2001.5.20，頁 273。 
175 椎橋隆幸，証人保障手続の新展開， 犯罪の多角的検討－渥美東洋先生古稀記念，有斐閣，

2006.5 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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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包含了被告與證人物理性、直接面對面的權利；所謂「被告與證人

物理的、直接的面對面之權利」係指於證人作證期間，被告得在同一

空間看見證人的姿態，且自己的姿態亦被證人所見
176
。

 

 

第二目 我國法 

我國憲法並未如同美國及日本明文賦予被告對質詰問權，刑事訴

訟法亦將「對質」（第 97 條、第 184 條）及「詰問」（第 166 條至第

167 條之 1）分別規定於不同條文，二者內涵為何？有無不同？是否

為被告憲法保障之基本權利？均引起廣泛討論。 

一、實務 

民國 84 年大法官釋字第 384 號解釋
177
，宣告 81 年之檢肅流氓條

例第 12 條
178
關於祕密證人制度，剝奪被移送裁定人與證人對質詰問

之權利，並妨礙法院發見真實，逾越必要程度，欠缺實質正當，係屬

違憲；確立了「對質」、「詰問」為憲法第 8條實質正當法律程序之一

環，屬人身自由之制度性保障，乃被告憲法上之基本人權，影響判決
179
及修法至深，88 年 7 月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作成結論「應落實及強

                                                 
176 川出敏裕，刑事手続における被害者の保障，ジュリスト，1163 号，1999.9，頁 44；崛江慎

司，証人審問権の本質について（六）--アメリカにおける議論を中心に，法学論叢，142 卷 2
號，1997.22，頁 6；堀江慎司， 証人尋問における遮へい措置、 ビデオリンク方式の合憲性--
最(一小)判平成 17.4.14 刑集 59 巻 3 号 259 頁，刑事法ジャーナル，2 期，2006，頁 110。 
177 大法官釋字第 384 號解釋：「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其所稱『依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

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不問期是否使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需以法律規定，

其內容更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 3 條所定相關之條件。……」；解釋理由書說明：「前述實質

正當之法律程序，兼指實體法及程序法規定之內容，就實體法而言，如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就

程序法而言，如犯罪嫌疑人除現行犯外，其逮捕應踐行必要之司法程序、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

志、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同一行為不得重複處罰、當事人有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利、

審判與檢察分離、審判過程以公開為原則及對裁判不服提供審級救濟等為其要者。」又「……不

問個別案情，僅以檢舉人、被害人或證人要求保密姓名、身分，即限制法院對證人應依祕密證人

方式個別訊問，並剝奪被移送裁定人及其選任律師與祕密證人之對質或詰問，用以防衛其權利，

俾使法院發見真實，有導致無充分證據即使被移送裁定人受感訓處分之虞，自非憲法之所許…」 
178 民國 81 年之檢肅流氓條例第 12 條：「警察機關及法院受理流氓案件，如檢舉人、被害人或證

人要求保密姓名、身分者，應以祕密證人之方式個別訊問之；其傳訊及筆錄、文書之製作，均以

代號代替真實姓名、身分，不得洩漏祕密證人之姓名、身分。（第二項）被移送裁定之人及其選

任之律師不得要求與祕密證人對質或詰問。」 
179 最高法院 87 年度台上字第 3473 號、88 年度台上字第 2695 號、89 年度台上字第 7046 號、91
年度台上字第 7369 號、92 年度台上字第 3421 號、92 年度台上字第 5415 號、92 年度台上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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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互詰問之要求」，由士林、苗栗及台北地方法院先後試辦交互詰

問程序，檢察官全程蒞庭實行公訴，92 年進一步修訂傳聞法則與交

互詰問規定。隨後，大法官於 93 年釋字第 582 號解釋更進一步闡釋

「詰問權」之性質，其認為，被告詰問證人之權利係屬於憲法第 16

條之訴訟權，為被告刑事審判之防禦權
180
，以及憲法第 8條「非由法

院依法定程序不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律程序所保障之權利。 

 

二、學說 

相較於釋字第 384 號解釋並未說明「對質」、「詰問」之內涵及其

適用範圍，僅將二者並列、不作區分，釋字第 582 號解釋則認為，「對

質」與「詰問」本質不同，前者無須具結，而後者則需具結，以負偽

證罪之責來擔保所述確實，故對質不能取代詰問之功能
181
。「對質」、

「詰問」到底有何不同？學說上曾有認為對質與詰問乃不同之概念，

前者係由對質者彼此進行交互質問，對質者同時有質問之權利與回答

之義務；而詰問者有詰問之權利而無回答之義務
182
。對質乃法院之裁

量權，陳述有無經對質程序涉及證明力之問題，而未經被告反對詰問

者，則無證據能力
183
。或有學者認為，詰問與對質之最重要差異在於：

「對質」為被告與證人同時在場互為面對面，而「詰問」則指主問者

訊問完證人後，由他方當事人行反對詰問
184
。惟亦有認為，此乃實務

長期將「質問」切割為二之結果，實則憲法上對質與詰問係不可分之

關係
185
。 

                                                                                                                                            
4540 號、92 年度台上字第 3824 號等判決意旨參照。 
180 學者認為，依照大法官釋字第 582 號之解釋，將詰問權定位為為達公平審判而賦予被告之「審

判」中之權利（防禦權），如此一來，依現行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中被告無與證人詰問之權利，

則無違憲之虞，參照王兆鵬，憲法解釋與刑事訴訟（上）－最重要的三則解釋，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第 74 期，2005.9，頁 37。 
181 釋字 582 號解釋：「數共同被告就同一或相關連事項之陳述……分別輪流對疑點加以訊問或相

互質問解答釋疑，既毋庸具結擔保所述確實，實效自不如詰問，無從取代詰問權之功能。如僅因

共同被告已與其他共同被告互為對質，即將其陳述採為其他共同被告之不利證據，非但混淆詰問

權與對質權之本質差異，更將有害於被告訴訟上之充分防禦權及法院發見真實之實現……」。 
182 蔡墩銘，論刑事訴訟法之對質，法學叢刊，第 51 期，1973.3，頁 78。 
183 黃東熊，刑事訴訟法研究（第二冊），1999.1，中央警察大學，頁 75、82。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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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8，翰蘆，頁 142-143。 
185 林鈺雄，共犯證人與對質詰問－從歐洲人權法院裁判看我國釋字第 582 號解釋之後續發展，

月旦法學雜誌，第 119 期，2005.4，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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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文見解 

本文認為，釋字第 582 號解釋表示「對質」與「詰問」之差異在

於有無具結，其前提事實乃被告與共同被告之對質，過去實務既然無

共同被告乃證人之觀念，遑論令其具結接受詰問，因此，導出「對質

無須具結」之結論，然而，除法律另有規定外，證人證述前皆須具結，

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因此，有無「具結」應非二者之差異。其次，

歐陸法系國家刑事訴訟制度採行職權進行主義，由法院依職權給予被

告對質之機會；而英美法系國家採行當事人進行主義，踐行交互詰問

制度，二者行使方式雖有不同，但從憲法上保障被告面對面詢問、彈

劾敵性證人之權利而言，對質詰問實無差異，亦即重點應在於權利、

目的之確保，而非手段方式及用語之爭執。再者，最高法院近年更是

一改過去舊例，廢止舊判例見解，不再認為對質係屬法院裁量權限，

而以原審未予被告對質證人為由，撤銷發回更審
186
，更加顯示二者並

無實質不同，用語為何實非重要，因此本文以「對質詰問權」稱之
187
。 

 

第三目  小結 

依照國內外學說實務見解，「對質詰問權」之內涵包括
188
：（一）

對敵性證人之行使反對詰問權，藉此彈劾該證人之信用性及證言之可

信性；（二）敵性證人作證時，被告有在場權；（三）與證人直接面對

                                                 
186 最高法院 95 年度第 10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不在援用 26 年上字第 1907 號判例；95 年第 14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不在援用 71 年度台上字第 2744 號判例。其他相同實務見解，如：93 年度

台上字第 5356 號、93 年度台上字第 6571 號、95 年度台上字第 6092 號、95 年度台上字第 6174
號、95 年度台上字第 6918 號等判決。 
187 學者有認為，不論是詰問證人權、詰問權、對質詰問權、質問權等，只是用語習慣問題，並

無實質差異；惟基於現行刑事訴訟法關於「對質」之規定交由法官裁量（第 97 條第 2 項），因此，

該學者認為仍有區分二者之必要，參考陳運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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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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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8，翰蘆，頁 142-143；
林鈺雄，共犯證人與對質詰問－從歐洲人權法院裁判看我國釋字第 582 號解釋之後續發展，月旦

法學雜誌，第 119 期，2005.4，頁 15-17；林鈺雄，刑事法院傳訊證人之義務－簡評最高法院 93
年度台上字第 5749 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第 68 期，2005.3，頁 212-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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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49；崛江慎司，証人審問権の本質について（四）--アメリカにおけ

る議論を中心に，法学論叢，141 卷 4 號，1997.7，頁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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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之權利；（四）法院應依法定程序，令證人到庭具結作證，使被告

得為實質有效之詰問。換言之，對質詰問權不僅追求的是一種實體正

義，更是要求一種程序正義，其目的乃透過訴訟程序保障，取得供述

證據之信用性，進而發現真實。 

 

第二款  對質詰問權非絕對權 

大法官釋字第 384 號解釋孫森焱大法官協同意見書認為：「剝奪

質問權或詰問權，是否因「個別案情」而有可得容許之情形？果爾，

斯為違反比例原則問題，尚非違背第 8 條第 1項所定『實質正當法定

程序』之原則矣。」
189
對質詰問權雖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利，但非絕

對權，於公共利益所必要之考量下，仍得以法律限制之。依據大法官

釋字第 582 號解釋理由書，對於詰問權之限制採取極為嚴格之立場，

其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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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客觀尚不能受詰問者外，於審判中，仍應依法踐行詰問程序。」換

言之，大法官僅以「除客觀上不能受詰問者外」之事實不能者作為例

外，原則上，於審判中均應依法踐行詰問程序
190
。惟有學者指出，詰

問權並非絕對防禦權，當國家機關本身並未違反促進質問之義務，不

能質問之情事，不可歸責於國家，且未經質問之證言，已給予被告用

其他方式彈劾之機會，同時非有罪判決之唯一或主要證據時，容許法

院使用「未經質問之證詞」
191
。因此，有學者認為，大法官所謂「除

客觀上不能受詰問者外」之事實不能要件，解釋上應以國家機關已善

盡確保證人到庭作證之責為前提
192
。另外，依據大法官釋字第 636 號

                                                 
189 有不同意見認為，孫森焱大法官此段論述似乎不認為對質詰問權為憲法上權利，參考邱正裕，

我國交互詰問制度之評析，國立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頁 148 。 
190 大法官解釋理由書，非解釋文本身，不具釋憲之拘束效果，但仍具一定之影響力。 
191 林鈺雄，共犯證人與對質詰問－從歐洲人權法院裁判看我國釋字第 582 號解釋之後續發展，

月旦法學雜誌，第 119 期，2005.4，頁 23-2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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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批評，請參見王兆鵬，憲法解釋與

刑事訴訟（下），台灣本土法學，第 75 期，2005.10，頁 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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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193
之意旨，為了減輕被害人、證人之精神負擔，防止被害人受到

二次傷害，或避免證人遭受危害等情形下，得限制被告之對質詰問

權，但必須要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例原則，於不損及對質詰問權之核

心價值以及最小侵害手段限制下，方得予以限制
194
。 

 

第二項 交互詰問之意義與功能 

民國 92 年刑事訴訟法修正，引進英美法之「交互詰問制度」（第

166 條至第 167 條之 6），朝向當事人進行主義之訴訟模式改革發展
195
。由於英美法採行卷證不併送制，需藉由證人在法庭上就其對犯罪

事實所見所聞之描述，重建整體事實。然而，證人可能因認知、記憶、

表達、敘述能力或利害關係等因素影響其證言之可信度，因此，犯罪

事實之全貌必須在法庭上經由當事人雙方之攻防呈現出來；一開始之

主詰問（direct-examination）由聲請傳喚證人之一方當事人進行，

令證人陳述與待證事實有關連之事項，然後由他方當事人進行反詰問

（cross-examination）；嗣後，若主詰問者認為有必要就反詰問內容

作 澄 清 或 解 釋 ， 得 再 詰 問 證 人 ， 行 覆 主 詰 問

（redirect-examination），反詰問者亦得就覆主詰問之內容，再行

覆反詰問（recross-examination）。反詰問之目的在彈劾證人證言內

容或其憑信性，削弱法院對該證人主詰問證述之採信程度。實務上，

性侵害犯罪欠缺物證之案例屢有所聞，證人（尤其是被害人）憑信性

                                                 
193 大法官釋字第 636 號解釋，認為檢肅流氓條例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未依個案情形考量採取其

他限制較輕微之手段，是否仍然不足以保障證人之安全或擔保證人出於自由意志陳述意見，即得

限制被移送人對證人之對質、詰問權與閱卷權之規定，顯已對於被移送人訴訟上之防禦權，造成

過度之限制，與憲法第 23 條比例原則之意旨不符，有違憲法第 8 條正當法律程序原則與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之保障。」 
194 學者認為，基於保護證人之必要性，得限制直接面對面之權利，但仍須賦予被告詰問證人之

機會，參見陳運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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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195 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修法理由：「為落實當事人進行主義之精神，審判程序之進行應由當事人

扮演積極主動之角色，而以當是人間之攻擊、防禦為主軸，因此有關證人、鑑定人詰問之次序、

方法、限制、內容，即為審判程序進行之最核心部分。然而依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之規定，有關

證人、鑑定人之調查，為區分其係由當事人聲請或由法院依職權調查，一律均由審判長直接主導

訊問，實務上能確實運用當事人交互詰問之情形並不多見。因此，本條第 1 項之規定允宜修正，

使由當事人、代理人、辯護人或輔佐人等聲請傳喚之證人、鑑定人，在審判長依本法第 185 條、

第 197 條為人別訊問後，即由當事人、代理人或辯護人直接運作交互詰問之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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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證言可信度成為審判關鍵，因此，交互詰問最主要的功能在反詰

問，使當事人雙方得以透過一來一往之攻擊防禦，確保證言之正確性

與信賴性，讓法院獲得最後之判決心證。故而，反詰問被譽為發現真

實最偉大之利器
196
。 

 

第三項 不當詰問 

第一款  概說 

由於影響證人陳述之因素眾多，且容任證人恣意的陳述，無法集

中爭點，容易失焦，因此有賴檢察官及辯護人針對欲證明之事項，逐

一規劃問題，令證人循序回答，影響法官心證。為避免交互詰問淪為

訴訟技術角力戰場，影響真實發現，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295 條規定，

若詰問有重複、涉及與案件無關事項或不當情形者，審判者得予以限

制；刑事訴訟規則第 199 條之 6 但書規定，訊問證人不得隨意涉及有

害於證人名譽之事項，第 199 條之 13 規定，不得為威嚇性或侮辱性

之詰問，除有正當理由者，亦不得為重複訊問。 

我國刑事訴訟法亦於第 166 條之 7 第 2 項定有 10 款不當詰問之

禁止，整體而言，可分為誘導詰問、無關連性之詰問、論爭性之詰問、

意見與事實不分之詰問以及重複詰問，另外，該條項第 10 款「其他

為法令禁止者」，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6 條第 4 項規定，禁止被告

或辯護人詰問或提出有關被害人與被告以外之性經驗證據；又根據同

法第 12 條規定，被害人之姓名、住居所及其他身分資料等應予保密，

原則上應不得詰問之，但若與本案待證事實有關者，則不在此限（例

如：被害人之出生日期，涉及被告是否與未滿十四或十六歲者為性交

或猥褻）。 

性侵害犯罪案件在詰問過程中，被害人與被告性行為是否「合意」

乃審理重點，因此，詰問範圍除犯罪事實外，常常涉及被害人與被告

                                                 
196 John H. Wigmore, Evidence 32（James H. Chadbourn ed., 3d ed. 1974）.轉引自王兆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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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2005.10，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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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被害人平日生活習慣、性觀念、交友狀況等事項，往往將被害

人隱私暴露於法庭中，造成被害人二度傷害，因此，法院應本於訴訟

指揮權禁止或限制不當詰問。其中關於禁止重複詰問這點，現行實務

偵查中已就大部分案件踐行減述作業程序，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雖

然除少年法院（庭）外，一般法院審理時不適用之，但審判長仍會依

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之 7 第 2 項第 6款禁止不當重複之詰問，或依同

法第 196 條：「證人已由法官合法訊問，且於訊問時與當事人詰問之

機會，其陳述明確別無訊問之必要者，不得再行傳喚。」之規定，不

再傳喚被害人到庭就同一事項重複作證。其次，在兒童性侵案件中，

常受質疑者即為誘導詰問之問題，已如前述所言，不再贅述。因此，

本項僅就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6 條第 4 項討論之。 

 

第二款  本案無關之性經驗證據詰問 

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舊法第 14 條規定：「性侵害犯罪中之被告或

其辯護人不得詰問或提出被害人與被告以外之人之性經驗證據。但法

官或檢察官如認有必要者，不在此限。」換言之，原則上禁止被告或

辯護人就被害人與被告以外之人之性經驗詰問或提出相關證據，避免

混淆待證事實、侵害被害人隱私以及造成其二度傷害，但法官或檢察

官認為有必要者，則例外允許之。民國 94 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

該條移至第 16 條第 4 項規定，並刪除檢察官，增列軍事審判官，作

為例外允許之主體，符合當事人進行主義之精神，雙方武器平等，由

客觀中立之法官裁定是否得允許與待證事實無關之性經驗提出於法

院。美國聯邦證據法第 412 條（a）
197
亦明文禁止提出被害人本案以

外之過去性行為或性傾向之證據。 

然而，本條但書例外規定並未明確，究竟何謂「必要者」，解釋

上滋生疑義，流於法官自由判斷，若解釋上過於寬鬆對被害人無異造

                                                 
197 FRE 412（a）：Evidence generally inadmissible.－The following evidence is not admissible in any 
civil or criminal proceeding involving alleged sexual misconduct except as provided in subdivvisions
（b）and（c）：（1）Evidence offered to prove that any alleged victim engaged in other sexual behavior.
（2）Evidence offered to prove any alleged victim’s sexual predis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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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傷害，更可能形成法官偏見，對被害人證言採取不利之認定；反之，

若嚴格解釋，則可能無法探知被害人與被告之關係，影響事實真相之

發現。因此，判斷上可參考美國聯邦證據法第 412 條（b）（1）
198
之

三種例外規定：（一）提出被害人與被告以外之人性行為之證據，如

係證明系爭精液、傷害或其他生理上證據之來源者。（二）所提出被

害人之性行為證據，如係被害人與被告過去之性行為，用以證明被害

人出於同意者。（三）如排除該證據，顯有違反保護被告憲法上之權

利者。第三種情形，需依個案事實而定，例如：被告提出被害人曾提

出不實之性侵害控訴而事後撤回控訴之證據；被告提出被害人曾於類

似情況下，同意與他人為性行為之證據等
199
。 

原則上凡與上開事項有關連性之證據，均容許之，包括：（一）

證據顯示原告有偏見或有誣告之動機；（二）原告過去有誣告事實之

證據；（三）證據證明被告有合理相信原告是同意，縱使是屬於錯誤

判斷；（四）先前同意與第三人性行為之證據，有事實足認與此控訴

行為相似
200
。 

 

第三款  不當詰問之法律效果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167 條規定，原則上當事人、代理人或辯護人

詰問證人時，審判長除認其有不當者外，不得限制或禁止之。但有不

當詰問或回答時，除當事人、代理人或辯護人得聲明異議（同法第

167 條之 1），有理由者，該不當詰問所得之證述應予排除，不得作為

判決依據外，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6 條第 3 項規定，審判者因當事

人或辯護人詰問被害人不當而禁止詰問者，得以訊問代之。換言之，

                                                 
198 FRE 412（b）：Exception（1）In a criminal case, the following evidence is admissible, if otherwise 
admissible under these rules：（A）evidence of specific instances of sexual behavior by the alleged 
victim offered to prove that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accused was the source of semen, injury or other 
physical evidence；（B）evidence of specific instances of sexual behavior by the alleged victim with 
respect to the person accused of sexual misconduct offered by the accused to prove consent or by the 
prosecution；and （C）evidence the exclusion of which would violate the constitution rights of the 
defendant. 
199 陳祐治，交互詰問之理論與實務，月旦法學雜誌，第 73 期，2001.6，頁 101。 
200 許福生，性侵害犯罪防治法例法之探討，警大法學論叢，第五期，2000，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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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性侵害犯罪案件中，不當詰問之法律效果有三：（一）限制或禁止

該不當詰問；（二）排除不當詰問所得之證言；（三）不進行交互詰問

而由審判長以訊問方式代替詰問。 

關於性侵害案件被害人不進行交互詰問，由審判長以訊問方式代

替詰問，有無剝奪被告之詰問權，修法時，產生極大爭議
201
。行政院

提出之草案為：「檢察官、軍事檢察官依職權或依被害人、告訴人、

告訴代理人之請求，認被告或或其辯護人之詰問有致被害人因心智障

礙或身心創傷而不能自由陳述或完全陳述之虞時，得聲請由法官、軍

事審判官以訊問代之（第 15 條第 2項）。前項情形，法官、軍事審判

關於訊問前，應與被告或其辯護人陳述意見之機會；如認依第一項之

方式對被害人行詰問較為適當者，不得以訊問代之（同條第 3項）。」

其理由主要為：（一）性侵害被害人於遭受性侵害後，時常因身心狀

況（如加害人權勢關係壓力、罹患創傷症候群等因素）至無法於加害

人面前自由陳述或完全陳述，被告或辯護人之詰問常有不當言詞或動

作，縱經法官或檢察官制止，對被害人之傷害已造成。（二）我國刑

事訴訟法系採職權主義兼採當事人進行主義，非如英美法必須由當事

人發問，故不論係採交互詰問或由法官訊問，在發現真實功能上並無

二致。（三）法官或軍事審判官訊問被害人時，被告或其辯護人亦均

在場，並得聲請法官、軍事審判官訊問被害人，兼顧被告之詰問權保

障。惟司法院有不同意見，認為
202
：（一）被告對質詰問權乃憲法保

上之基本權利（大法官釋字第 384 號解釋參照），除符合憲法第 23 條

規定外，不得任意剝奪。以比例原則檢視之，雖符合適當性要件，但

就必要性而言：依上開規定，如不能以隔離措施達到保護被害人之目

的，即應直接剝奪被告之詰問權，而由法官、軍事審判官以訊問代之。

查以剝奪被告方詰問權作為保護被害人之手段，乃對被告權利損害最

嚴重之方式，而以隔離措施作為保護被害人之手段則為較溫和之方

式，然在此二手段之間應該還有其他手段可得介入之空間，亦即在隔

離措施不能奏效後，似可採行其他手段，例如可先透過法官之訴訟指

揮為手段，以達保護被害人之目的，如發現被告方有濫用詰問權之事

                                                 
201 參見立法院公報，委員會紀錄，第 93 卷第 31 期，頁 319-325；同卷第 34 期，頁 209-234。 
202 司法院蔡彩貞副廳長之發言，立法院公報，委員會紀錄，第 93 卷第 3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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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再依現行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之 7 第 2 項、第 167 條之規定，限

制或禁止被告方就個別問題為詰問，如不能達到保護目的，此時始禁

止被告為詰問，換言之，必須以最小侵害手段限制被告權利，故而，

本條項不符合比例原則，違反憲法對質詰問權之保障。（二）草案規

定有三點對被告不公平之處：1、案件之審理結果，對被告所關至切，

性侵害案件多在私密空間下進行，被害人之供述常為最重要之證據方

法，被告為尋求被害人證言上之漏洞，以證明自身清白，常需與辯護

人於詰問被害人前事先磋商、演練，由法官訊問被害人，可能不符合

被告之原意，然此不利益之結果卻由被告負擔；2、聲請以訊問代替

詰問，係以被害人因心智障礙或身心創傷不能自由陳述或完全陳述

「之虞」作為前提，所謂「之虞」乃對尚未發生之事情作假設，而此

種假設即在被告方無任何過失之情況下預先以法律剝奪詰問權；3、

檢察官主詰問後，再聲請由法官訊問，對被告顯不公平，理論上不應

允許，但法條未明文限制之。 

最後，由於性侵害犯罪黑數逐年增加；我國乃改良式當事人進行

主義，非完全當事人進行主義，法官仍有權訊問；法官仍得依職權裁

量是否以訊問代之；以及我國目前性教育仍未普及，有保護性侵害被

害人之必要性等因素
203
，故而協商通過目前的版本規定：「審判長因

當事人或辯護人詰問被害人不當而禁止其詰問者，得以訊問代之。」

（第 16 條第 3項）。 

本文認為，依照目前條文文義，似乎不限於「被告或或其辯護人

之詰問有致被害人因心智障礙或身心創傷而不能自由陳述或完全陳

述之虞」，即得以訊問代替詰問，反而擴大剝奪被告親自行使詰問權

之可能性，實為不妥。縱然性侵害被害人有保護之必要性，且基於公

益性甚高之案件，得擴大法官依職權介入之空間，但無任何門檻限制

即剝奪被告之詰問權，有悖於憲法比例原則要求。因為，就發現真實

而言，通常被告對案件的始末最為清楚，最有能力發現證人陳述與真

實差異，提出適當之問題，使證人無法自圓其說，且被告比法官具有

更強烈之動機對證人詰問以發現證詞之瑕疵，當事人詰問證人之權

                                                 
203 參見立法院公報，委員會紀錄，第 93 卷第 34 期，頁 20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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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非法官訊問所能取代
204
。因此，根據不當詰問情節之輕重，於不

當情形發生之初，首應採取個別限制或禁止該不當詰問；其次，如被

告或辯護人仍繼續違反詰問規定，致被害人精神壓力受創而無法自由

或不能陳述者，得依視訊隔離等措施進行詰問（詳見本章第三節討論）

或命被告退庭（刑事訴訟法第 169 條）；倘若上述方式，均無法達到

禁止當事人或辯護人不當詰問之效果時，方得依職權訊問被害人，且

訊問前仍宜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見。 

 

第四項  被害人於主詰問後因恐懼等因素而無法或拒絕陳

述之情形 

第一款  概說   

交互詰問中，主詰問進行完畢後，他方當事人為反詰問時，證人

應據實回答，方能發揮交互詰問制度之功能，惟其過程中，可能因法

律或事實因素而導致反詰問程序無法進行，例如：證人依法拒絕證言
205
；證人無正當理由恣意拒絕回答；證人因死亡或身心因素無法進行

反詰問等情形
206
。有學者認為，由於被告之反對詰問權乃憲法保障之

防禦權，因此，若證人於主詰問後，被告進行反詰問時，發生上述情

形時，應排除證人於主詰問之證詞
207
。 

惟基於發現真實，並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92 年刑事訴訟法

增訂第 181 條之 1 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反詰問時，就主詰問所陳

述有關被告本人之事項，不得拒絕證言。」限制證人之拒絕證言權。

但 93 年間大法官釋字第 582 號釋理由書謂：「共同被告就其自己之案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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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2005.10，頁 33。 
205 大法官釋字第 582 號解釋理由書：「法院為發現案件之真實，保障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仍應

依人證之法定程序，對該共犯證人加以調查。又共同被告記其自己之案件，因仍具被告身分，而

享有一般被告應有之憲法權利，如自由陳述權等。當被告與共同被告行使權利而有衝突時，被告

於其本人案件之審判，固享有有具證人適格之共同被告詰問之權利，然此權利並不影響共同被告

自由陳述權之行使，如該共同被告恐因陳述致自己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自有權行拒絕陳述。」 
206 王兆鵬，無效的反詰問，月旦法學教室，第 4 期，2003.2，頁 50。 
207 王兆鵬，無效的反詰問，月旦法學教室，第 4 期，2003.2，頁 50-51。  



 79

件，因仍具被告身分，而享有一般被告應有之憲法權利，如自由陳述

權等。當被告與共同被告行使權利而有衝突時，應儘可能求其兩全，

不得為保護一方之權利，而恣意犧牲或侵害他方之權利。被告於其本

人案件之審判，固享有對具證人適格之共同被告詰問之權利，然此權

利並不影響共同被告自由陳述權之行使，如該共同被告恐因陳述致自

己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自有權拒絕陳述。刑事訴訟法賦予證人（含

具證人適格之共同被告）恐因陳述受追訴或處罰之拒絕證言權（刑事

訴訟法第 181 條參照），乃有效兼顧被告與證人（含具證人適格之共

同被告）權利之制度設計」。據此，學者有認為釋字第 582 號係針對

共同被告作為證人之事例而作之解釋，且不自證己罪乃憲法所保障之

基本權，因此，證人有權行使不自證己罪權，但另一方面亦需排除該

證人於主詰問之陳述，以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
208
。雖然解釋理由書

不具拘束力，但確實點出了被告詰問權與證人拒絕證言權發生衝突

時，應保障何者權利之問題，也引發刑事訴訟法第 181 條之 1應如何

適用之疑義。證人於反詰問時，固然不得「不法」拒絕證言，但得否

「依法」主張拒絕證言權，就主詰問所陳述有關被告本人之事項拒絕

回答問題？若可拒絕，所謂「依法」之根據，是否僅限於「不自證己

罪」此等憲法上權利？諸多疑點，均有待司法實務、學說進一步釐清。 

 

第二款  被害人於主詰問後因恐懼等因素而無法或拒絕陳

述之情形 

性侵害犯罪案件中，被害人於主詰問後，最可能發生的無法進行

反詰問之情形乃被害人因恐懼、激動、情緒不穩等因素而無法或拒絕

陳述的狀況。由於性侵害被害人罹患「創傷後壓力疾患」之比例甚高，

暴露於類似事件時，會感到強烈痛苦，當被害人作證時，實務上為釐

清事實真相，究竟為合意或違反意願？猥褻或性交？詰問內容往往鉅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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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2005.10，頁 34-35。有關被告憲法上之權利與他人法律上之權利發生衝突時，他人法律上之權利

是否應退讓，學說間有不同見解，惟多數說認為，應依具體案例，利益衡量判斷之，相關討論請

參考王兆鵬，美國刑事訴訟法，元照，2004，頁 399-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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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靡遺，被害人於主詰問陳述遭性侵之過程，已再次體驗被害經過，

受到二度傷害，產生強烈痛苦感，有時無法再進行下一階段訴訟程

序，或因聽見被告聲音，導致內心激動無法平復，或因被告（或辯護

人）反詰問之問題過於尖銳，致使被害人不願陳述，此時被害人拒絕

陳述並無法源依據，然而是否因被害人無法陳述或拒絕陳述，則立即

排除其主詰問之陳述，不無疑義。 

本文認為，當上述情形發生時，為兼顧被告與被害人之權益，不

得驟然排除被害人之證言，否則其難掩悲痛陳述受害過程，頓時化為

烏有，不具任何效力，叫其情何以堪？且欠缺被害人證詞之性侵害案

件，審理上更是困難，因此，處理上，當被害人因恐懼等因素而無法

或拒絕陳述時，首先，法院需告知被害人，未經反詰問程序之證詞的

法律效果，並得依訴訟指揮權，暫時中止程序進行，請被害人之親屬

或社工人員給予適當協助，平撫情緒，待其情緒穩定再行反詰問；若

仍無法進行反詰問，或有延宕訴訟程序之虞，則可延展期日，擇日再

開審理庭，進行調查，此可避免被害人「故意」拒絕反詰問，拖延訴

訟。最後真的無法踐行反詰問時，方予以排除被害人於主詰問之證詞。 

 

第三節  利用遮蔽、視訊傳送等隔離訊問或詰問之措施 

第一項  定義 

第一款  遮蔽措施 

所謂以屏障或其他遮蔽措施之訊問方式，係指利用屏障等遮蔽物

將證人與被告或證人與旁聽人隔離，以對證人進行訊（詰）問之方式。

其中，被告與證人間之遮蔽措施可分為單向遮蔽與雙向遮蔽，而單向

遮蔽又可分為兩種：1、從被告方遮蔽，使其看不到證人，以及 2、

從證人方遮蔽，使其看不到被告等方式；而旁聽人與證人間之遮蔽措

施係採雙向遮蔽方式。另外，也可同時進行被告與證人間遮蔽以及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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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人與證人間遮蔽之措施
209
。由於我國性侵害犯罪案件以審理不公開

為原則，因此，本文僅就被告與證人間之遮蔽措施討論之。 

 

第二款  視訊傳送措施 

所謂視訊傳送方式，每個法院設計略有不同，但原則上係指使證

人在法庭外之房間或法院以外之地點，利用電腦或電視螢幕、攝影

機、監視器、麥克風及傳聲器等通訊設備，透過網路或電信傳輸，將

證人之影像及聲音傳至法庭內，同時，法庭之影像及聲音以同步訊號

傳送至證人所在位置，作雙向連結，藉此對證人進行訊（詰）問的一

種人證調查方式。針對此種使用電視轉播(SNG)等措施來進行證人訊

（詰）問之方式，有以「videolink(影像聯結)方式」、「電視訊問」

或忠於美國法＂closed-circuit television＂的原文而稱為「閉錄

電視」等不同的稱呼方式，本文基於現今網路科技發達，不再侷限於

「電視」螢幕播送，並參酌證人保護法第 11 條第 5 項之用語，稱之

為「視訊傳送」方式。 

 

第二項  規範目的 

根據美國實務，利用遮蔽、視訊傳送等隔離措施調查證人，一開

始係為了保護兒童性侵害案件之被害兒童，防止被害兒童作證時，因

直接面對被告會產生極大心理壓力與精神負擔，無法理性陳述，避免

造成兒童二次傷害，故許多州法規定將被害兒童與被告隔離，使其得

以安心證述。由於此種視訊傳送方式頗為便利，且效果同於在法庭內

接受訊（詰）問，嗣後，亦適用於證人保護案件
210
，近年更擴大適用

於在監被告、不易到庭等之被告或證人之訊（詰）問情形
211
。 

                                                 
209 堀江慎司， 証人尋問における遮へい措置、ビデオリンク方式の合憲性--最(一小)判平成

17.4.14 刑集 59 巻 3 号 259 頁，刑事法ジャーナル，2 期，2006，頁 109。 
210 證人保護法第 11 條第 5 項。 
211 刑事訴訟法第 177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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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遮蔽或視訊傳送等方式與直接審理原則之關係 

當被害人（原始證人）於審判時到庭作證，以屏障等遮蔽物隔離

被告與被害人，避免被害人看到被告而情緒受創、無法自由陳述，此

種特別措施因被害人係在法庭內作證（實質之直接審理原則），法官

得以親自瞭解證人作證情形、踐行調查程序（形式之直接審理原則），

故而無違反直接審理原則。 

另外，利用視訊傳送方式訊（詰）問被害人，因被害人並未在法

庭內或法官面前陳述，產生是否違反直接審理原則之疑義，本文認

為，直接審理原則之精神在於透過法院於審理期日調查原始證據，以

達發現真實之目的，但是，當發生難以抗拒或難以排除之障礙因素，

致使原始證人無法出庭時，在有真實性或信用性之擔保，以及確保被

告防禦權之情形下，仍得例外允許派生證據或以其他方式代替
212
。因

此，倘若被害人有正當理由無法於法庭內作證，於審理期日法院以視

訊傳送方式訊（詰）問被害人，透過視訊設備影像、聲音連結至被害

人所在之房間，同步進行訊（詰）問，並有擔保證言真實性之機制與

確保被告之對質詰問權受最小的侵害時，得例外允許被害人不在法庭

內作證，無違反直接審理原則。況且，拜科技所賜，空間概念不再限

於「物理」性質，解釋上，亦得認為視訊設備將法庭物理空間延伸至

證人作證之房間，擴大「法庭」之空間概念，法官及當事人仍得以親

自見聞被害人之證述，直接與被害人對話，進行證據調查
213
，據此，

以遮蔽或視訊傳送等方式踐行人證調查，並無違反直接審理原則。 

 

                                                 
212 林鈺雄，直接審理原則與證人審判外之陳述－最高法院相關裁判粽合評釋，收錄於「嚴格證

明與刑事證據」，學林，2002.9，頁 57-62。 
213 謝協昌，論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之權利保護－以性侵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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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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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遮蔽或視訊傳送等隔離詰問之合憲性 

第一款  以遮蔽措施進行對質詰問之合憲性                     

第一目  概說 

由於刑事法庭氣氛較為嚴肅，性侵害被害人以證人身分站在證人

席接受訊（詰）問，承受心理壓力殊難想像，許多被害人無法在被告

面前自由陳述，因此，有採取隔離措施之必要性。而遮蔽措施之方式

可分為單向與雙向，單向又可分為從被告方遮住證人，或由證人方遮

住被告，二者看似相同，但背後隱藏之論理依據卻有微妙之差異。 

一、 從被告方無法看到證人的遮蔽措施 

賦予被告看到證人作證時姿態之權利的目的，係為了藉由證人作

證之際，看到證人的姿態，以保障證言的可信度，進而確保事實認定

的正確性。詳言之，此種作用有兩種機能；第一個機能是，證言可性

度的確保，蓋若被告觀察證人的表情、態度，將助於有效行使反對詰

問權，並可以引出更正確之證言，提升揭露虛偽證言之可能性。第二

個機能是，透過被告看見證人，使證人不敢為不正確的證言。若採取

之遮蔽措施係使被告無法看到證人，或可藉由辯護人觀察證人作證姿

態以保障第一個機能。但第二個機能正是因為被告本身看見證人所產

生的作用，縱然辯護人可看見證人，亦無法得到相同效果，此乃保障

被告直接面對面證人之權利此種程序的價值所在
214
。 

 

二、從證人方無法看到被告之遮蔽措施 

一般而言，人與人之間，在對方面前不易為不利於對方之虛偽陳

述，因此，保障被告直接面對證人之價值，即在透過使證人看到被告

而為真實陳述，確保證言之信賴性，進而確保事實認定之正確性。此

點與使被告看見證人之第二個機能相同。 

                                                 
214 堀江慎司， 証人尋問における遮へい措置、ビデオリンク方式の合憲性--最(一小)判平成

17.4.14 刑集 59 巻 3 号 259 頁，刑事法ジャーナル，2 期，2006，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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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從證人方為遮蔽措施，使其看不到被告，即妨礙此種價值之實

現
215
。 

 

第二目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 Coy v. Iowa 案 

一、概說 

於 1988 年美國聯邦最高法院 Coy v. Iowa 判決前，部分州為保

護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乃規定其為證人時，得藉屏障遮蔽或視訊傳

送同步連結法庭內與法庭外之活動，而於法庭外作證，如此一方面證

人得以不直接面對被告作證陳述，另一方面被告及法官、陪審團亦得

以藉由電視傳訊面對證人並聽其作證陳述，加以詰問。 

 

二、Coy v. Iowa 案（1988 年） 

（一）事實概要 

Coy v. Iowa 案
216
之被告涉嫌強制猥褻兩名年僅 13 歲之未成年少

女，檢察官基於愛荷華州法律規定，聲請法院以視訊傳送或是以屏障

遮蔽方式詰問被害人，以保護兒童證人，法院允許此項聲請，在證人

與被告之間設置半透明的屏障，根據燈光的調整，證人看不到被告，

惟被告仍得透過昏暗光線見到證人、聽見其證言，並得行使反對詰問

權。被告主張，此種遮蔽措施侵害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保障被告

對質詰問權中被告直接面對證人之權利，以及造成被告有罪印象，違

反無罪推定原則、正當法律程序之規定，提出異議，遭法院駁回，並

作有罪判決，嗣後，被告向愛荷華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亦遭判決駁

回。因此，被告以侵害對質詰問權以及違反正當法律程序為由，向聯

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215 堀江慎司， 証人尋問における遮へい措置、ビデオリンク方式の合憲性--最(一小)判平成

17.4.14 刑集 59 巻 3 号 259 頁，刑事法ジャーナル，2 期，2006，頁 112。 
216 Coy v. Iowa, 487U.S. 1012(1988)。以下參考清水真，証人保障のための遮蔽措置及びヴィデ

オ・リンク方式の合憲性(上)，独協法学，67 期，2005.11，頁 2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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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決要旨 

1、由 Scalia 法官執筆的法庭意見主要認為，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對質詰問權規定可追溯於西歐法律文化，因為證人在被控訴

者面前較不容易為虛偽陳述，故賦予被告有澄清、批判、彈劾

對其不利之證言之機會，避免證人為扭曲事實或誤解事實之陳

述。然而不幸的是，性侵害被害者或遭虐待之兒童也可能要被

被告直接面對，但透過對質詰問權的保障，彈劾虛偽告訴，兒

童受到惡意的大人操控之情形，也被揭露出來。法院也承認對

質詰問權並非受絕對保障，有可能對於其他權利作讓步，但像

本案情形，愛荷華州法律不區分個案情形，一律採取限制對質

詰問權，係屬違憲。 

 

2、O'Connor 法官之補充意見認為，就本件違反對質詰問權條款

部分，與法庭意見相同。然而，於具有保護證人必要性之情形

時，對質詰問權有對退讓之可能，若法院依個案具體必要性，

採取屏障遮蔽措施，這是可被允許的。 

 

3、Blackmun 法官之反對意見認為，由於本件兩名被害者證人經

宣誓，並受反對詰問，陪審員可觀察證人供述之態度、評價證

言之信賴性。其次，證人於作證期間看見被告並非對質詰問權

之要件，對質詰問權之本質乃「反對詰問」，而非使證人看見

被告。再者，屏障遮蔽措施不至於使陪審員對於被告產生「有

罪」的潛在意識。 

 

（三）評析 

有學者認為
217
，雖然 Coy 案聯邦最高法院闡明被告面對面證人權

                                                 
217 清水真，証人保障のための遮蔽措置及びヴィデオ・リンク方式の合憲性(上)，独協法学，

67 期，2005.11，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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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之重要性，但就憲法增修條文第 6條文義及沿革而言，被告與證人

直接面對面是否為對質詰問權之核心部分，並不明確。其次，鑑於心

理學、精神醫學研究，指出證人傷害惡化的危險性，該判決之立論值

的商榷。再者，一方面允許某些傳聞證據作為例外，一方面卻嚴格的

要求審判中之面對證人，理論上並不一貫。另外，根據 Coy 案判決之

基準，即便證人於被告在場之情形受有精神打擊，但若非不能陳述，

則不能採取特殊措施，如此一來，必須在開始訊問之際，確認是否有

陳述不能之情形，對兒童證人將造成難以癒和之心理打擊。 

本文認為，刑事訴訟程序之正當法律程序及被告對質詰問權之利

益並非到達可以犧牲司法協力者之權益之優越地位，鑑於性侵害犯罪

案件之特殊性，仍應依具體個案保護被害人，心理學、精神醫學之見

解有參考之價值，但是，過於嚴格要求專家的支持，有時反而會難以

達到防止二次傷害的目的。根據 Coy 案之判決意旨，最高法院雖然認

為愛荷華州法律一律限制被告與證人面對面，係違反憲法對於被告反

對詰問權之保障，但對於是否得依個案具體特殊性及必要性，限制被

告使證人面對自己之權利，留下伏筆。 

 

第三目  小結 

被告之對質詰問權雖係憲法保障之基本權利，但非絕對不可限

制，不論是使被告看見證人，或使證人看見被告固有其機能價值要予

以保障，但這種價值並非必須絕對尊重、不可退讓，於不得已之必要

情況下，例如：原始證人於審判外陳述後，死亡或生病無法到庭作證

之供述不能之情形，認為該陳述具可信性及必要性時，得例外賦予該

陳述證據能力，此乃開啟傳聞法則例外之原因之一。適用遮蔽措施之

情形，雖非證人無法到庭作證者，但基於性侵害被害人之保護，仍得

依個案具體情形限制被告觀察證人之權利。換言之，必須要嚴格審酌

有無保護被害人之「必要性」，慎重考量被害人在被告面前證述時，

是否有受壓迫、明顯有害精神之虞之情況
218
。當權利發生衝突時，並

                                                 
218 堀江慎司， 証人尋問における遮へい措置、ビデオリンク方式の合憲性--最(一小)判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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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意味要排除一方，遷就他方，而是要設法尋求雙贏之局面，雖 Coy

案係涉及從證人方無法看見被告之情況，但若是限制被告看見證人之

權利時，本文認為，應允許辯護人得觀察證人作證之姿態神情，方能

兼顧被告之防禦權，詳細分析參見下述視訊傳送方式之合憲性問題。 

 

第三款  以視訊傳送方式進行對質詰問之合憲性 

第一目  概說 

由於對質詰問權之內涵包含證人作證時被告之在場權，單獨採用

視訊傳送方式進行證人訊（詰）問，主要妨礙的即是，於證人調查期

間，被告與證人為同一空間之權利，換言之，以視訊傳送方式進行人

證調查可能有違憲之虞。被告與證人處在同一空間可近距離見到證人

作證時之神情、態度，提高詰問效果，並且證人與被告處在同一空間

時較不容易為不利於被告之虛偽陳述，可確保證言之正確性。學者有

認為，以此種方式作為確保證言可信度之手段，或許不如賦予被告直

接面對面證人權利以保障證言信賴性來的強，但將其從對質詰問權要

素中除去，並不妥當，就程序價值而言，處於同一空間與直接面對面

之權利二者，並無優劣之分
219
。談到以視訊傳送方式進行對質詰問之

合憲性問題，美國聯邦最高法院 Maryland v. Craig 案可謂最具代表

性與影響力，誠如前第二款所言，過去美國許多州，為保護性侵害兒

童，州法規定以視訊傳送方式進行兒童證人詰問，雖然各州作法、年

齡門檻略有差異，但此種以罪名為適用要件，不就具體個案裁量之立

法模式難謂無侵害被告對質詰問權。因此，本文首先介紹 Maryland v. 

Craig 案，其後陸續介紹該案在美國以及日本所造成之影響，最後就

我國法規及實務現況分析討論。 

 

                                                                                                                                            
17.4.14 刑集 59 巻 3 号 259 頁，刑事法ジャーナル，2 期，2006，頁 111。 
219 堀江慎司， 証人尋問における遮へい措置、ビデオリンク方式の合憲性--最(一小)判平成

17.4.14 刑集 59 巻 3 号 259 頁，刑事法ジャーナル，2 期，2006，頁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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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 Maryland v. Craig 案之影響 

一、Maryland v. Craig（1990 年） 

（一）事實概要 

1990 年之 Maryland v. Craig 案
220
，被告被控性侵及虐待一位在

他開設之幼稚園上學之 6 歲女童 BE。當時，Maryland 州法規定，對

於虐待未滿 18 歲兒童之案件中的「兒童被害者(a child victim)」, 

只要審理法院認定該名兒童在法庭上作證是會導致兒童患嚴重情緒

上的困擾的話，即可在法庭之外的房間中利用視訊傳送方式作證。檢

察官基於被害女童及其他受到虐待之三名兒童 DW,JS,JP 見到被告會

情緒激動而無法自由陳述作證，且專家證人作證認為，不使用視訊傳

送方式會對被害兒童之證言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檢察官向法院聲請

以視訊傳送方式調查被害人與其他受虐之兒童，法院因而安排該證人

與檢察官及被告之辯護律師，在法庭外之另一處所，透過單向電視傳

訊設備同步連接法院，在該證人得以於看不到被告之情況下作證，但

法庭上之被告、法官及陪審團得透過監視器見到證人作證時之姿態，

被告並得同步以電子通訊與其辯護律師溝通，由辯護人對證人加以詰

問。被告以違反對質詰問權為由，提出異議。法院認為，在本措施之

下，被告可觀察證人、實施反對詰問權，且陪審員亦得觀察證人作證

態度，對質詰問權之本質已受保障，故駁回異議。 

判決有罪之後，州上訴法院認同地方法院之裁判；另一方面，州

最高法院雖說駁回憲法對質詰問規定保障所有案件在法庭中物理面

對之被告主張，卻以下述論點推翻原判決。依據對質詰問規定，

Maryland 州法必要條件為「法庭中被告所處的地方的……」。因此，

本案如要適用於 Maryland 州法，縱然不能在被告在場處詰問兒童，

但必須思考其他的方式之可能性，例如雙向視訊程序。惟本案的審判

法院卻沒有親自審問兒童，只依據專家的證詞，並沒有另外考慮到取

代單向視訊程序的其他方法；再加上，專家證詞並沒有嚴密地將焦點

                                                 
220 Maryland v. Craig,496 U.S 836,856(1990)。以下參考清水真，証人保障のための遮蔽措置及び

ヴィデオ・リンク方式の合憲性(上)，独協法学，67 期，2005.11，頁 22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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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若被告在場會對兒童們造成何種影響。故而，本案件中法院並沒

有做「施行 Maryland 州法限制被告的面對面權的必要性認定」，也

沒有採取必要的手續。 

 

（二）判決要旨 

1、O'Connor 法官執筆之聯邦最高法院法庭意見駁回州最高法院

判決。理由為： 

Coy 案判決宣示對質詰問條款保障被告與證人直接面對之

權利，但其並非絕對權。對質詰問條款之核心部分是在事實認

定者面前基於當事人進行主義，採行嚴格調查程序擔保對被告

不利之證言的信用性。對質詰問條款所保障的權利為直接詰問

證人、證人宣誓、陪審團觀察證人供述態度，根據這些要素擔

保對被告不利證據之信賴。然而，基於公共政策利益或個案具

體必要性，得例外限制對質詰問權。舉例來說，傳聞法則的例

外也是可被允許的。之所以允許可以不在法庭作證，因此乃「只

限於在推行重要的公(共)政策上是必要者，且經由其他途徑確

保證詞之可信度的場合。」 

本案除了兒童作證時看不見被告以外，其他對質詰問權之

要件，如宣誓、反對詰問、觀察證人證述態度，皆已具備，已

充分保障證言之信用性。比起傳聞法則的例外情形，這樣保障

更較為嚴格。基於這些考量，為了促進州的重大利益，有採行

視訊傳送方式之必要者，並無損害對質詰問權之目的。 

         如此一來，此程序對於州法的重要利益來說是否為必要，

變成一個關鍵。首先，「避免造成性犯罪的未成年被害者產生

更嚴重的精神創傷及左右為難」就是對州法來說最迫切的利

益。保護虐童案被害者身心的健全這部分遠比強調被告之物理

面對面權更加地重要。在虐童案件中讓兒童可以免除物理的面

對面作證之程序，只要州法院證明其必要性，則可將此程序正

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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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必要性的認定，須依具體案件不同而分別認定。第

一，使用單向視訊傳送之程序對於保護本案件兒童證人的福祉

是有必要的。第二，身為當事人的兒童並非因出庭，而是因被

告之存在蒙受精神創傷。第三，若被告在場，會造成兒童證人

超過最小限度之情緒不穩。所謂「最小限度之情緒不穩」，例

如「單純的不安、興奮或不想說任何證言（厭惡作證）的情緒」

等情形。在此不須對「造成精神創傷的最小限度」做任何的評

斷，因為只要明確地符合憲法基準內「造成本案兒童無法正常

對話般嚴重的情感創傷」條件即可。 

總結來說，保護兒童證人免於被告在場造成精神創傷(妨害

兒童的溝通能力的精神創傷)的狀態之下，限制被告面對面證人

之權利是可被允許的。本案兒童證人經宣誓、接受反對詰問、

陪審團及被告得觀察作證情況等項目並沒有任何的爭執，只要

確認「必要性」之後，得容許該不在法庭內作證之證詞。 

州最高法院依對質詰問權規定之要求，就該程序必要條件

「兒童於被告在場之法庭中作證，會導致該兒童蒙受如無法正

當溝通般嚴重之情感創傷的結果」個別認定。這跟我們所下的

結論一致。但州最高法院又提出兩項次要條件，說明系爭審判

法院並未遵循這兩項條件，以此作為駁回此判決的部分理由。

然而，該兩項條件並非是聯邦憲法上之重要條件。舉例來說，

本案系爭法院以專家證詞為依據，認定兒童證人於被告在場之

法庭中作證，會導致該兒童蒙受到無法正當溝通般嚴重之情感

創傷就已十分充分，對質詰問權規定無法禁止於虐童案件中允

許兒童證人利用單向視訊傳送方式來作證。基於上述理由，本

案並無違憲。 

 

2、Scalia 法官代表之反對意見： 

首先，Scalia 法官對於多數意見以為「直接面對權」並非

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規定不可欠缺之要素之見解無法認同，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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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保障之被告反對詰問權係意味著直接面對於審判中陳述不

利於他之證人，並詰問之，此乃憲法所明文規定；而禁止審判

外之陳述、於公開審判為反詰問及由陪審團(事實認定者)觀察

其態度等都只對質詰面權中之「默示的內容」。因此，該明文

規定之要素（直接面對）並非得與「重要的公(共)政策」作「利

益衡量」，而是一種無論何時何地均應受無條件保障的「絕對」

權利。 

其次，關於法庭意見以傳聞法則例外為由，認為排除被告

直接面對證人之權利並無侵害其對質詰問權之部分，Scalia 法

官認為傳聞法則之例外情形以無法於審判中陳述為要件，並且

需考量其證言信用性。然而，本案情形係證人得於審判中陳述，

僅僅因被告在場而無法陳述，並非傳聞例外。 

最後，從法庭意見可得到以下五種論點：（1）對質詰問規

定不只保障明示的內容(物理的面對)也保障默示的權利(反對

詰問)。（2）各種權利的目的都在於確保證據的可信度。（3）

本案依單向視訊傳送方式作證，來維持默示的權利。（4）那些

默示的權利充分地保障證據的可信度。（5）如此一來，對質詰

問規定不論明示的內容(物理的面對)是否被否認，都不會侵犯

到其內涵。Scalia 法官認為，第一點到第四點均屬正確，但第

五點卻有明顯的錯誤。此論點將焦點從「權利」轉移到「目的」，

而除去應有之權利。對質詰問規定不只保障具有可信度之證

據，也保障確保證據可信度的特定審判程序，且該程序中最起

碼包含著物理的面對。 

 

（三）評析： 

聯邦最高法院多數見解認為，被告面對面證人之權利並非被告對

質詰問權必不可缺之要素，於某些情況下，當證據具有可信性與必要

性時，得以限制被告反對詰問權，此論點值得贊同，因為，之所以保

障某些權利係因該權利具有某些必須保護之目的，因此，只要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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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利核心內涵，在確保該目的得以實現之情況下，當有重要之公共政

策更需要被保護時，被告面對面證人之權利得以退讓。更何況，性侵

害案件被害兒童於精神受創下作證，會削弱其溝通能力，所得證言之

可信性非無疑義，若能透過其他方式保障證言之可信度，且無妨礙被

告其他反對詰問權要素（如兒童經具結、被觀察以及受充分詰問等）

之情形下，依性侵害個案具體之特殊性，限制被告與證人面對面詰問

之權利，避免被害人進一步受到嚴重精神創傷，並非違憲。 

但誠如聯邦最高法院意旨，審判法院必須：（一）聽取證據，確

定視訊傳送方式是為了保護兒童利益，並有其適用之必要性。（二）

具體確認被害兒童於法庭作證會情緒激動而無法陳述，且該情緒之激

動，並非因緊張、興奮或不情願所致，而是因被告在場所造成的法庭

創傷，始可依個案必要性限制被告面對面證人之權利
221
。 

 

第五項  各國規定 

第一款  美國法 

第一目  美國聯邦法典第 18 編第 3509 條規定   

一、美國聯邦會議於 Craig 案後之同年 10 月 27 日通過兩院決定，並

於同年11月 29日經由總統頒布制訂聯邦法典第18編第 3509條

規定，規範以視訊傳送方式進行刑事審理之相關程序。同條中包

含了隸屬於「1990 年犯罪控制法（Crime Control Act of 1990）」

中一環的「1990 年虐待兒童被害者法（Victims of Child Abuse 

Act of 1990）」之一部分。根據該條（b）（1）規定，對於幼童

（未滿 18 歲者）身體之虐待、性虐待等犯罪程序中，因有（一）

兒童因懼怕無法作證；（二）經專家證人證明，兒童作證時有相

當可能性遭受感情創傷；（三）兒童有精神或其他疾病；（四）被

                                                 
221 Maryland v. Craig,496 U.S 836,856(1990)。J. Steven Beckett and Steven D. Stennett, THE ELDER 
WITNESS--THE ADMISSIBILITY OF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TESTIMONY AFTER 
MARYLAND V. CRAIG, Elder Law Journal(1999), at 32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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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或辯護人之行為使幼童無法繼續作證等理由，而認為幼童於被

告在場之公開法庭上不能作證等情形為限
222
。 

 

二、視訊傳送時之同席者及轉播形式 

關於證人至另一房間進行視訊作證時，被告、辯護人及檢察官能

否在場之問題，相較於有些州法規定被告、辯護人及檢察官需留在法

庭內，不得與證人同席之規定
223
，聯邦法典規定進行視訊傳送方式審

理時，除法官、陪審員外，被告需留在法庭內，而檢察官及辯護人得

與證人同在一房間裡進行人證調查（第 3509 條(b)(1)(A)）。 

轉播形式方面，有分單向式及雙向式，所謂單向式係指證人作證

時無法看到被告，而被告可透過視訊系統見聞證人之影像及聲音，並

能同步與辯護人溝通，詰問證人，其主要考量點在於避免證人看到被

告時，受到精神壓迫而無法自由陳述；而雙向式則為於證人作證時，

證人及被告彼此皆能透過視訊系統見聞彼此之影像及聲音，被告亦得

同步與辯護人溝通進行詰問程序。聯邦法典及美國多數州法規定，採

行雙向式之視訊傳送方式（第 3509 條(b)(1)(A)），以兼顧被告之對

質詰問權，避免如同 Craig 案所引發之爭議，僅有少數州採行單向式

之視訊傳送方式，另外，有些州會針對個案具體需求而作不同措施
224
。 

 

三、視訊傳送方式之適用對象－限定年齡及犯罪類型 

根據聯邦法典第 3509 條(a)(2)(A)及(b)(1)(A)規定，以視訊傳

送調查證人之方式主要於對兒童為身體虐待、性虐待或剝削

                                                 
222 松尾浩也編著，逐条解說犯罪被害者保障二法，有斐閣，2001.3，初版第一刷，頁 52。 
223 例如：California、Idaho、Vermont、Wisconsin 等州。而 Connecticut、Florida、Massachusetts、

Mississippi、New York、South Dakota、Utah 等州則依個案情況，具體認定被告、辯護人及檢察

官是否得與證人同席。又 Alabama、Michigan、Oregon 等州除同意辯護人及檢察官與證人同在

一房間外，亦同意被告與證人同席，其著眼點主要是考量法庭環境對證人之影響。參考崛江慎司，

アメリカの刑事公判におけるテレビ尋問制度について法学論叢，148 卷 3、4 號，2001.1，頁

308-310。  
224 相關州法規定，可參考崛江慎司，アメリカの刑事公判におけるテレビ尋問制度について法

学論叢，148 卷 3、4 號，2001.1，頁 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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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itation；如意圖營利使兒童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行為）等三

種犯罪類型之被害兒童作證時，方有適用。又所謂「兒童」係指未滿

十八歲之人。而根據同條(a)(2)(B)「對兒童以外之人進行犯罪的證

人」亦得適用視訊傳送方式，惟解釋上該被害人以外之人以「兒童證

人」為限。 

 

四、必要性要件－無法作證 

(一)無法作證之理由 

以視訊傳送方式調查證人之必要性要件為「無法作證」，而無法

作證之理由規定於聯邦法典第 3509 條(b)(1)(B)中：(i)兒童因懼怕

而無法作證；(ii)透過專家證人證明，兒童作證有相當可能性遭受感

情創傷；(iii)兒童有精神或其他疾病；(iv)因被告或辯護人之行為

使兒童無法繼續作證。兒童得擇一向法院主張其「無法在公開法庭於

被告面前（in open court in the presence of the defendant）作

證」。四個理由中最重要的是(i)以及(ii)。以下本文針對聯邦法院判

決中關於造成「感情創傷」可能性，以專家佐證當作證明要件作分析

討論。 

在 Craig 案時，聯邦最高法院並未特別要求必要性條件－無法作

證須由專家證人證明之，而聯邦法典第 3509 條(b)(1)(B)在這點上，

針對(ii)相當有可能遭受感情創傷，要求其證明須基於專家證言；對

於(i)因「懼怕」而無法作證這點，則不須專家證言，只須以法院本

身對於該兒童的觀察或提問為基礎來斷定即可。至於專家證人之資

格，條文並無限制，關於其適格要件與相關實務見解，將於第七章作

分析討論。 

 

(二)必要性(無法作證)的來源－被告或法庭 

根據 Craig 法理，聯邦最高法院認為造成視訊傳送必要性要件之

因素為「被告之存在」，但該案判決中，聯邦最高法院並無明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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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要件，而 Craig 案後所制訂的聯邦法典第 18 編第 3509 條及其相關

之聯邦法院判決基本上也要求須證明被害人無法作證之原因需來自

於被告存在因素。因此，關於聯邦法典第 3509 條是否符合 Craig 判

決中之憲法基礎，一開始適用上有所爭議。 

在涉及對五歲女童加重強制性交的 Farley 案
225
中，針對讓兒童

證人使用視訊傳送作證之爭點，被告主張第 3509 條條文所定之要件

不符合 Craig 法理，但是第十巡迴聯邦上訴法院除認為 Craig 案判決

「再次論述當時案發過程或體驗法庭莊嚴的氣氛而造成一般性之創

傷」之論述並不充分外，聯邦地方法院之裁定「（該名兒童）因恐懼

而無法作證，如果出庭作證的話會蒙受精神創傷」是符合第 3509 條

之條件，且認定「本案被害者體驗過的創傷與恐懼心理會因為被告出

現在法庭上而惡化」是完全符合 Craig 判決中之憲法基準，申言之，

上訴法院認為地方法院的判決適用第 3509 條條文跟 Craig 法理，所

以無須對條文本身所制定的要件是否符合 Craig 的憲法基準下判斷。 

相較於此，在 Garcia 案
226
中，被告主張該條「無法在公開法庭

於被告面前作證」之要件是不符合 Craig 判決，但第九巡迴聯邦上訴

法院認為基於第 3509 條的制定背景，聯邦議會的目的是要將 Craig

法理中「因為被告在場」之要件明文化
227
，因此，第九巡迴聯邦上訴

法院直接肯認第 3509 條得納入 Craig 法理。 

 

 (三)「無法作證」 

 第 3509 條(b)(1)(B)要求兒童於法庭中被告之面前「無法進行作

證」係指聯邦最高法院在 Craig 判決的「無法進行合理的溝通」。惟

尚未到達「無法進行合理的溝通」程度，但是在作證時有可能遭受到

精神創傷的情形時，該如何判斷呢？此涉及 Craig 判決「無法進行合

理的溝通」 之解釋，以及第 3509 條(b)(1)(B)前文「兒童在公開法

                                                 
225 United States v. Farley, 992 F.2d 1122（10th Cir.1993）at 1124-1125. 
226 United States v. Garcia, 7 F.3d 885（9th Cir.1993）at 888.  
227 聯邦法典第 18 編第 3509 條與 Craig 判決相異之處在於該條要求使用雙向轉播方式（第 3509
條(b)(1)），而 Craig 案係使用單向轉播方式，惟此非上述各案之爭點，重要的是，各上訴法院與

Craig 判決皆要求被害人無法陳述之因乃「因為被告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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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於被告面前無法作證」與(ii)「兒童作證有相當可能性遭受感情創

傷」之關係為何的問題。 

 

第二目  Craig 案之影響－美國聯邦法院擴大適用視訊傳送

方式詰問證人 

在 Craig 案中，以視訊傳送方式詰問之證人為七歲、五歲、四歲

等比較年幼的兒童，其中最年長的證人是身為該虐童案及性犯罪案中

的被害人，其他的兒童雖然不是系爭案件的直接被害人，但本身也曾

遭受被告的虐待，其證詞內容乃關於自身受虐情形。惟聯邦法院陸續

適用視訊傳送於其他較為年長之證人之詰問程序，引起若干爭議，經

過不斷之挑戰，美國已擴大適用視訊傳送方式調查證人。 

 

一、Marx 案與聯邦最高法院 Scalia 法官之見解 

（一）事件概要 

Marx 案
228
涉及於 Texas 州內一則對兒童施以加重強制性交之犯

行，檢察官向州地方法院聲請准予十三歲的被害少女 BJ 與六歲的兒

童證人 JM 以視訊傳送方式作證，惟被告主張使用視訊傳送方式乃侵

害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被告對質詰問權中有關面對證人之權利，以及

違反該州有關單向式視訊傳送程序之規定
229
。地方法院事先聽取 BJ

的老師、祖父及 JM 的母親與精神健康治療專家的證詞後，駁回被告

主張，本案被告被判有罪，提起上訴；州上訴法院贊成地方法院裁定，

故被告向州刑事上訴法院提起上訴，州刑事上訴法院維持原審法院之

判決。而聯邦最高法院亦駁回本案之上訴聲請。本案爭點在於，相較

於 Craig 案系爭證人為該性虐待案之被害「兒童」，以及就其遭受被

告虐待之親身經驗作證的其他被害兒童而言，本案之被害人為十三歲

                                                 
228 Marx v. State, 987 S.W.2d 577（Tex. Crim. App.1999）, cert. denied, 528 U.S. 1034（1999）. 
229 Tex. Code Crim. P. Ann. art. 3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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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少女，且其他作證之兒童（六歲）亦非描述其自身受虐過程，而是

專就本案作證之證人，因此，得否適用視訊傳送方式隔離被告與證

人，產生爭議。 

 

（二）Texas 州刑事上訴法院的裁決（1999） 

根據多數意見（九名法官中之五名法官意見），裁定本案的地方

法院明白地告知「為了保護 BJ 和 JM 免於遭受在被告所在之處作證而

引發之嚴重感情創傷，故而認定此作證程序是必要」，且其記錄也支

持此認定。再加上兒童們宣誓會誠實作證，接受被告方之詰問，陪審

團也可觀察證人們作證時的態度，已確保兒童們證詞的可信度，因

此，地方法院准許適用視訊傳送方式詰問證人，並無違反被告對質詰

問權。 

其次，關於是否違反該州刑事訴訟法第 38.071 條視訊傳送規

定，多數意見採否定見解，理由為：該條（a）列舉之特定情況，「僅」

限於證人的供述或證詞，方有適用；亦即證人之證詞不符合該項中所

舉之情況時，則無法適用視訊傳送方式。換言之，依據該條文義反面

解釋，並非禁止該項無例舉之特殊情況以視訊傳送方式作證。假如立

法者有意禁止特殊的作證程序，以及禁止於例舉情況以外之狀況適用

視訊傳送程序的話，立法者應明確地說明其意圖。 

 

（三）聯邦最高法院 Scalia 法官的見解 

聯邦最高法院駁回州刑事上訴法院判決的上訴聲請，Scalia 法

官對此發表少數者的意見
230
。 

Scalia 法官（Craig 案的少數意見）於本案判決中指出：「最高

法院原本就不應該偏離權利章典明確的目標。但是最高法院想要跨越

此曖昧不清之處，就必須盡早確定容許的範圍。本案顯示出應擴大適

                                                 
230 Marx v. Texas, 528 U.S. 1034, 120 S.Ct. 574（1999）.以下參考崛江慎司，アメリカの刑事公判

におけるテレビ尋問制度について法学論叢，148 卷 3、4 號，2001.1，頁 33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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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Craig 案裡關於證人的範圍及認定必要性二者。」其認為：「本案

將視訊傳送適用範圍從限定身為被害者本身，擴張到非被害者本身但

卻對自己受害過程作證的兒童證人(JM)。能夠讓 JM 免於跟被告本人

實際上面對面作證的唯一理由是，由控訴方提出她曾在別的場合遭受

被告性虐待的事實。」而本案法官於事前的審問中，問 JM 的母親：「若

JM 在被告面前作證，是否會蒙受精創傷呢？」其母親一開始之回答

雖是肯定的，但又稱：若只就被告跟 BJ 之關係作證，則無妨；另外

JM 的精神健康治療專家也證明 JM 在法庭作證不會對她造成影響。因

此，其與 Craig 事件中被認為「無法進行有效的溝通」或「有可能會

不說話，自我封閉」的兒童證人相反，本案之 JM 係有能力出庭、積

極作證。 

 

二、Marx 案的意義及影響 

本案突顯了聯邦最高法院逐漸擴大適用視訊傳送方式於較為年

長之證人，不再侷限於幼小之兒童證人作證時，方得適用；另外，非

就自身遭性虐待經驗陳述之證人亦得適用視訊傳送方式。不同於

Scalia 法官對視訊傳送適用範圍採取限縮之見解
231
，實務及學界近年

來擴張 Craig 法理，認為成年之被強暴者
232
、老年人或身體殘障無法

出庭者
233
，以及組織犯罪中受證人保護之祕密證人

234
均得適用，更有

論者認為，不需限定適用對象之範圍，讓視訊傳送程序更加一般化
235
。 

 

                                                 
231 Scalia 法官對於最高法院駁回上訴聲請提出少數意見的案例，還有 Danner 案（Danner v. 
Commonwealth, 936 S.W.2d 632（Ky.1998）, cert. denied, 525 U.S. 1010（1998））。Scalia 法官對於

擴大適用 Craig 法理，讓十五歲的兒童證人（被害兒童遭受雞姦及強姦時，十二歲以下，但作證

時為十五歲）亦適用視訊傳送程序提出強烈批判。其實，Scalia 法官原本即為對 Craig 案之少數

意見，對 Craig 判決之適用範圍採取十分壓抑的態度，參考崛江慎司，アメリカの刑事公判にお

けるテレビ尋問制度について法学論叢，148 卷 3、4 號，2001.1，頁 335。 
232 Lisa Hamilton Thielmeyer, Note, Beyond Maryland v. Craig: Can and Should Adult Rape Victims 
be Permitted to Testify by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67 IND. L. J. 797（1992）. 
233 J. Steven Beckett & Steven D. Stennett, The Elder Wittness－The Admissibility of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Testimony After Maryland v. Craig, 7 ELDER L.J. 313（1999）, at 338-339. 
234 United States v. Gigante, 166 F.3d 75（2d Cir. 1999）, cret. denied, 528 U.S. 1114（2000）. 
235 Michael D. Roth, Laissez-Faire Videocomferencing: Remote Witness Testimony and Adversarial 
Truth, 48 UCLA L. REV. 185, 197（2000）, at 20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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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聯邦刑事訴訟規則第 26 條修正案 

一、聯邦刑事訴訟規則第 26 條修正案   

受到實務及學界擴大適用視訊傳送方式之聲浪，司法審議會在

2000 年 8 月公布修正聯邦刑事訴訟規則第 26 條
236
，依據該條規定： 

(a)原則上，所有公判程序之證人皆須在公開法庭中以言詞陳述作

證。但依聯邦議會的法律，或基於聯邦法典第 28 編第 2072 條至第

2077 條規範另行制定之情況，不在此限。 

(b)於他處作證之轉播：為了司法利益，法院在以下幾種情況中，可

准許電視同時轉播在他處作證之證人與公開法庭中的情況。 

(1)聲請之當事人提出急切須使用轉播的狀況， 

(2)因為轉播所採用適切的保護政策， 

(3)證人符合聯邦證據法則第 804 條(a)(4)(5)中指出的無法作證的

情形。 

 

二、諮詢委員會注釋 

諮詢委員對修正案作出以下的註釋
237
。其認為，但書例外如聯邦

刑事訴訟規則第 15 條中事先錄製證言之例外規定，凡可事先錄製證

詞之情況，當事人聲請准許視訊傳送亦無妨，因為同步轉播的方式比

事先錄製證詞的程序還具有更多優點。 

其次，諮詢委員會認為，必須確保轉播的正確性、品質、法官與

陪審團的收訊、及檢察官、辯護人與證人間之詰問，因此，須設定出

適當的保護政策，而判斷保護政策是否適切則交由法院裁定。 

                                                 
236 Rule 26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at 54-55. 參考崛江慎

司，アメリカの刑事公判におけるテレビ尋問制度について法学論叢，148 卷 3、4 號，2001.1，

頁 341-342。 
237 Rule 26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at 55-58. 參考崛江慎

司，アメリカの刑事公判におけるテレビ尋問制度について法学論叢，148 卷 3、4 號，2001.1，

頁 34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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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Craig 判決中例舉出對質詰問權的四個要素（物理面對、

宣誓、反對詰問、陪審團觀察證人作證態度），若此四個要素全都存

在，則無侵害被告對質詰問權。本修正條文僅限定證人無法作證之情

況，對於個別具體案件之視訊轉播是否完全符合 Craig 裁決所說的四

個要素，則完全交由審理法院裁量。 

 

三、修正案的意義－擴大適用視訊傳送方式 

根據聯邦刑事訴訟規則第 26 條修正條文，以視訊傳送方式調查

證人之適用範圍，不再侷限於 Craig 判決所揭示之情況，也無聯邦法

典第 18 編第 3509 條有關年齡等其他的限制，另外，修正案中並無明

示關於轉播形式及被告辯護人可否與證人同席之事宜，而是交由法院

裁量。惟學者有認為，修正案有以下幾點疑義：首先，立法目的是否

在避免造成證人感情的苦痛並不明確。其次，關於修正案的要件，「無

法作證」是否包括聯邦證據法則第 804 條(a)(4)「生理或心理的之疾

病或耗弱」，以及同條項（5）「依法定程序或其他合理方法仍無法使

其出庭作證」等陳述人無法出庭作證之傳聞例外要件，不無疑義，蓋

拒絕出庭作證之理由具多樣化，例如：證人因特別因素強烈拒絕在被

告面前作證者，與一般之拒絕作證即有所不同，有使用視訊傳送之必

要性，但本修正案並無區別二者。再者，修正案是否包括 Craig 判決

或聯邦法典 18 編第 3509 條(b)(1)(B)(ii)所謂之「造成感情的苦痛

之可能性」亦不明確
238
。

 

 

第二款  日本法 

隨著被害者學之蓬勃發展，基於犯罪被害人保護運動之聲浪崛

起，日本於平成 12 年（西元 2005 年）5 月 19 日公布修正犯罪被害

人保護關聯二法（刑事訴訟法及檢察審查會之部分修正法律，與附隨

                                                 
238 崛江慎司，アメリカの刑事公判におけるテレビ尋問制度について法學論叢，148 卷 3、4 號，

2001.1，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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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刑事訴訟程序之犯罪被害人保護等相關法律二者），於刑事訴訟法

中增訂第 157 條之 2 至第 157 條之 4 等相關規定，藉以保護被害人。

本文先就刑事訴訟法第 157 條之 3 第 1 項遮蔽措施，以及同法第 157

條之 4視訊傳送規定分析討論，有關第 157 條之 2 陪同人規定留待下

一章節介紹。 

 

第一目  刑事訴訟法第 157 條之 3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157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法院斟酌犯罪性質、

證人年齡、身心狀態、證人與被告之關係或其他情事，認為證人在被

告面前（包括第 157 條之 4第 1 項之情形）作證有受到壓迫而明顯有

害精神平穩之虞，認為相當時，聽取檢察官及被告或辯護人之意見

後，得在被告與證人之間採取單向或雙向遮蔽措施，使一方或彼此無

法看到對方。但使被告無法看到證人之情形，以有辯護人到庭之情況

為限。 

本條之立法目的係為減輕證人與被告面對面之強烈心理不安，而

採取之特殊措施，適用要件為：（一）考量事項：犯罪性質、證人年

齡、身心狀態、證人與被告之關係或其他情事；（二）相當性；（三）

受到壓迫而明顯有害精神平穩之虞；（四）聽取當事人意見；（五）使

被告無法看到證人者，以辯護人到庭為限。本條雖為法官依職權決

定，但實務上多半係由當事人聲請為之，且縱然法條並無明定法院需

將決定告知當事人，但仍以通知當事人為宜
239
。另外，本條項與同條

第 2 項
240
在證人與旁聽人間採取遮蔽措施相比較，要件顯較為嚴格，

但與第 281 條之 2及 304 條之 2 規定相比較，令被告退庭之要件必須

是「受壓迫而無法充分陳述」
241
，遮蔽措施之要件顯然較為緩和。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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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245；松尾浩也編著，逐条解說犯罪被害者保護二法，有斐閣，2001.3.30，頁 71-77。 
240 第 157 條之 3 第 2 項，在證人與旁聽人間採取遮蔽措施之要件，需考量犯罪性質、證人年齡、

身心狀態、對於名譽之影響及其他情事，認有相當時，聽取檢察官及被告或辯護人之意見後，得

採取遮蔽措施，使彼此於法看見對方。 
241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281 條之 2：「法院認為在審判期日外訊問證人如有被告在場，證人在被告

面前，受壓迫而無法充分供述時，以有辯護人在場之情形為限，並聽取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意見，

得在該證人供述時，令被告退庭。於此情形下，應在證人供述完畢後，將證言之要旨告知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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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證人一邊哭泣一邊供述之情形，只要有證述可能，法院仍應以遮

蔽措施為主要考量，不得令被告退庭
242
。 

遮蔽措施雖然限制了被告看見證人、觀察證人作證之神情態度之

機會，但被告仍得聽見證人之聲音、有親自詰問之機會，且遮蔽措施

之採行以不妨礙辯護人觀察證人作證姿態為限，因此被告得以與辯護

人商議溝通，且根據實務經驗，由辯護人詰問證人，更能展現詰問權

之效果。再者採取遮蔽措施，被告仍與證人同處於法庭內，證人較不

易說謊，因此，根據日本實務統計採取遮蔽措施之案件逐年增加
243
。 

 

第二目  刑事訴訟法第 157 條之 4 規定 

一、立法規定 

（一）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157 條之 4第 1 項規定，法官於下列證人作

證時，認為有相當性者，聽取檢察官及被告或辯護人之意見後，得適

用視訊方式進行人證調查程序：（一）性犯罪被害人；（二）兒童福利

法等規定之被害人；（三）考量犯罪性質、證人年齡、身心狀態、證

人與被告間之關係或其他情事，認為證人在法官及其他訴訟關係人訊

（詰）問時，於法庭內供述，有受壓迫而危害其精神穩定之虞者。 

 

（二）由於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在審判中就同一被害事件反覆作證陳

述，接受訊（詰）問，造成其反覆不斷回憶所受之被害遭遇，將會加

深其被害感，產生嚴重二度精神創傷，應予以避免之。另外，藉由以

通訊設備視訊傳送方式調查證人，作證影像及證言內容得以電磁紀錄

                                                                                                                                            
並給予被告詰問該證人之機會。」第 304 條之 2：「法院在訊問證人時，認為證人在被告面前，

受壓迫而無法充分供述時，以有辯護人在場之情形為限，並聽取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意見，得在該

證人供述時，令被告退庭。於此情形下，應在證人供述完畢後，再令被告入庭告知證言要旨，並

給予被告詰問該證人之機會。」 
242 小倉哲浩， 証人保障のための各手続の性質及び相互の關係， 判例タイムズ，1150 号，

2004.8.1，頁 19。 
243 椎橋隆幸，証人保障手続の新展開， 犯罪の多角的検討－渥美東洋先生古稀記念，有斐閣，

2006.5 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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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資料化，依目前科技技術正確地儲存紀錄，並非難事
244
。因此，

同條第 2項規定，法院以視訊傳送方式訊問證人，考量嗣後刑事訴訟

程序中有需要證人再就同一事實作證時，得經證人同意，將訊（詰）

問及證述狀況以紀錄媒體儲存，該紀錄媒體並作為筆錄之一部分（同

條第 3項）。 

 

二、合憲性問題 

誠如前述對質詰問權內涵之介紹，「視訊傳送方式」是否違反日

本憲法第 37 條第 2項保障詰問證人權，涉及「詰問證人權」之解釋。

通說認為，不得單就日本憲法用語與美國憲法增修條文之不同，而作

相異之解釋，日本憲法第 37 條第 2 項之證人詰問權當然也涵蓋物理

的、直接的面對面權利
245
。

 

憲法上保障詰問證人權的實質意義乃實現確保證據信賴度、事實

認定正確性之價值，以及保障（訊）詰問證人過程本身
246
，作為證人

審問權中的要素之一「物理的、直接的面對面權利」具有實現此「內

在的價值」的功能。惟此種權利並非絕對權，於特殊情形下，例如：

當證人與被告面對面時，會讓證人產生明顯之精神苦痛可能性等「正

當的理由」存在之情況時，仍得予以限制之。但於此限制被告面對面

權利之場合，還是要經由其他途徑確保證據的信賴度以及事實認定的

正確性。因此，利用視訊傳送方式詰問證人，必須確保證言「可信性

之情況保證」，即滿足具結、反對詰問機會、作證房間的環境適當（無

不當妨礙證人陳述之情況）、播放設備機能良好等
247
。 

 

                                                 
244 村越一浩，法制審議会における審議の経偉及び要綱骨子の概要，ジュリスト，1176 号，

2000.4.15，頁 41。 
245 崛江慎司，アメリカの刑事公判におけるテレビ尋問制度について，法学論叢，148 卷 3、4
號，2001.1，頁 347-348。 
246 崛江慎司，証人審問権の本質について（六）--アメリカにおける議論を中心に，法学論叢，

144 卷 2 號，1997，頁 23。 
247 崛江慎司，アメリカの刑事公判におけるテレビ尋問制度について，法学論叢，148 卷 3、4
號，2001.1，頁 348、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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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文分析 

（一）根據該條第 1 項規定，視訊傳送之轉播形式係採取雙向傳送方

式，即讓證人在法庭以外之場所接受訊問（該場所以與法院同一建築

物為限），並將證人所在情形以電訊設備與法庭同步雙向連結，使被

告與證人得以相互見聞彼此之影像、聲音，進行詰問
248
。 

 

（二）視訊時，與證人同席者之立法模式有二種，一種是英國模式（美

國有些州也採用），另一種是美國模式（美國聯邦法院所採用者）。前

者係法官、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在法庭內，證人單獨在法庭外的

房間；後者則如同前述所介紹，係法官及被告留在法庭內，證人、檢

察官及被告辯護人一同在法庭外之房間，直接對證人詰問
249
。關於應

採取何種立法模式，日本修訂新法時，引起相當討論，最後採取英國

方式，理由為此制度主要是為了減輕證人的心理負擔，不僅是減輕在

被告或旁聽人面前作證之精神壓力，亦在減輕證人因處於法官及訴訟

關係人等所存在的公開法庭環境所造成之精神壓力，因此，若檢察官

及辯護人與證人處在同一個房間，詰問證人，將大幅減低此制度之趣

旨
250
，再者，檢察官及辯護人留在法庭內詰問證人，審判長亦得以確

實地行使訴訟指揮權
251
。雖然有論者認為視訊傳送方式，被告、辯護

人無法仔細觀察證人作證時之細微神情、動作、肢體變化（例如手心

冒汗）
252
，但此問題目前得以電子技術改善；因此，法庭與證人作證

房間之攝影機應如實地拍攝全景畫面，使證人得以看到法庭內之人，

法庭內之人亦得看見證人姿態，若有陪同人陪同作證之情形（刑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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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松尾浩也編著，逐条解說犯罪被害者保護二法，有斐閣，2001.3.30，頁 83。 
249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模式，即德國模式，因德國採取法官職權主義，著重法官直接審理、調查

證據，因此，採取視訊傳送方式時，法官與受訊問之證人至另外一房間隔離進行，訊問情形以視

訊同步播放給另外一間之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等有在場權之人觀看。被告或辯護人之提問、質

詢證人之權利並不受影響，參考王皇玉，德國刑事訴訟法上關於「證人保護」之立法動向，月旦

法學雜誌，第 53 期，1999.10，頁 194-195。 
250 松尾浩也編著，逐條解說犯罪被害者保護二法，有斐閣，2001.3.30，頁 19-20；村越一浩，

法制審議会における審議の経偉及び要綱骨子の概要，ジュリスト，1176 号，2000.4.15，頁 41-42。 
251 椎橋隆幸，証人保障手続の新展開， 犯罪の多角的検討－渥美東洋先生古稀記念， 有斐閣，

2006.5 頁 189。 
252 神洋明，証人尋問方式の特例，刑事弁護 25 号，2001，頁 44，轉引自椎橋隆幸，証人保障

手続の新展開， 犯罪の多角的検討--渥美東洋先生古稀記念，有斐閣，2006.5 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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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第 157 條之 2），也應將陪同人納入影像畫面之中，以了解陪同

人之動態
253
。 

惟針對辯護人可否與證人同席之問題，有學者認為，辯護人與證

人同席觀察其作證時之語氣、姿態，將助於有效行使辯護權，因此，

立法論上不應完全排除辯護人與證人同席的視訊傳送方式，因此，就

日本刑事訴訟第 157 條之 4第 1 項之適用上，於個別具體案件中，若

法院認為辯護人及檢察官與證人同席也無妨的情況下，不能採行視訊

傳送方式調查證人，惟基於法院訴訟指揮權，亦容許例外情形
254
。 

 

（三）第 157 條之 4 第 1 項在 1、2 號例舉之特殊犯罪被害人，係立

法者推論其有適用視訊傳送方式之必要性，而 3 號則要求對於一定犯

罪類型被害者以外之證人「有受到壓迫而明顯危害精神平穩之虞」

時，方適用視訊傳送措施，但不論何者，均應符合「相當性」之要求，

在達到保護證人之目的內，應以最小手段限制被告之對質詰問權
255
，

換言之，縱使是第 1、2 號所指之被害人，未必一律皆得採取視訊傳

送措施
256
。 

另外，第 157 條之 4 第 1 項 3 號未明文限制「受壓迫而明顯危害

精神平穩之虞」的因素係「因為被告存在」。相對於在被告與證人之

間採用遮蔽措施之規定，包括「因為在被告的面前造成壓迫」這要件，

立法者應該是著眼於「因法庭所產生的壓迫」這個因素，始制訂雙向

式之視訊傳送方式
257
；惟學者認為，縱然採行雙向式之視訊傳送方

式，但只要限制被告與被害人在同一空間直接面對面接觸的權利，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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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254 崛江慎司，アメリカの刑事公判におけるテレビ尋問制度について，法学論叢，148 卷 3、4
號，2001.1，頁 351。 
255 松本時夫，土本武司，条解刑事訴訟法，第三版增補版，弘文堂，平成 18 年 6 月 15 日，頁

246。 
256 椎橋隆幸、高橋則夫、川出敏裕，わかりやすい犯罪被害者保護制度，有斐閣，2001.3，頁

32。 
257 崛江慎司，アメリカの刑事公判におけるテレビ尋問制度について，法学論叢，148 卷 3、4
號，2001.1，頁 352；松本時夫，土本武司，条解刑事訴訟法，第三版增補版，弘文堂，平成 18
年 6 月 15 日，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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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侵害被告之對質詰問權，故而，僅因「因法庭所產生的壓迫」這個

因素而採用視訊傳送方式調查證人是不充分的，法條解釋上，除了法

庭的氣氛因素外，也必須是因「與被告身處同一空間、呼吸相同空氣」

會造成精神壓迫而無法得到正確之證言，方能採取視訊傳送方式
258
。 

 

（四）根據第 321 條之 2 第 1 項前段規定：「於被告事件之審判或審

判期日以外之刑事程序或其他事件之刑事程序中，以第 157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所為之證人訊（詰）問以及供述與紀錄其狀況之紀錄媒體之

一部筆錄，縱有前條第 1項之規定，亦得作為證據。」第 157 條第 2

項所儲存之影音紀錄，在之後的審理程序中，調查此等電磁紀錄，並

賦予訴訟關係人詰問機會後，該等紀錄具有證據能力
259
。 

以播放審理中訊（詰）問影像及聲音代替下一次之訊（詰）問，

係避免被害人因重複訊問，必須不斷回憶過去所受之侵害而造成之二

度傷害，故於證人嗣後就同一被告之同一事實，或不同被告但同一事

實（如兩人以上共同強制性交案件）之陳述，均得以播放錄影方式代

替之，其優點不但可限制嗣後主詰問及反詰問之範圍
260
，亦可觀察證

人之態度、表情，比提示筆錄，更能保障被告對質詰問權，也使法官

更加瞭解證人陳述內容之原貌。但此種方式雖可避免被害人重複訊

問，減輕其心理負擔，但訊（詰）問紀錄之留存、播放，對被害人之

隱私難謂無傷害，因此，在儲存、播放前，應得被害人同意。錄影或

錄音儲存紀錄雖得作為筆錄之一部分，惟基於證人隱私及人格權之保

障，不得抄錄之（刑事訴訟法第 40 條第 2項）。另外，若仍有必要訊

（詰）問證人時，該紀錄得作為限制與此供述內容相同之重複訊問
261
。 

 

                                                 
258 崛江慎司，アメリカの刑事公判におけるテレビ尋問制度について，法学論叢，148 卷 3、4
號，2001.1，頁 352-353。 
259 至於共犯、共同被告合併或分離調查之紀錄媒體證據能力範圍的討論，參見村越一浩，法制

審議会における審議の経偉及び要綱骨子の概要，ジュリスト，1176 号，2000.4.15，頁 42。 
260 椎橋隆幸、高橋則夫、川出敏裕，わかりやすい犯罪被害者保護制度，有斐閣，2001.3，頁

41。 
261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295 條及第 321 條之 2 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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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日本最高裁平成 17 年 4 月 14 日第一小法庭判決 

一、犯罪事實 

最高法院平成 17 年（西元 2005 年）4 月 14 日第一小法庭判決
262

所涉及之犯罪事實乃被告趁探訪友人 B 時，見 B 外出不在之際，對 B

之妻 A（當時 26 歲）施以暴行，造成 A 顏面及頸椎受創，並對 A 之

抵抗強加抑制、實行強制性交。被檢察官以傷害及強制性交罪提起公

訴。被告否認有傷害事實，並主張係與 A 女合意性交。一審的名古屋

地裁一宮支部於第五次審理期日之被害人作證時，基於刑事訴訟法第

157 條之 3 及第 157 條之 4規定，採用視訊傳送方式，並於攝影機傳

送證人影像時，分別於攝影機與被告間以及攝影機與旁聽人間，以遮

蔽措施隔離。一審法院對被告為有罪判決，被告主張上開證人調查措

施不但違反公開審理規定，且因人之聲音透過擴音設備傳送與實際聲

音有所差異，再加上無法觀看證人作證神情與姿態，對被告之對質詰

問權造成侵害，提出上訴，但遭二審法院駁回。被告因而上訴至最高

法院，主張刑事訴訟法第 157 條之 3 併用第 157 條之 4 違反憲法第

82 條第 1項、第 37 條第 1項公開原則及侵害同條第 2項前段被告詰

問權保障。 

 

二、判決要旨 

最高法院上訴駁回，認為刑事訴訟法第 157 條之 3 是於證人調查

之際，因證人被被告看到而心理受到壓迫，明顯有害於精神平穩性之

情形，為了減輕證人負擔，認為有相當恐懼時，在被告與證人之間，

從一方或雙方間設置無法看到對方狀態的隔離措施；同樣的旁聽人與

證人間亦得採取遮蔽措置。又關於刑事訴訟法第 157 條之 4 規定，最

                                                 
262 刑集 59 卷 3 号 259 頁。以下犯罪事實及判決要旨整理自堀江慎司， 証人尋問における遮へ

い措置、ビデオリンク方式の合憲性--最(一小)判平成 17.4.14 刑集 59 巻 3 号 259 頁，刑事法ジ

ャーナル，2 期，2006，頁 108-109；伊藤睦，遮へい措置．ビデオリンク方式による証人尋問

証人審問権，法律時報 79 卷 4 号，2007.4，頁 113；眞田寿彦， 刑事裁判における遮へい措置

及びビデオリンク方式での証人尋問を合憲とした最高裁判決--最高裁(1 小)平成 17.4.14 判決，

法律のひろば，59 卷 2 號，2006.2 頁 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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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認為對於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為證人調查時，為了避免因法官

及訴訟關係人在場對被害人造成精神壓迫，所採取一種使證人在該法

院其他房間內作證，透過攝影機等傳輸設備傳送影像及聲音，一邊看

到對方狀態、一邊進行訊（詰）問之調查方式。 

其次，在審理期日於旁聽人與證人間採取遮蔽措施，或於進行視

訊傳送調查證人時，於旁聽人與證人間採取遮蔽措施，並沒有改變審

理之公開，因此沒有違反憲法第 82 條第 1 項及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 

再者，證人調查時，採取使被告無法看到證人的狀態之遮蔽措施

的情形，最高法院認為雖然被告無法看到證人的姿態，但可以聽到其

證述，得親自詰問證人，並且這種遮蔽措施之採行以有辯護人在場之

情形為限，無妨礙辯護人觀察證人作證態度，因此鑑於該制度的目

的，並無侵害被告反對詰問權之行使。又單純使用視訊傳送方式調查

證人時，被告可以透過傳送系統看到證人的影像及聽到證人的聲音，

親自詰問證人，因此沒有侵害被告的詰問權。而於視訊傳送方式併用

遮蔽措施的情形，辯護人得看見證人之影像，無妨礙辯護人觀察證人

作證態度，因此並無侵害被告之反對詰問權，故而無違反憲法第 37

條第 2項前段規定。 

 

三、評析 

本判決涉及併用日本刑事訴訟法第157條之 3及第 157條之 4第

1 項規定，同時在證人與被告及旁聽人間設置遮蔽物，並透過視訊傳

送方式詰問證人之問題，換言之，本案主要爭點在於視訊傳送調查證

人時可否剝奪被告觀察證人作證之權利？相較於美國實務，為避免證

人（主要是被害人）看見被告而受到壓力、情緒撥動無法陳述，採取

使證人於看不見被告之情況下安心作證，被告仍得觀察證人作證姿態

的方式，反之，本案卻是使被告無法看見證人，此種情形，與我國實

務作法剛好相同（詳見下述），因此，實有探究之價值。 

首先，不論是被告面對證人之權利，或是使證人面對被告之權

利，二者均非絕對不可限制，當證人因被告因素產生壓迫、明顯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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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精神之平穩時，為了保護證人，即有退讓之可能。由於性侵害人在

被告面前可能因恐懼感、羞辱感、自責感、厭惡感等情緒所造成的精

神痛苦，而無法真實陳述，從擔保證言之真實性角度，有採取遮蔽措

施或是訊傳送方式之必要
263
。 

因而，基於此目的，所謂「受壓迫而明顯有害於精神平穩性」應

指因恐懼害怕而無法正常陳述之情形，被害人作證陳述被害過程時，

見到被告會產生極大衝擊，造成二次被害，有緊張不安、哭泣等反應，

此為典型案例，若僅是因見到被告而產生憤怒、厭惡情緒，無法冷靜

作證，則非此制度設立之目的，不應採用遮蔽措施
264
。並且，在有保

障證人必要性之情況下，仍須確保證言之信賴、事實認定之正確，現

行法中證人具結、受到充分的訊（詰）問以及被告辯護人觀察證人作

證態度之權限不受妨礙等程序必須予以踐行
265
。學者認為，本判決僅

以被告得聽見證人之證言、得親自詰問證人且辯護人觀察證人姿態的

權利並無受到妨礙，而認定遮蔽被告之措施並無違憲，其判決理由應

該要以此制度之目的及必要性判斷作為前提
266
。 

其次，刑事訴訟法第 157 條之 4 第 1項中，1號及 2號分別從保

護性侵害被害人及兒童保護觀點，以性侵害被害人及根據兒童福利法

等規定之一定犯罪之被害人作為適用視訊傳送之對象，這些被害人並

無如 3 號般要求需個別認定有壓迫、妨害精神平穩之虞，一般而言，

這些犯罪之被害人於法庭接受證人調查時，受到壓迫而明顯有害精神

平穩之蓋然性較高，因此無須再作規定。但學者有認為，解釋上仍應

具體個案判斷，具 3 號「必要性」者，始得採用視訊傳送方式
267
。另

外，1項 3 號之適用不以與被告處在同一空間而受精神負擔為限，與

                                                 
263 椎橋隆幸，証人保障手続の新展開， 犯罪の多角的検討--渥美東洋先生古稀記念，有斐閣，

2006.5 頁 198。 
264 角田正紀，遮へい措置, ビデオリンクに関する諸問題，判例タイムズ，通卷 1151 号， 
2004.8.15，頁 12。 
265 堀江慎司， 証人尋問における遮へい措置、ビデオリンク方式の合憲性--最(一小)判平成

17.4.14 刑集 59 巻 3 号 259 頁，刑事法ジャーナル，2 期，2006，頁 111；眞田寿彦， 刑事裁判

における遮へい措置及びビデオリンク方式での証人尋問を合憲とした最高裁判決--最高裁(1
小)平成 17.4.14 判決，法律のひろば，59 卷 2 號，2006.2 頁 47-48。 
266 堀江慎司， 証人尋問における遮へい措置、ビデオリンク方式の合憲性--最(一小)判平成

17.4.14 刑集 59 巻 3 号 259 頁，刑事法ジャーナル，2 期，2006，頁 111。 
267 堀江慎司， 証人尋問における遮へい措置、ビデオリンク方式の合憲性--最(一小)判平成

17.4.14 刑集 59 巻 3 号 259 頁，刑事法ジャーナル，2 期，2006，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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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及訴訟關係人處在同一空間而受精神負擔者，亦有適用，此乃考

量到「法庭本身」所造成之壓迫、精神負擔所作的特殊措施，但基於

處理法院本身弊害之目的而言，是否一定要允許此種連同剝奪被告與

證人同處的措施，有斟酌之必要
268
。另外，必須要嚴格判斷「法庭本

身之弊害」，因為證人調查時本來就會使法庭產生緊張之氣氛，不能

單單僅以此種程度之緊張感即允許視訊傳送方式之採行
269
。 

最後，因為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157 條之 3 第 1項括弧中有得併用

視訊傳送方式與遮蔽被告之說明，且學者有認為，該項「訊（詰）問

證人之場合」解釋上應包含視訊傳送方式，因此並無違憲之虞
270
。 

 

第三款  我國法 

第一目  性侵害犯罪防制法第 16 條規定 

民國 94 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法前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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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理由為：（一）智障者或兒童性虐待案件，

因施虐者常為被害者之親人，被害人往往害怕被報復或責怪，故為保

障其安全及勇於作證，將智障者及幼兒與被告、被告律師隔離有必要

性。（二）另據研究，因被害人年紀小，法庭經驗對他們的傷害不小

於性虐待本身。（三）同時為保障被告詰問權利，所以採取法庭外的

訊問、詰問或特殊雙向電路電視設備，可保障雙方權益。嗣後，為因

應刑法及刑事訴訟法修正，94 年修法將該條規定移至第 16 條，並修

正為：「對被害人之訊問或詰問，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在法庭外為之，

或利用聲音、影像傳送之科技設備或其他適當隔離措施，將被害人與

                                                 
268 堀江慎司， 証人尋問における遮へい措置、ビデオリンク方式の合憲性--最(一小)判平成

17.4.14 刑集 59 巻 3 号 259 頁，刑事法ジャーナル，2 期，2006，頁 113。 
269 堀江慎司， 証人尋問における遮へい措置、ビデオリンク方式の合憲性--最(一小)判平成

17.4.14 刑集 59 巻 3 号 259 頁，刑事法ジャーナル，2 期，2006，頁 114。 
270 堀江慎司， 証人尋問における遮へい措置、ビデオリンク方式の合憲性--最(一小)判平成

17.4.14 刑集 59 巻 3 号 259 頁，刑事法ジャーナル，2 期，2006，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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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或法官隔離（第 1 項）。被害人經傳喚到庭作證時，如因心智障

礙或身心創傷，認當庭詰問有致其不能自由陳述或完全陳述之虞者，

法官、軍事審判官應採取前項隔離詰問之措施（第 2項）」。 

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規定，現行條文有關法庭外或視訊等隔離措

施全面適用於所有性侵害被害人之案件，且訊（詰）問方式凡電子科

技設備均得為之，查其修法理由：（一）因性侵害被害人身心通常均

受嚴重創傷，以致面對被告時，常懼怕而無法完整陳述事實經過，為

保護其權益，擴大適用隔離措施之範圍。（二）日前科技設備多樣化，

有關法庭外之訊問或詰問方式，不限於雙向視訊系統，舉凡利用聲

音、影像傳送之科技設備均得為之。惟現行法並未將被害人與被告律

師隔離，修法過程並無特別就此討論，係有意排除，抑或立法疏漏，

不得而知。 

 

第二目  實務運作狀況 

一、法院視訊系統之配置 

基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制定，司法院分別於 88 年 6 月 1 日以

（88）院台廳司 1 字第 13814 號及 89 年 2 月 1 日以（89）院台廳司

1 字第 03183 號函，要求所屬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應設置雙向電視

系統、單面鏡指認牆或其他可供隔離訊問的適當設備，目前法院均設

有專用法庭，以供性侵害等特殊案件之需要
271
。以下以台中地方法院

及台灣高等法院之設置為例
272
，介紹我國法院視訊系統之配置。 

（一） 安全行進動線之規劃： 

為防止需身分保密之證人曝光，或避免證人與被告於法庭外直接

相遇，造成心理壓力影響陳述，故規劃專用通道進入法庭內。 

                                                 
271 91 年 2 月 8 日公布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 177 條，偵審時亦得採取遠距視訊方式進行證人訊（詰）

問。 
272 有關台中地方法院之設置，係參考賴恭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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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8；而台灣高等法院之設置，乃筆者實際走訪觀

察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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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證人單面鏡指認室及談話室： 

在法庭內隔間增闢指認室（即「作證室」），法庭內之人員無法知

悉指認室內之動靜，而指認室內之證人得以透過單面鏡觀看法庭內之

活動，並指認被告。若證人害怕看見被告，亦得以百葉窗遮蔽單面鏡
273
。除指認室外，法院另有規劃溫馨之證人談話室，減低證人之恐懼。 

 

（三） 視訊傳送設備： 

指認室設有監視器（置於證人位置上方明顯處）、傳音設備及筆

錄螢幕，除證人得以聽見法庭內活動之聲音外，證人之聲音亦傳送至

法庭內，而證人影像畫面傳送至法庭內法官席之電視螢幕上，使法官

得以觀察證人作證之姿態，被告與辯護人等無法看見證人之影像。證

人談話室亦採用雙向視訊設備，使證人得以見聞法庭活動並指認被

告，證人之聲音亦傳到法庭內，但仍只有法官得以看見證人之影像，

被告及辯護人無法知悉，但證人無法看見自己被拍攝之畫面，以防干

擾其作證心情。 

 

（四） 影像、聲音控制： 

除指認室及談話室設有監視器外，法庭內亦安置多支攝影機，法

官席上設有控制台，法官得調整影像畫面位置、遠近及焦距，或切割

畫面，觀看其所欲觀察之特寫鏡頭，並得操控混音設備，改變男性或

女性聲音或音質，使被告無法認出證人聲音，以保護祕密證人。 

 

二、實務之缺失 

（一）剝奪被告面對面證人之權利： 

性侵害犯罪案件視訊轉播形式及與證人同席者模式，在我國立法

過程中，未見討論，若證人與被告辯護人於同一房間，證人可能因辯
                                                 
273 例如台灣高等法院刑事法庭第 2 庭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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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人之行為而無法減輕精神壓力
274
；反之，若讓證人單獨在一個房

間，難謂無增加不實證述之可能
275
，二者各有優缺點。然而，不論採

取何種形式，美國及日本原則上均無剝奪被告觀察證人作證姿態之權

利，縱使日本實務併用遮蔽及視訊措施，讓證人得以在不看到被告以

及不讓被告看見之情況下安心作證，亦無妨礙被告辯護人觀察證人影

像之權利。惟目前我國實務視訊傳送系統是基於保護證人身分，不使

其曝光、遭致報復，並勇於作證之安全考量而設計
276
，換言之，性侵

害被害人之保護措施等同於祕密證人保護措施，此由舊法立法理由得

以窺知，不僅直接剝奪被告面對面證人之權利，亦禁止辯護人代被告

觀察證人作證姿態，嚴重侵害被告對質詰問權及受有效辯護之權利，

遑論我國實務更加「貼心」，以變聲系統「保護」性侵害被害人，不

讓被告得以知悉被害人身分及性別，此種作法值得商榷。 

首先，性侵害被害人出庭可能受到的傷害，並非身分曝光問題，

絕大多數的性侵害案件加害人與被害人互為相識（除非是隨機式的性

侵，加害人與被害人未曾謀面、被害過程亦不清楚對方長相，這種情

況較為少見），何需對被告保密其身分？甚至防止被告認出被害人之

「性別」？性侵害被害人所需保護者乃避免其重新體驗被性侵的不幸

遭遇，這也是美國及日本限制使證人面對面被告權利之因素，避免被

害人見到被告受到壓迫而有害於精神狀況致無法合理證述，因此，性

侵害被害人之保護措施應與祕密證人保護措施（證人保護法第 11 條

第 4 項）作區分。其次，任何犯罪案件之證人皆有「恐遭報復」之虞，

僅以恐遭報復之名而剝奪被告或辯護人觀察證人作證之姿態，顯非實

質正當理由，有違比例原則，縱然性侵害被害人或因權勢壓力，不敢

出面指認，為使其勇於作證，亦有姓名、身分、住所等保密措施（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2 條），以及聲請保護令（家庭暴力防治法第 11、

13、15 條）
277
、社會單位介入等措置。又若真有受報復之危險，必須

                                                 
274 椎橋隆幸、高橋則夫、川出敏裕，わかりやすい犯罪被害者保護制度，有斐閣，2001.3，頁

83。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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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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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277 依家庭暴力防治法第 11、13 及 15 條規定，當性侵害之加害人與被害人有家庭成員關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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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讓被告知悉其長相，應依證人保護法相關法定程序，尋求保護。再

者，日本實務併用遮蔽措施與視訊傳送方式時，係將被告面前之電視

螢幕關閉，或是移動電視位置，使被告無法看見影像畫面，但辯護人

仍得觀看之
278
，此種處理模式顯然對於被告「面對面」證人之權利的

侵害較小。 

因此，本文認為，性侵害犯罪案件以視訊傳送方式隔離被告與證

人時，應使被告或辯護人得以觀察被害人作證之姿態、聽聞證人「真

實」聲音陳述，縱有限制被告看見被害人之必要性與相當性，亦需賦

予辯護人觀察被害人作證影像之機會，換言之，對於最輕本刑非三年

以上之猥褻罪
279
，因非強制辯護案件，未必有辯護人在場，如有限制

被告看見被害人之必要性與相當性時，法院應事前告知，使其得以選

任辯護人，或指定公設辯護人，或轉介至法律扶助基金會，指派扶助

律師予以協助。 

 

（二）採用視訊傳送方式欠缺相當性與必要性： 

根據 Maryland v. Craig 案，採取視訊傳送方式是為了保護性侵

害兒童，因此，法院需確認該被害人於法庭作證將會因被告因素而受

到嚴重刺激，導致其精神受創，無法作理性之證述，而非單純的緊張、

刺激、不願作證；縱然近年來實務已擴大適用視訊傳送方式於成年性

侵害被害人以及其他案件之證人，但仍須考量具體個案情形，審酌「公

共利益」、「必要性」、「證言可信性」三要件。日本第 157 條之 4 第 1

項視訊傳送之規定，亦限於法院認為性侵害被害人作證時，有適用視

訊傳送方式之相當性者（無侵害對質詰問權其他要素之情形下），聽

取檢察官及被告或辯護人之意見後，方得適用，且解釋上仍應具體個

案判斷，有可能會受到壓迫而明顯地危害到精神平穩之必要性者，始

                                                                                                                                            
被害人可以聲請法院核發暫時保護令及通常保護令，對於加害人禁止其為施暴、聯絡、靠近等行

為，或命其遷出住居所、給付扶養費或接受處遇計畫等行為，或為被害人定暫時監護權或定探視

權等，讓加害人不能繼續對被害人施暴。 
278 椎橋隆幸、高橋則夫、川出敏裕，わかりやすい犯罪被害者保護制度，有斐閣，2001.3，頁

44。 
279 刑法第 224、225 條第 2 項、227 條第 2 項至第 4 項、228 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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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採用視訊傳送方式
280
。 

反觀我國立法，現行法不僅擴大適用於所有性侵害被害人，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未設任何限制，一旦當事人聲請，即可採用視訊傳

送方式，未審酌相當性與必要性，遑論實務之視訊模式，嚴重侵害被

告對質詰問權，因此，本條項不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例原則，實有修

法之必要，應限縮為「證人有因被告在場或法庭環境等因素而情緒受

創至無法自由陳述之虞」，始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採取視訊傳送方式訊

（詰）問證人。 

 

（三）相對於證人保護法第 11 條規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並無明文

規定得以「蒙面」、「屏風」等遮蔽措施隔離被害人與被告，此等遮蔽

措施是否為「其他適當隔離措施」，不無疑義，然而，基於憲法比例

原則中「最小手段原則」，倘若被害人並非因法庭環境因素而有害於

精神平穩性，僅因看見被告會因恐懼而無法理性作證，此時，法官得

採取蒙面或以屏障遮蔽措施訊（詰）問被害人，兼顧被害人及被告之

權利。 

 

（四）本條未如日本第 157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限於在法院同棟建築

物之房間內作證，雖然目前法院之設置仍在法庭隔間「指認室」或於

同棟建物內設置「談話室」，但法條仍規定得於「法庭外」為之，所

謂「法庭外」應如何解釋，未見文獻探討，僅有學者認為立法論上「於

法庭外訊問被害人時，應以電視直接轉播方式，使被告得以目視證人

作證程序」
281
。根據 94 年修法委員會審查紀錄可知

282
，該條項係避免

性侵害被害人不知刑事訴訟法已增訂視訊等隔離規定（第 177 條），

故而保留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中，但並列「法庭外」與「視訊等隔離」

                                                 
280 堀江慎司， 証人尋問における遮へい措置、ビデオリンク方式の合憲性--最(一小)判平成

17.4.14 刑集 59 巻 3 号 259 頁，刑事法ジャーナル，2 期，2006，頁 113。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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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蘆，1999.8，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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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282 立法院公報，第 93 卷 35 期 3369 號，委員會紀錄，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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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立法方式不僅造成法庭外是否應採用視訊等隔離方式之疑義，亦產

生與刑事訴訟法第 177 條適用上之混亂，本文認為，參酌日本法規定
283
，「法庭外」係指該案審判庭以外之場所，但以法院同棟建築物內

為限，採限縮解釋，並且於法庭外為之時，應採取視訊等隔離措施，

保障被告之詰問權。倘若被害人有「不能或有其他必要情形需就其所

在或於其所在地法院詢問」之情形，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77 條第 1

至 3 項於「法院外」就訊證人之規定。 

 

第六項  建立層級化之被害人保護制度 

被告對質詰問權為憲法第 8 條及第 16 條所保障之正當法律程序

及訴訟防禦權，除符合憲法第 23 條法律保留及比例原則外，不得予

以限制，但性侵害被害人於司法審判中之權益亦不容忽視。大法官釋

字第 636 號解釋針對檢肅流氓條例第 12 條第 1 項之規定
284
，認為其

未依個案情形考量採取其他限制較為輕微之手段，是否仍然不足以保

護證人之安全或擔保證人出於自由意志陳述意見，即得限制被移送人

對證人之對質、詰問權與閱卷權之規定，與憲法第 23 條比例原則之

意旨不符；換言之，大法官認為，當遮蔽措施或視訊傳送等隔離措施

可保障證人之安全或擔保證人出於自由意志陳述意見時，不得驟然剝

奪被移送人與證人對質詰問之權（釋字第 636 號解釋理由書之意旨參

照）。由該號解釋中可以發現，大法官並非表示剝奪被告（或被移送

人）與證人之對質詰問權即屬違憲，而是未依具體個案、未依比例原

則選擇「對被告最小侵害」之手段，一律剝奪被告與證人之對質詰問

時，方屬違憲，亦即當有相當理由及必要時，非以剝奪被告與證人之

                                                 
283 日本刑事訴訟法另於第 158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於考慮證人之重要性、年齡、職業、健康狀

況以及其他情況和案件之輕重後，並聽取檢察官以及被告或辯護人之意見，認為有必要時，得將

證人傳喚至法院之外，或在證人所在場所進行訊問。 
284 檢肅流氓條例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警察機關為保護本條例之檢舉人、被害人或證人，

於必要時得個別不公開傳訊之，並以代號代替其真實姓名、身分、製作筆錄及文書。其有事時族

任檢舉人、被害人或證人有受強暴、脅迫、恐嚇或其他報復行為之虞者，法院得依檢舉人、被害

人或證人之聲請或依職權拒絕移送裁定人與之對質、詰問或其選任律師檢閱、抄錄、攝影可供指

出檢舉人、被害人或證人真實姓名、身分之文書及詰問，並得請求警察機關於法院訊問前或訊問

後，採取必要之保護措施。但法官應將作成證據之筆錄或文書被移送裁定人告以要旨，訊問其有

無意見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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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質詰問不能確保證人之利益時，仍得直接以被害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作為證據，而不再傳喚被害人到庭作證。據此，本文認為，於性侵害

案件審理程序中，衡平被告與被害人權益之方式乃建立層級化之保護

被害人制度
285
，但只要第一階層能保護被害人使其能於平穩情緒下自

由陳述，即無必要採取第二階層之保護手段。 

一、第一階層：被害人到庭以遮蔽或視訊傳送方式訊（詰）問 

（一）遮蔽措施 

倘若被害人並非因法庭環境而有害於精神平穩性，僅因看見

被告或遭被告看見會恐懼而無法理性作證，但未達無法與被告同

處一室之情況時，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採取遮蔽措施，使被害

人得不面對被告，或使被告無法面對被害人，但得不經機器設備

而親聞證言、並與辯護人商議如何詰問，且辯護人亦得以親自觀

察、聆聽證人作證之姿態。法院採取該措施前，應賦予當事人或

辯護人陳述意見之機會。 

（二）視訊傳送方式 

當被害人因被告在場或法庭環境因素有受到壓迫而明顯有

害於精神平穩之虞時，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採取視訊傳送方

式，採取前應評估作證環境是否恰當、通訊設備是否良好、被告

其他詰問證人之權利是否受到保障（至少要賦予被告聽聞證言、

詰問及辯護人得以觀察證人作證姿態之機會），並賦予當事人或

辯護人陳述意見之機會。另外，嗣後就同一事項有重複訊（詰）

問被害人之需要時，得以先前視訊之影音紀錄代替訊問，減少被

害人重複陳述之次數。 

我國現行實務之視訊傳送方式不僅限制被告本人觀看證人

作證之姿態，亦禁止辯護人觀察證人作證之情形，對被告對質詰

問權侵害甚鉅，應予修正。於法院相關硬體設施改善之前，得先

                                                 
285 文獻上有參考德國實務與法制，針對審判中受危害之證人的保護措施，建立一套「三階段保

護措施」，相關討論請參閱謝秉錡，探論審判中受危害證人保護措施之強化，國立台灣大學法律

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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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令被告退庭方式（刑事訴訟法第 169 條），由辯護人代為詰問

被害人，不得驟然採行視訊傳送方式，但相關立法與設備完備

後，應優先採行視訊傳送方式，使被告有機會見聞被害人作證。 

（三）遮蔽與視訊之適用順序 

關於遮蔽或視訊之適用順序，雖然有認為遮蔽措施限制被告

看見被害人作證之權利，對被告之訴訟權侵害較大
286
，但交互詰

問有其技巧性，實務上真正得有效行使對質詰問權之人為辯護

人，遮蔽措施雖限制被告觀看證人之姿態，但辯護人能親自看見

證人作證之姿態，被告亦能親耳聽聞證言、與辯護人商議，採用

視訊傳送方式將導致辯護人必須透過機器設備方能詰問證人，比

單純使用遮蔽措施增添一層限制
287
。況且被告對質詰問權之內涵

包括證人作證時之在場權，因此，原則上證人應到庭與被告同處

於一法庭內而進行交互詰問，若被害人欠缺無法與被告同處一室

之因素，實無必要採取視訊傳送方式。再者，性侵害犯罪案件，

被害人往往因看見被告而無法自由陳述，縱使採用視訊傳送方

式，實務上亦限制被告觀看證人作證影像，因此，適用順序上，

應以遮蔽措施為優先。 

另外，倘若被害人係因被告親自詰問會遭受嚴重之心理負擔

及創傷之虞，立法論上可採取禁止被告親自詰問，而由辯護人代

為詰問之方式。 

 

二、第二階層：於法院外以遮蔽或視訊傳送方式訊（詰）問被害人 

當被害人行動不便無法到庭或有其他必要情形，必須在法院

外就訊時，必須使被告、辯護人在場並得詰問之（刑事訴訟法第

177 條第 1、3 項），若被害人因看見被告或遭被告看見會恐懼而

                                                 
286 座談會  犯罪被害者の保障—法制審議会答申をめぐつて，川出敏裕教授之發言，ジュリス

ト，1176 号，2000.4.15，頁 21。 
287 角田正紀，遮へい措置, ビデオリンクに関する諸問題， 判例タイムズ，通卷 1151 号，

2004.8.15，頁 13；座談會  犯罪被害者の保障—法制審議会答申をめぐつて，ジュリスト，1176

号，2000.4.15，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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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理性作證者，得採用遮蔽措施隔離被害人與被告。但有保密

被害人所在地之必要時，得採取視訊傳送方式或併用二種措施之

方式訊（詰）問。採取上開措施前，亦應賦予當事人或辯護人陳

述意見之機會。 

 

三、第三階層：以偵查中影音紀錄代替傳喚被害人到庭作證  

被害人於減述作業程序中之詢（訊）問影音紀錄，經證明具

有「可信性之情況保證」及「使用證據之必要性」，法院考量犯

罪情節、被害人年齡、身心狀態、被害人與被告關係或其他情事，

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見後，認為被害人到庭作證將導致其

身心受創加劇者，該影音紀錄得為證據，無庸傳喚被害人到庭作

證。透過此種方式，可保護兒童被害人，避免其重複陳述受害經

驗而影響成長發展。 

勘驗影音紀錄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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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被害人有保密之必要，則可配合

遮蔽措施，限制被告觀看影像畫面，但其他被告之詰問權不得予

以限制。另外，檢警詢（訊）問有所不當或證言有問題，被告或

辯護人得異議或抗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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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為避免交互詰問制度遭到濫用，侵害證人之人格權及隱私

權，因此，當事人不得以不正方法詰問證人，且不得重複詰問或提出

被害人與本案無關之性行為作為證據，但以下情形，不在此限：（一）

提出被害人與被告以外之人性行為之證據，如係證明系爭精液、傷害

或其他生理上證據之來源者。（二）所提出被害人之性行為證據，如

係被害人與被告過去之性行為，用以證明被害人出於同意者。（三）

如排除該證據，顯有違反保護被告憲法上之權利者。又重複詰問禁止

方面，得參酌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157 條之 4 第 2 項規定，以證人之前

於審判內作證之錄音錄影帶代替訊（詰）問，禁止當事人或法官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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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項重複訊（詰）被害人。其次，法官於審理性侵害犯罪案件時，

應依職權禁止或限制不當詰問，若有不當詰問所得之證詞，應予排

除，不得作為證據，並且，非有必要，不得以訊問代替被告詰問。又

當被害人於交互詰問過程中，因恐懼等因素而無法進行反詰問時，法

院宜先給予適當時間緩和情緒，或另定庭期，若仍無法或拒絕陳述，

始排除被害人於主詰問時之證詞，以兼顧被害人與被告之權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