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1

第四章  性侵害犯罪案件其他保護被害人之特

殊程序   

第一節  審判不公開   

第一項  公開審理原則 

    所謂「公開審理原則」係指法院審理刑事案件與宣判時，除有特

別情況外，原則上應允許與刑事程序無關之不特定多數人，於法院空

間容納之限度內，得在場見聞刑事訴訟程序之進行與宣判
288
。此原則

源自於 19 世紀歐陸法之改革，二次世界大戰後，人格權保護意識抬

頭，加速刑事公開審判原則成為現今普遍之法治國基礎原則
289
，其目

的主要為為
290
：（一）藉由審判程序之公開，一方面使公眾得以監督

法院，確保法院裁判公正性。另方面防止不當因素影響法院判決；（二）

透過公開審理，確保訴訟程序之公平，以達保障被告訴訟權之目的；

（三）使社會大眾得以知悉法院審理過程及判決，強化人民對於司法

之信賴；（四）提高司法機關之責任感。又公開審理原則係與言詞審

理原則搭配，不經言詞辯論之判決，不需開庭審理，自無公開審理原

則適用問題
291
。 

我國法院組織法第 86 條規定：「訴訟之辯論及裁判之宣示，應公

開法庭進行。但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之虞時，法院

得決定不公開。」第 87 條規定：「法庭不公開時，審判長應將不公開

之理由宣示。前項情形，審判長仍得允許無妨礙之人旁聽。」違反者

構成判決當然違背法令（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3 款）。另依據法院

組織法第 90 條第 1項規定，公開審理原則僅在於容許不特定人旁聽，

不包括容許法庭攝影，且非經審判長核准，不得於開庭時錄音。又我

                                                 
288 林山田，論刑事程序原則，台大法學論叢，第 28 卷第 2 期，1999，頁 116。 
289 笹倉香奈，刑事裁判の公開原則と被告人のプライバシ－の権利（1），一橋法学，第 6 卷 1
号，2007.3，頁 297-300。 
290 Roxin 著，吳麗琪譯，刑事訴訟法，第 24 版（德文版），1998.11，三民書局，頁 506-507；笹

倉香奈，刑事裁判の公開原則と被告人のプライバシ－の権利（2），一橋法学， 第 6 卷 2 号，

2007.7，頁 287-292。 
291 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下），2007.9，第五版，作者自版，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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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關於公開審理之例外，散見於各相關法規，例如：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 18 條及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34 條。 

     

第二項  日本憲法第 82 條第 2 項規定 

    日本憲法第 82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之審理及判決應在公開法庭

進行，但同條第 2項前段設有例外規定，如經全體法官一致決定認為

有礙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之虞時，法院之審理得不公開進行，此規定

係延續大日本帝國憲法第 59 條而來，考量到治安問題以及性風俗問

題，得停止公開審理程序
292
。按此規定，法院於性侵害犯罪案件審理

中，證人供述性犯罪具體狀況時，得基於「有害善良風俗之虞」採取

停止公開審理程序
293
，但對於供述性侵害具體狀況之前或之後的證

言，以及其他審理階段仍必須採取公開審理。學者有認為，如此一來，

能否有效減輕證人之負擔值得懷疑，況且，從個人隱私保護的觀點，

亦有所不妥，基於證人保護觀點，應擴大停止公開審理之範圍
294
。最

近日本實務亦出現於被告自白性侵害之案件，法院得考量被害人身心

狀況、被害人名譽保障等情事，於調查被告階段停止公開審理
295
。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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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93 最大判昭和 23 年 6 月 14 日刑集 2 卷 7 号 680 頁（涉及強姦致傷等之案件）；最高裁（二）平

成 6 年 7 月 14 日裁集刑 263 号 565 頁（涉及強姦之案件）。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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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村瀨正明，人定質問以後の公判手続の非公開を求めた検察官の意見に対し，

被告人質問時に限定して対審の公開停止が認められた事例，研修講座，705 号，平成 19 年 3

月，頁 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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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295 福井地決平成 17 年 10 月 18 日判決，本案涉及發生在 A 縣之親人間虐待及性侵害事件。被

害人從小被被告（即其親生父親）反覆施虐，本案發生後被害人逃離家，向 F 縣警察報案時，

有嚴重的精神及肉體傷害，於偵查階段經精神鑑定發現患有「複雜性 PTSD」。被告經拘提時否

認犯罪事實，但事後自白，並於與家人接見時，透過家人要求被害人撤回告訴。被告辯護人於第

一次審理期日亦承認被告犯罪事實，並同意檢察官所聲請之證據調查。檢察官認為，基於本案性

質及特殊性，被告與被害人關係，有保護被害人名譽之必要性，並提出精神科醫師對於被害人精

神狀態之鑑定意見「公開審理所造成之二次被害，有可能使被害人精神狀態更加惡化，應該採行

不公開審理。」因而向法院聲請於第一次審理期日人別詢問後之審理程序，基於憲法第 82 條第

2 項本文規定，停止公開審理。法院詢問辯護人意見時，辯護人也僅說請法院自行斟酌。法院於

第一次審理期日檢察官聲請停止公開審理時，並無裁定停止，嗣後，被告承認犯罪事實並同意檢

察官所聲請之證據調查。到了第二次審理期日訊問被告之時點，才經全體法官一致同意，有害公

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之虞，停止公開審理，命旁聽人退庭，訊問被告後，法院即解除公開停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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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成 12 年 5 月刑事訴訟法修正增訂之第 157 條之 3 第 2 項，於

證人與旁聽人間採取之遮蔽措施亦屬於公開審理之限制（限制一般國

民知的權利）
296
，然而，最高裁平成 17 年 4 月 14 日第一小法庭判決

對於遮蔽旁聽人之措施與視訊傳送方式併用之問題，僅以「無變更審

理之公開」為由，認為沒有違憲之虞。學說上就遮蔽旁聽人與公開審

理之關係，有認為審理公開之意旨係以程序之主要部分公開為以足，

並無要求到使旁聽人見到證人之姿態
297
，本判決也是採同樣之見解，

換言之，既然遮蔽旁聽人並無違反憲法第 37 條第 1項及第 82 條第 1

項之公開審理原則（蓋此時審理程序仍是公開），因此，遮蔽旁聽人

之措施並非屬於憲法第 82 條第 2 項「停止公開」之措施
298
。但證據

調查係訴訟程序主要部分，根據證據調查，各種成為法官心證形成、

事實認定基礎之證據資料均會顯露在公開法庭上，使法院及訴訟關係

人等取得，旁聽人雖然沒有取得證據資料之必要性，但透過旁聽人之

監督，使正確證據資料顯露出來是有必要的，因此，應以使旁聽人得

以看見證人之姿態為原則，遮蔽旁聽人之措施係公開審理原則之退

讓，必須嚴格審酌犯罪性質、證人年齡、身心狀態及對證人名譽有無

影響等情事（刑事訴訟法第 157 條之 3 第 2 項）
299
。 

然而，縱使日本實務對於性侵害犯罪案件採取停止（或限制）公

開審理之階段有擴大趨勢，但判決主文與理由保留被告與被害人姓

名、資料後（以代號取代），仍然予以公開，使社會大眾得知悉審理

結果，一方面監督法院，另方面藉此瞭解法院對於同類型犯罪事實的

心證。 

                                                                                                                                            
後的審理程序回復公開審理。 
296 笹倉香奈，刑事裁判の公開原則と被告人のプライバシ－の権利（2），一橋法学，第 6 卷 2
号，2007.7，頁 294-295。 
297 松尾浩也編著，逐條解說犯罪被害者保護二法，2001.3，有斐閣，頁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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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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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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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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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我國法與實務 

第一款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8 條規定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於民國 94 年修法前，第 16 條規定：「性侵害

犯罪之案件，審判不公開。但經被害人同意，如被害人已死亡者，經

其配偶及直系血親全部之同意，不在此限。」關於性侵害案件之審理，

原則不公開，例外始公開。復而考量被害人為無行為能力或限制能力

者，其智識尚未充分發達，應由本人及其法定代理人同意，且依法院

組織法第 86 條規定，訴訟之辯論及裁判之宣示是否於公開法庭行

之，係屬法院權限，再者，基於保護被害人權益，被害人死亡者相關

同意權不宜由他人代為行使，因此，修改為現行法第 18 條規定：「性

侵害犯罪之案件，審判不得公開。但有下列情形之一，經法官或軍事

審判官認有必要者，不在此限：一、被害人同意。二、被害人為無行

為能力或限制行為能力者，經本人及其法定代理人同意」。我國性侵

害犯罪案件原則採不公開審理，例外始予以公開，且不僅審理過程不

公開，法院宣示判決之時與判決內容亦不公開，學者有認為，基於人

民知悉審判結果之權利不得被剝奪外，宣示判決並無妨害善良風俗，

因此，宣示判決時，應解除公開之禁止
300
。 

 

第二款  我國實務缺失 

日本實務對於性侵害案件之審理，大多認為符合憲法第 82 條第

2 項「有礙善良風俗之虞」，採行不公開審理，我國實務過去亦認為

如此（法院組織法第 86 條但書），然而，此種以違反善良風俗為由而

不公開審判，並非著眼於被害人隱私、名譽等之保障，且隨著刑法第

16 章妨害性自主罪之保護法益由社會善良風俗轉為個人法益之思

維，性侵害案件之不公開審理理由，應以保障被害人權利為出發點較

為恰當，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8 條規定，即係著眼於被害人保護之

                                                 
300 黃東熊，刑事訴訟法論，三民書局，1999.3，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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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而設，且實務於性侵害案件審判筆錄上亦記載「諭本案因依法為

保護被害人之權益，不公開審理，並與本案無關之人退庭」。另外，

與日本實務不同之處乃我國除審理經過不公開外，法院宣示判決之時

與判決內容亦不公開，惟審理不公開是否意味著判決不得公開？二者

應非理所當然地劃上等號，日本關於性侵害案件之判決，除被害人、

被告等姓名資料不予公開外，判決內容仍予以公開，反觀我國實務，

關於性侵害案件向來判決不公開，其理由為基於善良風俗及被害人保

護，但如此一來，卻造成外界無法知悉實務相關見解，不但當事人或

辯護人無法援引類似案件之實務見解作為攻防理由，社會大眾也無法

監督法院運作，更造成學術實證研究之困難，導致許多悖於民情之性

侵害案件判決產生，影響人民對於司法之信賴。 

 

第四項  本文見解 

   基於保障性侵害被害人之名譽，避免其因受害而遭致他人異樣眼

光，審理有禁止與本案無關之人旁聽的必要，但審理不公開與判決不

公開乃不同問題，基於大眾有知悉審理結果的權利，除有更重大之法

益需以不公開判決予以保護外，否則不得剝奪人民知的權利。本文認

為，透過將被告、被害人之姓名、身分資料保密，以代號表示，即可

達到保護被害人名譽之目的，並無保密判決之必要，因此，性侵害犯

罪案件之判決書應予公開，受全民之監督，以利其他性侵害案件攻防

之參考及實證研究之發展。 

 

第二節  一定關係之人得陪同在場及陳述意見 

第一項  問題緣起 

    由於性侵害被害人多半不願意上法庭，或到法庭後因情緒激動而

無法完整陳述，因此，為協助性侵害被害人穩定情緒及法院發現真

實，於民國 86 年立法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3 條規定：「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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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人之法定代理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旁系血親、家長、家

屬或主管機關指定之社工人員得於偵查或審判中，陪同被害人在場，

並得陳述意見。」然而，因許多性侵被害人不敢讓家人知悉受害事件，

且兒童及少年性侵害案件中，加害人多半係近親或家屬，不宜由其陪

同被害兒童在場，或被害人為孤兒、離家者等情形，實有社工人員協

助之需求。依該條規定，陪同被害人出庭及陳述意見之社工人員限於

經主管機關指派者，不能切合實務需要，故 94 年修法時，將第 13 條

改為第 15 條，擴大社工人員範圍，不限於主管機關指派者，凡具社

工專業背景之社工人員均可陪同。其次，性侵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

中，實務上有醫師陪同在場及陳述之需要，爰參考刑事訴訟法第 248

條之 1 增列「醫師」，又心理師、學校輔導老師或其他輔導人員亦得

陪同被害人在場及陳述意見。再者，鑑於加害人與被害人利益衝突以

及本法目的，故陪同在場之人為性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時，不適用

之（同條第 2 項）。 

另外，被害人係兒童及少年時，其心智尚未成熟，為保障被害人

權益，86 年公布之本法施行細則第 10 條第 1項明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治條例之規定辦理，亦即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指派社工人員於偵、審中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見，

為使立法完善，94 年修法時，將其改列為第 15 條第 3項，惟考量部

分案情，被害之兒童及少年家庭健全，有其他有權陪同在場之人陪同

之，或當事人係男女朋友身心狀況穩定等，無社工人員陪同之必要，

考量實務執行運作情形，並為除外規定
301
。實務上更進一步認為，主

管機關無指派社工人員陪同，且法院未依法傳喚通知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請其指派社工人員陪同在場並予以陳述意見之機會，亦未於

判決理由內敘明有何顯無必要通知之情形，違反第 15 條第 3項規定，
302
，強化兒童及少年被害人之保障。 

                                                 
301 簡慧娟，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94 年 2 月 5 日修正內容簡介，全國律師，2005.9，頁 43-44。 
302 最高法院 95 年度台上字第 4558 號判決：「按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如係兒童或少年，因其心

智尚未成熟，為保障其權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於 94 年 2 月 5日修正公布施行之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被害人為兒童或少年時，除顯無必要者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指派社工

人員於偵查或審判中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見。原審傳喚被害人Ａ女於 95 年 4月 12 日審判期日

到庭訊問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上開修正條文業已施行，且Ａ女當時仍係未滿十八歲之少年，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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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此，避免被害人於刑事訴訟調查中受到二次傷害，87 年

於刑事訴訟法中增訂第 248 條之 1，明文規定：「被害人於偵查中受

訊問時，得由其法定代理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

家屬、醫師或社工人員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見。於司法警察官或司

法警察調查時，亦同。」雖擴大被害人範圍，不限於性侵害犯罪，凡

因刑事犯罪受害之被害人均得由一定關係之人陪同參與刑事訴訟程

序，惟根據該條規定，僅限於檢警機關偵查中訊問時，方有權陪同在

場，審判中則無適用，對於其他犯罪被害人之保障顯然不周。 

    惟陪同被害人出庭之人員（下稱：陪同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上之

地位及其陳述意見之性質為何？並不明確。85 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立法提案時，基於因刑事訴訟法第 35 條僅規定特定親屬為輔佐人，

但如特定親屬就是加害人時，則此規定無法保護被害人，故提案增列

社工人員等為告訴人之「輔佐人」，並規定輔佐人得辯論證據證明力

及得訊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草案第 16、17 條），但法務部認為，

有罪刑是否均衡、涉及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及可行性等問題，不得貿

然採行，故最後立法為「陪同被害人在場，並得陳述意見」。惟所謂

「輔佐人」係在法庭上保護被害人利益之人，同時具有補充被害人攻

擊力不足之功能
303
，現行法不採用「輔佐人」用語是否意味立法者認

為陪同人與輔佐人不同？值得探究之。 

其次，陪同人中除父母、親人以外，實務上多由法律社會工作者

陪同性侵害被害人出庭。「法律社會工作」係社會立法與人群服務體

系之間交匯的一種專業專才，歐美最初之法律社會工作起源於兒童虐

待案件之調查，由社會工作者提出評估報告作為法院判決之參考，以

及推動社會福利相關法案。我國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治條例以及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等立法推動及實施，皆可看見社會工作者之參與
304
。一

般指稱之社會工作者，或社會工作人員，係屬廣義概念，舉凡投入社

會（福利）工作之律師、心理師、學者或社工等，皆屬於社會工作者，

                                                                                                                                            
稽之原審卷宗資料，原審似未依法傳喚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請其指派社工人員陪同在

場並予以陳述意見之機會，亦未於判決理由內敘明有何顯無必要通知之情形，於法亦有未合。」 
303 蔡墩銘，刑事訴訟法論， 1993.12，二版，五南，頁 413-414。 
304 陳慧女，法律社會工作，收錄於「法律犯罪心理學」，2004，雙葉書廊，頁 51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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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據民國 86 年 3 月 11 日通過並經 88 年、91 年及 92 年修訂之社

會工作師法，經考試院考試及格，並依法領有社會工作師證書者，方

稱之為社會工作師（第 4 條）。社會工作師除就個案工作、團體工作

及社區服務等（第 13 條）外，依心理師法第 42 條第 2項規定，依其

專門職業法律規定執行業務，而涉及執行心理師法所定業務時，並不

違反心理師法，換言之，社會工作者得從事心理諮商評估服務。 

由於社會工作者係直接服務案主之人，其可能因案主之訴訟案件

而必須以陪同人、證人或專家證人等身分至法庭作證，以協助案主。

例如：性侵害犯罪防治中心或勵馨基金會等機構之社工人員陪同被害

人到庭作證，安撫被害人情緒，協助其訴訟相關事宜。兒保社工人員

至案家訪視調查兒童是否受虐時，目擊行為人正在虐待兒童，或雖非

直接目擊，但觀察案家情形判斷可能有虐兒事件；或者社工人員協助

被告參加戒酒處遇，就其協助情形提供法院作為評估資訊；或者就其

專業知識或技術協助法院釐清系爭問題
305
。因社會工作者有其專業性

存在，與一般父母或親人此類型之陪同人不同，社會工作者於訴訟上

之角色究應如何？當陳述意見內容涉及專業事項或待證事實時，得否

作為判決依據？此涉及陪同人之權限範圍的問題。另外，除現行法明

定之人員得陪同被害人在場外，警員或律師得否陪同出庭？諸多問題

均有釐清之必要，以下藉由日本陪同制度之研究，探討我國性侵害犯

罪陪同人之資格、權限與陳述意見之範圍。 

 

第二項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157 條之 2 規定 

    日本平成 12 年刑事訴訟法修正，基於減輕伴隨證人調查所產生

的精神壓迫，以及防止被害者證人之二次被害
306
，增訂第 157 條之 2

規定，法院考量證人年齡、身心狀態或其他情事，認為證人有明顯不

安或緊張之虞者，而為了適當地緩和其不安或緊張，且無妨礙對於法

                                                 
305 關於社會工作者在法庭上可能擔任之證人類型，有學者分為：事實證人、資訊證人、特質證

人及專家證人四種類型。參見陳慧女，法律社會工作，收錄於「法律犯罪心理學」，2004，雙葉

書廊，頁 522-523。 
306 島田睦史，証人付添人に関する諸問題，判例タイムズ，通卷 1151 号，2004.8.15，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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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或訴訟關係人訊（詰）問之證人證述，或對於證人證述無不當影響

時，允許於證人作證時，有人陪同
307
。由於陪同人之主要作用係為緩

和被害人不安與緊張之情緒，故資格上無須嚴格限制，日本法並無規

定陪同人資格。學者認為，為了達到制度的目的，應該要廣泛認定陪

同人資格
308
。少年的親人、被害人的心理治療師等都可作為陪同人，

但與被害人實際上有相同立場或亦為證人者（例如同一性侵害案件之

被害人）得否作為陪同人，則有檢討餘地
309
。至於從事被害處理之警

察，與證人形成信賴關係，只要在此制度的目的範圍內，當然可以擔

任陪同人，惟若其有參與該案件的偵查活動時，應該要慎重判斷是否

會有不當影響證述的情形
310
，例如：是否會迎合偵查人員，對偵查人

員作有利供述，據此，應就具體個案判斷其參與偵查的程度。於警察

屬於偵查隊，主要從事偵查活動的情形，大阪刑事實務研究會多數見

解認為不適合擔任陪同人，但有力見解認為應個案判斷，容許例外情

形存在
311
。同樣地，被害人所依賴之律師，當然可以擔任陪同人

312
，

但其權限僅與一般陪同人相同，不允許其就法律方面問題給予證人協

助，換言之，律師必須是以證人所信賴者之身分陪同，而非以法律諮

詢協助者的身分陪同
313
。 

    另外，因陪同人之主要作用係為緩和被害人不安與緊張之情緒，

換言之，只有消極作用，故其言行舉止，僅止於減輕證人精神壓迫及

減少二次被害的目的範圍內，對於訊問內容之建議、不當訊問之異議

以及將訊問內容轉換為容易瞭解之語言等，均非陪同人之權限
314
。有

論者認為，對受到辯護人追問而不知如何回答的證人說「不要覺得害

怕，好好的說」、「就像昨天對我說的那樣」或在他說一半的時候握住

他的手鼓勵他等言行舉止，原則上均不可為之，因為陪同人不得有妨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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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 
3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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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09 島田睦史，証人付添人に関する諸問題，判例タイムズ，通卷 1151 号，2004.8.15，頁 6。 
310 松尾浩也編著，逐條解說犯罪被害者保護二法，2001.3，有斐閣，頁 68。 
311 島田睦史，証人付添人に関する諸問題，判例タイムズ，通卷 1151 号，2004.8.15，頁 7。 
312 松尾浩也編著，逐條解說犯罪被害者保護二法，2001.3，有斐閣，頁 69。 
313 島田睦史，証人付添人に関する諸問題，判例タイムズ，通卷 1151 号，2004.8.15，頁 7。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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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島田睦史，証人付添人に関する諸問題，判例タイムズ，通卷 1151 号，2004.8.15，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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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證述、不當影響證述內容之言行舉止，雖然陪同人鼓勵之言語並無

妨礙證人調查且未必影響證述內容，但對於案件內容了解甚詳之陪同

人，其一言一行都有可能影響證言內容，間接促成證言的形成，且要

證人說之前對其所言之陳述具有暗示性，不應允許。而陪同人握住證

人手之時點及方法等可能會影響證人證言內容，原則上不應允許。但

仍得個案具體判斷，考量證人的身心狀況作例外允許，例如證人為犯

罪被害人之情形，為了緩和其緊張不安之情緒或為了減少其受到二次

被害之可能，而無妨礙辯護人詰問或影響證人作證之情況下，應例外

允許之，且在兒童作證時握住兒童的手，若被告方無異議，亦應允許

之
315
。 

    然而，基於陪同目的，證人身體惡化而陷於恐慌的情況，允許其

詢問證人之狀態
316
，向法官傳達證人身體不適的狀態、請求讓證人休

息
317
。又對於證人受到辯護人威嚇性詰問而感到害怕時，應允許陪同

人向法官陳述證人恐懼的狀況，縱然檢察官對於辯護人不當的詰問無

異議，亦得向法官陳述辯護人之詰問具有威嚇性，證人感到害怕，請

求法官妥善處理（實質效果等同於異議）
318
。 

 

第三項  本文見解 

    日本刑事訴訟法為避免證人於公開法庭作證產生不安、緊張之情

緒而設置陪同人制度，故其未限制陪同人資格，僅限制陪同人之權

限，限縮於消極作用之範圍。然而，我國陪同人是否亦僅有消極權限，

不無疑義。有論者認為，陪同人於協助法院瞭解被害人溝通模式等情

況時，為輔佐人之角色
319
，但本文認為，現行法對於輔佐人有特別規

定，且學說上亦有針對現行法賦予輔佐人擴大權限是否適當之質疑
                                                 
315 島田睦史，証人付添人に関する諸問題，判例タイムズ，通卷 1151 号，2004.8.15，頁 8。 
316 松尾浩也編著，逐條解說犯罪被害者保護二法，2001.3，有斐閣，頁 14。 
317 出川敏裕，わかりやすい犯罪被害者保護制度，2001.3，有斐閣，頁 55。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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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島田睦史，証人付添人に関する諸問題，判例タイムズ，通卷 1151 号，2004.8.15，

頁 8。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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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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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是以不宜將陪同人定位為輔佐人。惟基於陪同人之立法理由係為

協助被害人穩定情緒及法院發現真實，其權限雖無大至得以聲請調查

證據、傳喚證人或辯論證據之證明力等如同輔佐人之權限（刑事訴訟

法第 163 條第 1項、第 166 條第 1項、第 273 條、第 288 條之 2、第

288 條之 3），但除了安撫被害人情緒、及針對被害人身心狀況而請求

法院允許被害人休息外，仍得協助法院瞭解被害人供述之真意，例

如：兒童證人之用語習慣、溝通模式，或協助兒童完整敘述，換言之，

毋須如同日本法將陪同人限縮為僅有消極作用之角色。惟若陪同人有

不當之言行，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被告或辯護人提出異議而有理由時，

禁止陪同，且受到不當言行影響之證言應予排除。 

    其次，關於以視訊傳送方式訊（詰）被害人之聲請人資格，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並無限制，得否由陪同人陳述意見聲請之，不無疑義。

本文認為，視訊傳送方式乃限制被告之對質詰問權，基於被告憲法權

利之保障，應嚴格認定聲請要件，參酌美國聯邦法典第 3509 條

(b)(1)(B) (ii)規定，對於兒童被害人是否有相當理由遭受感情創傷

而必須採用視訊傳送方式詰問，需委由專家證人就其精神方面加以證

明
321
，因此，當陪同人為精神科醫師、心理師或相關領域專業之社輔

人員時，得就被害人有證言不能之情形說明，聲請以視訊傳送方式訊

（詰）問證人。 

                                                 
320 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第五版，2007.9，作者自版，頁 224。 
321 關於此部分專家證人之資格，於 United States v. Garcia 案，聯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除認為判

斷專家是否擁有充分資格來作證是地方法院該裁定的事項外，並認為該名心理諮詢師在某醫院擔

任「兒童精神健康的專門醫生」且擁有諮詢心理學博士的資格，又在北美西部印地安族的心理諮

詢中心工作八年左右，過去一年中輔導過遭受到性虐待兒童約四十人，就算對於兒童作證或視訊

傳送程序沒有相關專業知識，但不影響其證詞（United States v. Garcia, 7 F.3d 885（9th Cir.1993）

at 899-900）；又於 United States v. Weekley 案，聯邦第十巡回上訴法院認為該心理諮詢師的證詞

係基於對於本案被害兒童們多次的心理諮詢、有關美國原住民文化相關知識等理由，支持地方法

院的裁定（United States v. Weekley, 130 F.3d 747（6th Cir. 1997）at 752-754）；然而，於 United States 
v. Moses 案裡，聯邦第六巡迴上訴法院認為第 3509 條(b)(1)(B)(ii)所指之專家乃「精神科醫生、

心理學學者或是擁有關於兒童精神健康的專門知識者」，本案認定感情創傷的專家雖然是有累積

相當經驗的社輔人員，其處理過受虐兒童之個案，也出席過與兒童虐待相關的研討會；但是履歷

上卻沒有精神創傷相關之特別知識，只處理過一件與兒童性虐待有關的案件，缺乏出庭經驗，就

連是否是公開認定的社輔人員，也有待商榷，且法律上並未要求社輔人員須有跟精神創傷相關的

專業知識等等。因此系爭社輔人員，並非是「第 3509 條(b)(1)(B)(ii)所規定之可提供心理學或精

神醫學的意見」資格的專家（United States v. Moses, 137 F.3d 894（6th Cir. 1998）at 899-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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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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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基於嚴格證明法則要求，被害人之陳述意見（刑事訴訟法

第 271 條第 2 項）應限縮為「與犯罪被害事實無關之陳述」，例如：

吐露被害心情、量刑請求等，關於本案犯罪事實者，即應踐行法定人

證調查程序，始得作為判決依據
322
，同理，陪同人之在場陳述意見，

亦採限縮解釋，如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親身知覺、體驗事實陳述

時，即居於證人之地位，應踐行人證之調查程序。又學者 Mason 針對

1980年至 1990年美國上訴法院運用專業人員擔任兒童性侵害案件之

專家證人的研究發現，法院幾乎以臨床人員擔任專家證人，其中心理

衛生工作人員佔極大比例，其主要以其經驗及訓練提供法院有關兒童

性侵害之大概內涵，以及遭受性侵害兒童具有之一般特質（非其特定

行為）
323
。而一般證人與專家證人之差別在於，前者僅就其實際上對

於案主之觀察、經驗來證述；而後者係就訴訟上爭點提出其專業知識

或意見，供法院作為證據判斷及事實認定之參考依據。因性侵害犯罪

案件社工人員主要係給予被害人處遇（包含舉發通報、陪同醫療檢

查、協助申請保護令、緊急庇護、心理諮商等），於法庭上就其對被

害人之直接觀察及個人實際經驗所得意見而為陳述，多半屬於一般證

人
324
。但具有精神科醫師、心理師、相關背景之學者或經驗豐富之臨

床工作者等心理衛生專業人員就被害人治療過程中有無出現待證事

實之反應或身心狀況（例如：創傷後症候群）提出意見於法庭上時，

因其等係依特別之專門知識而得知已往事實或狀態之人，具有證人與

鑑定人之雙重角色，並具有不可替代性，因此，屬於鑑定證人（刑事

訴訟法第 210 條）。故若上開專業之陪同人僅就通案之相關專業知識

而陳述意見或評估被害人之證言可性度，提供法院參考時，則屬鑑定

意見，應依法由檢察官或法院傳喚踐行鑑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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