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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性侵害被害人證言之證據評價 

第一節 自由心證 

第一項  自由心證之內涵與限制 

所謂「自由心證原則」，係指法官依證據資料為事實認定，並對

證據為自由評價判斷
325
。自由心證原則之出發點乃承認「個案差異」

326
，將個別案件之證據評價委由法官依據具體情況自由判斷，進而為

事實之認定，但所謂「自由」並非毫無限制，首先，其適用前提必須

依證據裁判原則，遵守嚴格證明法則，就提出於法院之證據，為自由

心證，其次，不得違背經驗法則及論理法則（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2 項及第 155 條）。所謂「經驗法則」係指基於日常生活經驗所得之

定則，按諸通常經驗，並非事理之所無，並非個人主觀之推測（最高

法院 25 年上字第 2595 號判例、31 年上字第 1312 號判例參照），而

所謂「論理法則」係指推理、演繹之邏輯規則。另外，應遵守法律明

定之評價法則，例如：審判筆錄具有絕對之證明力（刑事訴訟法第

47 條）或被告自白不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2 項）。最後，程序基本原則與訴訟參與人之程序權以及其他法

律領域之先決問題亦會間接影響法官評價證據證明力之自由
327
。總而

言之，證據經合法程序調查後，法院在採用證據作為判決依據之前，

必須就該證據之憑信性、重要性或關連性作客觀、理性、邏輯、合乎

一般有效經驗法則之判斷，對於證據固得採取或捨棄，以為裁判之依

據，但其所以採取或捨棄之心證理由，應詳為闡述，以昭折服（最高

法院 44 年度台上字第 21 號判例意旨參照）。 

 

                                                 
325 蔡墩銘，刑事證據法論，1997，五南，頁 424；林俊益，刑事訴訟法概論（上），新學林，2006.9，

七版，頁 370-371。 
326 林鈺雄，自由心證：真的很「自由」嗎？收錄於「嚴格證明與刑事證據」，學林，2002.9，頁

102。 
327 林鈺雄，自由心證：真的很「自由」嗎？收錄於「嚴格證明與刑事證據」，學林，2002.9，頁

12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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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影響心證之成因 

一般而言，影響法官心證之主觀因素包括：性格、情緒、判斷能

力、評價能力、知識、經驗、習慣等
328
，而影響心證之客觀因素包括：

刑事政策、法院組織、解釋決議研討意見、判例判決、學者見解、社

會情事、檢察官求刑、案件負擔過重、鑑定機關鑑定、被害人受害程

度等
329
。申言之，人在判斷事情時，往往受其人生歷練、主觀情感左

右，例如：被告態度傲慢、毫無悔意、時常藉故拖延訴訟程序，使法

官產生負面觀感，趨向不利於被告之認定；反之，若被告態度誠懇、

遵守法庭秩序、配合法官訴訟指揮，不免使法官信任其所為之抗辯，

對其為有利之認定。另外，法官為維持判決之一致性，降低上訴率，

對於相類似之案件會有一定相同程度之判斷，這種判斷模式之優點在

於不僅使法官得以快速瞭解案情，在審判上節省許多時間，促進訴訟

經濟，同時也可強化法官本身對於同類案件之處理經驗，但缺點卻是

增加審判之遺漏率與錯誤警覺率，使判斷品質受限於法官本身之證據

調查程度
330
。其次，涉及重大案件時，外界輿論對法官之期待，無形

中使法官承受極大壓力，若無堅定之自制力及審理經驗，難免心證受

到影響。 

性侵害犯罪案件較一般案件之不同，不僅在於對待被害人之方

式，法官對於性侵害之認識、是否有強暴迷思、性別歧視或對被害人

有無具有同理心，乃至於對於性行為之態度，均影響其對性侵害行

為、加害人及被害人之心證判斷。所謂強暴迷思，係指對於性侵害被

害人及加害人的偏見或刻板印象，其主要可分為三個面向
331
：（一）

強暴犯罪行為：強暴並非很嚴重之犯行，強暴的主要動機係性慾的滿

足，有些強暴行為可被諒解；（二）強暴加害人：加害人是性衝動、

性慾過強、在酒精或毒品影響下才會犯罪；（三）強暴被害人：遭受

                                                 
328 蔡墩銘，刑事推事之自由心證，台大法學論叢，第 15 卷第 2 期，1986.6，頁 34-38。 
329 許坤田，從影響刑事審判的客觀因素論被告之刑責，收錄於「現代刑事法與刑事責任：蔡教 
授墩銘先生六秩晉五壽誕祝壽論文集」，國際刑法學會中華民國分會，1997，頁 177-191。 
330 鄭添成，犯罪事實認定：論心證之形成與其抑制機制，收錄於「法律犯罪心理學」，2004，雙

葉書廊，頁 483。 
331 黃富源、呂明坤，強姦迷思與強姦犯罪關聯性的實證研究，社會建設，第 99 期，1988，頁

5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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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暴之女性通常都是名聲差、衣著暴露、言行輕挑或男女關係複雜

者。女性若與某男子有一次性行為，則代表那名男子有權在任何想要

的時候與該女性發生性關係；或女性若曾與超過一名以上之男子有性

行為，表示任何時候，她都會同意與任何男子發生性行為；又女性可

能因為對某男性不滿、為獲取利益或為報復而誣告該人強暴；另外，

女性若無強力抗拒強暴，留下反抗造成之紅腫、淤傷、紫青等外傷，

則可能是自願的。強暴迷思造成司法人員無法瞭解受暴婦女之處境及

感受，缺乏同理心及處理敏感問題之正確態度與方式，或者過度認同

被告偏頗之觀念與抗辯，使被害人在審理過程中，重複扮演被害人之

角色，受到更為嚴重之創傷與打擊；縱使現今法律已明文原則上禁止

提出與本案犯罪事實無關之被害人性行為作為證據，但法院仍不免將

調查重點放在被害人之行為或特質上，例如：於特殊營業場所（如：

酒店）上班之女子，其控訴客人性侵害，若無提出抗拒之證據，如傷

痕等，則不免令人有性交易之懷疑，換言之，其證言之證明力有較低

之可能。然而，同理心「過」與「不足」均可能影響判之公允，蓋法

官乃公平正義之化身，於法庭上應秉持客觀、理性、中立，若對被害

人有太多之同理心，會變成同情被害人之遭遇，在認知上可能贊同其

某些極端之觀點，乃至加重被告之刑責
332
。 

目前國內大部分法院設有性侵害犯罪防治專股，指定資深穩重、

平時溫和之已婚法官來偵審性侵害案件。法務部曾函文各檢察機關及

法院，希望性侵害案件可由女性司法官來偵審，其主要考量係因性侵

害案件之被害人多為女性，由女性司法官審理較為適宜。然而，性侵

害案件中法官性別是否為影響心證之要素？純以性別來審酌承辦性

侵害案件專責人員，是否公平合理？值得檢視
333
。根據美國學者

Steffensmeier及 Hebert在 1999年的一項研究（藉由賓州1991-1993

年判刑資料及附加的檔案資料，探討法官性別對刑事被告的量刑及決

策過程是否會造成影響）中發現，對於暴力犯罪及性侵害犯罪，女性

法官較不敢挑戰慣例及法律規範，其會衡量案件情況，依循過去相似

                                                 
332 張晏綾、林明傑，司法官之心理：從建立選任偵審性侵害案件司法官之量表談起，收錄於「法

律犯罪心理學」，2004，雙葉書廊，頁 426。 
333 張晏綾、林明傑，司法官之心理：從建立選任偵審性侵害案件司法官之量表談起，收錄於「法

律犯罪心理學」，2004，雙葉書廊，頁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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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之判決做出量刑決定；不過，女性法官也較注意被告的再犯危險

性，被告未來犯行指標及對社區的危險會影響其量刑輕重
334
。 

其次，有論者
335
針對國內不同性別學習司法官（男女比約 1:1，

三十歲以下者為 74.7%）對性侵害案件之態度（包括：對性侵害被害

人同理心、強暴迷思、性別平等態度及情緒穩定度等）作研究，發現

在對被害者同理心、對強暴行為之認知扭曲、對女性態度等方面之調

查，不因受試者性別不同而有差異；但在對強暴支持態度上，女性學

習司法官低於男性學習司法官，且情緒穩定度方面，女性學習司法官

的變異性及神經質程度
336
皆高於男性學習司法官。雖然該研究樣本係

以學習司法官作為研究對象且樣本數過小（僅 91 份），但也透露出女

性司法官未必一定適合擔任偵審性侵害案件專責人員之訊息。而我國

實務上，台灣高等法院過去採取性侵害案件專股專責方式，近來也改

採抽籤方式輪流由專庭負責
337
。 

 

第二節  兒童證言之可信度及改善  

一、兒童證言之可信度 

一般而言，實務對於兒童之記憶力、陳述可信度存有負面印象，

兒童證人之年齡、或在法庭上過度緊張、害怕、缺乏自信等亦是造成

法官認為兒童證言證明力較低之原因
338
。關於兒童記憶與兒童作證之

可信度的心理學研究有二個派別；一派認為，兒童容易受到暗示性問

題之誘導，而說出與事實不同之版本或是說出詢問者想要之版本；另

                                                 
334 Steffensmeier, D., Kramer, J.H and Streifel, C. (1993). Gender and Imprisonment Decisions.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1, 411-446. 轉引自張晏綾、林明傑，司法官之心理：從建立選任偵審性

侵害案件司法官之量表談起，收錄於「法律犯罪心理學」，2004，雙葉書廊，頁 430-431。 
335 張晏綾、林明傑，司法官之心理：從建立選任偵審性侵害案件司法官之量表談起，收錄於「法

律犯罪心理學」，2004，雙葉書廊，頁 431-452。 
336 根據賴氏人格診斷測驗情緒量表中的變異性量表及神經質量表，變異性愈大表示心情易動

搖、容易感情用事；神經質愈強表示反應過度、易受刺激而發怒。 
337 台灣高等法院 97 年度性侵害專庭由刑五庭、刑六庭、刑十庭及刑十四庭抽籤抽中；智慧財產

權、醫療、性侵害及少年專庭辦理期間為一年，已辦過之專庭，除自願再辦外，98 年度免辦該

專庭案件。 
338 參考陳慧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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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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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則認為，兒童對於創痛性的事件不會故意說謊
339
。但有研究認為

340
，以暗示性問題詢問目擊證人時，目擊證人往往會將問題中的資訊

融入其個人記憶中，而該暗示性問題之訊息將永遠改變目擊證人對於

該事件的記憶，又記憶的改變通常是不自覺的，記憶的扭曲也是漸進

的，並非深思熟慮過後的結果，換言之，先前的記憶可能因此被扭曲，

由新的扭曲記憶代替原本的記憶；或者因為被詢問者對於錯誤訊息的

接受度較高，容易將錯誤訊息認為是自己對該事件記憶的一部份，故

而傾向於在事後接受別人給他們的暗示性訊息。因此，兒童可能因為

受到暗示並扭曲記憶而不自覺，當記憶已遭到許多且密集的暗示性問

題加以污染、扭曲或變形後，因為此時兒童已經完全相信自己所說的

確實為真，縱使事後由受過訓練之專業人員加以訪談諮商，該專業人

員也很難判斷出兒童之陳述究竟是真相？還是將幻想與現實混合？

學說上稱此種情形為「記憶植入（memory implant）」。故而，兒童證

人在實務上較受爭議者在於其證言之可信度，此主要涉及兒童易受暗

示性之特質，而這正是法院評價兒童證言之困境所在。 

有學者彙整了對於兒童受暗示性的相關研究，發現以下幾個因素

會影響兒童是否受到暗示：（一）當兒童本身的記憶模糊、問兒童問

題的人地位越高、或問話者是成人而不是小孩時，或對事件經驗愈有

壓力時，兒童較容易受到暗示；（二）兒童並非對不同事件都有相同

的受暗示程度，像是對於人、物有較高之受暗示性，但是對事件之受

暗示性較低；（三）若能事先向兒童預告其被問的問題有可能是模糊

的，那麼他們可以較有信心地給予回答，可減低受暗示性
341
。以上顯

示出詢問者的人為因素是使兒童受暗示之最大原因，其身分地位、與

兒童之關係、詢問技巧、態度等均會影響兒童受暗示之有無及程度。

另外，誠如第二章第三節之討論，偵訊輔助娃娃設計及使用不當時，

也會產生暗示兒童之可能性。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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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 
340 Loftus, E. & Ketcham, K.著，浩平譯，辯方證人，二版，2005.12，商周，頁 193-218；Eysenck, 
M. & Keane, M.著，李素卿譯，認知心理學，五南出版社，2003，頁 322-325。 
341 Horowitz, I A., Wiliging, TE., & Bordens, K. S. (1998). The psychology of law： Integrations and 
applications (2d ed.). NY：Lon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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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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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了兒童本身易受暗示等因素外，我國刑事訴訟法並未針

對兒童證人之訊（詰）問作特殊規定，若法官、檢察官或辯護人使用

雙重否定句或艱澀困難之法律用語，兒童證人可能因不了解訊（詰）

問之問題意思，而出現誤解或猜測之情形，進而產生錯誤之答案
342
，

不但影響證言證明力，也妨礙發現真實。 

 

二、改善之道 

實務上應加強推廣兒童性侵害處理之教育，使兒童之父母、家

屬、學校老師、醫療人員、社政人員、辯護人或從事性侵害偵查之檢

警能正確謹慎地面對兒童性侵害事件，並改善司法階段詢（訊）問兒

童相關問題之技巧，建立一套標準化詢（訊）問程序及輔助娃娃操作

程序，發展出具科學性、可評量性之流程，避免污染兒童之記憶、認

知，使呈現於法庭上之證言更具可信度及說服力，強化其證明力
343
。

其次，可透過專家證人來協助法院釐清相關事實所需之專業知識，瞭

解兒童所受之創傷或受創後反應背後之意涵（關於專家證人之討論，

詳見下述）。 

 

第三節  被害人證言之補強 

一、 補強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2項規定，被告之自白不得作為有罪判決

之唯一依據，法官「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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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 
343 有研究運用道具觀察對兒童記憶的影響，讓兒童看三分鐘錄影帶後，再進行訪談，第一組作

自由回憶，第二組自由回憶加上使用娃娃道具，第三組被詢問 24 個非偏誤性的短答問題、第四

組被問短答題加上使用娃娃道具，結果發現：(1)在訊息分面，短答問題比自由回可得到更多訊

息，且使用道具比沒有使用道具得到更多訊息。(2)在準確度方面，若以短答回答詢問，則有無

使用道具並無差異，但若自由回憶加上使用道具，則會減低準確度。參考 O'Callaghan, G., & D'Arcy, 

H, (1989). Use of props in questioning preschool witness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1, 
pp187‐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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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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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本條項「其他必要之證據」，學說、實務稱之為「補強證據」
344
。

所謂「補強證據」，係增強或擔保實質證據證明力之證據
345
。補強法

則起源於過去法定證據評價原則之「數量法則」，單獨一個證人是不

夠的，必須結合、附加其他證據來補強，法國大革命之後，自由心證

主義興起，取代法定證據評價法則，但對於某些存有一般經驗上之危

險或缺陷之供述證據，英美法仍透過法律或實務案例建立起補強法則
346
。換言之，補強證據具有擔保法官自由心證認定事實之合理性，防

止誤判之功能
347
。相較於英美法就性犯罪被害人或未宣誓之兒童證人

等具危險性之供述證據要求補強證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與日本法（憲

法第 38 條第 3 項及刑事訴訟法第 319 條第 2 項）相似，僅明文規定

被告之自白須有補強證據，根據日本法，係因被告自白未經反對詰問

制度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與信用性，故需透過補強法則來擔保其真實

性，藉此防止法院誤判以及防止偏重自白
348
。但我國透過實務發展，

就某些虛偽危險性較高之供述證據，認為有以補強證據來擔保其真實

性之必要。 

其次，過去實務僅就補強證據證明之範圍或程度作說明
349
；對於

補強證據之性質未明白表示，補強證據究竟係輔助證據，毋庸具備法

定之證據能力
350
，抑或獨立之證據方法，未臻明確。實務向來認為補

                                                 
344 黃朝義，刑事證據法研究，1999.5，元照，頁 125-133。 
345 林俊益，刑事訴訟法概論（上），新學林，2006.9，七版，頁 361-362。 
346 關於「補強證據（法則）」之歷史背景，請參考鄭羽軒，我國實務對補強證據認定之研究—以

民國八十五年後最高法院判決為範圍，國防管理學院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7.6，頁 8-15。 
347 吉弘光男，補強證據論，收錄於白取祐司等編，刑事司法改革と刑事訴訟法（下卷），2007.5.25，

第 1 版，日本評論社，頁 378-381。 
348 吉弘光男，補強證據論，收錄於白取祐司等編，刑事司法改革と刑事訴訟法（下卷），2007.5.25，

第 1 版，日本評論社，頁 378-381；土本武司著，董璠輿、宋英輝譯，日本刑事訴訟法要義，五

南，1997，頁 332-334。 
349 最高法院 73 年度台上字第 5638 號判例：「所謂之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權不

是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自白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自白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又得

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之實施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告之自白為綜合判斷，若

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不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74 年台覆字第 10 號判例：「所謂補強證據，

則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卻據有相當程度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

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以需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利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

確信者，始足當之。」 
350 依證明之對象可將證據分為實質證據與補助證據。前者為證明主要事實之證據，此為一般之

證據，需經嚴格證明；後者為不證明主要事實，僅證明證據之信用性（真實性）、有關事實（補

助事實）之證據，僅需自由證明為以足。例如：證明自白任意性之事實（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1 項）、證人信用性事實、鑑定人適格之事實或書證依法製作之事實等，僅需自由證明即可，參

考蔡墩銘，刑事訴訟法論，五南，1993，二版，頁 199-200、206；林永謀，刑事訴訟法釋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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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證據係在補助證據之證明力，不論何種證據均得作為補強證據，似

乎認為縱使未具備證據能力者，亦得作為補強證據。直至大法官釋字

第 582 號解釋闡明：「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自亦須具備證據能

力，經合法調查，且就其證明力之程度，非謂自白為主要證據，其證

明力當然較大，其他必要之證據為次要或補充性之證據，證明力當然

較為薄弱，而應依其他必要證據之質量，與自白相互印證，綜合判斷，

足以確信自白犯罪事實之真實性，始足當之。」
351
認定補強證據仍須

受到嚴格證明之拘束，即必須具備證據能力，經法定調查程序
352
；換

言之，補強證據為構成犯罪事實之獨立證據，傳聞證據經認定具有證

據能力者，亦可為補強證據
353
。 

本文以為，過去實務未能正視補強證據之性質，係因傳統訴訟程

序未強調嚴格證明法則，致使許多不具證據能力之證據進入法院，在

學界大力倡導之下，如今嚴格證明法則已成為刑事訴訟程序必須遵守

之法則，法官用以形成心證、作為判決依據之證據，必須符合法定證

據方法及法定調查程序，始得為之，故而補強證據應脫離其過去之附

庸角色，取得獨立法定證據之地位，使判決更具說服力
354
。 

 

二、被害人證述需經補強 

由於證人或因心智程度之發展不同而記憶能力、認知能力及表現

能力不一，或因事後經外在之污染而扭曲記憶、認知，或因時間之久

遠而記憶褪去等因素而影響證言內容，實務上證人往往因害怕不回答

問題而遭不利，因此「硬」是回答問題，造成許多矛盾或缺漏，有時

                                                                                                                                            
冊），自版，2007.2，初版，頁 5。 
351 許玉秀大法官於釋字第 582 號協同意見書內指明：「一、被告自白固非不得為認定被告有罪之

依據，但不可為唯一之證據，且非主要證據；二、其他應調查之必要證據。非僅為補充性之次要

證據，必須具有獨立證據價值之證據，其必須足以重建全部或一部犯罪事實，得為供述證據或非

供述證據，然不得為共同被告或共犯之供述證據；三、該等必要證據皆須依法定證據方法予以調

查。」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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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13。 
353 林永謀，刑事訴訟法釋論（中冊），自版，2007.2，初版，頁 154。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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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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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其錯誤之回答並非出於故意，而是因為上述原因使其相信自己之陳

述是正確的，對於這種相信自己記憶之證人，對質詰問之功效有限
355
，被害人為犯罪事實最直接之目擊證人，在性侵害案件中，甚至是

唯一之目擊證人，其證述對於法官心證有極大之影響力，但其證述內

容不僅具有上開一般證述之危險，更因其與被告處於相反立場，陳述

不免誇大失真，但又未達偽證之程度，況且性侵害案件中兒童被害人

佔多數，兒童證言可信度之問題已如上述所言，因此，有必要設計一

套機制確保被害人證述之可信度。日本有學者即倡議導入心理學鑑定

目擊證人及兒童證人證述之信用性，作為該等證人之補強證據
356
。 

我國除法律明文規定被告自白須有補強證據（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2項）外，實務有判決認為被害人、告訴人之證述非有補強證據

不得據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 94 年度台上字第 1197

號判決參照），因被害者證人與通常一般第三人作為之證人不同，被

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

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立場，其陳述或不免渲染、誇大；縱使被害人立

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力仍較與被告無利害關

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

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

他必要之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

均不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論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行人

證之調查程序，即得不論其他補強證據，逕以其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

唯一證據（最高法院 97 年度台上字第 261 號判決參照）
357
。另外，

                                                 
355 吉弘光男，補強證據論，收錄於白取祐司等編，刑事司法改革と刑事訴訟法（下卷），2007.5.25，

第 1 版，日本評論社，頁 381-382。 
356 松岡正章，年少者の証言･供述について，石松竹雄判事退官紀念論文集「刑事裁判の復興」，

勁草書房，1990，頁 297 以下；野野村正宜，刑事裁判における識別証拠（識別供述）の補強に

関する若干の考察，関西学院大学法と政治，第 45 卷 2 号，1995，頁 95 以下、322，轉引自吉

弘光男，補強證據論，收錄於白取祐司等編，刑事司法改革と刑事訴訟法（下卷），2007.5.25，

第 1 版，日本評論社，頁 382-383。 
357 另外如：最高法院 32 年度台上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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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年度台上字第 1724 號

判決：「告訴人之指訴，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故需所指訴無瑕疵可指，而就其他方面調

查又與事實相符，使足採為論罪依據。」；87 年度台上字第 4493 號判決：「被害人之陳述如無瑕

疵，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固得採為犯罪事實認定之基礎，若不為調查，自難專憑被

害人之指訴為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95 年度台上字第 3367 號判決：「被害人之指述固亦得採

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資料，然而其為訴訟上之證明，仍應調查其他補強之證據，以證明其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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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兒童證人之證言亦認為兒童智力尚未完全成熟，易受暗示，供述難

免頗多缺失，故須補強證據綜合判斷，例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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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90 年度台上字第 5426 號判決：「原

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前揭犯行，係以被害人王女之指訴及國立台灣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台大醫院）88 年 6 月 3 日（88）診字第 278

號診斷書，為其憑證。然依卷內資料，王女係未滿三歲之幼童，其年

齡稚嫩，辨別事理之能力仍甚薄弱，所為不利於上訴人之陳述，是否

真確可採，自應詳加審認」。 

至於補強證據之種類，必須與被害人供述被害經過有關連性者，

始足與焉（最高法院 97 年度台上字第 261 號判決參照），因此，實務

以鑑定報告、診斷證明書、扣押證物或其他證人證述作為被害人之補

強證據，均無不可，但本文認為，如同自白之補強證據一樣，與被害

人陳述具有同一性之證據不得作為補強證據，惟實務常以聽聞性侵害

被害人於審判外陳述者之證言作為補強證據，該證言不僅違反傳聞法

則，也與被害人證言具有同一性，應不具補強證據適格
358
，因此，當

實務以傳喚被害人之父母、家屬等關係人到庭具結作證，補強被害人

之證言時，首應判斷其等陳述內容究係屬於「傳聞證據」
359
，抑或「情

況證據」。 

                                                                                                                                            
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不致有所懷疑，始得據為有罪認定之依據。……然被害人

與李立偉供述各情不盡相符（原判決理由欄四、五），而非無瑕疵。乃原判決認定被害人受有前

揭傷勢，並未說明是否有被害人診斷證明書等補強證據可資參照，逕依被害人片面之指述即為不

利上訴人之認定，尚有未合」。 
358 例如：最高法院 93 年度台上字第 4632 號判決：「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

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固乃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然證明告訴人指訴與事實相符之

證據，並不以直接證據為限，若間接證據，以足供佐證告訴人之指訴為真實，亦非不得以之與告

訴人之指訴，相互印證，併採為判決之基礎；則告訴人之指訴，如有其他間接證據可為補強時，

審理事實之法院，對於該等補強證據，是否足供證明告訴人之指訴與事實相符，自應於判決理由

內詳加審認、說明，否則即有判決理由不備之違法……而證人張○○在上訴審復結證稱：『鄭○○
來我家與我女兒同住兩天，說她父親要脫她褲子，不給他脫，要打死她』（見上訴卷第二七頁）。

則上開證據能否印證告訴人之指訴與事實相符？……原判決就此未加審認、說明，自屬理由不

備」。 
359 例如：最高法院 95 年度台上字第 3705 號判決：「證人係以其親身之經歷為證據之方法，故

證人以聽自他人傳述之詞而為證言，因非親身之經歷，無法經由詰問或對質程序擔保其真實性，

原則上自乏證據能力而不得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原判決理由說明採取證人許小姐（年籍詳卷）

證稱Ａ女曾打電話與伊哭訴遭性侵害情形之證詞，為認定上訴人犯罪之證據（見原判決正本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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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母親幫女兒洗澡時，發現女兒下體有撕裂傷，詢問女兒發

生什麼事情，女兒哭著回答：「幼稚園老師的手插進那裡，好痛！」

該名母親到法院具結證稱：「我女兒說幼稚園老師把手插進她下體。」

以證明被害人所述之性侵害確有其事時，該陳述屬於「傳聞證據」，

不具證據能力；若母親證稱其看到被害人下體有撕裂傷，以證明被害

人有所受傷時，即屬於性侵害犯罪之間接證據（情況證據），有證據

能力；若母親證稱被害人跟她哭訴好痛，用來證明被害人對於該事件

的厭惡、不喜歡等心理狀態，亦屬於性侵害犯罪之間接證據（情況證

據），具有證據能力。 

 

第四節  刑事司法心理學及精神鑑定證據之評價   

第一項  刑事司法心理學及精神鑑定 

由於性侵害被害人往往罹患創傷後症候群或相關精神、心理疾

病，尤其兒童被害人有產生自閉、躲入自築堡壘空間之傾向，其證述

是否得以採信、證明力如何，有賴刑事司法心理學及精神鑑定
360
之協

助，使法院得以瞭解被害人之證述內容，並評價之。過去我國對於心

理師之定位及專業範圍不明，直至民國 90 年 11 月始通過心理師法，

心理師分為臨床心理師及諮商心理師二種，均需經過考試院考試及

格，且依法領有臨床或諮商心理證證書者，方得稱為臨床或諮商心理

師。 

實務近年來對於性侵害兒童被害人之調查，逐漸採用心理學之鑑

定方式，評估兒童證人之證言可信度或認定犯罪事實。例如：最高法

院 88 年度台上字第 3774 號判決
361
，最高法院就兒童證言部分認為：

                                                                                                                                            
至十一頁）；惟該證人許小姐關於Ａ女遭性侵害之陳述均係依據Ａ女所轉述，既非依憑自己之經

歷見聞，是否屬傳聞證據？有無證據能力？原判決未深入審究，遽採為論罪科刑之依據，其採證

即有違誤」。 
360 關於法心理學、司法心理學之內容，請參考蔡墩銘，論刑事鑑定，台大法學論叢，第 27 卷第

1 期，頁 144-149；林明傑、沈勝昂編，法律犯罪心理學，2004，雙葉書廊。 
361 本案被告被控涉及性侵害班上之智障學童，自檢察官起訴後，歷經 14 次審理，其中被告獲判

無罪共計 4 次，獲判有罪亦達 4 次，最後最高法院判決被告無罪。對此，有論者認為我國法院於

處理該類案件時，在兒童證人之證據能力與證明力之審酌，以及對於專家證人就兒童性侵案件所

為鑑定之效力等關鍵問題未能及時把握，另外，由於偵審人員詢問兒童證人時缺乏合理必要之掌



 144

（一）兒童證言可信度有問題，因被告下體特徵與兒童證人所指證大

有出入，且被害兒童所指述之部分情節根本無由發生，例如：被害人

說被告自廁所窗戶爬進來強姦，但經查明，窗戶是花紋水泥牆，根本

無法爬進去；（二）兒童證人取證之過程屢有瑕疵，如原審中郭性教

師在事後自行銷毀當初詢問被害兒童之錄音帶，以及對於被害兒童事

後在家長情急逼問下，究竟如何做出證述，不無疑義；（三）對於兒

童證詞容易受誤導一事，經由高師大特教系邱ＯＯ教授擔任專家證

人，證稱該類智障兒童之人格成長特質，以及在非專業人員的惶急激

動逼問下，易被誘導與強化而最終形成一致性之證述。據此，最高法

院判決被告無罪確定。另外，最高法院在 96 年度台上字第 602 號判

決，亦針對台灣高等法院 92 年度少連上訴字第 218 號判決
362
，撤銷

並發回更審，理由中對於兒童證言部分表示意見如下：「原審未詳予

深究其所述是否全部與事實相符？抑或部分有不符？何部分係受大

人重複誘導性詢問？即另以二審楊姓鑑定人於原審所證：一個二、三

                                                                                                                                            
控，也未能遵循訪談兒童證人所必須具備之專業技巧，可能導致所得證言受到誘導而為不實之陳

述，參考彭南元，兒童性侵害案件中兒童證人及專家鑑定之研究—對最高法院 88 年度台上字第

3774 號判決之評析，律師雜誌，第 253 期，2000.10，頁 38-56。 
362 本案被告係某托兒所負責人之配偶，涉及強行脫下三歲被害女童之內褲，並用手撫摸女童之

外陰部及屁股部位，進行猥褻行為。一審法院判決被告有罪，理由為被害兒童能清楚指控被告曾

在托兒所內某處撫摸其下體，且承辦檢察官於偵查中訊問被害兒童時，提示女性偵訊輔助娃娃，

問被告撫摸她何處時，被害女童起初並未針對輔助娃娃作指示，而是掀起自己的裙子，以手指自

己之下陰部及屁股部位，稱「是這裡」，之後承辦檢察官再次提示偵訊娃娃，被害女童復將輔助

娃娃裙子掀起，並脫下娃娃之白色內褲，直指娃娃之外陰道部位及屁股等舉動，而情況證據顯示

被害女童案發對被告之生氣反抗反應與平常不同，其並曾主動對其母以認真且篤定態度說：「不

喜歡那個先生抓我的下體」，並明確做出抓下體的動作。最後，本案之專家證人（兒童精神科醫

師）於承辦檢察官訊問女童時全程在場觀察評估，對女童之發展能力為專門之鑑定，其於鑑定

報告及到庭陳述時均證稱：「女童有符合其實際年齡的認知與語言能力，對人的喜好係以過去這

些人帶給她好或不好之經驗直接反應或呈現，象徵化能力還未達到四歲以上兒童能自發創造或虛

構故事的發展能力。以其目前的發展能力，女童不知道說謊的意思，沒有能力說謊，其所反應或

呈現的訊息或行為表現多是生活經驗中曾經有過的事務或體驗；對身體各部位（包括陰處或大小

便部位）具有正確性。本件 A1(被害女童)並無發展上、壓力事件或社會環境的因素導致兒童會

需造說謊的狀況，其所陳述知識，在前後不同的時空下，仍具有相同之一致性，故其所陳述之

事，具有真確性，……」等語。但二審法院卻判決被告無罪，理由除認定被害女童之證言為傳聞

證據，無證據能力外，對於兒童證言可信度亦有所懷疑，法院認為女童之陳述可能有因大人之重

複誘導或誤導詢問，而產生認知上錯誤之虞， 且認為女童剛滿三歲，對於性侵害之意義認知及

辨別事理能力的有無，本屬有疑，另外，依兒童心理學研究，兒童之見證記憶是較成人差，發

生錯誤記憶的意外較多，且比較容易受到暗示影響，尤其幼兒更容易受到引導式問題之影響，容

易把現實與想像混淆，用自己虛構的內容來補充記憶中殘缺的部分，把主觀臆測想的事情，當作

自己親身經歷過的事情來回憶，這種現象並非意謂該兒童說謊，而是兒童心理發展不成熟的表

現，又依另一名專家證人之證詞，不排除被害女童可能因大人重複誘導或誤導之詢問，而產生認

知上之錯誤，參閱吳維雅，你相不相信孩子？論兒童性侵案件中之兒童證人及專家證人兼評台灣

高等法院 92 年少連上訴字第 218 號刑事判決，檢察新論，第 1 期，2007.1，頁 13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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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小孩是有可能因為大人重複的誘導詢問，而產生認知上之錯誤，

全盤否認其陳述，任無證據證明被告犯罪。若依此判斷兒童證言證明

力，幼童被害案件將無一能成立犯罪，自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

未予調查及理由不備之違法。」又台灣士林地方法院 91 年度少連訴

字第 23 號判決，於審理時，法官邀請一位心理諮商師，藉由類似「法

庭供述心理學」認定性侵害之犯罪事實
363
。惟本案諮商師提供之專業

意見性質為何，並不明確，判決中並未提及鑑定證人或與鑑定有關之

用語，且未令其具結，對於該諮商師分析所依據之專業知識為何、為

何可採，均未調查
364
，顯示我國過去對於刑事司法心理學之不瞭解，

以及對於心理諮詢與社工人員之角色及陳述意見之定位不明確。 

相較於我國採取鑑定制度，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選任鑑

定人（刑事訴訟法第 198 條），或由法院或檢察官囑託機關鑑定（同

法第 208 條第 1 項），英美法採當事人進行主義，關於科學鑑識或專

門知識技術等事項由當事人委請專家證人到庭宣誓作證說明。一般而

言，醫療或心理衛生專業人員在法庭上擔任之專家證人可分為三種類

型
365
：（一）背景證人（background witness）：提供與該案相關之基

本科學原則或現象之一般科學背景資訊。例如：對於兒童不敢揭露遭

性侵之事實，引用科學研究資料或臨床案例來說明不敢揭露之比例或

原因。（二）個案證人（case witness）：針對與系爭案件相關之資訊

                                                 
363 本案係涉及養父性侵害養女長達六年之案件，雖養父否認犯罪，測謊亦無說謊反應（法官將

養父及少女送請調查局測謊鑑定，結果兩人均無說謊反應），但法官最後就少女描述性愛過程超

過其年齡應該知道之範圍，且依據心理諮商師對少女圖畫所顯示之心理狀態分析報告（該名具有

藝術治療碩士學位之心理諮商師，擔任某基金會及國立師範大學健康中心、台北縣家庭暴力中心

與新竹家扶中心之諮商師，亦是被害人之諮商師，其透過分析少女畫的自畫像、家庭圖、房子、

樹、人、玫瑰花叢等繪畫內容，研判少女確實遭性侵害。心理諮商師以遭性侵害之人多數會畫出

不完整的人形，或對某一器官加上不正常之裝飾，本案被害少女之多張自畫像只有頭部，沒有身

體。諮商師問她為何不畫身體，她答稱不喜歡、不想碰觸自己的身體，尤其是胸部，諮商師指出，

這顯示她曾被性侵害），認定養父性侵害少女，依性侵害、猥褻最判刑 11 年，且需入醫院接受治

療 3 年，參閱朱富美，科學鑑定與刑事偵查，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1，初版，頁 48-49。 
364 例如：諮商師證述：「當被害人畫一個頭之後，她就問被害人對整個身體的感覺如何，被害人

就沒有再繼續畫。一般個案（含性侵害）在畫自畫像時都會畫出整個人，如果只畫出一個頭，根

據經驗和文獻解釋表示對自己沒有概念，也不願意碰觸沒有畫出的部位，……又被害人不只一章

畫沒有下半身，還有很多張也沒有畫下半身。兒童虐待和性侵害的個案都有這種情形，正常人很

少這樣畫。」就上開「證言」中提及之經驗、文獻，法院均未調查，請參考朱富美，科學鑑定與

刑事偵查，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1，初版，頁 49。 
365 Stern, P. (1997). Preparing and presenting expert testimony in child abuse litigation: A Guide for 
expert witnesses and attorneys. CA: Sage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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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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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臨床個案紀錄、警方筆錄、證人供述、會談錄影等）評估其

可信度，提供確實、合理之個案意見或一般資訊。（三）評估證人

（evaluating witness）：運用背景資訊知識、回顧個案資料、對系

爭案件當事人作獨立之專業評估。換言之，可透過專業知識、經驗以

及評估結果，對系爭性侵害兒童之所以不敢揭露遭侵害之原因提供意

見。本文以為，個案證人與評估證人有時難以分辨，例如：96 年度

台上字第 602 號兒童性侵害案件，第一審檢察官提出之鑑定人（專家

證人）於檢察官訊問被害人時全程在場觀察評估，就其對系爭案件被

害人之言行舉止以及專業背景知識提出意見，既屬於個案證人，亦屬

於評估證人；而該案第二審法院另行傳喚之鑑定人（專家證人）說明

普遍兒童發展能力之研究，則屬於背景證人。雖然背景證人與個案證

人或評估證人之證言證明力無高低之分，但若系爭事項出現二種以上

之專家證言，鑑於每一個案有其特殊性，應以個案證人或評估證人之

證言為主，較為適宜，但其前提必須是專家已就所運用之相關背景知

識的有效性提出說明，並有合乎邏輯性涵攝至個案之推演過程。於上

開案例中，最高法院即以二審法院採信之鑑定意見（背景證人）未就

系爭兒童被害人何證言受重複誘導詢問而遭污染等作說明，發回更

審，可供參考。 

 

第二項  我國實務關於鑑定調查之問題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98 條規定，鑑定人之資格除經政府機關委任

有鑑定職務者外，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識經驗者亦得被審判長、受命

法官或檢察官選任為鑑定人，另外，第 208 條規定法院或檢察官得囑

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惟何謂「特別知識經

驗」及「相當」？判斷鑑定人有無具備特別知識經驗之標準為何？科

學證據對於司法有無拘束力？等問題均影響鑑定證據之評價。我國關

於鑑定調查之問題，除了實務上多半採用鑑定機關方式送請鑑定，致

使鑑定報告毋庸具結且無法令被告或辯護人直接詰問實施鑑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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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屢遭學界詬病外
366
，實務上，對於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法務部調

查局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出具之刑事鑑定報告鮮有予以挑戰

或質疑者。有學者認為，上開鑑識單位因其所屬機關本身即負有襄助

偵查追訴之義務，是以，此等機關所為之鑑定報告是否得以直接採為

判決依據，不無疑問
367
。又實務若干法醫鑑定報告內容難以判斷究係

根據專業知識或鑑定人個人意見，發生鑑定結果不明之情形，法官鮮

少就此加以審核，甚至法官或檢察官要求鑑定人或鑑定機關就其欲瞭

解之相關事項一併說明，而不問是否為鑑定人或鑑定機關之專業知識
368
，然而，科學鑑識有時只是一種或然率，要求鑑定人或鑑定機關就

此提出一「肯定結論」以作為判決依據，是否合理？且鑑定人或鑑定

機關是否願意為判決結果「背書」，亦值得懷疑。  

其次，對於非倚賴鑑定而難以獲得或判斷其證明力之證據，是否

需送請鑑定，最高法院先後有不同之看法，29 年度滬上字 196 號判

例曾認為，關於被告心神及身體之鑑定，雖有得送入醫院或其他適當

處所之規定，然其是否有此移送之必要，事實審法院有自由裁酌之

權。但 47 年度台上字第 1253 號判例要旨謂：「精神是否耗弱，乃屬

醫學上精神病科之專門學問，非有專門精神病醫學研究之人予以診察

鑑定，不足以資斷定。」顯示法院應尊重鑑定人之專業鑑定，惟近年

來最高法院 92 年度第五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卻又改變上述見解，謂：

「刑事訴訟法採職權調查主義，鑑定報告祇為形成法院心證之資料，

對於法院之審判力並無拘束，故待證事項雖經鑑定，法院仍應本於職

權予以調查，以期發現事實之真相，不得僅以鑑定報告作為判決之唯

一依據。」認為鑑定僅為法院審理時之參考依據，法官得依自由心證

決定是否採用鑑定報告
369
。 

                                                 
366 相關討論，請參閱陳運財，傳聞法則及其例外之實務運作問題探討，台灣本土法學，第 94
期，2007.5，頁 133-151；吳俊毅，鑑定人「行鑑定時」辯護人在場權－評最高法院 95 年度台上

字第 4582 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2007.11，頁 153-160。 
367 有關此等問題，以及歐美探討犯罪實驗室之鑑定人是否有偏頗之虞等爭議，請參考朱富美，

科學鑑定與刑事偵查，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1，初版，頁 53-60。 
368 如最高法院 90 年度台上第 2240 號判決，鑑定報告出現：「……仍不能完全排除『他為可能』，

但仍認為『有可能自為』之意見內容……」該見解似非屬專業知識而係鑑定人個人意見，參閱朱

富美，科學鑑定與刑事偵查，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1，初版，頁 315-317。 
369 最高法院 94 年度台上字第 2074 號判決：「刑事訴訟法之鑑定，乃使有特別知識或經驗者，在

訴訟程序上，就某事項陳述或報告其判斷之意見，藉以補充法院之知識，協助法院判斷事實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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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目前我國實務認為鑑定報告對於法院之審判並無拘束

力，故待證事項雖經鑑定，法院仍應本於認定事實之職權，審酌全案

卷證資料以期發見事實之真相，不得僅以鑑定報告作為唯一依據
370
。

又應否另行鑑定，事實審法院有權自行酌定
371
。惟對於科學知識或其

他非賴專業技術無法知悉之事項，法院因欠缺相關專業知識及技術，

如無送請鑑定，難以令當事人信服。雖然 91 年 2 月間刑事訴訟法修

正公布第 163 條規定，揭櫫當事人調查證據主導權之大原則，據此，

當事人、代理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聲請鑑定調查，審判長除認為有

不當者外，不得禁止之，惟因我國缺乏具公信力之鑑定人或鑑定機

關，故而，實務上法官或檢察官往往委請他所熟悉及信任之專家，甚

至除另有爭議外，法官亦常延續聘請檢察官所邀請之鑑定人為鑑定，

此種作法可能影響鑑定證據之評價
372
。 

另外，因法官與鑑定人之專業素養、思考方式及對於爭點之處理

心態不同，法官必須在有限之時間內解決訴訟爭議，因而可能與鑑定

人產生歧異之看法，加上現行法檢察官於偵查中有權送請鑑定，被告

或辯護人於審理時往往爭執檢察官提出之鑑定報告，造成法官再次送

請鑑定之情形，對於不同之鑑定結果應如何評價，成為實務上一大難

題。再者，法院對事實之認定應依憑證據認定之，且不能違背社會上

一般人均有此同感之社會經驗或論理法則，著重客觀性之認定，但心

理學或精神鑑定方面，偏重受調查者之主觀性，鑑定人可能對法律名

                                                                                                                                            
偽，屬證據資料之一種；因鑑定僅具補充法院認識能力之機能，鑑定意見能否採取，屬證據證明

力問題，賦予法院自由判斷之權，故鑑定結果，對法院而言，並無必須接受之拘束力，對於涉及

專業事項之鑑定意見，法院除須經直接言詞的調查證據程序，調查鑑定意見之適格性及可信度

外，仍應綜合卷內全部資料予以判斷，且應於判決理由說明得心證之理由，否則自有理由不備之

違法……犯罪行為人於行為時之精神狀態，固屬精神醫學之專門領域，非經專精於精神醫學之人

或機構診察鑑定，不易判斷，但『精神耗弱』係法律用語，屬於行為有責性之判斷範圍，非屬精

神醫學判斷，而係屬於法律判斷，應由法院於不違背經驗法則及論理法則原則下，依職權判斷，

不得視為一種單純之醫學或心理學上概念，進而以此概念代替法院之判斷，尤以實務上，自認精

神狀態有異之被告，往往為逃避刑責而主張其於行為時，精神狀態係處於精神耗弱，甚至心神喪

失之程度，法院將其送精神醫療機關鑑定時，又常偽裝，以求鑑定結果能符合行為不罰或得減輕

其刑之要件，因此，法院不得專憑醫學鑑定報告，作為判決之唯一證據，而應就全部卷證資料，

踐行調查程序及參酌被告之犯案過程，資以判斷行為人於行為時之精神狀態，以定其責任能力」。 
370 最高法院 57 年度台上字第 3399 號判例，94 年度台上字第 2686 號判決參照。 
371 最高法院 26 年滬上字第 1 號判例。 
372 因為法官、檢察官與鑑定人（鑑定機關）可能彼此熟悉對方在某一問題之傾向或期待，此種

心態可能決定了鑑定證據之內涵。參閱朱富美，科學鑑定與刑事偵查，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2004.1，初版，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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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不甚了解或僭越法官事實認定之職權，而遭受批評。例如：台灣高

等法院 89 年度上更（二）字第 1143 號性侵教友一案，檢察官選任心

理、精神專家共五人組成評估小組，針對被害人目前身心狀態是否能

為有效證詞部分及被害人證詞內容可否構成心理精神專家認定之強

暴標準，評估小組謂：「從接受訪談時之神態、反應及言語溝通模式，

均無明顯之智力、人格及精神違常症狀，亦無酒精、藥物使用之情形，

受害者有完全意志決定自我陳述之程度」、「本小組五位專業評估人員

根據受害者的自我陳述，共同一致同意加害者行為確實假『性輔導』

之名，進行『性侵害』之實，加害者之行為確為強暴，受害者亦確定

受暴」等語，有逾越司法權之虞，因此，最高法院認為，被告犯罪事

實有無之認定乃法院職權與義務，修正前刑法第 224 條「對於男女以

強暴、脅迫、恐嚇、催眠術或他法，致使不能抗拒而為猥褻行為」之

犯罪構成要件是否該當，應遵守證據法則及依法律解釋之法學方法為

之，被告是否施用相類於強暴、脅迫、恐嚇、催眠術或他法，致使被

害人達於不能抗拒之程度，自應依憑證據認定之，且不能違背社會上

一般人均有此同感之社會經驗或論理法則，亦即被告之手段在客觀上

應足以使社會大多數人均認為難以抗拒，始足當之，而所謂心理精神

學專業認定之「強暴」標準，乃心理精神學之學術範疇，其對「強暴」

之認定標準，係依據被調查者之心理精神狀態，由調查者依其學術標

準予以判定，其認定標準，偏重「主觀性」，故而，法律專業領域與

心理精神專業領域，各對「強暴」概念之認定標準實有不同，法律專

業與心理精神專業範疇，各自有其獨立之界限，特別在「罪刑法定主

義」、「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應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範疇下，尤不能以

心理精神專業認定「強暴」之標準如何，即斷定法律專業上「強暴」

之標準必如何，判決被告無罪。惟本案於更三審台灣高等法院 91 年

度重上更（三）第 18 號判決被告脅迫女子為猥褻罪確定，透露出法

院對於心理精神醫學之接受程度逐漸升高，且刑法修正後，強制性交

及猥褻罪著重被害人性自主意願之保護，改為「……或其他違反其意

願之方法」，如何證明被害人心裡主觀意願受到強制，將有賴司法心

理學之發展，提供一客觀檢驗之依據，以避免鑑定證據遭受僭越司法

權之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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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因為科學之認定仍不乏參雜主觀意思及情緒，鑑定證據亦

可能因鑑定流程、環境、參考數據以及鑑定人員專業素養等因素而產

生誤判，因此，對於鑑定報告，若法官以自由心證加以否定專業意見，

或就不同之鑑定報告擇一採信，應詳加說明其判定標準及過程，以昭

折服
373
。 

 

第三項  鑑定證據之改進 

第一款  學者見解 

針對專業領域事項法官得否自由裁量送請鑑定，以及鑑定人之供

述或鑑定報告對於法官是否具有拘束力，亦即形成自由心證限制之問

題。有學者認為，礙於法官專業知識有限，對於專業問題無法作正確

或不正確之判斷，鑑定結果的審查能力僅能侷限於「檢查論證以及結

論的敘述是否有邏輯上的矛盾」
374
。有學者認為，最高法院 92 年決

議使法官得以自由決定採用鑑定報告與否，將導致法官把自己對精神

醫學及心理學之非專業見解融入其自由心證中，而扮演起精神科醫師

或心理師而不自知
375
。亦有學者認為，應修正至 47 年之判例見解，

將精神鑑定部分交由專門精神病醫學研究之人予以診察鑑定，或參考

美國 Daubert 案聯邦最高法院判決
376
意旨，法院在認定科學專家證言

                                                 
373 吳俊毅，鑑定人「行鑑定時」辯護人在場權－評最高法院 95 年度台上字第 4582 號判決，台

灣本土法學雜誌，2007.11，頁 156。 
374 Hans-Heiner Kühne, Strafprozeβrecht, 7. Aufl., Rn. 872.轉引自吳俊毅，鑑定人「行鑑定時」辯

護人在場權－評最高法院 95 年度台上字第 4582 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2007.11，頁 156，

註 12。 
375 葉建廷，刑事訴訟法新制下之審判流程－以鑑定人之交互詰問為中心，「交互詰問制度對於精

神鑑定實務之影響」研討會，2003.10.18，台灣精神醫學會，轉引自林明傑，我國刑事訴訟法新

制下之心理專家作證，收錄於「法律犯罪心理學」，2004，雙葉書廊，頁 572。 
376 美國實務過去長久以來在科學領域所採取之法則為 1923 年 Frye v. United States 案所揭示之

「被普遍接受(general acceptance)」之標準，一項專家證言所提之科學證據之所以被容許，需該證

言衍生的過程必須已得到該領域的普遍接受。由於 Frye 標準過於嚴苛，使許多重要之心科技遭

到排除，因此，1974 年美國聯邦證據法第 702、703 條放寬規定，改採科技專家在其專業領域內

「合理信賴（reasonable reliance）」作為標準。嗣後，聯邦最高法院在 1993 年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案進一步推翻了 Frye 案所揭示之「被普遍接受」標準，法官應親自檢視專家證人

提出之科學證據，其推理及科學方法是否在科學上有效，其與待證事實是否有關連性並可信賴。

1999 年聯邦最高法院在 Kumho Tire Co., Ltd. v. Carmichael 案將 Daubert 案原則擴大適用於其他科技

知識，並且認為決定專家證言是否可信時，法院不必逐一審核 Daubert 標準之四個要件，只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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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備科學上有效性時，應該審查下述事項：（一）該理論或技術

應能接受實證檢驗，故應檢視其應用的方法或技術能否或已否被檢

驗；（二）該理論或技術曾否為專業審查或於專業期刊發表；（三）在

特別的科學技術，法院亦應考慮已知或潛在的錯誤比率，以及有無建

立客觀的應用或技術操作標準；（四）Frye 案揭示之「在該專業領域

被普遍接受原則」亦為審酌重點。據此，當法官對於鑑定結果有疑義

時，應建立邀集多數相同專業之專家擔任鑑定人，以再行鑑定或評鑑

前鑑定之結果之新制度
377
，透過專業審查限制法官之自由心證。另有

論者認為，應仿效美國專家證人制度，藉由專業來協助法院釐清案

情，司法院目前提出之「專家參審試行條例」不失為一種方法
378
。 

 

第二款  本文見解 

關於科學知識或技術等專業領域，非法官之法學專業素養及一般

經驗法則、社會通念得以知悉，因此，有賴於專業人員鑑定，並於審

理中具結證明，以昭折服。而證明力問題，由於刑事訴訟之證據評價

係由委由法官依法自由判斷，對於鑑定證據法官自可為全面審核，雖

然自然科學已證實之「一般有效」經驗法則，鑑定人之供述或鑑定報

告對於法官具有拘束力（例如：血型遺傳分析）
379
，但對於「非一般

有效」之科學證據，鑑於法官與鑑定人之思考模式及關注焦點不同，

以及刑事鑑識技術並非絕對客觀，不容質疑，鑑識設備良莠、鑑識之

數據庫、鑑定人員品格及專業素養、鑑定樣本好壞等，均會影響鑑定

品質
380
，故鑑定證據之證明力仍有有賴於法院參酌全案卷證資料，依

法判斷。惟實務上法官、檢察官除了鑑定報告出現明顯之矛盾或謬誤

外，甚少過問鑑定基礎之科學技術、專門知識或所援用之原則是否為

                                                                                                                                            
個案之具體事實，考慮其中適當、合理之要件即可，詳細介紹請參考朱富美，科學鑑定與刑事偵

查，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1，初版，頁 20-30。 
377 林明傑，我國刑事訴訟法新制下之心理專家作證，收錄於「法律犯罪心理學」，2004，雙葉書

廊，頁 572。 
378 吳維雅，你相不相信孩子？論兒童性侵案件中之兒童證人及專家證人兼評台灣高等法院 92
年少連上訴字第 218 號刑事判決，檢察新論，第 1 期，2007.1，頁 150-151。 
379 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第五版，2007.9，作者自版，頁 468。 
380 李佳玟，鑑定報告與傳聞例外－最高法院近年相關裁判之評釋，發表於「學術與實務之對話

嚴格證明的新紀元－最高法院 95、96 年度相關裁判之評釋」，2007.7.7，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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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領域內被有效合理之方法，有流於「不重視鑑定過程只重視鑑定結

果」之傾向
381
，為避免法官自由評價鑑定證據而引起爭議，法院應就

具體個案審酌該鑑定是否由公正之鑑定人所為，且是否具有科學上或

科技上有效之知識經驗，據此，鑑定人應詳細說明鑑定形成經過，所

運用之相關原則、研究方法及思考推演過程，並介紹該門專業知識在

科學技術及實務上流行之通說及方法
382
，以便當事人雙方及法院均得

以就相關事項提出問題，俾其等斟酌是否有再行鑑定之必要
383
，或命

原為鑑定機關就鑑定之經過更為補充說明
384
。法院最後於判決理由中

亦應清楚闡述採信之心證過程。 

至於司法院於民國 95 年 7月 25 日發佈已由院會通過之「專家參

審試行條例草案」
385
（下稱：草案），根據草案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

規定，將性侵害案件納入專家參審制度中，希望透過專家參與審判，

一方面彌補因職業法官於其他領域欠缺專業知識而造成之風險，另方

面也藉此限制法官自由心證之範圍，並且可避免英美法由當事人自行

負擔專家證人費用所造成之不利。然而，參審官之職權與陪席法官相

同（參審條例草案第 26 條第 2 項），不僅得就專業事項作判斷，亦得

就法律適用提出意見（同法第 27 條第 1 項），對判決結果影響甚鉅，

是否妥當不無疑問，其次，聲請參審法庭之被告及同意被告聲請之檢

察官原則上不得上訴第二審（參審條例草案第 38 條），得否為國人接

受亦非無疑，再者，專家於審判過程中提出專業知識協助職業法院審

理調查證據，實質上與鑑定人之並無不同，因而有論者認為，專家制

度在我國司法程序不彰，係因實務上未能釐清法院調查義務與鑑定必

要性之內容與範圍，且法院各項周邊設備不完善、出庭費用低且交互

詰問制度等設計令專家卻步不願出庭，提出於法院之專家意見未獲充

                                                 
381 朱富美，科學鑑定與刑事偵查，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1，初版，頁 44。 
382 朱富美，科學鑑定與刑事偵查，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1，初版，頁 42-43。 
383 刑事訴訟法第 207 條規定：「鑑定有不完備者，得命增加人數或命他人繼續或另行鑑定」。最

高法院 40 年度台上字第 71 號判例意旨謂：「鑑定人之鑑定，雖足為證據資料之一種，但鑑定報

告顯有疑義時，審理事實之法院，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資認定，不得專憑不實不盡之鑑

定報告，作為判決之唯一證據。」 
384 最高法院 88 年度台上字第 5414 號。 
385 我國傳統上採行法官職權進行主義，由職業法官依職權調查證據、自由評價證據之證明力，

難免有恣意擅斷、違背社會民情之情事，故於民國 88 年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中決議研擬專家參與

審判之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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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檢驗所致，專家參審制度不僅未能解決現有之實務問題，反而紊亂

訴訟構造，不如以現行鑑定制度為基礎，加以改進，例如：釐清何時

具有「鑑定必要性」及建立鑑定人檔案，並落實鑑定人出庭受交互詰

問制度等
386
，此見解值得參考。 

 

 

 

 

 

 

 

 

 

 

 

 

 

 

 

 

 

 

 

 

 

 

 

 

 

 

 

 

                                                 
386 王梅英，專家在法庭上的角色－鑑定或參審？律師雜誌，第 253 期，2000.10，頁 3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