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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作為仍舊存在死刑制度的國家之一，死刑議題極具爭議性。死刑案件的

特殊性起自於其不可回復性(一旦發生誤判，被告失去的生命無法挽回)、被害人

生命法益的重大侵害，以及被害人家屬的被害情感。 

    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規定，賦予了被害人或其家屬在法庭上陳述的機

會。當因為失去親人而情緒激動的死刑案件被害人家屬在法庭上陳述時，其陳述

將會產生怎樣的結果？是否容易導致法院做出死刑判決結果？被害人家屬的陳

述內容是否可以作為刑法第 57 條之量刑事由？ 

    最高法院於民國 101 年發布新聞稿，決定自民國 101 年 12 月起，進入最高

法院之刑事二審宣告死刑案件，一律進行量刑辯論，且法官須斟酌被害人家屬之

意見量處刑度。最高法院對於死刑案件須斟酌被害人家屬意見的立場，使得被害

人家屬之意見陳述成為可能導致法官做出死刑判決的因素之一。被害人之意見陳

述制度的目的是什麼？是影響量刑？還是回復被害人的被害情感並療癒被害人？

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制度有其正當性嗎？允許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是否會對被告訴

訟權利造成侵害？ 

    美國與台灣一樣，目前皆為留有死刑的國家。在美國，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

向法院所為之犯罪對其所造成之身體上、精神上，以及經濟上影響的陳述，稱之

為被害影響陳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美國不但是較早使用被害影響陳述制

度之國家，聯邦最高法院也曾就死刑案件中被害影響陳述之使用爭議，做出三個

重要判決。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死刑案件是否應該允許被害影響陳述所抱持的前後

不同見解，也因此導致各州在被害影響陳述的適用與規範上有所不同。另外，有

關被害影響陳述是否容易造成重刑傾向、被害人陳述中所蘊含之情感是否及如何

影響判決，美國也有相關實證研究數據與學說討論。 

    本文希望藉由美國關於被害影響陳述制度的運作、實務爭議與學說討論等，

探討死刑案件中被害人意見陳述制度的正當性，以及所遭遇的問題，並以美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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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借鏡，提出我國在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制度操作上的方向與建議。 

 

 

關鍵字：被害影響陳述、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死刑案件、死刑案件量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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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問題意識 

    在中世紀以前，被害人有權利對加害人採取直接報復手段或是要求賠償。但

自從國家出現並取代了被害人在追訴犯罪中的地位後，刑罰權的主體落在了國家

手上。隨著正式司法系統的發展，國家成為行為的處罰者，不再允許個人用私人

手段去處理傷害以及衝突。當國家政府開始掌控衝突過程中的主導角色，被害人

只能退居一旁，開始被邊緣化。被害人成為一個集體、抽象的被害人，也就是社

會。換言之，以往犯罪被害人的積極角色，大大的減少了1。被害人被政府所取

代後，政府代表被害人發聲，被害人再也不被允許對被告請求自己所需要的。逐

漸地，刑事法與民事法被區分為兩種尋求補償的方法，前者是為了社會福祉，後

者是為了被害人。被害人因為被刑事訴訟程序排除而受到更多的傷害，他們在刑

事程序中變成一群沒有聲音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被害者學的發展以及被害者權利運動的出現，讓被害

人在刑事司法上的地位重新獲得重視。因為犯罪率上升，民眾開始擔心自己會成

為犯罪下的被害者。他們認為司法不公平地向著壞人傾斜。執法人士於是發起「恢

復法律及秩序運動」，希望建立以被害人為核心的刑事司法體系，使被害人在定

罪、量刑、審前保釋更具有影響力。女權運動集中於幫助受到男性傷害的婦女，

並要求政府修改法律並懲罰犯罪者。民權運動則是將焦點放在種族歧視暴力與警

察暴力問題上，他們認為刑事司法上的雙重標準，以及對有色人種長期存在的偏

見與歧視，都應該需要加以改善2。在一連串被害人權利運動與社會團體呼籲提

升被害人訴訟地位之權利保障的奔走下，保護被害人的訴求成功吸引了眾人的目

                                                                 
1
 Christine M. Englebrecht,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An Analysis of it's Content, Function, and 

Meaning with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2008). 
2
 安德魯卡曼著 李偉等譯，犯罪被害人學導論(第六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 6 月，頁 35-36。

黃富源、張平吾，被害者學新論，台灣警察學術研究學會出版，2012 年 1 月，三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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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被害人的訴訟地位開始慢慢恢復，各國對被害人的保護政策開始蓬勃發展。 

    我國近年來因為被害人權利運動的發起、被害人保護團體的組成與奔走，被

害人的相關議題一直備受關注。尤其每當駭人聽聞的殺人案件發生時，社會上總

是能夠馬上凝聚一股保護弱勢被害人之強大力量。從白玫瑰運動、鄭捷案、國小

女童割喉案，每一件皆是如此。在各式各樣的被害人類型中，殺人案件的被害人

家屬總是最引人注目。他們的受到的傷害往往最深、他們的情緒總是最濃烈。最

高法院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16 號發布新聞稿，決定自民國 101 年 12 月起，就刑

事二審宣告死刑的案件，一律行言詞辯論，讓檢察官、被告之辯護人，對於量刑

範圍事項進行辯論，法院再綜合雙方辯論意旨，並斟酌被害人家屬意見後，量處

刑度。依我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規定，被害人及其家屬是可以在審判時陳

述的。因此，當一個死刑案件的被害人家屬，再加上一個最高法院對於量刑時要

斟酌被害人家屬意見科處刑度的決定時，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就成為一個強大的

武器。 

對我國多數人來說，死刑具有撫慰被害人的意義。對某些被害人來說，讓被

害人在法庭上陳述，將心中的感受抒發出來，可以得到安慰、療癒。但我們也不

能忽視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所具有的潛在風險及威力：它極具煽動性、它容易影響

判決。作為仍舊存在死刑制度的國家，在我國殺人者，最重可處死刑。因此當被

害人之意見陳述內容成為刑法第 57條之量刑因素時，法院有可能做出死刑判決。

雖然刑事訴訟法上訂有被害人之意見陳述規定，但是我們應該允許被害人之意見

陳述嗎？死刑案件是否應該允許被害人之意見陳述？被害人之意見陳述的目的

是什麼？是為了撫慰被害人還是影響法官量刑？透過陳述的過程，有被害人得到

治癒，但卻也有被害人依然覺得司法不公而受到二次傷害。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於

訴訟上造成的影響有哪些？被害人之意見陳述作為量刑因素，是否會侵害被告於

訴訟上的相關權利保障？ 

被害人或其家屬於審判期日到場陳述意見，我國學理上稱為被害人或其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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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到場陳述意見權。其陳述內容包含因被告犯罪所致之身、心、財產等所受損害

程度，有無獲得撫平、回復，以及被告果否已踐行賠償責任，被害人或其家屬願否

寬宥等情形
3。而在美國，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向法院所為之犯罪對其所造成之身

體上、精神上，以及經濟上影響的陳述，則稱之為被害影響陳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作為同樣留有死刑制度的國家，美國在 1987 年聯邦最高法院 Booth

案之後，有關死刑案件之被害影響陳述的運用與討論，一直是學說上熱烈討論的

對象。因此本文希望藉由檢視美國法上關於被害影響陳述制度的發展及爭議討論，

作為我國在適用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時之借鏡，並提出被害人意見陳述的操作上建

議。 

 

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在古代，被害人的概念是與祭祀的觀念連繫在一起的。被害人最初的涵義為

犧牲品，也就是為了供奉某種超自然力量或是神祉，而在祭祀中處死的人或動物。

隨著時代不斷的推進，被害人一詞的涵義不斷增加衍生。現在，被害人概念是指

因各種原因遭受傷害、損失或苦難的個人；不論是事故、疾病、自然災害，甚至

是戰爭、種族歧視、政治迫害的受害人，都可以稱為是被害人4。 

根據 1985 年 11 月 29 日聯合國通過之《犯罪被害人及權力濫用被害人之司

法基本原則宣言》 (Declaration of Basic Principles of Justice for Victims of Crime and 

Abuse of Power)，被害人(victim)是指個人或團體因違反會員國刑法或禁止權力濫

用法律之各種作為或不作為，致使遭受身體上、精神上損害、情感上痛苦、經濟

上損失，或其他對於基本人權有重大侵害之人。該宣言中，一個人是否可被視為

被害人，並不受到加害於他的犯罪者是否被指認、逮捕、起訴或判罪，亦不論犯

罪者與被害人的家庭關係如何所影響。“被害人”一詞也包括直接受害者的直系

                                                                 
3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539 號判決。 

4
 安德魯卡曼著，李偉等譯，前揭註 2，頁 1。許福生，犯罪被害人保護政策之回顧與展望，月

旦法學雜誌第 178 期，2010 年 3 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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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或其受扶養人，以及出面干預以援助受難中的被害人或防止受害情況而蒙受

損害的人。 

被害人在不同領域內有不同定義。在被害者學上，學者對於被害人的定義並

不一致。被害者學上之被害人，是以被害者類型加以分類。對於被害者學來說，

被害人是否因犯罪而被害並不是學說觀察的重點，學者係以被害人特質、被害原

因等面相來分析討論被害人5。刑法上，法益之持有者即為犯罪被害人。刑事訴

訟法上，犯罪被害人是指因犯罪而直接受有損害之人
6。雖然刑事訴訟法第 319

條第 1 項規定，犯罪被害人得為自訴人，但自訴人並不一定就是犯罪被害人，於

特定情況下，得由其法定代理人、直系血親或配偶擔任自訴人。而本文將被害人

之範圍限定為因犯罪行為而受有損害之犯罪被害人，而不及於其他非犯罪行為造

成之被害人。 

相較於其他類型的案件，或許是因為犯罪行為是對他人生命的殘忍剝奪，殺

人案件總是能夠輕易喚起社會上對被害人的同情以及對被告的憤怒。在所有的犯

罪類型中，殺人行為所造成的生命法益侵害是最為嚴重的，而殺人罪的處罰最重

可以處以死刑。在受到親人生命遭到剝奪的如此重大傷害下，殺人案件的被害人

家屬可能是最激動的一群。而這一群激動的被害人家屬依法在法庭上陳述時，其

陳述中宣洩出的龐大情感，可能使審判法官對被告做出死刑判決。死刑結果的不

可逆性，與死刑被害人家屬對被告及犯罪行為的激烈情感，造成了死刑案件的特

殊性，與其他一般案件有著很大的不同。因此，本文將討論的情形限縮於死刑案

件。 

美國跟台灣一樣，都是還有死刑制度的國家。在美國，被害人家屬可以在量

刑階段陳述。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於量刑階段中向法院所為之犯罪對其所造成

之身體上、精神上，以及經濟上影響的陳述稱為被害影響陳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s)。被害影響陳述在美國的死刑判決做成中，常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5
 施一帆，犯罪被害人之刑事訴訟地位與補償法制，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 6

月，頁 5-6。 
6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冊)─各論編，元照，2010 年 9 月 6 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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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死刑案件是否應該允許被害影響陳述的使用，一直是學說討論上的重點。

再者，美國關於被害影響陳述所產生的爭議討論，也比我國要來得早。因此在研

究方法上，本文以美國之被害影響陳述制度作為對照對象，利用美國法院判決以

及學術論文檢視被害影響陳述制度所產生的問題及爭點。 

    我國有關被害人之意見陳述相關文獻的討論，除了有謝如媛的「被害人陳述

制度之虛實—從英國實證研究成果出發」7之外，另有王容溥的「刑事訴訟法第

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被害人於審判期日陳述意見之運用檢討─以日本刑事訴訟

法第二百九十二條之二為借鏡」
8、以及王正嘉的「犯罪被害人影響刑事量刑因

素初探」9，學術文獻並不多。顯示這方面研究之迫切性，同時也促發本文研究

動機。 

 

第三節 本文架構 

    本文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及問題意識，以及所採

用之研究範圍與方法，並介紹本文之研究架構。第二章論述犯罪被害人訴訟權益

在國際上以及我國刑事訴訟上的發展。第三章深入討論美國之被害影響陳述制度。

美國是較早開始使用被害影響陳述制度的國家，其不但至今仍存有死刑制度，對

被害影響陳述制度的運作或文獻討論也較我國為多，故本文以美國的相關學術資

料及實務判決作為研究基礎。在了解被害影響陳述的目的、內容與形式等規定之

後，藉由在量刑過程中出現的被害影響陳述制度，針對美國司法史上三個與被害

影響陳述有關之重要死刑案件事實及爭議，詳加討論。第四章則進入本文核心，

以影響量刑與被害人之情感回復兩個面向，討論被害人之意見陳述的正當性。接

著說明我國現今刑事訴訟程序中被害人之意見陳述的法制，與其實務運作之概況。

                                                                 
7
 謝如媛，犯罪被害人陳述制度之成效─從英國實證研究成果出發，法學新論，第 30 期，2011

年 6 月，頁 13-34。 
8
 王容溥，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被害人於審判期日陳述意見之運用檢討--以日本刑

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二條之二為借鏡，東吳法研論集第四卷，2008 年 4 月，頁 133-203。 
9
 王正嘉，犯罪被害人影響刑事量刑因素初探，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36 期，2012 年 10 月，

頁 5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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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殺人案件之被害人家屬是否有為陳述，以及陳述的情況為何，除了親自參與判

決或是閱讀法院判決書外，難以透過其他方法得知。又最高法院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16 號發布新聞稿後，就刑事二審宣告死刑之案件，須於最高法院為量刑辯

論，法院並應斟酌被害人家屬之意見。因此在決議後進入最高法院之死刑案件，

不論是被害人家屬是否出庭、陳述之情形與內容為何，或是被害人之意見陳述的

運作情形，都能夠清楚觀察。我們亦可以從判決結果得知審判法官是否以被害人

之意見陳述作為量刑考量之實務見解。是故本文以最高法院在民國 101 年決議之

後的死刑案件為對象，從中挑選被害人家屬出席並陳述意見之吳敏誠案、被害人

家屬未出席但檢察官提到被害人家屬開庭前寫給檢方的陳情狀之陳昱安案，以及

被害人家屬出席但委由律師向法官為意見陳述之邱合成、陳志仁案判決作為討論

對象。第五章則是以上述被害人意見陳述之正當性為基礎做成結論，並為了避免

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於審判中所可能造成之不當影響，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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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犯罪被害人之訴訟權益 

第一節 國際上犯罪被害人訴訟權益之發展 

    美國學者 Stephan Schafer 將犯罪被害人在刑事政策上的地位，依時間進展分

為三個時期：黃金期、衰退期、以及復活期10。在黃金時期，盛行以牙還牙、以

眼還眼的復仇觀，被害者及其家屬可以直接對加害者採取復仇手段或要求賠償。

從犯罪被害人救濟的角度來看，這時期的被害者扮演刑罰的主要角色，居於刑事

司法中的核心地位，享有一切主導權，因而稱為被害者黃金時期11。到了中世紀，

因為司法制度的建立以及國家刑罰權的獨占，被害者的主要地位不再，進入衰退

期。衰退期的刑事司法目標著重在對犯罪者的矯治更生，被害人需求則漸漸失去

了重要性。作為人民的代表，國家以社會的名義延攬了過去屬於被害人的權利，

國家可以決定對誰起訴、施以如何的刑罰。被害人因而失去掌控權，無法積極參

與訴訟程序，他們甚至不知道案件的進展，他們最多僅是審判案件中作為證人證

明事實存在之證據資料12，被害人就這樣被邊緣化了。 

    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被害者學的發展以及蓬勃的被害人權利保

護運動，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再次受到了重視。1960 年代以後的犯罪被

害人實證調查、被害人權利運動以及國際上被害人學會等的成立，對於被害人在

刑事政策上所造成之影響，從被害人犯罪補償，發展到刑事程序上的被害人權利

維護及保障。1973 年，耶路撒冷舉行了第一屆的「國際被害者學研討會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Victimology)」，該研討會每三年舉行一次，討論有關被

害人之法律問題、補償及賠償、被害預防、家庭暴力事件、被害人權及被害事實

調查等問題13。1985 年，義大利米蘭召開了「聯合國防制犯罪及罪犯處遇會議

(United Nations Congress on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and Treatment of Offenders)」，並

                                                                 
10
 許福生，前揭註 4，頁 6-8。安德魯卡曼著，李偉等譯，前揭註 2，頁 33。 

11
 施一帆，前揭註 5，頁 14。 

12
 許福生，刑事政策學，元照，2007 年 8 月，頁 570。 

13
 許福生，前揭註 4，頁 8。黃富源、張平吾，前揭註 2，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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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犯罪被害人及權力濫用被害者之司法基本原則宣言(Declaration of Basic 

Principles of Justice for Victims of Crime and Abuse of Power)」。該宣言之主要內容

包含：(1)犯罪被害人的定義；(2)被害人在司法程序上權利之保障；(3)加害人對

被害人及其遺屬或被扶養人之公正賠償；(4)對於因犯罪而死亡或重傷之被害人未

能由加害人得到充分賠償時，應由國家予以補償；(5)政府及社會應對被害人提供

其所需之物質、精神及醫學等多方面之援助14。因該宣言目的是為提升被害人之

人權保障，故又被稱為被害人人權宣言
15。被害人人權宣言強調國家有義務給被

害人迅速經濟有效的司法救濟、保障被害人應有的訴訟程序權，以及被害人保護

與賠償制度的建立16。 

    1957 年英國 Margery Fry 女士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Justice for Victims」文章。

她建議國家對遭受生命身體傷害的被害人予以補償。1960 年代是犯罪被害人補

償制度建立的開始，世界各國對於犯罪被害人給予金錢補償的想法開始出現在各

國的立法上。1964 年，紐西蘭率先通過「犯罪被害賠償法」(於隔年實施)，英國、

美國其他國家陸續跟進。先進國家在 1980 年代之後，對於被害人的刑事政策從

被告補償擴展到刑事訴訟程序上對被害人的保護。從這時期開始，如何給予被害

人一個刑事訴訟上主體地位、給予被害人受保護與資訊取得的權利，成為司法改

革的重心17。 

    關於被害人的權利，雖然有聯合國 1948 年通過之《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 8 條規定「人人於其憲法或法律所賦予之

基本權利被侵害時，有權享受國家管轄法庭之有效救濟」。但也是要到 1985 年

聯合國通過之《犯罪被害人及權力濫用被害人之司法基本原則宣言》18，才規定

了被害人權利保護的基本準則。此宣言是世界各國關於被害人權利保護的共識，

                                                                 
14
 許福生，台灣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回顧與展望－以 2009 年擴大保護性侵害被害人為例，亞洲

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第 6 卷第 1 期，2010 年 7 月，頁 167。 
15
 許福生，前揭註 14，頁 167。 

16  
劉邦繡，對現行刑事司法制度與犯罪被害人之檢視，全國律師，6 卷 6 期，2002 年 6 月，頁 66。 

17
 陳伯雅，論我國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之訴訟權利保障，台北大學法律系碩士論文，2008

年 6 月，頁 22。 
18
 http://www.hkhrm.org.hk/database/8o1.html (最後瀏覽日：2014/09/13) 

http://www.hkhrm.org.hk/database/8o1.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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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全世界中保護被害人權利最主要的法律文件19。該宣言不但要求對犯罪被害

人的權利予以全面保護，其中第 6 條 b 款更規定「在無損被告權益並符合國家有

關刑事司法制度之前提下，允許被害人在訴訟程序中於有關其本身權益之各階段

陳述其意見及關心，以供法庭參考」20。依照該宣言，促進被害人的權利大致上

有三個方向：提供被害人必要資訊、刑事程序中對被害人保護，以及提供被害人

參與刑事訴訟程序的機會21。 

    1980 年代以後，國際上興起犯罪被害人之立法潮流。美國的「被害人及證

人保護法」(1982)、「犯罪被害人法」(1984)、法國的「強化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1983)，以及德國的「被害人保護法」(1986)。立法規範中關於被害人刑事司法參

與的內容主要有四個：(1)刑事程序中相關被害人保護措施；(2)訴訟進行中對於

被害人提供程序資訊；(3)訴訟進行中被害人之訴訟參加；(4)刑事程序中之被害

救濟22。雖然各國在司法制度、社會文化環境、刑事程序上對於被害人權利的保

護內容方法與程度各有不同，但對於刑事程序中對犯罪被害人的權利保障大致可

歸納如下：公正處遇權利、資訊知悉權利、被害回復權利、意見陳述權利、接受

援助權利、避免二次受害權利、平穩安全生活權利23。 

    1998 年國際刑事法院訂定了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24。第 68 條是被害人和證人的保護及參與訴訟的規定。

第三項規定「本法院應當准許被害人在其個人利益受到影響時，在本法院認為適

當的訴訟階段提出其意見和關注供審議。被害人提出意見和關注的方式不得損害

或違反被告人的權利和公平公正審判原則。在本法院認為適當的情況下，被害人

                                                                 
19
 陳華麗，刑事被害人權利保障研究，知識產權，2012 年 5 月，頁 80。 

20
 ( b ) Allowing the views and concerns of victims to be presented and considered at appropriate stages of   

the proceedings where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are affected,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accused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relevant 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21
 謝如媛，前揭註 7，頁 16。 

22
 林裕順，刑事程序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以被害人保護、訴訟參加為中心，律師雜誌，348 期，

2008 年 9 月，頁 38。 
23
 犯罪被害人保護政策體檢報告，法務部 100 年度委託研究計劃，101 年 2 月，頁 83。 

24  
http://www.un.org/chinese/work/law/Roma1997.htm (最後瀏覽日：2015/09/08) 

http://www.un.org/chinese/work/law/Roma19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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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代理人可以依照《程式和證據規則》提出上述意見和關注。」25。1999 年，

藥物管制與犯罪防止聯合國委員會(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rug Control and Crime 

Prevention)做成解說、指導被害人人權宣言之被害人正義手冊(Handbook on Justice 

for Victims)26。 

    被害人正義手冊認為被害人在司法程序的參與是為了確保每一位被害人透

過司法程序進入司法系統並得到支援；並且，司法制度是設計來將被害人尋求正

義時所遇到的阻礙降到最小
27。手冊認為，被害人人權宣言第 6 條(b)項是做成判

決的被害人參與(victim involvement in decision-making)，被害人的參與包含有：告

知被害人其權利、告知被害人案件的進度、被害人作為證人或檢察官或是輔助檢

察官、民事上請求、被害影響陳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
28
。 

    另外，歐盟理事會關於刑事程序被害人地位框架決議、歐洲議會與理事會指

示書要求各成員國必須建立刑事被害人地位、支持、保護的最低標準，對被害人

參加刑事程序的權利保障有詳細規定，規定必須賦予被害人於刑事程序受聽取及

提供證據之權利29。 

 

第二節 我國犯罪被害人訴訟權益之發展 

    被害人在我國政策上的發展也經歷了幾個時期，分為啟蒙期(1980 年之前)、

探索期(1981-1990)、發展期(1991-2000)、法治重整及創新方案期(2001 年至今)30。

為順應國際上加強被害人保護的潮流，我國在法制上先後制定了兒童及少年性交

                                                                 
25
 Where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victims are affected, the Court shall permit their views and concerns to 

be presented and considered at stages of the proceedings determined to be appropriate by the Court and in a 

manner which is not prejudicial to or inconsistent with the rights of the accused and a fair and impartial trial. 

Such views and concerns may be presented by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victims where the Court 

considers it appropri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26
 王容溥，犯罪被害人訴訟制度參加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律系博士論文，102 年 9 月，頁 135。 

27
 Handbook on Justice for Victims 

https://www.unodc.org/pdf/criminal_justice/UNODC_Handbook_on_Justice_for_victims.pdf ,at 34 (最後瀏

覽日：2015/09/08) 
28
 Id. at 35-41 (最後瀏覽日：2014/09/08) 

29
 王容溥，前揭註 26，頁 201。 

30
 許福生，前揭註 4，頁 12-18。 

https://www.unodc.org/pdf/criminal_justice/UNODC_Handbook_on_Justice_for_victim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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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防制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家庭暴力防治法、證人保

護法、性騷擾防治法、人口販運防治法等特別法。然而相較於特別法，我國刑事

訴訟法中關於被害人之相關規定，雖有告訴、請求上訴、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再

議、交付審判等規定，但被害人並非刑事訴訟之主體，被害人只有在提起自訴時

才能夠成為當事人。刑事程序中的被害人多半是以證人身分，協助檢警偵查犯罪、

發現事實真相。 

    現行刑事訴訟法中關於被害人的權益保護，有 1997 年增訂之第 271 條第 2

項「審判期日，應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但經合法傳喚無正

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或法院認為不必要或不適宜者，不在此限。」，

以及 1999 年修法所增訂之 248 條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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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刑事訴訟

程序不可忽視告訴人、被害人之權益，刑事訴訟法草案第 289 條第 2 項規定擬將

原本條文規定修改為「前項辯論後，應命依同一次序，就科刑範圍辯論之，並應

予到場之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賦予告訴人、

被害人或其家屬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以示對告訴人、被害人權益之尊

重。 

    國際上被害人權益保護之趨勢勢不可擋。在被害人權利抬頭的影響之下，主

張被害人訴訟地位的提升，或是被害人訴訟參與的討論也越來越多。2010 年 3

月 27 日的「聆聽被害者聲音活動」，提出明確訂定審判中被害者參與訴訟制度

的訴求31。同年 9 月 25 日的白玫瑰運動，由現代婦女基金會提出的六大訴求中，

也可見提升被害人訴訟地位的訴求32。我國「台灣犯罪被害人人權服務協會」，

為「提昇被害人法律權益」，消除被害人在法庭上受到不公平對待，而與加害人

有同等地位，於民國 101 年初請學者草擬「犯罪被害人之訴訟參加制度」增修條

                                                                 
31
 http://blogs.myoops.org/lucifer.php/2010/03/28/supportthevictim (最後瀏覽日：2014/05/07)。 

32
 http://www.38.org.tw/List_1.asp?id=143 (最後瀏覽日：2014/05/07)。 

http://blogs.myoops.org/lucifer.php/2010/03/28/supportthevictim%20(最後瀏覽日：2014/05/07
http://www.38.org.tw/List_1.asp?id=143%20(最後瀏覽日：2014/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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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33；並與學界、法界資深人士多次研討後，由立法委員吳宜臻等 27 位委員連署

提出刑事訴訟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34。 

    刑事訴訟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增定了 512 條之 1「因下列犯罪之被害人、被

害人死亡之一屬，於刑事訴訟起訴後第二審辯論終結前，得以言詞或書狀向法院

陳明為訴訟參加人。被害人因事實上無法向法院陳明時，得尤其最近親屬代為向

法院陳明為訴訟參加人：…」，使被害人與其遺族得主動參與刑事訴訟。另外，

相較於被告的聽審權保障，被害人及其親屬意見無法在法庭上充分表達，故為衡

平被告與被害人在法庭上的地位與權利，增訂 512 條之 9「審判長於審判期日之

每一項證據調查完畢後，應給予訴訟參加人、代理人及輔佐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

事實及法律上意見之機會。審判長在審判期日言詞辯論時，應給予訴訟參加人、

代理人及輔佐人以言詞或書面充分陳述之機會」，賦予被害人及其遺族審判中的

陳述意見權。又判決理由中本應包含刑法第 57、59 條之量刑事由，犯罪被害人

既為損害之承受者，於法官之量刑有切身關聯，故增訂 512 條之 10「判決應於理

由中記載訴訟參加人、代理人及輔佐人之意見以及審酌情形。有罪之判決關於科

刑與量刑事項，應記載訴訟參加人、代理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及審酌情形。」，明

定判決理由中應記載被害人及其遺族之量刑意見及法官審酌之情形。 

    立法院於 102 年 4 月 10 日通過院總第 161 號，委員提案第 14840 號，並於 4

月 23 日在立法院舉辦公聽會。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於 104 年 3 月 25 日召開審

查委員會，惟該次決議結果為另定期繼續審查
35
，因此雖然該法案自提案至今已

逾兩年，卻尚未完成修法通過。 

 

                                                                 
33
 盧映潔，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訴訟參加制度之芻議─以德國附屬訴訟制度為參考，台灣法學雜

誌，第 234 期，2013 年 11 月 15 日，頁 90-96。 
34
 立法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第八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台灣犯罪被害人人權服務協會網站，

http://tvr.org.tw/?p=2538 (最後瀏覽日：104/09/08) 
35
 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http://npl.ly.gov.tw/do/www/queryGuideDetail?id=130&keyword= (最後瀏覽日：2015/09/08)。 

http://tvr.org.tw/?p=2538
http://npl.ly.gov.tw/do/www/queryGuideDetail?id=130&keyword=%20(最後瀏覽日：2015/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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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國際上對於犯罪被害人的保護政策發展趨勢，從導入犯罪被害人補償措施、

設立犯罪被害人支援機構、發展刑事程序上的被害人權益保護、修復式正義、到

目前的強化犯罪被害權利保障36。而 1980 年代以後開始相繼出現的犯罪被害人及

權力濫用被害者之司法基本原則宣言、被害人正義手冊(Handbook on Justice for 

Victims)、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均要求各國在在無損於被告權利以及遵從相

關內國司法制度，意即不能脫逸程序階段、被告人權利，證人利益、公正中立且

迅速裁判實施之均衡性的前提下，保障被害人接近司法與接受公正處遇的權利
37。

許多國家開始聚焦在被害人於訴訟地位的提升以及訴訟權利的保護。刑事訴訟的

立法上也加入被害人相關權利。 

   我國刑事程序改革的方向則是朝著實踐憲法第八條正當法律程序，以及第十

六條訴訟權的保障開展38。除了我國憲法第八條明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

不得非法逮捕拘禁的權利以外，被告的訴訟上權利，從 71 年的因為王迎先命案

增加了 245 條偵查中的律師權、84 年的大法官第 384 號解釋為被告新增加了對質

詰問權、86 年增訂 95 條賦予被告緘默權，規定訊問被告前應告知被告得保持緘

默及得選任辯護人、31 條智能障礙被告律師權之保障，以及大法官 392 號解釋認

為羈押決定權應屬法官，造成刑事訴訟法上對羈押規定的修正、92 年大法官第

582 號解釋認為被告詰問證人的權利係憲法第 16 條所保障的訴訟權、99 年增加

被告與辯護人於偵查中接見會面的權利、到 104 年將 31 條智能障礙者律師權之

保障擴大到所有心智障礙者…等等。大法官也多次解釋保障被告的訴訟基本權39。

歷經多次修法的刑事訴訟法，相較於一開始沒有實質保障而居於弱勢的地位，被

告的權利保障逐漸改善。 

                                                                 
36
 犯罪被害人保護政策體檢報告，前揭註 23，頁 26。 

37
 王容溥，前揭註 26，頁 201。 

38
 陳運財，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動向的省思與展望，月旦法學教室，第 100 期，2011 年 2 月，頁

158。 
39
 例：釋字第 271、396、418、436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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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國關於被害人保護的立法，起步較晚。雖然在刑事訴訟法上也有關於

被害人訴訟權益的增訂，但與被告相較之下，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上的權利較為薄

弱。除了作為證人出庭作證之外，積極權利只剩下刑事訴訟法第 319 條自訴之提

起，以及同法第 271 條第 2 項之審判期日意見陳述。但在民國 101 年最高法院所

發布的新聞稿中，被害人家屬於審判中陳意見的機會獲得最高法院的支持。最高

法院認為，三審法官應審酌於死刑量刑辯論庭陳述之被害人家屬意見。而立法委

員於 102 年 4 月 10 日所提出之刑事訴訟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中，為了提升被害

人地位，維護被害人權益並追求司法正義之實現，保護犯罪被害人訴訟參加之地

位與權益，增訂了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條文。雖然至 104 年 9 月底止，該草案仍

尚未完成修法通過，惟此不難看出我國提升被害人訴訟地位及保護被害人權利的

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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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之被害影響陳述制度與死刑案件 

第一節 被害影響陳述的發展 

    被害影響陳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又可以稱為被害影響證據(Victim 

Impact Evidence)40，或是被害影響證詞(Victim Impact Testimony)41。是指被害人或被

害人家屬，向法院所為之犯罪對其所造成之身體上、精神上，以及經濟上影響的

陳述42。 

    對於被害人的關注，從最早的黃金期所提倡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到中世紀

國家出現之後，國家以司法權的行使取代了私人間的報復行動，被害人無法再以

原始社會中的直接復仇行為對犯罪者進行報復。直到 1970 年代開始，一系列的

被害人提倡運動以及婦女運動，迎來了被害人的復甦期。被害人權利運動多歸因

於被害人對於司法刑事系統總是聚焦在被告身上，以及對於被害人的需求多所忽

視而產生的不滿43。推動被害者權利運動的被害人基本上認為刑事司法制度過度

保障了犯罪者的權利。被害者權利運動的支持者主張國家應修正刑事司法，聽見

被害人的聲音44。在 1982 年以前，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系統中得不到慰藉，因為他

們沒有出現在刑事程序的權利。因此，在整個的程序中，被害人就是一群無聲的

人。他們認為自己受到刑事系統的再次傷害。但自 1982 年開始，被害人的地位

開始有了轉變，被害人權利運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增加被害人在刑事訴訟

上的有效參與
45
。被害人被賦予了更多程序上的權利。 

    1982 年，雷根總統指派前加州檢察官 Lois Haight Hrrington 女士召集成立「總

                                                                 
40
 丁海城，論死刑案件中的被害人影響證據，中國政法大學碩士論文，2011 年 3 月，頁 1。 

41
 Miller, Meghan E.,Victim Impact Testimony in Texas: The Need for Reformation and Clarification, 5 Tex. 

Wesleyan L. Rev. 121, 121(1998). 
42
 繆愛麗，美國的被害人影響性陳述制度研究，法律適用，2012 年第 4 期，頁 107。康黎，英美

法系國家量刑程序中的被害影響陳述制度介評，環球法律評論，2010 年 6 期，130 頁。 
43
 Michael Ira Oberlander, Payne of Allowing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at Capital Sentencing Hearings, 45 

Vand. L. Rev. 1621, 1263(1992). 
44
 李佳玟，被害者認同與刑事政策，成大法學，11 期，2006 年 6 月，頁 182。 

45
 Ashley Paige Dugger, Victim impact evidence in capital sentencing: A history of incompatibility, 23 Am. J. 

Crim. L. 375, 37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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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指定犯罪被害人研究專案小組」(President's Task Force on Victims of Crime)，研

擬改革方案。1983 年，該小組向總統提出正式的書面報告，報告中總結了刑事

司法系統已經失去平衡，並且提出許多改革建議以擴大犯罪被害人的角色；其中

一個就是被害影響陳述46。報告認為，被害人不亞於被告，他們在量刑時有權使

自己的觀點被法院所考量。因此，該專門小組要求立法上應該要規定量刑時的被

害影響陳述，而這樣的陳述應該要包含在提供給法官的所有量刑前報告中。國會

藉由通過 1982 年被害人以及證人保護法案(Victim and Witness Protection Act)，作

為國家對於被害人權利運動的回應，並作為各州政府與各地方政府制定犯罪被害

人法案的藍本。該法明定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享有的權利，具體重要的

規定約有五項，其中一項是在量刑聽證程序中聽取被害人之陳述，以做為量刑之

參考(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at sentencing)47。法案修改了聯邦刑事訴訟規則(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要求法官作出判決前，必須給予被害影響陳

述。聯邦刑事訴訟規則 32(c)增加了被害影響陳述的內容，規定被告的量刑前報

告應該要包含犯罪被害人因犯罪所遭受到的經濟、社會、心理、生理傷損害的資

訊48。該法案是對美國各州的指導原則，而有許多州在這之後亦出現允許被害影

響證據的相似規定。透過 1984 年全面犯罪控制法案(Comprehensive Crime Control 

Act)，以及 1990 犯罪控制法案(Crime Control Act)的通過，被害人以及證人保護法

案被擴大。司法部之後接著發布了被害人及證人協助指導原則(Victim and Witness 

Assistance Guidelines)
49
。 

    1997 年的被害人權利保障法(Victims' Rights Clarification Act)則澄清了量刑程

序中被害人影響陳述的合法性地位50。該法案認為法院不應將死刑案件的被害人

排除在審判外。被害人在量刑聽證期間，可以就犯罪對被害人及其親屬所生之影

                                                                 
46
 Paul G. Cassell, In Defense of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6 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611, at 

613(2009). 
47
 劉邦繡，前揭註 16，頁 67。林輝煌，建構犯罪被害人之司法保護體系─美國制度之借鏡，律

師雜誌，223 期，頁 22。 
48
 吳啟錚，美國被害人影響陳述制度的啟示，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8 年 6 月，107 頁。 

49
 Ashley Paige Dugger, supra note 45, at 377-378. 

50 
丁海城，前揭註 40，頁 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7 
 

響51，或是就美國法典第 18 篇第 3593(a)款所要求的檢察官告知的因素作證52。而

根據美國法典第 18 章第 3593 條(a)款規定，死刑案件要求檢察官應該告知的事項，

包含犯罪對被害人與被害人家屬所造成的影響。2004 年美國總統布希所簽署的

《正義法案》(Justice for All Act)則正式確認了被害人的權利，法案第一篇就是《犯

罪被害人權利法》(全名為 Scott Campbell, Stephanie Roper, Wendy Preston, Louarna 

Gillis, and Nila Lynn Crime Victims’ Rights Act)，規定了犯罪被害人的一系列權利，

像是被害人意見聽取權，即在區域法院的任何公開程序中被合理聽取意見的權利，

包括釋放、答辯、量刑或者任何假釋程序
53。 

    20 世紀末的美國被害者運動對司法改革造成的影響，除了被害補償、提高

被害人訴訟參與外，還有使參與的被害人對案件結果造成實質有效的影響。量刑

階段的被害人影響陳述便是對判決結果造成影響的成果之一54。 

    而在美國以外之地區，被害影響陳述的發展則有 1987 年紐西蘭「犯罪被害

人法」，該法認為被害影響陳述是為了確保量刑法官知道犯罪影響的結果。1988

年南澳大利亞通過「刑事法案(the Criminal Law Act)」，規定由檢察官向法院提交

書面被害影響陳述，但該陳述並不包含被害人對被告的觀點以及量刑建議。1994

年英國「被害人憲章」開啟了被害人陳述計畫，該計畫自 2001 年 10 月開始實施，

使所有英格蘭以及威爾士的被害人，於刑事訴訟中提交陳述報告，其內容包含有

犯罪對被害人及其家屬於生理、情感、財產上所產生之影響。在 2001 年，南澳

大利亞「犯罪被害人法」規定，被害人有權於量刑法庭通過量刑決定前，在由犯

罪行為所造成的傷害或損失方面獲得量刑法庭的考慮55。 

    在日本，2000 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授予被害人在法庭陳述其被害心情及其

他有關本案意見的機會。被害人一方(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被害人死亡時一

                                                                 
51
 18 U.S.C. § 3510 

52
 18 U.S.C. § 3593 

53
 陳華麗，前揭註 19，頁 93。 

54
 劉軍，被害人參與量刑的理論與實踐，法學論壇，2009 年 11 月，第 6 期，頁 68。 

55
 馬秀娟，量刑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 年 6 月，頁 86-88。房保國，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

護，法律出版社，2007 年 5 月，頁 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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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範圍的家屬)要先向檢察官申請陳述意見，然後由檢察官通知法院；該意見可

以書面方式代替，但不能作為證據56。 

 

第二節 被害影響陳述的目的、內容與形式 

    被害影響陳述是讓被害人於量刑或緩刑過程中，向法院或是緩刑委員會描述

犯罪所造成之影響的制度。被害影響陳述目的之所以重要，係因為在檢視被害影

響陳述的過程中，如果發現該陳述的使用無法實現其目的，我們便有需要重新思

考被害影響陳述是否必要。然而學說或實務上對於被害影響陳述的目的，並沒有

統一的見解57
，有認為是提供對被害人生命的“短暫一瞥”、幫助撫平被害人心

理創傷、於刑事訴訟程序中給予被害人發言權、使被告正視其所造成的傷害結果、

評估犯罪所造成的傷害以提供法院量刑上的判斷、反駁減輕證據、幫助修復被告、

平衡被告與被害人之間的不平衡等等
58
。 

    被害影響陳述的內容大致上可以分為四種。一是被害人的個人特質，例如被

害人的人格、品行、教育程度、工作及生活狀況等等。二是對犯罪事實與被告行

為的描述。三是犯罪對被害人及其家屬所產生的影響。最後則是被害人對於量刑

的意見。說得更詳細一點，被害影響陳述的內容有：犯罪所造成的身體上、情感

上損害、犯罪為被害人所帶來的經濟上花費、被害人或其家人所需要的藥物或是

心理治療、賠償的請求、被害人對犯罪或被告的看法、被害人對量刑的看法等等

59。 

    被害影響陳述的形式也有所不同。不限於口頭為之，以書面提交被害影響陳

                                                                 
56
 陳華麗，前揭註 19，頁 102。 

57
 Bryan Myers&Edith Greene,The prejudiciall nature of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Implications for Capital 

Sentenc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apital Sentencing Policy, 10 Psych. Pub. Pol. and L. 492, 508(2004). 
58
 繆愛麗，前揭註 42，頁 107。柯恩、唐哲、高進仁著，劉超、劉曠怡譯，當代美國死刑法律之

困境與探索︰問題與案例，北京大學，2013 年 2 月，頁 168。 
59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Victims of crime 

http://www.victimsofcrime.org/help-for-crime-victims/get-help-bulletins-for-crime-victims/victim-impact-stat

ements (最後瀏覽日：2014/05/05) 

http://www.victimsofcrime.org/help-for-crime-victims/get-help-bulletins-for-crime-victims/victim-impact-statements
http://www.victimsofcrime.org/help-for-crime-victims/get-help-bulletins-for-crime-victims/victim-impact-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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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表格也可以。錄音、錄影，或是由緩刑官於量刑前調查報告中附上被害影響陳

述等，都是被害影響陳述的呈現方式。還有由司法人員所條列出被害人可能遭受

到的損害類型的清單，以及將被害人對於犯罪行為感受的強烈以數字分出等級的

系統。相較於未經過架構的主觀陳述，這些方式降低了量刑上產生的歧異60。 

    作為法院量刑資料的被害影響陳述，往往在量刑之前就進行收集。最典型的

被害影響陳述方式是量刑前報告。由緩刑官向法院提交的量刑前調查報告，裡面

有一個部分是來自被害人的被害影響陳述。而另外一個收集被害影響陳述的階段

則是法院的量刑階段，這是最主要的階段。法律賦予了被害人在法庭上陳述的機

會，讓被害人可以就犯罪對其所造成的影響，於法官與陪審團面前為陳述。 

 

第三節 美國死刑量刑程序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長期以來認為死刑是與其他處罰不同的。其原因不但是因

為死刑處罰是非常嚴厲的，而且這個處罰還是永遠的。聯邦最高法院採取了預防

措施以確保死刑處罰不會被任意地施予。所有的死刑決定都必須要“是，並且看

起來是以理性而不是以任性或情緒為基礎”。 

    為確保死刑判決不被任意做成，死刑案件的程序為二分式(bifurcation)，有兩

個獨立的階段：定罪(guilt phase)與量刑(sentencing phase)。前者決定被告是否有罪，

後者決定應給予如何之刑罰。經過定罪階段的死刑被告被認為是死刑適格的

(death eligible)，所以量刑階段並不是在決定可不可以給被告死刑判決，而是在決

定被告應不應該處以死刑判決。這兩個階段都會有陪審團的參與。陪審團一共有

12 人，這 12 名陪審員，不但參加定罪程序，也參加量刑程序61。量刑程序又可以

分成兩個階段：適格程序(eligibility)與選擇程序(selection)。適格程序是為了縮小

死刑適用的範圍62、避免死刑的任意性；選擇程序則是為了滿足對被告個別化量

                                                                 
60
 Michael Ira Oberlander, supra note 43, at 1629, FN42. 

61
 徐岱，美國死刑適用的最新現狀及走向，當代法學，2014 年第 2 期，頁 30。 

62
 虞平，美國死刑量刑制度的統一性與個別化的協調，法學，頁 23，2007 年第 11 期，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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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的要求63。在適格程序中，陪審團須認定至少一個加重情節(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的存在，才能認定被告為死刑適格，有判處死刑的可能。當案件符

合適格程序之後，便會進入到選擇程序。選擇程序中，量刑者會就案件中所有加

重情節與減輕情節(Mitigation Circumstances)做綜合考量，並決定被告是否適用死

刑64。而最終決定是否適用死刑或是其他刑罰，則是取決於量刑者權衡的程序。

衡量加重情節與減輕情節的方式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權衡型、非權衡型、其他。 

    根據 18 U.S.C. 3593(a)的規定，檢察官如欲求處死刑，在審判前或是在法院

接受認罪協商前，必須要告知法院與被告，而告知書中需要說明加重因素

(aggravating factor)。這些因素包含了有關犯罪對被害人及其家屬所造成的影響、

或是口頭上的證述(即確認犯罪的被害人、被害人及其家屬所受傷害或損失的範

圍與程度，以及其他相關的資訊)。只有當陪審團在定罪階段中認定被告有罪之

後，訴訟程序才會進入到量刑階段。 

量刑階段類似於定罪程序，檢辯雙方可以為開庭陳述(opening statements)、傳

喚證人、提出證據、最後陳述(closing statements)，然後法官指示陪審團、陪審團

評議做出裁決65。量刑程序中，由兩造雙方向法院提出有關量刑的各項證據。這

些證據是影響最後量刑結果的重要因素，大致上可以分成加重以及減輕情節兩種。

由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對被告來說是加重的證據，而被告則會提出減輕情節的

證據。對於加重情節的證明，需要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而對於減輕情節的

證明，只需要達到優勢證明的程度
66
。由於美國各州以及聯邦都有自己的死刑制

度與規範，因此各州死刑案件的加重及減輕情節會有所不同。加重情節像是有造

成多數人死亡的風險67、犯罪手段殘忍性68、被害人年齡69、被害人是正在執行公

                                                                 
63
 (美)科恩，趙炳志，中美死刑制度現狀與改革比較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 年 4

月版，頁 78，轉引自：高倩，美國一審死刑案件量刑程序研究，中國政法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 3 月，頁 22，註 102。 
64
 王喆，論美國死刑量刑持續現代化及其啟示，求索，2011 年第 1 期，頁 155-156。 

65
 陳海平，美國死刑案件審判程序的特色考察，河北法學，第 29 卷第 5 期，2011 年 5 月，頁 176。 

66
 陳海平，同前註，頁 177。 

67
 Wyo. Stat. § 6-2-102 (2013) 

68
 Wyo. Stat. § 6-2-102 (201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1 
 

務之警察、矯正人員或是消防員70、被害影響陳述71、被告未來犯罪之潛在可能性

72等。減輕情節則是有被告年齡73、被告家庭背景74、沒有犯罪前科75、被告人格特

質76、心智障礙77等等。 

    量刑階段，在檢察官提出加重因素證據而被告提出減輕因素證據之後，便是

量刑者權衡的程序。量刑者通常會權衡加重情節以及減輕情節。一般來說，如果

加重情節大於減輕情節，就會判予死刑78。陪審團會評議做出裁決，被告最後將

面臨死刑、終身監禁，或是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三種命運之一。在量刑考量上，

被害影響陳述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考量因素。其重要性可以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曾就死刑案件是否應考量被害影響陳述，做出三個極具代表性的重要判例得知。

由於這三個法院見解前後完全不同，至今關於死刑案件中的被害影響陳述議題，

不論是實務或是學術界仍舊是爭議不斷而尚未有定論。 

 

第一項 加重情節 

    加重情節是指那些使某些犯罪和被告人特別應當判處如死刑那樣殘酷刑罰

的情節79。在做出死刑判決前，量刑者至少需要找到一個加重情節。因此具備加

重情節，是判處死刑的前提。加重情節可以分為法定與非法定加重情節。非法定

加重情節是指法律中並未規定之加重情節。 

    在量刑程序的適格程序階段，量刑者只能考慮法定加重情節，但在選擇程序

階段，法定與非法定加重情節皆可納入考量。而適格程序中所考量的法定加重情

                                                                                                                                                                                        
69
 42 Pa.C.S. § 9711 (2015) 

70
 O.C.G.A. § 17-10-30 (2015) 

71
 Fla.Stat. §921.141 (2015) 

72
 21 Okla. Stat. § 21-701.12 (2014) 

73
 Utah Code Ann. § 76-3-207 (2013) 

74
 Fla.Stat. §921.141 (2015) 

75
 Fla.Stat. §921.141 (2015) 

76
 Wyo. Stat. § 6-2-102 (2013) 

77
 S.C. Code Ann. § 16-3-20 (2013) 

78
 Coyne, R., & Entzeroth, L., Capital Punishment and the Judicial Process 515(3rd ed., 2006). 

79
 程進飛，美國死刑量刑程式對我國的啟示，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7

卷第 3 期，2008 年 6 月，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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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在選擇程序可以再次加以考量。適格程序中，加重情節的舉證責任在檢察官

身上，對於加重情節的證明，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 

    2002 年以前，亞利桑那州州法規定犯下構成死刑判決的被告，只有在量刑

階段的法官認定至少有一個加重因素，而且沒有提出足夠的減輕情節的情況下，

才能施予死刑。而 2002 年 Ring v. Arizona 中，被告 Ring 抗辯並主張該判決違反

了第六修正案的陪審團審判的被告權利。他認為由法官認定事實，並因此提高刑

罰這件事是違憲的。法院多數意見認為，加重情節在刑法中的作用與犯罪要件的

作用相同，故應該由陪審團而非法官來認定加重因素，否則便是違反美國憲法第

六修正案所保障之被告有權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80。自此之後，美國各州死刑

量刑制度中陪審團的地位受到重大影響。大致上來說，在 Ring 案判決之前，亞

利桑那州、愛達荷州、蒙大拿州規定由單一法官施予死刑，科羅拉多州以及內布

拉斯加州則是規定由三人法官小組來決定死刑。但在 Ring 案之後，上述五州的

州法被宣告違憲，阿拉巴馬州、德拉瓦州、佛羅里達州、印第安那州則允許陪審

團做出死刑建議之後由法官作量刑決定。前述這九個州是在 Ring 案之後受到最

直接影響的地區。雖然在其他州法是否合憲的問題上，Ring 案判決所帶來的效果

並不清楚，密蘇里州、新澤西州、新墨西哥州、內華達州在 Ring 之後便重新修

改法條或是改為 Ring 案的程序81。Ring 案之後，聯邦最高法院確立了加重情節須

由陪審團認定的見解。 

    聯邦政府以及某些州，允許量刑者考慮非法定的加重因素。這些非法定的加

重因素是指在特定案件中經個別法院認可，但未列在死刑法中的事項，像是被告

的犯罪紀錄、被告搶劫的動機、使用致命性武器、未有反悔自責、是對社會未來

的威脅、軍事紀錄中對於長官的不尊敬、甚至是政府未察覺到可以構成減輕因素

                                                                 
80
 琳達·E.卡特、埃倫·S.克賴斯伯格、斯科特·W.豪爾著，王秀梅、邱陵、曾賽剛譯，美國死刑法

精解(2 版)，北京大學，2009 年，頁 55。 
81
 Radha Iyengar,Who's the Fairest in the Land? Analysis of Judge and Jury Death Penalty Decisions, 54 J. 

Law & Econ. 693, 70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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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證據等等，都曾是非法定的加重因素之一82。 

    允許檢察官提出非法定加重因素的其中一個正當理由是，如果憲法要求不能

限制被告所提出的減輕因素，那麼加重因素也不應該被限制。但要注意的是，儘

管憲法要求被告能夠提出所有的減輕因素，法院卻並未主張憲法有要求檢察官可

以提出所有的加重因素83。 

 

第二項 減輕情節 

    減輕情節是指為謀殺或其他犯罪提供某種程度的解釋或者理由(但不是原諒

或者辯解)
84，是被告不應該被判處死刑的理由。被告有權利在法庭上提出減輕情

節證據。這些證據不是用來正當化犯罪，或是做為犯罪的藉口。減輕情節證據是

出於公正、仁慈的理由，作為減輕道德罪責(moral culpability)程度的考量因素85。

減輕情節的舉證責任落在辯方身上，證明標準為優勢證據原則。 

    1978 年 Lockett v. Ohio 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量刑者不能將非法定減輕情

節排除在外而不考慮。之後雖然聯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對減輕情節做了較寬泛的

解釋，但聯邦最高法院對減輕情節的運用情形並沒有具體的規定。因此，雖然各

州不得對減輕情節的採納進行限制，但是對於如何運用減經情節，各州可以自行

規定。不過在程序上必須要滿足三個原則。第一，不論法定或非法定減輕情節，

量刑者都應予以考量。如同加重情節，減輕情節也有非法定的。1987 年

Hitchcock v. Dugger 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陪審團只考量了法定減輕情節，而

未考慮像是被告受虐背景之非法定減輕因素，是錯誤的，因此將該類減輕證據排

除而做成的死刑判決是無效的。第二，量刑程序中，量刑者可以考量減輕情節。

第三，減輕證據的認定，不需陪審團全體一致認定，單獨陪審員可以各自決定某

證據是否為減輕證據。1988 年 Mill v. Maryland 案，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法官對陪

                                                                 
82
 Coyne, R., & Entzeroth, L., supra note 78, at 422-424. 

83
 Id. at 425. 

84
 程進飛，前揭註 79，頁 123。 

85
 Coyne, R., & Entzeroth, L., supra note 78, at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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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員的指示，可能會使陪審員以為除非全部 12 名陪審員一致同意某項減輕證據

的存在，否則他們不能考慮任何的減輕證據。本案反映出第三個原則，也就是每

個陪審員可以單獨採用減輕證據86。 

 

第三項 加重與減輕情節的權衡 

    在量刑階段的最後，量刑者會決定對被告的處罰結果。大多數州是由陪審團

進行量刑，但有些州將決定權交給法官，另外有些州則是由陪審團向法官提出建

議，然後由法官作出最後的判決。在這過程中，量刑者會將所有加重與減輕證據

納入考量，然後做出決定。而衡量加重與減輕情節的方式，大致上可以分成權衡

式(weighing)、非權衡式(nonweighing)。 

    權衡式中的量刑者依加重及減輕情節作權衡。量刑者會得到具體指導。一般

的情況下，只有在加重情節大於減輕情節時，量刑者才能判處死刑。但因為各州

規定不同，也有允許量刑者在加重情節大於減輕情節的時候，判處被告終身監禁

者的規定87。而非權衡式的模式中，不要求量刑者權衡加重與減輕情節，僅要求

量刑者須考量加重與減輕情節。非權衡式中，法官不會去指導量刑者要如何進行

衡量，量刑者應如何衡量並沒有具體要求。因此當某種證據的份量超出另一種證

據時，也沒有關於應處以何種刑罰的指示。因此非權衡式的量刑者有完全的裁量

權，決定被告死刑或是終身監禁。除了權衡與非權衡模式，還有另一種量刑模式，

稱為高度結構模式(Highly structured format)，德州、維吉尼亞州、奧勒岡州均採用

此種模式，並以德州為代表。德州並沒有對加重與減輕情節作具體規定，而是由

立法機關設計出一種詢問具體問題的模式，陪審團需要回答三個問題：(1)被告是

否在預見到可能導致死亡的情況下故意實施了犯罪；(2)被告將來對社會是否有潛

在危險性；(3)被告是否對被害人的挑釁做了不合理的回應。當陪審團就以上三個

                                                                 
86
 琳達·E.卡特、埃倫·S.克賴斯伯格、斯科特·W.豪爾著，秀梅、邱陵、曾賽剛譯，前揭註 80，頁

145、147。Coyne, R., & Entzeroth, L. , supra note 78, at 477. 481 U.S. 393 (1987). 
87
 琳達·E.卡特、埃倫·S.克賴斯伯格、斯科特·W.豪爾著，秀梅、邱陵、曾賽剛譯，前揭註 80，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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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均回答為“是”的時候，就必須判處死刑88。 

    美國憲法並未規定權衡加重與減輕情節的特定方法或標準。各州對於加重情

節與減輕情節的權衡方式，各有不同。舉例來說，喬治亞州的陪審團在判處被告

死刑之前，必須認定一個加重情節的存在。然而，喬治亞州採取的是非權衡式的

量刑模式。通過適格程序後，選擇程序中的陪審員沒有獲得任何指導，但需要考

慮所有情節，量刑者有判處終身監禁或是死刑的完全自由的裁量權。其他州則是

特別要求認定事實者(fact finder)要有權衡的過程，衡量加重及減輕情節以決定是

否判處被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作為死刑的必要條件，認定事實者必須至少找到一

個以上的加重情節。如果認定事實者找無法找到一個以上的加重情節，就必須做

出輕於死刑的刑罰；而如果找到一個以上的加重情節，就必須衡量加重與減輕情

節以決定是否適當的刑罰為何89。 

    賓州的量刑機制則是不同於其他多數管轄權的量刑機制。當陪審團在案件中

發現至少一個加重情節時，陪審團即會檢視減輕情節是否也有被提出。如果陪審

團找到一個減輕情節(要求要有一個陪審員贊成)，那麼陪審團就會權衡加重情節

與減輕情節。然而，如果陪審團無法找到至少一個減輕情節，法院要求陪審團必

須駁回死刑決定而無論被告的死刑判決是否適當。儘管這個對於陪審團裁量權的

限制導致了不合法的強制判決，最高法院是支持這個程序的90。 

 

第四項 誰來量刑 

   目前，美國多數保有死刑的州，是以陪審團做為死刑案件的量刑者，但仍有

少數州，像是蒙大拿州、阿拉巴馬州、德拉瓦州、佛羅里達州，則是將量刑決定

交給法官。其中，阿拉巴馬州由陪審團向法官做出量刑建議，佛羅里達州也是由

陪審團向法官為量刑建議，陪審團中的多數非死刑建議，只有在沒有任何一個陪

                                                                 
88
 同前註，頁 159。 

89
 Coyne, R., & Entzeroth, L. , supra note 78, at 494. 

90
 Id. at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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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員會投給非死刑裁決的時候，才可以被推翻91。 

    而有些以陪審團做為死刑量刑者的州，有時也會有法官量刑的情形存在。像

是印第安那州、密蘇里州、俄亥俄州、加州在某些情況下，允許法官決定量刑。 

印第安那州、密蘇里州的法官，只有在全體陪審團對於是否給予死刑裁決的意見

發生不一致時，始由法官決定刑罰。而俄亥俄州則只有在被告認罪時，由三位法

官組成的合議庭來決定刑罰，且該州法官可以在某些例外情形下推翻死刑裁決。

加州的法官同樣也得以在例外情形下推翻死刑裁決92。 

 

第四節 適用於死刑案件之爭議 

    被害影響陳述是常見的加重情節
93
。而不論是權衡或是非權衡的量刑方式，

加重情節皆為量刑者所需考量的因素之一。因此，作為加重情節的被害影響陳述

對於量刑結果是具有影響性的。 

    在被害人權利運動的影響之下，被害人陳述的權利開始受到矚目與討論。儘

管許多州立法允許被害人在司法程序中發表意見，但卻仍將死刑案件排除在適用

範圍之外。最高法院也表達出其不願意在死刑案件中允許被害人陳述的想法94。

為深入瞭解司法程序中被害人之意見陳述背後的法理基礎，以及法院禁止或允許

的理由，以下將檢討美國司法史上三個有關死刑案件被害影響陳述的重要判決。 

 

第一項 Payne 之前的被害影響陳述 

    關於死刑案件使用被害影響陳述是否違反美國憲法第八條修正案的問題，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見解以 1991 年 Payne 案作為分水嶺：1987 年的 Booth 案以及

1989 年的 Gathers 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禁止死刑案件使

                                                                 
91
 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 

  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us-supreme-court-ring-v-arizona (最後瀏覽日：2014/05/28) 
92
 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 

  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us-supreme-court-ring-v-arizona (最後瀏覽日：2014/05/28) 
93
 虞平，前揭註 62，頁 22。 

94
 Christine M. Englebrecht, supra note 1, at 27. 

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us-supreme-court-ring-v-arizona%20(最後瀏覽日：
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us-supreme-court-ring-v-arizona%20(最後瀏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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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被害影響陳述；但在 1991 年的 Payne 案，聯邦最高法院的見解卻有了一百八

十度的轉變。本節將以 Payne 案為分界，分別敘述聯邦最高法院之見解、各州在

Payne 案後於法規上所做之修改，以及相關學說討論。 

 

第一款 Booth v. Maryland 

    美國在死刑案件中對於是否使用被害影響陳述的爭議，最早出現在 1987 年

的 Booth v. Maryland 案。該案中，被告 John Booth 與其共犯 Willie Reid 為了搶錢

購買海洛英而闖入其鄰居家中。因為 Booth 知道這對老夫妻會認出他來，故欲將

夫婦兩人殺害。夫婦倆被綁住、嘴巴也被塞住，Booth 還用廚房刀子在他們胸口

上刺了好幾刀。兩天之後，被害人的屍體被他們的兒子發現了
95。 

依照馬里蘭州法律的規定，所有的重罪案件都必須由假釋及緩刑委員會

(Division of Parole and Probation)提出量刑前報告。這份被告是為了指導量刑者做出

適當的刑罰判決。而這份報告除包括提供犯罪以及被告的有關資訊外，依規定也

必須包含被害影響陳述，以描述犯罪對被害人及其家人所造成的影響96。馬里蘭

州法律所允許之被害影響陳述內容，包含了被害人所受的經濟損失、身體上傷害、

所需之心理輔導、以及其他任何有關犯罪對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所造成的影響97。

Booth 案中的被害影響陳述內容類型有：被害人的個人特質、犯罪對被害人家屬

所造成的情感影響、被害人家屬對犯罪與被告的描述與意見98。陪審團最後對

Booth 與其共犯做出死刑判決。 

本案量刑前報告中的被害影響陳述是來自於與被害人兒子、女兒、女婿及孫

女的訪談，並且詳細地描述了被害人在精神上與情緒上因犯罪所造成之影響。被

害人家屬也談到他們沒有辦法繼續過日子、對於被告的憤怒，他們更相信這樣殘

忍殺害他人的人沒有辦法被修復99。被害人家屬的談話100，許多是著重在被害人

                                                                 
95
 Booth v. Maryland, 482 U.S.496(1987). 

96
 Id. at 501-502. 

97
 Christine M. Englebrecht, supra note 1, at 28. 

98
 supra note 95, at 502-503. 

99
 Christine M. Englebrecht, supra note 1, a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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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人格特質，以及家屬對於被害人的濃濃思念。因為犯罪，被害人的兒子睡

眠不足、沮喪，並且生命中第一次感到害怕；他說自己的父母就像是動物被宰殺

一般。被害人的女兒同樣也是睡眠不足，並且自案件發生之後變得沉默寡言、不

信任他人；她說她再也不能看暴力電影或是廚房刀子，因為這會提醒她父母被殺

的事實，她在最後更談到無法原諒被告，像被告這樣的人是永遠沒有辦法被修復

的。被害人的孫女則描述了被害人的死亡是怎樣地毀了在一個案發幾天後所舉行

的近親婚禮；新娘沒有去蜜月反而參加了葬禮。被害影響陳述也論及被害人的孫

女在事件發生之後接受了好幾個月的諮商，這個諮商後來停止了，原因是她認為

沒有人可以幫助她。 

被告律師認為被害影響陳述的資訊是無關聯性且過度煽動的，因此在死刑案

件使用被害影響陳述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所以主張應該禁止被害影響

陳述。但是馬里蘭州一審法院拒絕了被告律師的請求，法院認為陪審團有權考慮

與量刑決定有關的所有證據
101

。馬里蘭州上訴法院維持了一審法院的定罪與判刑。

聯邦最高法院最後以五比四的決定，認為死刑案件量刑程序中引入被害影響陳述

違反憲法第八修正案102。 

Booth 案是第一個有關被害影響陳述的死刑案件，沒有前例可循，而且法官

們的意見分歧，多數意見有五位，卻也有四位法官持不同意見，這使得法院的判

決留下了爭議103。本案的核心問題在於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是否禁止陪審團在死

刑審判的量刑程序中考量被害影響陳述。 

    主要爭論點有三個。第一，死刑案件使用被害影響陳述是否違反了美國憲法

增修條文第八條104。法院多數意見認為，被害影響陳述會影響陪審團對被告的關

注，而將注意力轉移到被害人身上。又被害影響陳述的效果依陳述者的陳述能力

                                                                                                                                                                                        
100

 supra note 95, at 499-500. 
101

 Id. at 500-501. 
102

 Id. at 509. 
103

 Ashley Paige Dugger, supra note 45, at 388. 
104

 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不得要求過重的保釋金，不得課以過高的罰款，不得施予殘酷的、逾

常的刑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9 
 

會有所不同，這增加了憲法上所不允許的風險，也就是死刑判決涉及任意性問題。

因此，死刑案件使用被害影響陳述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但持不同意見之

White 法官卻認為，被害影響陳述在死刑量刑程序中是尤其合適的證據，因為州

政府在對抗被告有權提出的減輕證據上，有合法的權益105。同樣持不同意見的

Scalia 法官則是認為，使用被害影響陳述讓兩造雙方意見都可以被聽見，這並不

違憲106。 

    其次，係被害人所受傷害是否為量刑考量因素之一。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與

被告的個人責任及道德罪過有關的因素，才能納入量刑考量
107；被害人的性格與

名聲，以及犯罪對被害人家屬的影響等因素，可能是與被告的可非難性完全無關

的108
，而因為被害人家屬所受之傷害不能反應出被告的可非難性，所以不能做為

量刑考量因素。但持不同意見的 White 法官認為被害人也跟被告一樣，在審判中

也應該要被視作是單一個體，被害人的死亡對社會以及其家人所造成的“特定傷

害”，應該要納入量刑考量
109

。他並提出質疑，質疑為什麼在非死刑案件中，處

罰可以因為所造成的傷害而增加，而不去論究被告造成傷害的特定意圖，但為何

相同的方法在死刑案件中卻是得到違憲的結論110。不同意見的 Scalia 法官則是認

為，犯罪造成的傷害是與被告的個人責任有關111。本案中，多數意見擔心被害影

響陳述會導致“對被害人的小型審判”，而反對死刑量刑程序使用被害影響陳述

112；但是不同意見卻正當化了被害影響陳述的引入，認為被害影響陳述給了量刑

者一個關於傷害程度的信息
113

。 

    此外，多數意見認為，有些被害人家屬無法清楚表達自己的感受。他們對於

                                                                 
105

 supra note 95, at 517. 
106

 Id. at 521. 
107

 Id. at 502. 
108

 Id. at 504. 
109

 Id. at 517. 
110

 Id. at 517. 
111

 Id. at 519. 
112

 Phillip A. Talbert, Relevance of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to the Criminal Sentencing Decision, 36 

UCLA L. Rev. 199, 225-227(1988). 
113

 Id. at 22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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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親人的感受，與那些可以清楚表達感受的被害人家屬是一樣的，但他們只是

口才不好而已114。所以對多數意見來說，並不存在一個可以用來衡量被害人所受

傷害的客觀標準的存在。不同意見反駁這個看法，認為法院是多慮的；因為這世

上沒有哪兩個檢察官有相同能力去對陪審團提出他們的主張，也沒有哪兩個證人

對事實的傳達有同樣的能力115。 

    最後一個爭點是被告的抗辯。多數意見認為提供一個被告抗辯被害影響陳述

的公平機會，是有困難的。被告很難去抗辯被害影響陳述誇大了犯罪所造成的影

響。即便在某些案件中，被告可能對被害影響陳述提出像是被害人的個人特質是

可疑的、不受歡迎的、是被家人所排斥的證據，但是法院的焦點會因此從被告身

上轉到被害人身上，形成一個法院對被害人的小型審理(mini trial)。這樣的小型

審理會使陪審團偏離了憲法上所要求的義務，即憲法要求陪審團依被告背景、犯

罪記錄及犯罪事實來決定死刑是否適當116。White 法官認為多數意見就被告抗辯

所假設的問題，只是推測的，是與本案事實無關聯性的。被告本就應該被允許引

入相關證據去對抗被害影響陳述，而且馬里蘭州並沒有限制被告的這種權利。惟

本案被告並沒有提出這樣的抗辯證據，這可能是他考慮到這樣做並非有利於己的

結果117。 

而針對本案中所出現的被害影響陳述類型，多數意見認為這兩種類的資訊均

與死刑決定無關。第一種類型是被害人家屬所受傷害，以及被害人的個人特質。

不但這類資訊都是被告所不知悉的，而且用這些資訊來做為量刑的基礎，會產生

判決恣意的風險。第二種類型是被害人家屬對犯罪的意見與描述。例如，被害人

兒子陳述其父母“像是動物般被宰殺”，他不相信有任何人可以做出這樣的事，

並且逍遙法外。被害人女兒則是“永遠無法原諒那樣殺害自己父母的人”，她不

相信有人可以對其他人做出那樣的事。她說：「動物就不會這樣做」。多數意見

                                                                 
114

 supra note 95, at 506. 
115

 Id. at 517-518. 
116

 Id. at 506-507. 
117

 Id. at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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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認為這些陳述影響陪審團決定，使陪審團以情感為基礎做出判決118。 

 

第二款 South Carolina v. Gathers 

    Booth 案兩年之後，在 1989 年 South Carolina v. Gathers 案中，Gathers 被指控

和其他三個人在公園用刀殺死被害人 Haynes。1986 年 9 月的一個星期六晚上，

Haynes 安靜坐在母親家附近的公園長椅上，身邊放著聖經以及許多宗教物品。

Haynes，31 歲，沒有工作，在他死亡前兩年，他患有某些心理疾病，並且三次進

出精神病院，雖然沒有宗教訓練，但他自認為是牧師。他一般都會帶著幾個袋子，

裏頭裝著宗教意義的物品，包含兩本聖經、玫瑰珠子、塑膠雕像、橄欖油、以及

宗教冊子(Game Guy’s Prayer)。案發當天，Gathers 與其他三個同伴遇到坐在公園

長椅上的 Haynes，在 Haynes 拒絕了 Gathers 的談話後，Gathers 及其他同伴開始殘

暴的攻擊 Haynes。Gathers 在他頭上敲碎了啤酒瓶，然後很用力地踢他。Haynes

被打之後，攻擊者們開始在他的東西裡面翻找有無值錢的東西，Haynes 的東西在

翻找的過程中被丟在地上。Gathers 的同伴離開後，留在現場的 Gatheres 用雨傘攻

擊失去意識的 Haynes，並且將雨傘強行塞進他的肛門裡。Gathers 之後便離開了，

他走到附近的一棟住宅。過了一段時間之後，Gathers 再次回到公園，用刀將 Haynes

刺死119。南卡羅來納州最高法院撤銷了被告的死刑判決120。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

五比四的結果支持該見解。 

    本案檢察官的最後陳述內容成為了爭議。檢察官在量刑階段的最後陳述中，

向陪審團朗讀了被害人所攜帶的宗教冊子。檢察官從被害人的隨身物品有宗教冊

子、投票登記證，從中推論出被害人的人格素質，並對此做出評論。檢察官說：

「我們可以從證據看出 Haynes 是個宗教信仰者。他有他的宗教物品。被告將這

些物品撒落在自行車道上，認為這些東西毫無意義。回想當時的情況，Haynes

有像是玫瑰珠子、塑膠天使雕像的宗教物品，但是被告一點都不關心 Haynes 是

                                                                 
118

 Id. at 506-509. 
119

 Ashley Paige Dugger, supra note 45, at 391. South Carolina v.Gathers, 490 U.S.805(1989) 
120

 South Carolina v.Gathers, 490 U.S.805, 805(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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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再看看 Haynes 名為“Game Guy's Prayer”的祈禱文。我們

知道 Haynes 是一個小人物，他有心理疾病，沒有辦法維持穩定的工作，沒有財

富也沒有名聲。當事情發生的時候，他接受它；當他遇到悲劇，他準備好去應對。

你們會發現，本案中有一些告訴你更多有關公正裁決的其他證物。在 Haynes 的

隨身物品中，有個被告不在意，但是我們很重視的東西─一張投票登記證。Haynes

信任這個社會，他參與之，並且相信在查爾斯頓郡、在美國，你可以去任何公園，

坐在長椅上，而不被 Gathers 這種人所攻擊」121。不同於 Booth 案，Gathers 案的檢

察官並沒有朗讀來自被害人家屬的被害影響陳述，反而是在量刑階段的最後陳述

中，以被害人的宗教冊子以及投票登記證為主要論述對象，對被害人的品格做出

評論。檢察官的陳述內容是屬於 Booth 案中的第一種類型，被害人的品格。 

    Gathers 案的被害影響陳述爭議在於：來自檢察官而非被害人家屬的有關被

害人個人特質的資訊，是否可以作為被害影響陳述而且被允許，以及是否允許與

犯罪情節有關之陳述內容。這些都是 Booth 案時法院所未處理的爭議。 

多數意見認為，儘管本案中是檢察官而非被害人家屬描述了被害人的個人特

質，但從 Booth 案的任何一個方面來看，這都是沒有差別的。因此法院依循 Booth

案見解，認為讓陪審團將被害人的個人特質納入考量，會導致死刑的施予係基於

被告所不知道的、或是與被告殺人決定無關的因素122。 

然而，Booth 案卻留下了如果內容是與犯罪情節直接相關時，被害影響陳述

是可以被允許的可能性。法院認為，檢察官的陳述，即被告將被害人的物品撒落

一地這件事，是與犯罪情節有關的，故檢察官可以對此為合理評論。但是檢察官

的陳述內容─對陪審團朗讀 Game Guy's Prayer 內容，以及對於自 Game Guy's Prayer、

投票登記證所推論出的被害人個人特質的評論─均遠遠超出了犯罪事實123。因為

沒有證據顯示被告有讀到被害人文件上的內容，被告只是在找值錢的東西而已，

其所花費的時間不但很短，而且現場的光線還很暗，所以被害人隨身物品的內容

                                                                 
121

 Id. at 808-810. 
122

 Id. at 811. 
123

 Id. at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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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犯罪情節無關124。法院並重申了死刑的施予必須是與被告的個人責任以及道德

罪過有緊密關聯的125。由於這些被害人攜帶的文件內容無法提供有關被告道德罪

過的資訊126，因此該證據在量刑中是不被允許的。 

    由 O'Connor 法官主筆的不同意見認為，Booth 案及本案都是錯誤的決定。

O'Connor 法官認為，被害人家屬所受傷害的陳述內容在死刑量刑階段沒有容身之

處，是 Booth 案判決的核心127。但是 Booth 案對下級法院造成了相當大的困擾，

有些法院將 Booth 判決解釋得太廣泛，認為被害人品格資訊的引入違反美國憲法

增修條文第八條。而有些將 Booth 案解釋得較狹窄的法院，則是認為美國憲法增

修條文第八條並不禁止檢察官於量刑階段做出有關被害人品格的言論128。因此

O'Connor 法官認為，本案所要做的是，應該對 Booth 案採取怎樣的解釋。廣義或

是狹義？O'Connor 法官對 Booth 案採取了較寬鬆的解釋，其不認為憲法第八修正

案嚴格禁止陪審團聽取任何主張，或是禁止考慮有關被害人個人特質的證據129。

而關於被告所造成的傷害是不是量刑者應該考量的部分，O'Connor 法官認為，美

國憲法第八修正案並未禁止州將殺人行為對社會上其他人所造成的傷害作為量

刑考量。被害人死亡對社會所造成的傷害，與量刑者在思考適當處罰時的社會道

德判斷是有關係的130。本案中那些表示被告是溫柔親切、有愛心的，只是在家中

沒有得到充分指導與訓練的證詞，雖與 1986 年 9 月 13 日事件並無直接關聯，但

是卻與陪審團對被告及其道德上可非難性的評價有關131。 

    儘管 O'Connor 法官認為 Booth 案是錯誤的決定，但她認為 Gathers 案判決可

以得到支持而不需要推翻 Booth 案判決132。因為這兩個案件的被害影響陳述內容

是不同的。Booth 案的內容是被害人家屬所受到的傷害，但在 Gathers 案，討論的

                                                                 
124

 Id. at 812. 
125

 Id. at 810. 
126

 Id. at 812. 
127

 Id. at 814. 
128

 Id. at 813. 
129

 Id. at 814. 
130

 Id. at 819. 
131

 Id. at 817-818. 
132

 Id. at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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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檢察官對被害人個人的評論133。而且她認為，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並

沒有阻止檢察官向陪審團傳達被奪走的生命感受134。 

在 Booth 案主張不同意見的 Scalia 法官，在 Gathers 案依舊持反對見解。Scalia

法官認為 Booth 案是錯誤的決定，應該要被推翻。他認為，在立法者用錯誤原則

作為基礎來立法之前，Gathers 案是一個改正過去錯誤(Booth 案)的機會135。 

 

第三款 Payne v. Tennessee 

    然而，距離 Booth 案僅四年，聯邦最高法院在 Payne v. Tennessee 案推翻了先

前的見解。這次法院認為，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並未禁止死刑案件使用被害

影響陳述。 

    被害者是 28 歲的 Charisse Christopher、Christopher 的兩歲女兒 Lacie，以及她

的三歲兒子 Nocilas。他們三個人住在田納西的公寓裡，對面住著的是 Payne 的女

友 Bobbie Thomas。1987 年 6 月 27 日，Payne 回到公寓，進入 Christopher 的屋子

並性侵了 Charisse。Charisse 拒絕了他，於是 Payne 變得暴力。鄰居聽到 Christopher

房間裡傳來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聲之後，打了電話給警察。警方發現房間裡的牆

壁以及地板佈滿鮮血，Charisse 以及她的小孩躺在廚房地板上。經過七個小時的

手術後，Nicolas 奇蹟似的活了下來，但是 Charisse 與 Lacie 卻不幸過世了136。 

    在量刑階段，Payne 提出四個證人的證詞，分別是自己的父母、女友 Bobbie 

Thomas、以及專長是刑事法院評估工作的臨床心理學家 John T. Huston。每一個證

人都證實了有關被告背景及個人特質的減輕因素137。Bobbie 說她被老公虐待的那

一段時間裡，在教堂裡遇到了 Payne。她說 Payne 是個非常有愛心的人，他把許

多時間與注意力都奉獻給她的三個小孩。她說她的小孩很愛 Payne，會想念他，

而且他就像是疼愛小孩的父親一樣。她聲稱 Payne 不喝酒、不吸毒，以他的人品

                                                                 
133

 Id. at 814. 
134

 Id. at 817. 
135

 Id. at 824 . 
136

 Payne v. Tennessee, 501 U.S. 808 (1991) 
137

 Id. at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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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犯下這些罪的。Huston 博士則表示，根據 Payne 在智力測驗中的低分成

績，Payne 是有智能障礙的。他說到：「Payne 既不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是精神分

裂症患者，他是我見過最有禮貌的犯人」。Payne 的父母則證明 Payne 既沒有犯

罪紀錄，也從來沒有被逮捕過。他們還說 Payne 沒有喝酒以及吸毒歷史，他對小

孩很好，也是個好兒子138。州政府則找來了 Christopher 的母親作證。當她被問到

女兒及孫女的死亡對孫子造成怎樣的影響時，她說：「他哭著找媽媽。他不明白

為什麼媽媽不回家。而且他哭著找妹妹。他一個星期來找我好幾次，並問我想不

想他妹妹。他說我很擔心我的 Lacie」
139。 

    在就死刑為爭論的最後陳述中，檢察官對 Nicolas 的經歷發表了意見：「我

們知道 Nicolas 活了下來。他當時就在那個房間裡。他是有意識的，他可以對醫

護人員做回應、有辦法依循他們的指示。當他被搬上救護車時，他可以拿著他的

腸子，所以他知道他的母親跟妹妹發生了什麼事。任何事情都不能減輕這些涉案

家屬的痛苦，這是個悲劇，他們這輩子都會帶著這份痛苦。你沒有辦法為 Charisse

以及 Lacie 做任何事，但是有些事你可以為 Nicolas 做。Nicolas 長大後會希望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他想要知道他的母親跟妹妹發生了甚麼事。他想要知道做出了怎

樣類型的制裁。你們的裁定將會告訴他答案」140。 

    在反駁 Payne 的最後陳述時，檢察官表示：「你們今天早上看到錄影帶了。

你們看到 Nicolas 將會永遠記住什麼事情。當你們談到殘忍、談到殘暴，談到十

惡不赦，那畫面總是進到你的腦海，可能你的餘生都會如此…。沒有人會知道

Lacie，因為她甚至沒有機會長大。因此，沒有高中校長會去談到 Lacie，也沒有

人會帶她去高中舞會。Nicolas 的母親也不在了，她不會在晚上親吻她。他的母

親永遠都不會給他晚安親親，或是在他上床睡覺時輕拍他，或是握住他的手，為

他唱搖籃曲…。被告律師要你們去思考被告的好名聲、那些愛著被告的人，以及

與被告有關的事情。被告律師不要你們去思考愛著 Charisse 的人、愛她的父母。

                                                                 
138

 Id. at 814-815. 
139

 Christine M. Englebrecht, supra note 1, at 36. 
140

 supra note 136, at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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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著小 Lacie 的祖母依然在這裡，每天為 Lacie 悲傷。要知道他最好的小玩伴去

哪裡了的 Nicolas 也是。他沒有人可以陪他看卡通了。這些就是為什麼這起案件

特別殘忍、兇惡以及可憎，這些是 Nicolas 將一輩子背負的重擔」141。陪審團最後

裁定 Payne 死刑。 

    當案件到了聯邦最高法院，法院認為就被告的有責性而言，被害影響證據是

重要的。聯邦最高法院將被害影響陳述內容限制在有關被害人個人特質，以及犯

罪對被害人家屬造成的影響的證據。而 Booth 案所不允許的被害人量刑意見，因

為 Payne 案時並沒有提出這類陳述內容，所以法院沒有對被害人的量刑意見做考

量。聯邦最高法院最後以 6 比 3 的票數，認為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並未禁止

陪審團在死刑案件量刑階段考量被害影響陳述。 

    Payne 案中，聯邦最高法院針對 Booth 案、Gathers 案所做之回應，大致可以

分成下列幾點： 

    1.針對 Booth 案認為要把被告當成是“一個獨特的人”來對待：多數意見認

為被害人也是一個獨特的人。被告可以無限制地引入減輕證據，但是被害影響陳

述卻要被禁止。州無法向陪審團提供“被害人一生的快速一瞥”，不能將犯罪行

為對被害人家屬及社會所造成的損失給展現出來，這樣子是不公平的142。 

    2.針對 Booth 案提到，允許被害影響陳述，會讓陪審團認為被害人是社會資

產的被告，相較於那些價值較低的被告，更應該受到處罰：多數意見認為，被害

影響陳述不是用來比較被害人的，被害影響陳述是用來顯示每個被害人的“作為

人的獨特性”。法院並以 Gathers 案為例，說明：Gathers 案的被害影響證據顯示

被害人是失業、精神障礙的，在多數人的眼中，他或許不是一個對社會有重要貢

獻的人，但他仍然是一個人。而且，被害影響陳述只是另外一個形式或方法，用

來告訴量刑者有關犯罪造成的傷害；這是量刑者長久以來所考量的一種證據類型。

Booth 案可能阻止了陪審團擁有決定被告刑罰的所有必要資訊。因此，為了讓陪

                                                                 
141

 Id. at 816. 
142

 Id. at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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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團評價被告的道德罪過以及可非難性，州可以決定在量刑階段中要有被告所造

成傷害的證據143。 

    3.針對Booth 案認為被害影響陳述的引入，會造成死刑判決的施予是任意的：

多數意見認為，州政府在死刑案件與其他案件中，可以自由設計新程序以及新救

濟，以滿足其切身需要144。而且如果被害影響陳述的引入對被告過於不利而造成

審判不公平，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提供了一個救濟機制145。 

    4.針對 Booth 案主張因為被告很難去反駁被害影響陳述，而且被害影響陳述

會把陪審團的注意力從被告身上移開，產生對被害人品格的小型審判，而認為被

害影響陳述應該要排除：法院多數意見認為，有關被害人的證據，有時候會在定

罪階段就呈現在陪審團面前，而即便在量刑階段允許額外的證據，本案被告與其

他案件被告的處境都是一樣的。基於策略，他們都不會去抗辯這些證據146。 

    5.針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是否禁止被害影響陳述的使用：Booth案中，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禁止被害影響陳述的使用。而在

Gathers 中，法院將 Booth 案對被害影響陳述的禁止，擴展到檢察官對陪審團的陳

述。但是到了 Payne 案時，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憲法第八修正案並沒有禁止被害影

響陳述的使用。美國的法律、刑事訴訟程序都受到美國憲法的拘束。美國憲法增

修條文第八條是對死刑程序的限制，限制有兩個：第一，某些犯罪禁止科處死刑。

第二，州不能限制量刑者考量那些可能會讓自己做出非死刑判決的相關情狀。換

句話說，國家應該允許被告提出的相關資訊與證據。在憲法的限制之下，州可以

規定哪些殺人者應該要被處罰147。因此，多數意見認為，州可以依法決定有關被

害人、犯罪對被害人家屬所造成的影響等證據，是與陪審團決定是否判處死刑的

決定有關148。 

                                                                 
143

 Id. at 824-825. 
144

 Id. at 824-825. 
145

 Id. at 825. 
146

 Id. at 823. 
147

 Id. at 824. 
148

 Id. at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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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Payne 案是否應維持與 Booth 案、Gathers 案相同見解，即判決先例的問題：

多數意見認為，判決先例，促進法律原則的公平性、可預測性，以及一致性的發

展，促進對司法判決的依賴、幫助司法程序的完善149。然而當判決是行不通、或

是判決的推論不對時，法院不需要受到判決先例的拘束150。判決先例不是一個遵

循最新判決的公式，它不是不能改變的151。再者，Booth 案、Gather 案是在最狹窄

的邊緣做出來的(法官的意見比數是 5:4)，其判決基礎也遭到不同意見的質疑。因

此這些錯誤判決應該要被推翻
152。 

    然而，與多數意見不同，協同意見的 Souter 法官並未僅用憲法上錯誤作為推

翻 Booth 案以及 Gathers 案的依據。Souter 法官認為 Booth 案建立了一個不可行的

原則，這會產生專斷的後果以及運用上的不確定性153
。他的結論來自於三個事實

交互影響下的結果：第一，Booth 案將有關連性的事實限制在被告決定殺人時所

知悉與考慮的證據上。第二，被告所不清楚的被害人以及被害家屬細節，在習慣

上會被定罪階段所提出的證據揭露出來。第三，裁決是否有罪的陪審團，常常會

做出或是建議死刑判決154。從 Souter 假設的案例事實來看，Booth 原則的應用在

實踐上會造成問題。如果我們要求定罪階段的證據原則改變成 Booth 原則，而排

除對於被告所未知特定事實之考量，這會降低多數案件在審判上的全面性，剝奪

了陪審團對案情細節內容的了解。但若在定罪階段不適用 Booth 原則，沒有禁止

這些被告不知道的事實，就不能滿足 Booth 原則。因為除非法院選定獨立的量刑

陪審團，否則陪審團就會在定罪階段時聽到有關被害人個人特質的證據
155

。 

    Payne 案一共有兩個不同意見。Marshall 法官在不同意見的一開始，就主張

這次的法院決策是因為法院的人事變動。他更進一步指出，支持 Booth 以及Gathers

判決的法律以及事實都沒有任何改變，唯一改變的只有法院的人事組成，而這導

                                                                 
149

 Id. at 827. 
150

 Id. at 827. 
151

 Id. at 828. 
152

 Id. at 830. 
153

 Id. at 839. 
154

 Id. at 840. 
155

 Id. at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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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今天的 Payne 判決156。他重申 Booth 案的觀點，認為被害影響陳述能夠將陪

審團對被告的品行與犯罪事實的注意力，轉移到不該考量的因素上；像是被害人

家屬的口才、或是被害人的社會地位157。關於本案多數意見的主張，Powell 法官

以與 Brennan 法官都曾在 Booth、Gather 案中一一給予有力的答覆158。關於判決先

例，他認為除非有特殊的正當理由，否則法院不會背離前例。這些正當理由包含：

(1)法律的後續改變與發展；(2)使判決與新經驗、新事實一致；(3)特定的前例變

得有損於法律的一致性以及連貫性。但多數意見卻無法說出這些用來推翻前例的

基礎適用於 Booth 案及 Gathers 案。法院判決既沒有表示這些判決的法理受到最

近這兩年中法律變化與發展的破壞，也沒有表示“死刑決定應該要以理性而不是

情感為基礎”的原則受到懷疑159
。 

    Steven 法官先是在不同意見裡表示，法院的新判決背離了主宰好幾十年死刑

審判的法律制度160。因為直到 Payne 案前，死刑司法要求任何的死刑決定只能以

有關犯罪特徵與被告個人特質的證據為基礎
161

。除了引起陪審團的同情或情感，

沒有其他目的的證據，從來就不被認為是可以允許的162。另外，他認為使用被害

影響陳述才能維持被告與被害人間公平性的這個主張，是不合邏輯的。因為被害

人並未受到審判，所以被害人的品格不論是好是壞，都不因此構成加重或減輕情

節163。憲法賦予刑事被告某些權利，並對州施加特定限制，是為了保障個人免於

受到強大政府的侵害164。 

 

第四款 小結 

    針對 Booth 案、Gathers 案、Payne 案中所有法官對於是否允許被害影響陳述

                                                                 
156

 Id. at,844. 
157

 Id. at 846. 
158

 Id. at 846. 
159

 Id. at 849. 
160

 Id. at 856. 
161

 Id. at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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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856-857. 
163

 Id. at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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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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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可以整理成以下表格165： 

 

 Booth(1987) Gathers(1989) Payne(1991) 

Blackmun 反對 反對 反對 

Brennan 反對 反對 未參加 

Kennedy 未參加 贊成 贊成 

Marshall 反對 反對 反對 

O'Connor 贊成 贊成 贊成 

Powell 反對 未參加 未參加 

Rehnquist 贊成 贊成 贊成 

Scalia 贊成 贊成 贊成 

Souter 未參加 未參加 贊成 

Stenvens 反對 反對 反對 

White 贊成 反對 贊成 

    首先，在 Booth 案、Gathers 案中，Blackmun、Brennan、Marshall、 Powell、

Stenvens 法官對於被害影響陳述均採取反對之立場。於 Payne 案時，除了 Brennan、

Powell 法官未參與判決決定之外，其他三名法官仍維持反對立場。而在 Gathers

案中，雖然持反對意見的 Powell 法官並未參與 Gathers 案，但他的意見卻由本來

在 Booth 案持贊成立場的 White 法官給補上了。原本在 Booth 案持贊成立場的

White 法官，到了 Gathers 案時卻改變了原先的立場。 

    O'Connor、Rehnquist、Scalia 法官的立場始終一致，他們從 Booth 案到 Payne

案，始終對被害影響陳述抱持贊成意見。後來加入的 Kennedy 法官，在 Gathers

案與 Payne 案都採贊成立場。Payne 案才加入的 Souter 法官，也採取贊成意見。 

    如果不是 White 法官在 Gathers 案時改變見解，從原本 Booth 案的贊成意見改

                                                                 
165

 Ashley Paige Dugger, supra note 45, at 39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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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Gathers 案的反對見解，Booth 案中的多數意見到了 Gathers 案時就會變成少數

意見。而在 Payne 案時，贊成立場會成為法院的多數意見，是因為持反對意見的

Brennan 法官未參與判決，而新加入的 Souter 法官是採贊成意見的關係。 

    從 Booth 案到 Payne 案，法官們認為被害影響陳述是可允許的論述包含：(1)

被害人所受之傷害在評估犯罪嚴重性時，會被納入考量；(2)被害影響陳述可以避

免審判過度偏向被告；(3)州應避免被害人成為匿名的陌生人；(4)當被害影響陳

述過度煽動時，存在解決機制。而反對被害影響陳述的論述則是有：(1)被害影響

陳述會導致武斷、恣意性；(2)一個人的生與死，應該以理性而不是以情感作為判

斷基礎；(3)受審判的不是被害人，而是被告；(4)被害影響陳述會把對被告以及

犯罪情節的注意力轉移到被害人的人格特質上；(5)被害影響陳述會導致被害人存

在有不同價值的想法。 

    聯邦最高法院在 Payne 案中雖然解決了被害影響陳述沒有違憲的問題，但

Payne 案仍有許多問題是沒有處理的。被害影響陳述的內容限制、為該陳述的對

象範圍、是否提供被告程序上的保護…等等，聯邦最高法院沒有給出答案。而由

於最高法院的判決理由十分模糊，導致不同法院對於 Payne 案的不同解釋，產生

不同判決結果。 

 

第二項 Payne 之後的被害影響陳述 

    法院在 Payne 案基本上只解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

並沒有禁止被害影響陳述。聯邦最高法院並沒有強制各州要立法允許被害影響陳

述，也沒有提供應該採取什麼樣陳述類型的指導，一切皆由各州立法機關及法院

自行形塑被害影響陳述的類型與範圍。至於其他相關問題，諸如：誰可以陳述、

檢察官可以提出的被害影響陳述類型有哪些、是否需要建立保障被告權利的程

序…等等，甚至是 Booth 案提及的被害人家屬對犯罪、被告、以及量刑的意見，

這幾種類型的被害影響陳述是否可以允許，聯邦最高法院也沒有做出回應。Pa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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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倒不如說是留下許多未解的問題。所以如果認真的去看 Payne 案判決，將會發

現法院判決理由並沒有說明被害影響陳述必須被允許、或是應該被允許166。 

    學者及法界對於 Payne 案判決的討論也呈現分歧。有認為 Payne 案公開、合

法地肯定了被害人的價值以及被害人家屬的聲音。有的則質疑 Payne 案背後的法

律理由，特別是關於納入被害人聲音之後的公平性167。Levy 認為如果量刑階段允

許被害影響陳述，就應該要仔細的監督它；檢察官、被告律師、法官全部都要仔

細的檢查該證據，以確保被告的生死是用理性來決定的，而不是以被害人家屬或

朋友的情感來決定
168。 Coyne 也同意量刑者不會聚焦在被告身上，而是將注意力

放在被害人家屬及其痛苦上的說法。Henderson 認為，在美國死刑系統中，Payne

案是一個錯誤的例子；司法程序納入被害人，只會惡化被害人家屬的傷痛，他們

將再次經歷這痛苦169。Logan 認為，雖然最高法院合理解釋了被害影響證據提供

了對被害人一生的“一瞥”，但實際上的被害影響證據更像是一種“廣泛的、煽

動的”陳述
170

。 

    Harris 檢視了 Booth、Gathers、Payne 案的論述與敘述。其認為儘管法院鼓勵

被害人參與以分享他們獨有的痛苦，但這個過程並未提供一個讓獨特性顯露出來

的機會。相反的，這樣的敘述利用了善良、無辜的故事，而這些故事讓聆聽者連

結到對於被害人的刻板印象上171。Minow 發現，儘管被害者權利運動企圖透過司

法程序中被害人聲音傳達的方式，提供被害者一個露面的機會，但是這些影響陳

述卻沒辦法達到這個目的。因為當被害人被談論時，他們經常被壓縮成單位，被

                                                                 
166

 Coyne, Randall, Inflicting Payne on Oklahoma: The Use of Victim Impact Evidence During the 
Sentencing Phase of Capital Cases, 45 Okla. L. Rev. 589, 609(1992). 
167

 Christine M. Englebrecht, supra note 1, at 41. 
168

 Levy, Jonathan H.,Limiting victim impact evidence and argument after Payne v. Tennessee, 45 Stanford 

Law Review 1027, 1027-1060(1993)，轉引自：Christine M. Englebrecht, supra note 1, at 41. 
169

 Henderson, Lynne N, The wrongs of victim's rights, Stanford Law Review, 937-1021(1985)，轉引自：

Christine M. Englebrecht, supra note 1, at 42. 
170

 Wayne A. Logan,Through the Past Darkly: A Survey of the Uses and Abuses of Victim Impact Evidence 
in Capital Trials, 41 Ariz. L. Rev. 143, 143(1999) 
171

 Harris, Angela P., The jurisprudence of victimhood,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77-102(1991)，轉引自：

supra note 1, at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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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成“被害”的一個特徵172。 

Blume 在 2003 年的文章中，針對 Payne 案之後各州在制度上的改變，做了調

查。維持死刑的州內，一共有 33 個州允許被害影響陳述，只有印第安那州以及

密西西比州對被害影響陳述的允許有顯著的限制，另外有五個州尚未決定是否允

許被害影響陳述。雖然印第安那州、密西西比這兩州都不認為被害影響陳述是不

允許的，但他們都主張要使用關聯性較高的標準。舉例來說，除非陳述是與法定

加重因素有關，否則印第安那州禁止被害影響陳述。而密西西比州則是規定被害

影響陳述要“對案件的發展而言是適當且必要”的，更規定檢察官所提出的陳述

無論如何都不能煽動陪審團。密西西比州是少數幾個最先在採取 Payne 案主張上

有所遲疑的州之一。密西西比州認為：Payne 案的措辭是憲法上可允許的，卻不

是強制的，為求謹慎，我們應待他日去探究我們重新發現的自由的全部範圍。但

密西西比州法院後來裁定檢察官所陳述的“被害人家屬與朋友難以承受不公正

的評判”，是有證據價值的。法院並認為，將審判視為整體的話，檢察官的評論

並未過度地有害。因此，密西西比州的法院似乎有依案件情節決定檢察官是否可

以引入被害影響陳述的裁量權173。 

Blume 也觀察了各州在允許被害影響陳述時所採取的程序保障措施。他發現，

於檢察官欲提出被害影響證據時，是否需要於審判前通知被告，各州要求並不一

致。喬治亞州、路易斯安那州、新澤西州，要求在通知中列舉檢察官欲提出什麼

樣的證據。田納西州要求檢察官通知被告其計畫提出被害影響證據，因此可要求

舉行聽證會以決定是否允許特定證據。肯塔基州、内布拉斯加州、奧克拉荷馬州、

賓州希望有通知但卻沒要求要通知。另外，在舉行事前允許聽證會方面，只有喬

治亞州、路易斯安那州、新澤西州、奧克拉荷馬州、以及田納西這五州，允許或

要求於陪審團不在場之情況下舉行聽證會，決定檢察官計畫在量刑階段提出之被

害影響證據的容許性。喬治亞州、堪薩斯州要求檢察官在被害影響證據被允許前，

                                                                 
172

 supra note 1, at 68。 
173

 John H. Blume, Ten Years of Payne: Victim Impact Evidence in Capital Cases, 88 Cornell L. Rev. 257, 

268-269(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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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提出所計畫的被害影響證據。有關法院對於陪審團的指示方面，新澤西州、

奧克拉荷馬州、賓州要求審判法官將有關被害影響證據使用的適度指示提供給陪

審團。新澤西州告誡陪審團，他們不是去權衡被告與被害人的生命，他們只有在

權衡所有減輕情節的時候才可以考量被害影響證據。奧克拉荷馬州對於陪審團的

指示則是：被害影響證據並不是加重情節的證據，只有在證明殺人造成的“社會

的獨特損害”時，才可以提出該證據。賓州僅告知陪審團被害影響證據是另一種

告訴他們有關犯罪性質與事實的方法
174。 

    Blume 之後，新澤西州在 2007 年廢除了死刑。2008 年，Joe Frankel 將各州對

於 Payne 案的態度分成了兩種：支持、限制或拒絕175。除了以上兩種態度之外，

新罕布夏州以及康乃狄克州176
，是唯二兩個沒有處理是否允許死刑案件中的被害

影響陳述的議題的州。在支持 Payne 案的州中：俄勒岡州與猶他州，在立法前認

為被害影響陳述是不能允許的，因為被害影響陳述與其死刑法下的任何議題均不

相關。但是俄勒岡州立法機關後來修正了死刑法，明白提到被害影響證據，被害

影響證據在這之後便被認為是可允許的。另一方面，猶他州的立法機關則是修正

其死刑法，允許了被害影響證據。在限制或是拒絕 Payne 案的州中，因為 Payne

案並未建立被害人的憲法上權利，因此各州可以對被害影響陳述作出限制。而那

些拒絕 Payne 案主張的州，則以被害影響陳述和死刑審判無關，並且會產生任意

決定的風險作為拒絕理由。印第安納州、密西西比州對於死刑審判的被害影響陳

述做了重大限制，而懷俄明州最高法院則是拒絕了 Payne 案的基礎
177

。這些限制

被害影響陳述的中心思想是：Payne 案的目的是提供對於被害人的“快速一瞥”。

因此法院認為“快速一瞥”就應該要是快速的178。 

 

                                                                 
174

 Id. at 274-276. 
175

 Joe Frankel, Payne,victim impact statements,and nearly two decades of d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 

12 NY City L. Rev. 87, 112-117(2008). 
176

 康乃狄克州在 2012 年廢除死刑。 
177

 Joe Frankel, supra note 175, at 111-116. 
178

 Id. at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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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被害影響陳述的規範 

    被害影響陳述是指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向法院所為之犯罪對其所造成之身

體上、精神上，以及經濟上影響的陳述。從被害影響陳述的定義來看，被害影響

陳述的規範可以從內容、主體、人數，與形式等面向來做觀察。 

 

第一項 被害影響陳述的內容 

    通常，被害影響陳述的內容大致上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被害人的人格

特質。第二，犯罪所產生的影響。第三，對犯罪及被告的描述與量刑意見。 

    被害人的好的個人特質，是最常見的陳述內容。Payne 案認為被害影響陳述

是用來顯示每個被害人“作為一個人的獨特性”179，因此失業、有心智障礙的被

害人也是一種被害人的個人特質。法院通常都會承認被害人的特質，諸如被害人

是“好人”、“殉道者”、“國家認可的鋼琴家”、“每天攜帶並閱讀聖經的牧

師”、“高智商的聰明人”、“警員”等，都曾經被法院允許過180。其他像是被

害人的才能、智能、宗教信仰、工作倫理、教育背景、社會地位，也曾被法院認

可181。除了被害人的身分之外，被害影響陳述究竟應該包含多少被害人的其他資

訊？Booth 案注意到被害影響陳述會使陪審團將焦點集中在被害人的個人特質與

名聲上，因而形成一個對被害人個人特質的“小型審判”。這是一個不被允許的

風險182。被害影響陳述中的被害人特質很容易轉化為“社會價值”或是“吸引

力”，像是被害人的“成就”、“未完成的夢想”、“公民意識”，這使得陪審

團會以被害人是否是優秀或可疑的社會成員作為量刑決定的基礎183。Burkhead 等

                                                                 
179

 supra note 136, at 823. 
180

 Wayne A. Logan, supra note 170, at 157. 
181

 John H. Blume, supra note 173, at 270-271. 
182

 supra note 95, at 504-506. 
183

 Amy K. Phillips, Thou Shalt Not Kill Any Nice People: The Problem of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in 
Capital Sentencing, 35 Am. Crim. L. Rev. 93, at 106-107(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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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模擬陪審團為研究對象，發現當被害人是警察時，被害影響陳述會減少無期

徒刑的判決結果、增加死刑的判決結果。而當被害人是加油站主人時，結果卻相

反184。 

    Greene 等人針對被害人個人特質在死刑案件中的影響性。他們經由地方報紙

上的廣告，找來 80 位成人參與模擬審判185。每一個參加者都經過檢視，並具有

陪審員資格。Greene 等人編輯了 Booth 案量刑程序的文字記錄，並且錄製了地方

法院量刑程序的兩個版本。模擬陪審團知道整個案件事實，而所錄製的量刑階段

影帶也包含了真實審判中證人證詞的重現，以及各種被害影響陳述(包含描述被

害人是較體面的、或是較不體面的)
186。參加者在看完影帶之後，需要完成一份問

卷。研究結果顯示，Booth 案對於被害人的高低價值會導致不同判決結果的擔心，

是有確實根據的。當陪審員聽取有關較體面的被害人的被害影響陳述，陪審員認

為這些被害人是較討人喜歡、正派、有價值的，他們會對被害人家屬會感到更多

的同情，相信殺人對被害人家屬所造成的情感上影響是更大的，而認為犯罪是更

嚴重的。被害人的名望也會對減輕因素造成重大的影響。相較於被害人是較不體

面的陪審員，被害人是較體面的這組陪審員，容易對被告提出的艱困生長環境的

減輕因素打折扣187。Greene 等人的研究證實了 Powell 法官的擔心是正確的。被害

影響陳述中的被害人特質，會影響陪審團對於被害人家屬與犯罪的認知，進而影

響最終的量刑結果。他們認為，雖然用模擬實驗的結果來做歸納是不可靠且有風

險的，但是對於因果過程的分離以及評價，這個模擬實驗是有價值的
188

。 

    就連法官都無法避免以被害人的生命價值做為刑罰基礎。在被害人是兩名男

                                                                 
184

 Edith Greene, Heather Koehring and Melinda Quiat,Victim Impact Evidence in Capital Cases: Does the 
Victim's Character Matter?, 28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at 148(1998). 
185

 Id. at 148. 
186

 在對被害人的描述上，對較體面的被害人的描述是：被害人是一對結婚 53 年的夫妻。丈夫在

退休前開了一家獨立書店，作為市議員，他將時間以及金錢都奉獻給市民。而太太則是一名志願

園藝師。夫妻倆退休後，在當地的老人中心當志工，並將許多時間花在親愛的家人身上。至於較

不體面的被害人的描述是：夫妻倆結婚 14 年，婚前都曾經擁有過一段婚姻。退休前三年，丈夫

雜貨店店員的工作被解雇，而且已經失業好幾年。太太也因為受到頭痛問題的困擾而好幾年沒有

工作。夫妻倆只偶而拜訪小孩與自己前段婚姻所生的子女。 
187

 Edith Greene, Heather Koehring and Melinda Quiat, supra note 184, at 154. 
188

 Id. at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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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的非死刑殺人案件中，主持法官說：「如果這兩名被害者沒有在街上尋找

青少年對象的話，他們就不會被殺害。…我不是很在意同性戀在街上尋找青少年

對象…我的小孩是青少年…我把賣淫者與同性戀放在同一個水平上…我很難對

殺害賣淫者的人判予無期徒刑」189。的確，被害人特質的過度陳述，容易導致量

刑者在量刑過程中將被害人身分地位或是社會價值拿來做比較。被害人的人格特

質不是一個適當的陳述內容，除非這類的被害人特質清楚證實了犯罪情節，或是

與加重因素、提高量刑的法規有關，否則超出被害人身分的內容都應該要排除

190。 

    至於犯罪造成的“影響”方面，所謂“影響”的範圍有多大？又會有哪些

“影響”？Payne 案雖然只有談到犯罪對被害人家屬所造成的影響，但各州普遍

允許犯罪對社區所造成的影響。阿拉巴馬州刑事上訴法院在被害人是警員的謀殺

案中，採納了整個執法部門所受影響的證據。印地安納州允許州警陳述同袍被殺

害後，負責人沒有辦法好好的行使職責的證據。甚至，喬治亞州最高法院曾經允

許電台 call-in 節目的聽眾，去證明謀殺案對社區所產生的影響191。而除了身體上、

精神上、或是經濟上影響外，最引人注意的便是犯罪對被害人家屬所造成的情感

上影響，這在 Booth 案以及 Payne 案中都非常明顯。這種證據的情感影響力，在

應該公正主持審判法官的談話中，可以明顯看出來。有法官曾說“被害人是一個

謙虛、親切的人，他會被人思念”，也有法官認為 “我從未聽過有如此感人、

生動的被害影響陳述”。情感影響陳述會對被告造成抗辯上無法克服的困難。因

為被告僅能就被害人情感損害的真實性去爭執，但這其實帶有很大的風險192。因

為情感損害本身就是很主觀的一件事，被告很可能無法透過交互詰問達到其所希

望的結果，抑或是直接放棄對被害人詰問的策略。 

    被害影響陳述中的被害人意見可以分成兩種：對犯罪以及被告的描述、對量

                                                                 
189

 Amy K. Phillips, supra note 183, at 105. 
190

 Phillip A. Talbert, supra note 112, at 207.  
191

 Wayne A. Logan, supra note 170, at 161-162. 
192

 Wayne A. Logan, supra note 170, at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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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的意見。對被告或犯罪的描述像是有被害人女兒認為被告是垃圾193、或是 Booth

案的被害人兒子陳述其父母“像是動物般被宰殺”。又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本即

可以證人身分向法院提供犯罪情節及方式，以之作為量刑因素。證人證述以及被

害影響陳述中的犯罪描述，在內容上是很相似的，只是陳述者的身分不同。因此

學者認為，法律並不需要為了這種證詞而規定要引入正式的被害影響陳述194。被

害人所提供的資訊中，最具爭議性的或許是關於被告以及量刑的意見，但這卻是

支持被害人參與量刑的支持者在量刑階段中最想要引入的證據195。Booth 案中，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不應該允許被害人的量刑意見，然而在 Payne 案，因為被害人

的量刑意見在審判中並沒有被提出，所以 Payne 案並沒有處理被害人量刑意見的

這個部分，也沒有重新檢視 Booth 案見解。 

    Hoffmann 把關於被害人家屬量刑意見的正反意見做了整理。允許死刑案件

中被害人家屬量刑意見的最佳論據，是陳述對於被害人家屬的潛在治療效果。陳

述讓被害人可以在很小的程度上掌控被告的命運，這可以幫助他們重新獲得力量。

另外一個贊成被害人家屬量刑意見但卻經常被忽視的主張，是允許被害人量刑意

見可以增加某些被害人家屬寬容或寬恕被告的能力。這個能力有兩個好處。第一，

被害人寬恕、原諒的意見，可能使陪審團做出非死刑判決。第二，寬恕的回應有

助於被害人心理上的恢復，而不是繼續停留在復仇與憤怒的感受中。另一方面，

反對被害人家屬量刑意見的主要意見是，儘管這種證據是多麼小心地提供給陪審

團，允許這樣的證據可能會摧毀陪審團做出合理獨立的量刑決定的能力。再者，

刑事司法系統是為了社會整體利益而設計的，不是為了被害人或是被害人家屬。

最後，被害人家屬量刑意見可能會讓被害人家屬受到傷害。當被害人家屬量刑意

見被陪審團忽視時，傷害有可能會發生。然而這種傷害可以藉由法官在陳述意見

的前後告知被害人家屬，即使他們的意見沒有產生所期望的判決結果，他們仍然

                                                                 
193

 Wayne A. Logan, supra note 170, at 166, Fn 146. 
194

 Phillip A. Talbert, supra note 112, at 204. 
195

 Id. at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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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刑過程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的方法，讓被害人所受到的傷害減輕一部分196。 

    Hoffmann 認為被害人家屬量刑意見比我們所認知的要來的有價值。他認為

在死刑案件量刑階段的最後、或是接近最後的時候，審判法官應該要詢問每一個

被害人家屬對於被告的刑罰意見。而且審判法官應確保量刑者有對這些意見予以

適當的考量。假設量刑者是陪審團，依照被害人家屬的意見，審判法官應該給予

陪審團三種指示中的一種197。法官不應該讓被害人家屬的量刑意見影響陪審團對

於一個或一個以上加重情節的認定，應該是讓量刑意見影響陪審團對於加重情節

的權衡
198。 

    關於是否應允許被害人的量刑意見，法院的正反意見皆有。阿拉巴馬州最高

法院基於 Payne 案並未觸及此一議題的理由，排除了被害人女兒要求判處被告死

刑的書面陳述199。但是被害人的量刑意見可能是被害人所提供的資訊中最具煽動

性、偏見性的一種，可能會侵害到量刑中的平等與比例原則。因此，學者認為除

非法院認定以被害人為出發的權益優先於量刑中的平等與比例原則，否則量刑階

段不應該允許被害人的意見200。 

    被害人特質、被害影響、量刑意見這三種被害影響陳述類型，哪種類型的被

害影響陳述應該要被允許，自 Booth 案以來就一直受到討論，但甚少有人注意到

被害影響陳述的三種不同類型，有可能會對陪審員的判斷造成不同影響。在

Greene 的研究中，研究對象是 182 位陪審員適格的成人201。一半的受測者所閱讀

的資料，顯示出被殺害的被害人是有名望的，而另一半的受測者所閱讀的資料中

的被害人則是比較沒有名望的。分派給受測者的被害影響資訊內容分為五種：有

                                                                 
196

 Joseph L. Hoffmann, Revenge or Mercy-Some Thoughts about Survivor Opinion Evidence in Death 
Penalty Cases, 88 Cornell L. Rev. 530, at 536-541(2003). 
197

 依被害人希望死刑、不希望死刑、以及沒有表示任何意見三種情形，而有三種不同的指示。

但不論哪一種指示都提到，有關被告處罰的最後決定都完全在於陪審團，而陪審團必須做出自己

認為正確的決定。 
198

 Joseph L. Hoffmann, supra note 196, at 536-537. 
199

 柯恩、唐哲、高進仁著，劉超、劉曠怡譯，前揭註 58，頁 166。 
200

 Phillip A. Talbert, supra note 112, at 210. 
201

 Greene Edith,The many guises of victim impact evidence and effects on jurors' judgments, 5 Psychology, 

Crime and Law 331, at 337(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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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之一的人拿到死亡被害人的個人特質資訊、五分之一的人拿到案件所造成的

身體、心理以及經濟上影響的資訊、五分之一的人拿到被害人家屬對犯罪的意見

以及量刑建議、五分之一的人拿到全部三種類型的被害影響資訊，最後的五分之

一則沒有拿到任何被害影響資訊。研究顯示，被害影響陳述的類型的確可以影響

陪審員對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屬的看法，模擬陪審員對被害人家屬的喜愛會受到被

害影響陳述資訊的影響。得到全部三種類型的被害影響資訊的模擬陪審員，相較

於只有被害人特質資訊、被害影響資訊或是量刑意見資訊的模擬陪審員，他們對

於被害人有較高的評價，也比較喜歡被害人家屬。而沒有被害影響資訊的陪審員，

在對被害人家屬的喜愛度上，則是給出最低的分數202。Greene 的研究再次證實了

被害人的個人特質對陪審員是有影響的。像是被害人是成功、忠誠奉獻的父親，

會較被害人是離婚的摩托車手要來的有較高的評價203。 

 

第二項 被害影響陳述的主體 

    常見的被害影響陳述主體是被害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或是較近的親屬。某

些州會限制陳述的主體，在法規中規定哪些人是符合犯罪被害人(crime victim)定

義之人，但有些州並不限於被害人家屬，而是將陳述主體擴展到同事、朋友、遠

親、甚至鄰居204。法定代理人也可以是陳述的主體。紐澤西州在 2007 年廢止死刑

之前，限制被害影響陳述只能由一位家庭成員為之，並且要得到法院批准
205

。加

州則是在被害人死亡的情況下，允許最近親屬親自出庭並合理表達自己對犯罪、

個人責任以及賠償需求的看法206，一旦該意見被承認為證據，法院可以要求被害

                                                                 
202

 Id. at 344-346. 
203

 Id. at 345. 
204

 John H. Blume, supra note 173, at 270-271;Wayne A. Logan, supra note 170, at 153-154. 
205

 Pitt, Damon, No Payne, No Gain: Revisiting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after Twenty Years in Effect, 16 

Chap. L. Rev. 475, at 494(2013). 
206

 Cal Penal Code § 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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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屬成員參加出於交叉詰問目的所舉行之審理的加重/減輕階段207。Gathers 案

將被害人家屬陳述擴張到檢察官的陳述。在 1995 年奧克拉荷馬市的默拉聯邦大

樓(Murrah Federal Building)爆炸案中，法院甚至允許了來自緊急救援人員以及警察

的影響陳述208。但是法院讓旁觀者在量刑階段作證的舉動受到了批評，因為這與

被害影響陳述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即賦予被害人聲音，並且對被害人生命“提

供一瞥”─是不一致的209。另外，陳述的人數愈多，陪審團就越可能受到影響，

會對審判造成不公平。 

 

第三項 被害影響陳述的人數 

    大多數的法院在被害影響陳述的人數上並未予以限制。但仍有些州選擇對陳

述人數做限制，如肯塔基州；有些則是明確拒絕做出限制
210。紐澤西州211認為如

果沒有特殊情況，一位被害人家屬的被害影響陳述即“足以提供陪審團對於每位

被害人的一瞥”212。另外，雖然伊利諾伊州213規定只可以有一位陳述，但法院卻

拒絕施加任何人數上的限制214。一般死刑殺人案件比較看不出被害影響陳述在人

數限制上的問題，惟一旦發生像奧克拉荷馬爆炸案造成 168 人死亡的重大案件，

此問題便會浮現出來。龐大的被害人數若是一一予以傳喚到庭，光是訴訟程序上

的花費就是法院一個很大的負擔。 

 

                                                                 
207

 CAL. ST. B. P. R. 5.107(B) 
208

 Wayne A. Logan, supra note 170, at 154-155. 
209

 Mila Green McGowan & Bryan Myers, Who is the victim anyway? The effects of bystander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on mock juror sentencing decisions, 19 Violence and Victims 357, at 360(2004). 
210

 柯恩、唐哲、高進仁著，劉超、劉曠怡譯，前揭註 58，頁 164，註 36、37。 
211

 紐澤西州於 2007 年已廢除死刑 
212

 Wayne A. Logan, supra note 170, at 155, FN76. 
213

 伊利諾伊州於 2011 已廢除死刑 
214

 Wayne A. Logan, supra note 170, at 155, FN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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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被害影響陳述的形式 

    提出被害影響陳述的方式多半為口頭或是書面。它可以是量刑前調查報告的

一部分內容，這是書面方式。也可以是量刑階段中於法庭上公開陳述的口頭方式。

還可以用錄音、錄影等其他方式為之，如南澳大利亞州和紐西蘭215。法院曾經允

許檢察官提出詩、錄音帶、死亡前照片、以及被害人手作物品216。 

    時代在進步，被害影響證據呈現的方式也在改變。目前於死刑案件量刑階段

所提出的最新方式是─被害影響影帶(victim impact videos)。它把照片、剪輯影片、

旁白敘述、音樂全部集合在一起。然而，光是僅用口頭或是文字方式呈現的被害

影響陳述，就被法院批評極具煽動性，更何況是使用生動的被害人影像這類被害

影響證據？但若只是為了傳達出“作為一個人類所具有的獨特性”的想法，使用

影像方式來說明會有甚麼問題嗎217？曾經有法院允許被害人提出死亡胎兒穿著

被害母親所準備的衣服的照片。法院認為該照片係與案件有關的，它展現了未出

生寶寶的獨特性218。 

    我們無法忽視一個人的生死會受到被害影響陳述內容中不當因素影響的可

能性。那麼，怎樣才算是一個適當的被害影響影帶？或許應該這麼問：應該允許

被害影響影帶嗎？可惜的是，聯邦最高法院在 Payne 案並沒有考慮被害影響影帶

這種類型的被害影響證據，因此目前法院對於被害影響證據的限制是什麼，並沒

有一個明確的標準。Holland 認為，被害影響影帶的法律基礎是 Payne 案。自從

Payne 案承認了對逝者生命的“快速一瞥”後，被害影響影帶便出現在許多死刑

審判的量刑階段中219。被害影響影帶的類型包括了：被害人參與其喜歡或是擅長

活動的家庭影片、深愛被害人之人圍繞著被害人的影帶、照片蒙太奇、追悼會上

                                                                 
215

 康黎，前揭註 42，131 頁。 
216

 John H. Blume, supra note 173, at 271-272. 
217

 柯恩、唐哲、高進仁著，劉超、劉曠怡譯，前揭註 58，頁 165。 
218

 John H. Blume, supra note 173, at 271-272. 
219

 Emily Holland, Moving Pictures . . . Maintaining Justice? Clarifying the Right Role for Victim Impact 
Videos in the Capital Context, 17 Berkeley J. Crim. L. 147, at 151,15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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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撥放的影片，以及被害人生前的採訪影音220。Holland 並不支持禁止被害影響影

帶，她認為被害影響影帶有很大的重要性與價值，可以在量刑程序中扮演有影響

力的角色，但是卻不能夠因此導致任意且具偏見性的判決結果。在法院給出明確

標準之前，Holland 認為影帶內容必須要限制：影帶的時間應該要短一點、範圍

要再限制一點、應該要辨別出被害人，但要避免變成被害人的生活經歷。任何使

用特殊效果或是以創意跟技術增強情感的影帶都應該被強力禁止。情感要素只有

在談到獨特性以及損害的範圍時，才應該被允許。在適當的時候可以使用音樂，

但是要避免使用增強情緒的音樂
221。 

    與 Holland 相反。Austin 認為被害影響影帶不過是一種遺族的義務，而且被

告在挑戰或是辯護上會有困難。他說：「與其說被害影響影帶是一個呈現被害人

個性以及其死亡對遺族造成影響的證據，倒不如說它履行了這些遺族紀念及尊敬

其所愛之人的義務。這些影帶傾向將被害人理想化、將家庭生活田園化。影響的

敘述中，伴隨著照片、電影、家庭錄像的分享，傳達出樂觀的情緒。被害影響影

帶多伴隨有音樂，但這些音樂適合對死者悼念，而不是作為死刑程序中的證據，

因為音樂是感傷的，而且可能與被害人的品味與行為無關」222。雖然被害影響影

帶是一個讓遺族用自己的方式來講述被害人以及自己所受傷害的機會，但她同時

也提出警告：遺族的故事，並不是唯一或最客觀講述被害人的故事223。 

    除了影片制作者本人之外，我們其實無從得知該影帶究竟是真實的紀錄影片，

還是只是虛構的視覺文學作品。或許有人會感到疑問，但是對於被害人生命的敘

述，不論是採口頭、書面或是影像方式，其實都只是一種表達形式，或許並無完

全禁止之必要。 

 

                                                                 
220

 Id. at 155. 
221

 Id. at 192-193. 
222

 Regina Austin, Documentation,Documentary, and the Law:What Should Be Made of Victim Impact 
Videos?, 31 Cardozo Law Review 979, at 1003(2010). 
223

 Id. at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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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目前美國各州的被害影響陳述現況 

    美國是一個聯邦國家。除了聯邦有聯邦刑事司法系統外，各州也有其獨立的

司法系統。聯邦有聯邦刑法，各州也有自己的刑法，違反州法案件由州法院審理，

違反聯邦法律的案件則是由聯邦法院審理。聯邦與州各自規定適用死刑的罪名、

死刑審判程序，以及加重與減輕情節為何。根據美國法典(United States Code)規定，

聯邦刑法所規定的死刑罪名包含謀殺罪。美國大部分的死刑規定都與剝奪人之生

命有關，法律將引起死亡的行為都納入謀殺罪之下。有些州除了謀殺罪之外，叛

國、劫機、加重強姦行為也可能是適用死刑的罪名
224。 

    在美國，被害影響陳述制度不只存在於死刑案件，非死刑案件亦存在該制度。

但相較於非死刑案件，死刑案件中被害影響陳述的運用，向來引起較多爭議。不

僅是因為死刑議題總是較具爭議性，從聯邦最高法院對被害影響陳述於死刑案件

中的使用與否，歷經過曾經否定但後來又改為贊成立場的歷史，到今日學理上依

然對此議題爭論不休的角度來看，死刑案件有關被害影響陳述的使用問題，的確

值得我們去探究。 

    繼 2013 年馬里蘭州廢除死刑、2015 年內布拉斯加州廢除死刑之後，美國現

在有 31 個州、以及聯邦政府與軍事法院是存在死刑的。各州依據各州的法律，

對被害影響陳述的方式、內容以及相關規定各有不同。在這些州中，對於是否允

許被害影響陳述的使用，有 26 個州(Alabama,Arizona,Arkansas,Nevada,California

,North Carolina,Colorado,Ohio,Delaware,Oklahoma,Florida,Oregon,,Georgia,Pennsylvania,

Idaho,South Carolina,Kansas,South Dakota,Kentucky,Tennessee,Louisiana,Texas,

Utah,Missouri,Virginia,Washington)允許、2 個州(Indiana,Mississippi)是有限制的允許、

3 個州(Montana,Wyomin, New Hampshire)則是未決定，聯邦政府以及軍事法院也允

                                                                 
224

 曾賽剛，美國死刑制度探究，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1 期，頁 12-13。

唐世月，當代美國的死刑制度，時代法學，第 5 卷第 5 期，2007 年 10 月，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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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被害影響陳述在死刑案件使用225。 

    關於被害影響陳述的類型，Payne 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美國憲法增修條

文第八條所允許的被害影響陳述包含被害人個人特質，以及犯罪對被害人家屬所

造成的影響，然而對於被告以及犯罪的描述、量刑建議是否允許，法院並未論及。

目前，關於被害影響陳述的類型與內容，各州在規定上皆有所不同。有 27 個州

(2013 馬里蘭州廢除死刑、2015 年內布拉斯加州廢除死刑)以法律或是案例法的方

式，將被害影響陳述的內容限制在被害人的個人特質，以及犯罪所產生的影響上。

堪薩斯州、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蒙大拿州這 4 個州既未以法律，也未以案例

法方式去處理被害影響證據的範圍。其中的兩個州(Kentucky、Mississippi)，則是

有一般通用的被害影響法規，即該法規並不特定適用於死刑案件，被害影響證據

的內容包含所有在死刑案件中憲法上所禁止的。奧克拉荷馬州則是在死刑案件中

明確的允許了憲法上所禁止的內容226。 

 

第一款 法規概述 

    因美國各州州法規定皆不同，故此處先大致上就條文規定做概述，其他條文

細節部分，則請參考附錄。又此處是以仍舊維持死刑之各州為討論範圍。 

    在共通部分，各州皆以犯罪所產生的身體、心理、情感、以及經濟上所造成

的損害作為被害影響陳述內容之範圍。陳述得以口頭或是書面方式為之。可為被

害影響陳述的主體身分亦有明確規定，像是密西西比州
227

。而被害人對於刑罰的

意見，除了佛羅里達州明文規定不得允許作為被害影響的內容之外228，印第安那

州229、蒙大拿州230、俄亥俄州231、奧克拉荷馬州232、南達科塔州233、華盛頓州234、

                                                                 
225

 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 

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legal-issues-states-allow-victim-impact-statements (最後瀏覽日：

2014/07/05) 
226

 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documents/VictimImpactByState.pdf (最後瀏覽日：2014/07/05) 
227

 Miss. Code Ann. § 99-19-153 (2014) 
228

 Fla. Stat. § 921.14 (2013) 
229

 Burns Ind. Code Ann. § 35-35-3-5 (2013) 

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legal-issues-states-allow-victim-impact-statements
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documents/VictimImpactBySta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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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俄明州235則是允許被害人對於刑罰的意見。 

    南卡羅來納州認為被害影響陳述不得作為證據採納236。相反地，維吉尼亞州

認為所有死刑殺人案件之被害影響陳述，都應該要允許237。加州238、密西西比州239、

俄亥俄州240、賓州241、田納西州242、德州243、維吉尼亞州244、華盛頓州245、哥倫比

亞特區246，明文規定法院應考量被害影響陳述。 

    比較特別的是，德州給了被告與被告律師在量刑前閱讀被害影響陳述的時間

247，密西西比州248、蒙大拿州249、俄亥俄州250也會提供被害影響陳述的副本給被告

或被告律師。面對具煽動性的被害影響陳述，讓被告事先知悉被害影響陳述內容，

可以減少被告受到被害人家屬突襲的機率，畢竟被害影響陳述是具有煽動性的資

訊類型。喬治亞州或許是所有州裡較為注意被害影響陳述煽動性質的一個州了。

雖然路易斯安那州也規定被害人家屬或成員的證詞應受到交互詰問251，但喬治亞

州不但認為被害影響證據應該要受到交互詰問之外，其於條文中更明確規定只有

不會加劇或是使陪審團產生過度偏見的被害影響證據，法院才可以允許之
252

。 

 

                                                                                                                                                                                        
230

 46-18-115, MCA (2013) 
231

 ORC Ann. 2930.13 (2014) 
232

 21 Okl. St. § 142A-1 (2013) 
233

 S.D. Codified Laws § 23A-27-1.1 (2014) 
234

 Rev. Code Wash. (ARCW) § 9.94A.500 (2013) 
235

 Wyo. Stat. § 7-21-102 (2013) 
236

 S.C. Code Ann. § 16-3-1555 (2013) 
237

 Va. Code Ann. § 19.2-295.3 (2014) 
238

 Cal Pen Code § 1191.1 (2014) 
239

 Miss. Code Ann. § 99-19-153 (2014)；Miss. Code Ann. § 99-19-159 (2014) 
240

 ORC Ann. 2947.051 (2014) 
241

 18 P.S. § 11.201 (2014) 
242

 Tenn. Code Ann. § 40-38-202 (2013) 
243

 Tex. Code Crim. Proc. art. 56.02 (2013) 
244

 Va. Code Ann. § 19.2-299.1 (2014) 
245

 Rev. Code Wash. (ARCW) § 9.94A.500 (2013) 
246

 D.C. Code § 23-1904 (2014) 
247

 Tex. Code Crim. Proc. art. 56.03 (2013) 
248

 Miss. Code Ann. § 99-19-159 (2014) 
249

 46-18-115, MCA (2013) 
250

 ORC Ann. 2947.051 (2014) 
251

 La. C.Cr.P. Art. 905.2 (2013) 
252

 O.C.G.A. § 17-1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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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以賓州(Pennsylvania)為例 

    各州州法規定多且繁雜，本文無法一一詳述，此僅以賓州為例做介紹253。 

    在賓州，一級謀殺罪，是唯一的死刑犯罪。死刑審判分成兩個階段：定罪與

量刑。在定罪階段，被告有權利接受陪審團審判，如果被告放棄陪審團審判，案

件將由法官審判。若被告沒有放棄陪審團審判，州會與辯方協力選出 12 名陪審

員，州與辯方各享有 20次無因抗辯(peremptory challenge)的機會。一旦組成陪審團，

陪審團的任務就是決定州是否證明被告有罪。在定罪階段，州與辯方可以提出開

頭與結尾陳詞、證人或是其他證據。在雙方提出結尾陳詞後，法院必須指導陪審

團如何在案件中應用法律。陪審團必須在公開法庭法官面前做出一致判決。如果

陪審團認定被告有罪，審判就會進入量刑階段。當被告所犯為一級謀殺罪，量刑

階段中的陪審團就會決定被告應該被判處死刑或是無期徒刑254。 

    賓州是允許使用被害影響陳述的。在量刑階段，任何被認為是與被告刑罰

“相關連且可允許”的證據都可以提出來。這包含了有關法定減輕與加重情節有

關的證據，以及被害人死亡對其家屬所造成之影響的證據。法定的加重情節一共

有 18 項255。要判處死刑，必須證明 18 個加重情節中至少有一個加重情節的存在，

而且該證明需超越合理懷疑256。被告可以提出減輕證據。法定減輕證據一共有 8

個257。如果陪審團全體一致認定至少有一個加重情節存在，而未存在任何減輕情

節時，就必須判處被告死刑；如果減輕情節存在，則陪審團全體一致認定存在的

加重情節大於(outweight)減輕情節時，也必須判處被告死刑
258

。但若加重情節並未

大於減輕情節，或是陪審團無法做出一致決定時，就必須做出無期徒刑決定259。

州法也規定法院應該指示陪審團，如果陪審團發現至少有一個加重情節與一個減

                                                                 
253

 The Pennsylvania Death Penalty Assessment Report, 

http://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aba/migrated/moratorium/assessmentproject/pennsylvania/finalrepo

rt.authcheckdam.pdf (最後瀏覽日：07/05/2014) 
254

 42 Pa.C.S. § 9711 
255

 42 Pa.C.S. § 9711(d) 
256

 42 Pa.C.S. § 9711(c)(1)(iii) 
257

 42 Pa.C.S. § 9711(e) 
258

 42 Pa.C.S. § 9711(c)(1)(iv) 
259

 42 Pa.C.S. § 9711(c)(1)(iv) ;42 Pa.C.S. § 9711(c)(1)(v) 

http://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aba/migrated/moratorium/assessmentproject/pennsylvania/finalreport.authcheckdam.pdf
http://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aba/migrated/moratorium/assessmentproject/pennsylvania/finalreport.authcheckda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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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情節，當其在權衡加重與減輕情節時，陪審團應該考慮所提出之任何有關被害

人及案件對被害人家屬所造成之影響的證據260。另外，有關被害人及被害人死亡

對被害人家屬所造成的影響等證據，在量刑階段是可允許的261。 

 

 

 

 

 

 

 

 

 

 

 

 

 

 

 

 

 

 

 

 

 

 

 

 

 

 

 

 

 

 

                                                                 
260

 42 Pa.C.S. § 9711(c)(2) 
261

 42 Pa.C.S. § 9711(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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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被害人意見陳述制度的檢視 

    反對被害影響陳述的原因有很多。第一，被害影響陳述中關於被害人個人特

質的描述會導致量刑者對被害人的歧視。如同 Powell 法官在 Booth 案中提到：我

們遭遇到一個困難，那就是被害人是社會資產的被告，相較於那些被害人是比較

沒有價值的被告，更應該得到處罰262。人格特質的描述會讓被害人在陪審團的眼

中具有不同的高低價值。第二，被害人遺族的口才會對陪審團造成影響，產生對

被告的不同待遇。口才好的被害人家屬或是被害人的朋友，可以引起陪審團的情

感，產生不同的反應。像是英語能力好的被害人家屬會令陪審團認為英語能力不

好的被告是較沒有價值的263。這個情形在被害人家屬不存在的時候更容易被惡化。

第三，被害影響陳述增加了死刑判決反覆無常的風險
264，容易產生重刑結果。被

害影響陳述使得被害人的價值是有高低的，而對被害人的不同評價會導致死刑判

決的恣意性。有研究顯示被害影響陳述會增加重刑的判決結果。第四，被害影響

陳述會將陪審團的焦點轉移到被害人的身上，而且被告很難對有關被害人特質的

證據作抗辯。第五，被害影響陳述會增加量刑者對於犯罪嚴重性的評估，並減少

減輕證據的影響265。因為被害影響陳述使焦點聚焦在被害人身上，造成陪審員對

於被害人所受的傷害部分給予更多關注，因此在量刑計算上給予較大之比重。於

此情形之下，陪審員對於被告所提出的減輕證據便會沒那麼關注，在量刑計算上

的比重也較輕266。第六，被害影響陳述會侵害被告的權利。 

    以下將針對被害人之意見陳述的正當性展開討論。 

 

                                                                 
262

 supra note 95, at 506 n.8 
263

 Amy K. Phillips, supra note 183, at 109. 
264

 Eisenbert, Theodore, Stephen P. Garvey, and Martin T. Wells. ,Victim characteristics and victim impact 
evidence in South Carolina capital cases, 88 Cornell L. Rev. 306, at 321(2003). 
265

 Amy K. Phillips, supra note 183, at 321. 
266

 Id. at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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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被害人意見陳述制度之正當性 

     雖然學說上對於被害人意見陳述制度目的的看法不一，但大致上可以將學者

見解分成兩種：一是做為法院量刑上判斷的參考因素，二是為修復被害人的情感。

以下將從這兩個方面探討其正當性。 

 

第一項 對量刑的影響 

    被害人陳述，是立法賦予被害人參與量刑的一種方式。美國為定罪與量刑分

開之訴訟程序。被害影響陳述是在量刑階段提出的，旨在影響量刑。陪審團於考

量被害影響陳述後，將其反映到對被告的刑罰決定上，是一種量刑建議的形式。

另外，從美國 1982 年的聯邦刑事規則(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的 32(c)

所增加的被害影響陳述內容，到現今該規則 32(d)有關量刑前報告必須包含對被

害人所造成的經濟、社會、心理、以及醫療上影響的資訊，可以看出被害影響一

直是量刑前報告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是故不論是以量刑前報告的方式，或是

量刑階段時以口頭或書面方式向法院提出的被害影響陳述，都是法院在量刑上的

參考之一。 

    犯罪的結果越嚴重，所受的處罰就應越嚴厲，此想法自刑法條文規定上便可

看出。造成越嚴重傷害的犯罪，應受處的法定刑則是越重。被害影響陳述能以個

人角度具體、生動地反映出犯罪的危害，有利法院全面評估犯罪的嚴重程度，以

之作為刑罰的基礎267，從而更準確地對被告處以刑罰。只有全面了解犯罪所造成

的傷害，才能做出公正的判決。犯罪被害人專門小組的報告中也指出，法官在不

瞭解犯罪對被害人所造成的損害之前，不能決定犯罪行為的嚴重程度268。南澳大

利亞的調查結果顯示，被害影響陳述會使法院注意到犯罪的實際影響。美國 1989

                                                                 
267

 康黎，前揭註 42，頁 135。 
268

 繆愛麗，前揭註 42，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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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作的電話調查也顯示多數法官同意於量刑時考慮被害影響陳述，他們認為這

提高了司法的質量269。雖然被害影響陳述的內容可能帶有被害人情緒上的主觀色

彩，但其中亦含有大量與犯罪及被害人相關之資訊，在量刑上具有積極作用，也

符合現代刑罰個別化原則270。對於作成 Payne 判決的美國最高聯邦法院來說，被

害影響陳述是另外一種告訴量刑者有關犯罪所造成的傷害的方法271。 

    作為公共利益之代表人，檢察官是被害人在訴訟中除了法官外唯一能仰賴之

人，因為被害人把對被告訴追的權利交給了國家。但檢察官於訴訟中面臨被害人

立場與公共利益相衝突之情境下，選擇忽視或是犧牲被害人意見的可能性並非全

無。因此，要是能讓法院直接聽取被害人陳述，對於量刑結果或許能加以改善或

是作出更公正的刑罰。透過被害人直接出席陳述之方式，法官對於犯罪結果所造

成的嚴重危害，能產生更深刻的體驗，更能就犯罪的嚴重程度作出更公正、客觀

的量刑
272。 

    相反地，反對被害影響陳述作為量刑參考的人認為，被害影響陳述容易導致

重刑或是不公正的結果。被害人的陳述存在有過度偏頗的可能性。當被害人在法

庭上陳述犯罪對其所造成的影響，那是一種完全主觀的陳述。不論是實際情況，

抑或是出於對被告的報復心而希望法院重判的心理，陳述的內容是否過於誇大或

是無中生有，都無法在法庭上受檢驗。尤其是所受傷害的程度以及大小，不但沒

有一個客觀的標準，更難加以量化，一切均繫諸於被害人之口，有損於量刑的客

觀性
273

。被害影響陳述所具有的情感力量是不容置疑的，陳述對法院或是陪審團

所造成的情感上波動，都可能影響判決的公正或甚至是產生死刑判決。即使有法

律規範、有上訴程序、甚至有憲法作為防護措施，沒有一個人可以否認被害影響

陳述本質上所具有的毀滅性。它就像癌症一樣，會吃掉所有理性之人的思考，使

                                                                 
269

 房保國，前揭註 55，頁 169。 
270

 康黎，前揭註 42，135 頁。 
271

 supra note 136, at 825. 
272

 馬秀娟，前揭註 55，頁 173。 
273

 康黎，前揭註 42，1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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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不正確的情感下去行動，然後做出以武斷、恣意為基礎的判決決定274。被害

影響陳述所喚起的移情作用，讓陪審團想要幫助被害人家屬，但現實上並不存在

一個可以直接幫助被害人家屬的方法，因為對陪審團來說，可以直接幫助被害人

家屬的方法就只有處罰被告這種方式而已。而社會心理學的理論及研究也支持移

情會增加陪審員做出死刑判決傾向的說法275。 

    沒有人會輕忽被害影響陳述所具有的高度渲染力。因為相信被害影響陳述的

威力，檢察官在具有能夠使陪審團產生巨大影響的被害影響陳述的案件中，會傾

向尋求適用死刑。因為在這些案件中，被害人影響陳述能夠幫助他獲得死刑判決

276。此外，陳述者的口才能力也可能對判決造成影響。犯罪情節相似的犯罪行為，

卻會因為被害人的心裡想法或是陳述能力有所不同而產生不同結果，這對被告來

並不公平，也會有量刑失衡的問題。 

    以下將對被害影響陳述如何影響量刑，以及被害影響陳述於量刑上之影響作

討論。 

 

第一款 法律與情感 

    在早期法律學者的假設裡，理性與情感是可以截然分開的，兩者屬於二分的

概念，而法律只允許前者的存在。但是這個想法被後來出現的新思維給打破。法

律與情感(law and emotions)學者們主張情感在法律思考與決定中扮演了一個至關

重要的角色277。法律與情感是一個跨學科的領域，用來闡釋遍佈在法律系統中的

情感278。學者們挑戰質疑法律是理性與客觀的這個想法，以跨學科間的研究來探

                                                                 
274

 Nard, Jason Elliot,Pennsylvania's Capital Statute: Does the Introduction of Victim Impact Evidence-Into 
the Evaluation of Mitigating and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At the Sentencing Hearing of a Murder Trial 
Introduce Unjust Prejudice into the Impos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42 Duq. L. Rev. 825, at 860(2004). 
275

 Luginbuhl, James, and Michael Burkhead,Victim impact evidence in a capital trial: Encouraging votes for 
death, 21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1, at 5-6(1995). 
276

 楊正萬，美國死刑案件中的被害人陳述，人民司法，2002 年 2 月，頁 70。 
277

 Abrams, K., & Keren, H., Who's afraid of law and the emotions, 94 Minn. L. Rev. 1997, at 2003(2009). 
278

 Bandes, Susan A., and Jeremy A. Blumenthal, Emotion and the Law, 8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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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人類情感回應的層次。不僅是法律學，哲學、神經科學、社會學、經濟學、人

類學、女性主義學者也都關注情感的這個議題279。 

    法律與情感學的出現和以下幾個相互關聯的趨勢，息息相關。第一，1980

年以及 1990 年代早期，情感的議題開始受到哲學、心理學以及社會學等新興學

術上的注意。第二，法律學派認為法律學本身不能回答所有的問題，而開始嘗試

加入其他領域的想法。第三，法律現實主義者對於「法律是客觀」的想法所提出

的質疑，再次受到女性主義者、批判種族理論者以及其他學者的挑戰與延伸
280。

在 Brennan 法官於 1987 年演講公開譴責理性與激情(passion)分離的想法，並主張

激情可以增進法律的推論之後，學者開始探索這個議題，並且主張移情是法律決

定中的重要構成因素。1990 年代，法律與情感的輪廓開始成形。1990 年代中期

的研究探索刑法中情感理論的潛在可能性281。被害影響陳述的情感內容與作用，

成為聯邦最高法院的議題，因而吸引了廣大的注意力。早期的學說發展認為，將

情感自法律分析中排除，是不可能的。確認了情感在法律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後，

學者們開始主張要更加關注其他學科中關於情感理論的複雜性。法律與情感的議

題，更在 1999 年 Bandes 所編輯的「法律的激情」一書出版時達到最高峰，書中

有一系列關於法律以及情感之間關係的學術論文282。不論是理論上或是實證上，

有超過一半以上關於法律與情感的文章，出現在 1999 年之後283。 

    Bandes 在「法律的激情」的引言裡提到：「法律中到處都是情感」284。因此，

情感在法律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不再是問題，問題就變成是哪種情感在運作，以

及這些情感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285。 

 

                                                                                                                                                                                        
Science 161, at 162(2012). 
279

 Maroney, Terry A., Law and emotion: a proposed taxonomy of an emerging field, 30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19, at 121(2006). 
280

 Bandes, Susan A., and Jeremy A. Blumenthal, supra note 278, at 162-163. 
281

 Maroney, Terry A., supra note 279, at 121. 
282

 Maroney, Terry A., supra note 279, at 122；Abrams, K., & Keren, H., supra note 277, at 2009. 
283

 Maroney, Terry A., supra note 279, at 123 
284

 Abrams, K., & Keren, H., supra note 277, at 2009. 
285

 Id. a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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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從被害影響陳述傳遞出的情感 

    被害影響陳述會喚起我們對被告及被害人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情緒。對被害人，

我們感到同情、可憐、悲傷…；對被告，我們感到憤怒、恐懼、想要報復…。這

其中最讓人明顯感受到的情緒不外乎是悲傷以及憤怒兩種情感。而被害影響陳述

讓這些情緒就這樣直接地被帶入法庭。為此有人擔心這些情緒所帶來的效果，不

是理性而是情感，而主張這些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應該被抑制。因為這些陳述內容

所喚起的情緒對法院的判決考量並不適當。Susan Bandes 主張被害影響陳述應該

要被抑制。因為它們在刑事審判的領域中，喚起了不適當的情緒；特別是被害影

響陳述訴諸於仇恨、草率的復仇慾望、甚至是偏執286
。 

    所以我們應該要先認識被害影響陳述所喚起的情感。悲傷、同情與憤怒是三

種最常出現在法庭上的情緒，也是被害影響陳述最容易引發的情感。Schuster 和 

Propen 從與法官的訪談中觀察到：法官似乎會回應同情、接受悲傷、並且反對憤

怒287。他們在文章中討論了這三種情感。 

    在法庭上，悲傷是可接受的情緒；被害人可以哭泣但不能過度。有法官這麼

說：「你可以有共鳴、真的可以感受到痛苦。但是我們司法系統的量刑指導原則

拿走了你對事物的內心反應」、「在幾個謀殺案件中，我讓被害影響陳述進行了

一小時或是一個半小時。因為陳述的人有五到六位。所有的親屬在旁邊插話…他

們帶來照片，有個案件甚至帶來了錄影帶」
288

。許多法官認為他們對於悲傷的反

應必須要控制在可以正確地做好自己工作的範圍內。有法官肯認被害人表達悲傷

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在量刑的時候承認了被害人的悲傷；但也有法官用簡單的

“謝謝”或“好”來感謝影響陳述，也沒有在在量刑時提到被害影響陳述289。雖

                                                                 
286

 Bandes, Susan A, Empathy, Narrative, and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63 U. Chi. L. Rev. 361, at 

365(1996). 
287

 Mary Lay Schuster&Amy Propen, Degrees of emotion:judicial reponses to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6 

Law, Culture and the Humanities 75, at 102(2010). 
288

 Id. at 90. 
289

 Id. at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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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法官面對悲傷的回應各有不同，但在 Schuster 與 Propen 的訪談中，多數法官認

為只要影響陳述不要過度，他們就會容忍，並且可能在宣布判決時提及被害人的

悲傷。 

    憤怒在法庭上是不被接受的情緒。有法官說「很多時候，被害影響陳述是非

常具報復心的陳述。我想我可以了解為什麼有人會寫出那樣的陳述。但當他們因

為不高興而吐出某些怨恨時，這陳述並不是很有幫助」、「“把他們鎖起來，然

後把鑰匙丟掉”的這種陳述，並不會真的對我有產生任何的影響，因為這我早就

已經知道了」。有法官在被害人暴怒之後，認為被害人的想法他不在乎。接受訪

談的法官一致認為，憤怒，特別是個人的報復心，在法庭上是一種不受歡迎、不

舒服、無助益的情感。法官為了正當化自己對於被害人憤怒情緒的不快感受，他

們便將被害人描述成是無法控制憤怒的一群人。法官認為「過度的憤怒肯定會適

得其反。因為有時候被害人不了解他們對於被告的憎恨會傳達給法官，這破壞了

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內容在客觀上的信用性」。但是法官也會有失控的時候。有法

官曾經對被告說「先生，你就要去坐牢了，而那裡是你這種畜牲應該去的地方」。

但是該法官後來覺得他這樣做很不好，他也承認自己的確是失控了。對於法官來

說，過度憤怒的表現就像是過度悲傷的表現一樣，會威脅到法庭上的司法控制或

是法官的中立角色290。 

    同情是法庭上出名的情緒。這或許是法官所樂見的被害人情緒。聽到被害人

說出「這是恐怖、可怕的。但我知道如果被告得到的是治療而不是被關進監獄，

社會將變得更好，或是下一位被害人會生活得更好」時，法官們的反應是讚賞的。

有法官說：「我總是驚訝於被害人是如何的有同情心…被告對於人性的談話總是

很糟糕，但是被害人卻可以說得如此之好」。當被害人不支持刑罰、避免對被告

表現出憤怒，或甚至是對被告感到同情時，法官會覺得鬆了一口氣。因為法庭的

權威可以被維持，法官的判決也不會受到質疑，整個法庭是處於掌控之中的291。

                                                                 
290

 Id. at 92-93. 
291

 Id. at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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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情在法庭上並不常見。 

總的來說，過度的悲傷會威脅到法庭權威，所以法官會限制它。而憤怒則是

不受歡迎的情感，所以法官很少會接受。再者，因為憤怒的情感常常與復仇而非

應報作連結，所以在量刑時，法官認為憤怒是不誠實的、不成熟的，沒有任何助

益的。但同情則被認為是成熟、值得稱讚的，它表示出被害人已經向前邁進的信

息。 

    我們立即的情感反映出現地很快而且無意識，它把我們對客體的感受添上色

彩292。舉個例子來說，你不只是看到一棵“樹”，你看到的是一棵“漂亮”的樹

或是一棵“很醜”的樹。這些立即產生的評價會影響我們的決定、記憶跟行為。

心理學家公認將情感與認知分離是不可能的，意即我們的決定與判斷會受到情感

的影響。根據 affect-as-information theory293，我們會用自己當下的情緒做出決定、

判斷與評價294。 

 

第三款 被害影響陳述如何影響判決 

    理論上，審判過程會刺激陪審員進行謹慎且全面的思考。法官對陪審員的指

示，再加上陪審員間的相互討論，兩者皆要求陪審員的評斷要合理正當的。那麼

為什麼情感可能會影響判斷？Green 和 Mywers 認為，有關情感與判斷的實證研

究只能說明情感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影響了判斷，但是影響的方式不必然是非理性

或是反覆無常的。他們認為，某些情感確實可能會促進審慎思考而不是妨礙思考

295。但為何我們卻仍認為被害影響陳述極具煽動性、容易造成任意判決結果，總

是可以輕易引起聆聽者的回應？ 

    1968 年經濟學家 Thomas Schelling 認為，「對於那些所謂“統計上的被害人”

                                                                 
292

 Grison, Sarah, Todd Heatherton, and Michael Gazzaniga, Psychology in your life, Norton & Company 

341(2015). 
293

 人類用他們的當下情緒去做決定、判斷與評價，即便他們不知道情緒的來源是甚麼 
294

 Grison, Sarah, Todd Heatherton, and Michael Gazzaniga, supra note 292, at 341. 
295

 Bryan Myers&Edith Greene, supra note 57, at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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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統計上的生命”，一般人在情感上是不為所動的。只有確定的(identified)

被害人而不是姓名不詳的被害人，才能夠喚起我們的移情與同情心，會激起我們

想要幫助他們的慾望，因為“如果我們認識他，我們就會重視他”」296。試著假

設：如果我們握有某些關於被害人的個人資訊，像是姓名、喜好、個性等等，我

們會覺得自己是“認識”被害人的。也因為我們自認為認識被害人，所以當我們

聽到被害人家屬所陳述的痛苦時，我們願意去減輕他們的這些痛苦。從許多研究

上我們可以得知，這一切都是源自於對被害人的移情與同情心。被害影響陳述提

供了陪審員一個十分清晰、生動的被害人圖像，這樣的被害人，相較於統計上的

被害人，更容易喚起我們更多的移情以及同情心，我們就容易去幫助被害人。而

同樣地，陪審員也會受到被害影響陳述影響，而產生對於被告的負面情緒，他們

容易對被告感到生氣，也會更想要去嚴厲地處罰被告。這樣的結果便反映在對被

告的量刑上297。因此，被害影響陳述帶有破壞法庭上理性與情感間平衡的風險。 

    縱然理性要我們冷靜思考被害影響陳述所可能造成的不正影響，但我們總是

很難斷然拒絕或否定被害影響陳述這個制度。這是由於人的情感作怪。情感讓我

們覺得受到犯罪影響的被害人及其家屬很可憐。我們同情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屬，

所以我們會想讓他們講話，讓他們把心中的負面悲傷情緒一吐為快。然而事實上，

這並不是同情(compassion)，這是一種移情作用(empathy)。移情跟同情不一樣，同

情是一種情緒，但是移情不是情緒，是一種連結他人情感經驗的能力298。Handerson

用了三種現象來形容移情：(1)對他人情感的感受；(2)了解他人的經歷或情況，

不論是在情感上或是在認知上，通常是藉著把自己想像成是別人；(3)藉由體會他

人悲痛而所引起的行動299。 

    考量是否應該允許被害影響陳述時，我們必須要評價被害影響陳述對被告以

                                                                 
296

 轉引自：Ray Paternoster&Jerome Deise, A heavy thumb on the scale:the effect of victim impact 
evidence on capital decision making, 49 Criminology 129, at 138(2011). 
297

 Ray Paternoster&Jerome Deise, supra note 296, at 138-141. 
298

 Arrigo, Bruce A., and Christopher R. Williams, Victim vices, victim voices, and impact statements: On 
the place of emotion and the role of restorative justice in capital sentencing, 49 Crime & Delinquency 603, at 

614(2003). 
299

 Henderson, Lynne N, Legality and empathy, 85 Mich. L. Rev. 1574, at 1579(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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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被害人所喚起的情感300。面對被告，被害影響陳述喚起的是憎恨、恐懼、復仇

心，以及消除所有憤怒的慾望；面對被害人，它則是產生移情作用。Susan Bandes

認為，移情對法官來說是有價值的，移情幫助法官去了解還有另外一個世界存在。

在那個法官所不熟悉的環境裡，有許多人在這裡生活著。但是她也認為並非所有

移情的衝動都是適當的301。至少在死刑案件中，她認為被害影響陳述是不應該說

的故事，我們應該要聽的故事不是那些我們已經移情的被害人故事，而是與之相

反的被告故事。被害影響陳述不但阻礙了陪審團聆聽被告故事的能力，還喚起了

不屬於法庭的情感。被害影響陳述所引起的對於被告的仇恨、報復感受會讓陪審

團分心302，會轉移陪審團考量被告個人以及道德罪責的義務。但真正需要我們移

情的應該是位處劣勢的被告。可是被害影響陳述卻阻礙了陪審團移情被告、了解

被告人性的能力303。被害影響陳述從來就不僅僅是為了提供更多的資訊，相反地，

被害影響陳述本身就帶有政治及策略上的目的。被害影響陳述把被告去人性化，

然後把他們從人類社會裡排除
304

。 

    對情感的組成採認知觀點的學者認為，情感涉及認知的活動，是對於外來事

物的信念、詮釋或評價305。那麼，情感是如何影響法律判斷的？被害影響陳述與

判決結果之間究竟有怎樣的關聯性？所接收的資訊是怎樣地影響我們的行為？

我們可以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解釋被害影響陳述對判決結果造成影響的機制

是如何運作的。首先需要了解一個概念，那就是基模(schema)。基模是帶有訊息

的先驗知識與經驗；我們用基模去把訊息分類
306

。換句話說，基模是一種認知結

構，它把我們腦中有關特定對象的資訊分類。基模提供我們一個參考的架構，當

我們接受到訊息時，我們會將訊息與既存的基模配對，看這些訊息是否歸屬於哪

                                                                 
300

 Bandes, Susan A, supra note 286, at 395. 
301

 Id. at 390. 
302

 Id. at 392-395,410. 
303

 Id. at 402. 
304

 Id. at 410. 
305

 李品儀，白玫瑰運動之研究─從情感、社會運動與法律修正之角度切入，成功大學法律系碩

士論文，2014 年，頁 10。 
306

 Grison, Sarah, Todd Heatherton, and Michael Gazzaniga, supra note 292, at 2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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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基模，然後再去解釋這些訊息。我們最容易理解的訊息是那些與我們個人經驗

有關的訊息，而那些具體、情感的訊息較容易使人想到基模，容易抓住陪審團的

注意力。所以當陪審團在評價訊息時，他們會聚焦在自己所熟悉的基模上。也因

為這樣，其他陪審團比較不熟悉的訊息就被過濾掉了307。用被害影響陳述來解釋

的話，就是被害人的故事、傷痛是很容易讓人理解的，但被告的故事卻正好相反，

所以當被害人故事與被告故事一起出現的時候，陪審團只會注意到有被害人的被

害影響陳述，然後被告的訊息就在不知覺中被過濾掉了。在死刑量刑中，為了能

夠正確公平地做出被告是否應該被科與死刑的判決結果，我們必須要設身處地為

被告著想。但是被害影響陳述卻會阻止我們去聽見被告的故事，所以產生的量刑

結果是有問題的。 

    被害影響陳述包含著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的滿滿情感。法庭上，被害人家屬

所宣洩、傳達出的情感，有對逝者的悲傷以及對被告的憤怒。這些被害人的情緒，

會對法官造成怎樣的影響？法官的感受是甚麼？他們的回應又會是甚麼？被害

人的情緒，是否會對自己帶來判決上的不利而造成反效果？但是被害人將與自身

有關的案件交予國家司法系統，因此司法系統是否必須對被害人予以回應？鮮少

有法官會直接在法庭上對被害人的意見陳述作出回應，更不用提在判決理由內說

明對被害人意見陳述之意見。法官最多只是就被害影響陳述可否作為量刑因素之

一而為論述，但這也僅限於少數。對於被害影響陳述中流露的情感，法官的想法

是什麼？他們會如何回應？我國法官為自由心證，審判的法官心證過程無人知曉，

遑論是針對高度爭議性的被害影響陳述在法庭上發表自己的看法。法官不語，也

甚少有法官會對外公開自己的真實想法，為此我們很難從法官身上得知量刑者對

於被害影響陳述的看法，我國文獻對此也甚少有討論。 

    Schuster 跟 Propen 針對明尼蘇達州第四地方法院的 22 位法官，以及第二法院

的 6 名法官，做了每個人 45 分鐘的面對面訪談。他們也出席過 17 件審判過程以

                                                                 
307

 Diana Minot, Silenced Stories: How Victim Impact Evidence in Capital Trials Prevents the Jury from 
Hearing the Constitutionally Required Story of the Defendant, 102 J. Crim. L. & Criminology 227, at 

240-24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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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當被害影響陳述提出時的法庭動態。有法官談到：「法院是矯正錯事的地方。

被告對被害人所造成的其中一個錯事就是情感上的痛苦。而我認為允許法官去記

錄發生了什麼事，以及自己的感覺如何，是一個處理情感痛苦的方法」。但也有

法官認為：「當有兩個人走進法庭並槍殺法官，而他們的老婆在法庭上向法官做

出不同的陳述，這並不會使得這兩個人的刑罰有所不同」。有法官說：「我認為

影響陳述對陳述的人來說有極大的效果，我很高興可以給他們這個機會去陳述。

但我認為，如果這些陳述影響到量刑，會是非常不適當的。陳述不應該影響量刑」。

雖然所有受訪的法官都記得自己曾經因為被害人的反應，而將判決重新思考。但

一般來說，他們都認為回應被害影響陳述中的特定量刑要求，會否定法律的基本

原則。雖然訪談中的所有法官都承認被害影響陳述對於被害人的潛在情感價值，

但也有許多法官認為，影響陳述原則上不應該影響作出公平判決所需要的客觀與

理性308。 

    訪談中，認為需要維持法庭權威的法官會藉由三種宣布判決的修辭學方法，

來平衡自己對被害人感受的情感：(1)他們向被害人強調自己在量刑上的選擇有限；

(2)他們的話語使用肯定或是必然的字眼；(3)他們常試圖控制自己聽見影響陳述

時的情感。第一種方法，法官經常花很多時間去解釋自己在判決期間與處置的選

擇上受到量刑指導原則的限制。對這些法官來說，司法機關不是回應被害人的情

感表達、不是同意影響陳述中的請求，它的立場被有限的選擇給正當化。第二種

方法是以肯定或是必然的字眼來表示意見。為了避免回應被害人的情感訴求，法

官選擇以肯定的字眼，或是運用法官沒有選擇自由的這種必然性的修辭方法。像

是很謹慎地對被害人說：「這是我的判決決定。被害影響陳述是許多因素的其中

一個。如果你對於判決結果感到失望，這是因為還有好多其他的因素我必須要去

衡量」。第三種方法是，克制被害影響陳述對自己情緒上所產生的效果。雖然法

官承認了情感利益，但他們也認為有必要去隱藏陳述中傳達的情感如何影響自己。

像是有法官說：「我記得我幾乎要哭出來了」，這名法官在之後恢復平靜，因為

                                                                 
308

 Mary Lay Schuster&Amy Propen, supra note 287, at 7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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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法官是不應該在法庭上哭泣的。 

    但如果法官完全抽離情感，只從理性的角度出發，他們認為自己「在處理許

多嚴重的案件時，感覺上會變得是絕緣、麻木」、「是在傾向於除去情感的法律

中工作」、「變得像是工廠，就只是生產出這些判決」。對某些法官來說，這是

一個生存的策略，因為「為了繼續生活下去，我認為我可以把事情拋諸腦後。我

似乎能完成某些事情，並就這樣子完成它，而且不會讓它困擾我太久」。但也有

法官擔心這個令人麻木的影響，認為「對於法官來說，最好的一件事情會是如果

我們就是被害人自己，或是我們的家人就是被害人」、「在把某些現實帶入法庭

的意義上來說，被害影響陳述是有助益的」。從法官的敘述可以觀察到法官自己

其實是矛盾的。他們覺得他們需要維持法庭上的權威，而回應被害人的情感與訴

求會破壞這個權威，所以他們採用了三種修辭方法，用肯定、必然的言語來解釋

他們在選擇有限上的困境，然後假裝或是否認被害人的情感309。 

    但是，被害人面對犯罪直接產生的憤怒情感是人的天性。在人類發展的歷史

中，報應思想一直是相隨的。我們很難也沒有充分的理由要求被害人屏除對被告

所產生的憤怒情緒。學者認為，對於被害人的報復想法只能像對待洪水一樣，只

能疏導不能攔堵，對於被害人的仇恨心理，社會應該予以理解，並給予被害人於

法庭上將此種憤恨宣洩出來的機會310。 

 

第四款 量刑上的研究結果 

    1987 年的 Booth 案，是第一個討論關於被害影響陳述與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

間關係的判決。Booth 案中，聯邦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見明確指出，美國憲法增修

條文第八條禁止死刑量刑陪審團考量被害影響陳述。法院主張害影響陳述使陪審

團將注意力聚焦在被害人身上而不是被告身上，陪審團應該以犯罪情節作出個別

                                                                 
309

 Id. at 89-90. 
310

 楊正萬，刑事被害人問題研究─從訴訟角度的觀察，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頁 28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2 
 

判決，而不是受到被害人的個性或是被害家屬所受傷害的影響。被害影響陳述為

死刑判決注入了一個武斷、恣意性的因素，其使得陪審團容易在不被允許的因素

的影響下做出決定。而陪審團所做出的武斷、恣意性的死刑決定，是美國憲法增

修條文第八條所不允許的風險311。二年後的 Gathers 案，聯邦最高法院依循了 Booth

案對於使用被害影響陳述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的見解。但到了 Payne 案，

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先前 Booth 以及 Gathers 的見解。法院認為，Booth 以及 Gathers

都是在最狹窄的邊緣做出來的判決，Booth 以及 Gathers 都是錯誤的決定。 

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之殘酷與不尋常之刑罰其意義為何？Douglas 法官在其

Furman 案之協同意見書中指出「殘酷與不尋常之刑罰」之意義，不僅是指野蠻

的刑罰，還指選擇性與無規則性地使用刑罰。Brennan 法官則是在其協同意見書

中對於刑罰是否構成殘酷與不尋常之刑罰提出判斷標準。其中，武斷科處之可能

性極高即為一判斷標準312。雖然 Furman 案是在討論死刑的合憲性，但是法院對

於關殘酷且不尋常之刑罰的見解，卻成為後來 Booth 案的主張基礎，亦即武斷恣

意做出的刑罰判決是殘酷且不尋常之刑罰。Booth 案之後的 Gathers 及 Payne 雖然

對第八修正案的論述並沒有多加著墨，但是聯邦最高法院在 Booth 案中關於第八

修正案的討論，凸顯出被害影響陳述與量刑上容易導致刑罰恣意、武斷判決結果

的可能性。 

    學說上對於被害影響陳述的批評，除了對被告程序權利的影響之外，最為人

詬病者為被害影響陳述對量刑上的影響。被害影響陳述在情緒上會影響陪審團，

使得陪審團偏好死刑判決，因此被害影響陳述會影響量刑結果。由於被害影響陳

述所傳達出的強大情感，陪審員想要對被告作出處罰的需求，會壓過陪審員理性

評價證據的能力，損害了法院在量刑程序中視為必要的理性。 

    我們可以假設：假設被害影響陳述的內容與表現方式會激起陪審員的情緒，

陪審員因為被害影響陳述的語調與內容而對被告生氣，或者是對被告不友善，他

                                                                 
311

 supra note 95, at 503-504. 
312

 王玉葉，美國最高法院審理死刑合憲性原則：試看 Furman， Gregg 與 Atkins 三案之軌跡，政

大法學評論第 82 卷，93 年 12 月，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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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能會想要以某些方式來幫助被害人。但是因為直接被害人已經死亡，陪審員

無法對已死之人再給予任何的幫助，所以他們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幫助被害人。陪

審團藉著做出死刑判決的方式，回應被害人家屬在被害影響陳述中所明示或暗示

的死刑請求，幫助被害人家屬。但這只是一個假設，實際情形是否如此？學者們

的實驗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證據，讓我們可以更了解被害影響陳述所產生的可能影

響為何，以及其與判決結果間的關聯性。這些實驗數據可以區分為模擬實驗以及

非模擬實驗。以下將分作兩個部分來說明。 

 

第一目 模擬實驗 

    有學者檢視了被害影響陳述是否增加死刑判決的結果。Luginbuhl 和 Burkhead

提出一個假設：當提出被害影響陳述的時候，被告較容易得到死刑判決。他們的

分析對象是 100 名北羅萊納州立大學的大學生。他們交給所有測試者兩份書面官

方犯罪版本中的其中一份。一份是普通嚴重的殺人案件，另一份則是非常嚴重的

殺人案件，但這兩件都是一級謀殺案件。其中一半的受測者會在文件中讀到被害

影響陳述，他們還會告知受測者該陳述是由法院人員所準備的。實驗要求受測者

假設自己是量刑階段陪審員的角色，並以陪審團的角度去回答測驗問題。三分之

一的受測者表示，自己的刑罰決定受到被害影響陳述的影響。而當受測者問到被

害影響陳述是如何影響刑罰決定時，有接觸被害影響陳述的組別中有 51%的人投

給了死刑；而沒有接觸被害影響陳述的組別中有 20%的人投給了死刑。這意味著

學者的假設得到了證實，被害影響陳述大大增加了死刑的結果。另外，抱持著贊

成死刑者不論有無被害影響陳述都有可能投給死刑，但是反對死刑者是否會因為

被害影響陳述而改變決定的想法，學者檢視了受測者對死刑的態度與被害影響陳

述的關係。結果卻發現，只有持中立立場或是支持死刑的人，才會受到被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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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的影響，被害影響陳述促使這些人做出死刑判決313。 

Erez 與 Tontodonato 研究 500 件重罪中被害影響陳述對於判決結果所造成的

影響。他們發現，被害影響陳述並不會影響刑期的長短，而是會影響所給予的刑

種，像是緩刑或有期徒刑。使用被害影響陳述的案件，相較於沒有使用被害影響

陳述的案件，比較容易得到有期徒刑之判決。但他們認為這是因為法律因素的關

係，而不是因為使用了被害影響陳述的關係314。 

為了檢視被害影響陳述與量刑之間的關係，有許多學者進行了相關實證研究。

有學者將這些模擬研究整理如下315： 

    Mywers、Arbuthnot 檢視了謀殺案件錄影帶中，被害影響證據的效果以及證

據的強度。參加者是 416 位參與課堂學分的心理系學生。依據被害影響陳述的有

無，以及被告有罪證據的強弱，這些學生隨機分成四個組別。陪審團在看完錄影

帶之後，會先詢問被告是否有罪，以及應施予如何刑罰，之後讓陪審員進行商討，

然後再問一次相同的問題。研究結果發現，經過陪審員討論後，有被害影響陳述

的組別中，67%的人投給死刑，而在沒有被害影響陳述的組別中，只有 30%的人

投給死刑。 

    Myers、Lynn、Arbuthnot 則是研究被害影響陳述增加死刑判決機率的可能原

因。實驗對象也是 293 位大學生。控制因素是傷害程度與證人陳述時的情感。研

究結果是，傷害程度屬於較嚴重的組別中的陪審員，相較於傷害程度是較輕微的

組別，陪審員的判決結果比較強烈。但是在情緒高與情緒低的組別中，並沒有發

生同樣的效果。也就是說，傷害程度可以預期判決的結果，但是判決結果卻不會

受到陪審員負面情緒的影響。 

    Myers 等人研究死刑模擬審判之被害影響證據是否會影響量刑，以及將被告

去人性化、將被害人人性化的措辭可能造成的影響程度為何。與上述實驗不同，

                                                                 
313

 Luginbuhl, James, and Michael Burkhead, supra note 275,at 6-15. 
314

 Erez, Edna, and Pamela Tontodonato, THE EFFECT OF VICTIM PARTICIPATION IN SENTENCING 
ON SENTENCE OUTCOME, Criminology 28.3, at 451-474(1990)，轉引自：Christine M. Englebrecht, 

supra note 1, at 60. 
315

 Ray Paternoster&Jerome Deise, supra note 296, at 13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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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實驗對象是符合陪審員資格(有駕照、18 歲以上、美國公民)，而且死刑適

格(death qualified)者。控制因素除了被害影響陳述的有無之外，另有以被害人陳

述所出現之措辭為基礎的四個實驗條件(以將被告去人性化及將被害人人性化為

區分)。實驗結果是，被害影響證據與判決結果之間並無關聯性。沒有被害影響

證據的組別有 60%的人建議死刑；有被害影響證據並且將被告去人性化的組別有

58.5%建議死刑。令人驚訝的是，有被害影響陳述並且將被告去人性化、將被害

人人性化的組別中，死刑建議的人數最少，只有 34%。 

    Platania、Berman 研究是否任何不利的影響都會因為來自法官的指示而減輕。

樣本是 166 位死刑適格的大學生。控制組的陪審員沒有目睹被害影響陳述，而有

被害影響陳述的組別中，被害人家屬的情緒又分成高度情緒性與沒有情緒兩種情

形。雖然目睹被害影響陳述的陪審員，比較容易建議死刑，但是被害人家屬的情

緒並不會影響建議的量刑。而當有來自法官對於陪審員的指示，指示被害影響陳

述不能做為被告死刑適格的基礎時，被害影響陳述對量刑的影響會被緩和。 

    從這些研究結果來看，被害影響陳述是比較容易導致死刑判決的，不過這些

證據並不一致也不有力。學者認為，這些實驗都普遍存在缺陷與限制，這些缺陷

可以分成三種：(1)多數實驗對象多以大學生為測試樣本。但是較大學生年長且有

經驗之人，對於被害影響陳述的反應與這些年輕、涉世未深的大學生不同。而且

並非所有的參加者都經過遴選程序(voir dired)或是死刑適格程序(death qualified)，

因此無法確保他們是否有死刑陪審員的資格；(2)許多研究所使用的量刑程序情境，

不是用模擬的錄影帶，就是用書面形式的簡單摘要，並非讓參加者實際觀看含有

被害影響陳述的死刑程序。法庭上真正的被害影響陳述多由被害人家屬為之，他

們的證詞不但生動而且高度情緒化。那些悲傷痛苦的表達，都不是模擬的錄影帶，

或是簡單的書面摘錄就可以輕易表現或描述出來的；(3)模擬陪審員的決定不是真

正的決定。這種假設性的判決結果，相較於真實裁判結果，比較不謹慎。這種模

擬陪審團的方法，不足以清楚釐清被害影響陳述在死刑案件中造成的影響。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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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陳述對量刑的影響結果，應該要從其他類型的研究來獲得支持316。 

 

第二目 非模擬實驗 

    既然模擬實驗存在缺陷，是否非模擬實驗就可以得到一致性的解答。有學者

試圖以死刑陪審團的實證研究，來確定被害人家屬在死刑量刑階段的審議中所扮

演的角色，並且回答被害影響陳述是否增加陪審團死刑決定可能性的這個問題。

這些實證研究倚賴來自死刑陪審團項目(Capital Jury Project，
317死刑陪審團項目，

簡稱 CJP)的初步資料。在 Ursula Bentele、William Bowers 的研究中，他們檢視了

六個州內的 58 案件中 240 位陪審員的面談資料。當被問到陪審團在量刑審議中

討論的最多的主題是什麼，前五名依序是證據的效力、殺人的性質、被告的角色

以及犯罪的動機。令人驚訝的是，該研究發現陪審員皆未談論被害人家屬或是被

害影響證據，這顯示被害影響證據在量刑決定上並非是決定性的
318

。   

    Sundby 與 Eisenberg 等人，利用初步的 CJP 資料，更直接地說明了被害影響

證據如何影響陪審團裁決。Sundby 主要的兩個重點是：被害影響證據如何將有

關被害人性格的資訊提供給陪審員，以及被害人的不同感受如何導致不同判決。

Sundby 假設，當陪審員認為被害人越有價值時，被告越可能得到死刑裁決。雖

然陪審員表示被害人的性格與其裁決無關，但是 Sundby 的的研究卻發現陪審員

們言行不一致。在審議的過程中，有 43%的陪審員討論到被害人的名聲或是性格

(11%是大量討論、32%是相當數量的討論) 319。雖然 Sundby 的研究沒有直接說明

                                                                 
316

 Ray Paternoster&Jerome Deise, supra note 296, at 134,138；Bryan Myers&Edith Greene, supra note 57, at 

505. 
317

 是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所贊助的，報告曾當過死刑案件陪審員的經驗，是一個針對當過死

刑案件陪審員的調查。 
318

 Bentele, Ursula, and William J. Bowers, How jurors decide on death: guilt is overwhelming; aggravation 
requires death; and mitigation is no excuse, 66 Brook. L. Rev. 1011(2000)，轉引自：David R. Karp and 

Jarrett B. Warshaw, Their day in court: the role of murder victims' families in capital juror decision making, 

45 Criminal Law Bulletin 99, at 279(2009). 
319

 Sundby, Scott E, Capital Jury and Empathy: The Problem of Worthy and Unworthy Victims, 88 Cornell L. 

Rev. 343(2003)，轉引自：David R. Karp and Jarrett B. Warshaw, supra note 318, at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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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影響陳述對陪審員決定所產生的影響，但是卻可以看出被害影響陳述可能改

變陪審員對被害人的看法，並且增加或減少了陪審員對於被害人價值的感受。特

別是隨機暴力行為中的無辜被害人，相較於參與犯罪發生前的高風險行為(如施

用毒品)的被害人，更可能招致陪審員的死刑裁決320。 

    Eisenberg 則是研究南卡羅萊納州，並試圖了解 1991 年 Payne 案判決後，被

害影響證據是否影響死刑案件中死刑判決的比例。資料來源是六個州、214 位陪

審員，其中 113 位在 Payne 案後曾當過陪審員。研究發現，被害影響證據似乎影

響了陪審員對於被害人與被害人家屬所受傷害的考量。研究更發現陪審員一般不

會將被害人家屬對處罰的希望，視為重要考量。與 Sundby 一樣，Eisenberg 的研

究重點在於陪審員對被害人的感受是否會影響量刑，也就是陪審員對被害人的欽

佩(victim admiribility)如何導致死刑判決。研究發現，檢察官對被害影響證據的使

用，增加了陪審團對於被害人欽佩程度321。但是，對被害人欽佩程度與死刑判決

並沒有顯著的關聯性，而被害影響證據的引進及量刑結果也無顯著關聯
322

。 

    Sundby 與 Eisenberg 的研究並未發現被害影響證據以 Booth 案判決的方式影

響量刑結果，他們的研究使用有限的樣本，並且有方法學上的限制。因此，Karp

與 Warshaw 重新檢視了被害影響證據對量刑決定所造成的影響。他們使用的是完

整的 CJP 資料，不僅要檢視被害人家屬如何參與死刑案件，也要了解被害人家屬

的參與對陪審員決定所造成的總體影響。他們發現，對於被害影響證據的恐懼並

沒有發生，反倒是被害影響陳述的好處是明顯的。被害影響證據是一個賦權予被

害人家屬的有價值的方法，其使在法庭上不需擔心這會影響陪審團並因此改變司

法的方向。學者使用的是完整的 CJP 資料，裡頭有來自 14 州共 353 起死刑案件

的 1198 位陪審員。Karp 與 Warshaw 研究的結果可以從下列五個部分來觀察： 

1.陪審員對被害人家屬的態度323 

                                                                 
320

 轉引自：Christine M. Englebrecht, supra note 1, at 64. 
321

 Eisenbert, Theodore, Stephen P. Garvey, and Martin T. Wells., supra note 264, at 325. 
322

 Id. at 308. 
323

 David R. Karp and Jarrett B. Warshaw, supra note 318, at 285-28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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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審員一般對被害人家屬抱持正面態度。他們多數(77%)相信被害人是在充滿

關愛的家裡中長大，91%的人認為被害人深愛其家人。陪審員對被害人家屬的

同情是明顯的。儘管多數的陪審員(70%)不會將自己想像成被害人家屬，但是

68%的陪審員並不會對被害人家屬感到疏離感，他們(63%)可以想像自己與被害

人發生同樣的情形。有 86%的人感受到了被害人家屬的悲傷與失落。 

2.被害影響陳述對陪審員態度的影響324 

研究發現，被害影響陳述增加了陪審員對被害人家屬的同情心。沒有聽到被害

人家屬陳述的陪審員中，有 85%肯定其感受到被害人家屬的悲傷與失落感。有

聽到被害影響陳述的陪審員中，則是有 90%的人有感受到。聽到被害影響陳述

的陪審員不只是較為相信被害人深愛自己的家庭，他們也較能夠站在被害人家

屬的立場上思考。因此，有了被害影響陳述，陪審員了解到被害人喪親的深度，

讓陪審員更靠近被害人家屬。 

3.被害人家屬的悲傷與傷害對審判的影響
325

 

研究發現，陪審員對被害人家屬的悲傷與傷害是有感覺的。在多數案件中，家

屬的悲傷與傷害，是檢察官以及陪審員討論的重點。68%的陪審員相信被害人

家屬悲傷與傷害的這個因素影響了量刑的決定。 

被害影響陳述的確會增加被害人家屬的痛苦成為量刑因素的可能性。數據顯示，

被害人家屬的情感的確瀰漫在法庭上，甚至於量刑決定時，陪審員會將被害人

家屬的情形考慮進去。當有被害影響陳述時，陪審員對於被害人家屬因素的考

量會增加，有 44%的陪審員認為被害人家屬的悲傷與失去是量刑因素，而有 28%

的陪審員認為這不是量刑因素。 

當被害人是非白人時，陪審員對被害人家屬的關注會打折扣。在被害人是白人

的案件中，75%的陪審員認為被害人家屬遭受的悲傷與失去是量刑的重要因素，

但在被害人是非白人的案件中，63%的陪審員認為是量刑的重要因素。 

                                                                 
324

 Id. at 285. 
325

 Id. at 285-28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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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害人家屬的刑罰意見對審判的影響326 

數據顯示，雖然檢察官在某程度上注意到被害人家屬的願望，但這並不會使得

陪審員考慮被害人家屬的願望，也不會使陪審員認為被害人家屬的願望就是量

刑決定中的重要因素。儘管被害人家屬的處罰願望並非至關重要，但如果有被

害人家屬陳述，檢察官就可以聚焦在被害人家屬的處罰願望上。而當檢察官討

論到被害人家屬的願望時，陪審員就可能將被害人家屬的願望作為量刑決定的

重要因素。 

5.被害人家屬對量刑的影響
327 

此研究中最重要的發現是被害家屬的陳述對量刑結果並沒有顯著的影響。無論

是否有被害影響陳述，量刑結果差異並不大。縱然被害人家屬對量刑有任何的

影響，該影響也是非常小的。在 102 件有被害人家屬陳述以及 165 件沒有被害

人家屬陳述的一共 267 個案件中，當被害人家屬陳述時，發生死刑判決的情形

較多，41%陪審員為死刑決定，35%陪審員為終身監禁決定。但這個傾向很輕

微，因為不論有無被害影響陳述，陪審員在死刑與非死刑決定的比例上差距都

不大，於統計上並不是非常明顯。 

 

另外，Aguirre 等人針對加州在 1989 到 1994 年間的真正死刑陪審團審判，檢

視了被害影響陳述在死刑案件中產生的效果。研究發現，提供被害影響陳述的案

件中，有 70%導致了死刑判決的結果。相反地，當沒有被害影響陳述的時候，陪

審團對死刑(52%)與終身監禁不得假釋(48%)的比例幾乎是相等的。另外，研究也

發現被害影響陳述在某些人的身上會產生較大的影響。相較於白人或黑人被告，

拉丁裔的被告(Latino)比較容易獲致死刑判決。同樣地，相較於被害人是白人或黑

人的案件，被害人是拉丁裔的案件比較容易獲致死刑判決328。但是 Karp、Warshaw

                                                                 
326

 Id. at 288-289,292-293. 
327

 Id. at 289-290,293. 
328

 Adalberto Aguirre Jr., Richard P. Davin, David V. Baker & Konrad Lee J.D., Sentencing 
outcomes,races,and victim impact evidence in California:a pre-and post-Payne comparison, 11 Cri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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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卻認為，死刑案件中，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在陪審團對被告的量刑上，扮演

極小的角色。 

    最後，即便是沒有被害影響證據，陪審員在死刑量刑程序中也經常考慮不適

當的因素，像是被害人的經濟狀況、宗教、種族等等。不論有無被害影響證據，

當案件的被告與被害人是相同種族的時候，比較容易造成死刑判決。但當案件的

被告與被害人是同樣種族時，有被害影響證據的案件，相較於沒有被害影響證據

者，比較容易造成死刑判決
329。人對於與自己相似的人，較容易產生移情的效果

330。這會使得被害人是白人的被告，比起被害人是黑人的被告，容易受到更嚴厲

的處罰。 

    縱然在被害影響陳述對量刑的影響上，模擬的研究仍占多數，而且模擬實驗

的限制與不足無法避免，但這仍然是很重要的研究結果。畢竟這些研究點出了陪

審員面對被害影響陳述時的情緒上反應，或是判斷上的重點因素，它依然是很有

價值的。比較遺憾的是，不論是模擬或是非模擬實驗，都沒有充分有力的證據去

支持被害影響陳述會影響或是不會影響量刑的這個假設。 

 

第二項 被害感情的回復與治癒 

    被害人家屬認為刑事參與可以治療他們、賦權於己、或是重拾對生活的控制。

而被害人參與提供給他們一個可以“承認被害人的願望都能得到尊嚴的對待”、

“促進心理上治療”、並且“提醒法官、陪審員，以及檢察官，在案件的背後有

著一個有著真實利益、真實存在之人”的手段331。參與的方式有很多，除了作為

證人對犯罪事實作證之外，也可作為檢察官做出量刑建議前的參考，或是在量刑

                                                                                                                                                                                        
Justice Studies 297, at 299,302,307(1999). 
329

 Id. at 304. 
330

 Ray Paternoster&Jerome Deise, supra note 296, at 121. 
331

 Megan A. Mullett, Fulfilling the promise of Payne:creating participatory opportunities for survivors in 
capital cases, 86 Ind. L.J. 1617, at 1626-162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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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為被害影響陳述，向法官或是陪審團敘述犯罪所造成的影響。 

    在大多數的案件中，我們可以看到“犯罪所帶來的傷害”，總是被害人家屬

陳述中必然提及、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有學者針對紐約州332一共 60 件審判筆

錄中，共 110 份被害影響陳述進行研究。因為家人死去而受到的情感、心理、身

理上影響，是被害影響陳述中最常見到的內容，例如：「你從我身邊奪走了我的

兒子。我內心的空虛永遠無法填補，只因為你」、「我會焦慮、沮喪、做惡夢」、

「他體重下降、晚上睡不好、不開心、承受極大的壓力」。他們也會談到無形的

傷害，比如失去對未來的夢想與希望、失去安全感333。雖然並不是每個事件都會

對每位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造成心理創傷，這還需要其他因素交互作用才可能形

成，而且創傷所造成的影響也會因人而異。但是當個人面對壓力時，會讓人陷於

容易受傷的狀態，導致個人成為心理創傷的高危險群334。尤其是對那些經歷了殺

人行為的被害人家屬，他們不僅是高風險群，他們受到的生理、心理上影響往往

也是較嚴重的。這些被害人家屬所面臨的至親死亡之創傷事件，是他們所無法預

期與控制的，這使得人的身體與心理突然產生鉅變，造成創傷。這些人淪為某些

情緒或是精神壓力問題的高危險群，像是 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或是日常生活的能力受到影響。身心上的創傷包含有無助感、

情緒失控、羞愧、焦慮、驚嚇與人格解組等，而行為上則是會出現睡眠困擾(失

眠、惡夢)、情緒失控的哭泣、躁動、人際關係的疏離與瓦解、以及藥物濫用等

等
335

。 

 

第一款 終結(closure) 

    美國在有關被害人與死刑的議題裡，常常可以見到或提到“終結”(closure)

                                                                 
332

 2007 年紐約州上訴法院認為死刑違憲，紐約目前是沒有死刑的。 
333

 Christine M. Englebrecht, supra note 1, at 192-211. 
334

 黃富源、張平吾，前揭註 2，頁 66。 
335

 黃富源、張平吾，前揭註 2，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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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字眼。“終結”與死刑的關聯性在於被害人家屬需要死刑處決以獲得療癒336。

但卻很少有人能夠清楚地說明“終結”的定義究竟是什麼。 

被害者的社會運動、治療語言與目的的興起、法院判決、期待激勵人心、迅

速解決方法的期待，建構了“終結”的舞台337。被害人權利運動以尊重“終結”

個體化為特色，著重被害人主觀的經歷與感受，以及他們訴說自己故事的需要338。

美國的被害人權利運動在 1980 年代促成被害影響陳述制度的引入339。自從聯邦最

高法院在 Payne 案宣布了死刑案件中被害影響陳述的使用並不違反第八修正案之

後，“終結”成為刑法上備受歡迎的主題
340。描述被害人所受的傷害，被塑造成

是一種使被害人家屬走向療癒以及“終結”的方法341，象徵著法律焦點轉移到了

療癒342
。被害影響陳述把“終結”鑲嵌到刑事司法系統中，並且建立起“終結”

是正義的一部分的想法343。 

    許多學者試圖為“終結”下定義，但是卻失敗了。Bandes 認為，“終結”是

一個不被承認的概括性術語，其包含了一群鬆散的、在經驗上是可疑的概念
344

。

也有學者認為“終結”主要是指一種對於結局的安慰或滿足感345。Berns 甚至將

“終結”分成六種類型，而這六種類型的“終結”並非是排他的；在相同情況下，

有時候也會使用多個“終結”意涵346。因此，“終結”是多義的。有的時候是指

向公眾提及失去某人的一種情感上的宣洩感，這也正是被害影響陳述支持者所主

張的理由。“終結”也代表最後的感受，像是平靜、寬慰、正義，以及可以繼續

                                                                 
336

 Madeira, Jody Lyneé, "Why Rebottle the Genie?": Capitalizing on Closure in Death Penalty Proceedings, 

84 Indiana Law Journal 1477, at 1479(2010). 
337

 Nancy Berns, Closure: The rush to end grief and what it costs us 7-8(2011). 
338

 Kanwar, Vivek Vik., Capital punishment as closure: The limits of a victim-centered jurisprudence, 27 

NYU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Change 215, at 254(2002). 
339

 Bandes, Susan A., Victims," closure," and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 72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1, at 11(2009). 
340

 Madeira, Jody Lyneé, supra note 336, at 1479. 
341

 Bandes, Susan A., supra note 339, at 11. 
342

 Madeira, Jody Lyneé, supra note 336, at 1479. 
343

 Nancy Berns, supra note 337, at 135. 
344

 Bandes, Susan A., supra note 339, at 1. 
345

 Madeira, Jody Lyneé, supra note 336, at 1478. 
346

 Nancy Berns, supra note 337, at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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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進。有時候也意味著找到殺人案件答案的能力，像是犯罪情節以及殺人者的

身分347。換言之，“終結”主要是指對結果(finalty)的安慰感或滿足感348。而“終

結”的廣泛用法更是延伸到療癒的希望上(healing of hope)349。就辭典義來看，1999

年版本的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 中，“終結”指的是對於不好的、

令人震驚的事情終於結束了的一種滿足感。2003 年的 Merriam-Webster's Dictionary

加入 closure 的第七個定義，“終結”是一種對結果的安慰感、滿足感350。Cambridge 

Dictionaries Online 網站上，“終結”指的是一種把不愉快的情況、時間、經歷給

結束的感受或行為，而自己可以再重新開始351。對於一般群眾而言，“終結”的

定義則是有「接受我已經做了我所有可以做的事情。了解到有些事情是我不能改

變也不能控制的」、「要能夠去原諒」、「當我終於可以放下某些事情並且向前

邁進。但這不代表我不會感到後悔，我接受所發生的事情，並且不再煩惱」、「“終

結”就是你關閉生命中的那段章節，然後開始一個新的章節」352。然而，“終結”

也具有負面意涵，像是失去的永遠無法恢復、殺人犯的死亡永遠不可能帶來安慰

353。 

“終結”，一個說也說不清的概念，卻是支持被害影響陳述者的主要論述354。

支持者認為，死刑可以為被害人家屬帶來“終結”。有法官相信，被害人參與是

達到治療結果的一個有效方法，法律程序中給予被害影響陳述機會以處罰被告的

方法，可以幫助被害人療癒或是增加“終結”的可能性355。有聯邦法院認為被害

影響陳述可以作為被害人的情感抒發，幫助他們減輕痛苦，亦即讓被害人說話以

及聽被害人說話可以有療癒的效果356。 

                                                                 
347

 Bandes, Susan A., supra note 339, at 1-2. 
348

 Madeira, Jody Lyneé, supra note 336, at 1478. 
349

 Id. at 1480. 
350 

Nancy Berns, supra note 337,at 19. 
351

 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closure (最後瀏覽日：2015/08/20) 
352

 Nancy Berns, supra note 337, at 19. 
353 

Madeira, Jody Lyneé, supra note 336, at 1484. 
354 

Bandes, Susan A., supra note 339, at 3(2009). 
355

 Madeira, Jody Lyneé, supra note 336, at 1488. 
356

 Id. at 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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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反對“終結”的這種說法。提倡死刑的檢察官直接了當地告訴我們，根

本沒有所謂的“終結”的這個事實。因為被害人家屬告訴她，對被告的逮捕、定

罪、判決、處決，都不能幫助被害人家屬獲得“終結”，被害人家屬都認為根本

就不存在“終結”357。Bandes 認為，死刑是一種我們無法獲得的“終結”，因為

死刑顯示出我們自認為可以評斷誰是無可救藥的、沒人性，或是沒價值的一種毫

無道理的想法358。從反對立場來說，法律系統中的“終結”或許不是被害人所尋

求的“終結”
359。那些因為法院判決而感到“終結”的被害人是幸運的，因為每

個被害人的需求是不一樣的，法院很難用一般方法去實現“終結”360，也無法在

每件個案中都滿足被害人的需求361。Bandes 認為，在“終結”的概念是模糊多樣

的前提下，將死刑作為一種提供“終結”的手段，是危險的。因為當“終結”指

的是情感宣洩時，使被害人為被害影響陳述便已足夠，但當“終結”所要求的是

迅速有效的判決結果，這就會導致正當法律程序的問題362。 

    對於死刑案件的被害人家屬來說，所謂的“終結”真的是他們所期望、需要

的嗎？Berns 認為，“終結”指的是某件事情的結束363。在殺人案件中，被害人

家屬所要“終結”的對象可能與死亡有關，也可能是要“終結”糟糕的情感。但

是，被害人需要什麼跟法律系統應該提供什麼，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某些被害人

的“終結”是來自心理上、宗教上，以及社會支持系統。這些法律外的手段可以

更好地將被害人個體化，考慮特定被害人的複雜需求，而不需要考量許多與被害

人需求相反的因素，比方是被告的訴訟權利
364

。 

 

                                                                 
357

 http://womenincrimeink.blogspot.tw/2008/06/theres-no-such-thing-as-closure.html (最後瀏覽日：

2015/08/20) 
358

 Bandes, Susan A., When victims seek closure: Forgiveness, vengeance,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Fordham Urban Law Journal 27,at 1606 (2000). 
359

 Bandes, Susan A., supra note 358, at 1606. 
360

 Madeira, Jody Lyneé, supra note 336, at 1490. 
361

 Bandes, Susan A., supra note 358 at 1606. 
362

 Bandes, Susan A., supra note 339, at 17,20. 
363

 Nancy Berns, supra note 337, at 22. 
364

 Bandes, Susan A., supra note 358, at 1605-1606. 

http://womenincrimeink.blogspot.tw/2008/06/theres-no-such-thing-as-closu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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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治癒(Healing) 

    基於“終結”的概念抽象難以操作，以及關於“終結”的定義多提及對於結

果的寬慰甚至是治癒，本文認為應以治癒的說法去表示被害影響陳述的效果較為

合適。 

贊成被害影響陳述者認為，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將有助於犯罪被害人心情上回

復，為被害人帶來治癒的效果
365，甚至喚回被告對被害人的同情，有利被告的修

復366。調查顯示，被害人提交被害影響陳述的動機中，有 56%被害人主張他們的

動機是嚴格量刑，有 15%被害人的動機則是尋求感情釋放367。犯罪發生後，受害

的被害人需要有可以宣洩的管道、一個可以公開發聲的管道，他們有許多話想要

表達，諸如為什麼我是被害人、犯罪發生後到現在的自己是有多麼的恐懼與悲傷、

犯罪後的生活完全被打亂了、我找不到活下去的意義、一定要兇手受到最嚴厲的

制裁…等等，而不是到最後發現自己只能低頭默默承受。被害影響陳述為他們提

供了這樣子的一個機會。它是一個讓被害人宣洩的管道，使被害人能夠在公開場

合中，向社會大眾表達自己內心意見的方式。尤其在被害影響陳述可以影響法官

量刑時，這對被害人產生心理平復的效果更大368。 

    研究顯示被害影響陳述的效果是有意義的369。讓被害人發聲，可以改善被害

人的心理狀況以及健康370。許多填寫被害影響陳述的被害人聲稱，在提供被害影

響陳述資訊之後，他們感到寬慰或滿足。也有研究顯示被害影響陳述對被害人來

說是一個療癒的經驗371。雖然並不是所有的被害人都願意提供影響陳述，但是被

                                                                 
365

 王容溥，前揭註 8，頁 159，註 79。康黎，前揭註 42，137 頁。繆愛麗，前揭註 42，頁 109。 
366

 繆愛麗，前揭註 42，頁 107。 
367

 房保國，前揭註 55，頁 169。 
368

 王容溥，前揭註 8，頁 159，註 80。 
369

 繆愛麗，前揭註 42，頁 109，註 21。 
370

 Erez, Edna., 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victim?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as victim empowerment and 
enhancement of justice, Criminal law review, at 552(1999). 
371

 Id. at 55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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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影響陳述讓被害人獲得尊嚴和認同，而不是感到無助和羞恥372。一份英國針對

作過犯罪影響陳述的被害人調查結果顯示，英格蘭威爾士有 60%、蘇格蘭有 44%

的人表示想以此傾訴痛苦，而這些被害人在實際上也收到效果。調查並顯示，被

害人影響陳述對於許多被害人而言確實具有心理意義上的治療效果373。被害影響

陳述是一種自我治癒的方式，可以幫助被害人家屬重拾對生活的控制權374、讓被

害人恢復尊嚴與尊重，而不是感到無力與羞愧375。的確，被害影響陳述對某些被

害人帶來療治的效果。有被害人說：「當我在法庭上朗讀被害影響陳述，它治療

了一部分的我。我對被告說他把我傷的有多重」、「我認為我得到被害影響陳述

的幫助。…現在我可以繼續走下去了。」376。除此之外，法官說的話也可以成為

被害人心靈的安慰377
。 

    有認為只有實際參與，被害人的復仇情緒才能逐步解消，使被害人產生受到

重視的感覺。隨著訴訟程序的進行，被害人的復仇心理會減弱378。被害人的滿意

度會減輕與犯罪有關的 PTSD 徵狀
379
。被害影響陳述是對被害人的回復有幫助的、

有助於被害人回復的滿足380。被害影響陳述的效果是積極的、有意義的。被害人

從中獲得的不是忽視與無力感，而是尊重以及認同381。與被害人的面談中我們可

以發現，超過半數的被害人認為在陳述之後的確有感到不一樣，而其中有 59%在

滿意度以及欣慰上表示出有正面的感受382。Erez 發現，被害人的滿足主要是來自

                                                                 
372

 繆愛麗，前揭註 42，頁 109。 
373

 康黎，前揭註 42，137 頁。 
374

 Anderson, Jose Felipe, Will the Punishment Fit the Victims-The Case for Pre-Trial Disclosure, and the 
Uncharted Future of Victim Impact Information in Capital Jury Sentencing, 28 Rutgers L. J. 367, at 400 

(1997). 
375

 Paul G. Cassell, supra note 46, at 622. 
376

 Paul G. Cassell, supra note 46, at 621-622. 
377

 Paul G. Cassell, supra note 46, at 622. 
378

 房保國，前揭註 55，頁 72。 
379

 Judith Lewis Herman, The Mental Health of Crime Victims:Impact of Legal Intervention, 16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59, at 163(2003). 
380

 王容溥，前揭註 8，頁 159，註 76。 
381

 繆愛麗，前揭註 42，頁 109。 
382

 Edwin Villmoare&Virginia V. Neto, Victim Appearances at Sentencing Hearings Under the California 
Victims' Bill of Right,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 44(1987)，轉引自：Mary Lay 

Schuster&Amy Propen, supra note 287, at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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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量刑意見中法官對被害人影響陳述內容的引用，而不是量刑上的直接影響，這

顯示出法官對被害人的關注383。但是 Wiebe 認為被害者權利的立法會阻礙被害人

的修復，因為被害人的需要被政府給吸收了。在訴訟程序中是否陳述或作證是由

檢察官決定，訴訟的開始也是由檢察官決定是否起訴嫌犯。只有在嫌犯被起訴時，

被害人才有機會去表達其所受到的痛苦384。 

    Herman 認為，被害人需要社會認同以及協助、需要建立權力感並且掌控自

己的生活、需要一個用自己的方式去陳述故事的機會、也需要去控制或是限制自

己對於創傷提示的接觸，但是這些被害人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上的需求，常常

會與法律程序的要求背道而馳。因為刑事司法系統的利益會與被害人的利益互相

對抗或衝突，許多被害人感到創傷或是再次被害。服務被害人的心理健康工作者

也普遍感到病人的創傷症狀，因為受到司法系統的負面接觸，而更加地惡化了。

儘管存在障礙與風險，Herman 認為刑事司法系統的參與也提供了被害人主要的

潛在心理健康利益。法律的介入對於犯罪被害人來說，是一種公開承認其痛苦、

所受傷害的賠償、以及道歉的表現。法律的確認及介入可以恢復被害人對社會的

信任，但只要被告不受到懲罰，這個信任就無法修復385。 

    輔導者、治療家、以及研究悲傷過程的研究者都認為，被害人藉由尋找面對

龐大悲傷的方法，可以讓自己從重大傷害中(諸如在殺人案中失去所愛之人)得到

治癒─這個方法是透過談話以及說故事的方式所產生的。故事的講述，對許多創

傷與暴力類型的被害人而言，是具有療效的，其不但可以提供被害人他們曾經失

去的權力感，並且幫助被害人重建自我意識(sense of self)以恢復被害人的假設世

界(assumptive world)。“敘述”的這種行為，是有助於被害人的。Judith Herman

在其“Tuauma and Recovery”一書中，討論了故事的分享對於經歷重大創傷之被

害人恢復(recovery)的重要性。透過故事的創造與分享，被害人可以重新找回他們

                                                                 
383

 Mary Lay Schuster&Amy Propen, supra note 287, at 77. 
384

 Wiebe, Richard P, The Mental Health Implications of Crime Victims' Rights, in Law in a Therapeutic 

Key:Developments in therapeutic justice 159, 213,226 ( D.Wexlwe & B.Winick ed., 1996) 
385

 Judith Lewis Herman, supra note 379, at 159-16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8 
 

在已經發生的暴力行為中所失去的權力感。Fivush 認為，當被害人企圖了解自己

被害而生活開始向前邁進時，敘述的連貫性是個重要因素。被害人必須在生活中

將這些痛苦的事件拼湊起來。而連貫性的敘述可以幫助被害人了解發生了什麼事，

並且使該事件整合進入被害人的自我了解當中386。 

    然而，被害人在法庭上陳述所受到的影響，也可能再次喚醒曾經被害的記憶，

帶來的只有痛苦跟悲傷。面對被告，被害人有的只是更多的憤怒，這對被害人的

情感修復並無任何助益。在被害影響陳述的研究中，比起使用被害人是否得到療

癒的選項，更常使用被害人的滿意度來解釋被害影響陳述的效果。被告知權利的

被害人，或是認為自己的參與會對案件有影響的被害人，對刑事司法系統的滿意

度較高
387

。但 Erez 等學者卻認為，參加刑事司法系統的個人並不一定表示出對司

法程序有較大的滿意度。其研究認為，被害人的滿意度不只是受到被害人參與的

影響，更多時候是受到案件結果的影響。當被害人覺得被告得到適當的判決結果

時，被害人會表現出較高的滿意度。也就是說，被害人很重視被告的判決結果如

何388。Erez 與 Tontodonato 檢視約 550 位的重罪案件被害人，其中有一部分的被害

人有寫下被害影響陳述，描述犯罪對其生活所造成的影響。該研究指出，被害影

響陳述的準備，似乎造成被害人對於司法系統看法的負面影響。寫下被害影響陳

述的被害人當中，他們對於被害影響陳述影響案件結果的程度具有較高期待，所

以當判決的結果低於他們的期待時，他們便會覺得失望。因此相較於那些根本就

沒有參與的被害人而言，他們滿意度是較低的。學者認為，在鼓勵被害人寫下或

是傳達影響陳述的當下，被害人對於司法系統的期待就被提高了，因為被害人認

為他們的投入將會影響量刑結果。但當被害人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時，他們會認為

                                                                 
386

 Christine M. Englebrecht, supra note 1, at 70-71. 
387

 Kilpatrick, Dean G., David Beatty, and Susan Smith Howley, The Rights of Crime Victims: Does Legal 
Protection Make a Differenc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at 7-8(1998). 
388

 Erez, E., Roeger, L., & Morgan, F., Victim harm, impact statements and victim satisfaction with justice: 
An Australian experience, 5(1)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Victimology 37,(1997)，轉引自：Christine M. 

Englebrecht, supra note 1, at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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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聲音沒有被聽見、被忽視了389。被害影響陳述不經意地提高了被害人對司

法的期待，但是被害人卻不知道陳述內容對法官量刑時的影響力或大小或有無，

所以當被害人希望的目標沒有辦法透過影響陳述的方式實現時，被害人反而會感

到被忽視、邊緣化，甚至是二次傷害。 

    縱然肯定被害影響陳述具有療癒效果，刑事法院適合作為被害人治療的場所

嗎？與傳統刑事法院就是審判機構的概念不同，“治療司法(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提出法院是一種療癒機構的想法
390，研究法律作為治療機構的角

色391。David Wexler 與 Bruce Winick 在 1987 年提出治療司法的概念。治療司法的

概念是指在一個持開放態度的環境裡，當事人都是真誠的，然後用同理心去傾聽

一個人，就會產生療癒的效果392
。治療司法關心法律對情感與心理健康上的影響，

它鼓勵以法律與法律程序作為治療人們的方法393。它是設計用來減少被害人因為

犯罪所受的心理傷害，以及刑事司法系統帶來的二次被害394。治療司法提出司法

原則、憲法價值、心理健康的知識、理論以及見解，以及相關學科方面上的研究

等等，可以幫助法律發展的形塑。治療司法是建立在法律本身可以被視為是具有

治療師或是治療機構作用的觀念上。因此法律原則、法律程序、立法者的角色所

組成的社會力量，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地，經常產生出治療或是反治療的效果

395。 

    雖然有些認為被害影響陳述具有療癒效果的主張，其論述不是從被害人家屬

對於被害影響陳述的滿意度延伸出療癒效果的可能性來談，就是從支持者對於被

害影響陳述目的的想像與期待來討論396。但在我們的理想情境裡，被害人之意見

                                                                 
389

 Christine M. Englebrecht, supra note 1, at 59. 
390

 Balson, Jamie,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Facilitating Healing in Crime Victims, 6 Phoenix L. Rev. 1017, 

at 1018(2012). 
391

 Winick, B. J.,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3(1) Psychology, 3 Public Policy, and Law, 

184, at 185(1997). 
392

 Balson, Jamie, supra note 390, at 1019. 
393

 Nancy Berns, supra note 337, at 9. 
394

 Balson, Jamie, supra note 390, at 1020. 
395

 Winick, B. J., supra note 391, at 185. 
396

 Erez, Edna. supra note 370, at 549-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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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賦予被害人藉由參加訴訟而有心理回復的可能性397。被害人的滿意度與療癒

效果之間並不能直接劃上等號，這樣的推論過於跳躍，一來是影響被害人的滿意

度高低的因素可能有很多種，像是法官的態度、法庭的氛圍、判決的結果、司法

系統對被害人提供的訴訟上幫助等等…。二來是療癒效果或許是因素之一，但是

以被害人滿意度作為變因的研究，很難看出療癒效果是如何發揮作用。使用被害

人滿意度做為調查對象的實證研究，雖然不能完美的說明法院能夠為被害人帶來

撫慰與療癒，但是有被害人證實被害影響陳述的確具有療癒效果398。目前我們仍

需要一個更細緻的實證研究去檢視被害影響陳述是否產生療癒效果。 

    我國現行刑事司法制度著重在懲罰被告，被害人的需求並非法律所關注的重

點。但是近年來對於刑罰的反省、被害者學發展與被害者運動促進了修復式司法

的發展399。根據聯合國「修復式司法方案手冊」，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

指的是一種以強調賠償被害人所受到的傷害、使被告對其行為負責、並且讓社區

參與衝突解決來解決犯罪的過程
400

。修復式司法是指處理犯罪的方法不是國家處

罰加害人，而是透過被害人、加害人、社區的三方參與，將犯罪的實際影響明確

化，在社區的協助下要求加害人予以修復401。修復式司法含有療癒及修復的概念，

關注於療癒創傷、修復原破裂關係，認為「司法」是在尋求真相、道歉、撫慰、

負責與復原中伸張正義402。法務部自 2008 年 5 月開始研究如何推定修復式司法，

擬定「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並於 2010 年函頒實施403。板橋、士

林、宜蘭、苗栗、台中、台南、高雄及澎湖等 8 處地方法院檢察署並自同年 9 月

起開始試辦「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民國 101 年 9 月起更擴及全國各地方法院

                                                                 
397

 王容溥，前揭註 8，頁 160。 
398

 Paul G. Cassell, supra note 46, at 621-622. 
399

 謝如媛，夢想或現實？由紐西蘭經驗看修復式司法之可能性─以法院轉介之修復式司法方案

為中心，成大法學，第 14 期，2007 年 12 月，頁 124。謝如媛，修復式司法的現狀與未來，月旦

法學第 118 期，2005 年 3 月，頁 43。 
400

 Handbook on Restorative Justice Programmes,Criminal Justice Handbook Series,at 6 

https://www.unodc.org/pdf/criminal_justice/06-56290_Ebook.pdf (最後瀏覽日：2015/09/01) 
401

 謝如媛，前揭註 399，頁 42。 
402

 法務部網站 

https://www.moj.gov.tw/ct.asp?xItem=293980&ctNode=37174&mp=001 (最後瀏覽日：2015/09/10) 
403

 林瓏，修復式司法─另一種人性化的新選項，司法改革雜誌，90 期，2012 年 6 月，頁 72。 

https://www.unodc.org/pdf/criminal_justice/06-56290_Ebook.pdf
https://www.moj.gov.tw/ct.asp?xItem=293980&ctNode=37174&m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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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署404。我國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更明白揭示讓被害人透過對話程序

得以療傷止痛、重新感受自己仍有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而減少因被害產生的負面

情緒、情感修復為該計劃宗旨。 

    根據試行方案實施計畫，執行方式是以「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 VOM」為主

要模式，且試辦機關應遴選「修復促進者」協助當事者對話，並視需要遴選「修

復陪伴者」以關懷當事者。VOM 會議的場所應為和善、安全、平等及不受干擾

的對話環境。修復式司法透過對話的方式，讓被害人描述其被害感受、直接詢問

加害人關於犯罪事件的真相，並表達他們的需求。 

    審判外的被害人意見陳述真的能夠達到修復被害感情、療癒被害人的目的嗎？

輕微案件被害人所受到的傷害小，容易修復，但殺人案件被害人家屬所受到的傷

害並非短時間可以修復，此類重大案件是否也適合使用修復式司法？修復式司法

中的陳述較刑事司法系統中的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對殺人案件被害人有較好的效

果嗎？各地檢署根據法務部試辦計畫而訂定優先適用的類型分為七項：刑訴第 

376 條案件、傷害或過失傷害、重傷害或過失致死、家庭暴力、少年案件以及財

產犯罪405。雖然試行方案對於修復式司法的適用範圍僅有排除無被害人犯罪及兒

虐件，並建議以微罪與少年犯罪為優先，但是各地檢署的適用案件範圍都有所差

異。有的不限定適用犯罪類型，有的則是明確列出適用的罪名。由各地檢署案件

的適用範圍來觀察，殺人案件類型並未被排斥在修復式司法的使用之外，屏東地

檢署不排斥有意願之如殺人或家暴等的特殊重大案件，而台中地檢署包含殺人等

重罪406。 

    而自執行成效上來看，自試辦起至 2013 年 7 月底止，進入修復式司法程序

之案件類型，以傷害罪 103 件（23%）與家庭暴力 57 件（13%）為最多，其次為

過失傷害（含業務過失傷害）47 件（10%）、過失致死 45 件（10%）、妨害性自

                                                                 
404

 法務部網站 

https://www.moj.gov.tw/ct.asp?xItem=293980&ctNode=37174&mp=001 (最後瀏覽日：2015/09/10) 
405

 修復式正義理念運用於刑事司法制度之探討，99 年法務部委託研究成果報告書，頁 322。 
406

 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成效評估暨案件評估指標之研究，法務部 102 年委託研究成果報告書，

103 年 3 月 15 日，頁 115-119。 

https://www.moj.gov.tw/ct.asp?xItem=293980&ctNode=37174&m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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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28 件（6%）、竊盜 27 件（6%）、其他案件（32%）則為妨害名譽、侵占、殺

人、妨害自由、詐欺、公共危險、性騷擾、背信、遺棄、傷害致死、誣告、著作

權法、山坡地保育、擄人勒贖、搶奪、偽造文書、公然侮辱及違反商標法等407。     

    關於實際進行修復式司法的殺人案件數量，目前可供參考者只有 99 年由法

務部所委託之研究報告。報告中，進入修復式司法的案件中，殺人案件有 5 件

(3.9%)，而在這五個案件中，只有一件進入對話408。進入修復式司法的前提要件

是加害人與被害人的自願參加，而且還要經過評估是否適合後才會進入對話。以

99 年法務部研究報告來看，進入修復式司法的殺人案件只有五件，反映出殺人

案件被害人與加害人的參加意願並不高，而案件沒有辦法進入對話的原因可能是

死亡被害人的家屬會認為與加害人見面是一種背叛死者的行為，或懷有無法代替

死者原諒加害人之複雜情緒409。 

 

第二節 我國犯罪被害人之意見陳述 

    1997 年修法以前，被害人在審判中並無陳述的權利，被害人只能作為證人

出庭作證，但法院未必會傳喚被害人。又即使被害人出庭作證，被害人也只能就

事實為陳述，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刑事訴訟法在 1997 年修法之後，犯罪被害

人有了意見陳述的機會，即刑事訴訟法的 271 條第二項規定「審判期日，應傳喚

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此規定的被害人陳述，與英美法系中之

被害影響陳述相同，均為被害人之意見陳述。 

    依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539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3473

號判決意旨，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稱為被害人或其家屬之到場陳述意見權。

其用意在於被害人或其家屬對於案情之瞭解及其中之利害關係，被告有罪與否及

對其之量刑，除了關乎國家刑罰權，亦與被害人及其家屬自身之利益息息相關，

                                                                 
407

 林瓏，由台灣經驗談修復式司法理念之實踐，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16），法務部司

法官學院，102 年 12 月，頁 144。 
408

 前揭註 405，頁 330、336。 
409

 前揭註 405，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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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法院於審判期日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到場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可明瞭其等因

被告之犯罪，致身、心、財產等所受損害程度，有無獲得撫平、回復，以及被告

果否已踐行賠償責任，被害人或其家屬願否寬宥等情形，而得資為事實審法院量

刑輕重妥適與否之參考410。 

     至於被害人意見陳述的目的為何，我國之立法紀錄上，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之立法理由並未予以說明。故有學者以日本法作為借鏡，歸納出被害人

意見陳述的可能功能有：被害感情的緩和與治癒、被告的改善更生，以及陳述意

見可作為法院量刑的參考資料411。 

 

第一項 被害人意見陳述之規定 

第一款 陳述內容 

    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規定並未限制被害人及其家屬陳述之內容。依實

務見解412，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既為使法院明瞭其因被告之犯罪所導致身體、心理、

財產上等所受損害程度，傷害有無獲得撫平、回復，以及被告是否已經踐行賠償

責任，被害人或其家屬是否願意寬宥被告等情形，則包含被害人或其家屬所受之

傷害種類及程度、犯罪造成之影響、被害心情以及量刑意見，皆得作為意見陳述

之內容。惟被害人之意見陳述的目的並不在於重新認定犯罪事實，故不應允許關

於犯罪事實部分的陳述。但這在實際操作上會有困難，因為陳述是一個過程，犯

罪事實與被害情感或量刑意見很難被一刀切開。 

 

第二款 量刑參考 

    從美國關於被害影響陳述的討論中，我們知道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可能對量刑

                                                                 
410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539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3473 號判決 
411

 王容溥，前揭註 8，頁 159。 
412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539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347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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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影響。然而面對這個有可能導致不公平判決、或甚至是死刑判決的風險，

被害影響陳述是否可以做為量刑參考因素之一？有認為被害人之陳述可以提供

犯罪行為所致損害的信息413，從被害人角度生動反映犯罪的危害性，有利法官評

估犯罪414，被害人之意見陳述以疏導方式在制度上引導規制被害人被害人應報的

觀念415。也有認為被害影響陳述會在量刑時帶來偏見的風險，損害了量刑的客觀

性，並且容易導致重刑傾向416。 

    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規定，被害人有陳述意見的權利。當被害

人依該規定為陳述時，被害人的身分便不再是刑事訴訟法規定中之證人身分。受

到情感因素的影響，被害人陳述內容的真實性有可能於陳述過程之中不小心地將

實際事實放大了。再加上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常常以感情成分居多，陳述過程容易

使被害人家屬失去控制而變得不理智。被害人依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其所

為之個人意見陳述，與經踐行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命其具結後所為證言有別。

而刑事訴訟法並未就該陳述內容做出使用上的限制。是一旦法官在量刑時考量此

因素，便有做出死刑判決結果，使判決容易變成重型傾向的可能性。惟我國刑事

訴訟法並未就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於條文中規定被告得對之為交互詰問，因此，考

慮到被害影響陳述於量刑上潛在的高度影響力，法院是否應以被害人之意見陳述

內容作為量刑的考量因素之一，有待商榷。  

    有學者參考日本學說上關於被害人非難感情的討論。日本學者認為被害人或

社會的非難感情並非刑罰之目的，只能視作反射效，只有在與刑罰理論不相矛盾

的情況下始得考慮，而認為被害人因素應與量刑理論配合，在遵守傳統應報理論

的現階段而言，超出刑罰目的的被害人因素不應做為量刑事由。再加諸被害人的

損害與復原並未於我國法條中明訂，是故被害人的損害不應做為法官量刑事由417。

亦有學者對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持懷疑態度，認為考量到被害人陳述激化了被告與

                                                                 
413

 繆愛麗，前揭註 42，頁 109。 
414

 康黎，前揭註 42，135 頁。 
415

 吳啟錚，前揭註 48，110 頁。 
416

 康黎，前揭註 42，135 頁。 
417

 王正嘉，前揭註 9，頁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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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對立的情形，最終會使得兩者都被標準化的社會所排除，而且刑法第 57

條第 9 款規定之所生危險與損害，不必然得從被害人陳述中取得418。又如果檢察

官因為被害人對量刑表示意見而要求法官從重量刑，不但被害人傷害平復效果依

舊是未知數，被害人之意見陳述也會把被害人復仇反映到刑罰上，使被害人陳述

與嚴罰化相連結419。並有學者直接批評以被害家屬的要求作為考量根本就是一種

民粹的考量，直言被害人情感不應做為量刑因子，這只是國家推卸責任的一種方

式，把處罰被告的責任堆到被害人家屬身上
420。以被害人感情作為量刑因子，是

一種踰越第 9 款限制的暴力，因為被害人情感從來就不是我們刑法所關心的對象，

被害人情感的滿足不是刑法的社會機能，只是為了順應民意弄出來的東西而已

421
。 

而支持者基於以下理由認為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可以做為法院量刑參考資料：

(1)被害人之意見陳述符合刑法第 57 條的規定；(2)對法院來說，當被害人居於主

體地位而暢所欲言時，法院能得到更完整、真實的被害心情與量刑意見；(3)被害

人之意見陳述若不能做為量刑資料將有礙規範目的的達成422。針對反對者關於量

刑不當或過重的批評，支持者認為量刑是一個權衡所有因素的過程，我們很難去

確定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就是造成重刑結果的原因，過重量刑的可能性發生在訴訟

程序中的任何階段，沒有必要以否定被害人之意見陳述作為公正量刑的抽象宣示

423。除了法院量刑沒有禁止被害人之意見陳述不得作為量刑參考資料之一之外，

被害人之意見陳述還可以讓法官更清楚地認識到犯罪影響的範圍，而非糾纏於某

細節，因此，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對於量刑的影響反而是更合理公正的424。從加拿

大的調查可以發現，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是法官量刑時的重要信息來源425。關於量

                                                                 
418

 謝如媛，前揭註 7，頁 13-34。 
419

 謝如媛，犯罪被害人與刑事司法，月旦法學雜誌，第 56 期，2000 年，頁 175。 
420

 李茂生，量刑因子的調查與辯論，法官協會雜誌，第 15 卷，2013 年 12 月，頁 111。 
421

 同前註，頁 111。 
422

 王容溥，前揭註 8，頁 163-166。王容溥，前揭註 26，頁 307-308。 
423

 王容溥，前揭註 8，頁 166。 
424

 康黎，前揭註 42，136 頁。 
425

 康黎，前揭註 42，1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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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官有其自由裁量權426。我國刑法第 57 條明文規定科刑應以行為人之責任

為基礎，並考量第 57 條一共 10 款量刑事由及其他一切情狀，以決定所應科處的

刑度。被害人之意見陳述中關於因被告之犯罪致身體、心理、財產等所受損害如

何，有無撫平、回復等情形，被告是否已踐行賠償責任，被害人或其家屬願否宥

恕被告等情形，均為事實審法院量刑之參考427。被害人之意見陳述的內容，可以

是刑法第 57 條第 9、10 款以及其他一切情狀之量刑因子。犯罪所生之損害包含

犯罪行為直接或間接所造成的物質或精神損害，且該損害不僅限於構成要件該當

結果，構成要件以外的傷害，或對案外第三人有所不利或造成損害者，皆應含括

在審酌範圍內
428。因此將第 9 款損害的範圍擴大解釋成間接損害，則被害人之意

見陳述中被害人家屬因犯罪所造成的身體、心理、甚至是經濟上損害，就可以被

一併含括在內了。而第 10 款的犯後態度，諸如被害人是否誠心道歉、和解或賠

償是否真摯積極，也可以從陳述內容中反映出來。 

    法官裁量權的行使，不應只是對被告追究其刑事上責任，他們還要面對因為

犯罪而受到傷害之人。被害影響陳述是一面鏡子，使法官看到犯罪行為所造成的

傷害。它讓法官重視被害人，幫助他們走出犯罪的陰霾，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將不

再只具象徵意義。除了最高法院已要求死刑案件應斟酌被害人家屬的意見，量處

刑度之外；實務上亦有以被害人之意見陳述為量刑參考之判決出現429。 

 

                                                                 
426

 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2864 號判決、86 年度台上字第 7655 號判決 
427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5370 號判決 
428

 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冊)，元照，2008 年第 10 版，頁 532。 
429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539 號「按審判期日，應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

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定有明文。其用意在於被害人或其家屬對於案情

之瞭解及其中之利害關係，實質上最為深切，被告有罪與否及對其之量刑，除關乎國家刑罰權，

亦與被害人及其家屬自身之利益息息相關，且法院於審判期日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到場給予陳述

意見之機會，可明瞭其等因被告之犯罪，致身、心、財產等所受損害程度，有無獲得撫平、回復，

以及被告是否已踐行賠償責任，被害人或其家屬願否寬宥等情形，而得資為事實審法院量刑輕重

妥適與否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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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陳述時點 

    我國刑事訴訟程序為一連續且複雜之過程，審判期日進行之程序依序為朗讀

案由、人別訊問、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審判長踐行告知義務、證據調查、本案

訊問、調查被告科刑資料、雙方依次辯論、當事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檢辯雙

方最後結辯、被告最後陳述、辯論終結430。現行條文下，我國被害人意見陳述時

點僅規定有審判期日。 

    學者認為，基於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 2 項之立法目的，被害影響陳述既作為

量刑參考之一，且考量到讓被害人完整聽完整個被告犯罪動機、過程、犯後態度

後可以比較容易形成完整的被害心情，也可以理智面對事實真相，於時間上可以

沖淡法院波動的心情，回歸理性，並減少被害人以事實認定錯誤要求法院重新調

查證據，不當延滯訴訟程序之情形，故被害人之陳述應於證據調查程序終了後，

法院為被告科刑資料調查程序時(刑事訴訟法第 288 條第 4 項)為之，而非待檢辯

雙方就法律與事實辯論、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刑事訴訟法第 289 條)，且被告為

最後陳述(刑事訴訴法第 290 條)之後才得以為之431。 

由實務見解來看，為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精神，擬將刑事第二百八十九條第三項規定修正為「前項辯論後，應命依同

一次序，就科刑範圍辯論之，並應予到場之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就科刑範圍

表示意見之機會」，但因目前尚未完成修法，法院認為至少對於檢察官具體求處

死刑之案件，一旦判處死刑定讞執行將無法回復，故為使量刑更加精緻妥適，審

判長基於訴訟指揮權之行使，可以曉諭檢、辯雙方就所調查與量刑範圍有關之被

告科刑資料（刑事訴訟法第 288 條第 4 項）等事項互為辯論，再由合議庭綜合全

辯論意旨並斟酌被害人家屬之意見，選擇最妥當之宣告刑，以示公平法院之不存

                                                                 
430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篇，元照，2010 年 9 月 6 版，頁 16。 
431

 王容溥，前揭註 8，頁 177。王容溥，前揭註 26，頁 30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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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主見，期臻罰當其罪，並補限制規定之不足432 。 

併參酌刑事訴訟法第 288 條第 4 項之立法理由433，刑事訴訟法第 288 條第 4

項可以說是「認定事實」與「量刑」之分界。審判長就被告犯罪事實為訊問後，

對被告科刑資料之調查屬於量刑階段。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既屬量刑參考事由，則

其陳述時點即應以審判長進行科刑資料調查時(刑事訴訟法第 288 條第 4 項)較為

妥適。 

綜上，擬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 289 條第 3 項，以及犯罪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

草案中新增定之第 512 條之 9「審判長於審判期日之每一項證據調查完畢後，應

給予訴訟參加人、代理人及輔佐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事實及法律上意見之機會。

審判長在審判期日言詞辯論時，應給予訴訟參加人、代理人及輔佐人以言詞或書

面充分陳述之機會」兩者之修法趨勢，均顯示出立法者認為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時

點應於調查被告科刑資料時為之的態度。 

    本文認為，基於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可以做為法院量刑參考因素之一的理由，

適合被害人意見陳述的時點，應該在法院對被告進行量刑時。惟現行制度下，訴

訟程序中的定罪與量刑是一個單一程序，混在一起的定罪與量刑證據不但影響法

官心證，也不利對被告的個別化量刑。死刑制度的最大問題，就是定罪跟量刑程

序沒有分開434。因此，首先我國也應像美國一樣，採取定罪量刑的分離程序。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兩階段審判程序是確保死刑不被以反覆無常或琢磨不定的

方式適用的保護措施之一
435

。兩階段程序可以使陪審團決定適用死刑或是終身監

禁前更好地了解案情436。 

                                                                 
432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3668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3672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4242 號判決 
433

 刑事訴訟法第 288 條第 4 項立法理由：由於我國刑事訴訟不採陪審制，認定犯罪事實與科刑

均由同一法官為之，為恐與犯罪事實無關之科刑資料會影響法官認定事實的心證，則該等科刑資

料應不得先於犯罪事實之證據而調查，乃明定審判長就被告科刑資料之調查，應於其被訴事實訊

問後行之，爰增訂第四項。
434

 站在不被信任的天平上─張娟芬、許家馨對談，人籟論辨月刊，

2010 年 9 月號，頁 19。 
434

 站在不被信任的天平上─張娟芬、許家馨對談，人籟論辨月刊，2010 年 9 月號，頁 19。 
435

 琳達·E.卡特、埃倫·S.克賴斯伯格、斯科特·W.豪爾著，王秀梅、邱陵、曾賽剛譯，前揭註 80，

頁 53。 
436

 琳達·E.卡特、埃倫·S.克賴斯伯格、斯科特·W.豪爾著，王秀梅、邱陵、曾賽剛譯，前揭註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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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決定罪量刑合一的程序中面臨到某些證據對定罪造成偏見但卻對量

刑來說意義重大的困境，美國模範法典認為採取二階段審理方式是最好的方法。

美國模範法典的起草人認為437：「如果使用一個統一程序，那量刑實際依據的證

據必定少於它原本應依據的所有證據，像是犯罪紀錄、或是與量刑有關應該被允

許但卻因為與是否有罪無關的理由而被排除掉的證據。但是審判法官又擔心他對

陪審團所做的僅在量刑時考慮而在評估是否有罪時忽略的指示是否能真正實現。

所以一個顯而易見的解決辦法就是將程序二分化，嚴格遵守證據原則直到定罪；

一旦被定罪，就要讓更多相關聯的訊息進來」。定罪量刑的分段審理，可以讓有

關被告犯罪紀錄、沒有關連性、受到嚴格證明法則的限制、或是可能引起偏見但

與定罪無關與量刑有關的證據，於量刑階段時呈現在法官面前，讓法官全面考量

案件，繼而正確合理的量刑。 

    二分的審理程序還可以避免使被告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因為對主張無罪之

後再為提出即便有罪也不應該判處死刑的被告來說，先前的無罪主張是後來主張

的致命傷438，這樣的辯護策略會對辯護的效力產生影響439。此外，死刑案件多為

社會重大案件，將定罪與量刑做切割，不但給了被告一個向法院陳述不應該判處

死刑理由的機會，也給了法院充分時間去冷靜思考是否應該判處死刑，而不受到

社會輿論與情緒的影響做出非理性的判決440。 

    而在量刑階段允許來自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的意見陳述，因此時法院已完成

有罪之認定，即使被害人家屬為意見之陳述，亦可避免違反無罪推定的疑慮。 

 

第四款 陳述限制 

    依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但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

                                                                                                                                                                                        
頁 54。 
437

 康黎，美國死刑量刑程序的歷史考察，北方法學，2012 年第 4 期，頁 79。428 U.S. 153, 191(1976). 
438

 同揭註 437，頁 78。 
439

 吳宏耀、羅靜波，美國死刑量刑程序研究，青海社會科學，2013 年 6 期，頁 116。 
440

 虞平，前揭註 62，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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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陳明不願到場，或法院認為不必要或不適宜者，不在此限」。法條明定有四種

法院可不應傳喚被害人到場並予以陳述意見機會的情形。 

    何謂不必要或不適宜者，實務上有認為「不適宜迫使其等面對被告或回想案

發經過之必要」441、被害人於偵審中已為陳述442、或僅以「有無必要、是否適宜，

法院本有斟酌之權限」443一語帶過。從被害人之意見陳述的目的來看，沒有辦法

達到陳述目的的陳述是不必要或不適宜的。但要如何認定被害人傷痛已經撫平、

被告已完全悔改、先前已為陳述而無再次陳述之必要、與陳述內容不適宜等情況，

仍繫諸法院之自由裁量。 

 

第二項 被告權利保障與被害人之意見陳述的衝突 

    依 1985 年聯合國通過之「犯罪被害人及權力濫用被害者之司法基本原則宣

言」第 6 條 b 款，讓受害者在涉及其利益的適當訴訟階段，出庭申訴其觀點和關

切事項以供考慮，而不損及被告並符合有關國家刑事司法制度444。為平衡程序上

弱勢被害人與被告間的差距，被害人權利運動主張應賦予被害人陳述的權利。但

因被害人在法庭上之陳述並非以證人身分為之，則刑事訴訟法上所賦予被告的詰

                                                                 
441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2 年度上重訴字第 7 號「審酌被害人及其家屬歷經前述不堪回想之

犯罪已達 10 數年，對此事之傷痛應甫為平息，並不適宜迫使其等面對被告或回想案發經過之必

要；且被害人及其家屬於同案被告陳智永偵、審時已充分表達對本案之意見，亦無傳喚之必要」 
442

 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652 號判決「本件被害人家屬陳美貞已於偵查中到庭指訴被害情形

綦詳，其於第一審審理中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原審於審判期日雖未再傳喚到案予以

陳述意見之機會，然就其指訴所製作之筆錄，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無違法可言，」、最

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5370 號判決「另告訴人於第一審時亦已以證人身分出庭作證，並接受

交互詰問（見第一審一○○年度訴字第四八號卷第七十五至一○五頁），以上已足資作為法院論

罪與否及量刑之參考，則被害人於最後審判期日到庭與否，已無重要關連」、臺灣高等法院高雄

分院 102 年度上重訴字第 7 號 
443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5541 號判決「至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到場陳述意見，係基於被害人

利益之考量，於公訴程序賦予其得以輔助檢察官達成追訴目的之機會，然究止於公訴之輔助，僅

為促請法院為對其有利之注意，故有無必要、是否適宜，法院本有斟酌之權限，非必踐行之訴訟

程序，是原審審判期日縱未傳喚到場，亦無違法可言。」 
444

 The responsiveness of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sses to the needs of victims should be facilitated 

by: 

 (b) Allowing the views and concerns of victims to be presented and considered at appropriate stages of the 

proceedings where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are affected,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accused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relevant 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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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權無法行使，被告訴訟權利保障將會受到影響。 

    此外，因我國目前刑事訴訟程序並未將定罪與量刑在程序上做區分，讓被害

人在法官尚未認定被告是否有罪之前陳述，可能擾亂法官心證而有侵害無罪推定

原則之虞。被害人之意見陳述與被告的權利確實可能相互衝突，也因此多數關於

被害影響陳述的批評大多著重在被害影響陳述對被告訴訟權利及無罪推定原則

的影響上。 

 

第一款 正當法律程序與抗辯權 

    我國刑事司法以對被告之權利保護為中心。除了強調正當程序、不自證己罪、

無罪推定外，許多程序上權利，諸如聽審權、辯護權、在場權、聲請調查證據權、

以及對質詰問權等，都代表著被告不再是程序客體地位的想法。因為人權意識高

漲，被告的人權被認為是人權保障中最弱的一環，因此對被告權利的保護一直受

到傳統犯罪學與刑事政策研究者所重視，大法官亦針對被告憲法上基本權利之侵

害，多次於大法官解釋中宣告違憲445。惟我國對於被告訴訟上的保護非稱完善，

警詢階段之違法取證、不正訊問或是違法羈押等等，在被告仍未得到完善保障的

現行刑事司法體制下，若貿然使用被害影響陳述，將可能使被告的訴訟權利受到

不利影響。 

    大法官對於正當法律程序概念的引用，最早出現在釋字第 384 號。大法官的

解釋理由說明了對質詰問權是正當法律程序的基本誡命446。雖然正當法律程序的

概念十分抽象，但我們可以從聽審權的概念來了解正當法律程序的內涵447。大法

官解釋第 582 號解釋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

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即屬該等權利之

                                                                 
445

 劉邦繡，前揭註 16，頁 64。 
446

 何賴傑，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刑事訴訟法上一個新的法律原則？，憲政時代第 25 卷第 4 期，

2004 年，頁 34。 
447

 同前註，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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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且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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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

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

斷依據」，說明了詰問證人是被告的權利，詰問權是正當法律程序之內涵。 

    被害人本得作為證人出庭陳述，這是一種證據方法。惟我國被害人家屬於審

判中所為之被害影響陳述，不但非以證人身分為之，而是單純就被害人家屬之身

分向法院為意見陳述。再加上其身分既非屬證人，陳述內容非屬證言，不受嚴格

證明的規範。又被害人家屬陳述內容多與案件之待證事實無關，主要是犯罪對被

害人家屬所造成之影響及對被告之量刑意見。故於刑事訴訟法上有關證人之規定

既不能拘束被害人家屬，被告對被害人家屬詰問權的行使，也無法律上規定可作

為權利行使依據的情況下，美國學說上對於被告詰問權保障的擔憂便會浮現出來。

因為被害影響陳述是主觀的，這將使得被告會有詰問上的困難。又或者可以說，

被告根本沒有辦法對被害人家屬做反對詰問。試問，被告要如何對被害人心理上

產生的影響結果作反對詰問？因此，對於被害影響陳述是否無損於被告的正當程

序保障，仍非無疑。 

    在被害人陳述的情況下，釋字第 582 號解釋所保障之被告對證人的對質詰問

權並不存在448。因為此時的陳述者並非立於證人地位而為陳述，陳述者是以被害

人的身分作陳述，所以被告無法對不具證人身分之人為對質詰問。又即便賦予被

告一個對被害人或其家屬所陳述內容為抗辯的機會，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對被

害人或其家屬所提出之被害人個人特質部分為抗辯，可能會產生 Booth 案中法院

多數意見所擔心的問題：當被告對被害影響陳述提出被害人個人特質是有疑問的、

不受歡迎、是被家人所排斥的證據時，會導致法院對被害人的小型審理(mini trial)，

審判的焦點將會從被告轉移到被害人身上，如此產生的判決是恣意的449。 

                                                                 
448

 大法官解釋第 582 號解釋「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

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即屬該等權利之一，且屬憲法第八條第一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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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supra note 95, at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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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告抗辯權部分，Payne 案判決所造成的一個令人生厭的可能性是 Booth

案以及 Payne 案中的正反意見都承認被告有權以被害人生活中的負面資訊，像是

離婚、犯罪、酗酒、施用毒品等等來抗辯被害影響證據450。學者認為，即便辯方

是否會想要採取此種策略仍是一個未知數，但當遇到被害影響證據是非常強大、

具有說服力的案件時，辯方會想要避免遇到此種情形。許多死刑辯護人相信，在

這些所提出的被害影響證據是最強大的案件裡，除非陪審團假定被告律師同意以

該證據決定被告的死刑判決結果，陪審團總是會要求對造予以回應；而這些回應

可以是交互詰問或是辯論。因此若是檢察官打算引入被害影響證據時，辯護人會

請求調查相關被害人的負面資訊，然後利用這些可以表現出被害人品格上瑕疵的

證據，來說服檢察官提出被害影響證據的行為可能會是個錯誤，或是至少應以刪

減的形式提出被害影響證據，會是較好的使用方式451。對被害影響陳述的抗辯需

要一個對被害人生活背景的全面調查452。也有認為對於被害影響陳述的抗辯是有

方法的，只不過在每個案件中，被告需要去仔細評估所使用的策略是否合適，像

是當被害影響陳述呈現出來的是被害人有一個充滿愛的家庭，被告律師應該把被

告的生活拿來跟被害人比較。例如，如果被害人上過大學、有很好的前途，被告

律師就可以用被告進過少年監護設施、曾經逃離父母對其所為之心理及情感虐待

的資訊。學者也提到，在少數案件中，被告律師非難的對象有可能是被害人的人

格特質。一旦被害人的人格特質成為討論的客體，被告律師就可以主張被告有權

利獲知檢察官檔案中任何有關被害人缺點的資訊。當面對一個特別暴力的被害人

家庭時，被告律師則可以指出被害人家庭的缺點。公開發表家屬的醜聞或許可以

使被害人家屬撤回死刑要求453。 

    然而問題就在於被害影響陳述並不容易受到被告抗辯的影響454。聯邦最高法

                                                                 
450

 Robert P. Mosteller, The Effect of Victim-Impact Evidence on the Defense, 8 The. Crim. Just. 24, 63 

(1993). 
451

 Id. at 63. 
452

 Coyne, Randall, supra note 166, at 614. 
453

 Coyne, Randall, supra note 166, at 612-615. 
454

 supra note 95, at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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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在 Booth 案也曾清楚提到：假使被告有權去對證言做交互詰問，很少有被告可

以表現出被害人家屬誇大了其所承受的失眠、沮喪或是感情創傷的程度455。被告

律師可以採取的抗辯手段有：當被害人家屬談到案件使自己必須尋求精神上的協

助時，主張應該要出示被害人家屬的病歷紀錄，並將精神科醫師列為證人，或是

引入專家證言以說明殺死被告並無法幫助被害人家屬456。被告面對被害人之意見

陳述的實際上困難，是質疑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後所伴隨而來的風險，以及本質上

是主觀的陳述內容會對被告的交互詰問與抗辯免疫之情況457。面對被害人陳述內

容中的主觀描述，被告是很難對之交互詰問的，因為這不像客觀事實可以清楚判

斷對與錯，並進而質疑之。又即便理論上被告是可以抗辯的，但在實際操作上卻

是近乎不可能的。被害人之意見陳述中的情感、被害人特質、或是所承受之損害，

不但難以質疑也無法被證實。所以，被告律師不會願意冒著風險去挑戰被害人之

意見陳述，也不會要求被害人接受詰問，因為這些都可能對判決結果造成反效果，

使量刑者受到被害人之意見陳述的影響，傾向做出更嚴厲的處罰
458

。到最後，審

判就成為是一場對於被害人特質的小型審判，但這通常會增加被告死刑判決的可

能性。綜上所述，被告的交互詰問權常常是有名無實的。 

    至於犯罪對被害人造成的影響，則不論是對被害人造成哪方面的影響，被告

也很難去抗辯。一來是主觀上的情感傷害沒有一個衡量的標準。二來是除非被告

找專家對被害人或其家屬做心理鑑定，否則被告很難證明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內容

不實地誇大了其所受到的傷害。Blumenthal 從實驗研究中發現人們容易高估事件

對其生活所造成的情感上影響。因為人類太過於聚焦在事件本身上面，而不是聚

焦在周圍環境或是後續事件，所以他們沒有考慮到自己適應某特定情況的可能性，

因此他們對於情感影響的預見是不正確的459。被害人家屬要承受多久的痛苦，或

                                                                 
455

 supra note 95, at 506. 
456

 Coyne, Randall, supra note 166, at 615. 
457

 Megan A. Mullett, supra note 331, at 1636. 
458

 Erez, Edna., supra note 370, at 549. 
459

 Blumenthal, Jeremy A., Affective forecasting and capital sentencing: reducing the effect of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46 Am. Crim. L. Rev. 107, at 11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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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害人家屬對犯罪結果的適應能力，會影響陪審員對於犯罪傷害的認知。而這

個機制影響了刑罰結果的嚴厲性，令陪審團在傷害越為嚴重的情況下，越容易做

出重刑判決460。Blumenthal 提出一個假設：如果有一種情感的預測方法可以告訴

陪審團有這種錯誤存在，那麼或許就可以減輕對判決造成的影響461。他的實驗結

果亦顯示，當提出有關情感預測的專家證言時，被害影響陳述導致死刑判決的可

能性可以被抵銷462。 

    美國面對被害影響陳述已經根深蒂固無法廢止的局勢，為了保障被告權利，

有人試圖緩和被害影響陳述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有基於平衡的想法而提出“比例

測試”的方法463。所謂比例測試的方法，是指只有在被告提出減輕證據的案件中

才可以提出被害影響陳述。也就是說，被害影響陳述要與被告所提出的證詞成比

例，如果被告選擇不提供減輕證據，這就會減少使用被害影響陳述去平衡的需要，

但當被告提供減輕證據，則可以允許被害影響陳述以平衡減輕證詞的需要。其他

方法像是禁止陪審團聽取以去人性化的字眼來描述被告、或是在允許被害影響陳

述的情況下給予陪審團關於被害影響陳述目的的指導、還有心理學家建議以處決

影響陳述(處決被告會對其遺族所造成的影響)來抵銷被害影響陳述的影響464。相

反地，也有認為法院對陪審團的指示並無法發揮作用。因為除了陪審員無法了解

量刑上的指示之外465，人天生就是會受到情感在某種程度上的控制，不可避免的

會無意識地受到個人價值與情感的影響。所以一旦發生這種影響，是沒有任何的

陪審團指導可以去阻止的
466

。 

    被害人的意見陳述是一整個過程。我們無法要求被害人家屬將陳述內容嚴格

區分成犯罪事實與被害情感兩部分，也沒有辦法禁止被害人家屬只為非犯罪事實

                                                                 
460

 Id. at 124-125. 
461

 Id. at 115. 
462

 Id. at 125. 
463

 Pitt, Damon, supra note 205, at 497. 
464

 http://floridacapitalresourcecenter.org/media/public_documents/victim_impact_statements.pdf (最後瀏覽

日：2014/08/03) 
465

 Luginbuhl, James, and Michael Burkhead, supra note 275, at 4. 
466

 Nard, Jason Elliot, supra note 274, at 862. 

http://floridacapitalresourcecenter.org/media/public_documents/victim_impact_statemen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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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陳述。惟被害人家屬於陳述過程中再次提及犯罪事實的殘忍，或是被害人的生

命多麼珍貴時，於犯罪事實業經認定、生命損害已經包含在殺人罪構成要件的情

況下，再讓法官接觸這類被害影響陳述，似有重複評價之疑慮。 

    被害影響陳述的存續如此爭議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它直接侵害到被告的訴訟

權利。如果允許被害影響陳述，對被告的正當程序保護會受到影響，被告的訴訟

權利受到侵害。但不論是基於對被告權利的保護而在審判中限制或是排除被害影

響陳述，都是一個要被害人安靜的做法
467。但反過來說，以被告權利作為代價來

提昇被害人在程序中的地位，真的就能夠解決問題嗎？還是只是製造出更多的問

題？我們願意為此付出更高的司法代價？學者認為，被害人之意見陳述並無法消

除我們對於被告權利影響的疑慮468
。 

 

第二款 無罪推定原則 

    我國訴訟程序中的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沒有明顯區分，在法庭上的調查、辯

論中所涉及的案件事實不但包含有與定罪相關的事實，也包括有與量刑有關的事

實。允許被害人在定罪量刑合一的訴訟程序中陳述，會影響法官心證認定而有違

反無罪推定原則之虞。但也有認為只要依當時證據的認定為被害人，而給予其訴

訟法上特定地位或權限，此舉並無不當。訴訟上機制諸如檢察官對被告有利不利

之注意義務，或是有疑唯利被告原則的適用，可以避免影響對被告的無罪推定

469。 

    美國將刑事審判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在做出被告有罪判決之後，案件才會進

入到量刑程序。Furman、Gregg 案之後，為了避免因為死刑制度所產生的恣意性

判決遭到聯邦最高法院宣布違憲，各州開始採取定罪量刑的兩階段審判制度。定

罪階段，確認犯罪事實是否存在、罪名是否成立；量刑階段，則是確認是否應該

                                                                 
467

 Megan A. Mullett, supra note 331, at 1633. 
468

 謝如媛，前揭註 7，頁 18。 
469

 林裕順，前揭註 22，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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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處死刑。之所以採取定罪量刑二分模式，是因為存在某些特殊的證據(例如：

犯罪紀錄)，這些證據對於量刑來說意義重大，但卻會在定罪時造成偏見，所以

解決的方法就是使這類證據只能在量刑的時候列入考慮470。這樣做對被告還有另

一個好處。因為那些在定罪階段否認犯罪或是主張無罪的被告，即便被認定有罪，

他們還是可以在量刑階段主張自己縱然有罪也不應該判處死刑。被告的先後主張

不會產生自相矛盾的情形。 

    然而我國目前尚未將定罪與量刑在程序上明確加以區分。此時，於訴訟中加

入被害人，的確有擾亂法官心證的可能性。法院於審判庭中調查被告是否有罪之

事實與證據，再調查有關科刑的證據，於未認定被告是否有罪之前，法官就已經

掌握關於被告的科刑資料，甚至在法庭中公開調查，這是對被告不公平的審判471
。

因此，於我國現行定罪量刑階段未予以區分的訴訟程序中，使用被害人之意見陳

述，有侵害無罪推定原則之虞。因此，本文認為首先應將訴訟程序區分為定對量

刑兩階段，始能避免侵害無罪推定原則。 

    將定罪與量刑程序分離，不但能避免被害人之意見陳述不當影響法官對犯罪

事實認定的疑慮，更能有效達到量刑個別化的要求。即使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法官，

對於情感的控制能力較素人陪審團要來的高，我們也不能否定法官不會受到被害

影響陳述的影響。被告的品性、生活環境、成長背景、犯罪紀錄、將來的社會危

害性、甚至是被害人家屬的意見…等等，才是量刑時應該考量的因素。另外，在

審判實務上，法院多對被告是否有罪的事實與證據，花費較多的時間與心力，就

有關被告科刑資料的調查便顯得較為公式化。若能將量刑程序獨立分離出來，法

院勢必能就被告科刑資料作更全面的調查與審酌。將定罪與量刑分成兩個階段，

不但可以減少使犯罪事實無關的證據干擾法院無罪推定心證的風險，還可以讓法

官就更完整的量刑證據做考量。 

 

                                                                 
470

 吳宏耀、羅靜波，前揭註 439，頁 116。 
471

 王兆鵬，台灣死刑實證研究，月旦法學雜誌，183 期，2010 年 8 月，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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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死刑案件中的被害人之意見陳述 

    「法官籲請改革最高法院行動聯盟」為改革最高法院，於民國 101 年提出十

大改革訴求。訴求中之第五項為：「最高法院判決原則上應舉行言詞辯論，並採

行強制辯護」，其理由是「第三審是法律審，就法律問題辯論，較能發揮法律審

的功能，並可提昇當事人對裁判的信賴，故最高法院就民事訴訟原則上應行言詞

辯論；而刑事被告受律師協助的權利，乃普世價值，最高法院自應採行強制辯護

制度；至於死刑宣告是剝奪人民生命權的極刑，更應舉行言詞辯論，以示慎重，

並彰顯司法對生命的尊重」
472。對此最高法院在民國 101 年 11 月 16 日發布了「最

高法院決定死刑案件以後一律行言詞辯論」新聞稿473
。新聞稿中除了說明為彰顯

司法對生命的尊重，故於民國 101 年 12 月起之刑事二審宣告死刑案件一律須行

言詞辯論外，為了讓量刑更加精緻、妥適，審判長可以讓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

和量刑範圍有關的事項互為辯論，再由合議庭綜合全部辯論意旨，並且斟酌被害

人家屬的意見，選擇最為妥當的宣告刑，達到罪刑相當的目的。 

    最高法院要求合議庭要斟酌被害人家屬的意見的主張，凸顯出被害人意見陳

述之重要性。這給了原本即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規定於審理時陳述，

但常常對判決結果感到失望的被害人家屬，一個新的希望─陳述內容會反映在量

刑上。欲從實務上觀察殺人案件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情形，除了實際參加審判之外，

只能從判決內容去了解。除了新聞稿中主張合議庭應審酌被害人家屬意見之外，

最高法院就發布新聞稿之後的死刑案件皆有詢問被害人家屬是否願意到庭進行

陳述，作為了解被害人家屬陳述內容以及法院對於被害人意見之審酌情形的對象，

新聞稿發布後的最高法院死刑案件是合適的觀察對象。從民國 101 年的吳敏誠案

開始，最高法院至今已進行近 20 件死刑案件之量刑辯論。在這些案件中，並非

所有案件皆有被害人家屬到場陳述，但只有在被害人出庭陳述的案件才能檢視新

                                                                 
472

 http://www.jrf.org.tw/newjrf/rte/myform_detail.asp?id=3498 (最後瀏覽日：2014/05/07) 
473

 http://tps.judicial.gov.tw/ms_news/index.php?mode=detail&SEQNO=104330&CLASSID=n (最後瀏覽

日：2014/05/07) 

http://www.jrf.org.tw/newjrf/rte/myform_detail.asp?id=3498
http://tps.judicial.gov.tw/ms_news/index.php?mode=detail&SEQNO=104330&CLASSI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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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稿發布後最高法院的實務運作情形，故以下僅就有被害人意見陳述情形之案件

做為討論對象。 

 

第一項 吳敏誠案 

    自最高法院於民國 101 年之會議認為就二審死刑案件上訴三審後一律應為

死刑之量刑辯論後，吳敏誠案成為最高法院進行死刑量行辯論之首例。不僅如此，

該案也是量刑辯論開始後，第一件有被害人家屬出席陳述的案例。吳敏誠在 82

年間因為感情糾紛，拿刀殺害當時外遇女友湯秀香並棄屍。但由於他主動自首符

合減刑條件，後來又和死者家屬達成和解，法官最後判處 8 年有期徒刑，加上當

時修法將假釋門檻降低至 1/3，其服刑 2 年 9 個月又 11 天即假釋出獄。吳敏誠出

獄後結識新女友黃瓊瑤，後兩人因財務起紛爭。吳敏誠不甘心黃女要求分手，遂

於 98 年 12 月 1 日下午，持改造之土造鋼管槍枝，在女友任教的托育中心前，近

距離朝黃瓊瑤右耳後擊發一槍，黃女經送醫急救後，仍因中樞神經休克不治死

亡。 

    準備程序中，吳燦法官提出三大爭點，希望檢辯雙方就該三項爭點於開庭時

陳述意見。爭點中，就有關刑法第 57 條量刑因子與死刑量定的判斷，法官提到

被害人家屬的被害感情、犯罪行為人犯後是否賠償損害等情狀於死刑案件量刑的

影響為何，並要檢辯雙方於進行言詞辯論時提出意見474。法官也提到會特別預留

時間給被害人家屬或其代理人，因此法院會通知被害人家屬到庭，但家屬不願意

來也沒關係。審理程序的進行，是讓被害人家屬或其代理人在雙方針對三項爭點

辯論完畢後陳述意見，最後由檢辯雙方做結辯。被告律師於準備程序當天向法庭

表示被告有聽審權應傳喚被告到庭，也應該要傳喚專家證人的意見。但法官表示

被告 1、2 審時已表示過意見，無須再為傳喚，且最高法院為法律審，所以不用

被告到庭，由辯護人代為陳述即可。因此開庭當天，被害人妹妹以及母親均到場

出席，只有被告並未出席。 

                                                                 
474

 李艾倫，最高法院生死辯：死刑案件三審言詞辯論，全國律師雜誌，2013 年 7 月號，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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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論當天，被害人妹妹在檢辯雙方的最後結辯前作了約十多分鐘的陳述。她

向法院泣訴了被告犯行對被害人遺子、自己與母親造成多嚴重的傷害，以及被告

行為之如何可惡，她並請求法院對被告判處死刑。她說：「曾接到吳的姊姊寄存

證信函和償金 50 萬元支票，母親不要這筆錢，她想退回卻查無此人」、「吳告

訴法官已經和解，根本扭曲事實」、「吳敏誠當初投案目的，只是為不想被判死

刑，並非有意悔改」、「姊姊連一句話也來不及交代，希望法律還我們公道」、

「我母親接到開庭辯論傳票，就一直拉肚子，住院 14 天」、「我外甥買了球鞋

卻不知到怎麼跳高，他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我兒子認為我對外甥太好，問

我選外甥還是選他」、「姊姊留下的孩子有創傷症候群，難自理排泄，個性畏縮

沒自信」、「這孩子一生都毀了」、「被告不斷上訴為求活命、難道我姊不想（活

命）嗎？」、「外甥看到電視播出男童遭割喉案新聞，兇嫌表示殺一、兩人不會

判死。外甥還問：殺媽媽的壞人會不會也這樣？」、「判死不是報復，是要讓嫌

犯了解生命的可貴、讓被告誠實面對自己犯行」、「現在心中十分恐懼，擔心萬

一吳敏誠判無期徒刑出獄後，會遭到報復，到時可能要搬家」475。辯論當天，不

但見到旁聽者頻頻拭淚，連檢察官楊淑芬也當場潸然淚下476。由此可見被害影響

陳述的高度情緒感染力。於被害人妹妹陳述時，法院亦未打斷或限制其發言。即

便事件發生至今已五年，從被害人妹妹於陳述中甚至一度情緒崩潰而無法繼續，

必須稍做停頓回復心情的情形來看，該案對於被害人家屬來說仍舊是心中無法抹

滅之痛。 

    但法院撤銷發回判決中僅談到「為符合兩公約保障人權之規定及強化量刑程
                                                                 
475

 http://scrapbase.blogspot.com/2012/12/blog-post_4307.html (最後瀏覽日：2014/05/07) 

吳敏誠案／「遺孤有創傷症候群 一生毀了」

http://paper.udn.com/udnpaper/PID0001/229243/web/#3L-4066294L (最後瀏覽日：2014/05/07) 

難道我姐不想活嗎？黃女妹妹：吳敏誠判死刑合理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1224/144103.htm#ixzz2Fz26eVX6 (最後瀏覽日：2014/05/08) 

被害人家屬︰吳敏誠怕死刑才投案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640871 (最後瀏覽日：2014/05/07) 

19 年殺 2 女友 最高法院生死激辯 

http://news.tvbs.com.tw/entry/41276 (最後瀏覽日：2014/05/07) 
476

 被害者幼兒哭問：兇手不會被判死刑嗎？女檢察官拭淚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1226/144713.htm (最後瀏覽日：2014/05/07) 

http://scrapbase.blogspot.com/2012/12/blog-post_4307.html
http://www.38.org.tw/List_1.asp?id=143%20(最後瀏覽日：07/05
http://paper.udn.com/udnpaper/PID0001/229243/web/#3L-4066294L
http://www.38.org.tw/List_1.asp?id=143%20(最後瀏覽日：07/05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1224/144103.htm#ixzz2Fz26eVX6
http://www.38.org.tw/List_1.asp?id=143%20(最後瀏覽日：07/05
http://www.38.org.tw/List_1.asp?id=143%20(最後瀏覽日：07/05
http://news.tvbs.com.tw/entry/41276
http://www.38.org.tw/List_1.asp?id=143%20(最後瀏覽日：07/05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1226/144713.htm
http://www.38.org.tw/List_1.asp?id=143%20(最後瀏覽日：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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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及審議中之刑事訴訟法第 289 條修正案，給予到場之被害人或其家屬就科刑

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可使科刑更加精緻、妥適。而在量刑因素上，因我國刑法

第 57 條所例示之各款，多屬抽象性之情狀，實務亦乏例示，欠缺標準及可預測

性，故法院根據國內學者之比較法研究成果，認為外國立法例上所定殺人罪量刑

考量因素以可責性、社會保障與犯後態度三個概念為據，而其中可責性概念包括

預謀犯罪、手段惡性、被害人年齡、犯罪與被害人關係、武器的使用、弱勢被害

人、殺害特定職業（如警察）、受雇殺人、重罪結合犯、犯罪時有兒童或老人在

場、其他實質危害（家屬傷痛、社會影響）、殺人動機為貪念、被害者的責任、

為隱藏其他犯罪、為政治目的而殺害政治人物、行為人判斷力減弱、行為人為青

少年或老人、行為人不幸背景、行為人身心障礙、受被害人刺激、為保護他人而

殺人等項，社會保障概念有犯罪前科、緩刑或假釋狀態等，犯後態度則包含認罪、

犯後行為（滅證、毀壞屍體）、犯後悔悟等（賴宏信，求刑與量刑歧異性與量刑

標準之探索）等，可做為我國較具體的量刑因素參考」
477

，並就刑法 57 條部份

表示「於法定刑包括死刑之案件，如考慮選擇科處死刑，本於恤刑意旨，除須符

合上開諸項原則外，其應審酌之有利與不利於犯罪行為人之科刑因素，尤其刑法

第五十七條所例示之十款事由，即應逐一檢視、審酌，以類似「盤點存貨」之謹

密思維，具實詳予清點，使犯罪行為人係以一個「活生生的社會人」而非「孤立

的犯罪人」面目呈現，藉以增強對其全人格形成因素之認識，期使刑罰裁量儘量

能符合憲法要求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所應遵守之「比例原則」」
478

。判決雖提及我

國可參考國外立法將家屬傷痛作為量刑參考，惟法院並未就本案中之被害人家屬

陳述於量刑之意義為何，以及是否得做為量刑因子做說明。最後，最高法院撤銷

原判決、發回更審。 

     

                                                                 
477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70 號判決 
478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7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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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陳昱安案 

    被告陳昱安因揣測父母偏心，平日即對其父多所怨懟與憤怒，亦不滿父親多

次要求外出工作。因 99 年 9 月 6 日其父再度要求搬出家中而萌生殺人之犯意。

之後陳昱安於 11 日被其父趕出家門，因而恨意難消，便於 13 日晚間，持菜刀及

生魚片刀至其父母住處之騎樓埋伏，陳父因值夜班，欲前往工作地點，出門便見

陳昱安站立在騎樓處，遂對之喝斥：「你被趕出家門了，怎麼還有臉回來」等語，

陳昱安便以菜刀往其父砍去，後因菜刀被拍落，返身至騎樓取預藏之生魚片刀，

接續將生魚片刀刺向陳父胸部，至少三次，且因用力甚猛，以致於該生魚片刀之

刀刃卡在右側胸腔內，與刀柄部分脫離。其之後再以掉落地面之菜刀，持續陳父

臉部、頸部、上下肢及身軀，砍、刺約 7、80 下，總共造成陳父全身至少受有

111 處之銳器傷，並當場死亡。案發後，員警於陳昱安住處房間內發現載有殺人

計畫之筆記本，內容載有南韓電影「朋友」之殺人手法，與其殺人手法不謀而合

479
。一、二審法院皆判處被告死刑。而這是最高法院繼吳敏誠案後第三件在最高

法院進行量行辯論的死刑案件。雖然法院有傳喚被告母親到庭，但陳昱安的母親

當天並未出席，只有檢察官陳文禮在開庭當場拿出被告母親在開庭前寫給檢方的

一封長達三頁的陳情狀。辯論當天被告亦未到庭。 

    陳母在信中指出「以我對兒子 20 多年的了解，他如果回家，一定會對家人

大開殺戒，造成家族血流成河，因此，我想大義滅親，懇請法官判兒子死刑」480 

、「我的娘家跟婆家都住在同一個村子，那時候恐怕會血流成河」
481

。她說「兒

子在九十七年到九十九年間，因患有精神分裂與憂鬱症，持續看診，但在按時服

藥的情況下，病情已受到控制。兒子辯稱殺父是因情緒難以控制，才犯下大錯的

說法，她不能認同與寬宥，忍痛求法院將兒子判死，為民除害」482、檢察官也提

                                                                 
479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446 號判決 
480

 「刀刺入還旋轉」殺父逆子判死定讞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651119 (最後瀏覽日：2014/05/07) 
481

 新北逆子殺父親 最高院開死刑辯論

http://web.pts.org.tw/php/news/pts_news/detail.php?NEENO=231069 (最後瀏覽日：2014/05/07) 
482

 陳母：懼怕冷血兒 懇求判死刑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651119
http://www.38.org.tw/List_1.asp?id=143%20(最後瀏覽日：07/05
http://web.pts.org.tw/php/news/pts_news/detail.php?NEENO=231069
http://www.38.org.tw/List_1.asp?id=143%20(最後瀏覽日：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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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陳母懇求法官從重量刑，因為她到現在都無法理解，兒子怎麼狠得下心，親手

了結養育自己 28 年爸爸的生命，也毀了自己原本的家483。 

    最高法院的判決書，提及「本院為求慎重，復再就原審量刑部分進行辯論，

經戒慎審酌刑法第五十七條各款量刑應注意之事項，認上訴人係預謀而非一時情

緒受激失控犯罪，且其以極殘忍毒辣之手段逆倫弒親，揮刀砍刺父親身體及要害

部位達一百餘刀，致其父死狀淒慘，令人不忍卒睹，造成家人永遠無法彌補之痛

苦及傷害，其母親迄今仍不願原諒上訴人，甚而請求法院判處或維持上訴人死刑

之判決…經再三斟酌，認上訴人之行為實已達人神共憤而為天理、國法所難容，

應維持原判決量刑與法則之適用，以彰顯國法尊嚴與維護法治、倫理制度」484。

可看出法院有將犯罪行為對被害人家屬所造成之痛苦、傷害，以及被告母親至今

不願意原諒被告並請求法院判處死刑之意見，作為判死確定的重要參考，是故法

院於量刑上是有考量被害影響陳述的。 

    此案判決結果為上訴駁回(維持死刑定讞)。 

 

第三項 邱合成、陳志仁案 

    邱合成和陳志仁，2 人在監獄中結識。出獄之後，於民國 98 年 11 月 8 日上

午，向被害人鄭玉欽詐稱有朋友要訂製名片及打火機，邀鄭玉欽外出談生意。鄭

坐上邱合成駕駛小客車的副駕駛座，陳志仁坐在後座，車行到人跡鮮少處，遂將

車停放在路邊。陳志仁自後座取出預藏之童軍繩，與邱合成合力將鄭玉欽身體綑

綁在副駕駛座位置上，陳志仁向鄭玉欽恫稱：「我們要跑路，要跟你借點錢」，

邱合成在旁亦嚇稱：「我最近不好過，要跟你調錢」。鄭玉欽無奈告知其身上只

有新台幣二百元，但家中有三萬元。邱、陳驅車至鄭家取款後再向鄭表示「再給

我們五十萬元，就放你走」，鄭表明沒那麼多錢，邱合成要求改贖金三十萬元，

                                                                                                                                                                                        
https://tw.news.yahoo.com/陳母-懼怕冷血兒-懇求判死刑-213000926.html (最後瀏覽日：2014/05/07) 
483

 陳昱安弒父 118 刀 母怕復仇盼判死

http://news.cts.com.tw/cts/society/201301/201301161179938.html (最後瀏覽日：2014/05/09) 
484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446 號判決 

https://tw.news.yahoo.com/陳母-懼怕冷血兒-懇求判死刑-213000926.html
http://www.38.org.tw/List_1.asp?id=143%20(最後瀏覽日：07/05
http://news.cts.com.tw/cts/society/201301/201301161179938.html
http://www.38.org.tw/List_1.asp?id=143%20(最後瀏覽日：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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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鄭表示只能支付十萬元，後邱合成命鄭玉欽必須支付十五萬元始能脫身，鄭玉

欽迫於無奈，乃向邱合成等表示欲聯繫妻子代為籌款。邱、陳取得十五萬元後立

即於車上朋分贓款各得九萬元。惟邱擔心與鄭玉欽相識，倘於取贖後縱放鄭玉欽，

擄人勒贖事跡必定敗露，起意殺害鄭。邱陳兩人共同基於殺人之犯意聯絡，在車

上邱合成要鄭玉欽服用安眠藥，鄭被迷昏後後，兩人協力以童軍繩纏繞鄭的脖子

十二圈，二人分別持童軍繩之兩端，各站在小客車駕駛座及副駕駛座兩側車外，

同時猛力向外拉扯，造成鄭玉欽之甲狀軟骨骨折和出血，導致窒息引發呼吸性衰

竭而當場死亡。 

    邱合成的律師向法院表示，為了解邱合成本人到底有無真心悔悟、是否已無

教化遷善的可能，合議庭應親眼見到被告本人才可能形成此般心證，惟法院亦未

採納辯方意見傳喚被告邱合成到場。但是被害人的母親、妻女，及家屬多人，於

審理當天都到場旁聽關心，被害家屬並由委任律師向法官陳述意見。被害家屬於

律師陳述過程中頻頻拭淚。律師林哲倫表示，邱、陳擄人勒贖後，因怕被死者指

認出身分，拿到贖金後直接將人勒死，故意殺人手段凶殘，偵訊中還對案情多所

隱瞞，企圖掩飾犯行，惡性重大，有與世隔離的必要，應將二人都判死。律師還

說「被告兩人前科累累，司法給了兩人機會，但只是令被告的犯罪進化」485。 

    被害人堂弟甚至在邱合成之委任律師發言途中公然高聲回嗆：「我們也要機

會！」。庭後，被害人妻子抱著坐輪椅的年邁婆婆痛哭：「這是一輩子的痛！」，

讀國中女兒也泣訴：「他們（指被告）先前出庭還嬉笑，根本沒悔意」
486

。本文

在法院審理結束後，於庭外取得被害人家屬事先準備提供給媒體記者的書面資料。

其書面內容大致包含有：對於犯罪的恐懼以及犯罪對家屬所造成的影響487、 對

                                                                 
485

 2 綁匪拿錢撕票 終審辯生死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601001087-260106 (最後瀏覽日：2014/05/07) 
486

 肉票被絞死 家屬：一輩子痛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601/35056119/ (最後瀏覽日：2014/05/0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jzsstbIaHA (最後瀏覽日：2014/05/07) 
487

 …現在想起來，我們都驚恐不已。被告陳志仁有我家鎖鑰，案發後我們都不敢住在家裡，深

怕他會找人對我們有不利行為，這五年來我們都是活害怕恐懼陰影當中，時間過了那麼久了，這

種恐懼陰影一點都沒有稍減。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601001087-260106
http://www.38.org.tw/List_1.asp?id=143%20(最後瀏覽日：07/05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601/35056119/
http://www.38.org.tw/List_1.asp?id=143%20(最後瀏覽日：07/0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jzsstbIaHA
http://www.38.org.tw/List_1.asp?id=143%20(最後瀏覽日：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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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的意見488，以及量刑意見489。 

    法院判決中，於刑之量定部分，與被害人有關之處提到「渠二人擄走鄭玉欽

獲取不法財物，為免他人事後發覺其犯行，竟將鄭玉欽以殘忍手段予以勒斃，再

棄屍荒野，所為除造成鄭玉欽死亡，復使鄭玉欽家屬身心嚴重受創，雙親老來喪

子，配偶頓失支柱，孩兒失其依怙，天倫夢碎。渠二人僅為十八萬元，肆意破壞

一美滿幸福家庭，惡性深重。…本件案發迄今，仍未見渠二人有賠償、慰撫被害

人家屬身心損害之具體作為，渠等僅因經濟壓力、覬覦被害人家屬錢財，即將鄭

玉欽寶貴性命隨意殺害丟棄，曝屍荒野，踐踏被害人之基本尊嚴，被害人家屬迄

今仍無法宥恕。被害人配偶丙○○表示，被害人原係家庭經濟之支柱，育有四個

小孩，其中二個未成年，被害人父母老邁，伊身體欠佳，每天生活在恐懼中，被

害人之死為伊一輩子之傷痛等語，可見本件因被告等之貪婪及兇殘，造成被害人

家庭破碎，生計陷入困境」
490，而最後法官認定「本案就甲○○所犯意圖勒贖而

擄人，而故意殺人部分，經再三斟酌，認其行為已達人神共憤，而為天理、國法

所難容，求其生既不可得，認應量處法定最重之死刑，並宣告褫奪公權終身，以

彰顯國法尊嚴與維護法治、倫理制度；而乙○○部分，本院依上揭所述，兼衡其

犯罪之動機較為單純、犯罪之情節較為輕微，犯罪後之態度較為良好，尚存良知

而有再教化之可能，…，第二、三審檢察官循被害人家屬之請求，求處死刑，並

無足取」491。本案判決結果為撤銷原判決、自為判決維持被告邱合成死刑、陳志

仁無期徒刑，全案定讞。 

    審理當天，被害人家屬雖有到庭，但卻由被害人家屬之委任律師於法院上代

為陳述意見。被害人家屬於審判後發送給媒體記者的書面內容，是很典型的被害

影響陳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除了沒有談到被害人的個人特質之外，其他像

                                                                 
488

 被告二人生性兇殘，泯滅人性，視人命如草芥…被告陳志仁犯罪無數：性侵、傷害、恐嚇、

強盜通通都有，更是強盜罪累犯，他可以活活勒死一個從沒見過面、無冤無仇的人，陳志仁泯滅

人性、個性兇殘狡猾，如果再次出獄，他再次殺人之可能性非常高，法院對一個經常犯罪坐牢出

獄又犯罪殺人的人，難道沒有責任把它永久隔離與社會，以達成防為社會目的嗎？ 
489

 請求法院判處被告陳志仁、邱合成兩人死刑，以維繫司法正義。 
490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573 號判決 
491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57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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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犯罪事實與被告行為的描述、犯罪對其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對於量刑的意見

等皆有提及。該書面幾乎包含了所有被害影響陳述的可能內容。又觀諸法院判決

雖未清楚表示被害影響陳述是否影響量刑，但從判決之量刑部分尚提及案發後被

害人家屬所承受的身心，以及經濟上的嚴重影響來看，本文認為被害人因犯罪所

承受的情感傷害，的確是法院於量刑時所考慮的因素之一。 

 

第四節 死刑在我國的意涵 

    自古以來，中國文化中殺人償命的應報思想對我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根據

瞿海源所做的「台灣民眾對死刑的態度與相關價值調查研究」，48.7%(993 人)的

受訪者贊成殺人償命這句話492。面對犯罪，我們認為處罰犯罪行為人是正當的，

而死刑不但可以將犯罪者從社會中永遠排除，避免社會大眾再次受到危害之外，

還可以嚇阻犯罪、撫慰被害人及其家屬心理上的傷痛。這樣的想法直接地反映在

我國民眾對於死刑的看法上。 

    法務部在民國 96 年到 97 年之間所做的「台灣地區死刑存廢問題之民意調查」

結果顯示，有 79.7%的受訪者不贊成廢除死刑。而中正大學楊士隆教授自民國 98

年至 99 年為止，針對「全國民眾犯罪被害暨政府維護治安施政滿意度調查」所

作的三次調查中，表達完全不贊成廢除死刑的民眾皆有 40%以上(完全不贊成廢

除死刑的人數，三次分別為 40.4%、42.2%、45.1%)
493

。TVBS 在民國 104 年所做

的民意調查中，有 82%的民眾不贊成廢除死刑。該調查結果雖較民國 99 年的人

數略為下降(民國 99 年不贊成廢除死刑的人數有 85%)，但是民眾不贊成廢除死刑

的看法大致上仍舊維持多數494。 

                                                                 
492 

瞿海源，台灣民眾對死刑的態度與相關價值調查研究，取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料庫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531 (最後瀏覽日：2015/09/16) 
493

 法務部網站 

https://www.moj.gov.tw/ct.asp?xItem=259538&CtNode=37358&mp=001 (最後瀏覽：2015/09/06) 
494

 死刑爭議！TVBS 民調：8 成 2 民眾不贊成廢死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531
https://www.moj.gov.tw/ct.asp?xItem=259538&CtNode=37358&m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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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政府自民國 90 年的法務部長陳定南提出「三年廢除死刑計畫」後，開

始首度對死刑議題表態，並且從民國 89 年開始逐漸降低死刑執行人數495，甚至

是在民國 95 年至民國 99 年四年間完全沒有執行死刑犯。此可看出政府往廢除死

刑目標邁進的努力。但在民國 99 年 4 月的法務部長曾勇夫開了第一槍之後，每

年都有執行死刑的案例496。即便國家政策走向廢除死刑，社會上的多數意見總是

相反。根據在法務部民國 99 年 2 月 1 日公布的含括民國 82 到民國 97 年的多筆

民調資料顯示，15 年來，只要是直接詢問是否贊成廢除死刑的問卷，都有 7 到 8

成受訪者表示反對497。民國 99 年的法務部長王清峰公開表示任內不會執行死刑

的言論後，聯合報的民調顯示出有 74%的民眾反對廢除死刑498。但是依據民調所

做出的結論可能是有問題的。民調問題中有許多問題具有引導性質，引導民眾傾

向於做出保留死刑的意見，而年輕族群回答率不高，高齡者的高回答率也是影響

結果公正性的原因之一499。本節並非企圖解決死刑存廢的問題，而是想要去討論

死刑對於我國社會究竟有怎樣的意義，而使得多數民意總是支持死刑？ 

    除了堅信死刑是嚇阻犯罪的利器的信仰之外，迎合民意的政治選舉文化、被

害恐懼，以及圍繞著死刑議題的情感因素，都是導致民眾支持死刑的原因500。主

張維持死刑的主要理由是，死刑有遏止犯罪的作用，可以改善社會治安501。瞿海

源在 2013 年 11 月到 2014 年 1 月間，針對台灣 20 歲以上台灣民眾，就對死刑的

                                                                                                                                                                                        
http://news.tvbs.com.tw/local/news-602428/ (最後瀏覽日：2015/09/08) 
495

 王皇玉，死刑在台灣，台灣法學雜誌，2011 年 2 月，第 170 期，頁 66。 
496

 法務部網站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common/WebList3_Report.aspx?list_id=1245 (最後瀏覽日：

2015/09/08) 
497

 廢死聯盟網站 

http://www.taedp.org.tw/story/1659 (最後瀏覽：2015/09/08) 
498

 死刑惹議／民調：74%反廢死刑 42%認王清峰應下台 

   http://www.nownews.com/n/2010/03/11/755805 (最後瀏覽日：2015/09/08) 
499

【模擬憲法法庭】死刑廢不廢？ 兩被害人家屬不同調

http://pnn.pts.org.tw/main/2015/05/11/%E3%80%90%E6%A8%A1%E6%93%AC%E6%86%B2%E6%B3%

95%E6%B3%95%E5%BA%AD%E3%80%91%E6%AD%BB%E5%88%91%E5%BB%A2%E4%B8%8D%

E5%BB%A2%EF%BC%9F-%E5%85%A9%E8%A2%AB%E5%AE%B3%E4%BA%BA%E5%AE%B6%E

5%B1%AC%E4%B8%8D%E5%90%8C/ (最後瀏覽日：2015/09/08) 
500

 王皇玉，前揭註 495，頁 71-72。 
501

 瞿海源，遏止犯罪、生命價值與死刑：台灣民眾對廢除死刑的態度，台灣社會學刊，第 37 卷，

2006 年，頁 157。 

http://news.tvbs.com.tw/local/news-602428/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common/WebList3_Report.aspx?list_id=1245
http://www.taedp.org.tw/story/1659
http://www.nownews.com/n/2010/03/11/755805
http://pnn.pts.org.tw/main/2015/05/11/%E3%80%90%E6%A8%A1%E6%93%AC%E6%86%B2%E6%B3%95%E6%B3%95%E5%BA%AD%E3%80%91%E6%AD%BB%E5%88%91%E5%BB%A2%E4%B8%8D%E5%BB%A2%EF%BC%9F-%E5%85%A9%E8%A2%AB%E5%AE%B3%E4%BA%BA%E5%AE%B6%E5%B1%AC%E4%B8%8D%E5%90%8C/
http://pnn.pts.org.tw/main/2015/05/11/%E3%80%90%E6%A8%A1%E6%93%AC%E6%86%B2%E6%B3%95%E6%B3%95%E5%BA%AD%E3%80%91%E6%AD%BB%E5%88%91%E5%BB%A2%E4%B8%8D%E5%BB%A2%EF%BC%9F-%E5%85%A9%E8%A2%AB%E5%AE%B3%E4%BA%BA%E5%AE%B6%E5%B1%AC%E4%B8%8D%E5%90%8C/
http://pnn.pts.org.tw/main/2015/05/11/%E3%80%90%E6%A8%A1%E6%93%AC%E6%86%B2%E6%B3%95%E6%B3%95%E5%BA%AD%E3%80%91%E6%AD%BB%E5%88%91%E5%BB%A2%E4%B8%8D%E5%BB%A2%EF%BC%9F-%E5%85%A9%E8%A2%AB%E5%AE%B3%E4%BA%BA%E5%AE%B6%E5%B1%AC%E4%B8%8D%E5%90%8C/
http://pnn.pts.org.tw/main/2015/05/11/%E3%80%90%E6%A8%A1%E6%93%AC%E6%86%B2%E6%B3%95%E6%B3%95%E5%BA%AD%E3%80%91%E6%AD%BB%E5%88%91%E5%BB%A2%E4%B8%8D%E5%BB%A2%EF%BC%9F-%E5%85%A9%E8%A2%AB%E5%AE%B3%E4%BA%BA%E5%AE%B6%E5%B1%AC%E4%B8%8D%E5%90%8C/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8 
 

認知、態度以及對相關社會、政治和法律的價值觀念做了問卷調查502，以期盡可

能掌握民眾對死刑認知與態度的影響因素。調查之實際完訪樣本數為 2039 案。

該調查不但係就死刑問題進行更廣、更深的抽樣調查，同時也是較近期的調查數

據資料。該研究在關於台灣民眾支持死刑的因素討論上，有其重要意義。以下將

針對上述支持死刑的原因並搭配問卷調查之結果作敘述。 

 

第一項 嚇阻犯罪 

    根據瞿海源在 2013 年 11 月到 2014 年 1 月針對台灣 20 歲以上民眾為對象的

調查研究顯示，52.4%(1069 人)的受訪者贊成死刑是所有刑罰中最能嚇阻犯罪的

說法，56.6%(1154 人)的民眾認為死刑對於防止殺人案的發生有幫助，61.9%(1263

人)的民眾認為死刑有助於社會治安的改善503。但是依據 Roger Hood 在 The Death 

Penalty: A World-wide Perspective 一書中的研究發現，死刑並沒有嚇阻犯罪的效果

504。死刑無法嚇阻犯罪的理由還有像是廢除死刑的國家犯罪率沒有增加，以及死

刑對犯罪率的影響並不大，因為還有很多其他因素會影響犯罪率等等。根據台灣

近年來的死刑判決數量以及槍決執行數量，可以發現死刑判決與執行跟重大暴力

犯罪率之間並不相關。因為在民國 95 到 98 年停止執行死刑的這段期間，暴力犯

罪率卻是顯著下降505，這說明了死刑與暴力犯罪率之間沒有必然的關連。死刑可

以遏止犯罪只是一種對於嚴刑峻罰的迷信
506

。台灣民眾對於死刑的支持傾向，與

嚴刑峻罰之嚇阻作用的信仰有關507。 

                                                                 
502

 瞿海源，前揭註 492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531 (最後瀏覽日：2015/09/16) 
503

 瞿海源，前揭註 492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531 (最後瀏覽日：2015/09/16) 
504

 廢死聯盟網站 

http://www.taedp.org.tw/story/1666 (最後瀏覽日：2015/09/10) 
505

 廢死聯盟網站 

http://www.taedp.org.tw/story/2424、http://www.taedp.org.tw/story/2425 (最後瀏覽日：2015/09/10) 
506

 李佳玟，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與社會功能，月旦法學雜誌，113 期，2004 年 10 月，頁

116。 
507

 謝靜琪，死刑意向之性別模型分析，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12 期，2009 年 3 月，頁 50。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531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531
http://www.taedp.org.tw/story/1666
http://www.taedp.org.tw/story/2424、http:/www.taedp.org.tw/story/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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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被害恐懼 

    民眾對於被害的恐懼，多來自於新聞媒體的過度渲染。新聞媒體上過度渲染

的聳動標題以及誇張的報導方式，加深了社會大眾對於犯罪的恐懼，所以大家都

害怕「成為下一個被害人」。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55%(16.6%表示很擔心、

38.4%表示還算擔心)的民眾擔心自己或家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508。台灣保留死

刑的力量，有絕大部分是立基於對犯罪激增與被害恐懼的想像之上509。61.9%(1263

人)的民眾認為死刑對於社會治安的改善有所幫助510。甚至有六成以上(52.1%贊成、

11.1%很贊成)的民眾認為如果我們能除掉那些不道德、為非作歹的人，那麼大部

分社會問題就能解決。另外，貶低犯罪行為人的心態511，像是認為行為人是社會

敗類、讓他們在監獄裡有吃有住是浪費人民辛苦納稅錢的想法，讓我們吝於給被

告更多的人權保障，也不願意再給被告一次更新的機會。更有甚者認為這些社會

敗類沒有活的權利，都應該被判死刑處決。雖然有 54.2%(51.0%的相信、3.2%很

相信)民眾相信殺人犯能悔改，也有不少民眾不認為殺人犯會悔改(31.5%不相信、

6.2%很不相信)。64.7%(1320 人)的民眾不贊成所有罪犯都是能被改造的，因此沒

有必要處死的說法512。 

 

第三項 情感安慰 

    對支持死刑的被害人來說，死刑代表的不但是「殺人者死」的應報，也意味

                                                                 
508

 瞿海源，前揭註 492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531 (最後瀏覽日：2015/09/16) 
509

 王皇玉，前揭註 495，頁 73。 
510

 瞿海源，前揭註 492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531 (最後瀏覽日：2015/09/16) 
511

 王皇玉，前揭註 495，頁 73。 
512

 瞿海源，前揭註 492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531 (最後瀏覽日：2015/09/16)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531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531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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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被害人家屬心靈上終將獲得解脫。社會大眾普遍認為死刑可以撫慰被害人。

64.1%的受訪民眾認為死刑能夠提供被害人的親友一些安慰513。 

    對被告適用刑罰，滿足了被害人想要懲罰被告的願望，可以恢復被害人遭擾

亂的心理秩序，撫慰其所受到的精神上傷害，並從這種精神痛苦中解放出來，這

是刑罰具有的安撫作用514。為了讓被害人受創的心靈與情感得以回復，死刑被視

為是一種對被害人家屬的安慰，驅使著民眾繼續支持死刑。 

 

第五節 小結 

    犯罪使被害人產生痛苦、憤怒的消極情緒。這種情緒會破壞被害人的心理平

衡，一旦被害人的心理平衡被破壞，就會產生恢復平衡的需要。透過復仇，被害

人的情感得到滿足；透過賠償，被害人的物質損失獲得彌補。復仇與賠償是被害

人心理平衡被破壞後產生的兩種驅力，是支配被害人行為的動機，也是被害人參

與訴訟的動力
515。被害人復仇與獲得賠償的需要，可以透過兩種方式來達成，一

是私力救濟，二為透過國家司法程序。以國家為主導的刑事司法程序吸收了被害

人的復仇情感。被害人的復仇需求透過法律的方式表達516。雖然被害人的訴訟上

地位是微弱的，但是透過被害人權利運動以及國際上對被害人權利保障的肯定，

在一波波主張提升被害人訴訟地位的呼聲中，被害人取得了在法庭上陳述的權利

─被害影響陳述(被害人之意見陳述)。 

    有學者將被害人權利歸納出知情權、刑事程序上權利、求得被害恢復的權利，

以及接受社會支援的權利等四種517。有關被害人刑事訴訟程序上之權利，除告訴、

告發、請求調查證據、在場權外，被害給自己所帶來之不利影響或者對加害人的

處分等意見陳述權，亦包含在內。我國刑事訴訟法並未明文規定被害人之意見陳

                                                                 
513

 瞿海源，前揭註 492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531 (最後瀏覽日：2015/09/16) 
514

 鄭人傑，論刑罰的應報思想，東吳大學法律學系法律專業碩士班碩士論文，97 年 7 月，頁 10。 
515

 房保國，前揭註 55，頁 37、40-41、49-50。 
516

 房保國，前揭註 55，頁 45。 
517

 陳華麗，前揭註 19，頁 83-86。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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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為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屬之權利，且依該項但書規定，法院有決定是否讓被害人

或其家屬於法庭上陳述的裁量權，因此有論者認為該條規定與一般有權利即有救

濟的「權利」概念有所不同，批評這不是一種權利的制度，只是一個訓示性、恩

惠式的條文而已518。也有認為被害人意見陳述權僅是「訓示規定」，是「花瓶」

條文，對於提昇被害人地位而言，並無實質意義519。本文認為被害人之意見陳述

應為被害人之權利。做為世界各國被害人權利保護的基本準則，被害人於訴訟上

之意見陳述，基於聯合國《犯罪被害人及權力濫用被害人之司法基本原則宣言》

第 6條 b款規定，為被害人之權利。又有關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於法律上無救濟程

序之疑慮，條文中未規定違反時之法律效果係屬立法上之缺失
520。實務上對於法

官未於審判期日傳喚被害人陳述之情形亦有認為「未傳喚被害人家屬到場陳述其

意見，亦未於判決內說明其認為不必要或不適宜傳喚之理由，遽行判決，所踐行

之訴訟程序自屬違背法令521，並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522。可見被害人陳

述在實務上並非無法救濟，只是現行制度下對被害人權利保護未臻完善而已。 

    由於“終結”的定義本就模糊，相較於被害影響陳述可以為被害人帶來“終

結”的想法，被害影響陳述的“治癒”效果，不但具體，也得到實證研究支持。

我國自 2010 年 9 月開始試辦的「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至今已經五年。

雖然修復式司法認為透過充分的對話可以修復被害情感、療癒被害人，但是實際

數據卻顯示殺人案件被害人並不願意以修復式司法進行對話。不願意進入修復式

司法的殺人案件被害人，跟審判上為被害人意見陳述之被害人，究竟哪種方式能

讓被害人得到療癒的效果？可惜的是，因為試辦期間並沒有針對死刑案件這種特

殊重大案件的執行模式、情形以及成效做成評估報告，這個問題須待未來的相關

                                                                 
518

 被害人參與刑事訴訟相關法制(一)學術研討會，台灣法學雜誌，第 234 期，2013 年 10 月 15 日，

頁 102，發言人：楊雲驊教授。 
519

 陳伯雅，前揭註 17，頁 117。 
520

 陳伯雅，前揭註 17，頁 117。 
521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5119 號、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1260 號、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

上字第 2085 號、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539 號、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1679 號、最高

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5259 號判決 
522

 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333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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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報告與實證研究才能夠解決。 

    被害人之意見陳述為被害人帶來一絲希望，但卻給被告與刑事司法系統蒙上

一層陰影。我們擔心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對量刑帶來不利影響。但從有關被害影響

陳述的研究來看，被害影響陳述會使得死刑判決增加的這個假設，是無法獲得支

持的。儘管有研究顯示被害影響陳述會增加死刑的結果，但也有實驗結果顯示兩

者間並無關連。或許被害人的聲音，相較於對刑事司法系統所帶來的真正影響，

是更具象徵意義的。判決結果容易受到刑期的長短、監獄的擁擠程度、或是犯罪

的特徵所影響，而不是受到被害人參與或是被害人的希望所影響
523。 

    我們也擔心被害人之意見陳述的使用，會侵害被告的詰問權以及無罪推定原

則。被害人家屬以被害人身分在法庭上所為之陳述，並不會受到刑事訴訟法上關

於證人規定的拘束。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是主觀的、令人難以抗辯的。而我國目前

刑事訴訟程序並未將定罪與量刑分離，在審判中允許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容易使法

官產生有罪推定的結論。為避免被害人之意見陳述使法官產生有罪心證，本文認

為應將刑事訴訟程序分離成定罪與量刑兩個獨立的階段，並將被害人之意見陳述

限制在量刑程序中。 

    在吳敏誠案中，雖然最高法院認為高等法院未就刑法第 57 條 10 款事由以類

似「盤點存貨」之謹密思維踐行逐一調查及辯論程序，因而撤銷原判決。最高法

院也未就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於量刑上之考量情形做出說明。但是最高法院仍然在

判決中提及我國應參考外國法例，並將被害人家屬之傷痛作為量刑參考。而在陳

昱安案與邱合成、陳志人案兩案中，從法院在判決量刑部分關於被害人之陳述以

及所遭受到的傷害的論述，均可看出法院將被害人之意見陳述作為量刑參考事

由。 

    被害者權利運動的成功與被害者認同有關524。被害者權利運動之下所產生的

被害影響陳述，是被害者認同與刑事政策結合下的產物。我們常常將某些想法與

                                                                 
523

 Christine M. Englebrecht, supra note 1, at 60-61. 
524

 李佳玟，前揭註 44，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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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冠上「為了被害人」的正義標籤，並賦予其正當性。但是被害者認同需要的

是一群善良的被害人，倘若被害人不符合我們既定的形象，被害人之意見陳述的

理論基礎會受到質疑。事實上，這社會上還存在著一群少數的非典型被害人。他

們與我們所設定的典型被害人形象不一樣。對這些人來說，復仇不是他們的唯一

目標。他們並沒有從對被告的處罰上得到滿足，因為對被告的處罰怎樣也無法消

除被害人所承受的情感、身體、或是經濟上的傷害。這從美國謀殺案受害者家屬

人權促進會(Murder Victims' Families for Human Rights，簡稱 MVFHR)的成立可以看

出來
525。該組織自 1976 年建立，創始會員皆在殺人案件中失去所愛之人，他們是

反對死刑的一群人526。該組織中最廣為人知的口號─“Don't Kill In My Name”─

更是清楚地傳達出反對死刑的立場。該團體透過故事的分享，彼此互相鼓勵，並

藉此傳達出反對死刑的想法。他們認為死刑無法彌補被害家屬的傷痛。只有政府

有更實際的作為，包含對被害人家屬的訴訟協助、心理支持與輔導、必要的經濟

補償，才是對被害人家屬來說更重要的事。美國謀殺案被害人尋求和解組織

(Murder Victims' Families for Reconciliation，簡稱 MVFR)認為，死刑無法令被害人家

屬得到真正的慰藉，因為“痛苦不可能通過轉移給其他人而得以解脫”。該組織

也反對“為了悲傷的家庭尋求公正，給他們想要的”的支持死刑的觀點527。 

    我國也有這樣一群擁有不同想法的被害人。比起死刑是否真正是被害人所期

待的，他們更關心的是國家社會的配套措施，能否帶給被害人支持與關心528。從

來沒有人問過被害人是否只需要死刑作為交代，抑或是有其他的需要。對於曾經

二度成為被害人的林作逸來說，“支持、關懷和基於差異處境的實質機會公平的

提供”才是被害人的真正需要529。 

                                                                 
525

 廢死聯盟網站 

http://www.taedp.org.tw/story/2025 (最後瀏覽日：2015/09/02) 
526

 http://www.mvfr.org/about/history (最後瀏覽日：2015/09/10) 
527

 丁海城，前揭註 40，頁 11。 
528

 林作逸，被害人談廢死 

http://www.taedp.org.tw/story/2378 (最後瀏覽日：2014/07/03) 
529

 同前註 

   http://www.taedp.org.tw/story/2378 (最後瀏覽日：2014/07/03)。 

http://www.taedp.org.tw/story/2025
http://www.mvfr.org/about/history
http://www.taedp.org.tw/story/2378%20(最後瀏覽日：2014/07/03
http://www.taedp.org.tw/story/2378%20(最後瀏覽日：2014/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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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作為留有死刑制度的國家之一，我國支持死刑的民意總是占多數。研

究顯示，我國民眾對於死刑的看法，並非取決於個人，而是取決於社會。也就是

說，對於死刑看法上的差異不是來自於自身的背景諸如性別、年齡、族群、宗教

等背景因素530，而是來自於整個社會所形塑出的對法律的態度，對於法律的認知

與態度才是支持廢死與否的最大影響因素531。李佳玟教授認為，對大多數人來說，

死刑在現代社會負有終極維護社會道德與正義的重要性。死刑的存在與施予，對

於社會凝聚有關鍵性的象徵意義
532。死刑的存在象徵著社會願意提供一個最根本

的方式，來處理對於社會秩序以及道德上的違犯，並見證社會正義的存在533。 

死刑的適用反應了一種社會的價值取向與社會公眾對犯罪的心理承受力534。

可以嚇阻犯罪的迷信、社會大眾的被害恐懼、以及提供被害人情感安慰的理由，

說明了我國民眾支持死刑的理由。 

 

 

 

 

 

 

 

 

 

 

 

 

 

 

 

 

 

 

                                                                 
530

 瞿海源，前揭註 501，頁 156。 
531

 江智君，台灣民眾對廢除死刑意向之建構，佛光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頁 95、99。 
532

 李佳玟，前揭註 506，頁 125。 
533

 李佳玟，前揭註 506，頁 127。 
534

 程進飛，前揭註 79，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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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從被害影響陳述在美國的發展過程來看，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是一種被害人的

法律上權利。法律上對於被害人陳述所賦予之法律效果，即為被害人影響陳述制

度(Victim Impact Statement，簡稱 VIS)。被害影響陳述制度導因於被害人運動，是

被害人權利運動下的產物，與被害人的權利相關聯。1982 年雷根總統就被害人

問題，所成立的專門小組所提出來的報告(President's Task Force on Victims of Crime)

中提到，必須要允許被害人在量刑時陳述535。而在這之後的幾個法案，亦可以看

到美國在被害人陳述權利保障上的努力，例如 1997 年被害人權利保障法(Victim 

Right Calirification Act)肯定了量刑程序中被害人影響陳述的合法性。而 1987 年的

Booth 案，聯邦最高法院開始針對被害人影響陳述在死刑案件適用上的問題做出

回應。2004 年布希總統簽署的正義法案（The Justice for All Act）確立了被害人享

有提供影響性陳述的權利。從美國被害人陳述發展過程來看，被害影響陳述制度

的發想是為了被害人所制訂出來的。 

在美國，被害影響陳述以被害人權利的形式出現。而在聯邦系統中，除了《聯

邦刑事訴訟規則》有規定量刑前調查報告應包含被害人陳述外，聯邦法律也規定

了被害人在量刑階段的參與權和受告知的權利。聯邦司法部也規定官員有告知被

害人關於被害影響陳述的義務536。雖然美國曾經積極推動被害人權利的聯邦憲法

修正案，而草案最後並未通過，不過可以從參議院的報告中看見對被害人權利保

護的支持537。自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美國各州興起了制定被害人權利法案的州

憲法修訂運動。各州相繼以憲法修正案的形式，規定被害人的憲法性權利，如俄

亥俄州在其被害人享有的憲法性權利規定有：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給予公平、尊嚴

與尊重，並有被通知、保護的權利538。其並在法律中明確規定了被害影響陳述制

                                                                 
535

 完整報告請參閱 http://www.ovc.gov/publications/presdntstskforcrprt/welcome.html (最後瀏覽日： 

2014/09/13) 
536

 吳啟錚，前揭註 48，109 頁。 
537

 吳啟錚，前揭註 48，106 頁。 
538

 Oh. Const. Art. I, § 10a 

http://www.ovc.gov/publications/presdntstskforcrprt/welcome.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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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539。 

   死刑審判是否應該允許被害影響陳述？被害影響陳述在死刑中又應該扮演怎

樣的角色？從 Booth 案到 Payne 案的法院見解的更迭，清楚地顯示了對於被害影

響陳述的正反意見始終分岐。反對者認為，被害影響陳述不但會不當地影響陪審

員、造成恣意的量刑結果，且該陳述內容皆與量刑決定無關。但支持者則認為被

害影響陳述係與量刑結果有關的，被害人所受傷害應該要納入量刑考量，而且被

害影響陳述有助於被害人治癒傷害。 

    我們擔心被害人權利的增加，會使得當被害人與被告權利產生衝突時，被告

的利益會被犧牲，破壞了現今刑事訴訟制度中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被告訴訟權利保

護。上述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被害人的權利增加不會造成刑事訴訟在被告

保護上取得的進步毀於一旦，我們如果以此為藉口而對被害人保護遲遲未有進展，

是因噎廢食
540。然而一邊建立被害人相關權利之立法，卻又期望不對被告造成任

何不利影響，是不可能的。確認被告主體地位之後再否認被告權利，或是過於重

視其中一方而忽略另一方權利保障，以上這兩種做法都是不適當的541。無論如何，

被害人權利絕對不能損害被告於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針對被害人之意見陳述的形式，或是允許陳述的案件類型加以限制，是否就

能降低潛在的風險？因為有風險存在就應該要禁止被害人陳述？整個刑事程序

本身即是充滿風險的場所，從證物、證言的偽造變造到被告說謊、或是法官、檢

察官先入為主或未秉持無罪推定的態度，處處都是判決結果的風險。只要有風險，

就有可能產生影響。但是，刑事程序上並未阻止證據之使用、亦未禁止被告陳述，

為什麼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卻遭受質疑？ 

    對審判可能造成不利影響，以及對被告的訴訟權利造成侵害，是允許被害人

之意見陳述後所產生的兩個問題。在對量刑影響上，被害人之意見陳述不是量刑

的唯一考量，還有其他因素會影響量刑，目前也沒有足夠充分的實證研究支持被

                                                                 
539

 ORC Ann. 2930.14 
540

 房保國，前揭註 55，頁 192。 
541

 房保國，前揭註 55，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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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之意見陳述會造成重刑結果的假設。被害人之意見陳述也有可能是希望對被

告從輕量刑的內容。而在被告訴訟權利保障方面，被害人之意見陳述令被告無法

向被害人行使詰問權，並有侵害無罪推定原則之虞。 

    被害人之意見陳述蘊藏著來自被害人家屬的濃烈情感。因此其極容易引起對

方的情感反應、令人激動。如同當今社會上的被害人言論很容易就能夠引起社會

大眾的共鳴，法庭上的被害人陳述也是。只要曾經到庭聆聽過被害人之意見陳述，

應該都不會否認自己會因為陳述內容而產生情感上的波動。我們容易對被害人產

生移情，那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能力。將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放到量刑程序中，並作

為刑法第 57 條之量刑因素之一，讓受過專業法學訓練的專業法官來審酌才是比

較適當的。 

除去死刑無法作為嚇阻犯罪之工具的迷思，以及被新聞媒體過度放大的被害

恐懼，死刑對我國多數人來說具有撫慰被害人的意義。作為療癒犯罪被害人、回

復被害情感的一種手段，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對一部分的被害人來說的確是有效果

的。同樣地，審判外的修復式司法含有療癒及修復的概念，希望透過對話方式治

療被害人、修復犯罪所造成的傷害。從獲得療癒的效果上來說，審判上的意見陳

述與審判外的修復式司法，究竟何者才是對被害人最好的選擇？兩者間相異之處

在於，審判外的修復式司法是被害人與加害人透過對話的方式，表達各自的意見，

這種形式的被害人意見陳述與審判上的被害人意見陳述不同，不會造成被告訴訟

上的不利益。我國各地檢署實施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後，在實際運作上的確有殺

人案件使用修復式司法模式，但是進入對話的案件數量並不多。雙方當事人不願

意進入修復式司法，被害人便無法透過修復式司法得到治療。因為目前缺乏針對

殺人案件類型是否適合使用修復式司法，與運用上的實效為何之評估，所以我們

仍無法得知修復式司法對於殺人案件被害人的情感修復效果。 

我國對於死刑案件被害人之意見陳述的相關議題，近年來才逐漸有零星的討

論。不僅沒有相關實證研究證明被害影響陳述會影響法官量刑，也沒有相關討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8 
 

文獻針對死刑案件中被害影響陳述與量刑間之關係，為數據上的實證分析。除了

被害人選擇不到庭陳述、找不到判決資料的原因之外，法官在判決理由中對被害

人陳述部分少有著墨也是原因之一。但我們還是可以從實務判決中，見到法官將

被害人之意見陳述作為量刑因素使用之情形。 

    民國 103 年 5 月 23 日啟用的「殺人案件量刑資訊系統」，收入了普通殺人

罪、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義憤殺人罪、母殺嬰兒罪、加工自殺罪、(重)傷害

致死罪等字 96 年起自 102 年為止，共 3405 件宣告刑次的判決。分析殺人既遂罪

之刑度，判處死刑、無期徒刑者占 22.2%，判處有期徒刑者占 77.8%，平均刑度

12 年 4.9 月。量刑資訊系統將法官在審理各類型案件時，所有會影響法官量刑的

量刑因子，解構編碼建立資料庫。使用者只需要在查詢頁面輸入查詢條件，系統

就會自動將符合條件的案件檢索出來。利用量刑資訊系統還可以搜尋到類似判決

之最高、最低、平均刑度、刑種，以及量刑分布圖542。但就目前殺人案件量刑資

訊系統觀之，僅有犯罪方法、犯罪工具、被害人數、犯罪動機、行為人與被害人

關係、與犯後態度等五種供人檢索的條件543。量刑資料庫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反映

法官的量刑行為，以及量刑因子權重等量刑實務現況544。資料庫之殺人罪量刑審

酌事項參考表中，有關犯罪對被害人所造成的損害部分，並未列入量刑參考事由。

因此，關於被害人之意見陳述內容於實際量刑上所可能造成的影響為何，目前無

法透過量刑資訊系統得知。 

    我國現行法律下，被害人或其家屬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規定於審

判期日陳述。面對被害人之意見陳述與被告訴訟權利的衝突，本文認為可以從現

行體制上做相關修正。首先，應將訴訟程序改採為定罪與量刑二分的審判模式。

定罪量刑分離可以促成個別化及明智的量刑、防止死刑的任意性545。其次，將作

為量刑考量因素的被害人之意見陳述，限制在量刑階段提出。被害人之意見陳述

                                                                 
542

 殺人案件量刑系統 5.23 啟用─期量刑更符公益及防衛社會需求，司法周刊，第 1698 期，2014

年 5 月 30 日，頁 1。 
543

 詳細內容請參考司法院殺人案件量刑資訊系統 
544

 http://www.judicial.gov.tw/revolution/judReform06.asp (最後瀏覽日：2014/09/13) 
545

 康黎，前揭註 437，頁 79。 

http://www.judicial.gov.tw/revolution/judReform06.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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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作為量刑因素考量，而無法影響法官對被告的有罪認定心證。而在審判上，

應傳喚但未傳喚被害人家屬並予以陳述意見之機會的法官，則需於判決理由內敘

明有何不必要或不適宜通知之情形，否則該訴訟程序之踐行，即非適法546。不同

被害人因為犯罪所受到的傷害種類與程度各異，對死刑的意見也隨之不同，我們

應該尊重不同意見。因此就算是被害人家屬在法庭上表達願意原諒被告、不希望

判處被告死刑，被害人家屬自由陳述的權利都不應該被剝奪。 

    定罪量刑分離之後，被害人的意見陳述應定位在作為刑法第 57 條之量刑事

由之一。既作為量刑考量之因素，則在被害人意見陳述制度的操作上，像是陳述

主者與直接被害人的親屬關係，可以在條文上做更明確的規定。陳述人數也應該

讓法院視訴訟程序與需要來審酌，而不是毫無節制地造成訴訟上的拖延與浪費。

再者，被害人之意見陳述既為量刑因素之一，則其表現方式不需僅限於以書面或

是口頭為之。而不論被害人最後是否選擇在法庭上為意見陳述，法官都應該給予

犯罪被害人在法庭上陳述的機會。即便是法官基於條文規定而例外不允許被害人

陳述的情形下，法官也應該在判決理由中詳細敘述不予陳述的理由，始臻完善。 

 

 

 

 

 

 

 

 

 

 

 

 

 

 

                                                                 
546

 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字第 126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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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死刑惹議／民調：74%反廢死刑 42%認王清峰應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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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601001087-26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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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tvbs.com.tw/entry/4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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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pl.ly.gov.tw/do/www/queryGuideDetail?id=130&keyword
http://tvr.org.tw/?p=2538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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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640871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1226/144713.htm
https://tw.news.yahoo.com/陳母-懼怕冷血兒-懇求判死刑-213000926.html
http://news.cts.com.tw/cts/society/201301/201301161179938.html
http://web.pts.org.tw/php/news/pts_news/detail.php?NEENO=231069
http://www.taedp.org.tw/story/2025
http://www.taedp.org.tw/story/1659
http://www.taedp.org.tw/story/1666
http://www.taedp.org.tw/story/2424http:/www.taedp.org.tw/story/2425
http://www.taedp.org.tw/story/2424http:/www.taedp.org.tw/story/2425
http://pnn.pts.org.tw/main/2015/05/11/%E3%80%90%E6%A8%A1%E6%93%AC%E6%86%B2%E6%B3%95%E6%B3%95%E5%BA%AD%E3%80%91%E6%AD%BB%E5%88%91%E5%BB%A2%E4%B8%8D%E5%BB%A2%EF%BC%9F-%E5%85%A9%E8%A2%AB%E5%AE%B3%E4%BA%BA%E5%AE%B6%E5%B1%AC%E4%B8%8D%E5%90%8C/
http://pnn.pts.org.tw/main/2015/05/11/%E3%80%90%E6%A8%A1%E6%93%AC%E6%86%B2%E6%B3%95%E6%B3%95%E5%BA%AD%E3%80%91%E6%AD%BB%E5%88%91%E5%BB%A2%E4%B8%8D%E5%BB%A2%EF%BC%9F-%E5%85%A9%E8%A2%AB%E5%AE%B3%E4%BA%BA%E5%AE%B6%E5%B1%AC%E4%B8%8D%E5%90%8C/
http://pnn.pts.org.tw/main/2015/05/11/%E3%80%90%E6%A8%A1%E6%93%AC%E6%86%B2%E6%B3%95%E6%B3%95%E5%BA%AD%E3%80%91%E6%AD%BB%E5%88%91%E5%BB%A2%E4%B8%8D%E5%BB%A2%EF%BC%9F-%E5%85%A9%E8%A2%AB%E5%AE%B3%E4%BA%BA%E5%AE%B6%E5%B1%AC%E4%B8%8D%E5%90%8C/
http://pnn.pts.org.tw/main/2015/05/11/%E3%80%90%E6%A8%A1%E6%93%AC%E6%86%B2%E6%B3%95%E6%B3%95%E5%BA%AD%E3%80%91%E6%AD%BB%E5%88%91%E5%BB%A2%E4%B8%8D%E5%BB%A2%EF%BC%9F-%E5%85%A9%E8%A2%AB%E5%AE%B3%E4%BA%BA%E5%AE%B6%E5%B1%AC%E4%B8%8D%E5%90%8C/
http://pnn.pts.org.tw/main/2015/05/11/%E3%80%90%E6%A8%A1%E6%93%AC%E6%86%B2%E6%B3%95%E6%B3%95%E5%BA%AD%E3%80%91%E6%AD%BB%E5%88%91%E5%BB%A2%E4%B8%8D%E5%BB%A2%EF%BC%9F-%E5%85%A9%E8%A2%AB%E5%AE%B3%E4%BA%BA%E5%AE%B6%E5%B1%AC%E4%B8%8D%E5%90%8C/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1224/144103.htm#ixzz2Fz26eVX6
http://www.jrf.org.tw/newjrf/rte/myform_detail.asp?id=3498
http://tps.judicial.gov.tw/ms_news/index.php?mode=detail&SEQNO=104330&CLASSID=n
http://tps.judicial.gov.tw/ms_news/index.php?mode=detail&SEQNO=104330&CLASSI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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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文資料 

1. 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 

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legal-issues-states-allow-victim-impact-statements 

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us-supreme-court-ring-v-arizona  

2. Handbook on Justice for Victims 

https://www.unodc.org/pdf/criminal_justice/UNODC_Handbook_on_Justice_for_vict

ims.pdf 

3. Handbook on Restorative Justice Programmes,Criminal Justice Handbook Series 

https://www.unodc.org/pdf/criminal_justice/06-56290_Ebook.pdf  

4. http://blogs.myoops.org/lucifer.php/2010/03/28/supportthevictim  

5. http://www.38.org.tw/List_1.asp?id=143 

6. http://scrapbase.blogspot.com/2012/12/blog-post_4307.html 

7. 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closure  

8. http://womenincrimeink.blogspot.tw/2008/06/theres-no-such-thing-as-closure.html 

9. http://floridacapitalresourcecenter.org/media/public_documents/victim_impact_statem

ents.pdf 

10. http://www.ovc.gov/publications/presdntstskforcrprt/welcome.html 

11. http://www.hkhrm.org.hk/database/8o1.html 

12.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Victims of crime 

http://www.victimsofcrime.org/help-for-crime-victims/get-help-bulletins-for-crime-vi

ctims/victim-impact-statements 

13. The Pennsylvania Death Penalty Assessment Report 

http://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aba/migrated/moratorium/assessmentproject

/pennsylvania/finalreport.authcheckdam.pdf 

14. Victim Impact Evidence, State by State 

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documents/VictimImpactByState.pdf 

15. 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 

http://www.un.org/chinese/work/law/Roma1997.html 

 

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legal-issues-states-allow-victim-impact-statements
https://www.unodc.org/pdf/criminal_justice/UNODC_Handbook_on_Justice_for_victims.pdf
https://www.unodc.org/pdf/criminal_justice/UNODC_Handbook_on_Justice_for_victims.pdf
https://www.unodc.org/pdf/criminal_justice/06-56290_Ebook.pdf
http://blogs.myoops.org/lucifer.php/2010/03/28/supportthevictim，最後瀏覽日103/7/5
http://www.38.org.tw/List_1.asp?id=143，最後瀏覽日103/7/5
http://scrapbase.blogspot.com/2012/12/blog-post_4307.html
http://womenincrimeink.blogspot.tw/2008/06/theres-no-such-thing-as-closure.html
http://floridacapitalresourcecenter.org/media/public_documents/victim_impact_statements.pdf
http://floridacapitalresourcecenter.org/media/public_documents/victim_impact_statements.pdf
http://www.ovc.gov/publications/presdntstskforcrprt/welcome.html
http://www.victimsofcrime.org/help-for-crime-victims/get-help-bulletins-for-crime-victims/victim-impact-statements
http://www.victimsofcrime.org/help-for-crime-victims/get-help-bulletins-for-crime-victims/victim-impact-statements
http://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aba/migrated/moratorium/assessmentproject/pennsylvania/finalreport.authcheckdam.pdf
http://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aba/migrated/moratorium/assessmentproject/pennsylvania/finalreport.authcheckdam.pdf
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documents/VictimImpactByState.pdf
http://www.un.org/chinese/work/law/Roma19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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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此處摘錄自 LexisNexis Academic 資料庫所查詢之被害影響陳述法規。 

範圍：留有死刑制度之各州。查詢日期：2014/04/16。) 

 

1. Alabama 

Code of Ala. § 15-23-72  (2013) 

  The prosecuting attorney shall provide to the victim the date of a conviction, acquittal,  

  or dismissal of the charges filed against the defendant and prior to sentencing, when  

  applicable, notice of the following: 

   (1) The criminal offense for which the defendant was convicted, acquitted, or the effect    

      of a dismissal of the charges filed against the defendant. 

   (2) If the defendant is convicted, on request, the victim shall be notified, if applicable,  

      of the following: 

      c. The right to make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2. Arizona 

A.R.S. § 13-4410 (2013) 

B. If the defendant is convicted and the victim has requested notice, the victim shall be  

  notified, if applicable, of: 

   3. The right to make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under section 13-4424. 

C. The victim shall be informed that the victim's impact statement may include the  

  following: 

   1. An explanation o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any physical, psychological or emotional  

     harm or trauma suffered by the vic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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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n explanation of the extent of any economic loss or property damage suffered by  

     the victim. 

   3. An opinion of the need for and extent of restitution. 

   4. Whether the victim has applied for or received any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r  

     damage. 

 

 

3. Arkansas 

A.C.A. § 16-90-1112 

(a) (1) Before imposing sentence, the court shall permit the victim to present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the crime on the victim,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crime,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rime was  

      perpetrated. 

   (2) The victim may present the statement in writing before the sentencing proceeding  

      or orally under oath at the sentencing proceeding. 

(b) The court shall give copies of all written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to the prosecuting  

   attorney and the defendant. 

(c) The sentencing court shall consider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along with other   

   factors, but if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includes new material factual information  

   upon which the court intends to rely, the court shall adjourn the sentencing proceeding  

   or take other appropriate action to allow the defendant adequate opportunity to   

   respond. 

 

 

4.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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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Pen Code § 1191.1 (2014) 

The victim, or up to two of the victim's parents or guardians if the victim is a minor, or the 

next of kin of the victim if the victim has died, have the right to appear, personally or by 

counsel, at the sentencing proceeding and to reasonably express his, her, or their views 

concerning the crime, the person responsible, and the need for restitution. The court in 

imposing sentence shall consider the statements of victims, parents or guardians, and next 

of kin made pursuant to this section and shall state on the record its conclusion concerning 

whether the person would pose a threat to public safety if granted probation. 

 

 

5. Colorado 

C.R.S. 16-11-102 (2013) 

(1.5)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may include the following: 

(a) An identification of the victim of the offense; 

(b) An itemization of any economic loss suffered by the victim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including any loss incurred after the offense and after criminal charges were filed  

   formally against the defendant.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shall be prepared by the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at the time the offense is filed and shall be updated to include  

   any loss incurred by the victim after criminal charges were filed. 

(c) An identification of any physical injury suffered by the victim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including information on its seriousness and permanence; 

(d) A description of any change in the victim's personal welfare or familial relationships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e) An identification of any request for psychological services initiated by the victim or the  

   victim's family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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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An evaluation of the victim's and the victim's children's safety if probation is granted; 

(f) Any other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impact of the offense upon the victim that the court  

  requires. 

 

 

C.R.S. 24-4.1-302.5 (2013) 

(1) In order to preserve and protect a victim's rights to justice and due process, each victim  

   of a crime shall have the following rights: 

(g) The right to be present at the sentencing hearing, including any hearing conducted  

   pursuant to section 18-1.3-1201 or 18-1.4-102, C.R.S., for cases involving class 1  

   felonies, of any person convicted of a crime against such victim, and to inform the  

   district attorney and the court, in writing, by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and by an oral  

   statement, of the harm that the victim has sustained as a result of the crime, with the  

   determination of whether the victim makes written input or oral input, or both, to be  

   made at the sole discretion of the victim; 

(y) The right to receive a copy of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form from the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6. Delaware 

11 Del. C. § 4331 (2014) 

(e)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shall: 

   (1) Identify, to such extent as can be reasonably ascertained, those victims (except  

      persons involved in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se) who received physical,  

      psychological or economic injury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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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Describe, to the extent possible, such physical, psychological or economic injury; 

   (3) Identify any physical injury suffered by the victim, together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seriousness and permanence of such injury; 

   (4) Contain a description of any change in the victim's personal welfare or familial  

      relationships which can reasonably be attributed to the offense; 

   (5) Identify any request for psychological services or counselling services initiated by  

      any person identified under paragraph (1) of this subsection, if such request or  

      need for such services can reasonably be determined to have resulted from the  

      offense; 

   (6) Determine any fees or costs for psychological or counselling services; and 

   (7) Any other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impact of the offense upon the victim or other  

      person. 

 

 

7. Florida 

Fla. Stat. § 960.0021 (2013) 

 (2) The courts may fulfill their obligation to advise crime victims by: 

   (a) Making the following announcement at any arraignment, sentencing, or  

      case-management proceeding: 

      "If you are the victim of a crime with a case pending before this court, you are     

      advised that you have the right: 

      7. To make an oral or written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at the time of sentencing of   

        a defend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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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 Stat. § 921.141 (2013) 

(7) Victim impact evidence. --Once the prosecution has provided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one or more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 as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5), the  

   prosecution may introduce, and subsequently argue, victim impact evidence to the jury.  

   Such evidence shall be designed to demonstrate the victim's uniqueness as an  

   individual human being and the resultant loss to the community's members by the  

   victim's death. Characterizations and opinions about the crime, the defendant, and the  

   appropriate sentence shall not be permitted as a part of victim impact evidence. 

 

 

Fla. Stat. § 921.143 (2013) 

(2) The state attorney or any assistant state attorney shall advise all victims or, when  

   appropriate, the victim's parent, guardian, next of kin, or lawful representative that  

   statements, whether oral or written, shall relate to the facts of the case and the extent of  

   any harm, including social, psychological, or physical harm, financial losses, loss of   

   earning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sulting from the crime for which the defendant is being  

   sentenced, and any matter relevant to an appropriate disposition and sentence. 

 

 

8. Georgia 

O.C.G.A. § 17-10-1.1  (2013) 

 (a) A prosecuting attorney bringing charges against a defendant shall notify, where   

   practical, the alleged victim or, when the victim is no longer living, a member of the  

   victim's family of his or her right to submit a victim impact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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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G.A. § 17-10-1.2  (2013) 

   (a) (1) In all cases in which the death penalty may be imposed, subsequent to an  

        adjudication of guilt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rocedures in Code Section  

        17-10-30, the court shall allow evidence from the family of the victim, or such  

        other witness having personal knowledge of the victim'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motional impact of the crime on the victim, the victim's family, or the  

        community. Except as provided in paragraph (4) of this subsection, such  

        evidence shall be given in the presence of the defendant and of the jury and shall  

        be subject to cross-examination. 

     (2) The admissibility of the evidence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 of this subsection   

        and the number of witnesses other than immediate family who may testify shall  

        be in the sole discretion of the judge and in any event shall be permitted only in  

        such a manner and to such a degree as not to inflame or unduly prejudice the  

        jury. As used in this paragraph, the term "immediate family" means the victim's  

        spouse, child, parent, stepparent, grandparent, grandchild, sibling, stepbrother,  

        stepsister, mother-in-law, father-in-law, sister-in-law, or brother-in-law and the  

        spouses of any such individuals. 

 

   (b) In presenting such evidence, the victim, the family of the victim, or such other  

      witness having personal knowledge of the impact of the crime on the victim, the    

      victim's family, or the community shall, if applicable: 

      (1) Describe the nature of the offense; 

      (2) Itemize any economic loss suffered by the victim or the family of the victim, if  

         restitution is s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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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dentify any physical injury suffered by the victim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along with its seriousness and permanence; 

      (4) Describe any change in the victim's personal welfare or familial relationships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5) Identify any request for psychological services initiated by the victim or the  

         victim's family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and 

      (6) Include any other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impact of the offense upon the  

         victim, the victim's family, or the community that the court inquires of. 

 

   (c) The court shall allow the defendant the opportunity to cross-examine and rebut the  

      evidence presented of the victim'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motional   

      impact of the crime on the victim, the victim's family, or the community, and such  

      cross-examination and rebuttal evidence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same discretion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 of subsection (a) of this Code section. 

 

 

9. Idaho 

Idaho Code § 19-5306  (2014) 

(1) Each victim of a criminal or juvenile offense shall be: 

 (h) Consulted by 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or during the preparation of the presentence  

    report and have included in that report a statement of the impact which the  

    defendant's criminal conduct had upon the victim and shall be allowed to read, prior  

    to the sentencing hearing, the presentence report relating to the crime. The victim  

    shall maintain the confidentiality of the presentence report, and shall not disclose its  

    contents to any person except statements made by the victim to the prosec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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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orney or the court; 

 

 

10. Indiana 

Burns Ind. Code Ann. § 35-35-3-5  (2013) 

 (b) A victim present at sentencing in a felony or misdemeanor case shall be advised by  

    the court of a victim's right to make a statement concerning the crime and the  

    sentence. The court shall also offer the victim, if present, an opportunity to make a  

    statement concerning the crime and the sentence. If unable to attend the hearing, the  

    victim may mail a written statement to the court, which must be included in the  

    presentence report made with respect to the defendant. 

 

Burns Ind. Code Ann. § 35-40-6-7  (2013) 

If the defendant is convicted, and upon the victim's request, the victim shall be notified, if 

applicable, of the following: 

(3) The right to make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under IC 35-38-1-8.5. 

 

 

Burns Ind. Code Ann. § 35-38-1-8  (2013) 

(b) A victim present at sentencing in a felony or misdemeanor case shall be advised by the  

  court of a victim's right to make a statement concerning the crime and the sentence. 

 

 

Burns Ind. Code Ann. § 35-38-1-8.5  (2013) 

(a) A probation officer who is conducting a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shall send wri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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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ification of the following to each victim or each victim representative designated   

   by the court under section 2(e) [IC 35-38-1-2(e)] of this chapter: 

   (1) The date, time, and place of the sentencing hearing set by the court. 

   (2) The right of the victim or victim representative to make an oral or written statement  

      to the court at the sentencing hearing. 

   (3) The right of the victim or victim representative to submit or refuse to submit to the  

      probation officer a written or oral statement of the impact of the crime upon the  

      victim for inclusion by the probation officer in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c) The probation officer shall prepare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for inclusion in the  

   convicted person's presentence report.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consists of  

   information about each victim and the consequences suffered by a victim or a victim's  

   family as a result of the crime. 

 

(d) Unless the probation officer certifies to the court under section 9 [IC 35-38-1-9] of this  

   chapter that a victim or victim representative could not be contacted or elected not to  

   submit a statement to the probation officer concerning the crime,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required under this section must inclu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bout  

   each victim: 

   (1) A summary of the financial, emotional, and physical effects of the crime on the  

      victim and the victim's family. 

   (2) Person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victim, excluding telephone numbers, place of  

      employment, and residential address. 

   (3) Any written statements submitted by a victim or victim representative to the  

      probation officer.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3 
 

   (4) If the victim desires restitution, the basis and amount of a request for victim  

      restitution. 

 

(e) A victim or victim representative is not required to submit a statement or to cooperate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required under this section. 

 

 

Burns Ind. Code Ann. § 35-38-1-9  (2013) 

 (c) 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may include any matter that the probation officer  

    conducting the investigation believes is relevant to the question of sentence, and must  

    include: 

  (1) any matters the court directs to be included; 

  (2) any written statements submitted to the prosecuting attorney by a victim under IC  

     35-35-3; 

  (3) any written statements submitted to the probation officer by a victim; and 

  (4) preparation of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required under section 8.5 [IC  

     35-38-1-8.5] of this chapter. 

 

 

11. Kansas 

K.S.A. § 22-3424 (2013) 

 (e) Before imposing sentence the court shall: (1) Allow the prosecuting attorney to  

    address the court, if the prosecuting attorney so requests; (2) afford counsel an  

    opportunity to speak on behalf of the defendant; (3) allow the victim or such  

    members of the victim's family as the court deems appropriate to address the court,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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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victim or the victim's family so requests; and (4) address the defendant personally  

    and ask the defendant if the defendant wishes to make a statement on the defendant's  

    own behalf and to present any evidence in mitigation of punishment. 

 

 

 

12. Kentucky 

KRS § 421.520  (2013) 

(1) The attorney for the Commonwealth shall notify the victim that, upon conviction of the  

   defendant, the victim has the right to submit a written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to the  

   probation officer responsible for preparing 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 for  

   inclusion in the report or to the court should such a report be waived by the defendant. 

(2) The impact statement may contain, but need not be limited to, a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any physical, psychological or financial harm suffered by the  

   victim, the victim's need for restitution and whether the victim has applied for or  

   received compensation for financial loss, and the victim's recommendation for an  

   appropriate sentence. 

(3)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shall be considered by the court prior to any decision on  

   the sentencing or release, including shock probation, of the defendant. 

 

 

13. Louisiana 

La. C.Cr.P. Art. 875 (2013) 

B. If a defendant is convicted or pleads guilty to an offense involving a victim, the court  

  shall require that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be included in the presentence repor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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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shall include factual information as to whether the victim or his  

  family has suffered,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any monetary loss, medical expense,  

  physical impairment,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deemed relevant. The district attorney  

  may also file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with the court. 

 

 

La. C.Cr.P. Art. 905.2.  

A. The sentencing hearing shall focus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se, the character    

  and propensities of the offender, and the victim, and the impact that the crime has had  

  on the victim, family members, friends, and associates. The victim or his family  

  members, friends, and associates may decline the right to testify but, after testifying for  

  the state, shall be subject to cross-examination. The hearing shall b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evidence. Evidence relative to aggravating or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 shall be relevant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 defendant places his  

  character at issue. Insofar as applicable, the procedure shall be the same as that provided  

  for trial in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The jury may consider any evidence offered  

  at the trial on the issue of guilt. The defendant may testify in his own behalf. In the  

  event of retrial, the defendant's testimony shall not be admissible except for the purposes  

  of impeachment. 

 

 

14. Mississippi 

Miss. Code Ann. § 99-19-151  (2014) 

Sections 99-19-151 through 99-19-161 shall be known and may be cited as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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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Code Ann. § 99-19-153  (2014) 

§ 99-19-153. Declaration of purpose  

(1) The Legislature finds and declares that: 

   (a)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restitution to the crime victim and the crime victim's  

      family and just punishment for the harm inflicted are primary objectives of the  

      sentencing process; 

   (b) The financial, emotional and physical effects of a criminal act on the victim and the  

      victim's family are among the essential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sentencing  

      of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the crime; 

   (c) In order to impose a just sentence, the court must obtain and consid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adverse impact of the crime upon the victim and the victim's family as  

      well as information from and about the defendant; and 

   (d) The victim of the crime or a relative of the victim is usually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the court about the direct impact of the crime on the victim  

      and the victim's family. 

 

(2) Therefore, the Legislature declares that the purpose of Sections 99-19-151 through   

   99-19-161 is to provide the sentencing court with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prior to  

   sentencing a convicted offender who has caused physical, emotional or financial harm  

   to a victim as defined herein. 

 

 

Miss. Code Ann. § 99-19-15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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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s 99-19-151 through 99-19-161, the following words shall  

   have the meanings ascribed herein, unless 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 

   (a) "Victim" means an individual who suffers direct or threatened physical, emotional  

      or financial harm as the result of the commission of a felony or an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of a minor victim or a homicide victim. 

   (b)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means a statement 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financial, emotional and physical effects of the crime on the victim and the victim's  

      family, and specif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victim,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crime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it was perpetrated. 

   (c) "Victim representative" means a spouse, parent, child, sibling or other relative of a  

      deceased or incapacitated victim or of a victim who is under fourteen (14) years of  

      age, or a person who has had a close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victim and is  

      designated by the court to be a victim representative. 

 

 

Miss. Code Ann. § 99-19-157  (2014) 

(1) If a court orders the preparation of a presentence evaluation report on a defendant in a  

  felony case, 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or shall prepare a written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for the court which shall be appended to such report. The statement shall  

  include applicable information obtained during consultation with the victim or the  

  victim representative. If the victim or victim representative cannot be located or declines  

  to cooperate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tatement, 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or shall  

  include a notation to that effect in the statement. If there are multiple victims and  

  preparation of individual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is not feasible, 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or may submit one or more representative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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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f a court does not order the preparation of a presentence evaluation report on a  

   defendant in a felony case, the victim or victim representative may also submit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in one or both of the following ways: 

   (a)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trial court, the victim may present an oral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at any sentencing hearing. However, where there are multiple victims,  

      the court may limit the number of oral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b) The victim may submit a written statement to the prosecuting attorney, who shall  

      present such statement to the trial judge prior to sentencing. 

 

 

Miss. Code Ann. § 99-19-159  (2014) 

(1) At least forty-eight (48) hours prior to the date of sentencing, the court shall make  

   available copies of the statement to the defendant, defendant's counsel and the  

   prosecuting attorney. These parties shall return all copies of the statement to the court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imposition of sentence upon the defendant. 

(2) Any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submitted to the court under Section 99-19-157 shall be  

   among the factors considered by the court in determining the sentence to be imposed  

   upon the defendant. 

(3) Sections 99-19-151 through 99-19-161 shall not be construed to require a victim or  

   victim representative to submit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or to cooperate in the  

   preparation of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Miss. Code Ann. § 99-19-16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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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secuting attorney shall notify the victim or the victim representative in writing of 

the date, time and place of any sentencing hearing. If a sentencing hearing is not ordered 

by the trial judge, the prosecuting attorney shall notify the victim or the victim 

representative of his right to prepare a written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trial judge prior to sentencing. A copy of any releva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and the hearing shall accompany the notice. The notice and 

the copy of any releva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shall be sent to the last known address of the 

victim or the victim representative at least five (5) days prior to the sentencing hearing. 

 

 

Miss. Code Ann. § 99-36-5  (2014) 

(e) The right to provide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prior to any sentencing of the 

offender; and 

  

 

Miss. Code Ann. § 99-43-29  (2014) 

The prosecuting attorney shall provide to the victim the date of a conviction, acquittal, or 

dismissal of the charges filed against the defendant and prior to sentencing, when 

applicable, notice of the following: 

(b) If the defendant is convicted, on request, the victim shall be notified, if applicable, of  

the following: 

  (iii) The right to make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Miss. Code Ann. § 99-43-3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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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ctim may submit a written impact statement or make an oral impact statement to the 

probation officer for use in preparing a pre-sentence report. The probation officer shall 

consider the economic,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 that the criminal offense has 

had on the victim and the immediate family of the victim. 

 

 

Miss. Code Ann. § 99-43-33  (2014) 

The victim has the right to present an impact statement or information that concerns the 

criminal offense or the sentence during any entry of a plea of guilty, sentencing or 

restitution proceeding. 

 

 

15. Missouri 

§ 557.036 R.S.Mo.  (2014) 

3. If the jury at the first stage of a trial finds the defendant guilty of the submitted offense,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trial shall proceed. The issue at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trial shall  

be the punishment to be assessed and declared. Evidence supporting or mitigating  

punishment may be presented. Such evidence may include, with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evidence concerning the impact of the crime upon the victim, the victim's family  

and others, the nature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se, and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the defendant. Rebuttal and surrebuttal evidence may be presented. The state shall be the  

first to proceed. The court shall instruct the jury as to the range of punishment  

authorized by statute for each submitted offense. The attorneys may argue the issue of  

punishment to the jury, and the state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open and close the argument. 

The jury shall assess and declare the punishment as authorized by sta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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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030 R.S.Mo.  (2014) 

4. If the trier at the first stage of a trial where the death penalty was not waived finds the  

defendant guilty of murder in the first degree, a second stage of the trial shall proceed at  

which the only issue shall be the punishment to be assessed and declared. Evidence in  

aggravation and mitigation of punishm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evidence  

supporting any of the aggravating or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 listed in subsection 2 or 3  

of section 565.032, may be presented subject to the rules of evidence at criminal trials.    

Such evidence may include, with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evidence concerning the  

murder victim and the impact of the crime upon the family of the victim and others.  

Rebuttal and surrebuttal evidence may be presented. The state shall be the first to  

proceed. If the trier is a jury it shall be instructed on the law. The attorneys may then  

argue the issue of punishment to the jury, and the state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open and  

close the argument. The trier shall assess and declare the punishment at life  

imprisonment without eligibility for probation, parole, or release except by act of the  

governor: 

 

 

16. Montana 

46-18-112, MCA (2013) 

(1) Whenever an investigation is required, the probation officer shall promptly inquire into 

and report upon: 

(e) the harm caused,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to the victim, the victim's immediate family,  

and the community; an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2 
 

 

 

46-18-115, MCA (2013) 

Before imposing sentence or making any other disposition upon acceptance of a plea or 

upon a verdict or finding of guilty, the court shall conduct a sentencing hearing, without 

unreasonable delay, as follows: 

(4) (a)  The court shall permit the victim to present a statement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the crime on the victim,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crime,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rime was perpetrated, and the victim's opinion regarding appropriate  

       sentence. At the victim's option, the victim may present the statement in writing  

       before the sentencing hearing or orally under oath at the sentencing hearing, or  

       both. 

(b)  The court shall give copies of any written statements of the victim to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dant prior to imposing sentence. 

(c)  The court shall consider the victim's statement along with other factors. However,  

if the victim's statement includes new material facts upon which the court intends  

to rely, the court shall allow the defendant adequate opportunity to respond and  

may continue the sentencing hearing if necessary. 

 

 

46-18-302, MCA (2013) 

(1)  (a) Subject to subsection (1)(b), in the sentencing hearing, evidence may be presented  

   as to any matter the court considers relevant to the sentenc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ii)  the harm caused to the victim and the victim's family as a resul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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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ense; and 

       (iv)  any other facts in aggravation or mitigation of the penalty. 

 

 

17. Nevada 

Nev. Rev. Stat. Ann. § 176.015  (2013) 

3. After hearing any statements presented pursuant to subsection 2 and before imposing  

sentence, the court shall afford the victim an opportunity to: 

   (a) Appear personally, by counsel or by personal representative; and 

   (b) Reasonably express any views concerning the crime, the person responsible, the  

impact of the crime on the victim and the need for restitution. 

 

 

18. New Hampshire 

RSA 21-M:8-k  (2014) 

II.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can be reasonably guaranteed by the courts and by law  

enforcement and correctional authorities, and are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or statutory rights of the accused, crime victims are entitled to the following rights: 

  (p) The right to appear and make a written or oral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at the  

sentencing of the defendant or, in the case of a plea bargain, prior to any plea bargain  

agreement. No victim shall be subject to questioning by counsel when giving an  

impact statement. 

  (r) The right to be notified of, to attend, and to make a written or oral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at the sentence review hearings and sentence reduction hearings. No victim  

shall be subject to questioning by counsel when giving an impact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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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a. (a) In any case where the victim informs the court that he or she requires assistance  

       in making an oral or written impact statement permitted under this section, the     

       court shall allow the victim to designate a representative to write or speak on the  

       victim's behalf. 

    (b) The victim's impact statement shall not be limited to the injuries, harm, or  

       damages noted in the information or indictment, but may include all injuries,  

       harm, and damages suffered as a result of the commission or attempted  

       commission of the crime whether or not the injuries, harm, or damages were fully  

       determined or discovered at the time the information or indictment was filed. 

 

 

19. North Carolina 

N.C. Gen. Stat. § 15A-832  (2013) 

 (a) Within 21 days after the arrest of the accused, but not less than 24 hours before the  

accused's first scheduled probable-cause hearing, the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shall  

provide to the victim a pamphlet or other written material that explains in a clear and  

concise manner the following: 

   (1) The victim's rights under this Article, including the right to confer with the attorney  

prosecuting the case about the disposition of the case and the right to provide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N.C. Gen. Stat. § 15A-82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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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extent reasonably possible and subject to available resources, the employees of 

law-enforcement agencies, the prosecutorial system,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correctional system should make a reasonable effort to assure that each victim and witness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 

(9) Has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prepared for consideration by the court. 

 

 

20. Ohio  

ORC Ann. 2930.13  (2014) 

(A) If the court orders the preparation of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pursuant to division  

(D)(1) of section 2152.19 or section 2947.051 [2947.05.1] of the Revised Code, the  

victim in the case may make a written or oral statement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the  

crime or specified delinquent act to the person whom the court orders to prepare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A statement made by the victim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included in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B) If a probation officer or other person is preparing a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  

pursuant to section 2947.06 or 2951.03 of the Revised Code or Criminal Rule 32.2, or  

a disposition investigation report pursuant to section 2152.18 of the Revised Code,  

concerning the defendant or alleged juvenile offender in the case, the victim may  

make a written or oral statement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the crime or specified  

delinquent act to the probation officer or other person. The probation officer or other  

person shall use the statement in preparing 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 or  

disposition investigation report and, upon the victim's request, shall include a written  

statement submitted by the victim in 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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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osition investigation report. 

 

(C) A statement made by the victim under division (A) or (B) of this section may include  

the following: 

   (1) An explanation o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any physical, psychological, or  

emotional harm suffered by the victim as a result of the crime or specified  

delinquent act that is the basis of the case; 

   (2) An explanation of the extent of any property damage or other economic loss  

suffered by the victim as a result of that crime or specified delinquent act; 

   (3) An opinion regarding the extent to which, if any, the victim needs restitution for  

harm caused by the defendant or alleged juvenile offender as a result of that crime  

or specified delinquent act and information about whether the victim has applied  

for or received any compensation for loss or damage caused by that crime or  

specified delinquent act; 

   (4) The victim's recommendation for an appropriate sanction or disposition for the  

defendant or alleged juvenile offender regarding that crime or specified delinquent  

act. 

 

 

ORC Ann. 2947.051  (2014) 

(A) In all criminal cases in which a person is convicted of or pleads guilty to a felony, if  

   the offender, in committing the offense, caused, attempted to cause, threatened to   

   cause, or created a risk of physical harm to the victim of the offense, the court, prior to  

   sentencing the offender, shall order the preparation of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by the  

   department of probation of the county in which the victim of the offense resides,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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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t's own regular probation officer, or by a victim assistance program that is operated  

   by the state, any county or municipal corporation, or any other governmental entity. 

The court,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s 2929.13 and 2929.19 of the Revised Code, shall 

consider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in determining the sentence to be imposed upon the 

offender. 

 

(B) Each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prepared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identify the victim of  

   the offense, itemize any economic loss suffered by the victim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identify any physical injury suffered by the victim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and the  

   seriousness and permanence of the injury, identify any change in the victim's personal  

   welfare or familial relationships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and any psychological impact  

   experienced by the victim or the victim's family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and contain  

   any other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impact of the offense upon the victim that the court  

   requires. Each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prepared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include any  

   statement made by the victim pursuant to section 2930.13 of the Revised Code. 

 

(C)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prepared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kept confidential and is  

   not a public record as defined in section 149.43 of the Revised Code. However, the  

   court may furnish copies of the statement to both the defendant or the defendant's  

   counsel and the prosecuting attorney.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imposition of  

   sentence upon the defendant, the defendant, the defendant's counsel, and the  

   prosecuting attorney shall return to the court the copies of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that were made available to the defendant, the counsel, or the prosecuting atto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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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Oklahoma 

21 Okl. St. § 142A-1 (2013) 

For purposes of the Oklahoma Victim's Rights Act: 

 8.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means information about the financial, emotional,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effects of a violent crime on each victim and members of  

   their immediate family, or person designated by the victim or by family members of  

   the victim and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victim,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crime,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crime was perpetrated, and the opinion of the victim of  

   a recommended sentence; and 

 

 

21 Okl. St. § 142A-2 (2013) Victims and witnesses rights 

A. The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shall inform the victims and witnesses of crimes of the  

  following rights: 

  11. To hav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filed with the judgment and sentence; 

  

 

21 Okl. St. § 142A-8 (2013) 

A. Each victim, or members of the immediate family of each victim or person designated  

  by the victim or by family members of the victim, may present a written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which may include religious invocations or references, or may appear  

  personally at the sentence proceeding and present the statements orally. Provided,  

  however, if a victim or any member of the immediate family or person designated by the  

  victim or by family members of a victim wishes to appear personally, the person shall  

  have the absolute right to do so. Any victim or any member of the immediate family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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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 designated by the victim or by family members of a victim who appears  

  personally at the formal sentence proceeding shall not be cross-examined by opposing  

  counsel; provided, however, such cross-examination shall not be prohibited in a  

  proceeding before a jury or a judge acting as a finder of fact. A written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introduced at a formal sentence proceeding shall not be amended by any  

  person other than the author, nor shall the statement be excluded in whole or in part  

  from the court record. The court shall allow thevictim impact statement to be read into  

  the record. 

  

B. If a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 is prepared, the person preparing the report shall  

  consult with each victim or members of the immediate family or a designee of members  

  of the immediate family if the victim is deceased, incapacitated or incompetent, and  

  include any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in 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 If the  

  individual to be consulted cannot be located or declines to cooperate, a notation to that  

  effect shall be included. 

  

C. The judge shall make available to the parties copies of any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D. In any case which is plea bargained,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shall be presented at the  

  time of sentencing or attached to the district attorney narrative report. In determining the  

  appropriate sentence, the court shall consider among other factors any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if submitted to the jury, or the judge in the event a jury was waived. 

  

 

22. Ore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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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S § 163.150 (2013) 

(1) (a) Upon a finding that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of aggravated murder, the court,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subsection (3) of this section, shall conduct a separate  

     sentencing proceeding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defendant shall be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as described in ORS 163.105 (1)(c), life imprisonment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release or parole, as described in ORS 163.105 (1)(b), or death. The  

     proceeding shall be conducted in the trial court before the trial jury as soon as  

     practicable. If a juror for any reason is unable to perform the function of a juror, the  

     juror shall be dismissed from the sentencing proceeding. The court shall cause to be  

     drawn the name of one of the alternate jurors, who shall then become a member of  

     the jury for the sentencing proceeding notwithstanding the fact that the alternate  

     juror did not deliberate on the issue of guilt. The substitution of an alternate juror  

     shall be allowed only if the jury has not begun to deliberate on the issue of the  

     sentence. If the defendant has pleaded guilty, the sentencing proceeding shall be  

     conducted before a jury impaneled for that purpose. In the proceeding, evidence  

     may be presented as to any matter that the court deems relevant to sentenc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victim impact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ctim or the impact of the crime on the victim's family and  

     any aggravating or mitigating evidence relevant to the issue in paragraph (b)(D) of  

     this subsection; however, neither the state nor the defendant shall be allowed to  

     introduce repetitive evidence that has previously been offered and received during  

     the trial on the issue of guilt. The court shall instruct the jury that all evidence  

     previously offered and received may be considered for purposes of the sentencing  

     hearing. This paragraph shall not be construed to authorize the introduction of any  

     evidence secured in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of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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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Oregon. The state and the defendant or the counsel of the defendant shall be  

     permitted to present arguments for or against a sentence of death and for or against a  

     sentence of life imprisonment with or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release or parole. 

 

 

23. Pennsylvania 

18 P.S. § 11.201 (2014) 

Victims of crime have the following rights: 

(5) To have opportunity to offer prior comment on the sentencing of a defendant or the  

   disposition of a delinquent child, to include the submission of a written and oral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detailing the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crime on the victim and the victim's family. The written statement shall be included in  

   any predisposition or presentence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court.Victim-impact  

   statements shall be considered by a court when determining the disposition of a  

   juvenile or sentence of an adult. 

 

 

42 Pa.C.S. § 9711 (2014) 

(a)  Procedure in jury trials.  

   (1) After a verdict of murder of the first degree is recorded and before the jury is  

      discharged, the court shall conduct a separate sentencing hearing in which the jury  

      sha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defendant shall be sentenced to death or life  

      imprisonment. 

   (2) In the sentencing hearing, evidence concerning the victim and the impact that the         

      death of the victim has had on the family of the victim is admissible. Addi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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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idence may be presented as to any other matter that the court deems relevant and  

      admissible on the question of the sentence to be imposed. Evidence shall include  

      matters relating to any of the aggravating or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 specified in  

      subsections (d) and (e), and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victim and the impact that  

      the death of the victim has had on the family of the victim. Evidence of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 shall be limited to those circumstances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d). 

   (3) After the presentation of evidence, the court shall permit counsel to present  

      argument for or against the sentence of death. The court shall then instruct the jury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c). 

   (4) Failure of the jury to unanimously agree upon a sentence shall not impeach or in  

      any way affect the guilty verdict previously recorded. 

 

(b)  Procedure in nonjury trials and guilty pleas. --If the defendant has waived a jury trial  

    or pleaded guilty, the sentencing proceeding shall be conducted before a jury  

    impaneled for that purpose unless waived by the defendant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Commonwealth, in which case the trial judge shall hear the evidence and determine  

    the penalty in the same manner as would a jury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 (a). 

 

(c)  Instructions to jury.  

   (1) Before the jury retires to consider the sentencing verdict, the court shall instruct the  

      jury on the following matters: 

      (i) The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d) as to which there is  

        some evidence. 

      (ii) The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e) as to which ther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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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evidence. 

      (iii)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 must be proved by the Commonwealth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 must be proved by the defendant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iv) The verdict must be a sentence of death if the jury unanimously finds at least  

         one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d) and no mitigating  

         circumstance or if the jury unanimously finds one or more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 which outweigh any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 The verdict must  

         be a sentence of life imprisonment in all other cases. 

      (v) The court may, in its discretion, discharge the jury if it is of the opinion that  

         further deliberation will not result in a unanimous agreement as to the sentence,  

         in which case the court shall sentence the defendant to life imprisonment. 

   (2) The court shall instruct the jury that if it finds at least one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  

      and at least one mitigating circumstance, it shall consider, in weighing the  

      aggravating and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 any evidence presented about the victim  

      and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murder on the victim's family. The court shall also  

      instruct the jury on any other matter that may be just and proper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42 Pa.C.S. § 9738 (2014) 

§ 9738.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a)  General rule. --Notwithstanding any other statute, rule or provision of law to the  

    contrary, in the trial of a defendant accused of an offense, including an offense  

    subject to sentence under section 9711 (relating to sentencing procedure for murd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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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rst degree), a court shall not order the exclusion of any victim of the offense  

    from the trial on the basis that the victim may, during the sentencing phase of the  

    proceedings: 

   (1) make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or present any victim impact in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sentence to be imposed on the defendant; or 

   (2) testify as to the effect of the offense on the victim or the family of the victim. 

 

(b)  Definition. --As used in this section, the term "victim" shall have the same meaning  

    as in section 479.1 of the act of April 9, 1929 (P.L.177, No.175), known as The  

    Administrative Code of 1929. 

 

 

24. South Carolina 

S.C. Code Ann. § 16-3-1515 (2013) 

(B) A victim who wishes to receive restitution must, within appropriate time limits set by  

   the prosecuting agency or summary court judge, provide the prosecuting agency or  

   summary court judge with an itemized list which includes the values of property   

   stolen, damaged, or destroyed; property recovered; medical expenses or counseling  

   expenses, or both; income lost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out-of-pocket expenses  

   incurred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any other financial losses that may have been  

   incurred; an itemization of financial recovery from insurance, the offense victim's  

   compensation fund, or other sources. The prosecuting agency, court, or both, may  

   require documentation of all claims. This information may be included in a written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C) A victim who wishes to be present for any plea, trial, or sentencing must notif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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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secuting agency or summary court judge of his desire to be present. This  

   notification may be included in a written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D) A victim who wishes to submit a written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must provide it to the  

   prosecuting agency or summary court judge within appropriate time limits set by the  

   prosecuting agency or summary court judge. 

(E) A victim who wishes to make an oral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to the court at  

   sentencing must notify the prosecuting agency or summary court judge of this desire in  

   advance of the sentencing. 

 

 

S.C. Code Ann. § 16-3-1555 (2013) 

(C) The prosecuting agency must maintain the victim's original impact statement. The  

   victim's impact statement must not be provided to the defendant until the defendant has  

   been adjudicated, found guilty, or has pled guilty. The victim's impact statement and its  

   contents are not admissible as evidence in any trial. 

 

 

25. South Dakota 

S.D. Codified Laws § 23A-27-1.1  (2014) 

If a defendant has been convicted of an A, B, or C felony, upon request to the court by a 

victim and before imposing sentence on a defendant, the victim has the right to orally 

address the court concerning the emotional, physical, and monetary impact of the 

defendant's crime upon the victim and the victim's family, and may comment upon the 

sentence which may be imposed upon the defend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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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defendant has been convicted of any other felony or misdemeanor, upon request to the 

court by a victim and before imposing sentence on a defendant, the victim,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may orally address the court concerning the emotional, physical, and 

monetary impact of the defendant's crime upon the victim and the victim's family, and may 

comment upon the sentence which may be imposed upon the defendant. 

  

The defendant shall be permitted to respond to such statements orally or by presentation of 

evidence and shall be granted a reasonable continuance to refute any inaccurate or false 

charges or statements. 

  

 

S.D. Codified Laws § 23A-27-1.3  (2014) 

If a defendant has been convicted of an A, B, or C felony, upon request to the court by a 

victim and before imposing sentence on a defendant, a victim has a right to address the 

court in writing concerning the emotional, physical, and monetary impact of the 

defendant's crime upon the victim and the victim's family, and may comment upon the 

sentence which may be imposed upon the defendant. 

  

If a defendant has been convicted of any other felony or misdemeanor, upon request to the 

court by a victim and before imposing sentence on a defendant, the victim,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may address the court in writing concerning the emotional, physical, and 

monetary impact of the defendant's crime upon the victim and the victim's family, and may 

comment upon the sentence which may be imposed upon the defendant. 

  

The defendant shall be permitted to respond to such statements and shall be grant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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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able continuance to refute any inaccurate or false charges or statements. 

  

 

26. Tennessee 

Tenn. Code Ann. § 40-35-207  (2013) 

(a) The presentence report shall set forth: 

   (8) Any statement relating to sentencing submitted by the victim of the offense or the  

      investigative agency; 

 

 

Tenn. Code Ann. § 40-38-103  (2013) 

(a) All victims of crime shall, upon their request, have the right to: 

  (2) Whenever possible, be advised and informed of plea bargaining discussions and    

     agreements prior to the entry of any plea agreement where the victim is a victim of  

     violent crime involving death of a family member or serious bodily injury, speak at  

     parole hearings, submit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to the courts and the board of  

     parole and give impact testimony at court sentencing hearings; 

 

 

Tenn. Code Ann. § 40-38-201  (2013) 

This part shall be known and may be cited as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Act." 

 

 

Tenn. Code Ann. § 40-38-202  (2013) 

The sentencing judge shall solicit and consider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prio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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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ing a convicted offender who has caused physical, emotional or financial harm to a 

victim, as defined in § 40-38-203. 

 

 

Tenn. Code Ann. § 40-38-203  (2013) 

As used in this part, unless 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 

(2)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means a statement 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financial,emotional and physical effects of the crime on the victim and the victim's  

   family and specif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victim,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crime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it was perpetrated; and 

 

Tenn. Code Ann. § 40-38-204  

(a) If a defendant is convicted of a felony involving one (1) or more identifiable victims  

  who suffered death or physical, emotional, or financial injury, the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 shall ensure notification of the victim or the victim representative and advise  

  the victim or victim representative of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b) The department shall establish a policy concerning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This  

   policy shall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form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form. In  

   developing the form, the department shall first consult with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district attorneys general conference. 

 

 

Tenn. Code Ann. § 40-38-205  (2013) 

Prior to imposition of sentence in a felony case, the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 shall pre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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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ritten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as part of the presentence report on the defendant. The 

statement shall include applicable information obtained during consultation with the victim 

or the victim representative. If the victim or victim representative cannot be located or 

declin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tatement, the department shall include a 

notation to that effect in the statement. If there are multiple victims and preparation of 

individual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is not feasible, the department may submit one (1) or 

more representative statements. 

 

 

Tenn. Code Ann. § 40-38-206  (2013) 

The presentence report shall be filed with the clerk of the court within ten (10) days prior 

to the sentencing hearing as provided in § 40-35-208. 

 

 

Tenn. Code Ann. § 40-38-207  (2013) 

Any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submitted to the court under § 40-38-205 shall be considered 

as evidence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mitigating factors in § 40-35-113 and the 

enhancement factors in § 40-35-114 apply. 

 

 

Tenn. Code Ann. § 40-38-208  (2013) 

This part shall not be construed to require a victim or victim representative to submit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or to cooperate in the preparation of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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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Texas 

Tex. Code Crim. Proc. art. 56.02  (2013) 

(a)  [2 Versions: As amended by Acts 2013, 83rd Leg., ch. 651] A victim, guardian of a  

    victim, or close relative of a deceased victim is entitled to the following rights with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5) the right to provide pertinent information to a probation department conducting a  

      presentencing investigation concerning the impact of the offense on the victim and  

      his family by testimony, written statement, or any other manner prior to any  

      sentencing of the offender; 

    (13) the right to be informed of the uses of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and the  

        statement's purpose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o complete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and to have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considered: 

      (A) by the attorney representing the state and the judge before sentencing or before  

         a plea bargain agreement is accepted; and 

      (B) by the Board of Pardons and Paroles before an inmate is released on parole; 

 

 

Tex. Code Crim. Proc. art. 56.03  (2013) 

(a) The Texas Crime Victim Clearinghouse,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ommunity justice  

   assistance division of the Texas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Board of  

   Pardons and Paroles, shall develop a form to be used by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prosecutors, and other participant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o record the impact  

   of an offense on a victim of the offense, guardian of a victim, or a close relative of a  

   deceased victim and to provide the agencies, prosecutors, and participant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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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needed to contact the victim, guardian, or relative if needed at any stage of  

   a prosecution of a person charged with the offense. The Texas Crime Victim  

   Clearinghouse,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ommunity justice assistance division of  

   the Texas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Board of Pardons and Paroles, shall  

   also develop a victims' information booklet that provides a general explanation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o victims of an offense, guardians of victims, and relatives of 

deceased victims. 

 

(b)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must be in a form designed to inform a victim, guardian of  

a victim, or a close relative of a deceased victim with a clear statement of rights  

provided by Articles 56.02 and 56.021 and to collect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1) the name of the victim of the offense or, if the victim has a legal guardian or is  

deceased, the name of a guardian or close relative of the victim; 

   (2) the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of the victim, guardian, or relative through which  

the victim, guardian of a victim, or a close relative of a deceased victim, may be  

contacted; 

   (3) a statement of economic loss suffered by the victim, guardian, or relative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4) a statement of any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injury suffered by the victim, guardian, 

or relative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as described by the victim, guardian, relative, 

or by a physician or counselor; 

   (5) a statement of any psychological services requested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6) a statement of any change in the victim's, guardian's, or relative's personal welfare  

or familial relationship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7) a statement as to whether or not the victim, guardian, or relative wishes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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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ied in the future of any parole hearing for the defendant and an explanation as  

to the procedures by which the victim, guardian, or relative may obtain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release of the defendant from the Texas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and 

   (8) any other information, other than facts related to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se,  

related to the impact of the offense on the victim, guardian, or relative. 

 

(c) The victim assistance coordinator, designated in Article 56.04(a) of this code, shall  

send to a victim, guardian of a victim, or close relative of a deceased victim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a victims' information booklet, and an application for compensation  

under Subchapter B, Chapter 56, along with an offer to assist in completing those forms  

on request. The victim assistance coordinator, on request, shall explain the possible use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at sentencing and future parole hearing  

of the offender. 

 

(d) If a victim, guardian of a victim, or close relative of a deceased victim states on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that he wishes to be notified of parole proceedings, the victim,    

  guardian, or relative is responsible for notifying the Board of Pardons and Paroles of any  

  change of address. 

 

(e) Prior to the imposition of a sentence by the court in a criminal case, the court shall, as  

  applicable in the case, inquire as to whether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has been returned  

  to the attorney representing the state and, if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has been returned  

  to the attorney representing the state, consider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e statement.  

  Before sentencing the defendant, the court shall permit the defendant or the defend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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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sel a reasonable time to read the statement, excluding the victim's name,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comment on the statement, and,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court,  

  introduce testimony or other information alleging a factual inaccuracy in the statement.  

  If the court sentences the defendant to a term of community supervision, the attorney  

  representing the state shall forward any victim's impact statement received in the case to  

  the community supervision and corrections department supervising the defendant. 

 

(f) The court may not inspect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until after a finding of guilt or 

  until deferred adjudication is ordered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statement may not be  

  disclosed to any person unless: 

   (1) the defendant pleads guilty or nolo contendere or is convicted of the offense; or 

   (2) the defendant in writing authorizes the court to inspect the statement. 

 

(g)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is subject to discovery under Article 39.14 of this code  

   before the testimony of the victim is taken only if the court determines that the  

   statement contains exculpatory material. 

 

(h) Not later than December 1 of each odd-numbered year, the Texas Crime Victim  

Clearinghouse,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ommunity justice assistance division of the  

Texas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Board of Pardons and Paroles, shall  

update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form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commission to victims, guardians of victims, and relatives of deceased victims, if  

necessary, to reflect changes in law relating to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rights of victims  

and guardians and relatives of vic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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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 Code Crim. Proc. art. 56.04  (2013) 

(d-1) The victim services division of the Texas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Board of Pardons and Paroles,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prosecutors' offices, and other participant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shall 

develop recommendations to ensure that completed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are 

submitted to the Texas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as provided by this chapter. 

 

(e) On inquiry by the court, the attorney representing the state shall make available a copy 

of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for consideration by the court sentencing the defendant. 

If the court sentences the defendant to imprisonment in the Texas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the court shall attach the copy of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to the 

commitment papers. 

 

 

Tex. Code Crim. Proc. art. 56.08  (2013) 

(a) Not later than the 10th day after the date that an indictment or information is returned 

against a defendant for an offense, the attorney representing the state shall give to each 

victim of the offense a written notice containing: 

  (7) the right to file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with the office of the attorney representing 

the state and the Texas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and 

 

 

28. Utah 

Utah Code Ann. § 64-13-2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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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s shall include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in all 

felony cases and in misdemeanor cases if the defendant caused bodily harm or 

death to the victim. 

 

(b)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shall: 

      (i) identify the victim of the offense; 

      (ii) itemize any economic loss suffered by the victim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iii) identify any physical, mental, or emotional injuries suffered by the victim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and the seriousness and permanence; 

      (iv) describe any change in the victim's personal welfare or familial relationships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v) identify any request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itiated by the victim or the 

victim's family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and 

      (vi) contain any other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impact of the offense upon the 

victim or the victim's family that the court requires. 

 

(6) If the victim is deceased; under a mental, physical, or legal disability; or otherwise 

unable to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under this section, the information may be 

obtained from the personal representative, guardian, or family members, as necessary. 

 

 

Utah Code Ann. § 76-3-207  (2013) 

(2) (a) In capital sentencing proceedings, evidence may be presented on: 

   (iii) the victim and the impact of the crime on the victim's family and community 

without comparison to other persons or victim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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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ah Code Ann. § 77-18-1  (2013) 

(5) 

   (b) 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 shall include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according to guidelines set in Section 77-38a-203 describing the effect of the crime 

on the victim and the victim's family. 

   (c) 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 shall include a specific statement of pecuniary 

damages, accompanied by a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department regarding the 

payment of restitution with interest by the defendant in accordance with Title 77, 

Chapter 38a, Crime Victims Restitution Act. 

   (d) 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 shall include: 

      (i) findings from any screening and any assessment of the offender conducted 

under Section 77-18-1.1; and 

      (ii) recommendations for treatment of the offender. 

   (e) The contents of 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 are protected and are not 

available except by court order for purposes of sentencing as provided by rule of 

the Judicial Council or for use by the department. 

 

 

Utah Code Ann. § 77-38-3  (2013) 

(11) (a) A victim's address, telephone number, and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maintained by 

a peace officer, prosecuting agency, Youth Parole Authority, Division of Juvenile 

Justice Services,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Board of Pardons and Parole, for 

purposes of providing notice under this section, is classified as protect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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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in Subsection 63G-2-305(10). 

 

   (b) The victim's address, telephone number, and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is available 

only to the following persons or entiti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duties: 

      (i) a law enforcement agency, including the prosecuting agency; 

      (ii) a victims' right committee as provided in Section 77-37-5; 

      (iii) a governmentally sponsored victim or witness program; 

      (iv) the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v) the Utah Office for Victims of Crime; 

      (vi) the Commission on Criminal and Juvenile Justice; and 

      (vii) the Board of Pardons and Parole. 

 

 

29. Virginia 

Va. Code Ann. § 19.2-11.01  (2014) 

4. Victim input. 

  a. Victims shall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pursuant to § 19.2-299.1, to prepare a written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prior to sentencing of a defendant and may provide  

information to any individual or agency charged with investigating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person or preparing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  

16.1-273 and 53.1-155 or any other applicable law. 

  b. Victim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in the courtroom during a criminal trial or  

proceeding 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s of § 19.2-265.01. 

  c. On motion of the attorney for the Commonwealth, victims shall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pursuant to §§ 19.2-264.4 and 19.2-295.3, to testify prior to sentenc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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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fendant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the offense. 

  d. In a felony case, the attorney for the Commonwealth, upon the victim's written 

request, shall consult with the victim either verbally or in writing (i) to inform the 

victim of the contents of a proposed plea agreement and (ii) to obtain the victim's 

views about the disposition of the case, including the victim's views concerning 

dismissal, pleas, plea negotiations and sentencing. However,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limit the ability of the attorney for the Commonwealth to exercise his discretion 

on behalf of the citizens of the Commonwealth in the disposition of any criminal case. 

The court shall not accept the plea agreement unless it finds that, except for good 

cause shown, the Commonwealth has complied with clauses (i) and (ii). Good cause 

shown shall include, but not be limited to, the unavailability of the victim due to 

incarceration, hospitalization, failure to appear at trial when subpoenaed, or change of 

address without notice. 

 

 

Va. Code Ann. § 19.2-264.4  (2014) 

A1. In any proceeding conducted pursuant to this section, the court shall permit the victim,  

as defined in § 19.2-11.01, upon the motion of the attorney for the Commonwealth,  

and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victim, to testify in the presence of the accused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the offense upon the victim. The court shall limit the victim's testimony 

to the factors set forth in clauses (i) through (vi) of subsection A of § 19.2-299.1. 

 

 

Va. Code Ann. § 19.2-264.5  (2014) 

When the punishment of any person has been fixed at death, the court shall,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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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sing sentence, direct a probation officer of the court to thoroughly investigate the 

history of the defendant and any and all other relevant facts, to the end that the court may 

be fully advised as to whether the sentence of death is appropriate and just. Reports shall 

be made, presented and filed as provided in § 19.2-299 except that, notwithstanding any 

other provision of law, such reports shall in all cases contain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Such statement shall contain the same information and be prepar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prepared pursuant to § 19.2-299.1. After consideration of the 

report, and upon good cause shown, the court may set aside the sentence of death and 

impose a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for life. Notwithstanding any other provision of law, if 

the court sets aside the sentence of death and imposes a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for life, 

it shall include in the sentencing order an explanation for the reduction in sentence. 

 

 

Va. Code Ann. § 19.2-295.3  (2014) 

Whether by trial or upon a plea of guilty, upon a finding that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of a 

felony, the court shall permit the victim, as defined in § 19.2-11.01, upon motion of the 

attorney for the Commonwealth, to testify in the presence of the accused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the offense upon the victim. The court shall limit the victim's testimony to the 

factors set forth in clauses (i) through (vi) of subsection A of § 19.2-299.1. In the case of 

trial by jury, the court shall permit the victim to testify at the sentencing hearing conducted 

pursuant to § 19.2-295.1 or in the case of trial by the court or a guilty plea, the court shall 

permit the victim to testify before the court prior to the imposition of a sentence. Victim 

impact testimony in all capital murder cases shall be adm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 

19.2-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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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 Code Ann. § 19.2-299.1  (2014) 

The presentence report prepared pursuant to § 19.2-299 shall,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victim, as defined in § 19.2-11.01, in all cases involving offenses other than capital murder, 

include aVictim Impact Statement.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in all cases involving capital 

murder shall be prepared and subm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 19.2-264.5.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shall be kept confidential and shall be sealed upon entry of the 

sentencing order. If prepared by someone other than the victim, it shall (i) identify the 

victim, (ii) itemize any economic loss suffered by the victim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iii) 

identify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any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injury suffered by the 

victim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iv) detail any change in the victim's personal welfare, 

lifestyle or familial relationships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v) identify any request for 

psychological or medical services initiated by the victim or the victim's family as a result 

of the offense, and (vi) provide such other information as the court may require related to 

the impact of the offense upon the victim. 

 

If the court does not order a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and report, the attorney for the 

Commonwealth shall, at the request of the victim, submit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In 

any event, a victim shall be advised by the local crime victim and witness assistance 

program that he may submit in his own words a written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prepared 

by the victim or someone the victim designates in writing.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may be considered by the court in determining the 

appropriate sentence. A copy of the statement prepared pursuant to this section sha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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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available to the defendant or counsel for the defendant without court order at least 

five days prior to the sentencing hearing. The statement shall not be admissible in any civil 

proceeding for damages arising out of the acts upon which the conviction was based. The 

statement, however, may be utilized by the Virginia Workers'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in its determinations on claims by victims of crimes pursuant to Chapter 21.1 (§ 19.2-368.1 

et seq.) of this title. 

 

 

30. Washington 

Rev. Code Wash. (ARCW) § 7.69.020  (2013) 

(4)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means a statement submitted to the court by the victim or a  

survivor, individually o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prosecuting attorney if assistance is  

requested by the victim or survivor, which may include but is not limited to  

information assessing the financial, medical,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the  

offense upon the victim or survivors. 

 

 

Rev. Code Wash. (ARCW) § 7.69.030  (2013) 

There shall be a reasonable effort made to ensure that victims, survivors of victims, and 

witnesses of crimes have the following rights, which apply to any criminal court and/or 

juvenile court proceeding: 

(13) To submit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or report to the court,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prosecuting attorney if requested, which shall be included in all presentence reports  

and permanently included in the files and records accompanying the offender  

committed to the custody of a state agency or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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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Wyoming 

Wyo. Stat. § 1-40-203  (2013) 

(b) Crime victims, key witnesses and, upon request, other witnesses shall have the  

following rights: 

  (xiv) To be notified about the victim's opportunity to make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for  

use in the preparation of a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 concerning the  

defendant as provided in W.S. 7-21-102(a)(iii); 

(xvi) To be notified that 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 and any statement of the  

victim in the report will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defendant as provided in W.S.  

7-21-102(a)(v); 

 

(c) Courts shall enforce crime victim and witness rights under this act to the extent the  

recognition of those rights do not conflict with constitutional and statutory rights of the  

defendant. 

 

 

Wyo. Stat. § 7-9-107  (2013) 

(a) The probation and parole officer or other person directed by the court to assist in  

preparation of the restitution plan shall attempt to determine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each victim and the amount of his pecuniary damages and may rely on a victim's impact  

statement made pursuant to W.S. 7-21-101 through 7-2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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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o. Stat. § 7-21-101  (2013) 

(a) As used in this chapter: 

  (iv)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means an oral or written statement by the victim of a  

crime providing the information specified by W.S. 7-21-102(c). 

 

 

Wyo. Stat. § 7-21-102  (2013) 

(a) If a defendant is convicted of a crime involving an identifiable victim, the district  

attorney, upon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est of the victim, shall give to the victim  

notice of the following: 

(iii) The victim's opportunity to make a written or oral impact statement for use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 concerning the defendant when  

a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 is to be prepared; 

(v) That a 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 and any statement of the victim included in  

the report will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defendant; 

(vi) The victim's opportunity to make an impact statement at sentencing or at any  

subsequent hearing for correction or reduction of sentence; and 

 

(c) A notice given under subsection (a) of this section shall inform the victim that his  

impact statement may include but shall not be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i) An explanation o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any physical, psychological or  

emotional harm or trauma suffered by the victim; 

     (ii) An explanation of the extent of any economic loss or property damage suffered  

by the victim; 

     (iii) The need for and extent of restitution and whether the victim has applied for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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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compensation for loss or damage; and 

     (iv) The victim's recommendation for an appropriate disposition. 

 

 

Wyo. Stat. § 7-21-103  (2013) 

(a) At any hearing to determine, correct or reduce a sentence, an identifiable victim of the  

crime may submit, orally, in writing or both, a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to the court. 

(b) Any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submitted to the court pursuant to this section shall be  

among the factors considered by the court in determining the sentence to be imposed  

upon the defendant or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re should be a correction or reduction  

of sentence. 

(c) Any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chapter shall not create a cause for appeal  

or reduction of sentence for the defendant, or a civil cause of action against any person  

by the defend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