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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精神障礙犯罪問題頻頻發生於社會，對於相關責任能力的探討，已有

眾多文獻，然而在我國有關精神障礙被告就審能力的討論與法條適用卻非常不足，

讓許多精神障礙者於法庭上無法與辯護人進行合作、無法理解法庭作用等等，對

於其訴訟權利的保障是否足夠顯有疑慮，在我國，就審能力的問題並沒有明確的

定義與規範，大致可從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項及第 298條所訂定的停止

審判之障礙事由的條文以及若該停止審判的障礙事由消滅後應續行審判的規定，

進而來推敲出有關就審能力的規定。不過事實上單就法條立法文字觀看，以及法

條訂立時背後的規範意義，立法者皆沒有明確提及相關概念，所以事實上難以看

出該條的規定是基於保障被告的就審能力，而相關的學理上討論亦不充足。 

其中有關「心神喪失」的用語並未同刑法第 19 條修正時一併修正，造成使

用上產生問題與疑慮，過去最高法院 26 年度渝上字第 237 號判例以「對於外界

事務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做認定，過度限縮了「心神喪失」適用範圍，

造成精神障礙被告就審能力適用範圍亦被限縮，而僅在非常極端情況下才有可能

適用，即有可能對被告憲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原則、辯護權等有所侵

害。另外依據美國法上關於就審能力的討論已經行之有年，故本文將探討美國法

上有關就審能力適用的利弊，看是否有相關法理可以借鏡適用於我國。 

另外我國立法院於 2014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賦予《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內國法之效力，而另外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對於身心障

礙權益保障的角度出發，來重新以平等權概念審視這些已經內國法化的國際權利

公約在精神障礙者就審能力議題上的內容與因應又該如何適用，最後以我國目前

法條不足需修正的部分提出在未來可以的立法建議方向。 

 

關鍵字：就審能力、精神障礙、心神喪失、訴訟權、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原

則、辯護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平等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23
I 

 

目錄 

第一章 緒論 ........................................................................................................ 1 

第一節 研究題目之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可能之解決方案 ...................................................................... 2 

第三節 研究架構 ...................................................................................................... 2 

第二章 就審能力的歷史沿革與概念定位 ............................................................ 4 

第一節 就審能力的歷史沿革與脈絡 ...................................................................... 4 

第一項 英國法 ..................................................................................................... 4 

第二項 美國法 ..................................................................................................... 7 

第三項 我國法 ..................................................................................................... 9 

第二節 就審能力的概念內涵 ................................................................................ 12 

第一項 訴訟能力的概念 ................................................................................... 12 

第一款 美國法 ............................................................................................... 12 

第二款 我國法 ............................................................................................... 13 

第二項 就審能力的劃分方法 ........................................................................... 16 

第一款 就審能力三分法 ............................................................................... 16 

第二款 就審能力二分法 ............................................................................... 18 

第三款 以就審能力的劃分於我國法上適用的利弊代小結 ....................... 19 

第三項 小結 ....................................................................................................... 23 

第三節 就審能力與責任能力之比較 .................................................................... 26 

第一項 責任能力定義與立法方式 ................................................................... 26 

第二項 責任能力與就審能力的關聯與區別 ................................................... 29 

第三項 心神喪失的相關概念與比較 ............................................................... 31 

第一款 刑法上的心神喪失 ........................................................................... 31 

第二款 刑事訴訟法上的心神喪失 ............................................................... 32 

第一目 學說見解 ....................................................................................... 32 

第二目 實務見解 ....................................................................................... 34 

第三款 小結 ................................................................................................... 41 

第四節 就審能力之憲法原理原則與基礎 ............................................................ 43 

第一項 正當法律程序 ....................................................................................... 45 

第一款 美國法 ............................................................................................... 45 

第二款 我國法 ............................................................................................... 46 

第二項 公平審判原則 ....................................................................................... 50 

第一款 美國法 ............................................................................................... 50 

第二款 我國法 ............................................................................................... 51 

第三章 就審能力的認定、調查與處置 ............................................................... 5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23
II 

 

第一節 就審能力準則之建立 ................................................................................ 54 

第一項 美國法 ................................................................................................... 54 

第一款 Dusky v. United States 案 ................................................................ 54 

第二款 Drope v. Missouri 案 ........................................................................ 60 

第二項 我國法 ................................................................................................... 62 

第三項 對 Dusky準則的評議應用於我國法中 ............................................... 68 

第二節 就審能力之啟動及鑑定方法 .................................................................... 73 

第一項 美國法 ................................................................................................... 74 

第一款 就審能力精神鑑定程序的認定過程 ............................................... 74 

第二款 就審能力之主要鑑定方法 ............................................................... 74 

第一目 初步篩檢方法 ............................................................................... 75 

第二目 非標準化面談方法 ....................................................................... 78 

第三目 第二代就審能力鑑定方法 ........................................................... 80 

第二項 我國法 ................................................................................................... 82 

第一款 我國鑑定的歷史 ............................................................................... 82 

第二款 我國就審能力的鑑定方法 ............................................................... 83 

第三款 我國就審能力鑑定制度面臨的挑戰與建議 ................................... 87 

第三節 就審能力之處置與回復 ............................................................................ 90 

第一項 應停止訴訟 ........................................................................................... 90 

第一款 美國法 ............................................................................................... 90 

第二款 我國法 ............................................................................................... 91 

第二項 強制治療 ............................................................................................... 92 

第一款 美國法 ............................................................................................... 92 

第二款 我國法 ............................................................................................... 94 

第一目 目前無相關停審治療規定 ........................................................... 94 

第二目 緊急監護制度 ............................................................................... 96 

第三項 停止審判與迅速審判的衝突 ............................................................. 101 

第一款 美國法 ............................................................................................. 101 

第二款 我國法 ............................................................................................. 104 

第四章 就審能力與其他相關人權公約之關係 ................................................. 109 

第一節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109 

第二節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 113 

第一項 身心障礙保障內涵-從個人觀點到人權觀點 .................................... 113 

第二項 身心障礙者在法律上的平等宣示 ..................................................... 115 

第三項 我國身心障礙分類 ............................................................................. 117 

第四項 從 Noble v. Australia 案審視 CRPD就審能力之應用 ................... 121 

第三節 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 ...................................................... 124 

第四節 從相關人權公約重新檢討精神障礙被告就審能力 .............................. 13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23
III 

 

第一項 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項「心神喪失」概念的揚棄 ..................... 133 

第二項 我國憲法人身自由、速審權之應用 ................................................. 135 

第三項 溝通輔具運用 ..................................................................................... 136 

第四項 我國輔佐人制度應用與檢討 ............................................................. 137 

第五節 小結與建議 .............................................................................................. 139 

第五章 就審能力概念於其他刑事程序中之應用 .............................................. 143 

第一節 偵查階段-接受偵查的能力..................................................................... 143 

第一項 從權利保障角度 ................................................................................. 144 

第一款 正當法律程序與公平審判原則 ..................................................... 145 

第二款 從律師權保障角度 ......................................................................... 147 

第一目 辯護制度的理論基礎 ................................................................. 147 

第二目 受有效律師協助的權利 ............................................................. 147 

第三款 輔佐人協助的權利 ......................................................................... 152 

第二項 檢察官之注意義務 ............................................................................. 153 

第一款 偵查中有不能或欠缺辨識能力的情況 ......................................... 155 

第二款 偵查中有辨識能力顯著降低的情況 ............................................. 156 

第二節 審判階段-接受審判的能力..................................................................... 156 

第一項 審判階段其他能力問題 ..................................................................... 158 

第二項 是否有拋棄權利的能力？ ................................................................. 159 

第三項 個別的訴訟能力之標準 ..................................................................... 163 

第三節 執行階段-接受刑罰執行的能力............................................................. 164 

第一項 死刑執行之停止 ................................................................................. 165 

第二項 自由刑執刑之停止 ............................................................................. 166 

第三項 罰金刑之執行 ..................................................................................... 170 

第四項 易服社會勞動之停止 ......................................................................... 171 

第六章 結論與建議 .......................................................................................... 172 

附表一：刑事訴訟法就審能力議題相關修正草案 ............................................ 177 

附表二：緊急監護草案 ..................................................................................... 193 

附表三：《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英文原文 ............................... 201 

參考文獻 ........................................................................................................... 22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23
IV 

 

圖表目錄 

圖表 1：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法條沿革 ............................................................... 9 

圖表 2：訴訟能力與就審能力區別 ..................................................................... 25 

圖表 3：新制與舊制身心障礙類別及代碼對應圖 ........................................... 11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23
1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題目之動機與目的 

近期精神障礙犯罪問題頻頻發生於社會，造成社會大眾的震驚與憤怒，然而

在我國有關被告精神障礙就審能力的討論與法條適用非常不足，讓許多精神障礙

者於法庭上無法與辯護人進行合作、無法理解法庭作用等等，對於其訴訟權利的

保障是否足夠顯有疑慮，而在我國，就審能力的問題並沒有明確的定義與規範，

大致上可以從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項及第 298條所訂定的停止審判之障

礙事由的條文以及若該停止審判的障礙事由消滅後應續行審判的規定，進而來推

敲出有關就審能力的規定。不過事實上單就法條立法文字觀看，以及法條訂立時

背後的規範意義，立法者皆沒有明確提及相關概念，所以事實上難以看出該條的

規定是基於保障被告的就審能力，而相關的學理上討論亦不充足。其中有關「心

神喪失」的用語並未同刑法第 19 條修正時一併修正，造成使用上產生問題與疑

慮，過去最高法院 26 年度渝上字第 237 號判例對此表示：「刑法上之心神喪失

與精神耗弱，應依行為時精神障礙程度之強弱而定，如行為時之精神，對於外界

事務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而無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者，為心神喪失，

如此項能力並非完全喪失，僅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然減退者，則為精神耗弱。」，

過度限縮了「心神喪失」適用範圍，故此造成精神障礙被告就審能力適用範圍亦

被限縮而僅在非常極端情況下才有可能適用，即有可能對被告憲法上的正當法律

程序以及公平審判原則有所侵害，故此亦為本文欲探討之問題。另外依據美國法

上關於就審能力的討論已經行之有年，故本文將探討美國法上有關就審能力適用

的利弊，是否可以借鏡於我國。最後我國立法院於 2014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施行法》，賦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內國法之效力，而從《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對於身心障礙權益保障的角度出發，來重新審視有關這些已經內國

法化的國際權利公約在精神障礙者就審能力議題上的內容與因應又該如何適用，

而最後以我國目前法條不足需修正的部分提出在未來可以的立法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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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可能之解決方案 

將參考外國文獻，主要以論文分析法、法實證研究法、比較研究法，再輔以

個人意見提出，就此方法可能於刑事訴訟程序上遭遇之爭議進行深入探討。 

1.文獻分析法：  

為了闡明有關就審能力以及精神疾患被告在實務運作上的相關爭議，本文將

運用文獻分析法就相關的法學、精神醫學、心理學所涉及到有關精神障礙被告就

審能力議題，並且收集整理有關的法規、專書、學術論文、期刊、報章雜誌、網

路資料等，來分析探討以理解我國現行法制度所面臨到的問題與挑戰。 

2.案例研究法： 

本文欲參考美國法有關就審能力相關的原理原則，建構相關的案例累積，所

以除了法條和概念介紹外，篩選部分具代表性的判例詳述之，以觀察在美國法中

行之有年的就審能力之相關理論要件是否得以套用在我國實務上之情形。 

另外亦參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透過《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

指引》等相關國際上的權利公約等，以及相關委員會做成之決議案例，來從障礙

者人權保障角度出發，觀察以不同面向對於就審能力議題的探討，以及如何運用

適用於我國實務上之情形。 

3.比較研究法： 

由美國法對就審能力所訂定的相關制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障礙者

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等所制定的相關制度與原則，來比較我國法目前的

利弊缺失不足之處，看是否有深具參考價值的部分，得以作為我國法上對於精神

障礙被告就審能力修法時的借鏡。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文第一章首先緒論敘明相關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架構，

對目前我國面對精神障礙被告在法律層面上的疑慮做一個制度面的省思，並從精

神障礙被告就審能力議題進行切入、挑戰，並闡釋後續研究架構。 

第二章則是探討「就審能力的歷史沿革與概念定位」，包括整個就審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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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內涵、與訴訟能力和責任能力的比較，以及相關分類方法，進而探討

有關目前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項，與就審能力最相關的法條仍用「心神喪

失」概念所形成的矛盾，並以憲法上有關就審能力保障的相關權利作結，來重新

審視我國法上對於精神障礙被告就審能力保障目的為何來重新定義就審能力概

念。 

第三章則是探討「就審能力的認定、調查與處置」，從相關準則的建立，參

考美國法上 Dusky 準則的認定標準，到後續相關鑑定方法的探討，以及之後停

審的處置面臨到強制治療的問題，以及後續可能相關的停審與速審衝突問題。 

第四章則是從「就審能力與其他相關人權公約之關係」探討《公民與政治權

利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等來重

新以障礙者作為本位主體以及權利主體的角度出發，來審視有關就審能力應用上

是否可能排擠障礙者近用司法的問題，以及如何的做法可以給予障礙者一個更好

的權利保障。 

第五章則是探討「就審能力概念於其他刑事程序中之應用」，從偵查階段的

就偵能力問題、審判階段中除了就審能力外其他個別訴訟能力問題、到最後執行

階段的執行（受刑）能力問題等，來探討對於精神障礙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受刑

人等在各個階段可能面臨到的能力挑戰，以及目前我國法於各個程序階段上有所

不足的利弊缺失與未來可以改進的方向為何。 

第六章則是本論文的「結論與建議」，來針對以上就審能力的整體概念和相

關爭議做一個總結，並提供未來修法參考與實務運作上可行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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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就審能力的歷史沿革與概念定位 

第一節 就審能力的歷史沿革與脈絡 

第一項 英國法 

在英美法上，對被告確定勝任審判的能力有著不是很光彩的歷史，雖然最早

的來源考據並不是非常明確，有文獻指出最早可以追溯至 13 世紀英國的王室法

院1，當時英國普通法中展現了一種觀念：「審判一個無就審能力的人，有損法庭

尊嚴，也有損國家的聲譽，並且還剝奪了公民應有的權利。」2此即所謂「不得

缺席審判」的概念，此項權利也應該惠及到「身在心不在」之人3。到了 1542 年

亨利八世在位時，針對叛國罪審判的規定訂定了《精神異常情形下嚴重叛國行為

正當法律程序適用法》，其中就有相關涉及刑事正當程序以及被告就審能力之議

題4。而較明確的表述見於 1736年Matthew Hale的經典著作《英國法庭答辯史》：

「對於沒有就審能力的人進行審判，是一個棘手的問題，若一個沒有理智記憶的

人在其精神錯亂期間犯了殺人罪，其精神錯亂一直到接受審判前都沒有恢復，則

其在精神錯亂的期間就不應該接受法律的審訊，而若其接受了審判，在審判階段，

法院認為其發瘋了，那法官可以解散陪審團，並將其送到監獄直到其理解能力恢

復後再進行審判；原因在於，該精神錯亂之人不能理智地對死刑進行辯護。」5
 

爾後較多文獻指出，根據約莫 17 世紀時的英國普通法規定，法院要求刑事

被告在審判尚未進行前必須先進行認罪。對於「沉默」的被告，在進入辯訴時其

若仍選擇保持沉默，法院就會下令刑求被告，使其受到監禁或挨餓，甚至是在被

告胸前放上重物，直到其表示認罪或審判的必要性消失為止6。最初，被認定為

                                                      
1
 Robert I. Simon and Liza H. Gold,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Textbook of Forensic 

Psychiatry, at 331（American Psychiatric Pub.2004）. 
2
 賴早興，精神病被告人受審能力規則探析-基於美國刑事審判實踐的思考，法商研究，第 5 期，

2014年 9 月，頁 144。 
3
 莊宛儒，論精神疾患被告之受審能力-借鏡英美法之制度，國立中正大學法律系研究所碩士論

文，2017年 6月，頁 7。 
4
 Ralph Slovenko, Psychiatry in Law / Law in Psychiatry, at 190-191（Brunner-Routledge, 2002）. 

5
 Matthew Hale, History of the Pleas of the Crown, at 32-33 (1736). 

6
 Robert I. Simon and Liza H. Gold,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Textbook of Forensic 

Psychiatry, at 331（American Psychiatric Pub.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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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聾啞的被告則免於這種酷刑7，因為他們是天生的沉默，而隨著時間的推

移，開始擴展到有精神疾患的被告身上，因為那些被告人並不是以自己的自由意

志來保持沉默，而是因為精神疾病的因素而保持沉默，故法院就也免除這些被告

遭受這類酷刑的責任。因此，英國普通法將因「惡意的沉默」而有就審能力的被

告與「因上帝的拜訪而沉默」的沒有就審能力的被告加以區分8。因為儘管許多

拒絕辯護的人無疑是尋求避免死刑的罪犯，但是一些屈服於法院勸說的人可能是

精神病患者和智障人士，他們其實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去理解審判者對他們的要求

9，以及刑求下要求他們陳述、辯論對他們帶來的意義。 

而那個時代的英國普通法院，並沒有規定被告的辯護代理人制度，相反的，

則是要求刑事被告必須為自己辯護。在這種自我代表的辯護制度下，是否能勝任

審判的能力就變得尤為重要，畢竟除了接受審判外，被告人還必須代表自己進行

訴訟與辯護10，在重罪和叛國罪的案件中，禁止律師協助辯護的禁令持續了多個

世紀，所以在許多情況下，被告必須獨自站在法院面前，審判僅是「被告與皇家

律師11長時間沒有意義的爭論」，因此，必須確保被告有接受審判的能力，且其

亦需有能力自行辯護12，這也有助於法庭秩序的維持。 

英國著名的法學家威廉‧布萊克斯在其著作的《布萊克法律辭典》中即有提

到：「一個人在瘋狂的情況下犯了死罪，因是在提起公訴前就已經發瘋了，則就

不應該提起公訴；而若是在他承認犯行後變得瘋狂，則他就不應該被審判，因為

這樣他該如何辯護？而在其受審判並且被判有罪之後，在判決作成之前他失去了

理智，則判決結果就不應該被發表；而若是在判決結果被發表後，在執行死刑之

                                                      
7
 Bruce J. Winick, Reforming In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and Plead Guilty：A Restated Proposal and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Bonnie, 85 J. Crim. L.＆Criminology, at 574（1995）. 
8
 Sara Longtain, The Twilight of Competency and Mental llness：A Conciliatory Conception of 

Competency and Insanity, 43 Hous. L. Rev. at 1563, 1564-65（2007）. 
9
 Paul S. Appelbaum and Thomas G Gutheil, Clinical Handbook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at 

218-219（Wolters Kluwer Health / Lippincott Williams＆Wilkins, 4”cd. 2007）. 
10

 Sara Longtain, The Twilight of Competency and Mental llness：A Conciliatory Conception of 

Competency and Insanity, 43 Hous. L. Rev. at 1563, 1564-65（2007）. 
11

 Crown Counsel 皇家律師，通常指在英美法系司法官轄區中的律師，他們向政府提供建議並在

案件中擔任檢察官。在各個司法轄區中，他們的頭銜可能有所不同，有時被稱為女王的擁護者、

國王的擁護者或王室的擁護者。在加拿大某些省份，他們被稱為皇家檢察官。在香港，香港移交

回中國後，王室大律師改名為政府大律師。 
12

 Bruce J. Winick, Reforming In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and Plead Guilty：A Restated Proposal and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Bonnie, 85 J. Crim. L.＆Criminology, at 571,574（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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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他失去理智，則就不應該執行死刑。」13此提及了有關心智缺陷障礙的刑事

被告相關的責任能力、就審能力與受刑能力的問題，在不同的訴訟階段，包含提

審、辯護、審判、宣判、執行等不同程序階段，若被告處於發瘋的精神障礙情況

時，應停止程序，這樣的主張亦影響著後來英美法上有關被告就審能力的見解。 

然而隨著法律進入更加開明的時代，這種以重石刑求的方式漸漸被放棄，因

為意識到有些類別的人事實上並沒有自我辯護的能力，且其亦可能無法充分的參

與訴訟程序。所以這些被告人會在由 12 人組成的陪審團面前被提審，並提出了

其精神狀態的證據，如果陪審團確定這些被告沒有辯護認罪的能力時，便會直接

將他們送入監獄，讓被告待在那裡直到其就審能力、認罪能力再次恢復為止，不

過換言之，這其實就是意味著終身監禁，那些被認為患病的人儘管沒有認罪，但

事實上仍受到了審判，起初，還不清楚陪審團對就審能力的依據是什麼，但從

1700 年代後期開始，一系列案件由於採用了較為明確的司法裁決，導致對適用

的法律標準達成共識：「被告必須具有充分的理由了解對其的指控，並且有為自

己辯護的能力參與審判。」那些重要的認知組成了判斷標準，強調對於排除那些

不理性或情感損害的理解，這是當時的特徵，並且也反映在近乎同時代的馬克諾

頓法則中，以決定被告的刑事責任14。 

隨著對個人權益發展的逐漸重視，以及更有體系的憲政與刑事訴訟法的演化，

從普通法的規則中衍生出的實質意義和大部分的形式，過去那種神罰的古老論述

漸漸被拋棄，替換成以法律程序的莊嚴性、法院判決的正確性、被告的自主權利、

公平與人道的立場，來做為刑事被告就審能力的依據，而正當法律程序以及公平

審判原則概念，漸漸被引入為作為後續對於就審能力的憲法論述，加強了就審能

力的立論依據，而賦予刑事被告擁有律師代理協助辯護的權利，也成為近代刑事

訴訟程序上重要的一環，在現在的刑事案件中，律師代理協助辯護成為精神疾患

者的主要權利與能力基礎，而被告的就審能力雖然仍是必需的，但其重要性或許

                                                      
13

 Black’s Law dictionary, Book 4, Chapter 2, Of the Persons Capable of Committing Crimes, 

https://lonang.com/library/reference/blackstone-commentaries-law-england/bla-402/  

(last visited 12/30/2020) 
14

 Paul S. Appelbaum and Thomas G. Gutheil, Clinical Handbook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at 

218-219.（Wolters Kluwer Health / Lippincott Williams＆Wilkins, 4
th

 ed.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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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居次要15，過去的程序要求被告人進行自我辯護，已經不能做為現今能力要求

的基礎，不過刑事被告仍必須具有協助其律師的能力，被告仍有權自行決定有關

辯護程序的某些決定，而允許被告就相關辯護方向做出決定就仍需要其能力，就

審能力要求確保了罪犯的準確性、可靠性和完整性16。這體現在討論就審能力概

念時大多聚焦在「協助律師的能力」上。 

 

第二項 美國法 

美國有關就審能力的概念大致上是承襲自英國普通法的規定，最早在 1791

年第 5 次修訂的美國憲法認為：「在所有刑事訴訟案件中，被告人應有權享有由

犯罪發生地所在州或地區的公正陪審團進行的迅速公開的審判權利，犯罪地的法

院應事先按照法律規定通知被告人其所遭受指控的罪名和原因；為了獲取有利被

告人的證據，在面對其敵性證人時，可以使用強制程序，並且在審判攻防辯護時，

可以得到律師的辯護協助。」此可被視為被告的就審能力系基於正當法律程序及

公平審判原則的基礎。 

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樁涉及相關就審能力問題的審判是在 1835 年由哥倫比亞

巡迴法院審理的 Untied States V. Lawrence.案17，其中引用了 Hale爵士(Matthew 

Hale)的話題及了：「若一個沒有理智記憶的人在其精神錯亂期間犯了殺人罪，其

精神錯亂一直到接受審判前都沒有恢復，則其在精神錯亂的期間就不應該接受法

律的審訊，而若其接受了審判，在審判階段，法院認為其發瘋了，那法官可以解

散陪審團，並將其送到監獄直到其理解能力恢復後再進行審判。」 

在此之後，美國各州對於被告就審能力的判斷標準都不盡相同，直到 1960

年的 Dusky v. United States 案18，美國的聯邦最高法院才首次在判決中解釋了何

謂「就審能力」，並對就審能力的認定發布了相關的準則，建立起如何界定被告

                                                      
15

 Bruce J. Winick，Reforming In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and Plead Guilty：A Restated Proposal and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Bonnie, 85 J. Crim. L.＆ Criminology, at 571,574（1995）. 
16

 Sara Longtain, The Twilight of Competency and Mental llness：A Conciliatory Conception of 

Competency and Insanity, 43 Hous. L. Rev., at 1563,1564-1565（2007）. 
17

 Untied States V. Lawrence. Circuit Court, District of Columbia. Case No. 15577. (March 1835). 
18

 Dusky v. United States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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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否有就審能力的現代標準，即所謂的 Dusky準則。認為在刑事審判開始前，

法院必須先衡量有關被告是否有接受審判的能力，如果沒有，那麼審判就應予以

暫停，並應令被告強制住院接受治療。而在 Dusky 準則中建立了以下的兩階段

的判斷標準：被告需（1）具備足夠的理性理解能力與律師諮詢；（2）理性並已

事實上了解其罪名與刑事程序之內容。若符合即屬具有就審能力。 

到了 1966 年的 Pate v. Robinson 案19，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提及：「審判

無就審能力的被告，並將其定罪，有違正當法律程序。」這是第一次將憲法上的

概念套入至被告的就審能力上，該判決也提及，「被告並沒有放棄無能力辯護的

抗辯權。」因在其心智狀況下，沒有接受審判的能力，自然亦無放棄辯護的能力。 

但在實務運作上，Dusky 準則仍然不夠明確，所以到了 1972 年 Drope v. 

Missouri 案20中，聯邦最高法院進一步提出第三項審查標準：「被告必須有能力

協助律師辯護。」 

在 1979 年第五版的《布萊克法律辭典》21當中對於正當法律程序概念的解

釋上提及到，在美國憲法第 5修正案所體現的「正當法律程序」概念即要求法律

不得無理由、任意或反覆無常，而手段與目的間須有合理的實質關係。正當法律

程序的基本要素就是要根據案件的性質在訴訟程序中給予通知、聽取意見和辯護

的機會，所以須保證要求每個人都有出庭的機會。這一方面立定了在程序面的意

義上，任何人都有得到公平審判的權利，而從實質意義面觀察，任何權利都應免

於政府的不公正干預或剝奪。這與英國「不得缺席審判」概念相呼應，亦對應到

刑事案件中有關就審能力的規定。 

而到了 1984 年，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BA)通過的《美

國刑法精神健康標準》22，對就審能力又做出了更詳細的規定，該標準在第 4部

份的第 1條就明確了就審能力的相關規則和定義：（1）對精神上沒有就審能力的

                                                      
19

 Pate v. Robinson, 383 U.S. 375 (1966). 
20

 Drope v. Missouri (1972). 
21

 Henry Campbell Black, M. A., Black’s Law Dictionary, 5
th

 edition, at 449 (197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_3ibgLQ47eZZHFHdmNjdmR1SzA/view (last visited 12/30/2020). 
22

 ABA Criminal Justice Mental Health Standards, Part IV. Competence to Stand Trial, 7-4.1 Mental 

incompetence to stand trial; rules and definitions. (August 2016). 

https://www-media.floridabar.org/uploads/2018/06/ABA-Criminal-Justice-Standards-on-Mental-Health

-2016.pdf (last visited 02/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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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不得訊問、審判；（2）確定被告是否有就審能力的標準為：其是否有足夠

的能力與自己的律師進行溝通協商，以及是否有足夠的理智來理解和配合協助律

師在辯護中幫助自己，是否能在理性上和事實上理解訴訟程序。（3）無就審能力

可由被告的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身體疾病(physical illness)、殘疾(disability)、

智力低下(mental retardation)、發育遲滯(developmental disability)，或其他發育上

的能力缺失以及其他疾病所引起，只要會導致被告沒有能力與自己的辯護人合作、

不理解訴訟程序，就可以成為沒有就審能力的原因。 

此標準除了沿襲最高法院的三重審查標準外，還明確的宣示了「因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而缺乏能力的被告不得接受審判」的無就審能力的概念標準。 

而聯邦最高法院雖未指明法院於個案審查時須考量具體證據，僅授權各州自

行制定規範，惟目前各州多採Dusky及Drope二案所建構之三重審查標準，於審

判程序開始前確認被告是否具備就審能力。 

 

第三項 我國法 

在我國，就審能力的問題並沒有明確的定義與規範，大致上可從我國刑事訴

訟法第294條第1項及第298條所訂定的停止審判之障礙事由的條文以及若該停止

審判的障礙事由消滅後應續行審判的規定，進而推敲出有關就審能力的規定。 

不過事實上單就法條立法文字以觀，以及法條訂立時背後的規範意義，立法

者皆沒有明確提及相關概念，所以事實上難以看出該條的規定是基於保障被告的

就審能力，而相關的學理上討論亦不充足。 

若從立法沿革來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的條文文字，從最初國民政

府於1928年在南京公布的「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版本、1935年國民政府重新制

定公布、1945年之修訂版本，到戰後1967年刑事訴訟法全文修正的版本至今，皆

未做任何文字上的更動，僅是條號項的位子有所變動而已。圖表1
23： 

立法沿革 法條沿革 

                                                      
23

 圖表 1：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法條沿革，資料來源：林慈偉，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項刑事

被告就審能力規定之修正芻議，月旦法學雜誌，第 306期，2020年 11 月，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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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28日制定 

1928年7月28日公布 

1928年9月1日施行 

第305條 

Ι 被告心神喪失或因疾病不能出庭者，應停止審判

之程序。 

Ⅱ 前項規定，於許用代理人之案件，不適用之。 

1934年11月29日全文修正 

1935年1月1日公布 

1935年7月1日施行 

第287條 

Ι 被告心神喪失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但

顯有應諭知無罪、免訴、不受理或免刑判決之情形

者，得不待其到庭逕行判決。 

Ⅱ 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

止審判。 

Ⅲ 許用代理人案件委任有代理人者，不適用前二

項之規定。 

1945年11月30日修正 

1945年12月26日公布 

第287條 

Ι 被告心神喪失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 

Ⅱ 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

停止審判。 

Ⅲ 前二項被告，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

形者，得不待其到庭，逕行判決。 

Ⅳ 許用代理人案件，委任有代理人者，不適用前

三項之規定。 

1967年1月13日全文修正 

1967年1月28日公布 

第294條（現行條文） 

Ι 被告心神喪失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 

Ⅱ 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

止審判。 

Ⅲ 前二項被告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形

者，得不待其到庭，逕行判決。 

Ⅳ 許用代理人案件委任有代理人者，不適用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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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規定。 

綜上所觀，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的法條用語「心神喪失」之規定，在國

民政府於南京時期就已使用，相當的古老且久遠，當時的立法似乎並非係從被告

的利益觀念出發，較為可能係以法院的角度出發，而認為停止審判的原因係因為

審判心神喪失的被告會阻擾法院審判的順利進行，故才使審判停止實行，因為從

刑事訴訟法第298條以觀，停止審判事由消滅時法院應繼續審判，且在某些情況

下法院得「不待被告到庭逕行判決」，皆並非從被告的利益角度出發，而僅考慮

法院審判進行的順暢與否，充滿濃濃的職權主義色彩。然而就我國就審能力問題，

最重要的癥結點即在於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規定，被告「心神喪失」時

的用語問題，在面對精神疾患的被告時，「心神喪失」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所在，

在我國舊刑法第19條的法條用語中亦有相同的用語，而在實務上，有關「心神喪

失」的見解依據最高法院26年度渝上字第237號判例對此表示：「刑法上之心神

喪失與精神耗弱，應依行為時精神障礙程度之強弱而定，如行為時之精神，對於

外界事務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而無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者，為心神喪

失，如此項能力並非完全喪失，僅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然減退者，則為精神耗

弱。」，被認為是主要解讀「心神喪失」概念的見解，不過隨著刑法第19條法條

內容修改後，該判例適用的存廢事實上也應一起走入歷史，但看似卻沒有，而形

成到底要如何解釋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的「心神喪失」的爭議，然姑且不論

該判例對於「心神喪失」這個不確定概念的內容是否解釋合適，但不可諱言的是，

此判例的時空背景解釋係在民國26年的上海，年代亦已久遠，且當時的時空背景

如何，以及對於精神障礙者的想像為何，對精神醫學了解的概念為何皆不得而知，

所以是否得再繼續使用這過於久遠的判例，來解釋現今社會對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的認定與解釋，可做進一步的省思，而要如何重新詮釋有關就審能力概念

與定義，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對於相關「心神喪失」之用語，此一概念亦已

不復存於刑事法體系中，應如何適用於刑事訴訟法上？在法未明定的情形下，該

如何解釋相關的概念，以及就審能力是否能於我國憲法上為其尋求其他相關的立

論基礎？此涉及對於就審能力的內涵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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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就審能力的概念內涵 

就審能力，在我國的文獻上，通常有稱為訴訟能力、就審能力或應訴能力。

而從就審能力的文義以觀，係指被告接受審判的能力，即所謂被告被判定為有出

庭應訊的資格，然此項能力的要求和範圍為何？是否僅限於審判程序，亦或包含

被告的接受偵查的能力（就偵能力）和接受刑罰的能力（受刑能力）？，事實上

此與訴訟能力的概念較為類似，但是否等同視之，需先探究訴訟能力相關概念等

作相關的比較介紹。 

第一項 訴訟能力的概念 

第一款 美國法 

在美國法上，精神疾患的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上之各階段，均可能有「能力」

問題的探討，而“competency”一詞的法律概念依據布雷克法律辭典解釋含有兩種

意義：（1）瞭解問題及做出決定的能力；以及（2）刑事被告接受審判的能力，

以被告是否瞭解訴訟程序的意義、是否有意義的諮詢辯護人並對訴訟防禦提供協

助等面向的來衡量能力24。 

而美國法中有關被告的就審能力問題，文字用語為“competency to the trial”，

字面上雖為「接受審判的能力」，但實際上應不限於審判程序當中，應從自起訴

後開始皆有這個能力的適用問題。故亦有文獻將此解釋為「擔任被告角色的能力」

（ability to play the role of defendants）25，所以在起訴後的程序各個階段，有被

告「接受審判的能力」、在審判程序中還有被告是否認罪協商的「認罪能力」、在

對於與辯護人的關係上亦有是否「放棄律師協助的能力」、而審判後到是否上訴

階段被告究竟要上訴與否亦有「放棄上訴的能力」的探討、最後審判確定後到了

執行階段，在死刑案件中，亦有被告的精神狀況是否得「被執行死刑的能力」等

討論，在美國法上這類做出決策的能力問題，與被告相關權利議題息息相關，在

                                                      
24

 Black’s Law Dictionary 302 (West Group) (1) The mental ability to understand problem and make 

decisions. (2) A criminal defendant’s ability to stand trial, measured by the capacity to understand the 

proceedings, to consult meaningfully with console, and to assist in the defense. 
25

 Curt R. Bartol & Anne M. Bartol, Psychology and Law, at 105. (Thomson/Wasworth, 3
rd

 e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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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刑事訴訟程序中，決策能力等問題被認為屬於被告訴訟能力的一環，所以就

審能力議題探討亦被包括在訴訟能力的概念當中26。 

美國法上有關訴訟能力的概念，強調在於被告是否「瞭解程序意義」、「與律

師協商並協助其進行訴訟攻防」的能力，此涉及憲法層次的問題，大多是基於被

告是否有受到正當法律程序以及公平審判原則的概念使然，相關討論於本章第四

節「就審能力之憲法原理原則與基礎」詳加介紹之。 

第二款 我國法 

我國法上關於訴訟能力的概念著眼點和美國法不同，其常與一些不同的名詞

概念，如「意思能力」、「當事人能力」、「行為能力」等混合做成相關解釋，而往

往可能因種類繁雜且內容解釋不同，而造成對於訴訟能力的概念解釋亦有所別。 

通常而言，當事人得有效實施訴訟行為的能力即「訴訟能力」。而在刑事訴

訟法上所稱的當事人，是指檢察官、自訴人與被告。而在訴訟法上得成為當事人

的能力，就稱為「當事人能力」，可分以檢察官和自訴人為主的主動當事人，以

及以被告為主的被動當事人。而檢察官是經由國家考試、受訓後及格任用，若遇

有顯不適任者，通常由其他檢察官遞補替換，應沒有欠缺當事人能力與訴訟能力

的問題27。不過亦有見解認為，訴訟能力並非訴訟當事人獨有，第三人，尤其證

人，亦具有之，不過第三人的訴訟能力，因其行為事項之不同，而有不同的標準，

例如，具結能力即非以意思能力為準，而另有其特別規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

186條） 28。而自訴的提起，依刑事訴訟法第 319 條第 2項規定，應委任律師行

之；而又依刑事訴訟法第 332 條規定，自訴人於辯論終結前，喪失「行為能力」

或死亡者，得由同法第 319條第 1項所列得為提起自訴之人，於一個月內聲請法

院承受訴訟；如無承受訴訟之人或逾期不為承受者，法院應分別情形，逕行判決

或通知檢察官擔當訴訟。 

由上可知，在探討訴訟能力問題時，有時將「意思能力」概念納入，有時又

亦將「行為能力」概念納入，確實容易引發混淆，不過在探討究竟何謂訴訟能力

                                                      
26

 黃祿芳，刑事被告之訴訟能力，國立臺灣大學法學院碩士論文，2010年 1月，頁 20-21。 
27

 蔡墩銘，刑事訴訟法論，五南，2001年，四版，頁 85。 
28

 黃東熊、吳景芳，刑事訴訟法論（上），三民，2010年 2月，修訂七版，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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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體內涵來看，有學說提出，在刑事訴訟上得獨立為有效訴訟行為之能力，訴

訟能力之有無應以「意思能力」有無為斷，而意思能力因各個訴訟行為而異其程

度，並無共通意思能力之存在29。另有認為有意思能力則通常被認為有訴訟能力，

蓋當事人可以辨識訴訟法上重要利害關係，且可以依據這樣的辨識為實施訴訟行

為的能力即為訴訟能力，而在自訴程序中，自訴人的行為能力即其訴訟能力，所

以若僅有意思能力，倘未同時具備民法上的行為能力，尚不得提起自訴30，即是

把訴訟能力等同於民法上的行為能力。不過亦有在此論述之基礎上特別強調在被

告方面，訴訟能力即是以當事人能為訴訟上相當之防禦，為自己之利益、自由決

定其意思之能力為斷31。而亦有其他見解認為，訴訟能力指當事人只要有意思能

力即有訴訟能力，不問其是否有民法上的行為能力32。有相同見解的學說認為訴

訟行為必須具備足資辨認的表意內容且不得附條件33，所以在為特定訴訟行為時，

不以具備民法上的行為能力為必要，僅需具備理解該訴訟行為意義之訴訟能力即

可34，例如在公訴程序上有可分為告訴人的訴訟能力與被告的訴訟能力，告訴人

通常做為被害人，而被害人以具有意思能力為已足，即得以行使告訴權，至於有

無行為能力，在所不問，所以未成年被害人有刑事的告訴能力，此與民事訴訟法

不同；再者若被害人為心神喪失之人，得由法定代理人或配偶獨立告訴（刑事訴

訟法第 233 條第 1 項）或經檢察官指定代行告訴人（刑事訴訟法第 236 條第 1

項）。 

而到底訴訟能力與就審能力的關係為何？有見解認為，訴訟行為有效的前提

是，被告須具備就審能力，如果被告已經心神喪失或其他原因導致無法有效為訴

訟上之意思表示時，被告的訴訟行為就無法產生訴訟法上的效力35。不過亦有認

為訴訟能力與就審能力應分別看待，認為有意思能力者有訴訟能力，但意思能力

                                                      
29

 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論（上），新學林，2020年 9月，二十版，頁 89。 
30

 蔡墩銘，刑事訴訟法論，五南，2001年，四版，頁 85。 
31

 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論（上），新學林，2020 年 9 月，二十版，頁 89。陳樸生，刑事訴訟

法實務，民國 84 年，修訂十版，頁 440。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論（上），林永謀出版，2010

年 12 月，修訂版，頁 164-165。 
32

 張麗卿，刑事訴訟法理論與應用，五南，2018 年 9 月，十四版，頁 118。黃朝義，刑事訴訟

法，新學林，2017 年，五版，頁 91。 
33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新學林，2020 年 9月，十版，頁 262。 
34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新學林，2020 年 9月，十版，頁 397。 
35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新學林，2020 年 9月，十版，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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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被告能否為防禦自己的利益來作為判斷基準，且意思能力在各個訴訟行為有

程度的差異36。基於同見解，有認為刑事訴訟法上的訴訟能力與民法上所生的法

律效果不同，應與私法上行為能力不同來看，除考量被告能否了解訴訟程序外，

更應重視其主體地位由保障防禦權之角度論斷37。而亦有見解認為若有意思能力

者，即推斷具有訴訟能力，而當事人得有效實施訴訟行為的能力，即為訴訟能力，

與就審能力的適用對象僅限於被告不同，但在訴訟能力前加註被告一詞時，其概

念即與就審能力相同38。 

然而從實務見解來看，有見解認為訴訟能力指：「被告得在訴訟上為自己辯

護，而保護其利益，必具有自由決定其意思能力，即訴訟能力。如心神喪失，即

完全缺乏其為自己辯護之能力，自應停止其審判程序。」39從此見解並無從看出

對於訴訟能力與就審能力的內涵，有什麼明顯的區別。 

然亦有實務見解從有中度智能障礙的被告，在無辯護人協助下單獨撤回上訴

的效果認為：「上訴於判決前，得撤回之；撤回上訴者，喪失其上訴權，刑事訴

訟法第 354條、第 359 條定有明文。而撤回上訴係就已上訴於上級審之案件，使

之向將來不發生上訴之效力，與訴訟程序之發展（上訴權是否喪失）相關，係屬

程序形成之訴訟行為，故撤回之人應具有得有效實施訴訟行為之能力，其撤回始

生效力，而能否有效實施訴訟行為，以能辨別訴訟法上之重要利害關係，於知悉

自己權利下，得依其辨別而獨立為完全意思表示為斷。智能障礙被告如不能為完

全陳述者，其辨別訴訟法上重要利害關係之能力本有欠缺，於刑事訴訟程序中常

有易受誘導、畏懼或服從權威、習慣默許傾向之精神特質，故其撤回上訴之能力，

應獲完足之補充，始生撤回之效力。」40，從此判決可以觀察到，其並未否認被

告的就審能力，而是在被告撤回上訴的個別具體訴訟問題上，來探究其訴訟能力

是否足夠，看似未將訴訟能力與就審能力視為同一概念。在並未否認被告就審能

                                                      
36

 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論（上），新學林，2020年 9月，二十版，頁 89。 
37

 顏榕，捨棄上訴與撤回上訴於訴訟能力上之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305 期，2020年 10月，

頁 79。 
38

 吳文正，就審能力、證人能力與受刑能力鑑定，司法精神醫學手冊，台灣精神醫學會，2014

年 6月，頁 261。 
39

 最高法院 91 年台上字第 1340 號判決、最高法院 74 年台上字第 1183 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 103年度上重訴字第 2號判決。 
40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非字第 40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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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否接受審判下，仍可具體討論被告為個別訴訟時是否有足夠的訴訟能力，畢

竟在實務上確實常發生基本承認被告有就審能力下，但在個別訴訟行為時，可能

亦不足夠理智做成各種訴訟行為，仍需要辯護人或輔佐人協助，不過關於此問題

我國法上仍未有足夠的討論來定義相關區別。 

 

第二項 就審能力的劃分方法 

在我國刑法上對於責任能力的認定，分為有責任能力、限制責任能力、無責

任能力三種情況，然而在訴訟法上不論是訴訟能力或者就審能力的問題上，幾乎

並未看到有學者討論有關此能力是否亦要做相關劃分，參酌中國的文獻發現，在

討論就審能力時，提及有關就審能力的劃分，分為「二分法」與「三分法」兩種，

「二分法」即是僅將就審能力分為無就審能力和有就審能力。而「三分法」則是

將就審能力分為完全就審能力、限制就審能力、無就審能力三種。將就審能力做

如此的區分，顯現出不論是二分法或三分，對於就審能力制度的選擇是一個基礎

性的問題，對整個制度的構建有其意義存在。而中國在這相關文獻的討論較為詳

細，所以從中國對就審能力劃分的觀點作為借鏡，提出一個新的思考方向，來探

討在我國法上是否有得以作為應用的利弊缺失。 

第一款 就審能力三分法 

支持三分法者認為，雖然就審能力與刑事責任能力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亦存

在差異，但兩者之間還是存在某種關聯的相似性、適應性41，就審能力的三分法

與刑事的責任能力基本適應，所以將其做同等對待42。在刑事責任能力上有區分

「完全責任能力、限制責任能力和無責任能力」三種，而在刑事責任能力上的限

制責任能力是介於完全責任能力和無責任能力之間的中間狀態，那麼相對應的，

就審能力亦可劃分出一個限制就審能力，因為現實上可能存在就審能力減弱但卻

未喪失的情況，但是對於就審能力的判定，通常僅分為「有」和「無」兩個等級，

                                                      
41

 賀紅強，論我國刑事被告人受審能力的制度補位，法學論壇，2016 年 9月，第 5期第 31卷，

頁 147。 
42

 李維世，精神病的責任能力與受審能力問題研究，復旦大學碩士學位論文，2012年 10 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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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訴訟上，無法處理「部分就審能力」的這種狀況，除繼續訴訟、中止訴訟

外，並沒有第三種選擇43。 

該觀點認為若僅使用「二分法」，實際上把處於中間狀態的精神障礙者要麼

劃分為無就審能力，要麼劃分為有就審能力，這種劃分方法會使有就審能力和無

就審能力的範圍都不合理地擴大44。 

這種擴大可能使無就審能力也被擴大化，因為二分法過於強調只有在精神疾

患者能充分了解、行使和履行法律所賦予其一切權利和義務時才能進行刑事訴訟

程序，這將可能會導致相當數量的精神疾患者被評定為無就審能力45。例如，一

些處於精神疾病殘留期的病人或一些精神發育遲滯者，多數為限制責任能力，目

前尚未有有效的治療手段來使他們回復精神狀態至能夠接受審判的程度，亦沒有

足夠的收治條件來收治此類病患，一旦將這些人鑑定為無就審能力而停審，他們

多數會流向回社會，亦可能會導致某些有就審能力者被錯誤的認定為無就就審能

力，使其在一定時間內逃避訴訟程序、法律的制裁，使教育功能的落空。另一方

面對社會的安全性與民眾觀感，容易產生質疑與不安的衝突，此即需有良好的配

套措施制度設計作為彌補，例如對於就審能力受質疑者，使其令入相關處所進行

醫療待其回復，涉及相關留置問題。 

另一方面，亦可能會造成某些無就審能力者被認定為有就審能力。在司法實

踐中，有時可能會為了避免無就審能力擴大化，司法鑑定人員可能會放寬有就審

能力的鑑定標準，將實際存在某些精神病態的被告人鑑定為有就審能力，使其進

入審判程序，從而接受法庭不合理的審判，違背了程序正義與公平審判的原則。 

故三分法認為，如果「被告人在某種精神藥物、心理治療或其它科學措施之

下， 具有的就審能力」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夠了解訴訟的意義與後果，

有自我辯護的想法與要求，願意與律師等人合作以盡量證明自己無罪或者有減輕

罪責事由時，但他卻仍不能具體地了解自己在訴訟程序中有哪些權利及合理地行

                                                      
43

 彭帥，論精神病患者的受審能力，西南政法大學碩士學位論文，2008年 4月，頁 16。 
44

 賀紅強，論我國刑事被告人受審能力的制度補位，法學論壇，2016 年 9月，第 5期第 31卷，

頁 148。 
45

 管唯、熊勇華、孫劍明，試論精神障礙者的受審能力，中國司法鑑定，第 4 期，2002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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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這些權利可能的意義與後果」時，這時的鑑定應將其評定為「限制就審能力」，

在此情況下，雖審理仍可照常進行，但在程序上應當設立「指定辯護制度」46。

不過亦有批評認為，前者其實是就審能力的回復問題，而後者則是有就審能力而

缺乏法律專業知識的問題，並不是由精神疾病或障礙引起的就審能力喪失47。 

綜上所述，採用三分法的見解著重的點在於，認為此方法較能避免這些過於

絕對的「有」與「無」的就審能力情況發生，亦較能防止就審能力鑑定的過濫或

過寬的情形產生，並凸顯出那些精神狀態處於中間之被告相關權益保障問題。 

第二款 就審能力二分法 

採取二分法的見解認為，被告的就審能力是非黑即白的問題，因此實行二分

法更加妥當。理論的劃分是為了更好地服務與實踐，對刑事責任能力進行三分是

因為在實務中對完全責任能力、限制責任能力、無責任能力的處置方法存在差異。

且就審能力的鑑定程序不同於刑事責任能力的認定程序，刑事責任能力認定的是

「實質問題」，若被告有刑事責任能力，其就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對其科處刑罰，

所以對其進行三種劃分更顯示了刑事責任能力鑑定的重要性與謹慎程度。法律上

設置限制責任能力，是刑法「罪刑相當原則」的要求，使對這類被告從輕、減輕

處罰有了法律上的依據48。 

而就審能力鑑定屬於「程序問題」，理論依據是刑事訴訟的正當程序原則，

即保障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主要是程序權利，是否有就審能力與是否承擔刑

事責任並無關聯，只是為了更好地保障被告人的權利而實行的程序性事項。司法

精神醫學鑑定工作者對被鑑定人就審能力所做的鑑定結論，應當是明確的有就審

能力或無就審能力兩種情況。雖然就審能力僅是減弱而沒有喪失的情況亦有可能

存在，但對精神疾患者就審能力的判定，通常僅分為「有」和「無」兩個等級，

因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程序的特點是規則性與確定性，因此，除了繼續訴訟和中

止訴訟的參與訴訟與不參與訴訟兩種規則情況外，本來就沒有第三種選擇，並不

                                                      
46

 管唯、熊勇華、孫劍明，試論精神障礙者的受審能力，中國司法鑑定，第 4 期，2002年，頁

31。 
47

 李維世，精神病的責任能力與受審能力問題研究，復旦大學碩士學位論文，2012年 10 月，頁

19。 
48

 李維世，精神病的責任能力與受審能力問題研究，復旦大學碩士學位論文，2012年 10 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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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附條件或有限制的參與訴訟規則，同時，刑事訴訟也要求訴訟參與人充分了

解、行使和履行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和義務，如果認可訴訟參與人只有部分就審能

力，只能行使部分權利進行部分辯解，必然造成程序瑕疵，從而導致判決結果缺

失程序正義49。 

另外從其本質來講，不論是就審能力三分法還是二分法，仔細分析，三分法

的本質還是二分法，三分法中所劃分的限制就審能力者實際上對其的處置還是暫

時不對其進行審判，本質上屬於無就審能力，雖然在某些規則中可以藉由鑑定刑

事責任能力的認定程序，但卻不能完全照搬的使用，就審能力與刑事責任能力並

非同一問題，兩者並不完全對應，不能將刑事責任能力三分法作為就審能力三分

法的理由50。 

另從鑑定角度出發，根據美國早期有關就審能力的測試，以及目前較新的評

判標準分類，也只有「有就審能力」和「無就審能力」之分；而在英國對於答辯

能力的評定，也只有「適格」和「不適格」之分。而對於經過治療後回復就審能

力進行訴訟的被告，該兩國也沒有設置特別的概念予以規定51。 

另外對於三分法批評二分法會造成有就審能力或無就審能力的範圍擴大化，

提出這類擔心並無必要，認為即使可能無就審能力者被認定為有就審能力，也不

會因為認定有就審能力就必須承擔刑事責任，可通過責任能力鑑定制度來進行抗

辯攻防，而另外對事實上有就審能力而被認定為無就審能力者，則可以通過設立

觀察期來彌補，通過精神病學的研究，設置一個合理的觀察期，觀察期結束，若

就審能力回復則繼續審理，若不能回復則中止審理52。 

第三款 以就審能力的劃分於我國法上適用的利弊代小結 

首先，要強調的重點在於，就審能力的認定與刑法上責任能力的認定並不同

一，所以即使是不論三分法或二分法，皆與刑事責任能力不同，因為在責任能力

                                                      
49

 李維世，精神病的責任能力與受審能力問題研究，復旦大學碩士學位論文，2012年 10 月，頁

20。 
50

 賀紅強，論我國刑事被告人受審能力的制度補位，法學論壇，2016 年 9月，第 5期第 31卷，

頁 147-148。 
51

 李維世，精神病的責任能力與受審能力問題研究，復旦大學碩士學位論文，2012年 10 月，頁

20。 
52

 李維世，精神病的責任能力與受審能力問題研究，復旦大學碩士學位論文，2012年 10 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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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的精神狀況是否影響責任是在「行為時」，而就審能力探討是否有能力接受

審判是在「程序中」，所以即使將就審能力以三分法做區分為完全就審能力、限

制就審能力、無就審能力，雖然可能與刑事責任有所重疊或相似，但並不得以刑

事責任能力概念延用於就審能力概念上，因為即使在行為時是一個完全責任能力

者，其於審判程序中亦可能牽涉有無就審能力的問題，再次強調精神狀態屬於浮

動的，可能時好時壞，所以不論採取三分法或二分法，皆必須將刑事責任能力問

題與就審能力問題脫鉤處理。 

本文認為三分法所提出的立場，不妨可作為重新省思有關訴訟能力與就審能

力關聯上，如何得以使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被告於訴訟程序中得到更完善保

障之思考方向。首先即是三分法見解認為，在二分法下過於壁壘分明的「有」與

「無」的認定，將可能造成在認定就審能力時會使有就審能力和無就審能力的範

圍都不合理地擴大，排擠了精神狀態處於中間情況時好時壞的被告權益無法完全

顧及，過去在英美法上即有許多案例，將被告認定為無就審能力狀態後而令其入

相關治療院所，形成另一種不定期刑的情況產生，讓一些即使可以提出較有利於

被告的精神障礙抗辯，也因為停審而無用武之地，嚴重侵害被告訴訟權益。反之

更大多數情況即是一些精神狀態處於浮動狀態的被告，於鑑定時可能處於較佳狀

態而被認定仍有就審能力，但事實上於整個訴訟過程中，並不能全然理解訴訟各

個程序階段的內涵及與辯護律師進行合作攻防的協助，即對於被告訴訟權保障亦

不甚完全，亦有侵害其訴訟權益之虞。故若，前述文獻指出可以使用「指定辯護

制度」來做補強，而在我國於偵查中有刑事訴訟法第 27 條第 3項53、第 31條第

5項54，在審判中已有刑事訴訟法第 31條第 1 項第 3款55對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無法為完全陳述者的指定辯護制度，然而事實上在探討就審能力問題時，

最主要的重點皆在於「是否能理解並與辯護律師合作進行有效攻防」的問題，所

                                                      
53

 刑事訴訟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於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通知前項之人得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

人。」 
54

 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5 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

述或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

立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 
55

 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 1 項 3 款：「有下列情形之一，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

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三、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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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置指定辯護條件僅是最低基本要求，若仍無法解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的被告理解並與辯護律師進行有效溝通合作，亦不能屬於有達到「實質有效辯護」

而保障被告的就審能力。然除了提升相關辯護人對於精神障礙被告有關溝通協助

的能力外，另外亦得提供相關的中介人56、輔佐人制度的應用，來達到協助被告

與辯護人之溝通合作，然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35 條第 3 項57設有對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輔佐人陪同之規定，但實務上卻可能因為對

於精神疾患的敏感度不高而甚少應用此制度，通常輔佐人的主管單位是社政機構，

過往社政機構對於精神障礙病患並不熟悉，導致輔佐人的委派，大多放在智能不

足的個案上，通常精神疾患的被告一旦涉訟，在法庭上對於輔佐人申請或指派的

主張與應用的權益較少適用於他們身上，所以當沒有主張時，自然沒有輔佐人的

指派適用，所以到底該怎麼樣落實輔佐人制度，對於就審能力議題頗為重要，在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等相關規範上亦有提及，而相關的利弊缺失，容後於本

文第四章第四節第四項詳述之。 

再者即是有關二分法對於三分法的批評在於，其認為就審能力鑑定屬於「程

序問題」，而程序的特點是規則性與確定性，因此，除了繼續訴訟和中止訴訟的

參與訴訟與不參與訴訟兩種規則情況外，本來就沒有第三種選擇，並不存在附條

件或有限制的參與訴訟規則。然而此見解認為不存在附條件或有限制的參與訴訟

的規則並不正確，事實上單看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 項規定，「應於其回

復以前停止審判」，又或者指定辯護的規定等皆是屬於一種有條件的參與訴訟規

定，若未依據條件或限制，該訴訟程序即可能有瑕疵而違反程序正義而違法，其

誤解限制就審能力的規定是僅認可訴訟參與人只有部分就審能力，只能行使部分

權利進行部分辯解，並非正確，應以反面觀之而認為，應是在該限制就審能力者

該能力未補強或排除障礙前貿然使其在訴訟上為訴訟決定時，即有可能使程序產

生瑕疵，故再次強調對於障礙的補強，透過提升辯護人的能力，或使用中介人、

輔佐人制度來協助溝通，是解決雖被認定為有就審能力，但事實上精神狀態能力

                                                      
56

 中介人概念，詳見本文第四章第三節。 
57

 刑事訴訟法第 35 條第 3 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

述者，應有第一項得為輔佐之人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相關社福機構指派之社工人員或其他

專業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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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完全足夠之被告，在為相關個別訴訟行為決策時，補足其相關溝通障礙不可

或缺的方法。 

另外從鑑定角度出發認為，雖然美國法或英國法有關鑑定就審能力的分類也

僅有「有」、「無」與「適格」、「不適格」之分，但鑑定問題僅是鑑定隨著法律見

解而創，美國有關就審能力鑑定依循 Dusky 準則而來，故在鑑定方法上雖然依

據鑑定專業，但亦可因法律區分方式不同而建立不同的鑑定方式，且對於 Dusky

準則的批評亦有認為，其僅判斷能力的「有」、「無」，過於強硬且絕對58，故鑑

定問題應將焦點放在醫學與法學的溝通交流上，來避免發生如有關「心神喪失」

概念，讓醫學無所適從之情況產生，所以不論鑑定方法為何應與將就審能力做劃

分沒有必然連結，重點應放在對於已經存有疑慮而進入就審能力鑑定之被告，須

時時注意其於訴訟各程序上需要做成對其權益有影響之決定時，其能力是否足

夠。 

而二分法提到，三分法的本質事實上還是二分法，三分法中所劃分的限制就

審能力者實際上對其的處置還是暫時不對其進行審判，本質上屬於無就審能力，

惟本文認為，上述將限制就審能力本質仍屬無就審能力之認定並非妥適，較為精

確應是將此情況下為區分時應分兩階段，在未補足條件時應屬無就審能力而程序

暫停，但補足條件後應屬有就審能力而程序得以繼續，故雖然本質上確實仍屬二

分法，但無論如何對於那些精神狀況處於中間狀態之被告，雖被認定有就審能力，

法院亦應時時注意其精神狀況，且仍需指派相關之輔佐人輔助之，畢竟事實上，

通常被認定為有就審能力之被告，法院即認定其對於訴訟程序上皆有能力，而忽

略其可能在各個階段仍亦可能因精神狀態的浮動而處於辨識、智識較低落而不能

理解訴訟決定可能影響其利益，或無法與辯護人做有效的溝通合作為相關訴訟攻

防的狀況，所以為了預防這類情況產生，對於那些本就因精神狀況有疑慮而對就

審能力提出質疑之被告，縱使被認定有就審能力時，仍應加強注意其能力狀態。 

三分法下帶來的省思，即是提醒並且凸顯出了除了有就審能力與無就審能力

外，尚有這類因精神狀態使就審能力並非完足之被告存在，故不論是否需設置限

                                                      
58

 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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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就審能力的中間狀態，且其相關權益保障問題，法院本就應有相關訴訟照料義

務而需時時注意被告狀態與能力之義務，故不論二分法或三分法，若能皆協助這

類處於中間障礙狀態之被告能力的補強，那麼採取哪種劃分方式將淪為次要問題，

重點應在於對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被告面對其他訴訟能力要件決定時可

能影響權益的保障該如何更加的完善。 

 

第三項 小結 

究竟該如何對訴訟能力作定義與了解，在我國學理討論上並沒有一個統一的

定義，然而大多仍係從「意思能力」做出發，所以在刑事訴訟法上犯罪嫌疑人或

被告可能會在不同階段面臨需要做成意思能力的情況，從偵查階段是否有接受偵

查的能力，審判階段是否有接受審判的能力，到執行階段是否有接受刑罰的能力，

在各個不同階段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皆有可能有要做成意思能力的情況產生，故到

底要怎麼認定訴訟能力頗為重要，然而從我們在探討能力與否的問題時，不論是

責任能力、行為能力等皆是從保障被認定人的角度出發，故訴訟能力的內涵亦應

相同，在探討被告的訴訟能力時，亦應從其角度出發，以其是否能了解程序外，

更重要的是必須考量其作為訴訟程序上的主體地位，保障其防禦權成為重點所在，

所以應以其「是否能了解訴訟程序進而為自己進行防禦」作為是否有訴訟能力的

認定。 

而究竟要如何區分訴訟能力與就審能力？兩者究竟是否為相同的概念？事

實上兩者的關係密不可分，較妥適的認定方法是將就審能力作為訴訟行為有效的

前提，如果被告已經心神喪失或其他原因導致無法有效為訴訟上之意思表示時，

被告的訴訟行為就無法產生訴訟法上的效力59。所以將訴訟能力與就審能力分別

看待，認為有意思能力者有訴訟能力，但意思能力是以被告能否為防禦自己的利

益而自由來作為判斷基準，且意思能力在各個訴訟行為有程度的差異60。 

                                                      
59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新學林，2020 年 9月，十版，頁 261。 
60

 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論（上），新學林，2020年 9月，二十版，頁 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23
24 

 

而現行我國法在探討審判中被告的就審能力問題時，多是從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 項出發，且對於就審能力通常是認定從「起訴後」開始，亦以鑑定來認

定「現在」的精神狀況是否有接受審判的能力，但這個「現在」的狀態事實上是

一個長時間在審判過程中的狀態，而並非事實上當下的一個「現在」的狀態，而

一個人的精神狀態是一個程度上時高時低的狀態，所以即使被認定有就審能力，

亦不可否認被告在做成某些決定時仍可能是處於精神狀態低落的情況，反之當被

告被認定為無就審能力時，亦不可否認其精神狀態亦可能有回復得以繼續接受審

判的可能產生。 

故有見解認為，在討論被告是否能在刑事訴訟中是否有訴訟能力時，應分別

討論被告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項就審能力與個別訴訟能力，因就審能力某種程

度上是依據被告現在陷入心神喪失狀態中，而預測將來一段時間內均無法進行訴

訟程序，而訴訟能力則是判斷被告針對個別的特定訴訟行為時當下被告的狀態，

即就審能力係關於被告身為訴訟主體之「一般之訴訟能力」，被告在整個訴訟程

序中是否具有就審能力，與被告為個別訴訟行為時，其判斷基準應不相同，也就

是說就算被告被認定為具有就審能力（可能透過辯護人、輔佐人之協助，而得了

解訴訟進行行為），然而就為特定訴訟行為時，仍可能因為一些喪失理智或是未

能夠得到協助，而就該特定訴訟行為不具備訴訟能力61。 

另外依序前述有關就審能力的劃分所帶來的省思，本文認為在對於就審能力

三分法的劃分概念架構下所提出的「限制就審能力」之第三種狀態之想法，有其

值得參考之處，縱使並非認為應採用三分法來劃分就審能力，因為事實上對於這

類型的被告大多被認定為有就審能力而進入庭審當中，概念確實仍不脫離二分法

之「有」、「無」架構，然提出這類型之第三種狀態，目的在於處理並注意這類精

神狀態低落但又未達於無就審能力之被告，法院對其有照料義務，縱使其被認定

為有就審能力，仍須時時注意其能力狀態在做相關個別訴訟決定時的訴訟能力是

否足夠，因其在為相關個別訴訟決策時即有可能影響其訴訟上相關利益、結果，

對其權益保障至關重要。 

                                                      
61

 顏榕，捨棄上訴與撤回上訴於訴訟能力上之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305 期，2020年 10月，

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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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階段 

就偵能力 

審判階段 

就審能力 

執行階段 

受刑能力 

簡而言之，在面對就審能力與訴訟能力問題時，首先適用的即是先做階段的

認定被告在一定期間內（該期間分成偵查階段、審判階段、執行階段）是否擁有

就偵能力、就審能力、受刑能力。以就審能力為例，當被告被認定沒有就審能力

時，在這期間亦否定被告所有個別的訴訟能力，例如可能有辯論能力、拋棄權利

的決定能力、認罪能力、放棄律師的能力、撤銷撤回上訴能力等等，這時候應停

止審判，待其回復後始繼續審判。但若被告被認定有就審能力，皆仍須注意被告

在行使個別訴訟行為時的訴訟能力是否充足。故可認為就審能力事實上是由各個

個別訴訟能力組成的階段性能力，這邊的個別訴訟能力屬於「狹義的訴訟能力」，

但然而各階段的就偵能力、就審能力、受刑能力等又亦可以組成一個「廣義的訴

訟能力」，藉由此方式的區分，較不會混淆訴訟能力與就審能力認定的問題。 

圖表 2：訴訟能力與就審能力區別62
 

 

  

  

                                                      
62

 圖表 2：訴訟能力與就審能力區別，資料來源：本文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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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就審能力與責任能力之比較 

第一項 責任能力定義與立法方式 

探討責任能力，首先須先探討何謂「責任」？責任主義，即指對於行為人所

實施之違法行為，若無法加以非難，則不得科處刑罰，系近代刑法保障個人權利

與自由之基本原則，而責任主義廣泛的指「無故意、無過失之外，尚包括無責任

能力、無違法性意識可能性、無期待可能性等情況所形成的『無非難可能性之行

為，不得作為犯罪而加以處罰』」之原則63。 

依目前我國國內的通說以及實務對於責任理論係採取「規範責任理論」，認

為行為人就其行為本身是否有負擔刑事責任的能力，取決於其對規範的認識，以

及是否能按照規範為其行為決意這兩者。若行為人無法形成規範意識或是無法按

其形成之規範意識為決意時，即應該解釋為無責任能力，反之即有責任能力。所

以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精神狀態始才會達到障礙的程度進而影響責任能力？而精

神狀態的認定的標準又是什麼？怎麼樣的精神障礙才會影響到責任能力？成為

討論責任與責任能力的主要爭點所在。 

然關於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便是而行為能力者，不罰。」、「行為時

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者，得減

輕其刑。」將過去原有的「心神喪失」、「精神耗弱」之內容修改，但是關於此精

神障礙之症狀，病人所表現出來的精神疾病現象，依照我國現行刑法，並未有明

確界定的內容和範圍，所以在判斷責任能力有無之立法例上，向來有以生物學要

素64（事實要素）、心理學要素65（規範要素）、以及以精神障礙之生物學要素與

                                                      
63

 陳子平，刑法總論，元照，2017年 9月，4版，頁 304。 
64

 生物學之立法方式，係在法條中標明生理原因，如行為人具備此項生理上之原因，即為精神

障礙，至於其行為是否由於此項生理上原因所致，則可置而不論。這種生理學之立法方式，以行

為人是否具備生理上之精神障礙原因，為其判斷標準，固甚明確，然依現代精神醫學研究，發現

精神障礙對人之某一方面行為發生嚴重影響，而於另一方面則無甚妨礙者，殊屬常見。張麗卿，

司法精神醫學-刑事法學與精神醫學之整合，元照，2018年 9月，四版，頁 239-240。 
65

 心理學之立法方式，係於法條中明定行為人行為之心理狀態如何，為其判斷有無精神障礙之

基準。其與生物學方法不同者，不以行為人之某種精神障礙為原因，而以由此狀態所出現之心理

上結果，為認定有無責任能力之根據。行為人於行為時，如為欠缺是非辨別力或常態之意思決定

者，則其刑事責任自受影響，苟其行為非因精神障礙，則其刑事責任不受影響。張麗卿，司法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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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別能力、駕馭能力之心理學要素併用之混合方法66作為責任能力的判斷基準與

立法方式。目前，雖有採生物學方法者，例如法國刑法第 64條、荷蘭刑法第 37

條，但大部分國家之立法例係採混合方法，例如德國刑法第 20條與第 21條、瑞

士刑法第 11 條、美國模範刑法典等，日本刑法雖未明確規定採何種立法例，但

實務與學說皆採混合方法67。 

而我國所採用的立法方式，依據我國舊刑法第 19 條規定：「心神喪失人之

行為，不罰」、「精神耗弱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其中有關「心神喪失」與

「精神耗弱」之用語，並非精神醫學之用語，且並未進一步設定其概念規定為何，

所以其究竟是採取何種立法方式，有見解認為，僅依照條文文義無從窺知，所以

不能認定其係採生物學之立法方式68，但另有見解認為，依當時刑法之全體旨趣，

應係採用生物學立法方式，且亦有實務見解認為精神是否耗弱，屬於醫學上精神

病科的專門學問，非有專門人員鑑定，難以判斷（最高法院 47年台上字第 1253

號），故屬於採生物立法方式69。然而亦有認為應屬採心理學之立法方式，因從

一些實務判例上來看，「心神喪失」係指行為時之精神對於外界事物全然缺乏知

覺理會及判斷作用，而無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者而言（最高法院 26 年度渝上字

第 237號判例），認為所謂的「心神喪失」與「精神耗弱」，乃指其自由決定意

思能力，對外界之判斷能力顯然喪失或減退，所以係屬採心理學立法方式70。亦

有文獻對實務所謂「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見解，認為構成「心神喪失」

與「精神耗弱」之內涵，僅有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以及意思自由決定能力等這

些「心理上」之因素，至於「生理上」之原因，則未敘及，與混合立法方式並不

相同71。由於舊刑法對於責任能力規定的描述採用極其不明確的「心神喪失」與

                                                                                                                                                        
神醫學-刑事法學與精神醫學之整合，元照，2018年 9月，四版，頁 240-241。 
66

 混合的立法方式是兼採生物學和心理學的立法方式。亦即先確定責任能力之生理原因，再標

明行為人行為時由此原因所生影響責任能力之心理狀態。此種立法方式，兼顧行為之「知」（認

識）及「意」（決定）雙重因素。依此，被認定為無責任能力者，不但須處於意識或精神活動障

礙的狀態（依生物學方式主張），且須因此而無法為自由意思的決定（依心理學方式主張）。張麗

卿，司法精神醫學-刑事法學與精神醫學之整合，元照，2018年 9月，四版，頁 241。 
67

 張麗卿，司法精神醫學-刑事法學與精神醫學之整合，元照，2018 年 9月，四版，頁 239-241。 
68

 蔡墩銘，刑法精義，蔡墩銘出版，翰蘆圖書總經銷，2007年，頁 235。 
69

 廖正豪，精神障礙影響刑事責任能力之探討，刑事法雜誌，19卷 5期，1975年，第 68頁。   
70

 張麗卿，司法精神醫學-刑事法學與精神醫學之整合，元照，2018 年 9月，四版，頁 243-244。 
71

 吳景芳，精神障礙犯罪者認定標準與處遇制度之回顧與前瞻，刑事法雜誌，1985年，第 29 卷

5 期，第 49-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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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耗弱」之用語，造成判斷標準難有共識，所以究竟採何種立法方式並無一

個統一的答案。 

而在實務上若要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之精神狀況，常常需要借助精神醫學專

家之鑑定意見，但因該用語並非醫學上用語，醫學鑑定專家之鑑定結果，與實務

之認定上常常有所出入，造成不同法官間認定不一致的情況。 

所以在民國 94年，隨著刑法第 19條對於責任能力的規定修法，將法條修正

為：「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者，得減輕其刑。」，修法後的責任能力之喪失，

是根據「精神障礙」與「是非辨別能力或依辨別而行為之能力」兩種標準來判定，

前者即是生物學的標準，而後者即是心理學的標準，後者更進一步區分「辨識能

力」與「控制能力」。所以新修正的刑法第 19 條是屬於生物與心理的混合立法

方式72。 

所以在這種生物與心理因素皆作為認定標準下，實務上的生理因素就可以藉

由專家鑑定結果作為依據，然後再由法官就心裡結果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是否

有責任能力，兩者之間必須具備因果關係。在生理原因方面，法律用語上以「精

神障礙與其他心智缺陷」為準，而生理原因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

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降低」作為判斷標準。 

而有部分見解認為，這樣的立法例仍有不足，應效法德國立法例，將精神障

礙的型態明列出來73。但是依據罪刑法定原則，加上精神疾患的認定和是否被列

為精神疾患以及根據社會時代變遷皆有可能有所不同與改變，所以若將精神障礙

型態明列出來定立於刑法之中，在面對現在快速變遷的社會，恐怕會有所不足與

缺漏，以德國立法將精神障礙原因定為四款，仍然無法囊括精神醫學上所有分類。

然而雖未明列出來相關精神障礙的型態，也還不至於會有法律不明確的情況，若

能掌握住行為人的生理以及心理原因的混合立法方式應用，結合精神醫學專家鑑

定，亦能將醫學與法學做連結，建立起較明確的判斷基準。 

                                                      
72

 張麗卿，司法精神醫學-刑事法學與精神醫學之整合，元照，2018 年 9月，四版，頁 245-246。 
73

 林山田，刑法通論（上），元照，2008 年，修訂十版，頁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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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修法理由的修正基礎乃是建立在「生理原因」與「心理結果」的要素綜

合之判斷，並將「生理原因」之判斷委由實務依照醫學專家鑑定結果認定，至於

「心理結果」則必須由法官親自認定，非得委諸鑑定行之。換句話說，19 條責

任能力判斷，無論從結論的法律性質，或者構成該法律問題二元要素之一的「心

理結果」來判斷，當然均必須由法官綜合證據所得心證進行判斷，絕非可以囑託

鑑定標的，至於可以囑託鑑定標的，乃是作為刑事責任能力判斷前沿問題的專業

事項，亦即行為時的「生理原因」74。 

而另外參考其他法律或學科，對於「精神疾病」均有不同的見解與看法，因

為不同的研究領域範圍和目的，而有多種的定義與界定，例如精神衛生法第 3

條第 1款規定：「精神疾病乃指思考、情緒、知覺、認知、行為等精神狀態表現

異常，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其範圍包括精

神病、精神官能症、酒癮、藥癮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精神疾病，但不包

括反社會人格違常者。」，而在醫學或心理學的領域當中通常皆是以「精神疾患

診斷與統計手冊」來判斷，簡稱 DSM，是由美國精神醫學會所編制，目前出到

第五版，而另外亦有一些係採用世界衛生組織所編製的 ICD-10來做為認定標準，

故此部分生理原因之精神疾患之認定，有賴相關鑑定醫學之協助判斷之。 

 

第二項 責任能力與就審能力的關聯與區別 

責任能力是實體法上的概念，與就審能力係程序法上概念有所不同，在實體

法上，責任能力用來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是否需負罪責而成立犯罪，而程序法上則

是以被告是否有接受審判的能力來審判其所犯罪刑。最關鍵的部分在於時點上，

責任能力以「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為主，而就審能力則以被告被起訴後在進行「審

判時」的精神狀態為判斷基準。雖然一些罹患精神疾患的被告，可能同時欠缺責

任能力與就審能力，但兩者並非互為充分必要的條件關係，例如一些精神疾患有

急性期，當行為人處於急性期而喪失控制能力與辨識能力而為犯罪行為，其後因

                                                      
74

 黃致豪，心智障礙與刑事責任之謎-以思覺失調症為例：淺談辨識能力、控制能力與司法精神

鑑定，全國律師，2015年 11 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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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服藥而趨於穩定情況，所以辯護人有可能在實務方面替他提出精神障礙抗辯，

但不見得會在程序面來主張被告無就審能力，反之亦有可能被告於行為時並無任

何精神疾患情況而有免責事由，但於審判期間，突然產生一些精神疾患而有主張

無就審能力之情況產生，例如於審判其間突然出車禍而有失智等情況產生，即可

主張無就審能力。 

不過責任能力與就審能力最常發生在精神狀態上有時間連續、延續的情況產

生，由於責任能力發生在「行為時」，該時點隨著時間的推移，不論從各方面來

看，要從現在的角度去認定過去時點的精神狀態實屬不易，對於鑑定方面也是一

大挑戰，畢竟相關鑑定或證據等在越接近案發時點採集的可信度和可效性較高，

隨著時間推移，其信度與效度也降低許多，這往往也可能是在不同審級作成的不

同鑑定報告也有差異的可能原因。相對而言，在審判時來判斷被告現在的精神狀

況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情，鑑定專家僅須就被告「受審時」的精神狀況做相關鑑

定來認定被告是否有就審能力。「過去」的真實與否相對於「現在」是無法存在

的，我們僅能就相關事證來找出一個最接近事實的真相，但其並不能完全等於事

實，即便是在現在科技發達的社會，監控系統、智慧手機隨處可見，人們可於事

發當時進行採證，也無法非常「明確」的認定「行為時」這個極短的精神狀況，

畢竟精神狀況往往是一個時間性的狀態，相關鑑定報告也需要探究鑑定一定長度

的時間，好以認定犯罪行為人的精神狀態，所以即使科技發達要掌握行為人犯罪

事實與其內心主觀世界仍非屬易事，往往僅能靠其他相關的間接證據來推敲被告

行為時是否處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造成辨識力與控制力喪失的情況，以

近來實務上發生的案件為例，不論是從鐵路殺警案75到吸毒弒母案76，因難以明

確行為人當時之精神狀況，所以在法院判決被告於行為時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而無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而無罪時，從法院判決到醫院鑑定報告皆很難被大

多數民眾接受，進而往往有裝病、裝瘋賣傻逃避刑責等聲音出現，畢竟大多數的

                                                      
75

 李修慧、楊士範，The News Lens 關鍵評論：火車刺警案一審無罪：《刑法》19 條全文寫

什麼，法官為何很難判有罪？2020年 04月 30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4508（最

後瀏覽日期：2021 年 01月 25 日）。 
76

 羅元祺、楊士範，The News Lens 關鍵評論：桃園吸毒弒母砍頭案，高等法院 7個 Q＆A解釋

為何改判「無罪」，2020年 08月 22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9555（最後瀏覽日

期：2020年 01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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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並不是太理解精神疾患的狀態，更遑論理解刑法上有關責任能力減免其刑規

定的意旨。然不同於在審判階段，被告的精神狀況較能夠直接呈現與反應在法庭

上，雖然並不會完全解除大眾對於精神障礙的疑慮，但至少距離相對拉近。 

然而事實上兩者的概念會有如此錯綜複雜的關係，導因於「心神喪失」這個

概念，在刑法修正前「無責任能力」以及現行刑事訴訟法「無就審能力」均是以

「心神喪失」作為要件，所以具體上兩者間或許有交互作用之可能性存在但其本

質和意義亦可能有所不同，故以下將就「心神喪失」概念作相關比較分析。 

 

第三項 心神喪失的相關概念與比較 

「心神喪失」的概念，在面對精神疾患的被告是一個關鍵性問題，在我國舊

刑法以及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 項，法條中有相同之用語，所以該如何解讀「心

神喪失」這個概念，對於就審能力為何是一個至關重要的關鍵所在。 

第一款 刑法上的心神喪失 

修正前的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心神喪失人之行爲，不罰。」而何謂

「心神喪失」？其定義為何？我國最高法院 26 年度渝上字第 237 號判例對此表

示：「刑法上之心神喪失與精神耗弱，應依行為時精神障礙程度之強弱而定，如

行為時之精神，對於外界事務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而無自由決定意思

之能力者，為心神喪失，如此項能力並非完全喪失，僅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然

減退者，則為精神耗弱。」此為我國最高法院對於「心神喪失」於刑法上之定義

解釋，而到目前為止，並未就刑事訴訟法上之「心神喪失」做出不同的解釋。所

以有關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項之「心神喪失」作為停止審判要件，其相關概

念是否與刑法上的「心神喪失」有相同的意義，而直接延用至刑事訴訟法上做為

適用，不無疑義。 

但是詳細探究此判例對於心神喪失之定義，何人會對外界事務「全然」缺乏

知覺與判斷呢？若依照此定義才符合心神喪失之概念，那麼恐怕僅有植物人、重

度智能障礙、失智症、夢遊等等極少數的情況才能達到對外界事務全然缺乏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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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會與判斷作用之程度77。許多的精神疾患者，以最常提及的思覺失調症為例，

患者的精神狀況常常處於與現實脫節的情緒素亂的幻想狀態上，而展現出舉止怪

異的行為，也並非全然的喪失感官知覺和與外界事物互動的功能78。若要在如此

苛求的情況下始符合減免其刑的責任能力定義，那恐怕責任能力之立法將無用武

之地。並且，若企圖以這種非醫學上字義的解釋在法庭上說明精神疾病的相關病

像、病症，可能會導致醫學界與法律界的意見難以溝通，進而容易引起誤解79。

由此可知此判例對於心神喪失之定義並非妥當。 

而之後隨著刑法第 19 條對於責任能力的規定修法，在修正的立法理由中提

及：「(一)『心神喪失』與『精神耗弱』之語意極不明確，其判斷標準更難有共

識。實務上，欲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常須藉助醫學專家之鑑定意見；

惟心神喪失與精神耗弱概念，並非醫學上之用語，醫學專家鑑定之結果，實務上

往往不知如何採用，造成不同法官間認定不一致之情形。」，所以爰仿德國立法

例，將有缺失的「心神喪失」與「精神耗弱」用語修正，排除刑法之適用。 

雖然亦有見解批評修改上開條文用語根本無濟於事，問題的根本癥結在於我

國的鑑定制度，尤其是法官與醫學鑑定人之間的關係，難道用語從「心神喪失」

改至「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就是醫學上的專業用語嗎80？但亦有見解認為，2005

年刑法第 19 條修正後，已採取生理與心理的混和立法，這樣的立法，在法律專

業與精神醫學專業的差距上，已有相當顯著的改善，亦即法院的判決大致上能與

精神醫師的鑑定一致，拉近法界與精神醫學界的距離，杜絕過去彼此的隔閡81。 

第二款 刑事訴訟法上的心神喪失 

第一目 學說見解 

在學說方面，參閱刑事訴訟法相關學說文獻，率多未針對刑事訴訟法上「心

神喪失」之定義，進一步表示意見82。有見解認為，刑事訴訟法的 294 條 1項的

                                                      
77

 張麗卿、鄭淑屏，司法精神醫學，收於：《當代刑事法學之理論與發展一蔡墩銘教授榮退感念

專輯》，2002 年，頁 582。 
78

 劉宏恩，心理學取向之法律研究一以住宅搜索，子女監護及婚姻暴力問題爲例，國立臺灣大

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6年，頁 239。 
79

 林憲，司法精神醫學的展望，臺灣醫學，2卷 2期，1998年 3月，頁 126。 
80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新學林，2020年 9 月，十版，頁 301。 
81

 張麗卿，司法精神醫學-刑事法學與精神醫學之整合，元照，2018 年 9 月，四版，頁 281。 
82

 蔡墩銘，刑事訴訟法論，五南，2001年，四版，頁 85-86；翁玉榮，最新實用刑事訴訟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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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神喪失做為停止審判的規定，是屬於鑑定的問題，屬於醫學上專門之學問，非

經專門精神病學研究之人予以診察鑑定，不足以判斷83，與刑法第 19 條之規定

不盡相同。刑法 19 條是指「行為時」，與刑事訴訟法之心神喪失應指「精神病

發作時」不同，即應在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而不必達於心神喪失的程度較為妥

當84。進而認為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 1 項，解釋上即以新刑法第 19 條 1 項「因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欠缺辨識與控制能力，應於其回復前停止審判」作

為停止審判的原因85。 

另有見解認為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項規定的心神喪失情況的概念，是刑

事訴訟法上的概念，乃出自於「被告是否得以採取有效之防禦方法以保護自己權

利之能力」之觀點，雖是以刑法上無責任能力的「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為前提，但兩者並

非完全一致，而且訴訟能力是以訴訟行為時為必要，責任能力則以犯罪行為時為

必要86。另有相同見解認為，本條係為保護被告在訴訟上得為自己辯護，以保護

自身利益而設87。 

而有見解從精神醫學的角度出發，認為最高法院 26 年度渝上字第 237 號判

例的用語，使心神喪失之情形可能屬於「昏迷」（coma）之無意識狀態，若真

如此，在刑罰上之判斷恐有如下疑問：積極而言，心神喪失者可能無法實施犯罪

行為而不屬於作為犯；消極而言，若心神喪失者有作為義務存在，可能因欠缺符

合刑法意義上之行為，亦即欠缺刑法所必要之「心素」與「體素」要件，遂無法

予以刑罰。所以認為即便援引刑法修正前第 19 條之解釋，亦不足以適用於刑事

訴訟法第 294 條之規定88。 

綜上所知，有關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 項，不論係有關對於「心神喪失」

                                                                                                                                                        
2005 年 9 月，修訂版，頁 151;黃朝義，刑事訴訟法，新學林，2017 年，五版，頁 92、519；林

俊益，刑事訴訟法概論（上），新學林，2020 年 9月，二十版，頁 90。 
83

 陳宏毅、林朝雲，刑事訴訟法新論與實務，五南，2019 年，六版，頁 473。 
84

 張麗卿，司法精神醫學-刑事法學與精神醫學之整合，元照出版，2018 年 9月，四版，頁 274。 
85

 張麗卿，刑事訴訟法理論與應用，五南，2018年 9月，七版，頁 118、587。林永謀，刑事訴

訟法釋論（上），林永謀出版，2010年 12月，修訂版，頁 164。 
86

 陳子平，刑法總論，元照，2017年 9月，四版，頁 317。 
87

 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論（下），新學林，2019年 2月，十五版，頁 278-279。 
88

 吳文正，探討精神鑑定下精神障礙被告之受審能力與刑事責任能力，月旦醫事法報告，2017

年 7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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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見解，或者對本條之見解，並無統一且各說差異甚巨。 

第二目 實務見解 

從上開我國的最高法院 26 年度渝上字第 237 號判例可以知實務對於「心神

喪失」之概念有做出了相關的定義，但是此「心神喪失」概念與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項之「心神喪失」作為停止審判要件概念是否相同，且得以做為直接

延用至刑事訴訟法上不無疑義。而我國實務對此並未作出明確的統一定義，高等

法院不少判決對於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1項上的「心神喪失」有著不同的解讀。 

1.以舊刑法之心神喪失之對外界事務全然缺乏知覺理會與判斷作用之程度為認

定標準 

有判決仍沿用上開判例對於刑事訴訟法上是否有就審能力以「心神喪失」、

「精神耗弱」作為論述，用語和解釋上與過去舊刑法對於責任能力的認定相同，

例如，最高法院 95 年度臺上字第 7268 號判決：「被告心神喪失者，應於其回復

以前停止審判;又依法應停止審判而未經停止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本件原

判決論述上訴人雖爲精神耗弱之人，但並無心神喪失狀態，核無停止審判之必要

等情，但查本件上訴人之前夫王行儀前會於九十四年八月十日原審審判期日到庭，

並陳稱上訴人現已患有精神疾病，不能到庭應訊，原審法院爲查明上訴人是否已

達心神喪失可停止訴訟程度，而函請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養院加以鑑定，…究竟

有無達到心神喪失或僅達精神耗弱並不明確，原判決達認上訴人雖爲精神耗弱之

人，但並無心神喪失狀態，無停止審判之必要云云，並未教明其認定之依據，除

有理由不備外，兼有調査職責未盡之違誤。」 

又或者有直接引用最高法院 26 年度渝上字第 237 號判例，來解釋刑事訴訟

法第 294 條第 1項之心神喪失，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上訴字第 3974號刑

事判決：「被告之憂鬱症對其影響以情緒為主（即情緒低落），並不會使被告對外

界事物完全無法知覺，理會及判斷，故被告目前精神狀態並未達心神喪失之程度」，

而認定被告有就審能力。 

亦有台灣高等法院 95年度矚字上易字第 4號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項，第 2項亦明文規定『被告心神喪失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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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是依該條規定停止審判者，

須被告對於外界事務已喪失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而達心神喪失之程度，或因疾

病不能到庭自由陳述者爲要件。」 

2.以新刑法第 19 條之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訴訟上重要利害關係之

辨識為認定標準 

有法院參考正當法律程序之概念，結合新修正的刑法第 19 條，認為刑事訴

訟法第 294條第 1項法條上的心神喪失雖未與刑法一同修正，但是解釋上應和新

刑法第 19 條相同，例如，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2 年上重訴字第 772 號刑事

判決：「無責任能力人的心理結果判斷標準，已不需達『行為時對於外界事務全

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而無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僅需『行為時對該行

為不能辨識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程度，即應依修正後刑法

第 19條第 1項、刑事訴訟法第 301 條第 1項之規定，為被告無罪的判決，此時，

即屬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3項『顯有應諭知無罪之情形』。從而，相對應於刑

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項所指的『心神喪失』，套入被告訴訟能力的定義中，當

指『於為訴訟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訴訟上重要利害關係之

辨識，致不能要求相當的防禦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於此情形，

法院應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而亦有法院在相同見解基礎上認為，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項的心神喪失同

新刑法第 19 條見解，但屬涉及醫療鑑定之問題，例如，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

第 940 號刑事判決：「被告心神喪失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刑事訴訟法

第 294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蓋以被告得在訴訟上為自己辯護，而保護其利益，

必具有自由決定其意思能力，即訴訟能力，如心神喪失，即完全缺乏其為自己辯

護之能力，自應停止其審判程序。惟刑法第 19條有關行為刑事責任能力之規定，

係指行為人於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生理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

法之能力（學理上稱為「辨識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學理上稱為「控

制能力」），因而不能（即指心神喪失）、欠缺或顯著減低（即指精神耗弱）之

心理結果者而言。......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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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

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刑法第

19 條所規定得據以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既依犯罪行為時

狀態定之，自應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同理，被告於審理時是

否有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 項因心神喪失而應停止審判之情形，除依醫學專

家對被告精神狀態進行鑑定結果提供某種生理或心理學上之資訊作為判斷依據

外，自得由法院綜合被告於審判過程中各種主、客觀（包括於開庭時有無認知、

辨識能力之障礙等）情形而為判斷。」 

3.與刑法責任能力不同，是指於刑事審判中是否有效參與具有自由決定其意思及

陳述之能力，能為意見陳述、為自己辯護，充分行使防禦權之能力，即訴訟能力 

亦有判決認為，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項所指之刑事被告「心神喪失」而

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之情形，應係指行為人接受刑事審判程序中，「目前」

是否具有自由決定其意思及陳述之能力，得以持續、有效參與刑事訴訟程序而為

意見陳述、為自己辯護，充分行使防禦權之能力，即訴訟能力，與舊刑法之心神

喪失定義不同。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上重更一字第 6 號刑事判決：「按被

告『心神喪失』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 項定

有明文，惟法條用語『心神喪失』一詞，語意並不明確；參以 94 年 2 月 2 日修

正前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心神喪失』人之行為，不罰」、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項「受死刑之諭知者，如在『心神喪失』中，由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命令停

止執行」及同法第 467條第 1項第 1款「受徒刑或拘役之諭知而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依檢察官之指揮，於其痊癒或該事故消滅前，停止執行：一、『心神喪失』

者…」等規定，法條文雖均使用『心神喪失』一詞，惟意涵卻未必相同，前者（修

正前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係為判斷行為人『行為時』是否具刑事責任能力而設，

後者（即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 項、第 467條第 1 項第 1 款）則係在『判決

確定後執行刑罰時』判斷受刑人是否瞭解行刑之意義、能否達刑罰目的（應報、

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準此，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項所指之心神喪失，其

定義上應與上述兩者不同。又按憲法第 16 條明定人民有訴訟權，係以人民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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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遭受侵害時，得依正當法律程序請求法院救濟為其核心內容，國家應提供有

效之制度性保障，以謀其具體實現；所謂訴訟權，乃人民司法上之受益權，即人

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依法享有向法院提起適時審判之請求權，包含聽審、公正

程序、公開審判請求權及程序上之平等權等，就刑事審判之被告而言，應使其在

對審制度下，依當事人對等原則，享有充分之防禦權，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大

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 482 號、第 574 號、第 582 號解釋文參照）。因之，刑事

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 項所指之刑事被告『心神喪失』而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

判之情形，應係指行為人接受刑事審判程序中，『目前』是否具有自由決定其意

思及陳述之能力，得以持續、有效參與刑事訴訟程序而為意見陳述、為自己辯護，

充分行使防禦權之能力，即訴訟能力。」 

另有相同見解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聲字第 3583 號刑事裁定認為：「刑事訴

訟法第 294條既係為保障被告可理解與施行訴訟程序行為之權，並藉此保障被告

自辯與受辯護之防禦權，則該條文所指『心神喪失』自不可與修正前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指向犯罪行為人行為時之刑事責任能力下『心神喪失』標準（亦即修

正後刑法第 19 條所稱「行為違法辨識性」）等量齊觀，尤不應執精神鑑定報告

針對被告之刑事責任能力判斷為由，認定被告已有就審能力；是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所稱之心神喪失，乃以被告在審理當時之整體狀況，是否對於訴訟程序與

訴訟行為具備健全之認知能力、溝通與理解能力、意思表示能力以及與辯護人針

對證據事實與訴訟策略等重要訴訟事項進行有意義之具體討論等基準為斷。」 

4.引述美國法上 Dusky準則 

另外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5 年矚重訴字第 4 號刑事判決，有引述鑑定報告採

用美國法上 Dusky 準則，但認為與我國法不符合而未採用：「『關於陳員訴訟

能力有無之鑑定，必然考量其是否能充分理解刑事訴訟程序之性質，而且能為自

己提供訴訟程序各階段有利之防禦，甚至能理性地向辯護人律師諮商以提出有利

於己之主張。依據陳員鑑定留置期間之臨床表現，雖然其抽象思考並無明顯障礙，

但其反應遲緩，必須多次反覆詢問始得獲知其完整之回答，其回答又另需多次反

覆澄清以確認其真正之意思表示。依此，即使陳員能充分理解刑事訴訟程序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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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但若考量其是否能為自己提供訴訟程序各階段有利之防禦以及提出有利於己

之主張，顯然在訴訟程序之進行時將很難避免其訴訟利益不受影響。……本院參

考美國案例 DUSKY V.U.S.A.,362U. S.402（1960）之見解，縱使陳員具有方向感，

可清楚記憶其被控之犯案經過，仍不足以否定其欠缺訴訟能力。基於陳員鑑定留

置之臨床表現，陳員無法於訴訟程序之進行時，積極進行防禦並提出有利於己之

主張，因此，本院認為陳員目前欠缺訴訟能力』等語。事實上，該鑑定報告有關

此無訴訟能力之鑑定內容，已逸脫本院囑託鑑定之範圍，該報告所稱：『能充分

理解刑事訴訟程序之性質，而且能為自己提供訴訟程序各階段有利之防禦，甚至

能理性地向辯護人律師諮商以提出有利於己之主張』云云，不僅與前揭法律規定

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係以是否完全無自由決定其意思之能力或是否完全缺乏為

其自己辯護之能力，即是否已達『心神喪失』程度，為判斷訴訟能力之標準相違，

且一般未受較高教育之人，縱未有精神疾病，似亦未必能達到該報告所指之水準。

本院囑託鑑定，係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而非外國法，鑑定人引用外國判解

為鑑定解釋之依據，尚有未合。」，此為我國法院第一次將 Dusky 準則的內容

寫於判決書當中，縱使未採用，但對後其他判決亦有影響。 

例如在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上重訴字第 10 號刑事判決以及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上重更一字第 6號刑事判決亦皆有引述有關 Dusky準則內容：「參諸具我

國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此部分理由詳如後述）第 14條第 3 項

第 2 款、第 4 款明定應給予刑事審判之被告充分之時間及便利，準備答辯並與

其選任之辯護人聯絡，及於公開審判庭親自答辯之權利，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第32號一般性意見第 37點明定刑事案件之被告有權親自為自己辯護或透過自己

選擇的律師援助辯護等，以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Dusky v. United States案（362 

U .S . 402〈1960〉）揭示就審能力（尤其係精神障礙之刑事被告）係以『當事人

是否有充足的能力在合理地瞭解之下諮詢其律師，以及當事人是否對於對其不利

之追訴程序有理性的及事實的瞭解』為判別準則，此所稱『與其選任之辯護人聯

絡』、『合理地瞭解下諮詢其律師』均屬被告『決定』與『表達』之意思形成歷

程的一部分，當包含在自由決定意思 能力有無的判斷範疇中。故為有效落實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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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障刑事被告於程序之意見陳述、聽審權、獲得有效辯護以強化其訴訟防禦能

力等權利，刑事被告雖具備良好之思考、正確知覺及與外界溝通之能力，若其與

辯護人『聯絡』、『諮商』之能力有所欠缺或瑕疵，縱令未至完全缺乏之程度，

自須進一步審究其在刑事訴訟程序是否具有充分為自己辯護而行使防禦權之能

力。」 

5.我國目前法院認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項之裁定 

大致而言，法院採用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項，因被告心神喪失而停止審判

的認定標準仍屬嚴格，以下擷取我國法院近幾年來裁定認為符合心神喪失了而停

止審判之理由： 

（1）以失智症為主要理由：因急性腦出血病症而有輕度失智症合併記憶障礙、

語言障礙、抽象思考及注意力障礙89；因發生缺血性腦血管病變，之後即出現認

知功能障礙、行動不便，意識也有部分障礙，眼睛可自行張開但眼神無法依指示

動作，肢體無力亦無法遵照指令動作，診斷為血管性失智症90；因本案車禍造成

頭部外傷合併顱內出血、水腦症、呼吸衰竭等症狀，目前為腦傷造成之重度失智

症患者，認知功能及現實判斷力有明顯障礙，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

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完全不能，管理處分自己財產須他人協助，預後不佳，且回

復之可能性低91。 

（2）以中風為主要理由：因中風，經診斷罹患「急性腦梗塞中風併右側肢體偏

癱及失語症」後出現無法理解語意、口齒不清等症狀92
 ；後大腦動脈梗塞，除

造成視覺障礙，目前尚有重聽，且記憶及認知功能受損，無法適切表達其意思，

答非所問，其對問題之認知、理解、判斷、組織、表達及記憶能力均有問題，就

本案訴訟程序進行及意涵之辨識能力顯著降低93；因「創傷性顱內出血」，其左

側前葉顱內出血 500ＣＣ右半身麻痺，入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加護醫療

處置後，呈意識不清，已達心神喪失程度，無法參與案件之審判94； 

                                                      
89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8 年訴字第 764 號刑事裁定。 
90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08 年訴字第 107 號刑事裁定。 
9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9 年交易字第 196 號刑事裁定。 
92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8 年交訴字第 82 號刑事裁定。 
93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聲字第 609 號刑事裁定。 
94

 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上訴字第 2313 號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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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昏迷成植物人為主要理由：車禍腦傷術後導致極重度失能與失智之個案，

目前因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之效果，又目前呈重度昏迷95；

因做心臟繞道手術，引發多處腦中風，現已成植物人，並檢附診斷證明書乙紙為

證，嗣經本院函詢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目前病況及精神狀態等情，復稱：

被告精神意識仍呈現半植物人狀態，無法與人溝通，需長期照護方有恢復意識及

行動之可能，惟亦可能永遠無法回復96。 

（4）以被宣告為禁治產：「顱內出血術後合併失語症及左側肢體偏癱」，判定

其精神狀態已達精神耗弱致無法正確處理任何之事務，業經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民

事庭裁定宣告為禁治產人確定97；失智症，致其認知及記憶功能缺損，其精神狀

態已達精神耗弱致不能處理自己之事務，業經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庭裁定宣告

為禁治產人確定98。 

（5）其他認知障礙因素：重度憂鬱症及一氧化碳中毒後遺之腦病變，對於外界

事物知覺及判斷作用受損，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僅有部分99；因車禍腦受損造成

意識狀況嗜睡至混亂，四肢肢體無力、失語症100；手術救治後，其視力、聽力、

記憶力及反應力大幅衰退，均有明顯障礙。情緒失控、攻擊性行為、無法辨別兒

女、無法自理生活，對於外界事務的知覺、理會、判斷作用，自由決定意思之能

力，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然減退，足見被告因心智功能受損101；早年罹患憂鬱

症，目前呈現多重人格分裂症，在門診會談時均以次人格（非原來人格，自稱為

另一身分、人格）出現、談話，有時無法適切談話，且有極端幼稚的言行舉止，

依被告的精神狀態無法接受審判102。 

從上述擷取的裁定依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1項心神喪失作為停止審判的原因

以中風、失智、昏迷成植物人為主要因素，但有一些裁定的理由卻是以被告達到

「精神耗弱」致無法處理自己事務，經民事法庭宣告禁治產確定，作為停止審判

                                                      
95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108 年交易字第 75 號刑事裁定。 
96

 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上訴字第 1519 號刑事裁定。 
97

 臺灣高等法院 96 年上易字第 1902 號刑事裁定。 
98

 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上易字第 1372 號刑事裁定。 
99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8 年訴字第 568 號刑事裁定。 
100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交上易字第 154 號刑事裁定。 
101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上重更(一)字第 3 號刑事裁定。 
102

 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上更(一)字第 638 號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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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論述，並非妥當。畢竟「精神耗弱」的用語並非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

項所採用來認定被告是否有就審能力的判斷標準，其法律意義上與「心神喪失」

並不相同，不應該將「心神喪失」與「精神耗弱」概念混用，在舊刑法概念上「心

神喪失」與「精神耗弱」縱使語意籠統難以界定，但大多認為辨識能力與控制能

力達到「不能」的情況是屬於「心神喪失」，而若是「顯著降低」時屬於「精神

耗弱」103。另外還有一些裁定更以民法上「禁治產宣告」(現改為監護宣告)作為

認定心神喪失而無就審能力的原因，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民法上的監護宣告概念

涉及的是人們在處理民事財產事務上，使其無行為能力，以保障財產處分，其概

念與刑法上責任能力、訴訟能力與否並不相關，若以此相互引用來認定彼此能力

問題，那為何民事上完全行為能力設定為二十歲，而刑事責任能力僅要十八歲？

而上開實務見解的裁定也並未敘明相關理由，就混用民法與刑法上概念，實屬不

妥。由此可見實務對於適用本條之見解雜亂而未統一，形成紛亂。 

第三款 小結 

在民國 94 年刑法修正後，「心神喪失」的用語走入歷史，修正理由提及其用

語、語意極度不明確，判斷標準難有共識，再加上心神喪失、精神耗弱都不是精

神醫學的專有名詞，當刑事法院普遍仰賴醫學專家的鑑定意見製作裁判時，如何

讓醫學專家了解心神喪失、精神耗弱等抽象法律概念，或如何讓精神鑑定報告結

果轉化、分別套入「心神喪失」、「精神耗弱」的概念區辨，成為實務上的一大

難題。造成鑑定醫學出來的鑑定結果與實務難以搭配，差異很大，使法學與醫學

在不同平行線上，讓實務往往難以採用和認定被告的精神狀況是否已經達到減免

刑責的程度，也導致不同法官間認定常產生不一致的情況，所以修正用語，讓醫

學和法學的距離可以更加接近，適用上也較適合鑑定科學。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都已經指出「心神喪失」用語不明確需修正，但是刑事

訴訟法第 294 條 1項有關被告就審能力問題的法條用語卻未一併修改，相同問題

仍然持續不斷發生在刑事訴訟法的適用上。如前所述，解釋範圍和適用有著天壤

                                                      
103

 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940 號刑事判決：「惟刑法第 19 條有關行為刑事責任能力之規定，

係指行為人於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生理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學理

上稱為「辨識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學理上稱為「控制能力」），因而不能（即指心

神喪失）、欠缺或顯著減低（即指精神耗弱）之心理結果者而言。」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23
42 

 

之別，各別法官是否做成停審裁定並未有一個明確且固定的標準，從沿用過去最

高法院判例對舊刑法「心神喪失」的用語認為要達到「對外界事務全然缺乏知覺

理會及判斷作用，而無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採用民事法禁治產宣告(監護宣

告)、參考正當法律程序概念、認為應重新以新刑法 19條詮釋、或以是否能有效

參與具有自由決定其意思及陳述之能力之相關行使辯護防禦權等基準來判斷被

告的能力，如此不同種類的詮釋都有，更可以看見目前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

項仍使用「心神喪失」用語造成的紛擾之不妥。 

而目前我國實務對於被告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項，因「心神喪

失」而有停審適用，仍採取相對嚴格的認定，臨床上大多只有在嚴重失智、極重

度智障、痙攣、夢遊等極少數狀況，才符合此一要件104。換言之，此一判例在實

務運作上，將過度限縮「心神喪失」的範圍：絕大多數有能力觸犯刑法罪名的被

告，都不符合此一定義，進而導致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項淪至毫無用武之地。 

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的規定，事實

上限縮了法院面對精神障礙者案件的訴訟裁量權。但時常在重大案件中早已引起

人民強烈公憤與不滿；而當法官憚於龐大的公眾壓力，或為追求自認的司法正義，

經常不樂見裁量空間遭到限縮擠壓，而傾向於認定被告並未心神喪失、有繼續審

判的必要。然而，法院若無視於被告的精神病症在審判中急遽惡化，只想盡速走

完法定的審判程序，不但將侵害被告的刑事程序保障權利，也影響程序進行及判

決內容的合法性。舉例而言，過去曾有被告因不斷在法庭中咆哮、辱罵法官及檢

察官，審判長迫不得已只好命法警將其押解至拘留室以穩定情緒，導致被告在部

分審判程序中竟缺席不在場，即使不論被告缺席審判的合法性問題，法院先認定

被告仍有知覺理會而可繼續受審，之後又判被告因情緒不穩而不得出席審判，豈

非前後自我矛盾？對於一個在今日早就應棄置於故紙堆中的老舊判例，我國司法

實務從未深思精神醫學發展的巨大落差，卻長期自我設限於心神喪失、精神耗弱

的古板概念操作，導致在個案適用上過度限縮「心神喪失」的範圍，顯然已侵害

                                                      
104

 游正名、楊添圍、周仁宇、許欣偉、盧慧華、陳喬琪、胡維恆，精神鑑定結論與法院裁判認

定間不一致現象之分析（第一報：犯行時之精神狀態），台灣精神醫學，第 19 卷第 3 期，2005

年 9月，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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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礙被告的程序保障權利105。 

另外亦有裁定以被告因重度憂鬱症影響思考能力，日常意見溝通能力較無問

題，但認為法庭上辯護及意見陳述仍有困難，認為被告雖未達心神喪失程度，但

以被告有因疾病不能到停審判，依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2項裁定停止審判106。

若依此見解或許屬於較符合「精神耗弱」之情況，然此仍可以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2項因疾病不能到庭作為停止審判的理由，然是否大多數構成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 項之因素，皆可涵蓋於第 294條 2項之中，作為停止審判之理由呢？以

失智症、中風皆可認定為疾病，那第 1項與第 2項的適用差異又為何？亦值得探

討，然有學者指出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 2項的「疾病」，必須是排除第 1項非引

起心神喪失者，才可適用，雖疾病總類並無限制，但須其疾病足以使被告不能到

庭，如所患疾病不妨害被告行動，不必停止審判107。解釋上以第 1項係屬「心理」

原因不能到庭為主，第 2項則是以「身體」因素為主，但在實務所做成的裁定有

時可能混用而無做明確引用區分。 

因此，縱使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項至今仍未修正，但實務上顯然不應繼

續適用傳統心神喪失的概念及上述最高法院的老舊判例，而應另由實質層面判斷

被告的心智狀態，以被告能否實質理解程序意義、行使防禦權作為判斷標準。故

有關就審能力的議題與憲法上一些原理原則保障如正法當律程序、公平審判原則

等相關，所以或許從憲法的角度探討就審能力的內涵，來作為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項應如何修正的參考，會較符合程序法上的適用，並提供一個更完善權利

保障的方向。 

 

第四節 就審能力之憲法原理原則與基礎 

事實上單就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項條文以觀：「被告心神喪失者，

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意味者被告心神回復後，法院負有義務繼續審判，

                                                      
105

 參考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7 年度上重訴字第 17 號陳培元縱火殺人案中，即有這類似情形

發生。盧映潔，罹患精神疾患病之罪犯嫌疑人於司法程序中之困境-以高雄市洗衣店縱火四死案

被告 C為例，全國律師，第 15 卷第 5 期，2011 年 5月，頁 14-20。 
106

 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上更(二)字第 485 號刑事裁定。 
107

 張麗卿，刑事訴訟法理論與應用，五南，2018年 9月，七版，頁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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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從我國被告「就審能力」的概念目的來看，或許目的係在於如何讓審判程序

順利的進行，而不是以保障被告的權益為主。這也往往是我國在庭審階段很少適

用本條使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的情況而停審的原因，畢竟比起重視被告是

否公平受審，法院似乎更重視能否順利且按時的結案。所以若要重新加強對於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被告就審能力的保障，應重新審視以「保障被告權益」為

出發點，從憲法的權利保障內涵尋求解方，雖然我國憲法與大法官解釋皆尚未就

被告就審能力問題提出相關釋憲內容，不過刑事被告程序上的權利，實際上多源

自憲法上之基本權，所以憲法與刑事訴訟法的關係密不可分，近年來最高法院更

多以釋字的方式將違法的部分以「憲法」層次宣告違憲，使「刑事訴訟憲法化」

的現象更為普遍。而被告的就審能力問題，應從相關的憲法權利來了解其立論基

礎，我國的憲法條文對於被告的刑事訴訟相關的基本權利並不是太明確，和刑事

訴訟較有關聯的條文大致可從憲法第 8條與人身自由相關的「非由法院依法定程

序不得審問或處罰」和第 16條與訴訟權相關的「人民有訴訟之權」這兩條觀察，

而條文背後相關的法理基礎以及有關被告憲法上權利的實際內涵，則大多有賴於

大法官作成相關的釋字來補充解釋。 

而有關被告就審能力相關的憲法上基本權利內容，依據美國法上聯邦最高法

院做出來的相關判決內容可以知道，大致上的方向從「正當法律程序」以及「公

平審判原則」出發。最早可追溯自 1791年第 5次修訂的美國憲法認為：「在所有

刑事訴訟案件中，被告人應有權享有由犯罪發生地所在州或地區的公正陪審團進

行的迅速公開的審判權利，犯罪地的法院應事先按照法律規定通知被告人其遭受

指控的罪名和原因；為了獲取有利被告人的證據，在其面對敵性證人時，可以使

用強制程序，並且在審判攻防辯護時，可以得到律師的辯護協助。」此可被視為

被告的就審能力系基於正當法律程序及公平審判原則的基礎。 

所以或許我們可以從外國立法上對於就審能力的憲法保障依據來重新審視

我國對於被告的就審能力保障的目的內涵，以相關內容作為借鏡，從我國憲法角

度來重新定義被告就審能力的保障，而不再僅是從以法院的角度出發，以法庭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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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為主要做為停審與否的依據。以下將從正當法律程序以及公平審判原則作為探

討精神障礙被告就審能力的權利保障。 

 

第一項 正當法律程序 

第一款 美國法 

1966 年的 Pate v. Robinson 案108，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提及：「審判無就

審能力的被告，並將其定罪，有違正當法律程序。」，這是第一次將憲法上的概

念套入至被告的就審能力上，該判決也提及：「被告並沒有放棄無能力辯護的抗

辯權。」，因為以被告的心智狀況，其無接受審判的能力，自然亦無放棄辯護的

能力。 

在 Pate v. Robinson 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正式的宣示：「一、將沒有足

夠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的被告定罪，侵害了憲法第 14 條增修條文所保障被告

享有正當法律程序的權利。二、如果相關的證據對被告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

受司法審判這個爭議有所疑慮時，法院就應開庭檢視被告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

接受司法審判，若法院疏於調查被告接受審判的能力，即係屬於剝奪被告接受公

平審判的憲法權利。」 

如被告雖已在庭，但無進行訴訟行為並與律師溝通諮詢之能力，則憲法所賦

予被告在庭的訴訟權利都將流於空談，在被告沒有意識到自己遭政府如何對待之

情況下將其定罪科刑，將對社會正義造成傷害，造成的苦難比刑事定罪更為嚴重

109。該判決理由雖訴諸正當程序條款，但其實質上之根據應主要是對被告對質詰

問權的要求110。 

在美國的實務判決上，有關「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的概念可以區分

為「程序正當」111（procedural due process）與「實質正當」112（substantive due process）

                                                      
108

 Pate v. Robinson, 383 U.S. 375(1966). 
109

 The Harvard Law Review Association, In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81 Harv. L. Rev. 454, Harvard 

Law Review, (December, 1967). 
110

 Charles H. Whitebread and Christopher Slobogin, Criminal Procedure : An Analysis of Cases and 

Concepts, Fourth Edition, at 832, (2000). 
111

 程序正當，是指政府或國家在剝奪或限制人民的生命、身體、自由及財產之相關權利前必須

遵循的程序，要遵循如何的程序才屬正當的問題。而要如何認定界定系爭的權利是否和限制人民

的生命、身體、自由及財產相關，則有賴於美國法院所發展出的 「二元或二階分析法」（bifur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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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部分。就有關就審能力問題大多集中在程序正當上，而程序正當的核心體現

在事前的告知義務（notice）以及聽證（hearing）的舉行上，有關「程序上的正

當程序」的判斷標準，不外乎為以下十大判斷基準113： 

（1）公正的法庭；（2）預先告知擬採取的行動及理由；（3）提供反駁擬議

行動之機會；（4）提出聲明證據的權利，包括傳訊證人的權利；（5）獲悉不利於

己的證據之權利；（6）詰問對造證人之權利；（7）完全依所呈現的據證據作成決

定、裁決；（8）選任辯護人之權利；（9）法庭應就提出之證據作成筆錄；（10）

法庭應以書面載明事實的認定及裁決的理由。 

第二款 我國法 

許多大陸法系的國家，並沒有類似於美國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的條款規定，

我國亦然，所以在這類情況下，究竟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相關憲法上根據和概念

為何？依學說見解有兩種主要的模式，其一是從憲法的整體推演出一般正當法律

程序要求；其二則是從基本權的角度出發，尋找其附隨的程序保障理論，推演出

個別基本權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114。 

首先可以從憲法第 8條針對人身自由的法定程序作為其中一個依據，有關憲

法第 8條人身自由的保障，若與刑事訴訟法第 1條、憲法第 9條、司法院大法官

釋字第 166號與第 251號解釋「按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

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

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來作一個整體的觀察可以得出：「有關『人身自由』的

                                                                                                                                                        
analysis, two-tier analysis, or two-stage analysis），亦即需先界定系爭利益是否為生命、身體、自由

或財產，如屬肯定，則再繼續判斷用以剝奪或限制該等權益之程序是否充分正當。大致上而言，

而其中最主要的核心概念在於，對於相關的侵害至少應在事前告知、通知（notice）相對人，並

依據案件的性質給予其適當的聽證（hearing）機會，且聽證應在侵害生效前舉行，以便能即時的

阻止侵害的發生。陳怡如，司法院大法官正當法律程序原則違憲審查標準之探究，弘光人文社會

學報，第 6期，頁 181。 
112

 實質正當，是指法院應如何確保法律規定的內容合乎基本公平的問題，政府是否有充分且適

當的理由（an adequate reason）來剝奪人民的生命，身體、自由及財產，使法院得以審查相關之

法律內容，以避免造成法律成為傷害人民的工具。而其中包括法律需為達成合法目的的合理手段

（手段與目的間須有合理關聯），且須為對人民權利限制、侵害最小者，此外，亦要求法律規定

需明確，才能使人民知所措手足。湯德宗，行政程序法論，元照， 2005年 2 月，二版 2刷，頁

203-204。 
113

 湯德宗，行政程序法論，元照， 2005 年 2月，二版 2 刷，頁 199-200。 
114

 葉俊榮，環境行政的正當法律程序，國立臺灣大學法學叢書(七六)，1997年，頁 55-60。廖元

豪，行政程序的憲法化-論行政處分之正當程序，世新大學學報，第 9期，1999年10月，頁 23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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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或剝奪，必須經過法定程序，方得為之。」，而此規定與美國憲法上正當法

律程序在人身自由方面所需的要求吻合115，所以大部分的學者認為憲法第 8條第

1項提及的「法定程序」，即係指英美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116，並可認該條

項規定為憲法之基本價值，依個案「類推適用」於憲法所保障之其他權利117。而

司法院大法官作成的第 384號解釋，有關檢肅流氓條例中的諸多規定是否牴觸憲

法第 8條「人身自由」的保障權利問題中，解釋文首次使用了「內容須實質正當」

之用語，來闡釋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的概念118。 

另外從憲法第 16 條有關人民訴訟權保障的條款來看，可作為正當法律程序

的另一個依據。除了請願權與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較無直接的相關外，訴願與訴

訟權皆蘊含著正當法律程序的意味，甚至認為憲法上訴訟權保障的規定，是作為

我國行政權行使，應依正當法律程序為之的重要規範基礎119。從司法院大法官釋

字第 418 號解釋指出：「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

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公平審判之權利」，所以只要給予當事人申辯及提出證據的

機會，即可以認定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的規定，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

權之意旨上無牴觸。 

另外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2 號解釋對於共同被告不利己的陳述，得否作為

其他共同被告罪證之爭議時，即開宗明義的表示，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之訴訟

                                                      
115

 葉俊榮，環境行政的正當法律程序，國立臺灣大學法學叢書(七六)，1997年，頁 56。 
116

 林明鏘，人身自由予羈押權，憲政時代，第 21卷第 2 期，1995 年 10 月，頁 9。翁岳生，大

法官關於人身自由之保障的解釋，警大法學論集，1996年 3月，頁 8。葉俊榮，環境行政的正當

法律程序，國立臺灣大學法學叢書(七六)，1997年，頁 56。湯德宗，行政程序法論，元照， 2005

年 2月，二版 2 刷，頁 173。 
117

 湯德宗，行政程序法論，元照， 2005 年 2月，二版 2 刷，頁 198。 
118

 釋字第384號之解釋文與理由書提及了幾項重要原則，大致上可以拆成三個部分觀之。首先，

人身自由之保障超越一般法律保留的程度，為「憲法保留」的層次，且此種保障不問是否具有刑

事被告之身分均應享有之。其次，憲法第8條第1項之「法定程序」，非僅指該程序須以法律之形

式規定，還須是內容實質正當之法律規定，而此一要求對實體法及程序法都有適用。而有關實體

法與程序法的內涵，其中實體法的部分，舉以罪刑法定主義為例，必須遵守之；而程序法的部分，

則有除現行犯外對犯罪嫌疑人之逮捕應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犯罪事

實應依證據認定、同一行為不得重覆處罰、當事人有與證人對質或詰問證人之權利、審判與檢察

之分離、審判過程以公開為原則及對裁判不服提供審級救濟等。除依法宣告戒嚴或國家、人民處

於緊急危難之狀態，容許其有必要之例外情形外，各種法律之規定，倘與上述各項原則悖離，即

應認為有違憲法上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自版，2004年6月，第3版，

頁194。 
119

 葉俊榮，環境行政的正當法律程序，國立臺灣大學法學叢書(七六)，1997年，頁 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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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而刑事被告詰

問證人之權利，即屬該等權利之一，且屬憲法第 8條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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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文獻指出，「訴訟

權」的內涵是「正當法律程序」，即以必須確保人民有「提起訴訟」與「受公平

審判」的權利，具體而言，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乃是「給予當事人申辯及提出證

據之機會」120。 

不過雖然大法官在人身自由受限制的解釋中一再引用「正當法律程序」的概

念，但何謂正當法律程序，並未於解釋文中明確闡明，甚至於不同解釋中，出現

許多歧異的見解。大法官只能不斷在許多釋字解釋中闡述「相關程序規範是否正

當、合理，除考量憲法有無特別規定及所涉基本權之種類外，尚須視案件涉及之

事物領域、侵害基本權之強度與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有無替代程序及各

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合判斷而為認定。」121，所以就有文獻指出我國憲

法規定方式與美國聯邦憲法的差異，在不同憲法規定的情況援引同一「正當法律

程序」概念並不妥適，且在我國以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的規定即已足夠，而

「正當法律程序」概念抽象，以「法官保留」制度的運作更能保障人身自由，在

司法程序的憲法要求方面，我國憲法既已有第16條訴訟權保障的規定，據此發展

出「有效權利保障」的憲法程序要求，更為明確，對於作成司法裁判時應遵守的

程序要求，立法者在司法權的有效行使與基本權利的維護之間，自應享有一定的

衡酌空間，但為重視人性尊嚴而提出的「資訊請求權」、採取立場之權與意見受

適當考量之權共同構成的「聽證權」，則屬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122。 

所以雖然何謂正當法律程序，事實上並無一定答案，正當法律程序的具體內

容為何，是隨著個案之情況不同而有所浮動的123。所以既然「不同」的個案有「不

                                                      
120

 廖元豪，行政程序的憲法化-論行政處分之正當程序，世新大學學報，第 9 期，1999年 10 月，

頁 237。劉嘉雯，行政處分正當法律程序之研究-美國法制對我國的啟示，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

系碩士論文，2005 年 2 月，頁 13-14。 
121

 參考大法官釋字第 639號、第 690 號、第 709號等解釋理由書。 
122

 陳愛娥，正當法律程序與人權保障－以我國法為中心，憲政時代，29卷 3 期，2004年 1月，

頁 385。 
123

 大法官許志雄在釋字第 763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提到：「大法官除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適用於人

身自由、刑事程序及訴訟權領域外，亦擴及於其他自由權利與行政程序領域。從有關解釋可以看

出，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不以『程序正當』為限，尚包括『實體正當』。惟『實體正當法律

程序』要求法律之實體或內容須正當，如果運用浮濫，恐釋憲者會根據主觀認定之正當或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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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正當法律程序，那麼在面對不同個案欲探討其「應有」的「正當法律程序」

前，若能先探究出「正當法律程序」存在的目的或功能，依此目的或功能檢視各

別個案之程序是否達到「正當法律程序」之目的或功能，也不失為一種檢視之方

向，故本文並不贊同前述學者所提出並無引進「實質正當法律程序」的必要，反

而認為，雖然我國已有相關「比例原則」、「法律明確原則」概念，但與「實質

正當法律程序」的概念仍有差異，僅能說他們的內涵相近，但從美國最高法院判

決中對於實質正當法律程序的內涵觀之，亦非不得作為相關的參考使用。而在「程

序上正當法律程序」概念上，我國憲法雖然並沒有其他功能相近的明文規範，他

與「法官保留原則」、「有效之權利保護」雖是司法經驗的多元動態累積而成，

且其實相關詞彙對社會大眾並不陌生，於法律用語上也行之有年，所以繼續引用

於我國仍有其意義存在，又或者雖在用語上不使用「正當法律程序」，一樣可以

從其他途徑導出各類程序保障機制，如訴訟權之「權利有效保護」、「基本權程

序保障功能」等，但仍未能如「正當法律程序」一般，揭示出一般性的憲法原理：

「凡是限制或影響人民權利之國家行為，均應踐行一定之正當程序。」，故而所

謂「人性尊嚴」、「訴訟權當然保護」與「正當法律程序」並不互斥，不應做為

排斥「正當法律程序」概念之理由124。所以從源頭上來講，正當法律程序的概念

來自於英美法，若欲探求正當法律存在的目的好以搭配我國已有之相關概念，例

如比例原則等一起使用，那勢必仍要參考英美法中有關正當法律程序存在的目的

或功能，所以仍有探討英美法上判例、判決的必要125。 

而有關「資訊請求權」、「聽證權」概念，是作為聽取意見上的最低程度保

障要求，不論何見解皆認為此係重要的權利保障內涵，縱使並無正當法律程序概

念，也需保障權益受侵害者此權利，此權益亦與本文欲探討的就審能力相關，參

酌過去就審能力的歷史，因為不得缺席審判，故亦保障「身在心不在」之心智缺

陷之人的受審判權，與聽證概念亦有吻合，若聽證權為最低程度的程序保障要求，

                                                                                                                                                        
判定法律合憲或違憲，而流於司法之恣意或跋扈。所幸大法官相當節制，迄今為止之解釋，適用

『實體正當法律程序』者極少。」； 
124

 廖元豪，美國憲法釋義學對我國憲法解釋之影響 正當程序、政治問題與方法論之比較，憲政

時代，30卷 1期，2004年 7 月，頁 12-13。 
125

 孟玉梅，從正當法律程序看我國性犯罪刑後強制治療之宣告，國立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論文，2016年 8月，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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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對於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無法表述而聽取其相關意見，即屬於明

顯有違程序正義的事情，故若對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無就審能力之人並

不給予適當協助保障，而仍繼續審判，並不符合相關的程序正義，而有違憲之虞。 

再來是對質詰問權的保障，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82號解釋提到：「憲法

第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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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條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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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論從憲法第16條或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82號解釋來看，讓刑事被告享有充分之防禦權，保障其「提

起訴訟」與「受公平審判」的權利，而最低限度的保障即是「給予當事人申辯及

提出證據之機會」。所以面對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無就審能力的被告，若

仍繼續審判而不給予或其不能申辯及提出證據，即有違正當法律程序的保障，而

有違憲之虞。 

 

第二項 公平審判原則 

第一款 美國法 

依據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6條的規定：「在所有刑事案中，被告人應有

權提出下列要求：要求由罪案發生地之州及區的公正的陪審團予以迅速及公開之

審判，並由法律確定其應屬何區；要求獲悉被控的罪名和理由；要求與原告的證

人對質；要求以強制手段促使對被告有利的證人出庭作證；並要求由律師協助辯

護。」，由條文內容可以得知，在刑事訴訟法當中，被告享有以下之權利：迅速

及公開審判的權利、受公正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受告知控訴罪名理由的權利、對

質詰問權、強制取證權以及受律師協助權。 

從條文的文字上來看，雖然公正的字詞僅出現在「陪審團審判」之前，但是

其他相關的權利在審判中仍應公平的對待，不過到底何謂「公平」，並不是一個

很容易解答的問題，而問題始終在於「公正審判」的定義到底為何，雖然一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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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評論家們常以「接受陪審團的審判」視為英美司法公平正義的堡壘，來作為支

撐相關判決理由的基礎，但是很少有關於此一名詞上的明確特定的概念與實質的

權利內涵來定義之126。 

一般而言，公平審判的目的理念在於保障避免人民的基本權利如生命、自由

等被政府恣意地未經正當法律程序剝奪，消除政府與人民間進行刑事訴訟時本身

與來固有的不平等態勢，因為政府握有極大的權力、豐富的資源可以監控個人的

一舉一動，且僅有政府有權起訴並處罰人民，而為了使人民和政府可以勢均力敵，

在這樣的制度下，提升對被告的權利保障，讓被告的權益不容輕易的破壞和侵犯，

並且在政府若有不法侵害被告權利時，將有可能導致被告無罪的結果，即以無罪

推定原則作為對抗性的要件127。所以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應解釋為在被告冒著

被剝奪自由的危險情況下，對真實、真理發現過程的一種保障128。來避免政府不

擇手段的想要發現真相的情況下侵害了人民的權益，那麼該真相究竟是否為真將

因手段的不正當而汙染其真實性，更甚者將無益於對於真相的發現。 

第二款 我國法 

憲法公平審判原則的實踐，多與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保障有關，大法官在相

關的解釋文中，一再強調公平審判原則的重要性，例如：「確保人民有．．．．．．

受公平審判之權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256號、395 號解釋參照）、「就刑

事審判上之被告而言，．．．．．．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第 396號、第 482號、第 582號、第 654號解釋參照）、「確保人民．．．．．．

受公平審判」（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33號解釋參照）、「確保人民得受公平之

審判」（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65 號解釋參照）、「確保人民有．．．．．．受

公平審判之權利」（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12號、第 762 號、789號解釋參照）、

「人民有請求法院依正當程序公平審判」（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36號、第 742

                                                      
126

 David J. Bodenhamer 著，楊明成、賴靜譯，公正的審判：美國歷史上刑事被告的權利（Fair Trial: 

Rights of the Accused in American History），牛津大學授權出版，商務印書館出版，北京，2009

年 11 月，頁 114-115。 
127

 David J. Bodenhamer 著，楊明成、賴靜譯，公正的審判：美國歷史上刑事被告的權利（Fair Trial: 

Rights of the Accused in American History），牛津大學授權出版，商務印書館出版，北京，2009

年 11 月，頁 4-6。 
128

 Danny J. Boggs,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Vol., Article 2 , at 

23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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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752號、761 號、774號、784 號、785號解釋參照）。不過從歷年來大法官

解釋的脈絡來看，有關公平審判原則的概念常常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內容相互

重疊，兩者的關係密不可分。 

依憲法第 8 條以及憲法第 16 條有關保障人身自由與訴訟權，刑事訴訟法中

的被告應享有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受法院公平審判的權利，在訴訟上尤應保障

被告享有充分的防禦權，因此可以從憲法第 16 條推導出公平審判原則的概念，

而其相關具體內容包含「直接審理、言詞辯論、對審及辯護制度、給予被告最後

陳述機會」129。而人民在權利受侵害時，依法享有向法院提起「適時審判之請求

權，且包含聽審、公正程序、公開審判請求權及程序上之平等權」130，此皆和「公

平審判原則」的具體內容有關，而其中有關對證人之對質詰問的權利以及辯護權

為公平審判原則在刑事訴訟法上的核心概念，亦為最重要的一環。 

從對質詰問權的保障來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82號解釋理由書指出：「憲

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就刑事審判上之被告而言，應使其在對審制度下，

依當事人對等原則，享有充分之防禦權，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刑事被告對證人

有詰問之權，即屬該等權利之一」，由此條可以推導出憲法第16條與「公平審判

原則」的關係，所以在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被告無就審能力情況下，被告

往往無法理解審判的意義，有時更甚無法正常問答，在這種情況下恐怕將剝奪刑

事被告對於其不利證人的對質詰問權，所以有關對被告的證人供述證據的對質詰

問權保障，是刑事訴訟法上被告防禦權的重要議題，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的被告，在法庭上屬於較為弱勢者，若因此而仍未給予其有效的對質詰問，並不

符合公平正義的概念，而有違憲法公平審判原則保護的理念。 

再者有關辯護權的概念保障，當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被告並不能實質

有效的與其辯護人做溝通，那麼將有違「實質有效辯護」131的保障概念，實質有

效辯護是否被侵害，實務及學說皆認為須視該行為是否具備「行為瑕疵」，也就

                                                      
129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96號解釋。 
130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82號解釋。 
131

 實質有效辯護的法理概念來自於憲法第 16條，強調「強而有力」與「確實有效」的辯護。目

的在於平衡國家與被告實力差距，因此律師不可以僅是形式上到場，而是要為當事人盡心盡力提

供強而有效的辯護。但應注意實務上並非無時無刻皆有此法理的適用，必須是在程序中對被告權

利具有實質上影響時，方有此法理的適用，例如：證據調查、言詞辯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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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該瑕疵之程度已嚴重到使辯護制度未發揮其應有之功能，綜合一切的情況判斷

之，而除行為瑕疵外，尚應檢討有無「結果不利」的情況發生，例如辯護人的瑕

疵行為導致被告防禦上不利之結果，致審判不公平且結果不可信等情況，此要件

設計的理由在於憲法上受律師協助權的目的在保障被告得到必要協助，以正當化

訴訟結果的可能性。雖然在探討實質有效辯護的情況大多是在探討辯護人是否有

相關的辯論瑕疵，然除了辯護人瑕疵外，應用在對於被告若處於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的情況，並無法與辯護人有良善的溝通，那麼將仍會對被告實質利益有

所侵害，而導致被告防禦不利，進而使審判不公平、結果不可信，而亦有違公平

審判原則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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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就審能力的認定、調查與處置 

第一節 就審能力準則之建立 

第一項 美國法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60年的Dusky v. United States案件132中，第一次確認

了「就審能力」這個概念（competence to stand trial），該案件的內容認為，在刑

事審判開始之前，法院都必須要先衡量被告究竟有沒有接受審判的能力；若沒有

接受審判的能力那麼審判就應該暫停，這時被告就應被立即強制住院或另入相關

處所接受治療。 

而聯邦最高法院並在該判決中提出二階段的審查標準：若被告（1）具備足

夠的理性理解能力與律師諮詢；（2）理性並已事實上了解其罪名及刑事程序的內

容，即屬具有受審能力。若被告因精神障礙導致其理解能力出現疑慮，而法院卻

未依法進行審查或相關鑑定的話，將會侵害被告的正當法律程序的權利。其後，

聯邦最高法院在1972年的Drope v. Missouri案件133中，更進一步地提出了第三項

的審查標準：「被告必須有能力協助律師進行辯護。」，聯邦最高法院雖然從未指

明法院在個案審查時必須考量的具體證據為何，僅授權各州自行制定規範，但目

前美國各州大多採取Dusky與Drope二案建構的三重審查標準，在審判開始前先

確認被告是否有接受審判能力。 

第一款 Dusky v. United States 案 

被告 Milton R. Dusky於 1958 年 8月 15日因涉嫌非法販運一名遭綁架之少

女而遭到起訴。由於被告過去有常年的精神病史，其辯護律師於一審的審判中主

張被告沒有接受審判的能力，法院於是將被告送往醫學中心進行為期 4個月的觀

察、鑑定及治療。該中心的專科醫師於同年 9月 17日至 9月 24日進行相關的鑑

定，並在 10 月 30 日做出診斷結果，診斷的內容表示：「被告具有思覺失調的症

狀，病患的類型是屬於慢性且無明顯病徵的，並時常伴有視幻覺、情緒緊張、失

眠、情感混亂、心理矛盾、病態性專注、不適應與無價值感，且具有長期酗酒及

                                                      
132

 Dusky v. United States, 362, U.S. 402 (1960). 
133

 Drope v. Missouri, 420 U.S. 162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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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行為等相關症狀。．．．不過患者能辨別時間及地點，也能辨識其他人。．．．」。 

該報告的附件另外還記載著醫療團隊的意見：「患者目前對於自己被起訴所

要進行的訴訟程序，並無法了解該訴訟程序的本質內涵，且有關其他訴訟策略上

的攻防也無法有效的協助辯護人進行之。又患者如果中斷目前所接受的相關鎮定

類藥物治療，有極大的可能會導致其病情急速惡化，所以建議將患者的住院時間

延長為 60日，之後患者才有被認定為具備接受審判能力的可能性。」 

法院在相關鑑定報告後便應允之，後於 1959年 1月 20日，醫學中心再度提

出被告的精神評估報告，其內文指出，被告的情況雖然有所好轉，但因為思覺失

調症的影響仍猶存，導致被告仍然沒辦法理解訴訟程序的意義，也不能妥當的協

助辯護律師進行訴訟攻防。 

之後法院就被告是否具備接受審的能力相關的議題舉行聽證會，聽證會上唯

一的證人是實際未進行鑑定之醫學中心主任，他在聽證會上證述的內容與評估報

告所載之內容大致相同，並且更進一步解釋相關問題：「被告能了解被訴的罪名，

並且知曉他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需要面臨法官與陪審團的審視，亦明白若在定罪後

需要受刑事的處罰。但是就實質辯護而言，被告雖然知道辯護人是什麼，而且也

了解辯護人的職責是保護自己在訴訟上相關的權利，但是被告似乎無法用適當的

方式來解釋整起事件所蘊含的意義，導致他不能完整且確實地闡述案情的經過，

亦由於被告無法分辨現實與幻想的區別，幻想包含因其身患精神疾病而引發的懷

疑，以及思考上之混亂。被告或許有能力回憶並告知辯護人過往發生與案件相關

的資訊，但因他是於受精神疾病症狀影響下所為的思索與解釋，所闡述的內容極

有可能是純為虛構的。」 

然而一審法官在聽證會結束後，最後裁定被告是有就審能力的，理由在於被

告能辨識相關的人、事、時、地、物，而依本案所能顯現的有限證據，應認被告

可以提供辯護人做相關的訴訟攻防上的協助。最後被告經審判後遭到判決有罪。 

爾後被告提起上訴，聯邦第八巡迴上訴法院仍然維持被告具有就審能力之見

解。然而再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時，聯邦最高法院全體一致認為綜觀全部的法庭

紀錄，一審法院就被告就審能力所做的認定，其依據的事證基礎皆有所不足，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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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參酌更多相關的訊息再下判定，並對於一審法院對於被告是否有就審能力所闡

述的理由予以否認。 

最後聯邦最高法院指出，一審法院僅以「被告能知悉人、事、時、地，並對

於案情具某種程度的記憶力」之相關論述，來作為判定被告就審能力的標準，實

際上遠遠不足。就審能力的判斷標準，應該要如同聯邦檢察總長所建議，以「被

告目前理性面上是否具備足夠且合理的理解力，而能以理解力與辯護人就被起訴

的事件進行商議和訴訟攻防；且針對不利於己的訴訟程序，被告是否就此能有理

性面及事實面之理解提起抗辯」為準，此即為 Dusky 準則產生的脈絡，且成為

之後法院用來認定被告是否有接受審判能力的標準。 

Dusky準則所揭示之意旨在於： 

一、創造判斷被告是否有就審能力之雙重的檢驗標準（two prongs），亦即被告於

整個訴訟程序需要同時具備「了解訴訟程序意義的能力」及「與辯護律師商

議辯護策略的能力」。134
 

二、闡明解釋被告的就審能力是指被告「現在」能否接受審判的能力，與「行為

時」的責任能力不同，須分別判斷之。 

三、重點在於被告的「能力」（capacity）而非他的「意願」（willingness）。 

四、而所謂「合理的理解力」，並非是指被告須具備高標準且完美的理解程度，

而是需要綜合考量實際上個案的案情、證據及法律上爭點的複雜程度、訴訟

程序所需的時間、可能提出的動議及與辯護律師的溝通能力等情形，始得認

定之。135
 

五、被告所理解的內容必須同時包含「理性面」及「事實面」。 

（一）就理性面的理解而言，被告理智與理解上需明白自己是身處國家的訴訟程

序中，因為對於有缺陷的被告往往會會因扭曲或錯誤的思維方式與精神影

響而減損了對於事實面的理解136。例如因為思覺失調而產生妄想的症狀，

                                                      
134

 Gary B. Melton, John Petrila, Norman G. Poythress, and Christopher Slobogin,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s for the Courts, at 127. (Guilford Press, 3
rd

 ed. 2007). 
135

 Gary B. Melton, John Petrila, Norman G. Poythress, and Christopher Slobogin,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s for the Courts, at 752-753, n.15. (Guilford Press, 3
rd

 ed. 2007). 
136

 E.g., Elizabeth S. Scott and Thomas Grisso, Developmental Incompetence, Due Process, and 

Juvenile Justice Policy, 83 N.C.L. Rev. at 818.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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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整個訴訟過程是屬於一種末日審判，都是要謀害自己的，當被告的想

法與事實有所不同時，這時「理性」成為是否接近「事實」的主要關鍵。

但是到底何謂「理性」？聯邦政府並沒有更進一步的作出解釋。 

（二）而就事實面來說，被告必須有足夠的能力了解自己被控訴的罪名、可能遭

受的刑罰、審判程序的相關流程，並能釐清和了解審判程序中主要參與者

（法官、檢察官、律師）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為何，以及被告於訴訟程序

中所得享有的一切權利，例如必要時得行使緘默權，但是到底被告是「無

知」還是「無能力」，則必須先排除被告是因為知識不足而影響被告提供

訊息，例如透過相關教學方式給予知識的補強137。 

六、如何認定被告是否有協助辯護人為訴訟攻防的能力，應就以下三方面為認定

138： 

（一）被告有充分的能力接收與案情相關的資訊和與辯護人交流訊息，並以之和

辯護人進行溝通、協助辯護人進行訴訟上攻防的能力。因為被告的精神缺

陷會干擾他的認識能力，進而削弱被告對相關指令或提供重要訊息的這種

能力，例如對犯罪事件的連貫性描述。 

（二）被告對辯護人所代表的訴訟上功能及角色具有理性面上的理解與看法，而

沒有存在任何可能損害或破壞與辯護人合作的觀念或態度。 

（三）被告必須具備能就辯護以及其他憲法上權利做出是否認罪或放棄的決斷能

力。這些決策不僅涉及對事實的充分理性的理解力，且還包括在決策過程

中考慮相關替代方案與做出選擇的能力。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開創了這個新的見解，看似是一個深具意義的里程碑，但

是否對於被告就有足夠的訴訟程序上保障，仍然有所疑義，而且準則的本身建構

也並不完善明確，仍存有許多空白，聯邦最高法院事實上僅用短短一頁半的一致

意見提出了這個意見內容，對於整個立論依據並不明確，仍尚待後續加以闡釋說

明。標準建立也不夠明確，雖然 Dusky 準則看似替要如何判斷被告是否具備接

                                                      
137

 E.g., Elizabeth S. Scott and Thomas Grisso, Developmental Incompetence, Due Process, and 

Juvenile Justice Policy, 83 N.C.L. Rev. at 817-818. (2005). 
138

 E.g., Elizabeth S. Scott and Thomas Grisso, Developmental Incompetence, Due Process, and 

Juvenile Justice Policy, 83 N.C.L. Rev. at 81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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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審判的能力點出一個大致的大方向，但是卻沒有提供更深入可以作為實際判斷

的內容，文字可謂籠統且模稜兩可，缺乏具體明確的深入細節，且不論從法學或

醫學角度看都讓人困惑，而他雖然看似把「理性面」與「事實面」切割討論，卻

沒有詳敘兩者間的關係139，且對兩者的內容與內涵究竟為何，亦未闡明清楚，以

及「如何的程度」才會被認定為沒有接受審判的能力，也沒有提供更深入的認定

方法與論述140。 

由於標準過於的不明確，更有可能造成法院、檢察官、辯護人及精神醫學鑑

定專家等人，對於個案到底有沒有接受審判的能力有更大、更多的解釋空間，造

成各方的意見產生截然不同的歧異。而法院握有最終的決定權，但如何判斷多仰

賴精神鑑定報告，由於該標準過於廣泛、開放、模糊，讓精神鑑定亦有不同的解

釋空間與判斷依據，這將會使被告權益因不同鑑定專家的鑑定受到不同的影響，

所以究竟要從何種角度出發看待被告是否有接受審判的能力，以及標準的建立要

從何者出發至關重要，往往標準建立從法院出發，與實務上精神鑑定方式有所落

差，進而造成法學與醫學的斷軌，所以要如何從新接軌或者說對話合作，至關重

要。141
 

而且亦有批評認為，Dusky準則未能與訴訟上其他各種不同的能力做區別，

且他無法提供法院辨別不同事件造成的不同能力結果，僅判斷能力的「有無」，

過於強硬且絕對，而且放棄訴訟上權利的能力與是否與接受審判的能力關聯性為

何亦有疑慮142。 

在 Dusky 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明示的「理性」此一要素，即所謂被

告須能理性理解訴於程序的意義，與辯護人溝通亦應具備合理程度的理性理解能

力，最高法院否決了一審法院纯採用「事實面」的因素做為被告是否有接受審判

                                                      
139

 Sara Longtain, The Twilight of Competency and Mental llness：A Conciliatory Conception of 

Competency and Insanity, 43 Hous. L. Rev., at 1573-1574.（2007）. 
140

 S. Jan Brakel, 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Rationalism, “Contextualism,” and Other Modest 

Theories, 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 Vol. 21, Issue 3, at 285-286. (2003). 
141

 Bruce J. Winick, Reforming In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and Plead Guilty：A Restated Proposal 

and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Bonnie, 85 J. Crim. L.＆Criminology, at 619-621.（1995）. 
142

 Sara Longtain, The Twilight of Competency and Mental llness：A Conciliatory Conception of 

Competency and Insanity, 43 Hous. L. Rev., at 1575-157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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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作為判斷標準的見解。所以如果被告的理性理解力僅表現在事實面上，那

麼這時候就不應該認定被告具有接受審判的能力。 

所以在 Dusky 準則建立的翌年，聯邦西密蘇里地方法院在審理 Wieter v. 

Settle 案143時，便於判決中列舉如何認定被告是否具備接受審判的能力的 8 項要

素，藉此試圖填補 Dusky準則所不足的空缺： 

一、被告具有辨別時間、地點、事物的心理能力。 

二、被告瞭解自己於公正法庭內因某刑事罪名被起訴。 

三、被告明白於庭上的人為法官。 

四、被告知曉檢察官出庭的目的是要將自己定罪。 

五、被告知道瞭解律師的角色是為自己進行辯護。 

六、無論被告是否因精神異常而使心智能力遭到扭曲，都能盡力的將所知的案發

情形告知律師。 

七、明白陪審團將依據證據來認定自己是否有罪。 

八、被告具有足夠的記憶力來回憶案發當時的情形，並能用自己的方式敘述出

來。 

Wieter判決被其他的法院爭相引用，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在一些州甚至

幾乎採用上述的認定標準，但他如此的列舉方式恐怕會有掛一漏萬的可能。而他

僅看事實面而不看理性面的判準，完全性的忽略 Dusky 準則強調的「理性」的

理解能力，例如在第六點提到的「無論其是否因精神異常而使心智能力遭扭曲」，

但他忽視 Dusky 準則強調的理性理解力，仍然不減其在事實上的影響力，所以

放棄「理性」的要件亦不失為一個新的判斷被告是否有接受審判的能力可以思考

的方向144。 

到底何謂「理性」成為 Dusky 準則的攻防焦點，因為判斷的基準非常不明

確，所以與其試圖去理解何謂「理性」，有認為不如從舉出「不理性」案例角度

出發作窺探，可能更可以加以瞭解相關的內涵，例如有些州在認定判斷標準時，

                                                      
143

 Wieter v. Settle, 193 F.Supp. 318(W.D.Mo.1961). 
144

 S. Jan Brakel, 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Rationalism, “Contextualism,” and Other Modest 

Theories, 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 Vol. 21, Issue 3, at 288.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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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Dusky準則中「理性」要件隻字未提，反而強調 Dusky準則中未提及的「精

神疾患」以及「智能障礙」或其他的心智身體缺陷來做為假定沒有接受審判的能

力要件。而有些州更以「被告是否罹患某種精神疾病」的精神醫學要件完全取代

法律上的判準。例如在賓夕法尼亞州直接將「當被告患有精神疾患或有需要被安

置於精神病院」時，就認定他沒有接受審判的能力145。而美國聯邦法規第 185

章第 4241 條(a)款所規定有關訴訟能力的標準：「被告現因精神疾患或缺陷，使

其無法瞭解不利於己的訴訟程序的本質與可能的後果，或無法在訴訟防禦上適當

提供協助」，亦沒有提及 Dusky準則上的「理性」要件。而有些州則把更詳盡的

認定事實標準訂立在州法上，例如佛羅里達州法將鑑定人該如何作鑑定的相關準

則詳述訂立，使其在判斷被告是否有程序進行的能力時，需特別考量一些相關事

實並記錄於鑑定報告當中146。 

第二款 Drope v. Missouri 案 

1975 年 Drope v. Missouri 案，被告 Drope因與其他二人共同以暴力對自己的

妻子為強制性交行為，於 1969 年 2 月遭檢察官起訴。同年 3 月，被告的辯護人

提出了精神科醫師建議被告應接受治療的診斷證明書，向法院聲請停止訴訟程序

至同年 9月，令被告得於此期間可以接受更進一步的精神鑑定及相關治療，檢察

官於同日亦具狀陳稱表達不反對被告進行該精神鑑定的申請。然而法院卻未受理

該精神鑑定的聲請反而繼續訴訟程序的進行，爾後在審判過程中，被告的妻子到

庭並證稱被告有諸多奇怪的言行，而且亦認為被告應有接受精神治療之必要，並

表示不願再追究被告的法律責任，因被告於審判前的週日曾試圖要謀殺她。到了

第二個審判日開庭前，被告舉槍自殺未遂後送醫，法院認定被告自願放在殺在庭

權而仍繼續審判，其後陪審團認定被告有罪，最後被告遭處終身監禁。被告對此

聲請重新審判，並主張自己於審判中的缺席並非自願，惟被告的聲請仍遭原審法

官舉行聽證會後駁回，理由是依據目前的證據顯示，被告是由於對自己開槍的自

願行為而導致無法到庭，且無從反證該行為非出於被告的意願，州最高法院亦維

                                                      
145

 Mental Health Act of 1951, PA. STAT. ANN. Tit. 50, §§ 1222, 1227 (1954) (cited in Note, 

In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81 Harv. L. Rev. 454, at 459, n.31 (1967)) 
146

 黃祿芳，刑事被告之訴訟能力，國立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10年 6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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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相同的見解，並指出被告的辯護人並未於審判程序中質疑被告欠缺進行訴訟程

序的能力。 

被告嗣後聲請撤銷原判決，並指稱一審法院未於審判前允許被告進行精神鑑

定，且在被告未到庭的情形下仍續行審判並作成判決，無異是侵害被告憲法上的

相關權利。之此上開聲請舉行的聽證會中，被告聲請傳喚兩名精神科醫師上庭作

證，其中一名醫師證稱，被告於審判程序中為自殺之舉動，心理層面上極有可能

屬無法瞭解訴訟程序之意義；另一名醫師則表示，若發生如本案的被告對自己之

妻子為強制性交後，又於審判過程中發生自殺的情事，應有必要就其目前的精神

狀態送鑑定。但密蘇里州上訴法院認為，即便被告於審理時有自殺的事實發生，

但仍未引起對於被告欠缺接受審判能力的合理懷疑，所以最後仍駁回被告之聲

請。 

最後該案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就此做了闡釋，下級法院對被

告的辯護人對於被告是否有就審能力所提出的質疑必須納入審酌是否有就審能

力的考量當中，內容須包含，且應特別注意是否有以下的情形： 

一、有證據顯示被告於審判前即已被發現存在非理性的行為。 

二、被告於審判時出現非理性的行為。 

三、過去的醫學建議或評估報告可以推導出被告應無就審能力。 

本案因有下列相關的證據，已經足以判定被告是否具備就審能力有合理的懷

疑： 

一、被告的妻子證稱被告患有心理上的疾病。 

二、被告在審判程序進行的過程中有試圖自殺的行為。 

三、被告請其作證的兩名精神科醫師均證稱，被告於審判中有試圖自殺的行為，

應足以引起對於被告是否具就審能力有合理懷疑。 

四、被告的妻子屢屢在審判過程中對被告究竟是否提出告訴的態度遲疑，然而被

告仍試圖在訴訟程序進行時掐死自己的妻子，從常人角度看該舉止並非屬理

性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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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精神鑑定報告顯示，被告就事務已失去判断的能力，且無法依自己的意識

清楚的表達。 

對此，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密蘇里州上訴法院對於上開足以引起被告就審能力

懷疑的事證並沒有充分的審酌，尤其是身為被害人的被告妻子的證詞，且縱使被

告在審判程序的一開始具備就審能力，法院仍應隨時注意被告在訴訟進行中是否

有其他影響他接受審判能力的情事發生，進而導致被告的就審能力產生欠缺的情

況產生，所以一審法院在審判過程中應先停止審判，並就被告的情形為必要的精

神鑑定，但未為之，故將原判決撒銷發回更審。 

然而聯邦最高法院亦認為，對於被告進行就審能力的調查，並未要求須要有

一定的證據始得為之，所以從整個被告自身的情況觀察，若過去被告曾有荒謬的

行為、精神疾患的病史或家族史、訴訟審理過程中出現自殺、自殘行為、對辯護

人提出無理要求、不與辯護人就訴訟攻防進行合作或無故的拒絕辯護人的協助、

曾有過關於就審能力的醫學診斷報告等事由，均得做為質疑被告是否具備就審能

力的證據147。 

所以結合了前面 Dusky 準則後，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了第三項認定被告是否

具備就審能力的判斷標準，即「有能力協助辯護人進行辯護」。目前美國各洲多

採取 Dusky 與 Drope 兩案所建構之三重審查標準，由此認定被告在訴訟程序中

是否具備接受審判的能力148。 

 

第二項 我國法 

從我國法的現行制度下，有關精神障礙被告就審能力的條文，最接近的莫過

於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項之規定，而其中有關該條仍保留「心神喪失」的用

語，老舊且僵硬，承襲舊判例，最高法院 26 年度渝上字第 237 號判例「對外界

事物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即判斷作用而無法自由決定意思」的標準，造成過度限縮

                                                      
147

 賴早興，精神病被告人受審能力規則探析-基於美國刑事審判實踐的思考，法商研究，第 5期，

2014年 9 月，頁 147。 
148

 翁國彥，瘋癲與審判：死刑案件中的精神障礙被告，全國律師，第 19卷第 11 期，2015 年 11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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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審判的適用對象149。然而此概念早已因刑法修法後而不存在於刑法概念當中，

但刑事訴訟法上相關用詞卻未一同修改，使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項在適用上常

受到老舊概念的影響。雖然有批評認為該判例做成已是數十年前，並不符合現今

醫學發展後早已超出當時立法的想像，該判例過度限縮心神喪失的範圍，而絕大

多數有能力犯下刑事案件的被告皆不會符合該定義，因此採用該定義判斷被告是

否有無就審能力，將導致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項毫無用武之地150。且該判例的

全然缺乏知覺理會與判斷作用之程度，似乎僅剩植物人狀態始可能達到，故於就

審能力停審的適用判斷上，應拋棄所謂心神喪失之概念，而以精神疾病發作時即

應在其回復前停止審判，而不必達到心神喪失程度較為妥當151。 

且從精神醫學角度來看，用語與精神醫學相差甚遠，倘若企圖以非醫學字義

之解釋於法庭上說明精神疾病的病像，將使得法界與醫界的意見難以溝通，而容

易引起誤解152。 

參酌我國近年來實務上有關精神疾患就審能力法院認定標準，大致可分為以

下幾種方向，第一即是仍沿用過去最高法院 26 年度渝上字第 237 號判例「對外

界事物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即判斷作用而無法自由決定意思」的標準，來做為是否

有就審能力的判斷依據，而採用這類判決之法院經常是以「尚未達到完全喪失意

思能力與辨識能力」等理由來駁回停止審判的聲請，縱使被告在相關的精神鑑定

報告上經鑑定為罹患精神疾病而有就審能力問題的情況下，法院仍認為未達標準

而停審。 

再者即是有套用刑法第 19 條 1 項的用語，將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

項的「心神喪失」解釋為「於為訴訟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

能為訴訟上重要利害關係之辨識，致不能要求相當的防禦，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

為的能力。」，而認為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 1 項所指的心神喪失，套入到被

告就審能力的定義中，就是指當被告為訴訟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149

 盧映潔，罹患精神疾患病之罪犯嫌疑人於司法程序中之困境-以高雄市洗衣店縱火四死案被告

C為例，全國律師，第 15卷第 5期，2011 年 5月，頁 19。 
150

 翁國彥，精神鑑定，收錄於：與死刑拔河：死刑案件的辯護經驗與建議，台灣廢除死刑推動

聯盟、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律師公會出版，新學林總經銷，2015年 12月，一版一刷，頁 180-181。 
151

 張麗卿，司法精神醫學-刑事法學與精神醫學之整合，元照，2018 年 9 月，四版，頁 274。 
152

 林憲，司法精神醫學的展望，台灣醫學， 2卷 2 期，1998年 3 月，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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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不能辨識自己在訴訟上的重要利害關係與不能要求相當的防禦行為，即欠缺依

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與修正後的刑法第 19條 1項用語相同。153
 

第三種即是認為不套用刑法第 19條1項的用語，直接從就審能力意義著眼，

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項的「心神喪失」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的情形是指行

為人接受刑事審判程序中，「目前」是否具有自由決定其意思即陳述之能力，得

以持續、有效參與刑事訴訟程序而為意見陳述、為自己辯護，充分行使防禦權之

能力，即為就審能力，而認為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的法理概念不同，故定義上應做

不同之解釋。154
  

第四種是雖然在判決中有引述鑑定報告採用美國法上 Dusky 準則，但認為

與我國法不符合而未採用，認為該鑑定報告有關此無訴訟能力之鑑定內容，已逸

脫法院囑託鑑定之範圍155，此為我國法院第一次將 Dusky 準則的內容寫於判決

                                                      
153

 例如參考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2年上重訴字第 772 號刑事判決：「無責任能力人的心理結

果判斷標準，已不需達『行為時對於外界事務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而無自由決定意思』

之程度，僅需『行為時對該行為不能辨識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程度，即應

依修正後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刑事訴訟法第 301 條第 1 項之規定，為被告無罪的判決，此時，

即屬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3 項『顯有應諭知無罪之情形』。從而，相對應於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 項所指的『心神喪失』，套入被告訴訟能力的定義中，當指『於為訴訟行為時，因精神

障礙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訴訟上重要利害關係之辨識，致不能要求相當的防禦行為，或欠缺依

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於此情形，法院應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154

 參考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上重更一字第 6 號刑事判決：「按被告『心神喪失』者，應於其回

復以前停止審判，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惟法條用語『心神喪失』一詞，語意

並不明確；參以 94 年 2 月 2 日修正前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心神喪失』人之行為，不罰」、

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 項「受死刑之諭知者，如在『心神喪失』中，由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命

令停止執行」及同法第 467 條第 1 項第 1 款「受徒刑或拘役之諭知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依檢

察官之指揮，於其痊癒或該事故消滅前，停止執行：一、『心神喪失』者…」等規定，法條文雖

均使用「心神喪失」一詞，惟意涵卻未必相同，前者（修正前刑法第 19條第 1 項）係為判斷行

為人「行為時」是否具刑事責任能力而設，後者（即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 項、第 467 條第

1 項第 1 款）則係在「判決確定後執行刑罰時」判斷受刑人是否瞭解行刑之意義、能否達刑罰

目的（應報、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準此，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 項所指之心神喪失，其

定義上應與上述兩者不同。......因之，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 項所指之刑事被告『心神喪失』

而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之情形，應係指行為人接受刑事審判程序中，『目前』是否具有自由

決定其意思及陳述之能力，得以持續、有效參與刑事訴訟程序而為意見陳述、為自己辯護，充分

行使防禦權之能力，即訴訟能力（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1340 號判決意旨參照）。」 
155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5 年矚重訴字第 4 號刑事判決：「關於陳員訴訟能力有無之鑑定，必然

考量其是否能充分理解刑事訴訟程序之性質，而且能為自己提供訴訟程序各階段有利之防禦，甚

至能理性地向辯護人律師諮商以提出有利於己之主張。依據陳員鑑定留置期間之臨床表現，雖然

其抽象思考並無明顯障礙，但其反應遲緩，必須多次反覆詢問始得獲知其完整之回答，其回答又

另需多次反覆澄清以確認其真正之意思表示。依此，即使陳員能充分理解刑事訴訟程序之性質，

但若考量其是否能為自己提供訴訟程序各階段有利之防禦以及提出有利於己之主張，顯然在訴訟

程序之進行時將很難避免其訴訟利益不受影響。……本院參考美國案例 DUSKY V.U.S.A.,362U. 

S.402（1960）之見解，縱使陳員具有方向感，可清楚記憶其被控之犯案經過，仍不足以否定其

欠缺訴訟能力。基於陳員鑑定留置之臨床表現，陳員無法於訴訟程序之進行時，積極進行防禦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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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當中，縱使未採用，但對後其他判決亦有影響，例如在臺灣高等法院 105年上

重訴字第 10 號刑事判決以及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上重更一字第 6 號刑事判決亦

皆有引述有關 Dusky 準則內容：「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Dusky v.United States 案

（362 U .S . 402〈1960〉）揭示受審能力（尤其係精神障礙之刑事被告）係以『當

事人是否有充足的能力在合理地瞭解之下諮詢其律師，以及當事人是否對於對其

不利之追訴程序有理性的及事實的瞭解』為判別準則，此所稱『與其選任之辯護

人聯絡』、『合理地瞭解下諮詢其律師』均屬被告『決定』與『表達』之意思形成

歷程的一部分，當包含在自由決定意思 能力有無的判斷範疇中。」 

事實上從近期的實務見解可以看到對於就審能力的認定，有逐漸朝美國法上

的規定靠攏，不論是自行認定有關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心神喪失」回復的停審

情況之定義以「目前」是否具有自由決定其意思及陳述能力，得以持續、有效參

與刑事訴訟程序而為意見陳述、為自己辯護，充分行使防禦權，到雖未採用 Dusky

準則但仍引用於審判當中來看，法院越發朝著保障被告權益的角度來重新理解被

告就審能力的認定方法。 

故要探討從被告權益保障角度出發，即不得不從憲法權利保障概念做為基礎

出發，不論是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原則、亦或者從各類的國際公約出發，例

如該判決156亦有參考具我國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第 3

項第 2款、第 4款所明定「應給予刑事審判之被告充分之時間及便利，準備答辯

並與其選任之辯護人聯絡，及於公開審判庭親自答辯之權利」以及聯合國人權事

務委員會第 32 號一般性意見第 37 點所明定「刑事案件之被告有權親自為自己辯

護或透過自己選擇的律師援助辯護」等規範做為判斷範疇當中，更甚在最後將相

關的憲法訴訟權保障內涵置入認為「為有效落實憲法保障刑事被告於程序之意見

                                                                                                                                                        
提出有利於己之主張，因此，本院認為陳員目前欠缺訴訟能力」等語（見本院函文卷二第 152

頁）。事實上，該鑑定報告有關此無訴訟能力之鑑定內容，已逸脫本院囑託鑑定之範圍，該報告

所稱：「能充分理解刑事訴訟程序之性質，而且能為自己提供訴訟程序各階段有利之防禦，甚至

能理性地向辯護人律師諮商以提出有利於己之主張」云云，不僅與前揭法律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

意旨，係以是否完全無自由決定其意思之能力或是否完全缺乏為其自己辯護之能力，即是否已達

「心神喪失」程度，為判斷訴訟能力之標準相違，且一般未受較高教育之人，縱未有精神疾病，

似亦未必能達到該報告所指之水準。本院囑託鑑定，係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而非外國法，

鑑定人引用外國判解為鑑定解釋之依據，尚有未合。」 
156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上重訴字第 10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上重更一字第 6號刑事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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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聽審權、獲得有效辯護以強化其訴訟防禦能力等權利，刑事被告雖具備良

好之思考、正確知覺及與外界溝通之能力，若其與辯護人「聯絡」、「諮商」之能

力有所欠缺或瑕疵，縱令未至完全缺乏之程度，自須進一步審究其在刑事訴訟程

序是否具有充分為自己辯護而行使防禦權之能力。」，故將辯護人是否「實質有

效辯護」概念帶入，認為縱使溝通並非到「完全」不能，仍應檢視有關就審能力、

辯論能力等防禦權等能力問題。確實可以認為實務見解在這方面有跳脫過去舊判

例帶來的束縛，雖未能定義出更良好就審能力判斷標準，但似有朝更為進步的空

間邁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院於2021年01月22日招開第189次院會，通過了刑事

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157，其中對於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之條文進行修正：

「被告因精神或其他心智障礙，致不解訴訟行為意義或欠缺依其理解而為訴訟行

為之能力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其中修法理由對於此條文修正指出：

「現行條文第一項停止審判之事由，僅限於心神喪失，而未及於其餘精神或其他

心智障礙之情形，對被告程序保障及訴訟照料難謂周妥，並考量被告對訴訟行為

所生基本利害得失之理解或辨別能力，以及依其理解或辨別而為訴訟行為之控制

或防禦能力，例如為自己辯護、與其辯護人商議訴訟策略或為相關溝通討論之能

力等，乃確保公正審判程序及被告訴訟權益所必要，爰參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第二條著眼於實質平等之合理調整、第十三條平等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之意旨，

將本項『心神喪失』，修正為『因精神或其他心智障礙，致不解訴訟行為意義或

欠缺依其理解而為訴訟行為之能力』，俾資明確。又本項規定旨在維護程序法上

之相關權益及規範目的，而與刑法第十九條旨在認定實體法上之責任能力有別；

是否符合本項停止審判之事由，與有無該條阻卻或減輕罪責事由，乃屬二事。至

所稱『訴訟行為』，係指構成訴訟並產生訴訟法上效果之行為，包括法官之訴訟

行為、當事人之訴訟行為及其他訴訟關係人之訴訟行為。如被告雖有精神或其他

心智障礙，惟未達不解訴訟行為意義或欠缺依其理解而為訴訟行為之能力之程度，

固無依本項停止審判之餘地；惟若無法為完全之陳述，則仍有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157

 對於本次司法院招開第 189 次院會通過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內容詳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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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第三十五條第三項等規定之適用，以保障其訴訟防禦權，均附此敘明。」 

從修正條文和修法理由來看，即提及到「心神喪失」用語造成的侷限性，而

將其修正以「理解訴訟行為意義之訴訟行為能力」取而代之，故相關的辯護防禦

能力、與辯護人商議訴訟策略、溝通討論之能力等皆屬之，立法理由下對於本條

就審能力之定義，與Dusky準則下提及到有關「了解訴訟程序意義的能力」、「與

辯護律師商議辯護策略的能力」以及「有能力協助辯護人進行辯護」相類似。並

且言明本條之用語和適用應與刑法第19條在認定實體法上之責任能力不同，是否

符合本條相關停止審判之事由，應分別認定之，殊值贊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修法理由提及到若被告雖有精神或其他心智障礙，惟未

達不解訴訟行為意義或欠缺依其理解而為訴訟行為之能力之程度時，雖然仍被認

定有就審能力，而未達本條項停止審判之餘地；惟若無法為完全之陳述，則仍有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十五條第三項等規定之適用，以保障其訴訟防禦

權。此與本文於第二章第二項提及到有關就審能力劃分帶來的省思下提到的這類

精神狀況介於中間之被告縱使未達無就審能力停止審判之情形，但對於其為相關

陳述以及為相關個別訴訟行為時，基於法院訴訟照料義務，除需時時注意其狀態

能力在為個別訴訟能力時，是否有相當之補足和補強，來保障其訴訟防禦權之概

念相同，殊值肯定，惟立法理由提及係以相關第31條之辯護人、第35條之輔佐人

輔助之，然本文則認為對於就審能力議題著重於被告是否能與辯護人為有效溝通，

並且協助為相關之訴訟攻防，達到「實質有效辯護」之效果，故對於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之被告於審判中本就有強制辯護之規定，重點在於其中之有效溝通

上，而相關辯護人是否有足備之與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被告協作溝通之能力，

亦須一併注意，而並非僅以提供強制辯護等即認為完足，若辯護人未能與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被告為相關溝通協作，則得以提供相關中立性質之「中介人」

輔佐之，而此中介人性質與刑事訴訟法第35條之輔佐人並不相同，其中相關權益

保障內容詳見本文第四章第三節有關《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中作

詳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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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對 Dusky 準則的評議應用於我國法中 

1.理性與精神疾患的關聯性難以界定 

精神疾患僅係影響「事實面及理性面的瞭解能力」因素，至於其影響程度是

否達到能力的欠缺，需進一步探究158。例如同樣為憂鬱症患者，有些仍能充分了

解訴訟程序及協助辯護人，但有些可能嚴重到拒絕與他人溝通159。因為「不理性」

的不願配合協助律師有種種許多不同的因素造成，並非精神疾患者獨有，一般的

民眾亦可能因為一些個人因素，例如認為司法不公、媒體偏頗、勝訴無望或者被

告就是想要入監獄吃免費牢飯等因素而不願配合律師協助。 

而「理性」的判斷標準極其不易，畢竟每個人的價值判斷不同，以吃免費牢

飯為例，大多數人可能會認為以自由的代價換取吃免費牢飯的行為就並非「理性」，

但這僅是用多數人的直觀來判斷的利益衡量，若被告是深思熟慮後認為外面景氣

不佳，吃免費牢飯是最大效益，那麼有深思熟慮過後的被告究竟是理性還是不理

性，變成一個永遠不得而知的結果。 

所以用「理性」作為判斷標準，並非妥適，反而可能造成很多問題，因為他

是一個很難「客觀」檢驗的標準，理性與否存在於各位的主觀價值中，每個人判

斷不同，法官、檢察官、辯護人、被告各自的價值觀不同造成的認定標準也會不

同，所以應該拋棄以「理性」作為判斷標準，而以「正常」與「瘋狂」替代，但

仍需要一個客觀的判斷標準，而最容易的方式即是以被告是否有精神疾患這種最

接近自然科學的客觀事實為準。所以要判斷被告是否有接受審判的能力，首先就

要以醫學診斷下認為被告有精神異常的狀態，而就是因為該精神異常的因素使得

被告未能與辯護人進行溝通而對訴訟防禦提供協助。160
 

2.以自由意志做為能力的依據 

在責任能力的認定上，大多以被告是否實際上欠缺意思自由或自由意志作為

責任能力的抗辯要件，在美國模範刑法典對精神障礙抗辯的要件就規定：「行為

                                                      
158

 Gary B. Melton, John Petrila, Norman G. Poythress, and Christopher Slobogin,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s for the Courts, at 128. (Guilford Press, 3
rd

 ed. 2007). 
159

 Curt R. Bartol & Anne M. Bartol, Psychology and Law, at 105. (Thomson/Wasworth, 3
rd

 ed. 2004). 
160

 黃祿芳，刑事被告之訴訟能力，國立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10年 6月，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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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因精神疾病或缺陷，致欠缺辨識其行為之違法（或不正當）或使其行為合乎法

律要求之實質能力者，不具刑事責任能力」，所以欠缺實質的能力不外乎就是被

告是因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而無法做出一般大眾所期待的社會行為，即屬於欠

缺「意思自由」或「自由意志」，雖然到底如何屬於自由意思的認定也極難界定

和證實，但「理性」並不等同於嚴格意義上的「自由意志」，一個是「意願」的

問題，另一個則是「能力」的問題。例如被告因妄想而犯罪，起訴後亦因為妄想

而認為辯護律師是魔鬼派來的，在實體上法，被告因為精神障礙而犯罪不予以處

罰的依據在於它並不是出於「自由意志」犯罪，即所謂的「無期待可能性」，所

以被認定欠缺「責任能力」，同理，在程序法上，被告亦是因為妄想而欠缺與辯

護律師合作的「自由意志」。從客觀來看，有時可能是因為出於意思自由而「不

願」配合，有時則是因為自己內心的障礙而「不能」配合，此即屬於是否有「能

力」的問題，與「理性」與否無關。所以在實體法上判斷被告是否有責任能力，

通常以被告是否有決定為或不為的犯罪自由意志作為認定，訴訟法上似或可引用

相似的認定方法，以「自由意志」作為判斷依據。161
 

而採取「自由意志」論亦能解決自招的訴訟能力缺陷的問題，即有關原因自

由行為下的就審能力問題。在我國刑法第 19條 3項有所謂的原因自由行為：「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係因自己之故意或過失所招致，即不能因此不罰或減輕

其刑。」，這樣類似的問題亦可能發生在審判程序當中，有時被告可能會故意為

一些行為自陷己於沒辦法接受審判的狀態，例如在審判中施用毒品、喝酒、自殺

等可歸責於己的自陷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原因，例如陳前總統曾以絕食、

不喝水的抗議方式對其貪汙案件做訴訟的拖延，這時這種自招的令自己陷入無能

力的狀態之被告是否應停止審判，亦有討論空間，如同前所述，是否有接受審判

的能力是一個「程度」的問題，故本文認為或許對於自招的無就審能力問題仍亦

應就程度損害觀之，當某些損己行為已使被告完全無法出庭，例如已成為植物人

等狀態，就無可以到庭接受審判的實益，但亦有如同陳前總統以絕食、不喝水等

較輕微的情形，縱使可能誘發因血糖、體力降低而無法配合為完整陳述與審判，

                                                      
161

 黃祿芳，刑事被告之訴訟能力，國立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10年 6月，頁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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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於審判開庭時故意將己喝個爛醉來損己陳述等，皆因係屬於「自由意志」下不

願配合，就必須自行承擔不利益的後果，而無法認定其沒有接受審判的能力而使

其停審。不過實際情形如何仍應個案判斷之，並不可一概認為因係自招行為而即

不適用就審能力的認定。但對於這類自招行為而形成嚴重結果而停止審判，例如

成為植物人、酒駕失去意識等等，在與迅速審判權衝突時，因相關能力欠缺是可

歸責與被告之事由，故依法停止審判所造成的審判遲延，後果亦應由被告自行承

擔，而無速審權受侵害之虞162，相關停止審判與速審權衝突，於本章第三節第三

項詳細論述之。 

3.精神疾患與就審能力的因果關聯性 

不過不論是自由意志或是理性與否，事實上都還是一個很難界定的概念，皆

不適合做為單一判斷是否有接受審判能力的標準，仍然必須需要一些客觀的事證，

來做為認定被告是否具備自由意志等意思能力的佐證，所以心理學的實證或醫學

上對精神疾患或其他身心缺陷所制定出來的認定標準，就格外顯得重要。 

所以能力的欠缺與不能，必須是因為被告的「內在能力」上的心理或生理因

素機能的缺陷造成，例如妄想、幻聽、腦傷成植物人等，與「外在環境」所迫使

被告作成的選擇不同，以吃免費牢飯為例，被告是因為心理壓力或外在環境下做

出的「別無選擇」的決定，仍認為被告不願與辯護律師配合訴訟合作，並非不理

性、非欠缺自由意志而為的決定，故仍然認為他有接受審判的能力。另外亦有許

多人因知識不足而未必「瞭解程序意義」，例如許多非受過專業法律訓練的民眾，

或許大部分亦不知曉法庭的人各別擔任什麼角色，不同法袍下的人物為何，所以

有時這些人可能是知識的不足而不瞭解程序意義，以及不明白辯護律師是協助自

己的角色，實務上常常存在一些民眾誤以為法院協派的辯護律師是與自己對立的

一方，在詢問案件時以為辯護人是如同警察或檢察官在做筆錄，而不願交代確實

的詳情，以為供述後會對自己不利，所以不願與辯護律師配合協助，不過對這些

民眾提供相關法治教育後，情況可能有所改善。所以「瞭解程序意義」的用詞實

際上應是與「接受律師協助的能力」有關，重點亦在於「能力」的有無認定上，

                                                      
162

 王兆鵬，迅速審判-要權利，不要空談，台灣法學，第 135期，2009年，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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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應該盡量排除那些可能是因為知識上不足的被告，在給予適當之法學教育後仍

有無法接受律師協助之能力時，始考量其就審能力問題。 

不過「缺陷」應與人格特質上的缺陷作區別，例如有些是因為自己本身個性

倔強、膽小等因素而不願做訴訟攻防協助，應該要在很明顯的極端異常已經被認

定為疾病或身心缺陷的醫學或心理情況下，才有可能例外地認為這時被告在能力

上可能有所欠缺。但並非所有因為有精神疾患或身心缺陷的人所為的行為或能力

就可以免責或認為沒有接受審判的能力，兩者間還需要有「因果關聯性」，即該

能力的欠缺必須是因為該精神疾患或身心缺陷造成的才可以。即該對訴訟程序的

認知是因為該精神疾患的缺陷而扭曲造成。例如某些精神疾患者可能是縱火狂、

暴露狂，他在審判中不願配合與律師協助的原因並非源自於其縱火、暴露疾患，

所以該精神疾患與能力必須要有因果關聯性才可以163。 

不過有些在精神醫學或心理學上認定的精神疾患犯罪時即使有因果關聯性

也未必就等同於可以沒有接受審判的能力或沒有刑責。最典型的案例即是反社會

人格疾患，在精神醫學上他確實是一種精神疾患，但在法律責任等認定上皆不會

排除這類精神疾患者的責任164，更何況這類型精神疾患者亦有非常大的不願配合

審判，此時亦不認為他就沒有接受審判的能力。 

所以綜上觀之，先撇除「理性」的不明確定義標準，改用「自由意志」搭配

精神醫學或心理學的認定，來做為被告是否有接受審判的能力較為妥適，且該能

力的有無必須與精神疾患或其他身心缺陷有所因果關聯才行，不過亦非完全依照

心理醫學等角度出發，仍然需要綜合判斷之。 

4.案件嚴重性與複雜程度亦做為就審能力的考量 

在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BA）通過的《美國刑法精神

健康標準》中就被告是否有審判能力的鑑定考量因素提出過，被告與律師合作的

相關技巧是否與本案案情複雜度及罪名嚴重度相均衡165。 

                                                      
163

 張麗卿，司法精神醫學-刑事法學與精神醫學之整合，元照，2018 年 9 月，四版，頁 240。 
164

 例如在精神衛生法第 3條，有關精神疾病定義，即將「反社會人格違常」排除之。 
165

 ABA Criminal Justice Mental Health Standards, Part III. Evaluations and expert testimony, 7-3.1, 

Part IV. Competence to Stand Trial, 7-4.1, 7-4.2 (August 2016). 

https://www-media.floridabar.org/uploads/2018/06/ABA-Criminal-Justice-Standards-on-Mental-Health

-2016.pdf (last visited 02/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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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論者認為 Dusky 準則其實是刻意的模糊籠統，因為案件複雜難易度

不一，應該從中去做合適性的個案認定較為妥適166。不過罪名嚴重度與是否有就

審能力是否真的有所關聯不無疑問，確實有些案件簡單而有些案件複雜，而往往

簡單的案件被告的自由意志認定能力亦不需要很高，而複雜嚴重的案件自由意志

參與的能力就需要提升，這是不置可否的，而且他們將面臨的刑度也有所不同，

輕罪者面對的可能是拘役罰金等，但重罪者即可能面臨的是死刑或長期監禁。所

以知曉自己面臨甚麼樣的訴訟情況進而為相關的訴訟行為能力，在程度是有不同

的。由此可知，能力的有無是有程度的浮動性的，相關的因素如同案件的嚴重複

雜度等皆應該綜合參考判斷之。不過仍需注意這類對於案件嚴重程度來認定是否

有就審能力之心證判斷恐怕亦有可能流於恣意，例如往往殺人等重罪反而可能因

為考量到社會壓力等，而較容易被認定仍有就審能力，反之亦然，對於一些被指

控犯輕罪的人更可能被認定無就審能力，這種偏見在臨床面對被嚴厲指控重罪的

人，往往可能會要求更高的無就審能力門檻，不過亦有解釋認為這類系統性的問

題本就可能通過不同犯罪類型進而影響就審能力167。然對於這類問題即屬於法律

與司法精神鑑定需相互溝通進而如何建立相關標準和準則來認定之問題。 

5.精神障礙抗辯與就審能力的利益權衡問題 

因為無就審能力而停止審判不見得是對被告有利的訴訟方法，往往很多時候

被告的精神疾患問題是一直存在的，從犯罪時到審判過程上皆未消除，而在辯護

策略上，辯護人往往會以精神障礙抗辯作為主張，但這將會發生矛盾與衝突，因

為主張精神障礙抗辯即有可能得到減輕或無罪的判決，事實上可能是有利於被告

的，但是這時卻因為被告沒有就審能力而與辯護人做有效合作溝通而停止審判，

並令其接受治療，待其回復後再繼續接受審判，而可能面臨到其他人身自由上的

拘禁不利益，此即涉及到「法庭審判秩序維護的公益」與「被告的訴訟主張利益」

孰重孰輕的利益權衡問題。 

                                                      
166

 Ralph Slovenko, Psychiatry in Law / Law in Psychiatry, at 192.（Brunner-Routledge, 2002）. 
167

 Janet I. Warren, Daniel C. Murrie, William Stejskal, Lori H. Colwell, James Morris, Preeti Chauhan, 

and Park Dietz, Opinion Formation in Evaluating The Adjudicative Competence and Restorability of 

Criminal Defendants: A Review of 8,000 Evaluations, 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 Vol. 24, Issue 2, 

at 116-11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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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關鑑定的主動權，在我國並未給予我國當事人之被告、辯護人發動權，

相關鑑定議題容後於本章第二節有關就審能力之啟動與鑑定方法討論之。而不論

主張無就審能力或是精神障礙抗辯，採用與否亦屬於辯護訴訟策略一環，故除了

發動權外，對於相關不服裁定，亦也需給予相關抗告裁定較為妥適。在司法院於

2021年01月22日招開第189次院會，通過了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當中，

第二百九十八條之一條：「對於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及前四條停止或

繼續審判之裁定，或駁回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五項或前條聲請之裁定，得提起抗

告。」，立法理由亦指出，有關停止或繼續審判之聲請，對當事人訴訟權益及國

家刑罰權之實現影響甚鉅，爰於本條明定就該等裁定均得提起抗告，以資救濟。

殊值贊同。 

 

第二節 就審能力之啟動及鑑定方法 

法律對於犯罪的定義有其規定，有些法條說明得很清楚明確，有些卻需要進

行非常專業的詮釋，在精神鑑定方面即是如此。在甚麼樣的精神狀況下，可以去

認定一個人有責任能力，而又在什麼樣的精神狀態情況下，可以認定他是否有接

受審判的能力，以及又是在什麼樣的精神狀態下，認定他即使有責任能力後，是

否有接受刑事處罰的能力，皆仰賴精神醫學在這部分提供診斷評估的鑑定來協助

法院做相關的認定。 

在刑事司法審判實務上，面臨被告可能罹患精神疾病，有精神障礙，可能影

響刑事責任能力、就審能力、受刑能力等各種精神狀態能力的判斷，影響被告的

權益甚重，縱然並未規定法院的審判必然要遵循精神鑑定報告的結果做出裁決，

但是精神鑑定可謂為法律與醫學的橋樑，且鑑定報告作為法定證據的方法之一，

重要性不置可否，而法院是否採用鑑定結果也必須詳細敘明理由。 

在我國對於責任能力的鑑定算是蓬勃發展，對於被告是否有責任能力法院皆

不吝於對被告進行相關的能力鑑定，然而對於被告是否有接受審判的能力，我國

仍處啟蒙時期，應用的相對來說仍為稀少，相較於美國對於就審能力的鑑定已經

發展的較完整完善，亦有許多不同的鑑定評估工具使用，以下將介紹美國法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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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就審能力鑑定的方法以及相關鑑定評估工具，以及檢討我國法上目前的鑑定情

況可以做何種參考及應用。 

 

第一項 美國法 

第一款 就審能力精神鑑定程序的認定過程 

首先必須先確立鑑定人的資格，早期需由精神科醫師實施，修法後容許臨床

心理師，而部分的司法領域甚至允許社會工作者來進行相關鑑定。而鑑定人的職

責在於對相關鑑定實施方式、鑑定報告紀載的內容為何應該明確，並且要有對詐

病的偵測與預防，畢竟鑑定內容對被告影響甚鉅，雖然各州對此並無明文規定相

關法律要件為何，僅有佛羅里達和猶他州有較詳盡的立法指示。168
 

而鑑定人在實施就審能力的鑑定應為下列相關的處置行為169： 

一、熟悉所屬的領域有關就審能力的認定標準。 

二、檢閱被告的醫療紀錄及相關資料，如被告過去服刑時之獄方紀錄或訪談。 

三、對被告正式鑑定前，宜對被告進行相關項目告知，建立信任度，如告知面談

為其鑑定就審的能力、因不自證己罪原則不必回答不願回答的問題、且鑑定

人無保密義務等。 

四、對被告進行訪談時，必須兼顧兩個面向： 

(一)標準的精神醫學診斷訪談及心理狀態的檢查，包含被告對人事時地物的定向

感、記憶力、專注力、情緒等各方面，特別是被告是否有妄想、幻覺、欠缺

聯想能力等現象產生。 

(二)針對就審能力的相關領域進行調查。 

五、對就審能力的爭點提出詳細的理由說明報告，其內容須將法定標準適用於相

關的事實上。 

第二款 就審能力之主要鑑定方法 

                                                      
168

 黃祿芳，刑事被告之訴訟能力，國立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10 年 6 月，頁

160-161。 
169

 Robert I. Simon and Liza H. Gold，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Textbook of Forensic 

Psychiatry, at 332（American Psychiatric Pub,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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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關就審能力之鑑定方法種類繁多，除屬特定群體如智能障礙被告有智

能障礙就審能力鑑定方法（Competence Assessment for Standing Trial for 

Defendan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CAST-MR）及青少年被告有青少年就審能力

面談量表（the Juvenile Adjudicative Competence Interview, JACI）170等各自獨立

的審判能力評定工具外，其他鑑定方法大多依照 Dusky 準則所發展出不同種類

的鑑定方法，大致上可以歸納分為三大類： 

一、初步篩檢方法（Competency Screening Instruments）。 

二、標準化面談方法（Nonstandardized，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三、第二代就審能力鑑定方法（Second-Generation Adjudicative Competency 

Measure）。 

以下就各類型的檢測方法做相關介紹171：  

第一目 初步篩檢方法 

就審能力的鑑定是一個非常耗時且耗費用的，雖然司法系統所要求進行能力

鑑定，使法律與精神衛生專業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但當需要在住院的環境中進

行能力的評估時，總是會涉及到大量的時間延遲和成本。所以在 1971 年 Lipsitt

和McGarry等學者就建議，可以在法律制度中（例如，個人在被監禁的情況下）

或在心理健康的門診中對被告進行一些初步的檢查篩選，所以創設出了就審能力

篩檢測驗（Competency Screening Test，CST），如果使用此篩選先顯示出被告

是否有基礎的就審能力，那這些時間成本上的延誤、費用（例如將被告轉介進入

30天的住院來對患者相關的能力進行評估，那筆費用是相當可觀的），就可以有

所避免，對於那些顯然存有能力問題的被告，可以將他們轉介到法醫部門或住院

的場所進行更全面的評估，所以這類的初步篩選方法有它潛在的效能與功用172。

                                                      
170

 陳曉冰、蔡偉雄，精神障礙者受審能力標準化評定研究進展，法醫學雜誌，第 28 卷第 4期 

，2012年 8月，頁 294。 
171

 黃祿芳，刑事被告之訴訟能力，國立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10年 6月，頁 148-156。

高成閣、紀术茂、吳斌、張小寧、郭娟、王葳，美國對於受審能力的評估和方法，臨床精神醫學

雜誌，第 28 卷第 3期，2018 年，頁 216。張欽廷、霍克鈞、張偉、胡澤卿、劉協和、陳敏、張

金响，精神病人的受審能力，四川大學華西基礎醫學與法醫學院法醫精神病學教室，四川大學華

西醫學院心理衛生中心，頁 50-51。 
172

 Edgar J. Nottingham, Robert E. Mattson, A Validation Study of the Competency Screening Test, 

Law and Human Behavior Vol. 5, No. 4. at 7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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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有關初步篩檢方法另外還有Wildman 等人在1978年開發的喬治亞法庭能

力測試(Georgia Court Competency Test, GCCT)，之後被密西西比州立醫院修訂新

的版本，稱為《密西西比州立醫院修訂版》( GCCT-MSH)，其中內容有以視覺要

求被告辨別法庭上參與者的地位和作用功能相關的問題，以及被告面臨的指控和

其與律師之間的關係為何，此測驗亦有高可效性與可靠性，適合那些已經宣告無

就審能力正在接受住院回復能力的被告173。而 Smith 等學者通過對精神發育遲滯

的被告研究設計出包了含法庭策略、辯護、作證和陪審團 4個項目的快速篩檢方

法 174 。而學者 Barnard 等人，創制了就審能力評定電腦輔助系統

（Computer-Assisted Determination of Competency to Proceed CADCOMP），可以

通過交互式的電腦程序計算，直接從被鑑定人那收集相關的數據訊息，並提供過

去相關的病史、心理精神病理機能和法律知識訊息的報告好用於篩檢，題型以是

非選擇題為主，優點在於臨床醫生可以利用該綜合報告將被鑑定人的鑑定內容集

中在需要更進一步探測的領域，從而減少評估能力所需要的時間，但缺點是較其

他系統耗時耗費，現已不建議採用175。 

以下挑選較具代表性的就審能力篩檢測驗（Competency Screening Test，

CST）做詳細的內容介紹。 

1971年由Lipsitt和McGarry等176人發表的就審能力篩檢測驗（CST），是一個

半開放的筆答式問卷，該篩檢試驗是由22項句子177的測試項目所組成，由被鑑定

                                                      
173

Karen L. Ustad, Richard Rogers, Kenneth W. Sewell & Charles A. Guarnaccia, Restoration of 

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Assessment with the Georgia Court Competency Test and the Competency 

Screening Test,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0, at 135 (1996). 
174

 Smith SA, Hudson RL. A quick screening test of 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for defendan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Psychol Rep, 76 (1), at 91-97 (1995). 
175

 Barnard GW, Thompson JW Jr, Freeman WC, Robbins L, Gies D, Hankins GC. 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description and initial evaluation of a new computer-assisted assessment tool (CADCOMP). 

Bull Am Acad Psychiatry Law. 19(4), at 367-81. PMID: 1786416.(1991). 
176

 Lipsitt PD, Lelos D, McGarry AL. Competency for Trial: instrument. Am J Psychiatry 128 (1), at 

105-109 (1971).  
177

 一、「律師告訴 Bill....」二、「當我於法庭上時，律師會....」三、「Jack 覺得法官....」四、

「當 Phi 被指控犯罪，他會....」五、「當準備與我的律師上法庭時，....」六、「若陪審團認定我

有罪，我會....」七、「法院作出判決之方式係取决於....」。八、「當 Gcorge 一案之相關證物被

呈與陪審團時...」。九、「當律師於法庭上詢問其當事人時，當事人會.....」十、「若 Jack 欲自

行辯護，他會…」十一、「每次檢察官問我問題時，我會....」十二、「若證人作出對我不利之證

詞時，我會…」。十三、「當 Harry之敵性證人提出不正確之證詞時，他會...」十四、「當 Bob

不同意其律師之訴訟策略時，他會....」十五、「當我正式被指控涉嫌犯罪，我會....」十六、「若

Ed 的律師建議其認罪，他會...」十七、「Fred 最在意他的律師…」。十八、「若其言被告於經

證明有罪前應推定其無罪時，....」十九、「當我想到自己必須入獄時，...」二十、「當 Phil 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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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根據自己的第一印象來完成這22個沒有被完成的句子，每個項目的內容都與涉

及被告因刑事指控而準備要接受審判的方面相關，和法律適用性的定義以及可能

導致該能力是否受損的心理狀況有關，是最常用作初步篩檢的工具之一。而該篩

檢量表採用3分制的評分方式，每個項目的得分為0~2分：0分代表程度低落（未

完成回答），1分代表略為理解，2分代表理解適當（完成回答），測驗的合格分

數為20分，而總得分低於20的，表明受測者的就審能力值得懷疑，這時的被告會

被篩選進來而進行更進一步之鑑定，來綜合評定其就審能力，而總得分高於20

分者則認為具有就審能力，可繼續審判。 

透過能力篩檢量表的設計，從這 22 題的得分進行相關的分析，展現出了被

告是否有能力受審的三大因素：（1）在與辯護律師的關係上：與辯護律師間是

否形成積極的互動潛能，來觀看其與辯護律師之間的關係以及其對律師的信任和

信心；（2）在法庭審判方面：對於法庭程序的瞭解與認識的程度如何，在參與

審判策略和評估的判斷力如何，是否有相關的認知並處理刑事訴訟程序事項之能

力；（3）在情緒情感方面：面對法院的指控和罪惡感的情感反應為何，以及是

否有認識到情況的嚴重性。178
 

此測驗工具的優點在於具有良好之信度，簡易且快速，在篩選顯然沒有就審

能力的被告時有其有用性，因為當需要住院進行就審能力評估時往往耗費大量的

時間成本費用，若快速地先評定被告的能力，再將其分類轉介至相關住所進行更

全面的評估，可以節省成本179。然缺點在於此工具的系效度較差，因其過分地強

調訴訟過程的某些理想化的認知，使某些反應實際上可能反映的是過去的經驗與

法律制度，因此可能產生大量的假陽性結果，即容易將有就審能力者誤判為無就

審能力或對那些透過「詐病」手段來故意表現無能的人篩選並不敏感180。而在問

題的設計上也有可以改善的空間，例如問題中有過多的虛擬人物，可能容易誤導

                                                                                                                                                        
自己所受之指控時，....」二十一、「當陪審團救我的案件進行聽審時，他們會，....」二十二、「若

我有機會與法官交談，我會，....」。 
178

 Competency Screening Test (CST), Forensic Psychology, Criminal Justice, 

 http://criminal-justice.iresearchnet.com/forensic-psychology/competency-screening-test-cst/ 

 (last visited 10/09/2020). 
179

 Edgar J. Nottingham, Robert E. Mattson, A Validation Study of the Competency Screening Test, 

Law and Human Behavior Vol. 5, No. 4. at 7. (1981). 
180

 Edgar J. Nottingham, Robert E. Mattson, A Validation Study of the Competency Screening Test, 

Law and Human Behavior Vol. 5, No. 4. at 6. (1981). 

http://criminal-justice.iresearchnet.com/forensic-psychology/
http://criminal-justice.iresearch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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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心智較低弱的被告因不認識其人而影響回答，另外一些問題過於強調對法律

的積極正面向，例如問題中有「覺得法官....」，回答很公平得2分，回答不公平

得0分，此問題與被告對法律的信心度有關，以大多數我國民眾對法律公平性存

有疑惑的情況下，回答出的答案可能會恐將無法取分而被認定為無就審能力，故

這類題目有批評檢討的空間，而這個篩檢方法也不可以作為唯一的篩檢方法。 

第二目 非標準化面談方法 

相較於能力篩檢量表比較偏向客觀且快速的評分方式，並且使用一系列相關

性的問答方式，非標準性面談方法所採取的方式為主觀評分的結構性訪談方法，

其除了使就審能力的評估方法提供了一個更有組織的架構外，亦可以從中同時的

蒐集案例的其他相關重要的訊息。1973年McGarry等人創制就審能力評定表（the 

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Assessment Instrument，CAI），試圖標準化、客觀化和

量化就審能力的相關標準181。Golding等在1984年創制學科間適合性交談量表（IFI）

182，並於1993年發表其修訂版（IFI-R），從內容和結構上做了較大的調整，包含

11個法律心理能力，分解為31個亞能力，精神病理包含注意缺陷、妄想、幻覺、

思維障礙、推理障礙、記憶障礙、認知障礙、情緒障礙、衝動控制障礙等9個方

面183。另外加拿大學者Roesch等人在1984年編制的法律心理能力面試測試（The 

Fitness Interview Test, FIT），並在之後有修訂的版本( FIT-Ｒ)，儘管FIT-R是專為

在加拿大使用而設計，但設計者認為，在其他擁有相似法律法規的司法管轄區中

也可以作為指引，而修訂版中也包括對美國法律和程序的審查適用，其重點在評

估個體的法律心理能力，包括3個主要方面：（1）了解訴訟程序性質或刑事訴訟

事實的能力；（2）了解訴訟可能產生後果的能力，或對於個人參與訴訟重要性

的認知能力；（3）與辯護律師的溝通能力184。 

以下就較具代表性的就審能力評估量表（the 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181

 Grisso, T. Evaluating Competencies: forensic assessments and instruments. 1st edition, New York: 

Plenum Press, at 78-95. (1986). 
182

 Golding S., Roesch R., Schreiber J. Assessment and- conceptualization of 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preliminary data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tness Interview. Law and Human Behavior, 8, at 321-334  

(1984). 
183

 Golding S., Training Manual Interdisciplinary Fitness Interview Revised, Emeritus,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Utah. (1993). 
184

 Ron Roesch, Patricia A Zapf, Derek Eaves. FIT-R: Fitness Interview Test-Revised. A structured 

interview for assessing 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Jan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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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Instrument，CAI）做詳細的內容介紹。 

1973年McGarry等185所創制的就審能力評估量表（the 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Assessment Instrument，CAI），試圖標準化、客觀化和量化就審能力的相

關標準，相較於能力篩檢量表偏向客觀評分的問答方式，這種非標準性面談方法

是採取主觀評分的結構性晤談方式，通常需要1個小時，共有13個186和就審能力

相關的評分項目，大致上可以歸納成三個部分：（1）辨別可以使用的相關法律

上的辯護策略；（2）與辯護律師溝通的質量；（3）表達案件相關事實之能力。

其除了提供就審能力的評估外，亦可以同時蒐集個案於案件中的其他相關重要訊

息。而其評分方式範圍從1分（完全喪失能力）到5分（完全擁有能力），雖然此

鑑定的操作手冊有特別強調能力評定最終仍由法院決定，但亦建議並特別注意若

大部分的評分分數低於或等於3分時，這時就應該住院做更進一步的觀察。 

而這個評定量表的優點是該測試的結果與在醫院進行的評估一致性高達

90%，手冊的內容包含臨床實例、分數級別的劃分以及建議的面試問題，每個項

目能力的認定方式有提供例示作為參考，讓執行者在詢問時有一個基本方向，而

其缺點則在於施測的過程和分數間的級距並沒有一個認定的標準，讓測試者對評

分依據無從檢視，而且缺少精神病理學與無就審能力間關聯性的解釋，讓其在測

試被告事實理解力和與辯護人的溝通能力的功能信度遭到質疑，但此工具仍作為

其他鑑定方法的基礎始祖，日後其他的鑑定方法和發展都可以看出其影子。 

                                                      
185

 Grisso, T. Evaluating Competencies: forensic assessments and instruments. 1st edition, New York: 

Plenum Press, at 78-95. (1986). 
186

 一、對於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陪審團及證人之角色評價（如「於法庭上，檢察官的工

作是什麼？」）；二、對於訴訟程序之基本瞭解（如「當辯護律師結束於法庭上對你的詢問時，接

下來誰可以對你進行詢問？」）；三、對於本身被訴罪名之瞭解程度（如「你是否認為他人因你被

起訴之罪名而對你感到恐懼？」）；四、對於可能遭受刑罰及其刑度之認知（如「若你因此被定罪，

法官可能會判處你多久之刑期？」）；五、對於可能判決結果之欲其是否能和於現實，以及是否理

解並接受攻防來往間可能產生之不利效果（如「本案對你不利之證據其強度如何？」）；六、對於

異常言行之看法（如「若有人於開庭時隨意走動或大聲嚷嚷，你覺得這種行為如何？」）；七、與

辯護人的關係（如「你是否信賴自己的律師？」）；八、能了解自己於法律上之真實處境，並與辯

護人合作以適切擬定訴訟策略之程度，包含為判處較輕之罪名而做有罪陳述（如「就自己之律師

所為訴訟上處理，是否有不贊同之地方？若有，所欲為和？」）；九、對辯護人揭露與本案相關事

實之能力（如「案發當時之實際情形究竟為何？是否能詳述案發前後之狀況？」）；十、能反駁敵

性證人之不實證言（如「若敵性證人於庭上公然說謊，你會怎麼做？」）；十一、判斷法庭活動之

目的對己有利或不利（如「若檢察官犯了法律上之錯誤，而你的律師欲為你的有罪判決上訴，你

是否會接受？」）；十二、就本案之事實能就本案之事實能獨立判斷並為前後邏輯一致之證言（如

「就本案之所以產生此結果，你認為理由是什麼？」）；十三、計畫具可行性之攻防策略（如「對

於本案欲如何為攻擊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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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第二代就審能力鑑定方法 

第二代就審能力鑑定方法（Second-Generation Adjudicative Competency 

Measure）是一個近年來所發展出來不同於以往初步篩檢方法和非標準化面談方

法的新鑑定方法，其更著重在Dusky標準中所提及的能力要求上，而且讓整個標

準方式有更客觀的評分方法以及更標準的鑑定準則，並有完整的詮釋相關規範及

更進步的心理測量學的基礎。麥克阿瑟基金會（MacArthur Foundation）及國家

心理衛生研究院在1990年代先後耗時將近十年而發展研究而成的麥克阿瑟訴訟

能力鑑定工具（MacArthur Competence Assessment Tool-Criminal Adjudication, 

MacCAT-CA），其主要評估被告的3個能力：（1）理解被指控和就審的能力-

「瞭解」（Understanding）；（2）根據相關訊息推理做出決策的能力和鑑賞能

力-「思維」（Reasoning）；（3）以及根據上述訊息做出選擇的能力-「評估」

（Appreciation）187。另外還有改良版就審能力鑑定方法（Evaluation of Competence 

to Stand Trial-Revised, ECST-R），是由心理衛生及法學專家組成小組後，依相關

的實證研究結果所發展出來的鑑定工具，其遵循著Dusky準則的內容，法官在認

定時較無其他轉譯的問題存在，而測驗的項目分成三個大面向：（1）與辯護人

諮詢的能力；（2）對於訴訟程序相關事實上瞭解的程度為何；（3）對訴訟程序

的理性面瞭解的程度為何。此鑑定方法並包括28個施測項目的鑑定量表，且操作

的過程亦較為標準化且兼具有彈性，並對於那些表現不尋常地被告提供是否詐病

的簡易檢測188。 

以下就較具代表性的麥克阿瑟訴訟能力鑑定工具（MacArthur Competence 

Assessment Tool-Criminal Adjudication, MacCAT-CA）做詳細的內容介紹。 

1990年代麥克阿瑟基金會（MacArthur Foundation）及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

先後耗時將近十年而發展研究而成的麥克阿瑟訴訟能力鑑定工具（MacArthur 

Competence Assessment Tool-Criminal Adjudication, MacCAT-CA），這鑑定工具

檢測被告的「與訴訟有關的能力」，包含「進行程序的能力」及「決策能力」。

                                                      
187

 Kreutzer J.S., DeLuca J., Caplan B. (eds), MacArthur Competence Assessment Tool-Criminal 

Adjudication (MacCAT-CA), Encyclopedia of Clinical Neuropsychology. Springer, New York, NY, at 

1502.(2001). 
188

 Richard Rogers, PhD, and Jill Johansson-Love, PhD, Evaluating 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with 

Evidence-Based Practice, J Am Acad Psychiatry Law 37, at 45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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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鑑定工具具有高度標準化及組織化的面談，共計有22個問題項目，施測時間約

為30分鐘，施測項目的故事內容為兩個男子在酒吧打架的短篇故事及隨後遭檢方

指控刑事犯罪的情景189。測試的前8項190是在評估個人對於法律制度的理解，在

提問前會進行簡短的「法學教育」，以排除法學知識不足的情況，第1次的評估

若不滿意或可疑，施測者可簡短的將問題關鍵告知受測者，再進行重新的評估。

而操作手冊對各別的項目也有評分標準，從0分（不適當）、1分（不確定）、2

分（適當）來分別代表受測者的情況。 

而有關「思維」方面的8個191測驗項目，要求根據故事的內容來對於這兩人

所發生的公開事實，評估個人在最相關的情況下的推理能力，讓受測者選擇何種

事實較為重要而應告知其律師，來測試被告認清法律上有關事證並是否有向律師

透露的能力。評測內容並無所謂的對錯，而是評估受測者選擇的過程是否能對理

解選擇的利弊得失與內容資訊。此一面向的評分同樣依據客觀表準給予0至2分。 

最後6項192是就被告「評估」方面做測試，來評估個案辨認或者鑑賞自己情

況的能力。即回歸到被告自己本身的案件做相關訊問測試，來評估自己在該情況

下的情形是「比較可能」、「同樣可能」或者「比較不可能」，並要求受測者解

釋回答的理由，來檢測其對自己的處境是否有與他人不同的不切實際想像，評分

的依據同樣不在相關的是非對錯，而是在於受測者對自己選擇所做的解釋過程，

評分亦依循客觀標準給予0至2分。 

此鑑定方法的三個面向的能力各自獨立，並不用將三個面向作分數加總。該

工具對於不願意談及自己案情或者不合作的被告很有用，且該鑑定準則手冊中提

                                                      
189

 Kreutzer J.S., DeLuca J., Caplan B. (eds), MacArthur Competence Assessment Tool-Criminal 

Adjudication (MacCAT-CA), Encyclopedia of Clinical Neuropsychology. Springer, New York, NY, at 

1502-1503.(2001). 
190

 一、公訴檢察官與辯護律師的角色；二、被告可能被控訴的罪名的法律要件；三、被控罪的

罪名所包含較輕微罪名的法律要件；四、陪審團的角色；五、法官在陪審團審判的角色；六、遭

定罪的後果（依犯罪嚴重性量刑）；七、為有罪聲明的程序及其後果；八、為有罪聲明時所放棄

的權利。 
191

 一、對於正當防衛有關事證的思維；二、對於犯罪意圖有關事證的想法；三、對於被害人挑

釁/激怒被告有關事證的想法；四、有關行為動機的想法；五、酒精對行為上思維的影響；六、

辨別選擇進行訴訟或認罪協商有關的資訊；七、辨別某項選擇（例如認罪或進行訴訟）的利弊得

失；八、依據前述利弊得失就各選項加以比較。 
192

 一、在訴訟程序被公平對待；二、受辯護律師協助；三、完整揭露案情有關資訊給辯護律師；

四、被認定有罪；五、接受與其他被定罪之人同等的處罰；六、為有罪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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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關的實證資料做對照比較，並提供了「微小或沒有缺陷」、「輕微缺陷」、

「臨床上重大缺陷」三種不同級距的參考，來形容被告顯而易見的缺陷程度，進

而提供判斷被告是否有就審能力的一個參考，但有認為該鑑定方法仍有存疑，例

如在被告有一些失憶或思覺失調而有妄想的情況時，施測者需特別檢測這些特別

因素是否影響被告思維能力193，且在「瞭解」與「思維」能力的檢測上認知並不

會有太大不同，都與被告主觀臆測有關，且在實際操作上是否真能如預定的將決

策的能力與就審的能力分別鑑定，恐有疑慮，不過此鑑定方法作為美國國家規範

的評估工具，其簡潔明快、緊扣主題的特色，與Dusky準則的關聯性較強，也亦

較容易達成共識是他作為新型態鑑定工具的優勢。 

 

第二項 我國法 

第一款 我國鑑定的歷史 

在日治時期，台灣精神醫療從1916年由中村讓醫師開始傳入，其利用精神鑑

定的案例作為精神病理學教案並發表於《台灣醫學會雜誌》上，使其服務的基隆

醫院也成為全台首間提供精神鑑定服務的機構。而到二戰後國民政府來台，臺大

醫院精神部於民國39年第一次接受精神鑑定個案報告，逐漸發展至1980年代，精

神鑑定已成為各精神醫療院所與法院間的常態往來業務，所需的鑑定案件態樣越

趨複雜，數量也呈上升趨勢。而47年台上字第1253號判決言明：「查精神是否耗

弱，乃屬於醫學上精神病科之專門學問，非有專門之精神病醫學研究之人，予以

診察鑑定不足以資斷定。」，更奠定了台灣司法精神醫學鑑定受到重視地位的開

端。194
 

精神鑑定最早是以涉及刑案者的精神狀態，以是否應負擔刑事責任為主，也

就是刑法所稱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鑑定。不過隨著社會發展，也拓展到其他法律

的刑事鑑定上，例如審判期間，當事人是否具有接受審判的能力；已確判者，是

否有入監執行接受懲罰的能力，即所謂就審能力與受刑能力，而也許與歐美法系

                                                      
193

 Gary B. Melton, John Petrila, Norman G. Poythress, and Christopher Slobogin,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s for the Courts, at 152. (Guilford Press, 3rd ed. 2007). 
194

 吳建昌，正常與瘋狂的天秤，心靈工坊文化事業，2016年 5月，初版一刷，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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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這類鑑定在我國討論不多也並不常見195。 

第二款 我國就審能力的鑑定方法 

首先值得注意即是，對於就審能力從學理上來探討，是屬於一個甚麼樣的訴

訟要件，涉及到其在證據法則上要嚴格證明還是自由證明的問題，若為犯罪要件

則須嚴格證明，但顯然的就審能力是屬於程序上的要件，其不用嚴格證明，僅須

自由證明即可，而若是自由證明，依照學理來說是法官應依職權來為之，那麼此

部分就並非只能送鑑定，雖然實務上在這部分通常仍會送鑑定，因為目前就審能

力議題涉及「心神喪失」概念與刑法概念相關，那法院勢必會送鑑定，但從學理

上相關法理論之，法官對於當庭發現被告講話談吐上可能精神有異常時，並非一

定要送鑑定，即可當庭認定被告可能無就審能力而直接停止審判，因為對於被告

就審能力問題，從學理上來說，仍然是屬於一個自由證明，從自由證明角度，法

院當然可以當庭來視被告的狀況來做相關裁定，不過此實務上對此法官自行認定

的例子甚少，通常仍會送鑑定，不過仍須強調對於就審能力問題應屬自由證明，

合先序明之。 

在我國法當中並沒有像美國法上對於就審能力採用如上的標準化流程，我國

法上對於就審能力之鑑定，實際上亦係依循過去較常運用的責任能力鑑定的相關

流程，由司法單位發文到相關鑑定處所進行鑑定，不過事實上我國包括司法院、

法務部或衛福部，均從未訂立到底何者是可以執行刑事司法精神鑑定的專業資格

196，以及並沒有制定一套相關的規範標準，且鑑定機關或鑑定醫師與被鑑定人之

間是屬鑑定關係，而並非傳統的醫病關係，所以鑑定的目的是為了蒐集鑑定機關

所需的證據資料，而非疾病的診斷或治療，因此司法精神鑑定，並非一般醫療業

務，依現行的法令，司法精神鑑定非屬醫療機構通常性或必要性辦理的業務範圍，

所以鑑定事項並非衛福部所管轄的事項，故其無法就鑑定人資格做規範。就目前

                                                      
195

 楊添圍，精神鑑定、治療介入與國家犯罪治理，收錄於：不正常的人？台灣精神醫學與現代

性的治理，蔡友月、陳嘉新 主編，聯經出版，2018年 6 月，初版，頁 388。 
196

 在刑事訴訟法第 198條關於鑑定人資格僅規定：「一、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者。二、經

政府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又依修正前精神衛生法第 20 條第 3 項曾規定「犯罪嫌疑人如有

精神疾病或疑似罹患精神疾病者，得由司法機關送請精神鑑定，鑑定應由二位以上專科醫師為

之。」，但在 2007 年精神衛生法修法後已刪除該條文，故一般精神鑑定之資格並未規定。而現僅

有法醫師法第 13 條第 2 項有規定法醫師之職業項目包含精神法醫鑑定。但我國目前精神鑑定主

要主體並非法醫師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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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實務一般囑託醫院或台灣精神醫學會鑑定來看，似應由台灣精神醫學會從事

精神鑑定，所需具備有精神科專科醫師執照，參考其專科醫師之年資、經歷、基

本法律知識、並有接受過法院囑託執行相關精神鑑定的相當經驗等條件作為規範，

較為妥適197。而原則上，規模較大的地區級以上，教學醫院等級的醫院或精神科

專科醫院，會比較適合接受法院囑託執行精神鑑定，鑑定的品質與報告也較為嚴

謹，系統人力也較完善198。 

而有關鑑定的發動上，現行法規定僅法官或檢察機關得送鑑定，故有關鑑定

的主動權在此二者身上，並未給予被告以及辯護人主動權。再者即是有關精神鑑

定的方法與標準，相對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對於身心障礙鑑定人員之資

格條件、鑑定方法、鑑定工具設有規範，司法精神鑑定之流程、方法並無一套完

整的標準規範。而就審能力的鑑定的方式亦與刑事責任能力鑑定相同，以臨床為

主要方式，即以鑑定人之特別知識經驗作為依據，不使用專門的鑑定工具199，而

鑑定的醫院會作更專業分工，通常一個完整的鑑定過程，會包含精神科專科醫師

的會談、臨床心理師的會談，以及社工師的會談；並且會參考一些實驗室的檢查：

例如血液、生化、尿液、心電圖、胸部、光等檢查及腦波檢查的結果來做配合；

而心理師所施作的心理衡鑑，可了解智能和人格特質等，除了會談外，也有一些

評估工具可以使用；而社工師主要會談的重點會坐落在評估受鑑定者的家庭狀況、

社會心理評估（例如受鑑定者的生活發展、求學工作、人際支持系統、性史等等），

而除對被鑑定人會談外，若有陪同之家屬等，亦會向其蒐集相關資料，雖然常會

被誤會為一般聊天，但從晤談內容可以了解被鑑定者相關成長史及病因與行為的

關連影響、社會互動等問題，整體而言，刑事司法精神鑑定方法多為「會談」方

式，且其中牽涉的層面且深，至少包括診斷性的會談和生理心理功能檢查，所以

即使基本的會談過程架構在每個鑑定人間大同小異，但實際內容則因人而異，相

關的鑑定以臨床方式為主，鑑定人透過自身的特別知識經驗作為鑑定依據，並沒

                                                      
197

 湯文章，精神醫療鑑定與刑事審判-以現行鑑定制度的缺失為中心，真理財經法學，第 17期，

2016年 9 月，頁 54-55。 
198

 翁國彥，精神鑑定，收錄於：與死刑拔河-死刑案件的辯護經驗與建議，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

盟、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律師公會出版，新學林總經銷，2015年 12月，一版一刷，頁 174-175。 
199

 吳文正，就審能力、證人能力與受刑能力鑑定，收錄於：司法精神醫學手冊，台灣精神醫學

會出版，2014年 6月，初版，頁 26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23
85 

 

有專門的評估工具，較不同於美國法上就審能力的鑑定工具種類如此繁多，而鑑

定人也必須透過互動面對被鑑定人，不僅止於問答還要兼顧被鑑定人的情緒，並

維持中立客觀以取得正確資料，故會談技巧的訓練與精進亦為一門學問，鑑定人

必須適度的掌握，亦需時常提升或更新相關的會談技能200。 

不過因為沒有統一個相關鑑定工具與方式，所以到目前為止，許多的鑑定主

要依據病史及精神狀況檢查所見的臨床表現來確定，所以更多依賴鑑定人的主觀

價值判斷，而也正因為如此，對鑑定人的疑慮常在於不同的鑑定人會做出完全相

反的鑑定報告結論，而法庭對於鑑定人傳喚到庭訊問，不論檢方或辯方對於鑑定

報告的內容做出訊問，常使鑑定人備感壓力與不受尊重，甚或是時常做出的鑑定

報告並不符合社會大眾期待而使鑑定人慘遭民眾肉搜與批評，進而會影響鑑定人

不願意再接受法院委託鑑定的惡性循環當中，所以是否有良好的社會氛圍環境，

以及是否有強大的專業背景知識作為支撐，以及是否有一套標準化的鑑定評估模

式，此雖然為精神醫學上所要面臨與面對的問題，況且法學與醫學上的定義用語

時常南遠北轍，各不相同，例如「心神喪失」、「教化可能性」等用語的適用，

因不屬於醫學用語，常常使鑑定專家無所適從卻仍被指定要對其做出相對應的鑑

定報告，而使雙方產生矛盾以及造成鑑定報告的效力備受質疑，所以若是法院能

有一套相關的指引標準，結合精神醫學相關知識，例如美國法上有相關法律上準

則的建立與指引，且有一些專業的權威性學會，如美國法庭心理學委員會（ABFP） 

和美國精神病學與法學會（AAPL）通常負責相關鑑定資格的認證，而 AAPL多

年來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大力支持和資助下，於 2007 年 10月亦發布了《就

審能力評定指南》，也成為該領域的權威性國家規範，讓相關單位皆更有跡可循，

不無為一解決之道201。 

有學者提出有關我國就審能力鑑定時，司法精神鑑定專家在對被告診斷其有

無意識障礙，以及所罹患為何種精神疾病外，亦應要另外針對下列問題進行測試，

即：（1）是否了解法院所進行審判之事項？（2）是否瞭解其在法庭上之地位？

                                                      
200

 郭宇恆，我國刑事司法中精神鑑定制度與監護處分的實務問題，國立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碩士論文，2018 年 6月，頁 26。 
201

 高成閣、紀术茂、吳斌、張小寧、郭娟、王葳，美國對於受審能力的評估和方法，臨床精神

醫學雜誌，第 28卷第 3期，2018年，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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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否行使法律所賦予的法庭上權利？（4）有無與其辯護人溝通之能力？（5）

能否瞭解法院或審判長對其所為裁定或處分之意義？202
 

此類的問題測試即與美國法上Dusky準則中所建立的就審能力認定標準相

關，然縱使美國法上所建立的就審能力標準化工具已經相對成熟完整，但面對不

同的國情，是否應該完全引用相關鑑定工具，不無疑問，而事實上我國精神醫學

相關使用的手冊是以「精神疾患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即DSM-5或世界衛生組

織所編製的ICD-10等相關精神衛生手冊來診斷病患是否有精神疾患，並無一套本

土的精神鑑定系統，這亦為被詬病質疑並不本土化而有誤差之可能存在，但是對

於美國法上就審能力相關的鑑定工具項目，縱使不應完全引進使用，但相關細項

的內容，仍應可以作為參考，漸漸地形成一套適合我國法制度下的就審能力評定

工具，來輔佐法院對於被告是否有就審能力判斷與否的協助工具，以保障被告相

關之權益。 

而在我國實務見解曾有參考Dusky準則的見解來鑑定被告無就審能力之案

例，例如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5年矚重訴字第4號刑事判決中委託八里療養院於

98年5月12日至同年月18日以住院觀察方式（鑑定留置），實施鑑定，精神鑑定

報告書中紀載：「關於陳員訴訟能力有無之鑑定，必然考量其是否能充分理解刑

事訴訟程序之性質，而且能為自己提供訴訟程序各階段有利之防禦，甚至能理性

地向辯護人律師諮商以提出有利於己之主張。依據陳員鑑定留置期間之臨床表現，

雖然其抽象思考並無明顯障礙，但其反應遲緩，必須多次反覆詢問始得獲知其完

整之回答，其回答又另需多次反覆澄清以確認其真正之意思表示。依此，即使陳

員能充分理解刑事訴訟程序之性質，但若考量其是否能為自己提供訴訟程序各階

段有利之防禦以及提出有利於己之主張，顯然在訴訟程序之進行時將很難避免其

訴訟利益不受影響。……本院參考美國案例DUSKY V.U.S.A.,362U.S.402（1960）

之見解，縱使陳員具有方向感，可清楚記憶其被控之犯案經過，仍不足以否定其

欠缺訴訟能力。基於陳員鑑定留置之臨床表現，陳員無法於訴訟程序之進行時，

積極進行防禦並提出有利於己之主張，因此，本院認為陳員目前欠缺訴訟能力」，

                                                      
202

 蔡墩銘，法律與醫學，蔡墩銘出版，翰蘆總經銷，1998 年，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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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該鑑定機關即明言是以參考Dusky準則之見解來對被告鑑定是否有就審能力，

縱使最後法院未採納該鑑定報告見解，但對於鑑定被告就審能力之相關標準，可

謂一個拋磚。 

第三款 我國就審能力鑑定制度面臨的挑戰與建議 

從我國許多判決引述的精神鑑定報告來看，雖然大多數案件鑑定的皆為被告

的責任能力，就審能力相關的鑑定並不像責任能力鑑定這麼多，況且鑑定所需的

費用昂貴，在我國亦並非所有地區皆有完善可以做司法精神鑑定的醫療院所，在

一些資源較不足的地方中小型醫院、軍醫院或精神科診所，實務上容易因為配合

法院降低鑑定費用或願意快速完成鑑定程序，其鑑定品質恐生相關疑慮，故對相

關鑑定結果須作較嚴格的檢視。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03條第3項有授權法院可

以將被告送入醫院留置最多7天以鑑定其心神狀態，但實務上法院因為對於提解

被告至他縣市做鑑定留置期間恐有一些維安上的風險疑慮，所以通常只准許讓被

告在1天之內往返看守所與醫院之間，導致鑑定機關執行鑑定工作的時間被壓縮，

鑑定人可以親自與被告晤談的時間縮短，有時甚至不到1個小時，進而也就因而

影響鑑定報告品質及鑑定結論的準確性203。 

在美國，委託鑑定繼續審判能力的案件數，比鑑定刑事責任能力的數量還要

來的多更多，在台灣則是相反，是否擁有就審能力相關的精神狀況涉及的是「現

在式」，事實上比鑑定責任能力的「行為時」更讓鑑定人有所發揮，從精神醫學

的立場來看，精神狀態可分為突發性、間歇性、連續性三種情況，但仍可從其潛

伏期、症狀起伏、治療與否，以及療效程度來尋找出其脈絡和前後承續的關係，

因此想要找出行為當時有無精神障礙至少須從一個過程來衡量，很少精神病理變

化可以在一瞬間好起來，所以「偶然發生」或「偶回常態」在精神醫學臨床上是

很難檢查出來的204，而要檢查責任能力的「行為時」也大多僅能從現在狀況來做

回推當時情況，對於責任能力所做出來的鑑定報告可能會因已離案發當時遙遠而

有些不確定性產生，那麼對於就審能力鑑定的現在式應看似更具可靠性。況且被

                                                      
203

 翁國彥，精神鑑定，收錄於：與死刑拔河-死刑案件的辯護經驗與建議，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

盟、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律師公會出版，新學林總經銷，2015年 12月，一版一刷，頁 175。 
204

 郭壽宏、蔡冠逸、李俊穎，精神醫學觀點-論行為時精神狀態之判斷，醫事法學，第 2卷第 1

期，2004年 6月，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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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是否有就審能力作為一個基礎且前置的能力，在維護被告權益上較為實質正當

且公平，可以說是被告進入司法審判重要的第一道防線，而刑事司法審判實務上，

時常面臨被告可能罹患精神疾病由具有精神障礙事由，皆係有可能會影響刑事判

決的，所以判決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相當仰賴鑑定機關的結論的，所以鑑定

是一件事關重大的事，甚至常是此類案件最重要的爭點。對此，我國精神醫學界

曾針對鑑定機關對於被告犯案時精神狀態的鑑定結論與法院裁判結果間是否一

致的情形進行統計分析，在發現的樣本中，一致率將近九成，顯示精神鑑定的執

行可謂關乎生死，鑑定人的角色相當重要205。 

不過在鑑定方法上亦須討論的即是，對於被鑑定人得否注射藥物後才與被鑑

定人晤談，例如在北捷殺人案中，鑑定人曾對被告鄭捷注射麻醉劑，以達到「輔

助會談」的功效，且受到實務見解的肯定認為，麻醉分析屬於身體檢查的一種，

既然被告已於事前同意實施，且對受試者注射藥物輔助會談，是精神專門領域認

可的鑑定方法，加上注射後能侃侃而談保有自主意識，屬自由意志之陳述，而認

可使用此方法之精神鑑定報告有證據能力206，但事實上這將可能涉及被告不自證

己罪原則的保護、證據方法是否侵害被告陳述的任意性之不證訊問禁止問題、鑑

定方法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03條以下的規定、相關的真實等爭議皆會發生，

亦有違公政公約第7條意義下之非人道待遇之禁止，故不論被告同意使用與否，

從正當法律程序角度來講，皆應禁止之207，白話來講，在鑑定程序前應排除一切

可能導致鑑定結果產生改變的藥物使用，例如我們總不會在測量有無發燒前先使

用退燒藥，那麼測量的結果將必然會受到退燒藥影響，對於真實是否生病發燒的

測量將毫無意義。 

雖然對於我國的精神鑑定仍有許多批評，但仍不無疑問司法仍需仰賴精神鑑

定相關的醫學知識來協助審判，而有關就審能力相關的鑑定模式與方法，在我國

仍屬發展階段，縱使並未有一個完整的評定工具，但透過系統建立、臨床評估，

                                                      
205

 翁國彥，精神鑑定，收錄於：與死刑拔河-死刑案件的辯護經驗與建議，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

盟、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律師公會出版，新學林總經銷，2015年 12月，一版一刷，頁 172。 
206

 參考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86 年上訴字第 389 號刑事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1 年訴字第

1029號刑事判決。 
207

 黃淑芳，初探「麻醉分析」於司法精神鑑定之適法性，全國律師，第 19卷第 11期，2015 年

11月，頁 26、28-29、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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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我國專業鑑定人的培養，再參考美國法相關準則的建立與適用，來協助鑑定

人判定被告究竟是否有就審能力，不過過去在我國實務判決中有引述鑑定報告採

用美國法上Dusky準則，但認為與我國法不符合而未採用208，雖然並不是要求完

全引用美國法上的評估工具，不過美國法上的就審能力快速的篩檢量表或許亦可

最為最初評定被告是否有就審能力的參考工具，但畢竟鑑定相關的費用可觀與耗

費時間，這些或許是都可以作為法院以及鑑定機關面對未來相關發展而需要注意

的方向之一，不論是否有系統性的建立起來相關的鑑定評估工具來適用於我國法

上，法學與醫學的交錯適用發展結合的良好，更能有效的使被告相關的訴訟上權

益獲得保障，進而實現正當法律程序與公平審判原則。 

而有關鑑定如何啟動的問題，即心理鑑定的主動權該由何人啟動？依目前我

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只有法院與檢察機關，但是法院或檢察機關在選任鑑定人時

並沒有一致的標準，有時會用特定的醫療院所或特定的人員來從事相關的精神鑑

定，將導致鑑定人的選任與開啟淪為法院或檢察機關的恣意，尤其是鑑定人應秉

持專業的態度保持中立客觀，但在我國僅消極的給予被告拒卻鑑定人權利，並不

足夠，實務上甚至發生過辯護人或檢察官在審判期間申請鑑定被告是否有就審能

力，卻被法院拒卻的情況發生209，應積極的賦予被告有聲請送鑑定的主動權利，

或至少允許被告辯護人偕同專家在鑑定時到場210。另外對於不服相關裁定部分，

在司法院於2021年01月22日招開第189次院會，通過的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當中，第289條之1
211即給予對於不服之裁定提起抗告救濟，殊值贊同。 

鑑定是搭起法學與醫學不可或缺的橋樑，兩者間要加強審判體系與精神醫學

的對話，也需要互相體認兩者的任務目的縱使不同，但仍需要不斷溝通協調合作，

                                                      
208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5 年矚重訴字第 4 號刑事判決。 
209

 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上訴字第 2187 號刑事判決：「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對於所調查之證據或審

判長詢問之問題均能切中問題而為回答，其就審能力並無問題，此與被告之精神狀態係兩回事，

因此檢察官認應對被告之精神鑑定後，始得開始繼續進行審理程序，而非自行判斷並做為判決之

基礎云云，顯非適論，本院認並無必要，應予駁回。」；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矚上重更一字第 1

號刑事判決：「被告在本院更一審法庭表現，有相當之判斷能力，於兄長指責時，更強力反擊，

被告顯未達到無法辨識事理而達心神喪失之程度。被告辯護人聲請鑑定被告就審能力，殊無必要。」 
210

 湯文章，精神醫療鑑定與刑事審判-以現行鑑定制度的缺失為中心，真理財經法學，第十七期，

2016年 9 月，頁 84。 
211

 第 289條之 1：「對於第 294 條第 1項、第 2項及前 4條停止或繼續審判之裁定，或駁回第 294

條第 5項或前條聲請之裁定，得提起抗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23
90 

 

建立起一套雙方皆認可的認定標準，讓未來適用上可以更有所依歸，而不會造成

更多互不信任的衝突，常有鑑定醫師表示當被派命到法庭作對質詰問時，對於檢、

辯為了證據能力所必須做的攻防，常可能因為必須質疑鑑定報告而對鑑定人做成

鑑定的方法、地點、有時更甚會對鑑定人本身專業資格、經驗、學歷等等提出質

疑，造成鑑定人備感不受尊重，進而降低作為鑑定人之意願，例如在鐵路殺警案

當中，檢方對於鑑定人於速食店完成鑑定報告而質疑鑑定品質，爾後造成鑑定醫

師遭到網路肉搜、公審212，皆可能進而造成精神鑑定醫學與法學距離越來越遠，

故在專業上須加強彼此對對方的認識與交流，例如在審、檢、辯方對精神醫學需

要有些基礎認識與知識，在精神鑑定方亦須有對法學上的基礎認知，方能更消除

彼此的疑義，然而最重要的是若能建立起一套跨領域的鑑定機構，讓專業凌駕於

口水，將更能創造一個更公平公正，更符合保障被告權益的精神醫學鑑定程序。 

 

第三節 就審能力之處置與回復 

第一項 應停止訴訟 

第一款 美國法 

在Dusky案中，判決內容表明針對「不利於己」的訴訟程序，被告是否具備

理性面與事實面的瞭解，故對於被告無就審能力，應停止訴訟的情況，應僅限於

該訴訟程序是不利於己的情形始停止訴訟，所以若被告有其他有利於己的事由，

例如明顯的應該判決被告「因犯罪不能證明」而無罪之案件，是顯然有利於被告

的情況，這時就不用考慮被告的就審能力問題，但是在眾多的精神障礙案件當中，

與其他的抗辯事由相較，在結果上具有相當大的不同，其他的抗辯不論是正當化

事由抗辯或罪責免除的抗辯，通常一旦抗辯成功，被告所獲的判決可能為「無罪

判決與當庭釋放」，然而在精神障礙抗辯中，若被告抗辯成功，所獲得的判決通

常皆為「因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所致之無罪判決」（not 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

而附隨此判決的則是「民事收容」（civil commitment）的裁定，將被告移送至適

                                                      
212

 陳唐葳，東森新聞：李承翰父抑鬱病逝！生前曾質疑「速食店鑑定」太草率， 2020年 6月 6

日，https://news.ebc.net.tw/news/society/213024（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11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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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精神醫療機構去監禁治療，所以雖然表面上判決被告無罪，但事實上是另命

被告其他相關的精神醫療監禁處分，故此並不是一種「有利於」被告的「無罪判

決」，在美國不論民事或刑事程序，都採用當事人進行的對抗制，而當事人進行

程序的前提即是：「被告做為當事人有能力進行程序。」因此基於公共政策及社

會利益的考量，美國多數法院認為，被告必須要有就審能力，始能判決被告「因

精神障礙而無罪」213。 

第二款 我國法 

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94條1項規定：「被告心神喪失者，應於回復以前停止

審判。」，故無就審能力之被告，應停止審判，此係法律的強制規定，原則上法

院並無自由裁量的空間，但是法院下命停止審判，僅為訴訟程序之裁定，並沒有

確定力，故法院如認為被告已經回復可隨時進行訴訟。 

而在同條第3項則規定，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者，得逕行判決。而此

所謂的無罪判決，是否包含被告因精神障礙而被判無罪且附帶諭知監護處分的無

罪判決？依據我國最高法院曾做過的解釋，得不經言詞辯論而為判決者，毋庸停

止審判，故刑事訴訟法第302條至304條之免訴、不受理及管轄錯誤之判決，以及

第三審法院之判決，均無須認定被告就審能力，而得逕行判決214。 

另外在同條第4項規定，許用代理人案件委任有代理人者，縱使被告無就審

能力，亦得繼續審理、判決。許用代理人案件即指刑事訴訟法第36條規定，限於

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但事實上若被告已有精神上的問題，達到無

就審能力標準時，其亦無可能有能力委任代理人，即該代理人的委任是否有效不

無疑問，而該條委任代理人之規定並未納入如同刑事訴訟法第27條之規定，將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情況納入考量，實屬缺漏而似有修正必要。 

 

                                                      
213

 林志潔，論美國法上犯罪主觀要件與精神障礙心智缺陷抗辯：Clark v. Arizona 案之判決評析，

歐美研究，第 39卷第 4期，2009年 12 月，頁 624。 
214

 最高法院 85年度台上字第 2057號判決：「查被告心神喪失者，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固應於其回復前停止審判，但同法第三百零七條規定『第三百零二條至第三百零四

條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論為之』，是得不經言詞辯論而為判決者，自無庸停止審判。第三審法

院之判決，依同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一項規定，除法院認為有必要者外，既不經言詞辯論而為之，

則第三審法院自無因被告心神喪失而停止審判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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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強制治療 

第一款 美國法 

事實上強制治療雖然對審判續行有所幫助，但亦可能會侵害被告一些權益，

而很多精神疾患的藥物會有許多副作用，例如（1）錐體外徑副作用(EPS)：靜坐

不能（Akathisia）-會來回走動、踏步；類巴金森氏症（Parkinsonism）-會顫動、

動作變慢、肢體僵硬；遲發性運動障礙（Tardive dyskinesia）-超過六個月後發生、

頰舌嚼肌症候群、眨眼、類舞蹈症；（2）口乾；（3）嗜睡、暈眩；（4）視力模糊；

（5）排尿困難；（6）泌乳激素增加；（7）嘔吐、噁心；（8）便祕、腹瀉；（9）

體重增加；（10）史蒂芬強生症候群：藥物引起的過敏反應，侵犯人體皮膚及黏

膜組織。215等等副作用產生，使被告因副作用造成身體不適或影響被告情緒，進

而影響被告在訴訟上的攻防能力，例如一些藥物使被告處於呆滯狀態，顯現出對

訴訟漠不關心，進而影響法院或陪審團對被告犯案態度的誤解，故因為有此類影

響造成是否得以對被告進行強制治療之爭點。 

在Sell v. United States案216中，聯邦最高法院在判決中表示，出於使被告回復

就審能力的目的而進行的非自願的強制治療，可能是一種符合國家利益的適當手

段，將被控訴犯有嚴重罪行的被告帶回法庭審判，故此強制性從而凌駕於被告拒

絕被強迫用藥的權利上。但是法院亦概述了在這種非自願藥物使用的合理性上必

須滿足特定的標準，只有在不施予治療將使被告對自己或他人產生危害的情況時，

才能給予被告強制治療，而在符合下列要件，法院是以回復訴訟能力為主要目的

使被告有能力接受審判時，得以對其強制治療：（1）有重大且迫切的政府公益目

的受到侵害，如在審理嚴重犯罪的被告時，但那些已經在機構中長期受到監禁的

重罪被告，其重大性將可能因此而被減弱；（2）法院必須確保強制治療是有效的，

即指可以顯著改善被告的健康精神狀況使其有接受審判的能力，且基本上不太會

有產生嚴重干擾被告協助律師進行辯護的治療副作用產生；（3）強制治療必須有

                                                      
215

 參考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https://www.typc.mohw.gov.tw/?aid=509&pid=84&page_name=detail&iid=427 （最後瀏覽日期：

2020年 11月 17日）。 
216

 Sell v. United States, 539 U.S. 166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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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必要性，即沒有其他可以達成的方法或已是侵害較小的方法；（4）法院須審酌

強制治療的醫學適當性，其是否符合被告作為病人的最佳利益。 

所以在被告經過治療後，相關的機構判定被告已回復就審能力，即在報會法

院舉行被告就審能力之聽證，來認定被告是否已經回復就審能力而可以繼續審

判。 

另外強制治療亦會造成的人身自由限制，在美國大部分的州，皆會將被認定

無就審能力的被告強制送往醫療設施以待其回復就審能力，但這將可能嚴重侵害

被告人身自由，因很多時候被告的監禁拘束期間可能踰越被告所犯罪名處罰的最

長刑期，有時甚至是一個長期的終身監禁。 

在Jackson v. Indiana案217中，聯邦最高法院表示憲法對於無就審能力被告強

制住院的期間應設有限制。本案被告犯兩件強盜罪，其系僅有學齡前智商的聾啞

人，僅能以簡單手勢與他人溝通。一審法院認定被告無就審能力並將其送往州立

醫院強制住院至醫院認為被告回復為止。被告監禁多年後，由於其精神狀況好轉

的機會渺茫，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致認為，此監禁治療的處置形同終身監禁，

而認為因被告並未經判決有罪確定，亦未達到精神障礙者施以民事監禁標準卻將

其強制住院處置，使此無就審能力被告面對「更寬鬆監禁標準卻更嚴苛的釋放規

定」而認為違反平等原則。另外法院亦認為監禁被告的性質以及期間必須與監禁

的目的要有合理的關聯性，若被告有回復可能性，就僅是為了其回復而將他監禁

至可能長期的終身監禁，那麼監禁與目的並沒有合理的關聯性，將違反正當法律

程序而違憲。故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若單純因為是為了判斷被告是否有回復可能

而將能力欠缺的被告監禁時，不得超過為達到此目的所必要的一個合理期間，若

不能達到此要求，僅能透過民事監禁程序繼續監禁被告，否則必須將被告釋放。 

但這個監禁的期間究竟多長才為合理，最高法院並沒有明確給出一個期間，

故各州有不同的期間規定。以聯邦立法為例規定，在舉行聽證會後，法院若認定

被告無就審能力，則會將被告交由州檢察長監護，安置其於適當處所施以治療，

最長不得逾四個月，且該治療必須是基於被告在可預見的未來有能回復能力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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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son v. Indiana, 406 U.S. 715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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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可能性與必要性。而在有必要的情況下得再延長一段合理期間（但未明文限制

該延長的時長可以多久），至被告回復能力或原起訴已依法被駁回、廢棄為止，

但前提是法院認為該延長期間被告亦有回復能力可以繼續進行訴訟程序的實質

可能性始可，而如果在指定的時間段結束時確定被告的精神狀況沒有得到改善，

無法繼續進行訴訟，則應評估其危險性後將其釋放。218
 

不過依循著最後「評估其危險性後釋放」219的但書規定，大多數州仍以此理

由繼續無期限的監禁被告，因面臨的可能是許多重罪犯，釋放將可能引起社會不

安與不滿。且事實上有許多州在治療無就審能力被告的監禁醫院資金、人力皆不

足夠，但大部分被認定無就審能力者皆須強制住院治療，而這種強制治療容易遭

到濫用，有些地區甚至將此強制監禁作為民事監禁的替代品，讓一些輕罪在受到

這種不必要的監禁後沒多久即被法院判不受理而釋放，雖然監禁僅有短短數月，

但和民事監禁相比，被告雖受到較高程度的拘禁，實際上卻受到較少的治療，而

使得該監禁是否有必要且符合正當程序受到存疑220。 

第二款 我國法 

第一目 目前無相關停審治療規定 

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94條以及第298條規定，若有應停止審判之事由，須

待事由消滅後，始續行審判。而並未規定相關就審能力的回復、治療等相關標準。

而實務上多採取「因心神喪失，於回復前停止審判」之嚴格判斷標準，故亦無相

關因為就審能力問題停止審判後是否命為相關強制治療協助其回復能力後繼續

審判等規定。 

而目前有關我國強制就醫、強制治療的規定有刑法第91之1條221針對妨害性

                                                      
218

 18 U.S. Code §4241(d). 
219

 18 U.S. Code §4246、§4248. 
220

 Bruce J. Winick, Reforming In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and Plead Guilty：A Restated Proposal 

and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Bonnie, 85 J. Crim.L. ＆Criminology, at 580.（1995）. 
221

 刑法第 91-1條：「犯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

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三

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

療： 

一、徒刑執行期滿前，於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二、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前項處分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執行期間應每年鑑定、評估有無停止治療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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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犯罪者而有在徒刑執行期滿前或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受輔導或治療後，

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的規定。又

或者依據《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條第2項有法院對於應付監護、禁戒、強制治療

之人，認為有緊急必要時，得於判決前，先以裁定宣告保安處分的規定，以及或

者依據《精神衛生法》第41條222對於病情嚴重之有傷害他人或自己之於的精神障

礙病人，設有緊急安置、強制住院、社區治療等相關規定。但對於被告人身自由

拘束的期間，在延長次數並無限制的情況下，亦有可能比涉犯輕微刑事犯罪的可

能判決之最高刑期還要更久，且一些涉犯微罪的被告是有機會得以易科罰金或易

服社會勞動來免去人身自由被剝奪的可能，但是強制住院將使被告被拘禁於醫院

當中，且還必須忍受治療帶來的副作用不適感以及被標籤等汙名化，可以看到強

制住院對被告人身自由的侵害並不小於刑罰帶來的侵害。 

故有關此涉及限制人身自由處置，依據大法官釋字第588號解釋，皆須餞行

必要之正當法律程序，而有關非屬刑事程序的拘束人生自由雖程度並非要如同刑

事程序般，以管收為例，其亦要求須由中立、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審問，並使法定

義務人到場為程序參與，藉之以明是否合乎法定要件和有無必要外，並使義務人

有得以防禦的機會，提出有力的相關抗辯供法院調查。所以有關拘束人身自由的

精神障礙強制住院，雖其立法目的與刑罰不同，但當被告人身自由所受到的干預、

限制的強度不亞於刑罰時，似亦須給予適當的程序保障使可，但此時似不用再如

同刑事訴訟程序上要求被告必須具備訴訟能力，而畢竟會被要求進入強制住院之

被告，通常需經過兩名精神專科醫師鑑定疑患有精神疾病之嚴重病人，若將刑事

訴訟程序上有關就審能力概念放置於對於強制住院審查程序上並無實質期待可

                                                      
222

 精神衛生法第 41 條：「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

治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

急安置，並交由二位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但於離島地

區，強制鑑定得僅由一位專科醫師實施。 

前項強制鑑定結果，仍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經詢問嚴重病人意見，仍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

應即填具強制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報表，並檢附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

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住院；強制住院可否之決定，應送達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 

第二項之緊急安置及前項之申請強制住院許可，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指定精神醫療

機構辦理之；緊急安置、申請強制住院之程序、應備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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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為幾乎皆是嚴重精神疾患病人，若對此審查將使強制住院制度形同虛設，

但對此強制住院程序亦應賦予被告參與相當程序上的防禦機會，不過僅能從其他

防禦權保障方法給予補強，例如加強專業訓練提升精神鑑定品質，並給予受處分

者在一定要件下得以請求重新鑑定，或者其家屬、辯護人等得請求重新鑑定或由

其他醫療院所為鑑定等。 

另外有關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04條但書第2款規定，被告對於因鑑定留置將被

告送入相關醫療院所或其他處所之程序裁定不服者，得提出抗告，但我國目前並

未有強制無就審能力被告接受強制治療的制度，對於未來有立法增修此制度時，

因為涉及拘束人身自由故亦應給予相當程度之抗告救濟，始符合權利保障之概

念。 

第二目 緊急監護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院於 2020 年 12 月 28 日招開第 188 次院會，通過了刑事

訴訟法關於「緊急監護」之修正草案223，對於在偵查及審判程序中犯罪嫌疑重大

之刑事被告，若有精神障礙可能情形，且具有危害性、急迫性時，法院可以運用

緊急監護制度為相關的處置，此次的修法宗旨在於讓司法體系除了羈押強制處分

外，對於精神疾患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可以選擇具有另一種治療性質的監護處分，

多一項處遇方法。以下先就目前德國法上「暫時安置處分」以及日本法上「醫療

觀察法」做相關簡述後檢視我國草案之缺失。 

1.德國暫時安置處分 

比較德國法的處置，對應實體刑法的刑罰、保安處分雙軌制度，德國《刑事

訴訟法》區分了對一般被告的「羈押處分」（§§112 ff. StPO）和對上開嚴重精神

病患被告的「暫時安置處分」（§126a StPO: Einstweilige Unterbringung），兩者性

質和目的有別，羈押是為了保全程序（含將來徒刑的執行），但暫時安置處分則

是單純出於預防危險目的，亦即，保護社會大眾免於受到嚴重精神病患被告，於

案件審理期間在外趴趴走的「再犯危險」，而命強制安置於特定精神病所，性質

上是一種「判決確定前保護公眾安全的暫時性措施」，兼具判決確定前先施以治

                                                      
223

 詳細有關緊急監護草案內容請詳見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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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的作用。暫時安置處分是一種和羈押平行的暫時性拘束人身自由制度，彼此不

得混用，對於預期將因精神疾病而被命監護保安處分的被告，不能用羈押處分來

取代暫時安置處分，也不能將其與一般受羈押人一起監禁在看守所內，而是另行

安置於專門的精神病所。只不過基於避免條文重複的立法技術考量，兩者一併規

定在德國《刑訴法》同一章，並於性質上適合範圍內有部分準用條文。此外，暫

時安置及撤銷處分，應告知受處分人的法定代理人，且另有救濟規定。簡言之，

事實審法院對於罹患嚴重精神疾病的被告，不是命羈押於看守所、不是判無罪後

把具保金提高到被告無力交保而繼續羈押之，但也不是直接將其釋放，造成公眾

危險或社會恐慌，而是依法命暫時安置於精神病所，等到判決確定後，則銜接德

國《刑法》強制收容於精神病院的保安處分，繼續拘束、預防與治療，程序法與

實體法一以貫之，使其沒有空窗、也沒有漏洞。224
 

2.日本醫療觀察法225
 

另外日本刑法第 39條與其判例中有相當於我國刑法第 19條的規範，卻無保

安處分概念，而是另立「醫療觀察法」，對於在心神喪失等狀態下重大傷害他人

者，制定程序以決定適切的處遇，並在持續、適切之醫療與確保前述醫療而為的

必要觀察、指導下，達成在症狀改善、防止再犯下促進復歸社會之目的，且限定

於犯刑法放火罪、強制性交罪、強制猥褻罪、殺人罪、承諾自殺罪、傷害罪或強

盜罪者，因構成刑法第 39條要件而被法院判決無罪或減輕刑責（得全部論緩刑）

確定之人。 

而此程序的開啟，並不像我國以法院判決併付監護處分為要件，而是以檢察

官向法院申請為前提，須因認定患者有心神喪失或心神耗弱情狀而未提起公訴；

或者犯如前述所訂之罪受判決確定的患者，為改善其精神障礙並使同樣行為不再

發生，並促進社會復歸，在認定有接受醫療必要時，向法院申請命患者進入指定

醫院接受治療或為其他處遇。 

                                                      
224

 林鈺雄，蘋果日報：「火車殺警案司改照妖鏡」評論文章簡述之德國法「暫時安置處分」制 

度，2020年 05月 08日，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200508/7QLBATHSTNG4PLBNNN57XJ3TAA/ (最後瀏覽日

期：2020年 12月 30日)。 
225

 蔡宜家，上報：從日本法看精神障礙者犯罪案件的程序與疑義，2020年 05月 18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7497 （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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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法院，則應依相關鑑定結果、鑑定醫師本於症狀判斷的入院治療必要性

意見為基礎，在衡量患者生活環境後，作成住院接受醫療之決定、不住院但仍須

接受醫療的決定或不予醫療之決定。惟日本的醫療觀察法，沒有規定入院期間上

限，但規範醫療機關相關精神健保指定醫師，有依據職權衡量患者綜合情狀下的

精神狀況、治療狀況等，來向法院申請受處分者得以離開醫院（退院）、繼續留

院及相關的審查機制，另外患者的保護者或付添人（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得由辯

護人擔任），也得向地方法院申請退院或終結醫療許可。而檢察官對於相關入院

與否之決定、醫療機關管理者對於退院或繼續留院決定，皆得在決定因違背法令

而受影響、有重大事實誤認，或有不當處分事由時提起抗告。而此退院或繼續留

院的原則判斷要件為視患者是否已達成前述社會復歸期的治療目標，以及依據

「修正版通用評價項目」226進行評價。惟因為並沒有入院期間上限，而從統計數

據來看，多數患者都有長期住院的增加趨勢，成為詬病所在。 

3.我國緊急監護草案 

（1）緊急監護程序：被告於偵查中或法院判決前，經檢察官聲請，法官訊問後，

認為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事實足認為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項之原因可能存

在，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並有緊急必要者，得適用緊急監護制度（草案第

121條之 1第 1項）。 

（2）裁定緊急監護後可即時執行：法院裁定緊急監護，必要時得命將到庭之被

告連同裁定書及應備文件，即時解送檢察官執行；另依現行刑法第 87條、第 88

條規定於判決時宣告監護或禁戒者，必要時，亦得併命於確定前執行，並制定相

關程序規定（草案第 121條之 2第 4項、第 301條之 1）。 

（3）緊急監護制度之發動、期間：偵查中檢察官得聲請，審理中於判決前檢察

官得聲請或法院得依職權，由法院裁定 1年以下之緊急監護期間；若需延長，需

                                                      
226

 以患者狀態、社會復歸導向的環境等評價作為發展指標，也是近期因應評價項目判斷不一致、

社會復歸要件等預測缺乏統計檢證問題的解決辦法之一。至於修正版通用評價項目，可區分為 4

大類、19細項，包含：疾病治療（精神病症、內省與洞察、遵循度、共感力、治療效果）、自我

控制（非精神病症、認知機能、日常生活能力、浮動與社會性、衝動控制、壓力、自傷或自殺）、

治療影響因素（物質濫用、反社會性、超出常軌的性行為、個人支援）、退院後環境（社區要件、

實際規畫、治療與照護的繼續性）。蔡宜家，上報：從日本法看精神障礙者犯罪案件的程序與疑

義，2020 年 05 月 18 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7497 （最後瀏覽日

期：2020年 12月 30日）。 

https://www.mhlw.go.jp/content/12200000/0005223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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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院裁定，每次不得超過 6 個月，緊急監護期間累計不得超過 5 年（草案第

121條之 1第 1項、第 3項）。 

（4）緊急監護之聲請程式與救濟程序：檢察官聲請緊急監護或聲請延長時，應

以聲請書敘明理由及證據（相關鑑定報告）；不服緊急監護、延長緊急監護或駁

回聲請之裁定，得提起抗告（草案第 121條之 1第 4項、第 5項）。 

（5）被告權益之保障：偵查中緊急監護審查程序，列入強制辯護保障範圍；法

官訊問時，檢察官得到場陳述意見，檢察官對於所聲請之案件，則應到場陳述聲

請理由及提出必要之證據；緊急監護或延長緊急監護所依據之事實、各項理由之

具體內容及有關證據，應告知被告及其辯護人，並記載於筆錄；被告、辯護人得

請求法官給予適當時間為答辯之準備（草案第 121條之 1第 2項及第 121條之 2

第 1項至第 3 項）。 

（6）緊急監護之撤銷：緊急監護之原因或必要性消滅或不存在者，應即撤銷緊

急監護裁定；明定得聲請法院撤銷緊急監護裁定之人，及法院得聽取被告、辯護

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人之人陳述意見，除依檢察官聲請者外，應徵詢檢察官之意見；

偵查中，檢察官聲請撤銷緊急監護裁定時，法院應撤銷之，檢察官得先行釋放被

告，以維護人權（草案第 121條之 3）。 

（7）與判決監護制度之調和：緊急監護後，法院經審理而為判決時，如未宣告

監護，原來緊急監護裁定即視為撤銷。判決監護開始執行時，緊急監護尚未執行

完畢部分，免予繼續執行；緊急監護及判決監護兩者累計之執行期間，不得超過

監護之法定最長期間（草案第 121 條之 5，現行監護法定最長期間為 5年）。 

本文認為，相較於我國緊急監護草案在立法理由中明確將其定調歸類為保安

處分下的監護制度，而多以保障公共安全為目的，並以「有危害社會公眾安全之

虞」和「有再犯之虞而達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程度」等情形做為處分之理由，而

非如同日本醫療觀察法以患者本位之治療角度為出發點，視其是否完成治療達成

社會復歸為目的為主，雖然此社會復歸與否仍跳脫不了是否還有再犯危險性等問

題，但利益上從患者本位治療角度出發似總比以社會安全等是否有再犯之虞之不

明確概念，對患者的權益保障較為妥適。且法條僅用「犯罪嫌疑重大」卻未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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羈押將其明定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其徒刑之罪者，是否有

意規避之而將此制度適用於任何犯罪，不論輕重與否不無疑問，故本文認為為了

釋明並且對人權之保障，條文內容亦應如同重罪羈押之規定或得以參考日本醫療

觀察法將相關適用之刑法法條明訂出來，較為妥適。 

再者草案對於相關的認定標準以及鑑定標準為何等皆未有明確規範，立法理

由當中僅提及此部分因需高度心證，待由實務發展，可以看到準備上並非完足，

以日本法醫療觀察法為例，重點在鑑定本身，故相關的鑑定結果、鑑定醫師需本

於症狀來判斷的治療必要性等等作為處分之基礎，雖然我國緊急監護的立法理由

中亦有規定檢察官於啟動聲請緊急監護時，皆應於聲請書敘明相關鑑定報告或其

他關於第一項所定要件之證據，俾供法院審查，但相關鑑定評測方法，或緊急監

護後相關的退院、留院等認定之審查機制和認定為何？其實從草案的內容與有關

就審能力停審治療似乎並非完全關聯，因為草案內容強調以對刑法第 19 條原因

存在者的一個暫時安置處分，對於這類精神狀況的被告，或許有部分會和就審能

力問題重疊，但是適用上對於在審判階段才出現的精神障礙事由而有就審能力疑

慮之被告，是否亦有適用不無疑問，且草案的原因消滅和回復是以甚麼基準也沒

有說明白，是要以被告就審能力回復，或者是要其精神障礙事由完全消滅，亦或

是其已經沒有危險性了，還是要到其可以復歸社會始可？另外緊急監護後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將入何處所？是一般的精神病院，亦或司法精神病監？責付的單位是

法務部亦或衛福部等皆是相關規定未有明確配套下的疑惑所在。 

不過對於緊急監護的期間，首先裁定 1年以下的緊急監護期，若需延長，每

次不得超過 6 個月，累計不得超過 5年，相較於日本法未訂定入院期間上限，較

得以免去變相不定期刑的人身自由拘禁限制，值得贊同，且亦給予不服裁定時有

抗告之權益，另外關於此緊急監護的審查程序，亦有強制辯護適用，提供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辯護權的保障，值得贊同，畢竟相關入院期間長期化的爭議，可能會

造成速審權以及人身自由等權益侵害產生，故在策立合適的治療期間評估機制時，

亦應檢視是否有朝向消極隔離患者的風險排除，以利後續制度調整、精進，並適

時思考是否亦有相關調整措施方案，從治療、社會復歸為主的其他配套措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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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無須透過住院的方式來協助改善情況等社區處遇、門診治療等方法之適用

之可行，亦得做為未來修訂參考。 

本文礙於篇幅，未能明確詳述之，然而僅能從草案內容點出可能存在的問題，

簡略提出相關疑義，提供後續研究與修正的方向。 

 

第三項 停止審判與迅速審判的衝突 

第一款 美國法 

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規定：「在任何刑事訴訟中，被告享有快速審判

的權利」，但對於具體內容為何，憲法並沒有明確說明。爾後國會制定「速審法」

(Speedy Trial Act of 1974)，對速審相關問題作非常詳盡與明確的規定227。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闡釋，速審得保障被告的三個利益：（1）防止審判前之

不當監禁。因過去檢方會故意以羈押手段延滯審判，達到訴訟利益，長期羈押待

審對被告帶來不利影響，除嚴重影響生活外，亦因在押而不能蒐集有利證據等的

訴訟準備行為；（2）將被告因未受公開控訴所產生的焦慮以及煎熬的精神痛苦，

減至最低。因為在押期間縱使交保候審，汙名仍隨之，故若能快速審判，可早日

去除不定的不安與名譽；（3）避免侵害被告的攻擊防禦權。不論是否在押，審判

延遲有時會造成對被告有利證據的流失，對發現真實以即被告的攻擊防禦權行使

不利，導致冤獄。而從對社會及政府重大利益角度來看，美國最高法院Barker v. 

Wingo案228中說明：（1）減少被告在執行前犯罪之機率。若被告為有罪之人，審

前又未受羈押，速審得迅速定被告於罪，並迅速執行其刑，減少被告在執行前再

犯率；（2）減低政府因羈押所需付出的成本。若被告在押，延遲審判會導致長時

間羈押，進而增加龐大財政支出與行政負擔；（3）避免減低檢察官的舉證能力。

審判延遲可能使檢察官處於不利地位，證據因時間變長而變得薄弱；（4）提高監

獄矯正成效。如被告為有罪之人，審判延遲會導致執行延遲，對矯正處遇亦延遲，

導致矯正成功率降低。 

                                                      
227

 王兆鵬，美國刑事訴訟法，元照，2007 年 9月，二版 1刷，頁 479。 
228

 Barker v. Wingo, 407 U.S. 514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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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速審雖然對被告或政府皆有利，但並非得以為了追求速度，而不顧被告

是否已經準備審判就緒，就已經起訴的案件，應給被告有充分的時間準備審判，

檢察官不得逼迫審判過於快速進行導致被告無從準備，美國聯邦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Ewell案229中亦說明憲法速審權之「核心不是快速，而是正常速度的審判」，

而速審權應於逮捕或起訴後即應附著，因涉及到人身自由的侵害，就有受速審權

保護的必要。 

然如何判斷速審權有無違反？最高法院直到1972年的Barker v. Wingo案發生，

才確立採用「權衡法則」以審判是否拖延，應綜合一切因素判斷，例如遲延的時

間、遲延的原因、被告是否主張權利、是否對被告產生不利影響等因素作為是否

違反速審權的判斷標準230。而從權衡法則的觀點出發，對於無就審能力的被告停

審，是否會與速審產生衝突，最高聯邦法院最後採用權衡法則作為是否違反速審

權的判斷標準中提到，當審判延遲有時對被告有利時，再綜合考量延遲期間、遲

延的原因、被告何時並是否有主張權利、延遲是否對被告權利產生不利影響。而

「有效的遲延原因」一般認為包含被告心神喪失不能審判的情況，且係非屬法院

或檢察官的疏失所導致，所以通常被認為是有正當的遲延理由231。 

另外依據聯邦法律規定一些速審期限排除的事由當中，如果在某些情況下，

因時間之遲延是由被告所引起或實際上某些因素尚無法進行訴訟之期間，如果還

繼續計算時間，顯於快速審判之立法目的有違，因而彈性規定有法定事由發生時，

該事由所經過的期間排除不計入此70日之一定期間，其所例外之除外期包含「任

可因被告心智或身體不健全無法承受審判，所造成之遲延。」232
 

但有見解認為，倘若是經認定無訴訟能力後，對於被告實施長期的強制住院

治療會令人壓抑，容易引起焦慮和對刑事案件結果憂慮，這反而可能是反治療的，

並隨著時間流逝而增加對證據收集、與證人聯繫以及調查精神錯亂辯護的難度，

                                                      
229

 United States v. Ewell, 383 U.S. 116 (1966). 
230

 除了權衡法則外，過去還有：（1）「一定期間」法則：在速審附著後的「一定期間內」，必須

舉行審判，否則即違反速審法。（2）「未請求視為放棄」法則：審判如未快速舉行，被告必須積

極請求快速審判，否則視為放棄速審權。王兆鵬，美國刑事訴訟法，元照，2007年 9月，二版 1

刷，頁 480-483、485、490。 
231

 王兆鵬，美國刑事訴訟法，元照，2007 年 9月，二版 1刷，頁 491、494。 
232

 18 U.S. Code §3161(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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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損害辯護權233，有時甚至在相同犯罪案件下，那些精神疾患無就審能力被告通

常被拘禁入獄的時間為有就審能力被告的兩倍，而有侵害被告速審權之虞234，但

實務上卻很少判決認定此係有侵害被告速審權，而多以「無就審能力的審判期間

延誤並未超越合理限度」或者以「迅速審判之權利並不包含迅速地審判無就審能

力被告」為理由235。而法院多以被告處在無就審能力的狀態時的時間，並不計算

在法律規定的速審期間當中236。 

故有文獻以強制住院治療等花費事實上是可觀的，鑑於此而提出了對於此類

無就審能力的拘禁會使被告以及社會負擔高昂的成本，可能使被告造成無期限拘

禁的風險，主張基於審判延續的利益，而應廢棄有關就審能力制度的提議，認為

在治療六個月後，不論被告心智能力是否還仍有缺陷，都仍繼續接受審判，而在

被告患有失憶（不論是否因精神障礙所引起）等較嚴重或一些無回復可能的情況

下，採取一些特殊的防護措施，例如檢方必須滿足額外並大大提升舉證責任並做

出各種可能的其他調整，以補救失憶或一些無回復可能等其他情況下，被告於審

判中無法有效辯駁的不利處境，而在其他證據無法對被告的有罪行為提出合理懷

疑時，則應撤銷任何定罪237。 

另外亦有提出以「門診治療」的方式，來減低這些拘禁帶來僅是為了回復能

力而導致的案件延誤，透過將一些被告移出住院系統來釋放出床位，減少他們痛

苦等待的時間，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修改相關的法規內容，來鼓勵更多的

門診病人就診，但是在大多數的州，門診治療甚至並非法定選擇，再者幾乎每個

具有門診治療選擇的州都仍留給法官酌情的決定權，這種自由裁量往往通常仍會

導致被告繼續被監禁，最後因各州對無就審能力被告安置的指導原則通常是透過

一些模稜兩可、含糊不清的標準，例如多以「危險性」為由拘禁他們而非以「回

                                                      
233

 Robert D. Miller, Hospitalization of criminal defendants for evaluation of competence to stand trial 

or for restoration of competence: clinical and legal issues, 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 Vol. 21, 

Issue 3, at 377 (May/June 2003). 
234

 Susan McMahon, Reforming Competence Restoration Statutes: An Outpatient Model, Georgetown 

Law Journal, Vol. 107, Issue 3, at 610 (March 2019). 
235

 Robert D. Miller, Hospitalization of criminal defendants for evaluation of competence to stand trial 

or for restoration of competence: clinical and legal issues, 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 Vol. 21, 

Issue 3, at 376. (May/June 2003). 
236

 Coolbroth v. DIST. COURT OF 17TH JUD. D. 766 P.2d 670 (1988). 
237

 Robert A. Burt and Norval Morris, A Proposal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Incompetency Plea, 40 U. 

Chi. L. Rev. 66, at 66, 82-83,92-95 (1972-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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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能力」，導致某些人必定受到拘留，但事實上在社區中施以門診治療的方式對

他們的治療較為有利238。因此提出了立法機關應修改相關法規，要求法官釋放那

些有資格獲得審前釋放的被告，除了那些有必要適合住院的狹義例外，應將門診

治療作為新的適用條件，轉向通過門診手段治療無能力的被告，從而減緩住院與

拘禁上帶來的不利益的結果，並達到可花較少住院費用卻達到與住院相當的回復

率239。 

第二款 我國法 

我國自民國 98年 4月 22日，公佈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俗稱兩公約施行法），該法所揭示的保障人權規定，具

有國內法效力，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9條設有迅速審判的規定。以及參

酌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46號解釋理由書指出，憲法第 16條所定之訴訟權，

乃人民在司法上之受益權，應保護人民於訴訟上有受公正、迅速審判獲得救濟之

權利，進而補足憲法上對此未規定而保障不足處240。而關於妥速審判的要求，法

理上可從國家追訴利益及被告利益二方面加以理解。從國家追訴益利來看，若案

件久懸不決，可能會因證據滅失導致實體真實發現的困難，而迅速追訴犯罪可以

有預防及鎮壓犯罪的效果；另外就被告利益而言，冗長的刑事程序負擔對被告身

心及生活造成恐懼及折磨，而且因時間的經過，導致對其訴訟防禦權的行使極為

不利241。故保護被告受速審權即是保障被告防禦權及維持公平審判以及正當程序

審理的權益。而我國自民國 99 年 5 月 19 日公布制定速審法，其中第 1 條第 1

項開宗明義表示本法的立法目的在於維護刑事審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保障人

權及公共利益。試圖來解決那些久懸未決的案件，來保障被告相關的權益。 

然而事實上在我國有關對於就審能力認定與停止審判的方式嚴格，未有相關

判決係採取認定被告因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認定被告無就審能力停審

                                                      
238

 Susan McMahon, Reforming Competence Restoration Statutes: An Outpatient Model, Georgetown 

Law Journal, Vol. 107, Issue 3, at 612 (March 2019). 
239

 Susan McMahon, Reforming Competence Restoration Statutes: An Outpatient Model, Georgetown 

Law Journal, Vol. 107, Issue 3, at 645 (March 2019). 
240

 陳運財，「刑事妥速審判法草案」評釋-由日本文觀點，月旦法學雜誌，第 177 期，2010 年 2

月，頁 105-106。 
241

 邱忠義，刑事程序之促進訴訟機制-以妥速偵審為中心-，台灣法學雜誌，第 135 期，2009 年

9 月，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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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命入相關強制治療待其回復狀態，僅能就目前相關法條以及學理論據上做停審

與速審衝突的探討。 

與此狀況最有相關的討論，可參考速審法第 7條規定：若自第一審繫屬日起

已逾八年未能審判確定之案件，除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者外，法院依職權或被告

之聲請，審酌下列事項，認侵害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且情節重大，有予適當

救濟之必要者，應減輕其刑： 

一、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 

二、案件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 

三、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 

此條的刑法量刑規定之補充規定，旨在就久懸未決案件，從量刑補償機制予

被告一定之救濟，以保障被告受妥速審判之權利，係重要的司法人權。而此議題

放在被告是無就審能力之人且令其入相當之處所進行治療回復就審能力的情況

時，是否有所適用本條規定。 

首先關於本條之「依法諭知判決無罪者除外」，有文獻表示本條規定不適用

於無罪判決，自是當然之理，因為無罪判決並無量刑問題，更遑論減輕期刑，因

而條文所定「除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者外」，顯為贅文。除無罪判決外，如果案

件欠缺訴訟條件（即具備訴訟障礙事由），法官依法亦只能為免訴、不受理等判

決，當然亦無本條之適用。但因條文只規定「除依法應論知無罪判決者外」，並

未將免訴、不受理等判決亦列為除外規定，難免會啟人疑竇免訴、不受理等判決

是否亦有本條適用。基此，未來應將此要件刪除為宜242。但依據本條立法理由及

法院適用刑事妥速審判決行注意事項七、（四）規定「除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者

外」，係為彰顯無罪推定原則，避免予人本條係有罪推定之誤解，至於免訴、不

受理等判決，本即無減輕其刑之適用。 

但事實上此無罪審判之規定，亦會碰到例如有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不罰之被

告，其於就審階段亦可能受到相關人身上之拘束之權益侵害，而縱使有可能有無

                                                      
242

 何賴傑，論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7條減刑規定之適用，收錄於：刑事妥速審判法（上冊），司法

院印行，2010年 10 月，第一版，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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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判決之情況，但亦會有其他相關受到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規定，是否亦有相關

權益救濟以及適用減輕規定不無疑問。 

至於有關法院審酌相關之事項中提及該訴訟遲延要「非可歸責被告」，而立

法理由所示指有訴訟遲延，如係因被告逃亡而遭通緝、因病而停止審判、另案長

期在國外服刑、意圖阻撓訴訟程序之順利進行，一再無理由之聲請迴避等，係屬

被告個人事由所造成案件之延滯，即不應給予被告有減輕其刑之優惠。而其中所

提及的「因病而停止審判」，是否包含被告無就審能力的情況？本文認為其應係

指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2項之停審之規定，而非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項之就

審能力之停審規定，但值得探討的即是這種「非可歸責被告」該如何判定？有認

為應視被告是否有防禦權或辯護權濫用或其事由是否緣於被告本身因素判斷之，

例如被告為延滯訴訟一再聲請調查不必要調查之證據、以不實抗辯及主張誤導法

院調查方向屬之，但是若該事由係屬無期待可能性或無法避免之行為，如突生重

病而停止審判，則不應將訴訟遲延歸責於被告243。故若即使認定此因病而停止審

判包含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項之被告就審能力之停審，仍須審視考量此是否

係可歸責於被告之因素。 

另外第 3 款所稱「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依立法理由所示「因實務

上案件未能迅速審結之原因甚多，為免掛一漏萬，爰於第 3款為概括之規定，以

資適用，並確保法院彈性妥適衡量之空間。」，又參酌法院適用刑事妥速審判決

行注意事項七點、(六)中有舉例這類的概括事項有「鑑定需時過久、調查程序需

在國外或大陸地區進行、有法定停止審判等情形即是。」故對於被告就審能力的

鑑定時間過久，造成其人身自由拘束侵害時，亦應參入考量是否減刑。其亦舉例

有法定停止審判情形時，亦應考量進去，而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項有關就審

能力的停審即是所謂的「法定停止審判情形」，故若認為有可能侵害被告受迅速

審判之權利，且情節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者，應先給予適當之救濟，如認

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確已受侵害且情節確屬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時，始

減輕其刑。 

                                                      
243

 何賴傑，論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7條減刑規定之適用，收錄於：刑事妥速審判法（上冊），司法

院印行，2010年 10 月，第一版，頁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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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認為被告欠缺就審能力而停審，仍應先考慮其能力的欠缺是否是可歸責

於己之事由（例如審判期間酒駕，車禍受傷失去意識），仍應依法停止審判，但

因此造成的審判遲延，後果應由被告自行承擔，而無速審權受到輕害之虞244。至

於其他被告就審能力的欠缺，並非可歸責於被告、法院、檢察官時，這時停審的

要求來自法定事由，目的是為了使被告有最基本的訴訟防禦能力，保障被告受公

平審判、正當法律程序之憲法權益，此時因停審造成的遲延，仍應綜合考量是否

侵害被告利益，例如要求其另入相關醫療處所強制治療之監禁處分之期間是否合

理適當，是否為變相長期監禁，此時即有可能有侵害被告人身自由權利以及速審

權利且屬情節重大之虞，仍應給予適當救濟之必要，且之後亦應減輕其刑。 

然而重新以遲延是否對被告權利有所侵害的角度來看，參考美國法上判斷被

告受迅速審判權是否有受侵害，自應審酌被告在迅速審判的規範目的上的三種利

益是否有受到損害來判斷，即（1）避免不當且過於冗長的羈押；（2）減少伴隨

而來的精神壓力；（3）防止訴訟遲延影響被告的防禦權。而對於無就審能力被告

施以長期的強制住院是否有必要而演變成一種變相的長期羈押，實務上多有案例

指出一些精神障礙的被告在看守所長期監禁而病情加重的情況產生，縱使是於醫

療院所的監禁治療，亦不否認其不會有其他相關因監禁引起的精神壓力。且冗長

的監禁可能亦會影響被告相關的訴訟防禦，例如其事實上亦有得提出精神障礙抗

辯之有利於己之事由，然因為此變相的無條件期限的監禁，使其訴訟權利遭受損

害，故應肯在這種無期限的強制治療監禁情況仍是有違反被告速審權的。 

另外從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第294條以及實務操作觀察，目前亦並無給當事人、

辯護人就停止審判與否的裁定救濟的機會，而只能透過等到個案判決後透過上

訴審併予以解決，然基於程序保障對於現行刑事訴訟法漏未規定有關當事人、

辯護人、或得為被告輔佐之人，認為被告有欠缺就審能力疑慮的情形得聲請停

止審判但卻被駁回而得提起抗告之明文245，應落實相關得以救濟之權益，因有

時停審不見得皆有利被告，有時被告可能急於希望可透過終局的無罪判決還以

                                                      
244

 王兆鵬，迅速審判-要權利，不要空談，台灣法學，第 135期，2009年，頁 183。 
245

 林慈偉，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 項刑事被告就審能力規定之修正芻議，月旦法學雜誌，第

306期，2020年 11 月，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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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白，且審判停止，可能造成一些國家或被告的利益耗損而損及其受迅速審判

的權益，因此當被告或辯護人對於被認定無就審能力而停審之現狀，應給予對

於就審能力之停止、繼續審判或駁回繼續審判聲請之裁定，都得以提起抗告的權

利保障救濟。然如同前所述，司法院於2021年01月22日招開第189次院會，通過

的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當中，第289條之1
246即給予對於不服之裁定提

起抗告救濟，殊值贊同。 

而有關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角度出發，探討未給予精神障礙被告審判

機會而就令其於一個長期拘禁的強制治療情況下，亦可能違反相關人權公約之可

能，於後於第四章第二節澳洲原住民 Noble v. Australia案為例詳述之。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那些就審能力無回復可能性的被告，應有相關不受

理的事由增訂，因為那些無回復可能的被告亦無續行審判程序的可能，依據法院

發現真實並適當的迅速審判原則適用和相關刑罰目的等皆無期待可能，此時法院

應得終止審判程序，以利司法資源妥善運用，但我國目前刑事訴訟法上並無此類

終止裁判的形式要件規定，這造成這類無回復可能性的欠缺就審能力狀態之被告

與法院處於一個尷尬的狀態，故有文獻指出因就審能力問題屬於訴訟行為要件而

非訴訟要件，故此應類似於刑事訴訟法上諭知不受理的狀況，故應有相關對於就

審能力無回復可能性之被告有相關不受理判決事由的增訂較為妥適247。  

                                                      
246

 第 289條之 1：「對於第 294 條第 1項、第 2項及前 4條停止或繼續審判之裁定，或駁回第 294

條第 5項或前條聲請之裁定，得提起抗告。」 
247

 林慈偉，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 項刑事被告就審能力規定之修正芻議，月旦法學雜誌，第

306期，2020年 11 月，頁 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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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就審能力與其他相關人權公約之關係 

第一節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我國自 2009 年 5月 14日總統批准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

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經社文公約與公政公約），與《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以下簡稱兩公約施

行法） 也於同年 12月 10日國際人權日生效後，我國正式進入了兩公約的時代。 

其中有關《公政公約》第14條第1項規定：「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悉屬

平等。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定時，應有權受獨立無私之

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所以在所有訴訟程序中，個人根據此條規定，

應獲得法庭的公正和公開審訊的權利。此是刑事程序的核心原則，亦為程序保障

的精髓所在，也是與內國刑事程序關連最為密切的國際人權保障條款。而其中「公

正審判原則」包括第14條第2項與第3項之確保被告享有無罪推定與訴訟過程中之

防禦權，而上述列舉的權利只是程序上「最低限度保障」248。 

公正審判的試金石為原告和被告間、檢察官和被告間之「訴訟雙方平等」。

除依據法律作出，在客觀合理基礎上有區分必要者外，所有各方都應享有同樣的

程序性權利，且此區分不得令被告處於不利地位或對其造成不公平對待。況且在

刑事案件的審理中，檢控方因有國家機器做後盾，「機會均等原則」特別強調被

告方所享有之爲自己辯護的權利，包括：辯方應有充分的時間和便利準備辯護、

控方應提供關鍵性資訊，該原則要求給予被告獲得律師協助的權利、召集並詢問

證人的權利，及出庭審理的權利，如果被告無法獲得準備辯護所需資訊或者無法

召集專家證人；或者進行上訴時，檢控方能出庭卻未予以被告出庭機會；允許檢

察官就某項判決提出上訴，而被告卻無法提出上訴；或令被告因而蒙受增加刑罰

                                                      
248

 參考《公政公約》第 13號一般性意見第 5 段。其實在我國憲法上並無相當於《公政公約》公

平審判條款的具體規定，在界定何者屬於我國憲法層次要求公平審判的內涵時，主要是以大法官

藉由憲法第 8 條及第 16 條有關訴訟權保障為支點，將公平審判原則具體化、充實化，進而影響

我國實務適用。再者，上開《公政公約》第 14 條僅是公平審判的基礎規範，相關解釋亦參考其

立法意旨，尤其是人權事務委員會（HRC=Human Rights Committee）所做成的一般性意見書

（General Comment）。參考：林鈺雄，刑事訴訟法的發展趨勢-從公平審判原則出發，月旦法學

雜誌，第 300期，2020年 5月，頁 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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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威脅，在上述情形中，訴訟當事人平等原則已被違反249。 

其中有關對質詰問權、辯護權的相關權利概念上以閱卷權等為主要依據來源，

但其中並非不得做為被告的就審能力的依據，以下將詳述之，例如在第3項第2

款的準備辯護：「給予充分之時間及便利，準備答辯並與其選任之辯護人聯絡」、

第3款「立即受審，不得無故稽延」、第4款的有效辯護與律師協助：「到庭受審，

及親自答辯或由其選任辯護人答辯；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應告以有此權利；法院

認為審判有此必要時，應為其指定公設辯護人」、第5款的詰問證人：「得親自或

間接詰問他造證人，並得聲請法院傳喚其證人在與他造證人同等條件下出庭作

證」、以及第6款語言協助：「如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應免費為備

通譯協助之」。 

被告欲實質充分行使這些憲法權利，必須親自到庭，因此亦得推衍出被告的

「在庭權」亦屬於憲法上應有的權利，然而，若被告雖然已經到庭，但如果被告

並未具備相當程度的精神上或心智上之能力，其不能與法官、律師或證人等訴訟

參與者有效的溝通互動，則其「身在心不在」的狀態，實質上等同於未到庭進行

訴訟。 

另外有關對質詰問權的部分，是被告最重要的防禦武器與程序權利，國際人

權公約公平審判條款多將其列舉為刑事被告所享的最起碼權利，就公政公約第14

條第3項第5款的質問權，委員會亦曾參照歐洲人權法院之相關裁判作出解釋，就

此，國際人權機構的解釋適用，具有高度的雷同性250。 

而相關對質詰問權的概念以及辯護權的概念已如前面相關正當法律程序、公

平審判原則部分論述過，在此值得一提的為第6款有關「語言協助」的概念，相

關的法理原則或許可以做為借用至保障就審能力的概念。語言協助涉及國際人權

公約公平審判條款的數個保障項目，以公政公約第14條為例，首先依第3項第1

款規定的受告知指控權（right to be informed of the charge），刑事被告有權平等

享有「迅即以其通曉之語言，詳細告知被控罪名及案（事）由」的最低程序保障；

                                                      
249

 姚孟昌，接受公正審判之權利：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一項與第二項解析，刑

事政策與犯罪研究論文集(15)，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資料庫，法務部，2014年 3月，頁 95-96。 
250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的發展趨勢-從公平審判原則出發，月旦法學雜誌，第 300期，2020 年 5

月，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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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告知義務理所當然是以被告能夠「理解」的語言來進行，否則被告根本無從

因為告知而知悉受控罪名及事由，但公政公約猶如歐洲人權公約，其告知條款還

是加入了語言相關文字，以資強調。簡言之，打從踐行告知義務階段開始，就已

經有對語言弱勢被告的語言協助問題，不但時間上一直貫穿到審判結束為止，且

面向上也會擴張到其他的最低程序保障事項，例如準備辯護權、辯護協助權及詰

問證人權251。 

從上開語言協助的重點在於能讓被告「溝通理解」在法庭上相關的權利義務，

此和武器平等概念有關，所以「溝通理解」成為重點，那麼套用回對於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的被告而言，期待其「溝通理解」法庭上相關權利義務恐成無稽

之談。那麼對於與語言弱勢者都給予相關權利保障，例如需要提供免費的口譯協

助，否則其無法平等地參加訴訟或使其證人得到詰問252，更無法與不同語言之辯

護人溝通，故應提供最起碼的翻譯品質，或由熟悉該語言的辯護人代理253。所以

相關概念引用到對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被告就審能力問題上來看，協助

其與法庭或辯護人溝通，使其「溝通理解」法庭上相關程序權利義務亦為正當法

律程序或公平審判原則的一環，所以在除辯護人外，是否有其他相關的輔助、輔

佐之人的設置，概念或許與通譯相同，可做為協作被告「溝通理解」的一環，此

部分於後有關在《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當中提及有關「中介人」

角色或許可作為參考。 

被告必須有充分時間和便利準備他的辯護，並與自己選擇的律師聯絡，該條

是公正審判和適用「權利平等」原則的一個重要基本保障。而什麼構成「充分時

間」取決於每起案件的情況，如果律師合理地認為準備辯護的時間不足，他們有

責任請求休庭，不然在一般的情況下應依第3款規定，立即受審，不得無故稽延，

而如果休庭請求合理，法院則有義務批准，特別是在被告受嚴重的刑事指控，並

且需要更多時間準備的情況下254。此部分為意見書當中提到請求休庭的內容，套

                                                      
251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的發展趨勢-從公平審判原則出發，月旦法學雜誌，第 300期，2020 年 5

月，頁 189。 
252

 參考《公政公約》第 13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13 段。第 32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32 段。 
253

 參考《公政公約》第 32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33 段、第 40 段。 
254

 參考《公政公約》第 32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3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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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無就審能力被告，若他與辯護人無法充分合作、配合，那麼可以認為辯護人

並未有充分時間和便利準備其辯護，而辯護人得以提出休庭的請求，以待其與被

告溝通順暢無虞後始得回復審判，不過休庭的概念並不能無限上綱，審訊公正原

則同時要求審判迅速進行，不得無故拖延，否則即違反公正審判原則。對於「停

審」與「速審」該如何平衡，實為一大須做權衡的難題。 

而《公政公約》對於就審能力最相關的內容意見在2018年10月31日發布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49段：「對於面臨特殊障礙、難以與他

人平等地進行自我辯護的個人，如存在嚴重社會心理和智力障礙而妨礙其進行有

效辯護的個人，以及道德罪責有限的個人，締約國不應判處死刑。」此涉及精神

障礙判處死刑的生命權問題，亦與是否受有公平審判原則相關。 

「法院能否對心智障礙者判處死刑」一直以來都是我國實務中最具爭議的議

題，而在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49 點中，轉而從「被告能否為自己辯護」的辯護

權、正當程序等觀點進行闡釋，讓我們看到當心智障礙被告捲入刑事案件時的特

殊困境障礙，導致其無法與他人立於同等的基礎為自己提出有效的辯護，因此法

院不應對這類心智障礙者判處死刑。這似乎是首次人權事務委員會首次在一般性

意見中，明確提出「法院不能對心智障礙者判處死刑」的理論基礎，而且是從正

當法律程序、被告辯護能力的角度切入來談。其中，人權事務委員會特別在此使

用“psycho-social disability”，即「心理社會障礙」的詞彙，其意義上涵蓋了「因

為心理因素導致在社會中面臨障礙的狀況」，而不再侷限於傳統上，涵義較狹隘

的“mental disability”精神障礙或精神疾病。事實上，在我國有關精神障礙被告的

死刑案件比例向來不低，然而在司法程序中，仍不時發生法院不願在審判過程中

關照被告精神狀態的案例，執意在被告就審能力不完全的狀況下情形進行審判，

也不願要求看守所給予被告一定治療，以改善其精神病情，但通常此類被告已喪

失為自己進行有效辯護的能力，這樣的審判程序與死刑判決顯然都牴觸第 36 號

一般性意見255。所以從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書發布後，期望看到能為未來的我國

                                                      
255

 翁國彥，公政公約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導讀-關於我國死刑案件審判的幾點影響，廢除死刑推

動聯盟，2018 年 12 月，https://www.taedp.org.tw/story/10443 （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9 月 16

日）。林慈偉，首件適用《共政公約》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之死刑判決：評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7

年重訴字第 13號刑事判決，台灣人權學刊，第 5 卷第 2 期，2019 年 12月，頁 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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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帶來改變與影響，讓各庭審更重視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被告就審能力的

議題。 

 

第二節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我國立法院於2014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賦予《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後簡稱CRPD）

內國法的效力。不過在政府頒發施行法後，障礙者256在訴訟程序乃至於法律上的

基本權利保障相關內容是否更加完善，不無疑問，以下將對於精神障礙被告之就

審能力議題做檢視。長期以來，就審能力的議題被實務以及學界忽略，而有關精

神障礙者的刑事訴訟權利議題，更多是圍繞在責任能力、死刑問題上，例如《公

民與政治權利公約》亦著重於「精神障礙得否判死刑」等相關生命權保障議題上，

相較於此，在探討精神障礙被告有無就審能力的問題相對來說較為不足，僅能從

旁推敲，對於精神障礙被告究竟是否能夠理解審判相關程序意義而有相對應的自

我辯護，或得否提供辯護人替其行使有效防禦權等的有效資訊，雖然相關憲法上

以及人權公約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原則以及基本權利保障或許很重要，

但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內國法化後，用來重新審視與建構，從人權公約、

憲法權利保障、刑事法的交錯關係下，看看是否能為此議題注入新的觀點與方向，

來更加完善的保障精神障礙被告於審判過程中相關的權利257。 

 

第一項 身心障礙保障內涵-從個人觀點到人權觀點 

身心障礙觀點的演變，是一種價值判斷轉變的過程，是從過去的社會排除轉

向社會包容的一個過程，二次大戰結束後，西方國家在社會安全制度架構下，陸

續發展出較完整的障礙者保護政策與規範258，然大多係以「個人觀點」看待障礙

                                                      
256

 CRPD 第一條宗旨寫道：「身心障礙者包括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長期損傷者，期損傷與各

種阻礙相互作用，可能阻礙身心障礙者與他人於平等基礎上充分有效參與社會。」 
257

 林慈偉，精神障礙被告之就審能力：從 CRPD 與 Noble v. Australia 案出發，月旦醫事法報告，

第 34 期，2019年 8 月，頁 23-25。 
258

 孫迺翊，再探視障按摩保留條款之合憲性-大法官釋字第六四九號解釋的法事實與法釋義，中

研院法學期刊，9期，2011年 9月，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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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障礙是個人的缺陷導致功能限制與障礙，並發展出醫療模式259、功能模

式260、慈善模式261來解決障礙問題，從注重身心回復到補償概念，均沒有將障礙

者看成權利的主體，而是需要被照顧、支持與治療的對象262。 

世界人權宣言以「人人生而平等」作為人權口號基礎，也慢慢的關注到障礙

者的議題身上，到了 1960 年代末，開始使用損傷、障礙、殘障三個名詞概念來

鑑定障礙者，而「社會模式」是將身心障礙的論述從個人層次提升到社會結構，

將障礙原因重新聚焦到社會整體結構與環境的層層阻礙上，而不是著眼在障礙者

個人身體功能欠缺，換言之，障礙不只是個人問題，還是個人與周遭人群以及物

理環境互動的結果，認為應移除外在環境與制度對障礙者的各種結構性的不利因

素，強調障礙者的尊嚴以及國家應去除社會障礙，使所有人均能享有充分的尊嚴

及平等的權利263。到了 1970 年代，聯合國逐漸開始朝向以「權利」為基礎的決

議文與行動方案264，對障礙者的議題更多是以「人權」為基礎的權利觀點來對待

障礙者265，人權觀點除了採納社會模式的主張，更強調人人在道德上的價值均等，

社會中所有人民不論其是否有身體功能與結構的損傷，都有權利納入社會，且獲

得「結果的均等」266。到了 1990 年代後，聯合國對於障礙者的議題，走向更積

                                                      
259

 二戰後，各國都有相當數量的退伍軍人回到社會，需要各醫療復健服務與措施，此時服務對

象以退伍回歸社會的受傷軍人為主，50 至 70年代，此時聯合國針對障礙者所推動的各項決議文

與行動方案都是採取提供照顧與復健服務為主。王國羽，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對我國的啟

示，社區發展季刊，123期，2008年 9月，頁 108-109。 
260

 以個人身心之限制，而導致個人功能之限制的個人觀點出發，因此應該提供更多服務使障礙

者的功能限制降低。廖福特，從「醫療」、「福利」到「權利」-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之新發展，

中研院法學期刊，2 期，2008 年 3 月，頁 173。 
261

 認為障礙是一種個人的悲劇，可藉由非障礙者之協助或障礙者個人之勇氣予以克服，障礙者

被視為是與其障礙對抗，值得予以讚許，以功能限制觀點看待身心障礙，進一步著重社會資源分

配。廖福特，從「醫療」、「福利」到「權利」-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之新發展，中研院法學期刊，

2 期，2008年 3 月，頁 173。 
262

 廖福特，從「醫療」、「福利」到「權利」-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之新發展，中研院法學期刊， 

2 期，2008年 3 月，頁 173-174。 
263

 孫迺翊，無障礙/可及性、合理調整與平等不歧視原則：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檢視我國憲法

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平等原則內涵，台灣大學法學論叢，45卷，2016年 11月，頁 1191-1192。

廖福特，從「醫療」、「福利」到「權利」-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之新發展，中研院法學期刊，2

期，2008年 3月，頁 157。 
264

 王國羽，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對我國的啟示，社區發展季刊，123 期，2008 年 9 月，

頁 109。 
265

 黃源協，身心障礙福利的發展趨勢與內涵-國際觀點分析，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2003 年

12 月，頁 349。 
266

 林萬億、劉燦榮等著，臺灣身心障礙者權益與福利，五南，2014 年 9 月，初版，頁 39-4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23
115 

 

極「全面人權觀點」，通過了《保護精神疾病與改善心理健康照護原則》，強調精

神障礙者的基本自由和基本權利267，亦有「障礙者機會平等準則」指出身心障礙

是因為不同功能限制所產生，而「殘障」則是指缺乏參與社會生活之機會，或是

其機會受到限制268。而到了 2008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綜

觀整個公約內容並非對障礙者強調其有異於一般人的特權，而是強調障礙者應予

一般人一樣，享有同等的人權269。權利觀點包容每一個個體差異，重視結果的均

等，而非機會均等，即體現社會整體脈絡應給予的實質平等，此觀念的轉變，也

意味著社會需要以更寬容和正義的態度對待障礙者270，故「社會模式」亦稱為「人

權模式」271。 

 

第二項 身心障礙者在法律上的平等宣示 

從《身心障者者權利公約》第 5條 1項，即從正面的方式來宣示法律之前人

人平等：「締約國確認，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有權不受任何歧視地享有法律

給予之平等保障與平等受益。」而同條第 2項則以反面方法來強調締約國應禁止

所有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締約國應禁止所有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保障身心

障礙者獲得平等與有效之法律保護，使其不受基於任何原因之歧視。」 

而何謂「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依據第 2條第 3 款前段的說明，是指「基

於身心障礙而作出之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損害或廢除在與其他

人平等基礎上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領域，所有人權及基

本自由之認可、享有或行使。」而至於第 5條第 1項、第 2項分別從正面保障與

反面禁止來闡釋具有相同內涵而屬於同一原則，強調相同者同等對待以即禁止無

                                                      
267

 黃源協，身心障礙福利的發展趨勢與內涵-國際觀點分析，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2003 年

12 月，頁 351。 
268

 廖福特，從「醫療」、「福利」到「權利」-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之新發展，中研院法學期刊， 

2 期，2008年 3 月，頁 179-180。 
269

 孫迺翊，再探視障按摩保留條款之合憲性-大法官釋字第六四九號解釋的法事實與法釋義，中

研院法學期刊， 9期，2011 年 9 月，頁 102。 
270

 黃源協，身心障礙福利的發展趨勢與內涵-國際觀點分析，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2003 年

12 月，頁 346。 
271

 廖福特，從「醫療」、「福利」到「權利」-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之新發展，中研院法學期刊， 

2 期，2008年 3 月，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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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理由為差別待遇272。 

所以將相關概念導入國家義務層面來看，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4

條第 1項，締約國不僅應採取所有適當的立法、行政及措施來實施《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確認的權利，當法律上的差別待遇構成歧視時，締約國即負有採取所

有適當措施，包括立法、修正、廢止構成歧視身心障礙者之現行法律、法規、習

慣及其實踐的國家義務。 

另外，聯合國身心障礙權利委員會在 2014 年作成的第 1 號一般性意見書，

亦特別強調《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5 條以及第 12 條間的關聯性，說明法律

前人人平等應包括不得歧視性地否認身障者的「法律能力」（legal capacity），此

法律能力不僅限於我國民法上的權利能力，更應包含行為能力273，亦有認為此法

律能力應包含兩個面向，分別為似民法上的權利能力，另一則為民法行為能力與

刑法責任能力，缺一不可274，此乃身心障礙者享有在其他法律上，人格獲得承認

的權利，並保證權利得到尊重且得以行使的基礎條件275。 

委員會認為，縱使在例如破產或刑事定罪時，國家可以對個人的法律能力加

以剝奪或限制，但締約國在剝奪或限制身障者法律能力時，亦應與他人基於相同

的基礎，遵循所有人一律平等的原則，而不得基於身心障礙的個人特徵就剝奪或

限制身障者的法律能力，這種剝奪的目的或效果是對這些人給予不同的待遇276。 

委員會更進一步的強調身心障礙者的法律能力與「心智能力」（mental 

capacity）並不是相同概念，即法律能力是指法律主體享受、行使權利並負擔義

務的法律上能力，此乃法律主體得以參與社會的關鍵，至於心智能力則是指個人

的實際決斷能力，此決斷能力將可能會因為先天因素或後天環境、社會因素而有

所不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2 條明確規定，「心智不全」和其他歧視性

                                                      
272

 孫迺翊，無障礙/可及性、合理調整與平等不歧視原則：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檢視我國憲法

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平等原則內涵，台灣大學法學論叢，45 卷，2016 年 11 月，頁

1195-1196。 
273

 黃詩淳，從心身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觀點評析臺灣之成年監護制度，月旦法學雜誌，第 233期，

2014年 10月，頁 139。 
274

 「瘋癲、審判與懲罰：2020 台灣死刑判決研討會」圓桌論壇（二）：精神障礙者的各種想像，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https://www.taedp.org.tw/story/10754，(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 11月 27 日)。 
275

 UN CRPD General Comment No.1 (2014), para. 11. 
276

 UN CRPD General Comment No.1 (2014), para.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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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不是剝奪法律能力（包括法律地位和法律權利的行使）的合法理由，感覺上

或事實上的心智能力缺陷不得作為剝奪法律能力的理由277，但是大多數國家把心

智能力和法律能力的概念混為一談，所以在當某人由於認知或心理社會障礙而在

決策技能方面有缺陷時，作出某一決定的法律能力就隨之被剝奪，作出這類決定

所依據的通常只是對缺陷的診斷（現狀方法），或某人所作決定被視為產生不利

影響（後果方法），或某人的決策技能被視為有限（功能方法）。決策技能經常基

於一個人能否理解一項決定的性質和後果，或者此人能否使用或權衡相關訊息278。

這些認定方法將個人的障礙或決策技能作為剝奪理由，削弱這些人的法律能力和

法律人格，故委員會認為應不允許這種歧視性的剝奪法律能力的做法，並要求應

為行使法律能力提供協助279。 

而委員會在第 6 號《一般性意見》第 11 段亦解釋了平等模式下的拓展實質

平等內涵，提出了：（1）再分配面：經由公平再分配政策，改善人們所處不利社

會經濟條件；（2）承認面向：承認人的尊嚴與相互交織性，打擊汙名、刻板印象、

暴力、偏見；（3）參與面相：肯認人作為社群成員的社會性，人人皆能參與融入

社會；（4）調整面相：為了人的尊嚴，各種規定、作法，應預留適用多元差異的

調整空間。使實質平等更進一步的朝向融合式平等，來展現出社會參與及多元差

異調整適用280。 

 

第三項 我國身心障礙分類 

ICF的全名是《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這是世界衛生組織在

2001年所制定的一套具有標準化語言以及架構的分類系統，用以來描述世界上任

何一個人的身體功能、身體結構及活動與參與的功能、障礙與健康狀態，其中包

                                                      
277

 UN CRPD General Comment No.1 (2014), para. 13. 
278

 功能方法存在缺陷：原因主要有兩個：(1)它被歧視性地適用於障礙者；(2)它假定能夠準確評

估人腦的內部活動，並在一個人未能通過評估時剝奪其「在法律面前獲得平等承認的權利」的核

心人權。 
279

 UN CRPD General Comment No.1 (2014), para. 15. 
280

 黃怡碧等著，CRPD 話重點-認識《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關鍵 15 講，人權公約施行監督

聯盟、台灣國際醫學聯盟出版，2020年 1月，初版二刷，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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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描述個人的功能、障礙與健康狀態如何促進或阻礙環境因素以及個人因素的影

響。ICF重新的看待與定義什麼是「身心障礙」，並正視環境因素與疾病和損傷

後果的影響，並將焦點放在「障礙情境」，而不再只是「障礙者」本身的身心損

傷，並提供了一個全方位的身心障礙服務理論，尤其在做跨專業服務合作的理論

與實務應用之評估工具，故ICF著重描述個人的獨特性，以及個人各層面彼此動

態影響的關係。在ICF中，「功能」這個專有名詞包含身體機能、活動功能與參

與功能；而「身心功能障礙」這個專有名詞指的是身體機能損傷（Impairments）、

活動受限（Activity limitation）與參與侷限（Participation restriction），而影響上

述3個功能表現的5大環境因素，以及說明個人因素，例如個人的生活型態、習慣、

年齡、性別、所受的教育、經歷以及種族遺傳等，也影響個人的健康、功能表現

和障礙狀況，因此即使是在國際疾病的分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fication of 

Disease，ICD）所定義的疾患或疾病中的醫療健康是相同，但此兩人亦可能會有

不同個人的八大身體機能系統、身體結構系統及九大活動參與面向的生活功能，

尤其，此兩人所處的情境不同，也會有不同的個人因素與條件281。 

ICF為一個多目的之分類系統，能在各層面被廣泛使用，特別是在健康和健

康相關領域的分類，ICF有助於描述每一個獨特個人的身體機能和結構之改變對

生活影響的程度（也就是損傷分級，impairment qualifier），以及描述一個人在

標準環境下能做什麼（能力分級，capcity qualifier）以及在一般環境下實際上能

做什麼（表現分級，performance qualifier）的健康、功能表現和障礙狀況，而我

國衛生福利部亦將原本設計的16類認定標準重新分為8大類，並在2008年公告的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來重新修正身心障礙者的定義：「各款身體系

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

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

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而此身心障礙者鑑定與福利服務評估的新制

亦於2012年7月11日正式上路282。 

                                                      
281

 楊熾康等編輯，溝通輔具服務工作手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5 年 12 月，修訂 1

版，頁 27-28。 
282

 楊熾康等編輯，溝通輔具服務工作手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5 年 12 月，修訂 1

版，頁 28-2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23
119 

 

圖表 3：新制與舊制身心障礙類別及代碼對應圖283 

新制身心障礙類別 
舊制身心障礙類別代碼 

代碼 類別 

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06 智能障礙者 

09 植物人 

10 失智症者 

11 自閉症者 

12 慢性精神病患者 

14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者 

第二類 眼、耳及相關構造

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01 視覺障礙者 

02 聽覺機能障礙者 

03 平衡機能障礙者 

第三類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

造及其功能 
04 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者 

第四類 循環、造血、免疫

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心臟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造血機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呼吸器官 

第五類 消化、新陳代謝與

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

功能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吞嚥機能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胃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腸道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肝臟 

第六類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腎臟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膀胱 

第七類 神經、肌肉、骨骼

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05 肢體障礙者 

第八類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 08 顏面損傷者 

                                                      
283

 圖表 3：新制與舊制身心障礙類別及代碼對應表，資料來源：楊熾康等編輯，溝通輔具服務

工作手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5 年 12月，修訂 1版，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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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能 

備註： 

依身心障礙者狀況對應第

一至八類 

13 多重障礙者 

15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因罕見疾病而

致身心功能障礙者 

16 

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障礙者

（染色體異常、先天代謝異常、先天缺陷） 

而有關精神疾患相關障礙者被歸類於第一類的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

能障礙類別當中，其中慢性精神疾病在整體心理社會功能（Global psychosocial 

functions）284、注意力功能（attention functions）285、記憶功能（memory functions）

286、心理動作功能（psychomotor functions）287、情緒功能（emotional functions）

288、思想功能（thought functions）289、高階認知功能（higher-level cognitive functions）

290等障礙問題上可能會影響其相關的認知、溝通問題291，故在對於精神障礙被告

                                                      
284

 整體心理社會功能的表現是以臨床整體評估值來決定。臨床整體評值是指經由社會互動

（social reciprocity）功能相關評量工具（如：發展量表中有關人際社會之分項、心理衡鑑中有關

協同注意力（joint attention）、社會認知或判斷、或心智理論（theory ofmind）檢測之工具、各

種社交技巧量表或社會適應量表、自閉症相關之評估量表）等，所獲得的評估結果。 
285

 注意力功能的表現是以症狀困擾程度來判斷。症狀在編碼中的困擾程度主要分為中度、嚴重

及極嚴重症狀困擾。症狀困擾程度主要是透過神經心理相關注意力功能之測驗，如：廣泛性非語

文注意力測驗、持續操作測驗（Continuance Performance Test）、郭爾登診斷系統（Gordon Diagnostic 

System, GDS）等，從這些測驗中診斷出個案注意力症狀之困擾程度。 
286

 記憶功能的表現是以其登錄、儲存及提取的記憶困難程度來判斷。編碼中記憶功能的困難程

度主要分為顯著登錄、儲存及提取資訊的記憶困難、有嚴重程度登錄、儲存及提取資訊的記憶困

難和因登錄、儲存及提取資訊的記憶困難，這些分類主要是經由記憶功能相關的測驗：智力測驗

中涉及工作記憶或語意記憶之分測驗，如：常識、數字廣度等；記憶功能之神經心理測驗，如：

魏氏記憶量表（Wechsler Memory Scale-III）、連續視覺記憶量表（Continuous Visual Memory Test）、

兒童認知功能綜合測驗之工作記憶測驗、Rey 複雜圖測驗（Rey Complex Figure Test）之回憶表

現、自傳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等，從其診斷結果中所獲致。 
287

 心理動作功能的表現是以臨床整體評估值來決定。臨床整體評值是指經由心理動作相關評量

工具，如：班達測驗等有關心理動作之神經心理測驗；簡短精神症狀量表、正性及負性精神症狀

量表、或其他適用於憂鬱症、躁症、強迫症、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等評估量表中，有關

心理動作功能評量之部分；職能作業評估中，有關心理動作功能評量、臨床整體評值和整體功能

評估之部分等，所獲得的評估結果。 
288

 情緒功能的表現是以臨床整體評估值來決定。臨床整體評值是指經由情緒功能相關評量工具

（如：漢氏憂鬱量表、貝克憂鬱量表、楊氏躁症量表等，或其他適用於憂鬱症、躁症之量表、臨

床整體評值和整體功能評估之部分等，所獲得的評估結果。 
289

 思想功能的表現是以臨床整體評估值來決定。臨床整體評值是指經由思考功能相關評量工具

（如：簡短精神症狀量表、正性及負性精神症狀量表，或其他適用於精神分裂症與妄想症、強迫

症或飲食障礙症之量表）、臨床整體評值和整體功能評估之部分等，所獲得的評估結果。 
290

 高階認知功能的表現是以目標導向相關的執行功能之困難程度來判斷的。編碼中高階認知功

能的困難程度主要分為有顯著困難、有嚴重程度困難，以及困難到幾乎在所有的領域都無法獨立

維持功能的程度。這個分類主要是經由執行功能相關評量工具：神經心理衡鑑中有關概念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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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能力行使其法律能力而近用司法時，應著重注意這些相關功能障礙的評估，

以及該如何補強使障礙者可以建立起溝通橋樑，保障其得以近用司法。 

 

第四項 從 Noble v. Australia案審視 CRPD就審能力之應用 

CRPD 委員會於 2016年作成的 Noble v. Australia案292中就精神障礙被告就

審能力提出的相關建議，來做為參考關於精神障礙被告就審能力的問題如何具體

應用於《身心障礙者者權利公約》上及相關影響。 

申訴人 Noble是精神障礙和智力障礙的澳大利亞原住民，因被指控犯兒童性

侵案件，在案件審理期間經法院依其澳大利亞之《精神障礙被告法》（Mentally 

Impaired Defendants Act）認定欠缺就審能力並將其關押，而整個關押時間長達

13 年之久。申訴人認為，《精神障礙被告法》因為其僅適用於有認知障礙之人，

且允許在未確認其犯有任何罪刑的狀態下對其為無限期的關押，這樣的法律具有

歧視性，且有違 CRPD 第 5 條（平等與不歧視）、第 12 條（在法律之前獲得平

等承認）、第 13 條（獲得司法保護）、第 14 條（人身自由與安全），以及第 15

條（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等規定。 

1.《精神障礙被告法》有違 CRPD第 5條平等與不歧視之權利保障 

而 CRPD 委員會對此案件做出相關決定，意見書表示，此適用《精神障礙

被告法》相關規定有違平等與不歧視之權利保障，因依照 CRPD 第 5 條規定，

締約國必須確認所有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不受歧視的享有法律平等保障，而

歧視可從對於身心障礙者產生過度影響的規定和措施中產生效果，在此案中，《精

神障礙被告法》的目的在處理無就審能力情況，在評估該法規之差別待遇是否合

理，以及是否會對身心障礙者產生歧視時，委員會認為此法規定一旦被認定無就

審能力，即可能被無限期關押直到具備就審能力，而未給予其相關任何可以做無

                                                                                                                                                        
歸類能力、認知靈活度、抽象和組織能力、思考轉換能力之檢測工具，如：Wisconsin Card 

SortingTest、Category Test、Tower Tests、Maze tests、Fluency Tests、Stroop Test、Color Trail Test 

等，從執行各種功能相關行為評量表來評斷出個案在高階認知功能的程度。 
291

 楊熾康等編輯，溝通輔具服務工作手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5 年 12 月，修訂 1

版，頁 32-39。 
292

 Noble v. Australia（CRP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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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抗辯和反駁不利證據的機會，以及為給予提供行使法律能力所必要的支援和分

析可以採取的適當措施。適用該法律時，申訴人的公正審判權被完全停止，法律

保護和平等利益都被剝奪，因此此法造成歧視性的對待，有違 CRPD 第 5條第 1

項、2項規定293。 

2.無就審能力的認定造成權利行使、法律能力受限有違 CRPD 第 12 條在法律之

前獲得平等承認以及第 13條獲得司法保護規定 

而無就審能力的認定，將導致申訴人無法行使、享有相關法律能力，有違

CRPD 第 12條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以及第 13條司法保護等保障。委員會表示

本案申訴人因為智力和精神障礙而無就審能力，導致其被剝奪行使無罪抗辯和反

駁對其不利證據的權利，締約國亦未提供適當措施協助其就審行使無罪抗辯，因

此使申訴人未有機會就其被控訴的罪嫌予以釐清，侵害其平等行使法律能力權利

以及平等有效獲得司法保護之權利。而雖然委員會亦提及締約國在確定身心障礙

者行使法律能力上有一定的裁量權，但也必須尊重當事人之相關權利。若無法近

用司法保護以獲得公平審判機會，也未提供適當協助，有違 CRPD 精神294。 

3.僅因「障礙」將其關押，有違 CRPD第 14條任意剝奪人身自由與安全之權利 

因為「障礙」而將其關押，有違 CRPD 第 14條有關人身自由任意剝奪之權

利違反。自由和人身安全是所有人所享有最寶貴的權利之一，而所有身心障礙者

亦均享有之，委員會認為在本案中，自申訴人被判定無就審能力後即一直被關押

著，申訴人既然未被定罪，且亦經由《精神障礙被告法》的適用撤銷了對他的所

有控訴，那麼關押就僅是對其智力、精神障礙評估所為的決定，無任何定罪效果，

故此「障礙」成為關押核心原因，有違 CRPD第 14條有關人身自由任意剝奪之

權利違反295。 

對於不適合辯護，沒有就審能力的前提是，如果一個人無法了解法律程序對

他們的指控，那麼他就不應該受到審判，這旨在使此類的被告可以免於刑事訴訟

                                                      
293

 林慈偉，精神障礙被告之就審能力：從 CRPD 與 Noble v. Australia 案出發，月旦醫事法報告，

第 34 期，2019年 8 月，頁 33。 
294

 林慈偉，精神障礙被告之就審能力：從 CRPD 與 Noble v. Australia 案出發，月旦醫事法報告，

第 34 期，2019年 8 月，頁 34。 
295

 林慈偉，精神障礙被告之就審能力：從 CRPD 與 Noble v. Australia 案出發，月旦醫事法報告，

第 34 期，2019年 8 月，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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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裁，目的是避免不公正的審判。但是，這類宣布亦有可能以其他多種方式來

剝奪被告的公正審判權，例如使他們沒有機會在法庭審駁斥相關指控，在沒有進

行相關抗辯權利下，往往他們都會被送到相當處所，受到拘留和國家干預一段時

間，有時甚至可能被拘留的時長超過他們判刑的時長，造成相當的嚴重性296。 

4.無限期關押及關押期間遭受暴力對待，有違 CRPD 第 15 條免於酷刑或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之規定 

無限期的關押以及期間所遭受到的暴力，有違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和有

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之規定。委員會表示，締約國應注意其中所涉及相關障礙者

之特殊需求，以及因其障礙所生的需求和脆弱性。在本案中，申訴人經常受到暴

力和虐待行為，而其障礙使他無法保護自己免受此類行為，締約國未採取任何措

施防止申訴人遭受此類對待，以及關押其達 13年之久，期間從未告知關押時程，

而且長期的無期限關押可能對被關押者造成不可挽回的心理影響，而有違 CRPD

第 15條有關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規定297。 

從近年來的 CRPD 委員會就各個締約國所做的國家報告出具的相關審查意

見可以發現，委員會所做成的解釋有一個潛在的趨勢：「對於障礙者宣告其無就

使能力，使其無法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適用正當程序，此一宣告有違 CRPD

之可能。」，而委員會重點亦指出了對於障礙者因宣告無就審能力後經常伴隨而

來的是無限期的拘禁，導致障礙者的人身自由、酷刑禁止等的權利都受到侵害，

而其中委員會更陸續透過審查各締約國國家報告，例如 2014 年韓國、厄瓜多、

比利時等國所出具的結論性意見，建議締約國應該盡量避免宣告障礙者無就審能

力，理由皆以，當障礙者因為無法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適用正當程序，此等無

就審能力之宣告本身即可能違反 CRPD
298。 

  

                                                      
296

 Anna Arstein-Kerslake, Piers Gooding, Louis Andrews and Bernadette McSherry, Human Rights 

and Unfitness to Plead: The Demands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17, at 401. (2017). 
297

 林慈偉，精神障礙被告之就審能力：從 CRPD 與 Noble v. Australia 案出發，月旦醫事法報告，

第 34 期，2019年 8 月，頁 35。 
298

 林慈偉，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項刑事被告就審能力規定之修正芻議，月旦法學雜誌，2020

年 11 月，第 306 期，頁 192-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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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 

雖然近用司法是享有和實現所有人權的基礎，但許多障礙仍然妨礙著障礙者

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近用司法，這些障礙包括對行使法律能力的限制；缺乏實

際使用司法設施的機會，例如法院和警察局；缺乏往返於這些設施的交通；獲得

法律扶助和代表的障礙；缺乏無障礙格式的訊息傳遞與通知；家父長式的或消極

的態度質疑障礙者在司法行政的各個階段參與的能力；缺乏對在司法領域工作的

專業人員的培訓，在司法系統中，障礙者通常被認為配不上，不能從提供給他們

所有其他公民的正當程序保護，有時甚至可能還會受到傷害，即使是一些基本權

利，例如緘默權和無罪推定的權利，也可能直接在法律或政策中被剝奪，或者在

實務習慣上被間接剝奪，而造成的風險很可能最後導致，例如因錯誤的供詞、錯

誤的判決近而造成非法剝奪自由等情況產生。 

所以在 2020年 8月 28日，聯合國障礙者權利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身心障礙權利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以及聯合國秘書長之障礙與可及性代表

（Special Envoy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Dis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發布了《障

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access to Justic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該指引並獲得國際法律人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ICJ）以及國際障礙聯盟（International 

Disability Alliance, IDA）之背書，其中所列之 10項原則，在第 1原則中即再次

強調與確認了任何人都不得因為其身心障礙而被拒絕近用司法，所以對於締約國

設有「無就審能力」此類的原則和學說，進而限制或否定了障礙者有權參與司法

程序的相關法規措施都應該被廢除或修正。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2 條和第 13條代表了對障礙者自主權的法律承

認的範式轉變，改變了過去歷史上對障礙者根深蒂固的理解想像，這種理解剝奪

了障礙者行使他們的意願和偏好，而在許多國家，實際上導致他們在與他人平等

的基礎上被剝奪了近用司法和程序保障的權利，根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2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第 13條有關獲得司法保護近用司法的權利規定下，各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isability/SR_Disability/GoodPractices/Access-to-Justice-EN.pdf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isability/SR_Disability/GoodPractices/Access-to-Justice-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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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應： 

1.認識到障礙者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都享有與他人平等的法律能力299； 

2.採取適當措施，使障礙者能夠獲得行使其法律能力可能需要的支持； 

3.確保與行使法律能力有關的所有措施均提供適當和有效的保障措施，以防止濫

用，包括確保那些行使法律能力有關的措施有尊重障礙者的權利、意願和個人喜

好； 

4.確保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有效近用司法，包括通過提供程序上和年

齡上適當的調整，以促進障礙者在所有法律程序中作為直接和間接參與者，包括

作為證人的有效作用，或者在其他法律程序中，包括偵查和其他的初步階段。 

以下將詳述介紹有關精神障礙被告在《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

下可適用的相關條項內容，做為我國有關精神障礙被告就審能力問題立法上的思

考與借鏡300： 

原則 1：所有障礙者都有法律能力 (legal capacity)，因此，任何人不得以障礙為

由被剝奪近用司法的機會。 

各國應保證障礙者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法律能力，並在必要時應提供

行使法律能力和保障近用司法的必要支援和調整。所以為此，各國應： 

在能力方面認定：（a）確保所有障礙者都被認為具有法律能力，並有權採取

及行使法律能力；（b）承認並承擔障礙者參加所有法院、法庭和論壇程序的全部

能力和權利；（c）確保不以透過功能或精神狀態評估確定「認知能力喪失」和「精

神能力喪失」等架構來限制任何人的法律能力。 

法規措施或實務做法方面應：（d）廢除或修正直接或間接限制障礙者法律能

力的所有法規措施或實務做法，包括那些允許替代性決策的法律，要求障礙者保

持「健全思想」，從而使障礙者無法平等地近用司法的所有法規措施或實務做法；

（e）廢除或修正那些確立並應用了「無就審能力」的學說，這些學說以其能力

                                                      
299

 法律能力（Legal capacity）：既是權利的持有者，又是法律行為者的能力。擁有權利的法律能

力者，有權受到法律制度的充分保護，並承認該法律能力有權建立、修改或終止與代理人間之法

律關係。 
300

 以下內容翻譯於《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access to Justic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並僅擷取相關適用於精神障礙被告近用司法之法

條內容，本文項目條序沿用原條文使用之條目，相關完整原文版見附錄三。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isability/SR_Disability/GoodPractices/Access-to-Justice-EN.pdf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isability/SR_Disability/GoodPractices/Access-to-Justice-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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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慮阻礙了障礙者參與法律程序；（g）廢除或修正那些獨尊或偏好於由醫療人

員判斷某人是否具備相關心智能力之法規措施或實務做法；（h）廢除或修正妨礙

障礙者提起法律訴訟的所有法規措施或實務做法；（m）廢除或修正會使障礙者

被告在監獄、精神保健設施或其他機構中依據「危險性」或「需要照護」為由，

受到有期或無期限拘留的法規措施或實務做法（有時稱為「照護相關的住院」、「安

全措施」等）。 

相關輔助方法可以：（i）制定可操作和可執行的權利，以接受個別確定的

程序調整，包括為使障礙者有效參與任何法院、法庭或論壇中的所有程序所必需

的支援；（j）隨時隨地提供中介人（intermediaries）或促進者（facilitators）301，

以使障礙者與法院、法庭和執法機構之間進行清晰的溝通，以確保安全、公平和

有效地參與，並有充分機會參與所有法律程序；（k）確保被宣佈為沒有能力的

人有權提出上訴或以其他方式尋求恢復其法律行為的權利，並有權尋求法律扶助

及求償；（l）建立或支持障礙者可以在與他人平等基礎上，獲得無視任何形式

的參與能力權利的替代性司法機制，例如修復式司法、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以及

其他相關文化社會形式之法庭論壇。 

 

原則 2：為確保障礙者得以不受歧視平等近用司法，相關設施與服務必須全面無

障礙/可及性。 

為了保證平等近用司法和不受歧視，各國必須確保那些法律體系中的設施和

服務透過最低限度在基礎原則和通用設計上被建設、開發和提供，可藉由：（a）

制定和執行可實施的法規措施或實務做法，以保證司法系統中使用的所有設施和

服務的可及性，包括：場所的便利以及訊息溝通系統的便利與可及性；（c）確保

有足夠的財政資源，使人們能夠根據普遍設計的原則，使障礙者能夠實際使用司

法系統；（d）當設施和服務無法確保障礙者獲得現有的自然環境、交通、訊息和

溝通時，要確保程序調整。 

                                                      
301

 中介人（intermediaries）與促進者（facilitators）：根據需要與司法系統人員和障礙者合作以確

保在法律程序中進行有效溝通的人員。他們協助障礙者理解並做出明智的選擇，確保以他們能夠

理解的方式對事物進行解釋和討論，並提供適當的調整和支援。中介人是中立的，他們不代表障

礙者或司法系統發言，也不領導或影響決策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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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3：障礙者，包括障礙兒童，有權獲得適當之程序調整（Procedural 

accommodation）302。 

為避免歧視並確保障礙者有效和平等地參與所有法律程序，各國應為障礙者

提供適合性別和年齡的個性化程序。應涵蓋特定情況下所需的所有必要和適當的

修改和調整，並在程序開始前就盡最大可能進行調整，包括中介人或促進者、程

序調整和修改、環境調整和溝通協助，以確保障礙者近用司法。而各國在調整這

系列程序時，同時還應確保此類調整是以適當的平衡和尊重各方的方式實施： 

獨立的中介人（intermediaries）或促進者（facilitators） 

（a）建立、提供資金和執行獨立的中介人或促進者計畫，由經過培訓的獨

立中介人或促進者組成可以在訴訟程序和司法系統中提供當事人溝通協助，以確

定是否需要協助和支援以及哪些協助支援是適當的，並協助障礙者在整個訴訟過

程中進行溝通；（b）以符合當地程序、習俗以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方式

設計和實施獨立的中介人或促進者計畫。 

程序調整和修改 

（c）通過聽證程序，以確保在訴訟程序中障礙者的公平待遇和充分參與，

例如：調整訴訟程序的速度；（d）允許障礙者在程序上的各個階段，得以選擇由

家人、朋友或其他人陪同，以提供情感和道義上的協助，但並不取代中介人或促

進者的作用。 

溝通支援 

（e）確保司法系統中的所有程序均提供必要的技術和其他支援，以使障礙

被告能夠充分利用其必要的相關物理上設備進行任何形式的溝通，例如：助聽系

統設備；（f）通過使用除中介人或促進者以外的第三方支援溝通，例如：合格的

手語翻譯人員；（g）確保所有翻譯人員能夠接受、理解（即理解障礙者在說什麼）

和表達（即具有將訊息傳回給他們的必要技能），同時使用任何必要的方法，能

夠進行有效、準確和公正的翻譯專業相關詞彙（例如法律或醫學詞彙）並尊重專

                                                      
302

 程序調整（Procedural accommodation）：在特殊情況下需要時在近用司法的範圍內進行一切必

要和適當的修改和調整，以確保障礙者可以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參與程序，而其並不受「不成

比例或負擔過重」概念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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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為被指控犯罪者、囚犯和被拘留者提供程序調整 

（h）確保參與逮捕和調查犯罪的警官、檢察官和其他人員了解障礙者的權

利，在整個逮捕或調查過程中，警惕某人可能存有障礙，並據此立即的回應他們

的需求；（i）確保有獨立的第三人，例如律師或其他人，陪同障礙者到警局，以

協助他們進行調查，並有相關中介人、促進者或類似者來促進障礙者與執法人員

和法院人員之間的溝通；（j）消除障礙，例如組織相關如囚犯權利組織、障礙者

代表組織提供法律、程序、縮短拘留時間等有效的補救措施來防止那些會侵害障

礙者囚犯與被拘留者的監禁或治療條件。 

要求和提供調整 

（k）制定和執行法規措施、實務做法和程序，使障礙者能夠要求程序上的

調整，包括對法律程序的修改或支持，並適當保護其隱私；（l）在整個法律訴訟

過程中，確保所有參與者在因他們的障礙而有所需求時都被告知是否有程序的調

整；（m）確保確認需求以提供程序調整的過程，包括向其提供溝通協助，當有

必要時，根據其發展能力和發表意見的權利，對其提供其他保障措施。 

 

原則 4：障礙者有權在平等的基礎上，及時、無礙地取得法律通知/書狀和資訊。 

為了保障即時獲得訊息的權利，各國應：（a）制定可強制執行的法規措施，

以充分承認即時通知和了解司法程序各個方面的訊息權利；（b）確保可以通過各

種方法適當的近用有關司法系統和程序的訊息；（c）確保所有需要作出回應或採

取行動的通知（例如傳票、令狀、命令和判決）均以無障礙方式和格式提供。例

如：通俗易懂的語言、便利的溝通；（d）確保通知和訊息，關於涉及程序運作方

式、程序中的預期、在程序中何處可以透過理解程序和個人權益的方式得到幫助

等訊息，不僅依相關法規措施需以適當的語言提供，更需以通俗易懂的語言提供

之；（e）通過提供翻譯者、中介人、促進者以及其他形式的支援，確保需要幫助

者確實了解通知和訊息。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23
129 

 

原則 5：障礙者有權在平等的基礎上，享有國際法承認的所有實質性和程序性保

障，而且國家必須提供必要之調整以確保正當程序。 

各國應確保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向所有障礙者提供國際法認可的所有實

質性和程序性保障，無論是在刑事，民事或行政程序中，包括無罪推定和保持緘

默的權利。必要時，必須為所有需要協助以有效參與調查和司法程序的障礙者，

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提供程序調整，因此，各國應： 

（a）確保在根據法律證明有罪之前，假定所有犯罪嫌疑人和被告無罪；（b）

確保向犯罪嫌疑人或被指控的障礙者提供有關其權利，包括不自證己罪特權的可

獲取和可理解的訊息；（c）確保障礙者在與一線人員的所有互動中，無權受到歧

視，也無權使用基於其障礙的強暴或脅迫手段，例如，行為上的感知差異或溝通

方式，包括提供與警察和執法機關無關的並獨立的適當幫助的預防措施；（d）確

保在障礙者被捕時為他們提供程序上的調整，包括調整程序和溝通協助，並酌情

使用降級技術，確保並防止警察暴力和虐待以保障所有正當程序;（e）制定相關

法規措施和政策等，以保護障礙者在司法程序的任何階段不因其障礙而受到剝削；

（f）確保提供和協助有效參與的程序調整，以使障礙者有權在與他人平等的基

礎上自行選擇如何捍衛自己的權利；（g）確保根據障礙者的自由和知情同意權，

不論警察採取任何行動或進行司法訴訟的結果如何，且不得以是否在認罪協商或

認罪定罪為依據，皆須依障礙者的要求提供衛生保健和心理支援。 

 

原則 6：障礙者有權獲得免費或負擔得起的法律扶助。 

為保障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各國應在所有與侵犯人權或基本自由有關的法

律程序和訴訟中，為障礙者提供免費或負擔得起的法律扶助。特別是生命權、人

身自由權、財產權等對自由產生不利影響的權利，法律扶助必須是能即時可用的，

以使障礙者能夠平等地參與任何法律程序，為此，各國應： 

（a）制定和執行相關法規措施，不論障礙者在訴訟中的作用或可能結果如

何，在所有司法和準司法程序中提供獲得法律扶助的權利；（b）制定、資助和實

施法律扶助方案，對於涉及以下案件時，向無力為法律扶助的人，包括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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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免費的法律代理：（i）喪失生命或自由，包括監禁、拘留、安置在機構中，

強迫或非自願醫療（例如絕育）或非自願住院；喪失法律行為能力（例如監護權）； 

或因喪失父母或監護權而喪失家庭完整性之人；(ii)居住或財產的損失；(iii)任何

其他涉及刑事案件事項的情況，包括不用監禁案件、小額索償和涉民案件，在這

種情況下，障礙者在溝通、理解或被理解的過程中可能會處於不利地位；（c）除

了上述準則（b）所列事項外，確保為障礙者提供免費法律扶助的條件應不得低

於對障礙者的條款，並至在有必要時在基礎上提供個人化的程序上調整；（d）確

保除法律扶助外，必要時通過必要的輔助技術，例如電話、數位網路服務、律師

助理服務和在線法律幫助服務獲得法律諮詢；（e）廢除或修改限制障礙者保有和

指示律師的法律能力的任何法規措施和政策。（f）確保容易獲得法律扶助，消除

所有行政、溝通和近用上的實際障礙；（h）為律師提供程序調整，例如翻譯、輔

助技術，中介人和促進者，或獲得這種調整所需的資源，以協助律師與客戶、證

人和其他障礙者在執行其專業職責時進行有效溝通；（i）必要時修訂律師論理法

則有關的規定，要求他們尊重和擁護障礙者客戶的主要意願，並遵守他們的明確

指示；與此相反的任何法規措施和實務做法應予以廢除或修正；（j）廢除或修正

在法律訴訟程序中施加替代性決策的所有法規措施和實務，包括那些允許障礙者

任命決策者的法規措施和實務（例如訴訟監護人、朋友和類似安排）；或根據有

關人員以保護障礙者「最佳利益」之名做出的決定，而不是根據障礙者自己的意

願和偏好做出的決定。 

 

原則 8：障礙者有權就人權侵害和犯罪提出申訴和啟動司法程序，其申訴應獲得

調查並取得有效救濟。 

各國必須擁有易接近的、易於使用的、透明和有效的機制，供個人反應有關

侵犯人權和犯罪的投訴。投訴裁決者和法庭必須提供量身定制的補救措施，其中

可能包括平反和賠償，因此，各國應： 

申訴機制 

（a）建立申訴機制，例如國家人權機構、法庭和行政機構，有權聽取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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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其他人提出的申訴，包括關於基於障礙歧視的申訴，並下令採取補救措施；

（b）確保障礙者可以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提起刑事訴訟；（c）確保民事和刑

事申訴機制可近用，例如使用熱線和電子服務系統等投訴方法；（d）提供自願的

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例如和解、調解、仲裁和修復式司法；（g）確保在適當和

需要時提供匿名和保密機制； 

調查 

（i）確保所有調查員，包括執法官員，都了解障礙者的權利，並在整個調

查過程中警惕在涉及障礙者的調查中可能需要程序調整；（j）確保酌情請中介人

或促進者或其他適當的第三方協助調查過程； 

補救措施 

（l）在刑事方面，確保對虐待或以其他方式虐待障礙者的人提起公訴，並

在適當時被定罪或受到其他有效制裁；（m）確保針對侵犯人權行為採取有效補

救措施，包括不受因障礙而生的歧視的權利以及恢復原狀、補償、康復，滿足和

保證不再重犯的權利，例如這些補救措施應：具有可執行性、確保保護受害者不

再受人權侵害、與案件嚴重度成正比(比例原則)、資訊獲得須符合個人意願和知

情同意、解決侵犯人權系統性問題。 

 

原則 9：有效和有力的監測機制在支持障礙者近用司法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各國有義務指定獨立的框架，以促進，保護和監督障礙者權利及其平等近用

司法的權利的實施。為了確保獨立監測，各國應為建立的監測機制提供必要的任

務授權和資源，或者在不存在監測任務時創建新的任務和資源。因此，各國應採

取以下行動：（a）根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33 條第 2 款指定獨立的監督

機制（b）確保所有監測機制具有體制、財務和政治獨立性；（c）促進各監督機

制間的定期訊息交流，解決共同問題；（d）確保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參與設計和

實施獨立的監督機制；（e）包括授權以積極監督和查明侵犯障礙者權利的行為，

特別是那些被剝奪自由並置於機構場所的障礙者的權利；（f）包括獨立監督機制

的授權，以收集和公開侵犯人權的數據報告，包括近用司法的障礙；（g）確保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23
132 

 

務授權和資金，以提高人們對基於人權的障礙方法的認識，並為此目的支持培訓

方案。 

 

原則 10：必須為所有在司法系統工作的人提供與障礙者權利有關之意識提升和

培訓方案，特別是與司法近用有關之障礙者權利。 

各國必須通過向所有司法官員提供關於障礙者權利的培訓，消除對障礙者的

司法障礙，其中包括警察、司法官員、律師、衛生專業人員、法醫專家、受害者

服務專業人員、社會工作者和觀護人員、監獄和少輔院的拘留人員。為此，各國

政府、立法機關和其他機構，包括司法理事會和其他獨立的司法管理機構和獨立

的自治法律專業機構，必須各自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採取以下行動： 

（a）制定和執行相關法規措施和實務做法，為在司法行政中發揮作用的所

有人提供法律義務，參加基於人權的障礙者權利培訓；（b）不斷向所有從事司法

工作的人員提供培訓，包括國家人權機構和障礙者代表組織的培訓；（c）確保障

礙者及其代表組織參加本準則提及的所有培訓的制定和介紹；（d）監督和評估培

訓，並確保障礙者代表組織參與和積極參與這種監督和評估；（e）為所有司法人

員、立法者、政策制定者和執法人員制定提高認識障礙者權的概念，其中包括培

訓方案和媒體運動，以消除偏見並促進對權利的承認；（f）向所有從事司法工作

的人員，特別是警官、檢察機關和司法人員廣泛提供培訓手冊；（g）利用培訓使

包括一線人員和調查人員在內的警官、檢察官和司法人員熟悉與障礙者互動的良

好做法，包括應對、表現和適當的調整；（h）為律師和法學學生制定、資助和實

施關於障礙者權利和程序便利的準則和培訓；（i）向障礙者及其家人提供培訓，

並使其獲得有關權利、補救辦法、索償要求和法律程序的信息；（j）確保培訓方

案和議題的全面性303。  

                                                      
303

 至少涉及以下主題：（i）可能造成障礙者障礙的因素或系統特徵；（ii）消除障礙者近用司法

的障礙；（iii）《身心障礙權利公約》和障礙者的人權模式；（iv）承認障礙者有權在法律面前被

承認為人，包括打擊有害的性別和障礙的刻板印象和偏見；（v）尊重障礙者法律行為能力的義務，

包括法律機構和地位；（vi）溝通技巧，包括確定是否需要聘請專家進行溝通協助；（vii）和緩和

防止使用暴力；（viii）程序上的調整；（ix）合理的調整；（x）打擊（針對障礙人士的）體能（或

智能）歧視，克服對障礙者的偏見；（xi）性相關權利和家庭權利；（xii）基於障礙和其他理由的

綜合歧視形式，包括性、性別、原住民身份、種族、性取向、移民狀況、少數群體和處境不利的

群體以及貧困；（xiii）認識和理解障礙者平等獲得訊息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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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從相關人權公約重新檢討精神障礙被告就審能力 

第一項 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項「心神喪失」概念的揚棄 

CRPD 第 5條規定，所有人在法律之前都是平等的，並有權不受任何歧視地

享有法律給予之平等保障與平等受益，而政府也應採取所有是當措施以確保提供

合理調整促進平等與消除歧視。而在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項，以「心神喪

失」作為程度設定，對障礙的想像過於狹隘，在適用上甚為嚴格，而甚少能有使

被告因一些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重新審視其於訴訟上之角色與關係。

CRPD 第 1條即規定：「身心障礙者包括肢體、精神、致力或感官長期損傷者，

其損傷與各種阻礙相互作用，可能阻礙身心障礙者與他人於平等基礎上充分有效

參與社會。」，障礙因素是多元的，可能從個人生理到環境、社會因素都有可能

使人形成障礙現象，所以細究各個障礙原因和類型尤為重要，而非僅以「心神喪

失」這類籠統過時的法律用語作為停審的依據304。 

另外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項，以「應於回復以前」作為停止審判的解除條

件，展現出對障礙者的理解仍停留在屬於「醫療模式」下的客體，而忽略 CRPD

強調的「社會模式」下障礙者的主體性，所以即便法律不構成直接歧視，亦可能

有間接歧視的情況產生，以 Noble v. Australia案為例，即使表面看似對障礙者中

立但實際對其產生過度衝擊的法規政策，將影響障礙者平等享有行使權利的機會，

此與 CRPD 第 5 條平等與不歧視、第 12 條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有所牴觸，

因此即便精神障礙被告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項「心神喪失」的定義，以我

國法目前法條與在實務上應然面來說法院應停止審判，但就 CRPD 觀點而言，

法律制度不能僅以自身主觀的認知而認定障礙者就此必然缺乏就審能力，進而剝

奪障礙者給予自我辯護等行使無罪抗辯和反駁不利證據的必要正當法律程序保

障與公平審判的機會305。 

                                                      
304

 黃怡碧等著，CRPD 話重點-認識《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關鍵 15 講，人權公約施行監督

聯盟、台灣國際醫學聯盟出版，2020年 1月，初版二刷，頁 20-21。 
305

 林慈偉，精神障礙被告之就審能力：從 CRPD 與 Noble v. Australia 案出發，月旦醫事法報告，

第 34 期，2019年 8 月，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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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國法目前尚未對於因心神喪失之被告停審後應為何種處分，故是否會

使被認定為無就審能力之被告進入強制治療之處所進行無限期關押，不無疑問，

然若使其為無限期的關押，即會對障礙者的人身自由侵害，而任何人身自由的剝

奪即有可能產生其他相關暴力對待等，即有違CRPD第13條使其獲得司法保護、

第 14條人身自由與安全之保障、以及第 15條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之待遇或處罰等規定306，故需特別注意對於停審後的後續處理為何，即是否有

提供障礙者可以行使相關法律能力以及必要的措施，使障礙者得以提出對於相關

處置與否的申訴方式，給予適當救濟機會，進而得以保障障礙者的平等權、公正

審判權、訴訟權、司法保護權等等。 

另外從我國憲法角度審視，我國大法官釋字第 644 號解釋：「人格權乃維護

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所不可或缺，亦與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切，是人格權

應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直接肯認了法律人格權作為憲法保障的具體之基本權

利，而又依我國憲法第 155 條、增修條文第 10 條認為國家對身心障礙者之生活

照顧、自立發展等領域富有作為義務，最低程度的肯認身心障礙者之生存發展應

屬憲法之重要利益，與大法官所肯認的「個人主體完整、人格發展自由與人性尊

嚴」等憲法價值，做為決定身心障礙者人格是否作為憲法權利的關鍵，此與 CRPD

第 12 條有著高度重合的價值內涵307，而其中最主要的特徵應在防禦功能，亦即

抵禦國家之限制或剝奪，但有文獻指出法律人格權亦非絕對，僅能在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前提下為干預，例如民法上監護制度即是一例，至於干預是否

符合比例原則則是程序保障層次的問題308，有關監護輔佐制度權衡問題，於後詳

述之。 

 

 

                                                      
306

 林慈偉，精神障礙被告之就審能力：從 CRPD 與 Noble v. Australia 案出發，月旦醫事法報告，

第 34 期，2019年 8 月，頁 38。 
307

 CRPD 委員會第 1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12 條已第 3 條所揭示之一般原則為前提，也就是

對尊嚴、自治之尊重、不歧視、充分有效之社會參與、尊重差異並接受障礙作為人類與人性多樣

性之一部分、機會平等、無障礙、男女平等、尊重兒童障礙者發展中之能力並尊重其保有自我認

同之權利。 
308

 黃立宇，論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2 條法律能力之憲法實踐-從歐洲經驗出發，國立臺灣大

學法律學系碩士論文，2017年 6月，頁 17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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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我國憲法人身自由、速審權之應用 

我國大法官釋字第392號解釋提到「而羈押之將人自家庭、社會、職業生活

中隔離，『拘禁』於看守所、長期拘束其行動，此人身自由之喪失，非特予其心

理造成嚴重打擊，對其名譽、信用-人格權影響亦甚重大，係干預人身自由最大

之強制處分，自僅能以之為『保全程序之最後手段』，允宜慎重從事，其非卻已

具備法定條件且認有必要者，當不可率然為之。」，羈押制度與停審階段的精神

障礙被告令入相當處所居留有異曲同工之妙，故依據大法官釋字，羈押亦涉及人

格權保障之內涵、以及人身自由保障議題，在思考如何在制度面使司法正義及時

實現，乃無可迴避此類嚴肅的課題。而為保障刑事被告之基本人權，及公正利益

之維護，我國憲法雖無相關明文規定，然司法院大法官透過釋字第446號、第530

號解釋，已一再宣示人民享有受法院公正、合法及迅速審判之權利，因此，保障

人民有受公正、合法、迅速審判之權利，亦屬我國刑事被告之基本權利。而釋字

653號解釋，大法官基於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宣告羈押法及同法

施行細則中有關不許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的條文違憲，所以在民

國99年通過了「刑事妥速審判法」，該法第一條即開宗明義規定「為維護刑事審

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保障人權及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法」。 

故縱使此 CRPD 委員會的建議係從精神障礙被告因無就審能力而停審後，

被拘留關押而未給予相當之自我辯護的角度出發，亦不免與精神障礙被告就審能

力的問題與憲法所保障之人身自由相關聯而有思考討論的必要，所以不論是如前

述從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原則於其在法庭上「就審能力」的角度出發可能有

違相關對質詰問權、受律師協助辯護權等權利保障，於認定無就審能力後的停審

階段，遭關押居留的時間亦有可能有人格權、人身自由保障的疑慮問題可以探討，

從 CRPD 委員會做成的意見書來看，可做為對於精神障礙者就審能力議題的一

個全面性的注意和反思，不僅需思考是否讓無就審能力的精神障礙被告停審就認

為已經符合程序保障，不論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亦有「立即受審，不得無

故稽延」的規定或者我國《刑事妥速審判法》中「為維護刑事審判之公正、合法、

迅速，保障人權及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法」的意旨來看，能夠公平公正的迅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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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亦為被告得以主張的權利之一，而究竟該如何在「停審」與「速審」間取得平

衡，使精神障礙被告的權利保障得以最大化，然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障

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認為應廢除或修訂相關因為精神障礙而停審的

規定以利障礙者亦得近用司法，從此脈絡來看相關不合理和無限期的拘禁皆應被

禁止，使障礙者得以於司法系統中不會因停審而損及其速審權，亦可免於相關人

身自由拘禁的不利益，而相關「門診治療」模式以替代住院拘禁的方法，或許可

以值得作為參考。 

 

第三項 溝通輔具運用 

精神疾患被告在可能在整體心理社會功能（Global psychosocial functions）、

注意力功能（attention functions）、記憶功能（memory functions）、心理動作功

能（psychomotor functions）、情緒功能（emotional functions）、思想功能（thought 

functions）、高階認知功能（higher-level cognitive functions）等障礙問題上可能

會影響其相關溝通問題309，故在面對精神障礙被告溝通問題時，即有可能是影響

其就審能力問題的關鍵，對於此理解、溝通問題建構出障礙被告是否有能力行使

其法律能力而使用司法系統，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以及《障礙者近用司法

之國際原則與指引》認為不應排除其近用司法的原則下，那麼該著重注意即是障

礙者相關功能障礙該如何補強及如何與之建立起溝通橋樑，使障礙者可以近用司

法，不被排除於司法系統之外。 

我國對於障礙者如何進行溝通有制定相關的溝通輔助工具系統，而在一些重

度溝通障礙者可能需要一些利用身體以外的裝置或設備，以傳送或接收溝通者之

訊息，來協助複雜溝通需求者（complex communication needs, CCN）之訊息傳遞，

進而達到溝通目，其中又分成例如以圖卡、溝通圖卡、溝通簿、溝通版面、字母

板、注音板等，不具備列印或語音輸出的功能的「低科技溝通輔具」和具有列印

或語音輸出的功能，可分為專門性310及非專門性311的「高科技溝通輔具」兩大類

                                                      
309

 楊熾康等編輯，溝通輔具服務工作手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5 年 12 月，修訂 1

版，頁 32-39。 
310

 專門性的高科技溝通輔具是可單獨使用的，可分為固定版面（fixed display），如掌上型紅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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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溝通輔具工具為主。而輔助溝通系統使用者又可以「直接選擇」方法來直接控

制介面，並能在選項中選取任一按鍵，藉著自己的眼睛、聲音、下巴、手指、腳

趾或其他身體部位移動，來直接選擇他想要的目標的，以及使用者可以「間接選

擇」的方法即必須透過超過一個以上的步驟，才能選擇到想要的選項，例如以掃

描的方式等，輔助溝通系統使用者多以此兩種方法來使用溝通輔具（溝通技術）

312。 

在《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當中提及到了為確保障礙者得以不

受歧視平等近用司法，相關設施與服務必須全面無障礙，故在設計上須保證司法

系統中使用的所有設施和服務的可及性，相關的訊息溝通系統必須便利的提供給

障礙者使用，使其能夠實際的使用司法系統，所以在相關的溝通支援上，必須確

保司法系統中的所有程序均提供必要的技術和其他支援協助，以使障礙被告能夠

充分利用其必要的相關物理上設備進行任何形式的溝通，且亦須保障障礙者在平

等基礎上，可以即時、無礙的取得相關的法律通知、書狀和資訊，所以必須確保

所有需要作出回應或採取行動的通知（如傳票、令狀、命令和判決）均以無障礙

方式和格式提供，例如：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便利的溝通方法等來協助精神障

礙的被告可以更容易理解審判程序、與法庭關係、與律師關係等等。 

 

第四項 我國輔佐人制度應用與檢討 

輔佐人制度是為了補充被告之防禦力、加強自訴人的攻擊力，本於辯護人代

理外，另有輔佐人之設計，而輔佐人乃起訴後與被告或自訴人有一定身分關係之

人，以輔助被告或自訴人為目的，參與訴訟行為而在法院陳述意見之人313。 

我國雖於刑事訴訟法第 35 條設有相關輔佐人之規定，來協助被告在審判中

的防禦權，似乎符合在《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中提及必要時需給

                                                                                                                                                        
攜帶型青鳥、溝通筆、Go Talk；以及動態版面（dynamic display），如 Spring Board、Dynavox。 
311

 非專門性的高科技溝通輔具則無法單獨使用，必須依存在電腦的作業系統才能運作，如 PMLS 

Pro、Voice Symbol、Speaking Dynamically Pro、The Grid 2 等。 
312

 楊熾康等編輯，溝通輔具服務工作手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5 年 12 月，修訂 1

版，頁 54-55。 
313

 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論(上冊)，林永謀出版，2010年 12 月，改訂版，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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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程序調整之保障，例如調整訴訟程序的速度；確保在障礙者被捕時為他們提供

程序上的調整，包括調整程序和溝通協助，並酌情使用降級技術，確保並防止警

察暴力和虐待以保障所有正當程序;為律師提供程序調整，例如翻譯、輔助技術，

中介人和促進者，或獲得這種調整所需的資源，以協助律師與客戶、證人和其他

障礙者在執行其專業職責時進行有效溝通。 

然而值得注意的即是，我國的輔佐人制度事實上似與《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

際原則與指引》中所使用的「中介人」或「促進者」不同，其中所指的中介人或

促進者是根據需要與司法系統人員和障礙者合作，以確保在法律程序中進行有效

溝通的人員。他們協助障礙者理解並做出明智的選擇，確保以障礙者能夠理解的

方式對事物進行解釋和討論，並提供適當的調整和協助。此中介人是屬於中立的，

他們不代表障礙者或司法系統發言，也不領導或影響決策或結果，與我國司法系

統上的輔佐人概念不同，我國的輔佐人制度是為了補充被告之防禦力、加強自訴

人的攻擊力，大多是與需受促進者相關的人員，其並非保持中立，而雖然我國輔

佐人在刑事訴訟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得為刑事訴訟法規定之訴訟行為，並得

在法院陳述意見，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表示相反。」，似有尊重被告之意思

表示之意，值得贊同，不過在實務上亦有對於受監護宣告之被告提出再審聲請時，

認為訴訟行為屬於單獨行為而應經輔助人「同意」，倘未經輔助人同意，訴訟行

為無效的見解314。此亦為《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以及《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

原則與指引》中所認為應該被揚棄的，因為其認為無論在任何情況下皆應承認障

礙者的法律能力，不得以透過功能障礙或精神狀態評估認為障礙者因「認知能力

喪失」和「精神能力喪失」等原因來限制任何人的法律能力，本文認為此見解值

                                                      
314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抗字第 76 號刑事裁定：「再審之聲請為訴訟行為，聲請人應具備訴訟

能力，始生效力，否則即違背聲請再審應具備之法律上程式。而自然人之訴訟能力，係植基於實

體法上之行為能力，以有完全意思能力為前提，始能獨立以法律行為負義務。受判決人因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已

經法院為輔助宣告之人，其為訴訟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而訴訟行為係單獨行為，倘未

經輔助人同意，訴訟行為無效，即欠缺訴訟行為必備之法律上程式，此觀之民法第十五條之一第

一項、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及第七十八條之規定自明。所稱「訴訟行為」包括民

事、刑事及行政程序法上之訴訟行為，刑事再審之聲請自亦屬之。上開輔助人之同意，僅具補充

受輔助宣告之人意思能力之性質，非謂輔助人因此有獨立為訴訟行為之權利，此與無行為能力或

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由法定代理人為訴訟行為之情形不同，此觀之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條之一之規

定自明。故刑事受判決人雖係受輔助宣告之人，其聲請再審時，僅須得其輔助人同意，即可以自

己名義聲請，至輔助人則無獨立為受判決人聲請再審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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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贊同，我們應該著重於如何加強障礙者被告的溝通能力，而非取代之，在我國

訴訟法上的輔佐人制度有時可能會過於取代障礙者角色進而影響其相關法律行

為，縱使其以「協助」、保障障礙者「最佳利益」之名義的外衣包裝，亦可能造

成障礙者權益受到侵害而被排除於司法系統之外，故應重新審視之，而相關中性

之中介人和促進者之應用似應較可行，然我國目前尚未有此障礙溝通的中介人角

色概念，此亦需透過相當之資金提供執行以及為專業培訓始可，此類經過培訓的

獨立中介人或促進者得以組成可在訴訟程序和司法系統中提供當事人專業的溝

通協助，並協助障礙者在整個訴訟過程中進行溝通，然而在未做足完整計畫將該

中介人概念引用於我國訴訟制度之前，目前較相近的規定為我國法上在輔佐人制

度當中有關由主管機關、相關社福機構指派之社工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等，故在

此類專業人員作為中立角色來協助障礙者與司法系統進行溝通時，仍需注意勿使

此輔佐人過於取代障礙被告的自由意思等法律能力，其僅系作為中介協助障礙被

告與司法系統的溝通橋樑較為妥適。 

 

第五節 小結與建議 

可能有人認為，不進行審判是對有認知障礙被告的最大利益，但是，無就審

能力而停審亦可能會產生很深遠的影響。如上所述，其可能存在著侵犯人權的風

險，而且亦可能會持續加強對於障礙者的歧視和偏見。司法制度的存在應該要反

映其所處社會的價值。在與司法系統和執法人員進行互動時，一個人可能會因各

種原因而面臨個人和系統的偏見，例如種族主義和結構性的不平等。儘管《障礙

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認識到這些重重的綜合因素互相交錯產生的變量

並不會因此化解，但仍然必須就此議題整體上加以省思調整，從首先指出了司法

系統中固有的偏見、污名化以及對障礙者的理解不足，進而可能導致司法不公的

問題，尤其是在一些刑事案件中的障礙被告和犯罪嫌疑人，可能因為一些其障礙

因素，例如缺乏相關資訊、缺乏了解以及溝通不當，而做出了虛假供詞、錯誤的

身分識別、警方的不當行為進而造成了錯誤的定罪，雖然法庭的設計以及訴訟程

序使用的相關專業用語等本來就會使不熟悉的人被疏遠，但是由於身體或心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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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障礙，會使障礙者的疏遠更加嚴重，有些障礙者可能會因為不了解或不知

道實施該法律行為後造成的後果，進而低估了當初行為時的重要性。 

然而我們或許還有更多的研究需要繼續探討這個議題，來研擬出甚麼樣的保

護措施對於有認知障礙的被告被指控犯罪時可以保障其權利的最佳方式為何，不

論是從研究障礙者認知方面的問題，或者這類有認知障礙的被告究竟想要甚麼樣

的支持與協助，以及不論從偵查到法庭或最後監獄系統中又可以有什麼樣的支援

來協助他們，以及還需要探討那些無就審能力的法律概念有沒有什麼樣的替代方

法，可以更有效的保護有認知障礙者的權利，包括法律能力、自由權和近用司法

的權利。因此《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在促進障礙者可以更有效的

近用司法，雖然他沒有詳述各國該使用何種特定的司法制度，相反的，他提供了

一個當代思考和共識的實務經驗作為借鏡，力求一個可以達到普遍公認的較好做

法，且根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3 條和其他有關規定下可以更平等、公

正的近用司法，各國亦應注意其他相關法規對於近用司法帶來的多重交會的重要

性，故從各個不同的組織代表，不論從政府部門、NGO 團體、司法單位以及最

重要的障礙者代表等多方的參與和積極協商，來協作出一個更平等、公正的司法

使用環境。 

另外透過 CRPD 委員會所做出相關締約國應該放棄相關認定被告無就審能

力而無法近用司法的問題。透過委員會做出的決議得以形成一個重新思考的途徑，

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是否有充分尊重認知障礙者的權利。不過確實這類的重新

思考需要一些轉換的時間，並且可能還需要大規模的調整更改，以下是就一些需

要改革的關鍵領域做建議315： 

1.確保所有障礙者都有法律能力： 

應確保所有障礙者都有法律能力，所以相關的法律規範應做修正，因此任何

人不得以障礙為由被剝奪近用司法的機會，並承認障礙者得以參加所有司法系統，

並確保不得透過功能障礙或精神狀態評估，確定障礙者有「認知能力喪失」和「精

                                                      
315

 Anna Arstein-Kerslake, Piers Gooding, Louis Andrews and Bernadette McSherry, Human Rights 

and Unfitness to Plead: The Demands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17, at 418-41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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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能力喪失」等理由來限制其法律能力。 

2.確保量刑上的平等： 

在發現那些不適合辯護、無就審能力或其他相關類似裁決後所存在的任何法

律程序，絕對不能用以比平常標準審判所進行時的更長或更嚴厲的判決。 

3.確保障礙因素中立的規則和程序： 

在對於有關於被告是否有能力可以接受審判的問題時，其後相關的停止審判

程序等不得僅是基於障礙因素而停止，也不得建立僅適用於對認知障礙者隔離的

刑事司法制度。 

4.創建個人化的支持系統： 

對於那些被認為對司法程序難以理解和難以參與系統的犯罪者，必須有相當

的支持協助。這些支持協助必須是適合個人的文化、司法管轄區和特定能力需求

的，例如：個人化的溝通系統輔助支援、中立中介人與促進者的提供、酌情調整

訴訟程序的速度、建立適當之司法系統、培訓相關人員以提供對於障礙者權利有

關的意識提升。 

5.確保障礙被告可及性： 

必須使具有各種不同流動需求以及認知需求的障礙者能夠近用刑事司法系

統。 例如在建築設計和裝修材料等開發上以及警察、檢察官和法院相關的文件

通知書等使用中皆需考慮到這一點，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不妨礙認知過程的相

關空間照明（例如非拘禁空間而有自然光）、使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和圖像，以方

便障礙者了解文檔的訊息和內容、中介人的引用協助障礙者與司法系統的溝通、

提供免費和負擔的起的必要法律扶助。 

6.申訴機制的建立與救濟： 

面對可能侵害障礙者相關權利的司法系統，應提供障礙者完善的申訴機制，

使其的以有效的對於權力受到侵害時提出有效的救濟措施，不論是對於有障礙而

未補齊其能力即使其入司法系統侵害障礙被告相關訴訟權利，亦或是對於被認定

為無就審能力被告施行強制治療的變相拘禁措施等，皆需提供被告相關的申訴救

濟措施，而亦應注意有一些會因障礙而生的歧視的救濟亦應包含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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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以及《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中

所引述的所有個人權利和國家義務應適用於所有的法律程序上，不論是從調查、

逮捕等初步刑事階段到法庭審判程序以及最後裁決執行，包括所有提供的補救申

訴措施等等，《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對所有人皆有所適用，而且

不論是直接的或是間接的參與者，故不論從立法者、司法機構、執法人員、犯罪

嫌疑人、被告、被拘留者、告訴人、受害者、證人、障礙者代表組織等等皆應涵

蓋在內。儘管世界上的法律、社會、經濟、地理環境系統千差萬別，但各國仍可

以應用根據這個原則和準則來調整其自身相關的法規措施和做法、政策，適應並

制定出一套接近《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基本原則下符合自己國家風俗習慣，讓

障礙者可以享有更普遍平等、公正的近用司法機會的系統，使其免於不利益、不

平等的歧視，此亦有利於面對如何重新審視以及建構我國法上精神障礙被告就審

能力問題時，從國際公約上以及相關案中作為借鏡，例如 Marlon Noble 澳大利

亞案件當中，進一步的進行反思，這類案件也證明了對於障礙者相關的需求與權

利應該備受關注，所以在刑事司法系統中，並非一概的將精神障礙者排除於司法

體系外即認為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何況往往將其排除於司法體系外卻仍為其帶

來其他人身自由上的限制，故對於未來我國法上有關精神障礙被告就審能力問題

法律修正上，亦仍需注意相關的改革仍必須確保平等和保障障礙者的權益，以確

保諸如Marlon Noble之類的障礙者不再受到無限期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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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就審能力概念於其他刑事程序中之應用 

在訴訟能力概念底下其他相關的一些程序上問題，亦會碰到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的被告在程序中該如何適用以及是否有能力接受的問題。從偵查階段開

始，對於被告接受偵查，即有就偵能力的問題，而審判階段即有所謂就審能力問

題，或者其他相關訴訟行為能力問題，而到了最後審判結束後執行階段亦有執行

能力問題，每個階段能力程度為何亦值得探討注意之，然而值得注意即是有關各

不同階段相關處理能力的法理基礎亦不相同，在探討就審能力議題時，大多從程

序保障、在庭權、辯護權等角度出發，然而就此相關權利保障的意含下在除了審

判程序以外，對於精神障礙犯罪嫌疑人、被告等亦可能會產生相類似的權益保障

討論空間，即使理解不同程序適用法理不同，而本文將就以下將就各階段的能力

從有關就審能力的保障法理出發，來探討其他刑事程序中對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者在各階段能力的要求為何，是否有相關概念之適用比較，以及現行我國法

當中是否足夠或有規定不足進行探討。 

第一節 偵查階段-接受偵查的能力 

若在偵查時判斷有關能力的問題，就是就偵能力。然而就審能力有其特殊性，

放於審判階段做相關探討，因為偵查的相關法理與審判不同，相關能力探討似乎

也不盡相同，在偵查中的能力問題，相關有可能涉及的為刑事訴訟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於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通知前項之人得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

辯護人。」，以及第 31 條第 5 項在偵查階段：「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

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立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

其辯護。」的相關適用問題上。 

所以在偵查程序中就偵能力的判斷該如何判斷？是否與就審能力判斷方式

相同？而依據我國現行程序法中是否已有相關處理方法？以下將從兩個不同面

向的角度出發，其一是從權利保障的角度來探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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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能力問題，其二則是從檢察官的客觀注意義務下，目前我國現行法中該如何應

用相關法條來處理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就偵能力問題。 

 

第一項 從權利保障角度 

到底在偵查程序是否亦要注意被告是否有接受偵查的能力，從訴訟能力的角

度來看，應與相關律師權等憲法權利保障內涵相關，所以在考量偵查程序是否也

要如同審判階段給予被告當事人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偵查）的保障時，將

憲法保障被告權益概念套入，似應無庸質疑。 

首先從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上有關「受律師協助權」與我國憲法上的連結

來看，從司法院大法官第 654 號解釋明確表示受律師協助權乃憲法第 16 條訴訟

權保障受公平審判權利下之防禦權，故選任信賴之辯護人，並由其為自己提供實

質協助之權利乃防禦權之展現，且亦應保障刑事被告與辯護人不受干預之情形下

充分自由溝通之權利，此為辯護人協助被告行使防禦權之重要內涵。 

以及司法院大法官在第 737 號解釋中認為除了憲法第 16 條外，更進一步針

對有關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應有受律師協助之權利，提及到了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

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

審問、處罰，得拒絕之」，明文保障人民有關逮捕拘禁與審問處罰，皆須依法定

程序進行，即正當程序權利的展現。而該「正當」應同時兼具程序正當以及實質

正當，除程序公平外，同時尚須禁止國家以不正當之法令剝奪人民基本權，其中

又以受律師協助權即是藉由辯護人之協助，避免被告之防禦權受到國家干預，因

此屬於正當程序權利所保障的具體內容。 

然而關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被告要考慮的將在於該如何實質的保

障，但在偵查與審判不同階段的本質事實上有所不同，是否應完全比照審判階段？

以下將從兩個面向探討，第一即是從憲法上有關正當法律程序以及公平審判原則

是否亦有適用於偵查階段，第二則是從被告律師權保障角度出發論相關權益保障

是否有所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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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正當法律程序與公平審判原則 

首先從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原則的憲法權利概念，有文獻認為從在偵查

中指定辯護落實的理論依據之一，便是以「維持程序公平」為主316，但事實上，

在偵查階段，被告與檢警單位並不存在對等關係，若要完全落實，似乎在各種階

段皆須賦予犯罪嫌疑人公平對等的武器，但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與預防犯罪嫌疑

人滅證逃竄等情事發生，看似不可能落實武器平等，但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上對於

偵查階段檢方權力已有收縮，如在偵查中搜索、監聽、羈押等皆須有令狀並經由

客觀公正的第三方法院同意下使能為之，調整雙方公平性，防止偵查機關侵害犯

罪嫌疑人不論人身自由或隱私權等相關權利。 

再者，依刑事訴訟法第 2條規定檢察官負有客觀注意義務，對於被告有利及

不利之情形，應一律注意，故在偵查階段，目的在於「發現證據」，而非製造對

立，故在偵查過程中縱使雙方看似不平等，檢察官仍應注意對犯罪嫌疑人有利之

項目，例如有關犯罪嫌疑人可能存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事由時，應依法

通知相關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 

在偵查中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應享有「受告知權」，被告之受告知權，即等於

國家機關之告知義務，目的在於增強被告的主體地位，透過國家機關告知義務，

確保被告知曉程序中的權利，藉此保障不熟悉法律的被告得以充分了解自己的處

境以及權利下後公平的接受訊問，屬於訴訟照料義務的展現317。然而這種告知義

務在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規定下，告知內容包含受律師協助權相關的選任辯護告

知義務，由於涉及被告防禦權，故告知並不應僅為形式上告知，應採取「實質有

效之告知」318，甚至進一步向被告說明選任辯護人後得以協助之事項319，並確保

其已充分了解自身相關的權利，並在該了解權利下自由決定是否行使320。然而這

對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被告尤為重要，畢竟對於其要了解相關被告知權

利尤為困難，故在警詢或偵查中，公家機關亦應負有客觀注意義務，對於懷疑有

                                                      
316

 鄭聖業，論偵查階段指定辯護之合理性與意義，成大法學，第 15期，2008 年，頁 188-193。 
317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新學林，2020年 9月，10 版，頁 181。 
318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新學林，2020年 9月，10 版，頁 185。 
319

 陳運財，刑事訴訟法之刑事辯護，月旦法學雜誌，第 137期，2006年 10 月，頁 126。 
320

 最高法院 98年台上字第 708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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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要件未補齊前，應停止訊問偵

查，因為此時犯罪嫌疑人並沒有接受偵查之就偵能力。 

而事實上在法務部《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33 條即

有相關規定，同條第 1 項規定加強檢方之注意義務：「觀察被告是否有符合法律

扶助法所定得申請法律扶助之要件」，以及實質有效的告知義務：「應確實以口頭

為之並記明筆錄。如有必要，並得將所告知之事項記載於書面交付被告閱覽。」，

而於同條第 2 項、第 3項有關對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通知法定代理人

等為其選任辯護人或通知依法設立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辯護」之注意義

務規定，並在第 4 項有通知輔佐人協助訊問之規定：「在偵查中有因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由刑事訴訟法第 35 條第 3 項所列之人為

其輔佐人，陪同在場。」321。 

從上所述，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指定辯護保障的內涵即在於正當法律程序的保

障以及公平偵查（審判）原則的實現，然該公平偵查並非要求武器平等始為公平，

否則偵查可能難以進行，而係應在其他方面衡量補強或降低一方可能造成過於不

公的情況，如給予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辯護權提升相關權益、降低檢方握有拘束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之羈押權等，皆屬朝較為公平的方向邁進，畢竟偵查程

序與審判程序仍有本質上的不同，不得一概論之的適用。 

因此，刑事程序內之武器平等原則及在於擁有「全權」之國家刑事訴追及審

判權利以及「弱勢」人民之間，盡可能的尋求衡平，故武器平等在偵查程序中，

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履行其基於法定原則要求之犯罪偵查以及起訴等義務等，

                                                      
321

 法務部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33 條：「訊問或詢問被告前，應先告知被

告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得選任辯護人、得請求

調查有利之證據後，始能進行犯罪事實之訊問或詢問；如發現被告符合法律扶助法所定得申請法

律扶助之要件者，並應告知其得依該法申請法律扶助。前述告知，應確實以口頭為之並記明筆錄。

如有必要，並得將所告知之事項記載於書面交付被告閱覽。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配偶、

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得為其選任辯護人。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分者，偵查中未經

選任辯護人，應通知依法設立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辯護。但經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主動請

求立即訊問或詢問，或等候律師逾四小時未到者，得逕行訊問或詢問。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由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三項

所列之人為其輔佐人，陪同在場。但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不在此限。（刑訴法二七、

三一、三五、九五、法律扶助法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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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之一方及有透過有效之辯護，藉以及時的消除或減緩所遭受之指控的不利益，

對偵察機官疏忽的證據調查加以提醒會聲請，並希望得到對其有利之決定。因此，

如果被告於偵查機關訊問時無辯護人在場協助，恐將使被告處於陌生、恐懼、孤

立無援，並且是權力即不對等的狀況下，此即不對等情況是無法透過偵查機關對

被告的客觀注意義務以及告知義務等就能充分彌補的，故積極賦予被告之辯護人

得於被告訊問時在場，有助於達到武器平等的最低限度保障，或至少不讓雙方實

力懸殊到違反公平原則要求322，那麼下一步探討的是有關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接

受偵查能力」問題時，事實上實質探討的重點亦應著重在偵查中的「律師權保障

的內涵」上。 

第二款 從律師權保障角度 

第一目 辯護制度的理論基礎 

受律師協助權與我國憲法上的連結，可以從前述有關司法院大法官第 654

號解釋明確表示「受律師協助權」乃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保障受公平審判權利下

之防禦權，故選任信賴之辯護人及保障其自由溝通之權利尤為行使防禦權之重要

內涵。 

但是偵查中、審判中的本質目的並不相同，律師權在二不同程序之理論基礎、

內涵、效果亦不完全相同，不得籠統的一概而論。審判中辯護權制度之理論基礎

為：（1）當事人對等（2）程序公平性（3）保護被告利益。但是偵查程序與審

判程序截然不同，過去辯護制度只適用於審判未及於偵查，在偵查階段，檢察官

尚未對被告正式控訴，偵查結果也可能不起訴，因此偵查程序並無同審判中兩造

對立，程序不似審判繁雜，在偵查中律師權之主要目的在於保護被告，避免因為

偵查階段某些令人震懾的程序做出非真實、非任意、非明智的陳述或重大決定，

故審判與偵查之理論基礎不同，在論述律師權之內容與效果時，亦應秉其根本理

論作不同推論323。 

第二目 受有效律師協助的權利 

                                                      
322

 楊雲驊，偵查程序訊問被告、證人（鑑定人）時辯護人之在場權，收錄於：陳子平教授榮退

論文集-法學與風範，元照，2018年 1月，初版，頁 377-378。 
323

 王兆鵬、張明瑋、李榮耕，刑事訴訟法（上），新學林，2020年 3月，五版，頁 58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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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辯護人在場權 

而「刑事強制辯護」，係國家依犯罪嚴重性、案件繁難度、被告能力缺陷致

生之個別保護必要性加以判斷，對犯罪嚴重、案情繁難、被告亟需保護之案件，

限制被告依其意願決定是否選任辯護人之程序自主權，而由國家積極介入，強制

指定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以貫徹辯護制度，藉由辯護人本其法律專業，一則強化

被告訴訟上主體之地位，協助被告有效行使防禦權等訴訟上之程序權利，並督促

法官、檢察官等實施刑事訴訟程序的公務員，善盡刑事訴訟法第 2條所規定對被

告有利事項之注意義務，而對訴訟進行作有利被告之導向，使被告獲致更有利之

判決結果，再則彌補被告與國家間實力落差，確保訴訟當事人間之實質對等，促

成國家刑罰權適當行使之制度目的，俾落實被告利益之保障，並兼顧審判公平之

維護，而追求司法利益之最大化324。 

然從防禦權的內涵做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偵查中有關受律師權保障之憲

法上來源依據，惟有文獻指出偵查中的強制辯護目前僅只適用於偵查中「羈押」

案件當中，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5 項有關此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辯護性

質僅屬於法律扶助而非強制辯護或指定辯護，且效果為得否進行訊問而已，然理

想狀況為將強制辯護的時間推展到全部偵查階段，而僅非偵查中羈押階段是未來

理想立法方向325，不過參考有關我國偵查中指定辯護的條文有刑事訴訟法第 27

條第 3項、第 31條第 5項，以下先就修法歷程討論之。 

在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7條第 3項在民國 86年修法時將智能障礙在警詢時無

法為完全之陳述時，應通知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

系血親或家長、家屬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理由在於「智能障礙者多

由無法理解辯護人為何，及無法理解選任辯護人之程序意義與功能情事，故應詢

問得獨立為其選任辯護人之人是否為被告選任辯護人，始有其意義，並保障智能

障礙被告得選任辯護人之程序利益。」，而在民國 103 年修法將智能障礙改為因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修法理由認為「原條文第 3項通知選任辯護人規定，

僅限智能障礙者，為避免其他心智障礙，如自閉症、精神障礙、失智症等族群有

                                                      
324

 最高法院 102 年台非字第 403 號判決。 
325

 盧映潔、李鳳翔，刑事訴訟法，五南，2020年 9 月，初版一刷，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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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求但被排除，特參考民法第 14 條、刑法第 19條修正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者，擴大於所有心智障礙類族群。」 

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5 項有關偵查中指定辯護之規定，首先於民國

95 年修法時首次將智能障礙者納入，修法理由認為「被告因智能障礙未經選任

辯護人者，在審判中屬於強制辯護案件，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在檢察官偵查中，如無辯護人予以協助，顯不足以保障權利。應將本條關

於智能障礙者強制辯護之規定擴及於檢察官偵查階段。爰增定第五項，使因智能

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之被告於檢察官偵查時亦得有指定辯護規定之適用。」，

而到民國 103 年修法時，將智能障礙用語改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

完全之陳述，修法理由認為「關於偵查中需指派律師為其辯護的案件，均僅限智

能障礙者。為避免其他心智障礙，如自閉症、精神障礙、失智症等族群有此需求

但被排除，特參考民法第十四條、刑法第十九條修正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者，擴大於所有心智障礙類族群。」，故從修法理由觀之，立法者亦將偵查階段

對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無法完全之陳述而恐有損及權

益之可能，將強制辯護之規定擴及於偵查階段，以保障之。326
 

由此可知在偵查中辯護防禦權的內涵坐落於辯護人的在場權落實上，此對於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就偵能力的問題息息相

關。 

2.不自證己罪特權 

首先，從保護被告的角度出發，律師權在不同階段的理論基礎、內涵與效果

並不相同，從偵查中的辯護權內涵來看，最主要的目的在於保護被告免於因偵查

階段的權力不對等、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被震懾住而作出非真實、非任意、非明

智的陳述，即有可能侵害基於正當法律程序基礎下有關自由意志決定的權利，即

如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有關不正訊問方法禁止的規定，以及第 95 條有關

                                                      
326

 另外值得注意即是，在司法院於 2021 年第 189次院會提出的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配合《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將用語從「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改為「身心障礙」，使對於因有身心

障礙情形致無法為完全陳述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周妥通知選任辯護人、強制辯護、輔佐人陪同

及等候時間等程序保障與訴訟照料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五條、第

九十三條之一）。詳細內容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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緘默權的規定327。與被告自白任意性與不自證己罪特權息息相關，故若因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更可能因為自身的心智因素

讓自己更容易陷入不利己的自證己罪風險當中。 

然而在此情況下，被告因自身心智因素而所為之自白得否使用，又或需排除

之？過去美國法上曾有判決在 Mincey v. Arizona 案328中表示，警方所取得之嫌犯

證詞，若非出於嫌犯自由且理性的選擇，其證詞不可採用，然而到了 1986 年的 

Colorado v. Connelly案329，在受強迫的自白中，當嫌犯的心理狀態與其理智和自

由意識相互干預時，自白是否能採用應由州法院依照證據判決，而非聯邦最高法

院的決定，故依照憲法，除非是警方脅迫取供下的非自願自白無效，但若嫌犯是

因為「遵守上帝的指示」而為的自白，則不在此限330，換言之，若因精神疾患的

無能而放棄了其米蘭達權利，此時他所為的自白仍不排除。 

Connelly 案極大地改變了根據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正當法律程序

條款，用來確定供述是否可以被接受的自願性標準，在 Connelly 案之前所考慮

的是一個整體的情況，認罪是否是自願的，而這個「自願」具有其日常的含義：

「認罪必須是被告自由意志下的產物，而不是警察的脅迫。」，在 Connelly案之

後，除非存在警察不當的脅迫行為，並且在這不當行為和供述之間有明顯的因果

關係，否則自由意志和理性決策的問題與正當法律程序的主張無關。 

不過另有文獻指出，若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官員違反刑事訴訟法第31條規定，

未為心智障礙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通知法扶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其在檢

察官或司法經查官員偵訊時之陳述，應依自白之預防性或嚇阻性理論予以排除，

而無律師為其辯護之偵查中遭受羈押者，亦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379條第 7

款規定，認為該羈押之裁定違背法令而應予撤銷，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羈押過程

                                                      
327

 林妍汝，刑事被告受律師協助的憲法權利，國立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年，

頁 114。 
328

 Mincey v. Arizona, 437 U.S. 385 (1978). 
329

 Colorado v. Connelly, 479 U.S. 157 (1986). 
330

 Rolando V. del Carmen 原著，中央警察大學教授合譯，美國刑事偵查法制與實務，五南，2006

年 8月，頁 515-516。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Ojb_H/record?r1=6&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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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作陳述，應屬因違法羈押所為之自白，依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第 1項，而無

證據能力331。 

且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7條第 3項、第 31條第 5項條文用「無法完全之

陳述」而無辯護人予以協助，顯不足以保障被告權利，雖然修法理由並未言明兩

者關聯，但不可否認該規定著重在於「被告的陳述能力」上，故此得以做為被告

的就偵能力可能因為其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受有存疑的依據，此時指定辯

護之輔助或許成為能協助防止被告不自證己罪權利的支撐，而相關精神障礙或其

他心智缺陷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未受辯護輔助下所為之自白，應依據相關預防

性或嚇阻性理論排出之，較為妥適。 

3.自由溝通權 

值得注意的即是，當我們在探討被告就審能力時，著重的點在於被告的「理

解」與「與律師合作協助攻防」的能力問題上，然而此問題亦不因在偵查中設有

指定辯護而消除，當面對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無法理

解辯護律師角色並在偵查階段與之合作時，其就偵能力是否有效不無疑問。大法

官釋字第 654 號解釋亦強調有關辯護人與被告或犯嫌之「自由溝通權」，從憲法

第 16 條應保障刑事被告與辯護人在不受干預之情形下充分自由溝通之權利，此

為辯護人是否能協助被告行使防禦權之重要內涵，然而有關與辯護人自由溝通之

權利大多著墨在刑事訴訟法第 34 條的接見通信權上，但若探究有關自由溝通權

利的內涵目的在於「提供辯護人與被告溝通之自由溝通權，得以使辯護人與被告

充分溝通案情332、討論防禦手段以及訴訟中期待之目標、建立信賴關係，最終達

成職有效辯護之目的333。」，而有關自由溝通的核心價值，在於被告與辯護人得

以不受干擾、不受監視並能自由充分的溝通334，使雙方得以享有自由交換想法之

可能性，有效發揮雙方之信任關係335。所以從是否能「自由溝通」成為辯護人是

否能實質有效辯護之重點所在，當面對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被告或犯罪嫌

                                                      
331

 王兆鵬、張明瑋、李榮耕，刑事訴訟法（上），新學林，2020年 3月，五版，頁 602。 
332

 黃朝義，刑事訴訟法，新學林，2017年，五版，頁 101。 
333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新學林，2020年 9月，十版，頁 240。 
334

 黃朝義，刑事訴訟法，新學林，2017年，五版，頁 101。 
335

 吳俊毅，辯護人與被告交流權（Verkehrsrecht）之探討-透過接見以及使用書信方式的情形，

辯護人論，正典文化，2009年 1月，一版，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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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人的溝通交流能力低下，無法與他人進行良好交流時，又如何期待其即使在有

指定辯護律師下亦能與辯護人做實質有效的溝通合作來達成相關的攻防？但目

前我國法上皆未就此議題做相關探討，僅認為在偵查中給予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之被告或犯嫌指定辯護即已足夠，似有檢討之必要，且依據《障礙者近用司

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在法律扶助和辯護參與上有必要時提供相關個人化的程序

調整，得以相關輔助技術等來協助律師與障礙被告間在執行專業職責時得以進行

有效溝通336。 

第三款 輔佐人協助的權利 

輔佐人制度是為了補充被告之防禦力、加強自訴人之攻擊力，本於辯護人代

理外，另有輔佐人之設計，而輔佐人乃起訴後與被告或自訴人有一定身分關係之

人，以輔助被告或自訴人為目的，參與訴訟行為而在法院陳述意見之人337。 

我國雖於刑事訴訟法第 35 條第 3 項338設有對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有輔佐人陪同之規定，但窺探刑事訴訟法第 35 條第 1 項，有關輔

佐人規定於「起訴後」，故看似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上的輔佐人制度僅限於審判期

間，然而是否及於偵查階段，此時對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於偵查中的就偵能力之補強是否有適用？ 

有見解認為從刑事訴訟法第 35 條第 3項用語為被告與「犯罪嫌疑人」，故在

偵查中亦有輔佐人之適用，不過不同於第 1項起訴後得自行以書狀於審判期日申

請之主動啟動，此偵查中之輔佐人應以係經由法院或檢察機關「通知」者始得為

之的被動啟動。且除了與犯罪嫌疑人有身份關係之「得為輔佐人之人」外，尚得

「委任」主管機關、社福機關指派社工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出任輔佐人陪同在場

339。 

                                                      
336

 Principle 6：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ve the right to free or affordable legal assistance：(h) Make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such as interpreters, assistive technology and intermediaries and 

facilitators, or the resources necessary to obtain such accommodations, available to lawyers to support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clients, witnesses and othe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discharge of 

their professional duties. 
337

 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論（上），林永謀出版，2010年，改訂版，頁 188。 
338

 刑事訴訟法第 35 條第 3 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

述者，應有第一項得為輔佐之人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相關社福機構指派之社工人員或其他

專業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不在此限。」 
339

 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論（上），林永謀出版，2010年，改訂版，頁 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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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輔佐人於偵查中不貿然引入得自行申請之似有其

原因，然我國輔佐人制度除了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配

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或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其委任之人外，

亦有主管機關、相關社福機構指派之社工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得以為之，故若擔

心其相關親屬做為輔佐人可能會在偵查階段影響偵查，那麼以專業上之主管機關、

相關社福機構指派之社工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或許得以排除這類疑慮，值得肯定

之，唯一僅須注意即是面對一些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被告的溝通交流建立需

要花費時間，但撇除因其沒有就偵能力而停止偵查或無法與律師溝通而造成之偵

查上不利益，似仍有引入之必要，另外檢察官亦應於偵查階段注意犯罪嫌疑人之

身心狀態，若有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

時，應通知刑事訴訟法第 35 條第 3 項所列之人為其輔佐人，陪同在場。在法務

部《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33 條第 4 項亦有規定此檢察

官之注意義務，加重強調了在偵查中輔佐人引入之基礎。 

惟須注意有關《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中提及必要時需給予程

序調整之保障，包括調整程序和引用相關中介人或促進者來進行溝通協助，惟此

中介人和促進者屬於中立之角色，與我國法上輔佐人並不相同，而本文認為相較

於我國法上輔佐人制度於偵查中可能時常會被檢調單位認為存有利益衝突下而

未通知其到場陪同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若使用超然中立僅

係為協助溝通之中介人即較可排除這類疑慮，而我國法中除親屬作為輔佐人外，

亦有得以委任主管機關、社福機關指派社工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出任輔佐人，此

概念定義較與《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中的中介人角色相同，較值

得贊同。 

 

第二項 檢察官之注意義務 

前述從辯護人之角度出發探討如何保障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被告或

犯嫌之受律師協助權，而此即從檢察機關角度出發，探討在偵查中面對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之被告或犯嫌時是否有相關程序得以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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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依刑事訴訟法第 2條規定檢察官付有客觀注意義務，對於被告有利及不

利之情形，應一律注意，所以在偵查階段，檢察官仍應注意對犯罪嫌疑人有利之

項目，以及如前所述有關偵查中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應享有「受告知權」，所以在

有關犯罪嫌疑人可能存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事由時，依刑事訴訟法第

27條第 3項規定於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

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通知前項之人得為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選任辯護人。」；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5 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

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立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

其辯護。」 

所以當檢察官依客觀合理的判斷以及相關注意義務，當其發現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有精神障礙或智能障礙的情況時，此時應立即發動通知選任辯護人的程序，

同時亦應交付精神鑑定或心理衡鑑。 

雖然在刑事訴訟法第 203條、203之 1條規定檢察官於必要時，得使鑑定人

於法院外鑑定之相關鑑定留置規定，然而關於精神障礙與智能障礙在事實上有所

區分。而此係有關精神鑑定與心理衡鑑（含智力測驗）的結果涉及專業科學判斷

的事實問題（生理上問題），檢察官或法官理論上應付鑑定，不得自行判斷340。 

精神障礙若構成精神疾病，依照精神衛生法第 3條第 1款341的規定，精神疾

病有其定義，而是否構成法律定義的精神疾病，精神衛生法第 3條第 2款342亦規

定，惟有醫師法上的合格精神科專科醫師可以診斷鑑定。 

精神疾病可能與智能障礙並存，但智能障礙並不當然構成精神疾病。依據心

理師法第 13條第 1項第 1、2款343規定，智能衡鑑屬於心理衡鑑的範圍，應由合

                                                      
340

 李念祖，試論現行法上就審能力規定的結構性缺陷，在野法潮，第 40期，2019年，頁 7。 
341

 精神衛生法第 3條第 1款：「一、精神疾病：指思考、情緒、知覺、認知、行為等精神狀態表

現異常，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其範圍包括精神病、精神官

能症、酒癮、藥癮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精神疾病，但不包括反社會人格違常者。」 
342

 精神衛生法第 3條第 2款：「二、專科醫師：指經中央主管機關依醫師法甄審合格之精神科專

科醫師。」 
343

 心理師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1、2 款：「臨床心理師之業務範圍如下：一、一般心理狀態與功能

之心理衡鑑。二、精神病或腦部心智功能之心理衡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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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臨床心理之為之。而心理衡鑑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四大類：智能衡鑑（智力測

驗）、人格衡鑑（人格測驗）、失智評估、情緒評量344。 

而在偵查階段與犯罪行為時的狀態較為接近，雖非即認定實體法上有關精神

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無辨識能力或有降低情形時即等同其無就偵能力，但無論

如何兩者皆為檢察官證據調查的義務，故在偵查階段若涉及精神障礙者犯罪問題

時，檢察官可依刑事訴訟法第 203條規定以心神狀態為由鑑定留置，有文獻指出

此鑑定留置之最主要目的，乃在確認被告是否能於程序中出場或出庭，因此對被

告的留置，重點並非在於治療，而是確認其就審能力，即是否具有為訴訟的能力

345。而此時若被判定無此能力，檢察官該如何處理？因法條漏未規定，故目前大

多數實務做法在面對心神喪失之犯罪嫌疑人於偵查中有無法陳述等情況時，多把

其當作否認犯罪之被告來處理，並視是否有其他補強證據來判斷是否達於起訴門

檻，如果達於起訴門檻即起訴之，使其進入審判程序中，再由法院來自行判斷有

無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項之停止審判事由，而若其他相關證據未達起訴門檻，

則用刑事訴訟法第 252條第 10款之不起訴處分。 

不過以下探討就檢察官在偵查階段蒐證完全後發現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實

體法上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造成不能或欠缺辨識能力情況或能力有降低情

況時，該如何處理程序法上問題，由於法條的規定通常是從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

辨識能力出發，故不論精神障礙或智能障礙者，其辨識能力為何，將會影響他們

在程序法上該如何適用的問題，以下就辨識能力程度作區分，探討在不同辨識能

力時，目前法條規定如何346。 

第一款 偵查中有不能或欠缺辨識能力的情況 

有見解認為若鑑定結果是欠缺就偵能力而且不能回復，此時檢察官應為不起

訴處分，現行刑法第 19條第 1項有不罰的規定，而刑事訴訟法第 252條第 8款347

亦有規定行為不罰者檢察官應為不起訴處分，不過在這個部分事實上目前法條未

                                                      
344

 衡鑑的項目與內容以這四類為主要內容但並不限於此四類而已，參考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心

理衡鑑項目：https://www.taic.mohw.gov.tw/?aid=52&pid=86&page_name=detail&iid=51（最後瀏覽

日期：2020年 10 月 26 日）。 
345

 吳景欽，多重人格犯罪者的精神鑑定之探討，醫事法學，16卷 2期，2009年，頁 31。 
346

 李念祖，試論現行法上就審能力規定的結構性缺陷，在野法潮，第 40 期，2019年，頁 6-7。 
347

 刑事訴訟法第 252 條第 8款：「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八、行為不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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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將就偵能力問題與責任能力問題加以區別，嚴格來說應該是一種制度上的缺陷

348。亦有見解以鑑定留置作為解決方法認為，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項僅規定於

審判時，而偵查期間未有明文規定，因此在法無明文得停止偵查下，僅能以鑑定

留置為由將被告加以留置，最長為 7日，依刑事訴訟法第 203條之 3第 1項但書，

向法官聲請延長，但亦僅能至兩個月，因此關於偵查中遇有被告心神喪失的情況，

是否應先停止偵查，而令入適當處所治療，顯屬立法缺漏，有待修法解決349。不

過退而言之，當檢察官作相關鑑定已發現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就偵能力欠缺且不

可回復時，檢察官本就有職權不起訴之權，故雖法條上未明確區分，檢察官仍得

做成不起訴處份，亦仍在其職權範圍內。 

第二款 偵查中有辨識能力顯著降低的情況 

另外如果犯罪嫌疑人尚有就偵能力，但因精神障礙而有辨識能力顯著降低的

情形，檢方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253條之 2第 1項350規定為緩起訴處分並命為精神

治療；其因智能障礙而有辨識能力顯著減低的情形者，檢方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1 第 1 項351規定，參酌刑法第 57 條第 6 款352規定考量行為人之智識程

度而為緩起訴處分。 

 

第二節 審判階段-接受審判的能力 

有關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被告在審判階段的就審能力問題，已如同前

所述，然而相關其他訴訟能力與就審能力的區別，也在前面論述過，故在此將探

討細部有關被告在審判階段可能遇到的個別訴訟行為時的能力問題。 

不過首先先就我國法條上是否有可適用的內容來處理，依序依據前述有關檢

察官遇到無就偵能力之被告應為不起訴或緩起訴的操作方法內容往下討論，若檢

                                                      
348

 李念祖，試論現行法上就審能力規定的結構性缺陷，在野法潮，第 40期，2019年，頁 7。 
349

 吳景欽，多重人格犯罪者的精神鑑定之探討，醫事法學，16卷 2期，2009年，頁 31-32。 
350

 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第 1項第 6款：「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遵

守或履行下列各款事項：六、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351

 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1第 1項：「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外之罪，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得定

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緩起訴期間為緩起訴處分。」 
352

 刑法第 57 條第 6 款：「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

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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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對於欠缺就審能力的被告仍提起公訴，而法院經鑑定後發現被告缺乏就審能力

而且不可回復者，嚴格來說，應屬於不得提起公訴而仍提起公訴的情形，法院應

以不受理判決駁回起訴而不應作成有罪無罪之判決，或無限期停止訴訟程序，始

符合正當程序的概念，但是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及第 303 條353均無相關的規定，

亦似屬於制度上一種結構缺陷，法官如果仍然就無就審能力的被告判決有罪者，

一方面應屬違反正當程序的判決，另一方面也會發生被告在執行階段有無受刑能

力的問題354。 

不過在審判階段探討被告是否因精神狀況而有無能力的問題，大多聚焦在刑

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項上，不過亦如前所述，該條內容法條用語使用古老且久

遠的「心神喪失」，造成適用上憋手憋腳，亦產生許多問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論是精神障礙或智能障礙者在審判中有辨識能力顯著

降低的情況，至少在死刑案件上，法院「應」減輕其刑，雖然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

減低者，得減輕其刑。」，規定是「得」減輕其刑，但參酌目前相關所簽署的人

權公約相關意見書，例如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36號一般性意見第 49點、2013

年結論性意見與建議第 57 點、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西元 2005 年 59 決議第 7 項、

2010年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10月定期報告等等皆明文揭示對於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的被告應禁止判處死刑。 

  

                                                      
353

 刑事訴訟法第 303 條：「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一、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 

二、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 

三、告訴或請求乃論之罪，未經告訴、請求或其告訴、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 

四、曾為不起訴處分、撤回起訴或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而違背第二百六十條之規定再行起訴者。 

五、被告死亡或為被告之法人已不存續者。 

六、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 

七、依第八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 
354

 李念祖，試論現行法上就審能力規定的結構性缺陷，在野法潮，第 40期，2019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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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審判階段其他能力問題 

而在審判階段，被告即有可能面臨一系列不同的個別訴訟能力問題，例如可

能有辯論能力、拋棄權利的決定能力、認罪能力、放棄律師的能力、放棄精神障

礙抗辯能力、撤銷撤回上訴能力等等。 

所以對於訴訟能力的認定上應以訴訟程序上的個別特定訴訟行為時當下被

告的狀態做個別的認定，例如在審判階段，縱使被告被認定有就審能力，但當其

要面對交互詰問時，亦應就其當下是否有辯論能力做個別的認定，因被告對質詰

問權對被告影響重大，當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精神狀態未能為完

整陳述與辯論時，將很有可能對被告的權益有所侵害，再者即是有關被告拋棄其

訴訟上的權利、放棄律師、認罪、捨棄或撤回上訴等等的決定時，因造成的結果，

對被告的影響甚大，亦可能造成其人身自由被長期的剝奪（除了有關死刑案件在

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適用職權上訴制度外，其餘被告得自行選擇捨棄或撤回上訴），

所以在面對一些精神狀況不佳或有一些心智缺陷的被告在非理智的情況下所為

的個別訴訟行為時，應從保障被告防禦權的觀點以及法庭訴訟照料觀點來看，對

其做成該行為時的相關能力做個別考量，而有文獻指出不得逕自一概允其捨棄或

拋棄相關權利，且被告在整個訴訟程序中是否具有就審能力，與被告為個別訴訟

行為時，其判斷基準應不相同，也就是說就算被告被認定為具有就審能力（可能

透過辯護人、輔佐人之協助，而得了解訴訟進行行為），然而就特定訴訟行為時，

仍可能因為一些喪失理智或是未能夠得到協助，而就該特定訴訟行為不具備訴訟

能力355。 

不過對此仍需一併注意有關《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以及《障礙者近用司法

之國際原則與指引》下應確保所有障礙者都有法律能力的問題，且不得以障礙為

由被剝奪其近用司法的機會，並承認障礙者得以參加所有司法系統，並確保不得

透過功能障礙或精神狀態評估，確定障礙者有「認知能力喪失」和「精神能力喪

失」等理由來限制其法律能力，故在此兩相不同被告利益概念下該如何權衡有關

                                                      
355

 顏榕，捨棄上訴與撤回上訴於訴訟能力上之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305期，2020 年 10月，

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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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於個別訴訟行為能力問題，成為一大難題，然透過以下分析來探討是否能

找出較佳的方法來達到保障被告利益最大化之可能。最一開始探討即是，被告是

否有拋棄權利的能力？有時候那些權利可能是一些憲法上的權利要件時，得否放

棄？再者即是有關探討這類個別訴訟行為的能力該如何認定？與就審能力標準

等同或不同？ 

 

第二項 是否有拋棄權利的能力？ 

首先有關就審能力認定的標準，參考美國法上，大多是以 Dusky 準則作為

標準，簡言之，Dusky準則以「理解」與「諮商」的能力為主，但並未論及有關

拋棄權利、放棄律師、認罪與否、辯論詰問、撤回捨棄上訴等的能力決策問題，

所以在各個個別的訴訟能力的行為決策是否與之關聯，有所爭議。美國法上，准

許被告概括的拋棄憲法上的權利，但必須是「自願且故意拋棄其已知悉之權利」，

所以採用「嚴格標準」，必須由法院先向被告為權利告知後，被告知悉權利之內

容後仍自願拋棄，始生拋棄效力，故要件上必須「明智且有能力」、「自願」、「知

悉而故意」，法院通常會綜合一切情狀判斷，所以這個「有能力」的要件對精神

疾患的被告來說拋棄將可能重大影響其權益，故即使在鑑定上認定其有就審能力

下，仍需要進一步確認審酌他欲拋棄時的精神狀況356。 

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357 條第 1、2 項357分別規定當事人得捨棄上訴以及

撤回上訴的規定，而不論是捨棄或撤回上訴，都會讓案件終局確定，之後被告將

可能面對一系列涉及財產、自由等的刑罰的不利益，故在訴訟法上對於被告的訴

訟程序影響甚大，這種捨棄或撤回上訴亦屬於一種權利的拋棄。在我國，原則上

被告得以自行決定要捨棄或撤回上訴，僅有在死刑案件為例外有職權上訴的制度，

由刑事訴訟法第 344條第5項358規定可知，由此可以看出對於面臨生命刑的案件，

有可能剝奪被告生命，造成不可逆的嚴重不利益後果，故刑事訴訟法在立法上做

                                                      
356

 黃祿芳，刑事被告之訴訟能力，國立臺灣大學法學院碩士論文，2010年 1月，頁 76-77。 
357

 刑事訴訟法第 357 條：「捨棄上訴權，應向原審法院為之。 

撤回上訴，應向上訴審法院為之。但於該案卷宗送交上訴審法院以前，得向原審法院為之。」 
358

 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第 5項：「宣告死刑之案件，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

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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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特別的保護，來確保死刑案件中能確保被告的利益，得到最慎重的審理過程。

但是對於其他的案件，並沒有職權上訴或其他制度的限制，讓當事人得以決定是

否讓案件可以終局確定或脫離訴訟，在面對一些長期的自由刑案件中，對被告的

利益影響亦非同小可，然對此條文內容竟沒有在做這些相關決定時，考量被告的

心智能力問題，恐有保護不周的疑慮359。而值得注意即是實務上亦有相同見解認

為：「撤回上訴係對已上訴之案件，使其不發生上訴效力而言，屬程序形成之訴

訟行為，故撤回者應具實施訴訟行為之能力，並以是否能辨別利害關係而為完全

意思表示為其判斷依據。智能障礙者如無法完全陳述，即欠缺辨別能力，且易受

誘導或心生畏懼，故其撤回上訴，應有相當補充，始生效力。」360即表達出若智

能障礙者如無法完全陳述，即欠缺辨別能力，易受誘導或心生畏懼，故其撤回上

訴，應有相當補充。 

另外有學者從意思表示瑕疵部分來做討論，認為刑事訴訟法中的與校行為是

直接形成特定訴訟結果的訴訟行為，原則上並不取決於其他訴訟主體的訴訟行為，

捨棄、撤回上訴即屬之，並不適用民法中關於撤銷有瑕疵之意思表示的相關規定，

只有在表意瑕疵極其嚴重，例如有詐欺、脅迫、法院本身違反訴訟照料義務的情

況下，嚴重影響到個案正義時（具體妥當性）才可例外承認可以優先於法安定性，

進而否定訴訟行為的效力，而錯誤這種表意瑕疵，原則上亦不影響訴訟行為的有

效性，但法院因有訴訟上的照料義務，不得讓被告基於錯誤的認知或不理解的情

況下貿然同意被告撤回上訴361。 

另外實務上有從再審聲請的角度，來論受輔助宣告之人聲請再審的訴訟行為

應具備訴訟能力，而以實體法上的行為能力，有完全意思能力為前提，故因精神

                                                      
359

 顏榕，捨棄上訴與撤回上訴於訴訟能力上之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305期，2020 年 10月，

頁 64-65。 
360

 102年台非字第 403號判決：「撤回上訴係對已上訴之案件，使其不發生上訴效力而言，屬程

序形成之訴訟行為，故撤回者應具實施訴訟行為之能力，並以是否能辨別利害關係而為完全意思

表示為其判斷依據。智能障礙者如無法完全陳述，即欠缺辨別能力，且易受誘導或心生畏懼，故

其撤回上訴，應有相當補充，始生效力。有關無法為完全陳述之智能障礙者者，倘未選任辯護人，

於偵查中，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應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辯護，於審判中，則由審

判長指定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以確保裁判之公正。故無辯護人協助之智能障礙者，倘許其獨自撤

回上訴之表示，則難謂充分保護其訴訟權益。故此，是類案件繫屬於法院後，包括判決前，均屬

審判程序，自均接受強制辯護，否則，該撤回上訴之表示應不認有效。」 
361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新學林，2020 年 9 月，10 版，頁 260-263。林鈺雄，罪疑唯輕

與捨棄上訴，月旦法學雜誌，81期，2002 年 2 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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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

力，顯有不足，已經法院為輔助宣告之人，其為訴訟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

而訴訟行為係單獨行為，倘未經輔助人同意，訴訟行為無效362。形成一個補充要

件來補強受輔助宣告之人的訴訟行為能力不足情況之處理，然本文認為縱使此判

決認定將民法行為能力掛勾於刑事法上的訴訟能力上，並非妥當，且對於能力之

補強應不限於民事法上受監護宣告之人，而應自行於刑事訴訟程序中獨立判定被

告自身的訴訟能力問題，而訴訟能力的認定以意思能力為主做判定，不以民法上

是否受監護輔助宣告為準，而另外能力不足時是否需以相關輔助人、輔佐人的補

強即可？但若依此是否可能淪為成為輔佐人決定一切，而忽略被告的自我決定與

自由意志的風險當中，其相關規定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以及《障礙者近用

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亦認為無論在任何情況下皆應承認障礙者的法律能力，

不得以透過功能障礙或精神狀態評估認為障礙者因「認知能力喪失」和「精神能

力喪失」等原因來限制任何人的法律能力，本文認為此見解值得贊同，我們應該

著重於如何加強障礙者被告的溝通能力，而非取代之，故在我國訴訟法上的輔佐

人制度有時可能會過於取代障礙者角色進而影響其相關法律行為，縱使其以「協

助」、保障障礙者「最佳利益」之名義的外衣包裝，亦可能造成障礙者權益受到

侵害而被排除於司法系統之外，故應重新審視之，而相關中性之中介人和促進者

之應用，或者增強相關辯護人面對這類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被告的溝通能力

等似應較為妥適。 

而有關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被告於審判中屬於強制辯護案件，而其得

否有拋棄律師之權？有文獻從辯護權欲保障的核心價值以及防禦權是屬於「被告」

                                                      
362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抗字第 76 號刑事裁定：「再審之聲請為訴訟行為，聲請人應具備訴訟

能力，始生效力，否則即違背聲請再審應具備之法律上程式。而自然人之訴訟能力，係植基於實

體法上之行為能力，以有完全意思能力為前提，始能獨立以法律行為負義務。受判決人因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已

經法院為輔助宣告之人，其為訴訟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而訴訟行為係單獨行為，倘未

經輔助人同意，訴訟行為無效，即欠缺訴訟行為必備之法律上程式，此觀之民法第十五條之一第

一項、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及第七十八條之規定自明。所稱「訴訟行為」包括民

事、刑事及行政程序法上之訴訟行為，刑事再審之聲請自亦屬之。上開輔助人之同意，僅具補充

受輔助宣告之人意思能力之性質，非謂輔助人因此有獨立為訴訟行為之權利，此與無行為能力或

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由法定代理人為訴訟行為之情形不同，此觀之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條之一之規

定自明。故刑事受判決人雖係受輔助宣告之人，其聲請再審時，僅須得其輔助人同意，即可以自

己名義聲請，至輔助人則無獨立為受判決人聲請再審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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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益，辯護人僅居於協助地位肯認關於強制辯護制度應回到憲法保障人民訴訟

權充分防禦之基本觀點為判斷，法院應判斷被告的主張是否出於自願、並確實了

解無辯護人協助可能產生的法律上不利益，若被告的自行辯護主張乃出於其「明

知」且「明智」的決定時，法院應准許其自行辯護，並在程序中給予適當之訴訟

照料較為妥適363。 

由此可知，依據法院的訴訟照料義務，對於心智缺陷的被告在不理性的情況

下所做成的捨棄、撤回上訴、拋棄律師權等情況而影響其不利益的情況時，為確

保被告作為刑事訴訟法的程序主體，應確保其能參與程序，保障自己的利益，始

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所以面對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被告，縱使其被認定

有就審能力而進行訴訟，在其欲拋棄其於訴訟上相關權利時，就其他有可能造成

影響其訴訟結果之權利，法院基於訴訟照料義務，仍應重新審視其是否處於「明

智且有能力」、「自願」、「知悉且故意」之綜合衡量後始能允諾之，若其能力有所

不足，不得隨意允諾，但此相關能力之要求亦應一併注意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角度出發，不得一律認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被告所做成的決定即

一律非明智而否定之，而應個案判斷衡量，並尊重被告相關之自由意志與意願，

當對於能力有所不足之被告，需視是否有相當之輔助人、輔佐人協助補強其對於

權利拋棄的理解力來協助期作成相關決定而非以輔助人、輔佐人以「保障被告最

佳利益」等理由來替代其意思能力較為妥適。 

另外值得注意即是，我國實務曾作成判決，認為「刑事判決書對被告刑罰權

影響至鉅，且事關其本人訴訟上權益，如其客觀上已達無法認知之狀態，不可能

知悉該判決書之內容，自不得對之送達。...... 經鑑定障礙等級類別為極重度植物

人，已達無認知能力之「心神喪失」狀態，......被告當時既已達心神喪失之無認

知能力狀態，客觀上無法知悉該判決書之內容，對其送達自非合法。被告既未合

法收受本件判決正本之送達，自難謂原判決業已確定。」364故對心神喪失被告送

達判決，並不生合法送達效力，本文認為判決書內容對於被告影響甚鉅，但從對

                                                      
363

 蘇凱平，權利或鐐銬？論刑事被告於強制辯護案件審判中之自行辯護權-兼評最高法院一 0 四

年度台上字第三一五 0 號等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257期，2016年 10月，頁 141-142。 
364

 最高法院 100 年台非字第 260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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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利益觀點出發，應審視判決內容是否對被告有利，若有利情況下如無罪判決

等，應認為已生送達效力對被告確定，但若是判決內容有其他相關不利益情況，

可能影響被告權益時，確實應該審視被告目前狀態是否有能力接受判決效力。 

 

第三項 個別的訴訟能力之標準 

依據 Dusky 準則下的三重審查基準，有關就審能力的認定標準為被告具備

足夠的理性理解能力與律師諮詢、理性並已事實上了解其罪名及刑事程序的內容、

被告必須有能力協助律師進行辯護，然而這樣所建立起來能力，是否亦適用於其

他個別的訴訟能力上，即這些個別訴訟能力的標準為何，是否與 Dusky 準則下

所認定的就審能力相同，還是標準較低或較高？ 

從美國法上來看，聯邦最高法院在 Sieling v. Eyman 案365中認為被告於訴訟

上各方面能力之認定標準各不相同，對於認定就審能力標準是依循 Dusky準則，

至於其他個別的訴訟能力的認定，則應採取較高的標準，法院強調對於那些心理

上能力已有問題之被告，即不能待其如對待常人般推定其有能力在訴訟上進行決

定，所以面對如因罹患精神疾患，導致被告在各種選項做出理性選擇與了解後果

的能力大幅降低時，應認定此時被告欠缺該能力。 

另外聯邦最高法院在 Godinez v. Moran 案366中明確表示有關認罪協商能力、

放棄律師協助能力的認定標準並不異於也不高於就審能力而應與之認定標準同

一，認為依據 Dusky 案所建立認定被告就審能力的標準，同樣足以用於認定被

告認罪協商、放棄律師協助、自行辯護能力、放棄上訴等其他與審判有關的能力，

即認為 Dusky 準則適用範圍應不限於審判中，而應包括「自起訴後出庭聲明程

序起至陪審團裁決止」，故而將上述這些能力綜合起來理解為一個廣義的訴訟能

力，而認為若在其一能力有所欠缺，就應被認定無就審能力而須停止審判，進而

有認為此判決「提高」了 Dusky 準則所定標準，認為在該標準外還須同時也具

備在訴訟上可能發生的各種決定能力367。 

                                                      
365

 Gilbert F. Sieling, Sr., Petitioner-appellant, v. Frank A. Eyman, Warden, Arizona State Prison, 

Respondent-appellee, 478 F.2d 211 (9th Cir. 1973). 
366

 Godinez v. Moran, 509 U.S. 389 (1993). 
367

 Thomas Grisso, Evaluating Competencies, at 73.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
nd

 e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23
164 

 

以認罪協商為例，有認為應採「標準相同說」，認為若認罪能力高於就審能

力，會產生一些「只有一半能力的被告」，因為被認定有就審能力，但其卻無法

如同其他被認定無就審能力的被告享有停審優惠，但認罪不見得是對其不利的，

故若認罪能力認定標準較高，會使被告無法享受到認罪能得到的利益，故主張認

罪能力的標準應與就審能力相同；而亦有採「標準不同說」，認為有時認罪可能

在高壓下做成，且放棄多項極為重要的憲法上權利，做成決定所涉因素複雜，且

在實務上確實時常發生不少被認定為有就審能力但實際上並無明智決策能力的

被告，如果認定其有就審能力即認定有個別之訴訟能力，並未能實際保障被告權

益，因此主張將能力區分為「就審能力」（competence to stand trial）亦即在訴訟

上協助辯護人之能力與「決策能力」(decisional competence)即除上開能力外，其

他在訴訟上面臨重要決議時所需之能力，此能力需依照具體個案背景判斷之368，

此「標準不同說」看似與我國法上同前所述的個別訴訟能力問題較為相似，本文

認為較為可採，對於相關之個別訴訟能力問題，亦應依據個案背景判斷之較為妥

適。 

 

第三節 執行階段-接受刑罰執行的能力 

也就是認定判決有罪確定的受刑人，有無理解執行其判決或是刑罰之意義的

能力，判斷時點是在執行時。然而對於執行能力以及就審能力問題，其相關性質

亦不相同，實務有判決指出，目前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 項：「被告『心神喪

失』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之情形，與刑事訴訟法第 465條第 1項：

「受死刑之諭知者，如在『心神喪失』中，由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命令停止執行」

及同法第 467 條第 1項第 1款「受徒刑或拘役之諭知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依檢

察官之指揮，於其痊癒或該事故消滅前，停止執行：一、『心神喪失』者…」等

之規定，法條文雖均使用『心神喪失』一詞，但其相關的意涵卻未必相同，即刑

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項、第 467 條第 1項第 1款，係在『判決確定後執行刑罰

                                                                                                                                                        
2003). 
368

 黃祿芳，刑事被告之訴訟能力，國立臺灣大學法學院碩士論文，2010年 1月，頁 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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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判斷受刑人是否瞭解行刑之意義、能否達刑罰目的（應報、一般預防與特別

預防）。準此，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項所指之心神喪失，其定義上應與上述

不同369。以下將就各種刑之執行的能力問題做探討。 

 

第一項 死刑執行之停止 

依照兩公約施行法，對於因精神障礙或智能障礙而無受刑能力的受刑人，除

應按聯合國人權理事委員會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49 點：「對判處死刑理由無

完全理解能力者，不得執行死刑。」另外參酌其他相關公約意見，例如 2013 年

的國際人權專家「結論性意見與建議」第 57點：「直到完全廢除死刑之前，中華

民國（臺灣）政府應確保所有與判處及執行死刑相關的程序與實質保護措施被謹

慎的遵守。特別是心理或智能障礙者不得被判處死刑和或執行死刑。根據公政公

約第 6條第 4 項，受死刑宣告者有請求特赦或減刑之權。這表示死刑的執行必須

暫停，直到相關程序適當的終結為止。」、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西元 2005 年 59 決

議第 7項，進而要求所有仍維持死刑之締約國，不得對任何精神或智能障礙者判

處或執行死刑。、2010 年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10月定期報告等等皆明文揭

示對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被告應禁止判處死刑。另外對於在整個訴訟過

程中雖然沒有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被告，於執行階段時而有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的情況產生時，在執行能力上亦應考量其受刑能力問題，依照我國

刑事訴訟法第 465 條第 1 項規定：「受死刑之諭知者，如在心神喪失中，由司法

行政最高機關命令停止執行。」，現行法規定對於「心神喪失」的死刑犯應停止

執行，其中「心神喪失」四個字，仍有與新修正的刑法規定有未能對應的問題，

尚待修法修正調整。不過，台灣高等法院 105 年上重訴字第 10 號刑事判決解釋

此條「係在判決確定後執行刑罰時判斷受刑人是否瞭解行刑之意義、能否達到刑

罰目的（應報、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從考量對於無受刑能力者執行死刑，因

其無理解執行其判決或是行刑意義的能力，已無法達到刑罰的目的來看，停止執

行死刑或其他相關刑罰係對於受刑人人性尊嚴的保障。 

                                                      
369

 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上重更一字第 6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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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自由刑執刑之停止 

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467條規定心神喪失者，若受徒刑或拘役之諭知，依檢

察官之指揮，於其痊癒或該事故消滅前，停止執行。而依刑事訴訟法第 468條規

定：「依前條第 1 款及第 4 款情形停止執行者，檢察官得將受刑人送入醫院或其

他適當之處所。」，實務見解有對於此心神喪失之情形停止執行者，檢察官得為

檢查身體目的而將受刑人送入醫院或其他適當之處所：「受徒刑之諭知，而有心

神喪失或現罹疾病恐因執行而不能保其生命等情形之一者，依檢察官之指揮，於

其痊癒或該事故消滅前，停止執行。是以，檢察官對於經判處徒刑確定，而已心

神喪失或而現罹疾病恐因執行而不能保其生命為由，聲請停止執行者，應先命檢

查身體，認定其情是否屬實，以判斷應否命令於其痊癒或該事故消滅前，停止執

行；業已命令停止執行者，其是否痊癒或該事故消滅而應繼續執行，亦應先命檢

查，以參考醫學專門機構之鑑定認定之，否則即屬執行之指揮不當，自得對之聲

明異議。」370而另外關於停止執行日數是否算入刑期，有院解字認為應算入刑期

之見解371，亦有認為不應算入刑期372。 

而依監獄行刑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對於新入監者，應就其個性、身心狀

況、經歷、教育程度及其他相關事項，加以調查。」，監獄行刑法第 13 條第 1

項373有規定在受刑人入監時，應先進行健康檢查，這時受刑人不得拒絕；而有客

                                                      
370

 最高法院 97年台抗字第 872 號刑事裁定。 
371

 18 院字第 87 號：查刑事訴訟法第 485 條之規定自指未受執行者而言，若已在執行中而有該

條所列各款情形時應由監獄長官依照監獄規則第 66條及第67條各規定呈請監督官署許可後保外

醫治或移送病院，其在外或病院之日數仍算入刑期內。 
372

 33院 2638：法院將判處徒刑或拘役之人犯移送檢察官執行，如檢察官尚未送監執行該受刑人

具有刑事訴訟法第 471 條所列情形之一時，自得由檢察官依照同法第 472條將受刑人送入醫院或

其他適當之處所，其日數不應算入刑期，如當地無醫院或其他適當處所，可否將患病之受刑人交

保在外醫治，應由指揮執行之檢察官斟酌其患病之情狀定之。 
373

 監獄行刑法第 13條：受刑人入監時，應行健康檢查，受刑人不得拒絕；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拒絕收監： 

一、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欠缺辨識能力，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 

二、現罹患疾病，因執行而不能保其生命。 

三、懷胎五月以上，或生產未滿二月。 

四、罹患法定傳染病，因執行有引起群聚感染之虞。 

五、衰老、身心障礙，不能於監獄自理生活。 

施行前項檢查時，應由醫師進行，並得為醫學上必要處置。經檢查後認有必要時，監獄得委請其

他專業人士協助之。 

第一項之檢查，在監獄內不能實施者，得戒送醫院為之。 

前三項之檢查未能於當日完成者，監獄得同意暫時收容。但收容檢查期間不得逾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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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欠缺辨識能力，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時；現罹患疾病，因

執行而不能保其生命；以及衰老、身心障礙，不能於監獄自理生活的情況時，這

時應該拒絕將其收監。而這些施行的相關檢查，應由醫師進行，並且得為醫學上

必要的處置。經檢查後認有必要時，監獄得委請其他專業人士協助之。而當有被

拒絕收監者產生時，這時應送交檢察官斟酌情形為具保、責付、限制住居、限制

出境、出海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 

不過在監獄行刑法第 15 條374又有規定在受刑人入監講習時，應告知相關事

項，並製作手冊交付受刑人使用，這時受刑人為身心障礙者、不通中華民國語言

或有其他理由，導致其難以瞭解各款應告知是項所涉內容之意涵時，這時候監獄

應提供適當的協助。 

而監獄行刑法第18條375規定，對於刑期六個月以上受刑人採累進處遇方法，

但因身心狀況或其他事由認為不適宜者，得暫緩適用累進處遇。這時依第 19條376

                                                                                                                                                        
收容檢查結果符合第一項所列各款拒絕收監之情形者，其收容檢查之日數，以一日抵有期徒刑或

拘役一日，或刑法第四十二條第六項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 

第一項被拒絕收監者，應送交檢察官斟酌情形為具保、責付、限制住居、 

限制出境、出海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並準用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之二第二項至第四項、第九

十三條之五第一項前段及第三項前段、第一百十一條之命提出保證書、指定保證金額、限制住居、

第一百十五條、第一百十六條、第一百十八條第一項之沒入保證金、第一百十九條第二項、第三

項之退保、第一百二十一條第四項准其退保及第四百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項、第四項、第

四百十七條、第四百十八條第一項本文聲請救濟之規定。 
374

 監獄行刑法第 15條：受刑人入監講習時，應告知下列事項，並製作手冊交付其使用： 

一、在監應遵守事項。 

二、接見及通信事項。 

三、獎懲事項。 

四、編級及累進處遇事項。 

五、報請假釋應備條件及相關救濟事項。 

六、陳情、申訴及訴訟救濟之規定。 

七、衛生保健及醫療事項。 

八、金錢及物品保管之規定。 

九、法律扶助事項之宣導。 

十、其他應注意事項。 

受刑人為身心障礙者、不通中華民國語言或有其他理由，致其難以瞭解前項各款所涉內容之意涵

者，監獄應提供適當之協助。 

與受刑人在監服刑權利義務相關之重要法規、行政規則及函釋等，宜以適當方式公開，使受刑人

得以知悉。 
375

 監獄行刑法第 18條：對於刑期六月以上之受刑人，為促使其改悔向上，培養其適應社會生活

之能力，其處遇應分為數個階段，以累進方法為之。但因身心狀況或其他事由認為不適宜者，得

暫緩適用累進處遇。 

累進處遇事項及方法，另以法律定之。 
376

 監獄行刑法第 19條：前條適用累進處遇之受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監獄得給予和緩處遇： 

一、患有疾病經醫師證明需長期療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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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若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欠缺辨識能力，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或其辨

識能力顯著減低者；或衰老、身心障礙、行動不便或不能自理生活者，監獄得給

予和緩處遇，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之。而和緩處遇的方法，依第 20 條377規定，

皆以參酌其身心健康狀況綜合考量給予之，並視情況而定與其他受刑人分別監禁。

而對於衰老、重病、身心障礙不能自理生活之受刑人，依第 142條378規定釋放之

並通知家屬等接回。 

另外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座談會法檢字第 10404523840 號曾做成研究

意見，對於行為人犯罪經判刑確定後，因傳拘未到發布通緝，嗣經警緝獲移送地

檢署，發現其頭部以下肢體癱瘓。此時檢察官究係得逕依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

停止執行，亦或應送監獄，由監獄依法體檢後判斷應否拒絕收監？ 

一、甲說：檢察官得逕依刑事訴訟法第 467條停止執行 

1、（85）法檢字第 30609 號：「具右開情形之植物人，若尚未開始執行，檢察官

可分別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第 1款、第 4款之規定，於其痊癒前停

止執行；若已發監執行，因植物人對刑罰已無感應性，無法發揮行刑功能，

解釋上可認為符合上開條款之立法意旨，檢察官應依法指揮，於其痊癒前停

止執行。」 

                                                                                                                                                        
二、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欠缺辨識能力，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或其辨識能力顯著減低。 

三、衰老、身心障礙、行動不便或不能自理生活。 

四、懷胎期間或生產未滿二月。 

五、依其他事實認為有必要。 

依前項給予和緩處遇之受刑人，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之。 

和緩處遇原因消滅後，回復依累進處遇規定辦理。 
377

 監獄行刑法第 20條：前條受刑人之和緩處遇，依下列方法為之： 

一、教化：以個別教誨及有益其身心之方法行之。 

二、作業：依其志趣，並斟酌其身心健康狀況參加輕便作業，每月所得之勞作金並得自由使用。 

三、監禁：視其個別情況定之。為維護其身心健康，並得與其他受刑人分別監禁。 

四、接見及通信：因患病或於管理教化上之必要，得許其與最近親屬、家屬或其他人接見及發受

書信，並得於適當處所辦理接見。 

五、給養：罹患疾病者之飲食，得依醫師醫療行為需要換發適當之飲食。 

六、編級：適用累進處遇者，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之規定予以編級，編級後之責任分數，依同條

例第十九條之標準八成計算。 

刑期未滿六個月之受刑人，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準用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規定。 
378

 監獄行刑法第 142 條：釋放衰老、重病、身心障礙不能自理生活之受刑人前，應通知家屬或

受刑人認為適當之人來監接回。無法通知或經通知後拒絕接回者，監獄應檢具相關資料通知受刑

人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社會福利主管機關辦理轉介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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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法院院字第 2638 號：「如檢察官尚未送監執行，該受刑人具有刑事訴訟法

第 471 條所列情形之一時，自得由檢察官依照同法第 472 條將受刑人送入醫

院或其他適當之處所。」 

3、是檢察官既為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之執行者，雖非醫療之專家，對於明顯可

見之身體狀況或已檢具醫療相關醫療診斷證明文件，仍得為是否停止執行之

判斷。 

4、監獄行刑法第 11條(現監獄行刑法第 13條)規定：「受刑人入監時，應行健康

檢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拒絕收監：一、心神喪失或現罹疾病，因執行而

有喪生之虞。二、懷胎五月以上或分娩未滿二月。三、罹急性傳染病。四、

衰老、身心障礙，不能自理生活（第 1項）。前項被拒絕收監者，應由檢察官

斟酌情形，送交醫院、監護人或其他適當處所（第 2 項）。」係明訂檢察官開

立執行指揮書，令受刑人入監執行，監獄於收受該執行命令及受刑人後，應

對受刑人進行健康檢查，並就檢查結果有該條第 1 項所列 4 款情形之一者，

應拒絕收監，並向檢察官陳報檢查結果，由檢察官斟酌情形，命將受刑人送

交醫院、監護人或其他適當處所，而停止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尚非規定

先由監獄對受刑人進行健康檢查，迨檢查完畢，無該條第 1 項所列 4 款情形

之一者，通知檢察官可開立執行指揮書，入監執行，若有該條第 1 項所列 4

款情形之一者，則拒絕入監。換言之，受刑人若有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各款

停止執行之情形，並有具體事證可資證明者，檢察官即得依該法條規定，命

停止執行，迨受刑人痊癒或該事故消滅後，再行執行。若受刑人未陳明有刑

事訴訟法第 467 條各款之一停止執行之情形，或未提出具體事證可資證明有

此等情形者，於檢察官命令入監執行後，經監獄依監獄行刑法第 11 條(現監

獄行刑法第 13 條)規定，對受刑人進行健康檢查，其檢查結果確有該條第 1

項所列 4 款情形之一者，則監獄依監獄行刑法第 11 條(現監獄行刑法第 13

條)規定辦理，拒絕入監及報告檢察官。檢察官依監獄陳報之健康檢查報告，

已足認定有具體事證證明受刑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各款之一停止執行

之情形，檢察官自應依此規定命受刑人於痊癒或該事故消滅前，停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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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說：應送監獄評估  

1、依據監獄行刑法第 11 條(現監獄行刑法第 13 條)規定，受刑人是否無自理生

活能力，似非警察甚至檢察官權責，應由監所依法體檢後判斷，警察或檢察

官無權越俎代庖，代替監所判斷。 

2、監獄執行法第 11 條(現監獄行刑法第 13 條)之規定，乃入監時之健康檢查及

拒絕收監之情形，如未入監，自難據以判斷。 

綜上，應採甲說的檢察官得逕依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停止執行較為妥適，

對於有受刑能力之爭議，在尚未開始執行前，檢察官本得可以分別情形，依刑事

訴訟法第 467 條第 1 款、第 4 款之規定，於其痊癒前停止執行。畢竟檢察官雖

非醫療之專家，但是刑事訴訟法上的執行者，所以對於那些明顯可見之身體狀況

或已檢具醫療相關醫療診斷證明文件，仍得為是否停止執行之判斷。故在入監前

本就得依其職權查看受刑人是否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各款之一停止執行

之情形，且受刑人亦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467條各款停止執行之情形，並檢具相關

具體事證可資證明者，向檢察官聲請停止執行，若受刑人未陳明有刑事訴訟法第

467條各款之一停止執行之情形，或未提出具體事證可資證明有此等情形者，這

時檢察官命令入監執行後，仍會為入監前的健康檢查，若檢查有拒絕入監事由時

應及報告檢察官，這時檢察官會依監獄陳報之健康檢查報告，已足認定有具體事

證證明受刑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各款之一停止執行之情形，檢察官自應依

此規定命受刑人於痊癒或該事故消滅前，停止執行。 

 

第三項 罰金刑之執行 

判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受刑人在收到執行傳票通知後，親自於指定期日或

期日前到承辦股，只須口頭或以書狀提出聲請；經執行檢察官認定核准後，由書

記官開立繳款單予受刑人繳納。辦理易科罰金，原則上要親自到案辦理。但是受

刑人如果在營服役、出國未歸、於遠洋漁船作業或罹患重病經醫師證明無法親自

到案辦理者等，得由受刑人之配偶、三親等內血親、二親等內姻親持確實之證明

文件（包括本人無法親自到案及代辦人之親屬關係等證明），代為聲請。故若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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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無法親自繳納罰金時，並不停止執行，而是得委

由相關親屬持確實之證明文件代為聲請。因為如係專科罰金或併科罰金，任何人

均可代受刑人到署代為繳納罰金。執行如有困難者，亦可聲請緩衝期或分期繳納

罰金。 

 

第四項 易服社會勞動之停止 

「社會勞動」是參考外國的「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制度而設計，

是以提供無償的勞動或服務，做為刑罰之一種替代措施，是刑罰的一種易刑處分，

具有處罰性質。 

而關於有一些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之事由，依《檢察機關辦理

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第 5 點第 6 款、7 款列有以下情形者屬之 :「不能自理

生活者；有身心疾病或障礙、年老、體衰或健康狀態不佳，致難以勝任勞動或服

務者；未檢附體檢表，且難以判斷其身心健康狀況者。」，又依《檢察機關辦理

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第 8 點第 5 款規定：「易服社會勞動履行期間內，發生

刑事訴訟法第 467條停止執行之事由者，停止社會勞動之執行，於停止執行事由

消滅後接續執行。停止執行期間，社會勞動之履行期間亦停止進行，並自停止執

行事由消滅之日起，與停止前已經過之期間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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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論與建議 

從以上非常不同面向的兩個對於就審能力是否應該存在的觀點來看，不論是

從美國法上依據 Dusky 準則下所建立的三重審查基準，對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被告因無法（1）具備足夠的理性理解能力與律師諮詢；（2）理性並已事

實上了解其罪名及刑事程序的內容；（3）有能力協助律師進行辯護。而被認定無

就審能力而需停止審判，即是從正當法律程序以及公平審判原則的權利保障角度

下出發，從在庭權的觀點，認為審判「身在心不在」的被告有違權利保障的概念，

故而必須停止審判，並將無能力的被告轉入相關醫療等單位進行強制治療，以待

其回復就審能力後方能再行審判，不過往往這類令入相關醫療單位進行強制治療，

成為一種變相的人身自由限制，有時甚至為不定其刑或超越被告本身所犯罪刑的

最高刑期，對被告的權利保障形成一種不利益。故另外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等以障礙者人權本位角度出發，認為這樣的認定被告無就審能力後停止審判的模

式即是屬於一種將被告排除於司法體系外，使其無法使用司法資源的一種歧視與

不平等，且在未為審判下更可能造成他人身自由上等權利侵害，而認為不應該停

止審判，反而應該是提供一個無障礙以及可及性的司法友善環境，給予相關障礙

被告一個可以平等同於一般人近用司法系統的機會，才是一種實質上的平等。 

兩者皆是從被告權利保障角度出發，一是以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原則角

度，另一方面則是從平等權角度來看，那麼到底要如何在兩者截然不同的觀點下

達到保障精神障礙被告權利，本文認為，就審能力認定仍然有存在必要，它可以

做為一個訴訟策略的應用，在研究本篇題目時，對於兩相大不同的見解究竟最後

的結論到底該採用何見解比較妥適，產生了一種選擇上的兩難，後來仔細思考發

現，會不會這個議題在結論的選擇上與一個國家是否還存有「死刑」相關？畢竟

從死刑案件來看，事實上相關主張無就審能力後的停審，相較於生命權而言，一

些拘禁上的不利益並不會比較嚴重，那麼以我國來說，尚還有死刑的存在，在相

關就審能力停止審判和無法近用司法的平等權利益權衡下，孰輕孰重彷彿不言而

喻。所以在雙方的說法皆有其道理的情況下，該如何為相關的權衡，以達到保障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被告之利益最大化，本文提出以下相關建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23
173 

 

1.刪除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 1項「心神喪失」用語，重新定義就審能力概念 

參酌本文第二章第一節第三項中對於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94條第 1項「心神

喪失」之老舊用語停留在法庭秩序維持之概念下作為停審事由之不妥適，造成如

同本文第二章第三節第三項當中提到刑法已經將此用語修改，然而刑事訴訟法中

卻未為修改，使目前實務運用上為有統一標準而雜亂，且參考相關《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角度，如同本文第四章第四節第一項當中提及，對於障礙者想像的不

妥與狹隘，障礙因素是多元的，從個人生理到環境、社會因素皆有可能。 

故應重新定義有關被告就審能力概念，本文認為仍得以參考美國法中相關概

念，故相關判定標準應從被告能否理解法庭運作內容、能否為相關參與、以及能

否為辯護協助溝通之角度出發，來綜合觀察之。 

然而對於被告就審能力認定問題，在此部分亦應注意相關人權公約中提及到

對於障礙者法律能力概念之尊重，勿以相關心智障礙因素就直接認定其無能力而

剝奪之並將其排除於司法系統之外，然而就審能力之訂立仍有其必要性，對於正

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原則下被告審判權的一種保障，在相關障礙環境未能補足

和補強之前，即將障礙被告置於審判程序當中，而未能補足或排除相關障礙環境

時，此時對被告審判權、辯護權等皆仍存在不利益，故在環境因素未能改善前仍

有停審必要，待其補足障礙後始續行審判，例如為障礙被告提供相關輔助人、中

介人等協助溝通之專業人士之合作，又或者對於相關司法人員如辯護人、法官、

檢察官等培訓相關面對障礙者之溝通技巧等，亦須時間上之磨合與配合，故在判

斷被告就審能力問題時，應一併注意《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提到的第 5條平等

不歧視、第 12 條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第 13條獲得司法保護等權利。 

參考有關就審能力劃分方法，特別注意除了有就審能力和無就審能力之被告

外，亦有一些處於中間狀態之被告相關個別訴訟能力問題，並且加強要求法院的

訴訟照料義務，對於那些被界定為有就審能力但相關能力卻為完足之被告有相關

輔助補強，即如同《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中提及的相關中介人制

度之引用實行，來補強被告與辯護人之溝通，又或者對於相關辯護人、法院、檢

察機關等面對障礙被告為相關溝通訓練，來協助這類障礙被告於個別訴訟能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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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相關決定，詳細可參考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二項有關就審能力劃分方法，以

及第四章第四節第四項從相關人權公約角度對於我國輔佐人制度應用與檢討。 

另外對於無就審能力的情況，亦應視其回復可能性，增訂相關無回復可能性

不受理判決之規定，例如對於植物人等回復可能極低之被告，依據法院發現真實

並適當的迅速審判原則適用和相關刑罰目的等皆無期待可能，此時法院應得終止

審判程序，以利司法資源妥善運用，詳細內容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三項第二

款。 

 

2.加強檢察官注意義務之職權調查 

如同本文第五章第一節當中提及相關檢察官注意義務中，應加強其對於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精神狀況之注意，並且應秉持職權調查令其付相關鑑定來認定其能

力狀態，進而得以為後續相關處置，以及必須隨時注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狀態，

若認為有必要時，為其提供相關輔佐人、中介人、辯護人等來協助之。另外依據

《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國家亦須提供相關第一線人員對於此相

關培訓，增加其敏感度，以利於任何情況下得以協助障礙者，詳細內容見本文第

第四章第三節。 

 

3.增加被告、辯護人之精神鑑定之主動權 

對於被告就審能力之有無，此涉及到相關醫療專業，相關鑑定似須委由司法

精神醫學等專家來鑑定之，但是亦衡量《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中

提及獨尊或偏好由醫療人員判斷某人是否具備相關心智能力的相關措施應予以

修正，故在判定上在委由鑑定外，認定上亦保留法院之裁量權。另外事實上有關

是否要主張無就審能力亦或要以精神障礙抗辯，為被告的辯護衡量方法，故有關

心理衡鑑的主動權目前仍停留於職權單位，本文認為此鑑定的主動權亦應給予被

告及辯護人，作為相關辯護抗辯選擇較為妥適。另外由於我國目前並無相關對於

就審能力鑑定的操作標準，本文認為得以參考美國法中相關就審能力鑑定方法，

融合我國相關國情來配合適用之，相關內容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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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訂相關安置處置但須注意人身自由以及人權之保障 

我國目前對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欠缺就審能力之被告等，未有相關

之處遇方案，得為相關的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強制治療、社區治療等方法，若

為完善整個就審能力的認定、治療、回復等建構完善的制度系統，即須增訂相關

的安置處置方法始可。 

惟司法院亦提出相關緊急監護草案的處遇方法，雖然從目前相關草案內容來

看係以刑法第19條為主要發動依據，與就審能力停止審判之關係為何尚不明確，

而此緊急監護制度做為對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被告的一種監護之保安處

分，本文大致贊同相關內容，但認為應屏除從保護社會安全角度出發，而改以從

被告治療角度出發，亦較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概念，且須界定出何類型

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才始適用，而不得僅以「犯罪嫌疑重大」、「危險性」、「再犯

可能性」等籠統不明確之字眼來做為處分依據，另外相關的配套措施以及鑑定方

法等皆有待訂立相關較為完善方法始為施行為妥，且必須一併注意是否有可能造

成一些不定期刑上的拘禁，使人身自由受到侵害。並且亦應注意相關另入處所之

治療是否可能造成被告速審權受到侵害之可能，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有關強制

治療以及停止審判與速審權衝突。另外亦應注意相關《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

適用，是否會對於此監護處分安置造成被告被排斥於司法系統之外而無法近用司

法，詳見本文第四章第三節。 

 

5.增訂相關抗告申訴等救濟之機制 

不論是被認定無就審能力停止審判後令入相關處所，又或是被認定有就審能

力而繼續審判，皆應設立相關對於裁定處分不服之抗告申訴等救濟機制，因有時

對於就審能力之主張如同精神障礙抗辯主張般可能為辯護策略手段之一，而停審

有時不見得對被告有利，因其可能有得以主張抗辯之事由，故相關對於停審或是

繼續審判的利益衡量應以被告個案之利益角度出發，依據其自身辯護策略角度作

為相關審判程序上的選擇，故對於法院作出的任何裁定，不服時必須給予其得以

抗告之救濟機制較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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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強相關輔佐人、中介人制度之運用 

從保障障礙者角度出發，一昧將其排除於社會、司法系統之外並非一個絕佳

方法，然而社會應提供一個無障礙與可及性的空間環境，讓障礙者得以融入社會，

然而於司法系統中，對於被告就審能力議題主要集中於其是否能與辯護人進行實

質有效溝通以協助為訴訟攻防，然精神障礙被告之溝通障礙可能存在於與辯護人

之間、與法院之間，而透過相關方法來補充輔助其能力，使其達到得以建立溝通，

進而得以近用司法系統，而不被排除其外。故相關輔佐人制度、中介人等制度的

落實來協助障礙者溝通輔助即為重要，本文認為國家應加強此部分專業人員的訓

練，並引入法庭當中，來協助障礙被告得以近用司法系統，落實相關平等權之保

障，詳細見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第四節。不過值得注意，有時於審判中又須藉由

第三人進入法院可能亦會造成訴訟支出以及造成法庭複雜化之可能，故除了引入

相關中立中介人制度外，對於辯護人、法官、檢察官等司法體系人員自身相關的

與障礙者溝通能力的培訓亦應一併加強，若能於第一現場即完成相關溝通輔助，

相關人力成本、訴訟成本問題亦可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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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刑事訴訟法就審能力議題相關修正草案 

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修正現行刑事訴訟法對於身心障礙者出現歧視性之用語，並符合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關於實質平等與司法保護之意旨，強化偵查及審判中之

辯護倚賴權與程序保障，且配合心理師法及刑法有關心理師業務範圍、職業上信賴

關係與保密義務等規範，爰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對於因有身心障礙情形致無法為完全陳述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周妥通知選任

辯護人、強制辯護、輔佐人陪同及等候時間等程序保障與訴訟照料規定。（修

正條文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五條、第九十三條之一） 

二、加強偵查或審判中在押被告之防禦權，納入強制辯護範圍，及偵查中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之規定；相關條文並配合款次調

整為修正。（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四十一） 

三、增訂心理師之拒絕證言權。（修正條文第一百八十二條） 

四、增訂心理治療及心理諮商為緩起訴處分之處遇措施。（修正條文第二百五十

三條之二） 

五、擴大免除具結義務範圍及於因心智障礙致不解具結意義及效果之人。（修正

條文第一百八十六條） 

六、明定因被告有精神或其他心智障礙情形致無法就審而停止審判之事由

及得聲請停止或繼續審判之人。（修正條文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二百九十

八條） 

七、增訂關於聲請停止、繼續審判或駁回聲請裁定之救濟規定。（修正條

文第二百九十八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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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七條  

被告得隨時選任

辯護人。犯罪嫌疑人受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調查者，亦同。 

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之法定代理人、配

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

系血親或家長、家屬，

得獨立為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選任辯護人。 

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因身心障礙，致無法

為完全之陳述者，應通

知前項之人得為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

護人。但不能通知者，

不在此限。 

第二十七條  

被告得隨時選任

辯護人。犯罪嫌疑人受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調查者，亦同。 

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之法定代理人、配

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

系血親或家長、家屬，

得獨立為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選任辯護人。 

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者，應通知前項

之人得為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選任辯護人。但

不能通知者，不在此

限。 

一、現行條文第三項無法

為完全陳述之原因，

僅限於精神障礙或其

他心智缺陷，而未及

於其餘身心障礙之情

形，對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程序保障及訴訟

照料難謂周妥，爰參

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第二條著眼於實質

平等之合理調整、第

十三條平等及有效獲

得司法保護之意旨，

修正本項。又本項或

本法其他關於身心障

礙之規定，適用上宜

視各該規定所涉規範

目的，並參酌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等

相關規範所定身心障

礙之定義與類別，委

諸實務發展，而依個

案情形為妥適之判

斷，不以持有身心障

礙證明者為限，附此

敘明。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第三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於

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

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

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

告辯護： 

第三十一條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於審判中未經選任

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

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

為被告辯護：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

款無法為完全陳述之

原因，僅限於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而未及於其餘身心障

礙之情形，對被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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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

上有期徒刑案件。  

二、高等法院管轄第一

審案件。  

三、被告因身心障礙，

致無法為完全之

陳述。  

四、被告具原住民身

分，經依通常程序

起訴或審判。  

五、被告為低收入戶或

中低收入戶而聲

請指定。  

六、被告在押。  

七、其他審判案件，審

判長認有必要。  

前項案件選任辯

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

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

判長得指定公設辯護

人或律師。  

被告有數人者，得

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

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  

指定辯護人後，經

選任律師為辯護人

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

撤銷。  

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因身心障礙，致無法

為完全之陳述，或具原

住民身分或在押，於偵

查中無辯護人者，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於

詢問時應通知依法設

立之法律扶助機構指

派律師到場為其辯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

上有期徒刑案件。 

二、高等法院管轄第一

審案件。 

三、被告因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無

法為完全之陳述

者。 

四、被告具原住民身

分，經依通常程序

起訴或審判者。 

五、被告為低收入戶或

中低收入戶而聲

請指定者。 

六、其他審判案件，審

判長認有必要者。 

前項案件選任辯

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

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

判長得指定公設辯護

人或律師。 

被告有數人者，得

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

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 

指定辯護人後，經

選任律師為辯護人

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

撤銷。 

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

分者，於偵查中未經選

任辯護人，檢察官、司

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應通知依法設立之法

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

序保障及訴訟照料難

謂周妥，又本款係以

有身心障礙情形而致

無法為完全陳述者為

保障對象，故如瘖啞

之人，倘於提供通譯

或其他適當措施，已

可協助其陳述者，即

非此所指無法為完全

陳述之情形；又審判

中被告在押者，無論

其羈押原因、罪名或

資力如何，其人身自

由既已受剝奪，相對

於非在押者面臨更多

社會及心理壓力，致

其防禦能力遭受極大

之限制，則較諸本項

第一款至第五款之情

形，尤須有辯護人協

助其行使防禦權，現

行規定未包括已受羈

押之被告，保護顯有

不足。爰參考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第二條

著眼於實質平等之合

理調整、第十三條平

等及有效獲得司法保

護之意旨，暨本法第

三十一條之一規定，

於本項除修正第三款

及酌修文字外，另增

訂第六款，明定審判

中被告在押者，亦適

用強制辯護規定，並

將現行第六款移列為

第七款。  

二、現行條文第五項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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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檢察官於訊問時應

指定律師為被告辯

護。但經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主動請求立即訊

問或詢問，或等候律師

逾四小時未到場者，得

逕行訊問或詢問。  

第二項至第四項

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

辯護準用之。  

到場為其辯護。但經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主動

請求立即訊問或詢

問，或等候律師逾四小

時未到場者，得逕行訊

問或詢問。 

為完全陳述之原因，

僅限於精神障礙或其

他心智缺陷，而未及

於其餘身心障礙之情

形，對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程序保障及照料

難謂周妥；又「偵查

中」包括警詢及檢察

官偵訊而未加區別，

且係通知依法設立之

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

師到場為其辯護，核

屬法律扶助性質，與

強制辯護係由國家編

列預算、指定律師為

被告辯護之性質不

同。爰參考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第二條著

眼於實質平等之合理

調整、第十三條平等

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

之意旨，修正本項，

除就身心障礙之情形

擴大規範外，亦明定

法律扶助部分專指司

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詢問階段，即警詢時

具相關事由者，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

通知依法設立之法律

扶助機構指派律師扶

助。  

三、偵查中與審判中之性

質截然不同，強制辯

護之適用範圍自亦不

宜完全比附援引。第

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

事由因有客觀認定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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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且有賦予辯護倚

賴權之需，受強制辯

護之範圍，偵查中與

審判中應一體適用；

另因本法第三十一條

之一已增訂偵查中羈

押審查程序原則上應

強制辯護之規定，若

偵查中被告業經法院

裁准羈押後，在押期

間卻無強制辯護之適

用，輕重顯有失衡；

又被告經裁定羈押，

後續所面臨之程序，

與經檢察官聲請羈押

當時所面臨之程序或

有不同，惟基於人權

保障應與時俱進，是

就新增之第一項第六

款事由亦適用強制辯

護規定，由檢察官指

定律師為被告辯護。

爰一併修正第五項，

明定上開案件於檢察

官訊問時，被告如無

辯護人者，檢察官即

應指定律師為其辯

護，且被告經羈押後

如已指定辯護人者，

除有法定撤銷指定辯

護之情形外，若事後

經撤銷或停止羈押，

被告脫離在押狀態

時，指定辯護亦失其

效力。又司法警察官

或司法警察於詢問時

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

派律師到場辯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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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至檢察官複訊

時，如該律師繼續陪

同偵訊，自非無辯護

人之狀態，此際檢察

官尚無須另指定律師

為被告辯護；於檢警

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

到場結束後，被告如

無辯護人者，檢察官

始須於訊問時指定律

師為其辯護。至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事

由，則因偵查階段屬

事證蒐集及釐清之過

程，於偵查終結前尚

難認確涉嫌最輕本刑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罪或高等法院管轄之

第一審案件，若僅因

片面告訴或告發即一

律指定律師辯護，恐

流於浮濫，於當前國

家財政困難下，亦須

審慎考量；又被告若

主張其屬第一項第五

款事由之低收入戶或

中低收入戶時，因是

否確具此身分，不能

僅憑被告口說即採

信，尚需進一步向社

福機構確認或查閱相

關證明文件，考量偵

查階段程序較為迅速

（例如逮捕現行犯或

指揮執行拘提、逮捕

到案等情形），不若

起訴後之審理階段有

充裕時間可進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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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確認，尚不宜比

照援用。況無資力者

本屬法律扶助之對

象，其於檢察官、司

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訊問或詢問時，亦經

告知得請求法律扶助

（第九十五條第一項

第三款、第一百條之

二），其仍得知悉有

法律扶助之途徑可為

協助，於其訴訟權益

之保障尚屬無礙，附

此敘明。  

四、由於偵查中被告經檢

察官訊問後，認有羈

押之必要者，應自拘

提或逮捕之時起二十

四小時內向法院聲請

羈押，其等候辯護人

而不計入二十四小時

內之法定期間，檢警

亦僅共用四小時，故

如夜間或深夜時段檢

察官無法順利及時指

定律師到場為被告辯

護，而仍須實施絕對

強制辯護，即可能會

超過法定聲請羈押之

二十四小時期限。基

於偵查中有上述時間

限制之特殊考量，爰

於第五項僅採行相對

強制辯護。  

五、修正第五項關於檢察

官訊問時之指定辯

護，亦可能有第二項

至第四項之情形，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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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增訂第六項準用

之規定，以應實需。  

六、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第三十五條  

被告或自訴人之配

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

系血親或家長、家屬或

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起

訴後，得向法院以書狀

或於審判期日以言詞陳

明為被告或自訴人之輔

佐人。 

輔佐人得為本法

所定之訴訟行為，並得

在法院陳述意見。但不

得與被告或自訴人明

示之意思相反。 

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因身心障礙，致無法

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

第一項得為輔佐人之

人或其委任之人或主

管機關、相關社福機構

指派之社工人員或其

他專業人員為輔佐人

陪同在場。但經合法通

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

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五條  

被告或自訴人之

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

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

或被告之法定代理人

於起訴後，得向法院以

書狀或於審判期日以

言詞陳明為被告或自

訴人之輔佐人。 

輔佐人得為本法

所定之訴訟行為，並得

在法院陳述意見。但不

得與被告或自訴人明

示之意思相反。 

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者，應有第一項

得為輔佐人之人或其

委任之人或主管機

關、相關社福機構指派

之社工人員或其他專

業人員為輔佐人陪同

在場。但經合法通知無

正當理由不到場者，不

在此限。 

一、現行條文第三項無法

為完全陳述之原因，

僅限於精神障礙或其

他心智缺陷，而未及

於其餘身心障礙之情

形，對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程序保障及訴訟

照料難謂周妥，爰參

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第二條著眼於實質

平等之合理調整、第

十三條平等及有效獲

得司法保護之意旨，

修正本項。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第九十三條之一  

第九十一條及前條第

二項所定之二十四小

時，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其經過之時間不予

計入。但不得有不必要

之遲延： 

一、因交通障礙或其他

第九十三條之一  

第九十一條及前

條第二項所定之二十

四小時，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其經過之時間不

予計入。但不得有不必

要之遲延： 

一、因交通障礙或其他

一、為配合第三十五條第

三項之修正，爰修正

第一項第五款，並酌

修本項之文字。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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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抗力事由所

生不得已之遲滯。 

二、在途解送時間。 

三、依第一百條之三第

一項規定不得為

詢問。 

四、因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身體健康突發

之事由，事實上不

能訊問。 

五、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因表示選任辯護

人之意思，而等候

辯護人到場致未

予訊問。但等候時

間 不 得 逾 四 小

時。其等候第三十

一條第五項律師

到 場 致 未 予 訊

問，或因身心障

礙，致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因等候第

三十五條第三項

經通知陪同在場

之人到場致未予

訊問，亦同。 

六、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須由通譯傳譯，因

等候其通譯到場

致未予訊問。但等

候時間不得逾六

小時。 

七、經檢察官命具保或

責付之被告，在候

保或候責付中。但

候保或候責付時

間不得逾四小時。 

八、犯罪嫌疑人經法院

不可抗力事由所

生不得已之遲滯。 

二、在途解送時間。 

三、依第一百條之三第

一項規定不得為

詢問者。 

四、因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身體健康突發

之事由，事實上不

能訊問者。 

五、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因表示選任辯護

人之意思，而等候

辯護人到場致未

予訊問者。但等候

時間不得逾四小

時。其等候第三十

一條第五項律師

到場致未予訊問

或因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無

法 為 完 全 之 陳

述，因等候第三十

五條第三項經通

知陪同在場之人

到場致未予訊問

者，亦同。 

六、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須由通譯傳譯，因

等候其通譯到場

致未予訊問者。但

等候時間不得逾

六小時。 

七、經檢察官命具保或

責付之被告，在候

保 或 候 責 付 中

者。但候保或候責

付時間不得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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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審之期間。 

前項各款情形之

經過時間內不得訊問。 

因第一項之法定

障礙事由致二十四小

時內無法移送該管法

院者，檢察官聲請羈押

時，並應釋明其事由。 

小時。 

八、犯罪嫌疑人經法院

提審之期間。 

前項各款情形之

經過時間內不得訊問。 

因第一項之法定

障礙事由致二十四小

時內無法移送該管法

院者，檢察官聲請羈押

時，並應釋明其事由。 

第一百八十二條  

證人為醫師、藥師、

心理師、助產士、宗教

師、律師、辯護人、公

證人、會計師或其業務

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職

務之人，就其因業務所

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

項受訊問者，除經本人

允許者外，得拒絕證

言。 

第一百八十二條  

證人為醫師、藥

師、助產士、宗教師、

律師、辯護人、公證

人、會計師或其業務上

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職

務之人，就其因業務所

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

事項受訊問者，除經本

人允許者外，得拒絕證

言。 

依心理師法第一條及第

十七條，同法所稱之

心理師指經國家考試

及格並領有相關證書

之臨床心理師及諮商

心理師，且心理師或

其執業機構之人員對

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

有個案當事人之秘

密，不得無故洩漏，

又同法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七條本文對於

違反者，定有行政罰

則；中華民國刑法第

三百十六條並規定，

心理師或其業務上佐

理人或曾任此等職務

之人，無故洩漏因業

務知悉或持有之他人

秘密者，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五

萬元以下罰金。為配

合上開關於職業上信

賴關係及保密義務之

規定，避免於刑事訴

訟程序發生義務衝突

之情形，爰參考德國

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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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美國聯邦證據

規則五○一、判例法暨

州法有關心理師之拒

絕證言特權等規定，

修正本條，以應實

需。  

第一百八十六條  

證人應命具結。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

令其具結： 

一、未滿十六歲。 

二、因精神或其他心智

障礙，致不解具結

意義及效果。 

證人有第一百八

十一條之情形者，應告

以得拒絕證言。 

第一百八十六條  

證人應命具結。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得令其具結： 

一、未滿十六歲者。 

二、因精神障礙，不解

具結意義及效果

者。 

證人有第一百八

十一條之情形者，應告

以得拒絕證言。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

款不解具結意義及效

果之原因，僅限於精

神障礙，為避免因其

他心智障礙致不解具

結意義及效果之情形

被排除，而無法免除

其具結義務，爰參考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第二條著眼於實質平

等之合理調整、第十

三條平等及有效獲得

司法保護之意旨，修

正本款，並酌修第一

項之文字。本法第一

百七十六條之一規定

證人原則上有作證之

義務，而具結乃證言

真實性之程序擔保，

本條但書係就證人應

負具結以保證據實陳

述之義務，列舉例外

情形使得以免除該義

務，故其例外情形不

宜過寬，以免妨礙真

實之發現，且與第二

十七條、第三十一

條、第三十五條及第

九十三條之一係對身

心障礙者訴訟照料從

寬之規範意旨有別，

爰以精神或其他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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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為具結義務例外

情形之範疇，併此敘

明。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

者，得命被告於一定期

間內遵守或履行下列各

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立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

數額之財產或非

財產上之損害賠

償。 

四、向公庫支付一定金

額，並得由該管檢

察署依規定提撥

一定比率補助相

關公益團體或地

方自治團體。 

五、向該管檢察署指定

之政府機關、政府

機構、行政法人、

社區或其他符合

公益目的之機構

或團體提供四十

小時以上二百四

十小時以下之義

務勞務。 

六、完成戒癮治療、精

神治療、心理治

療、心理諮商、心

理輔導或其他適

當之處遇措施。 

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

必要命令。 

八、預防再犯所為之必

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 

檢察官為緩起訴

處分者，得命被告於一

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

下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立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

數額之財產或非

財產上之損害賠

償。 

四、向公庫支付一定金

額，並得由該管檢

察署依規定提撥

一定比率補助相

關公益團體或地

方自治團體。 

五、向該管檢察署指定

之政府機關、政府

機構、行政法人、

社區或其他符合

公益目的之機構

或團體提供四十

小時以上二百四

十小時以下之義

務勞務。 

六、完成戒癮治療、精

神治療、心理輔導

或其他適當之處

遇措施。 

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

必要命令。 

八、預防再犯所為之必

要命令。 

一、觀諸心理師法第十三

條及第十四條，部分

心理治療、心理諮商

等心理師業務有別於

精神治療，故為周全

檢察官可用於緩起訴

處分之處遇措施，爰

修正第一項第六款而

明列心理治療、心理

諮商，俾期完備。 

二、第二項至第五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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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命令。 

檢察官命被告遵

守或履行前項第三款

至第六款之事項，應得

被告之同意；第三款、

第四款並得為民事強

制執行名義。 

第一項情形，應附

記於緩起訴處分書內。 

第一項之期間，不

得逾緩起訴期間。 

第一項第四款提

撥比率、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由行政院

會同司法院另定之。 

檢察官命被告遵

守或履行前項第三款

至第六款之事項，應得

被告之同意；第三款、

第四款並得為民事強

制執行名義。 

第一項情形，應附

記於緩起訴處分書內。 

第一項之期間，不

得逾緩起訴期間。 

第一項第四款提

撥比率、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由行政院

會同司法院另定之。 

第二百九十四條 

被告因精神或其他心

智障礙，致不解訴訟行

為意義或欠缺依其理解

而為訴訟行為之能力

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

止審判。 

被告因疾病不能

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

以前停止審判。 

前二項被告顯有

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

決之情形者，得不待其

到庭，逕行判決。 

許用代理人案件

委任有代理人者，不適

用前三項之規定。 

有第一項或第二

項停止審判之原因

者，當事人、辯護人或

輔佐人得聲請停止審

判。  

第二百九十四條 

被 告 心 神 喪 失

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

止審判。 

被告因疾病不能

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

以前停止審判。 

前二項被告顯有

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

決之情形者，得不待其

到庭，逕行判決。 

許用代理人案件

委任有代理人者，不適

用前三項之規定。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停止

審判之事由，僅限於

心神喪失，而未及於

其餘精神或其他心智

障礙之情形，對被告

程序保障及訴訟照料

難謂周妥，並考量被

告對訴訟行為所生基

本利害得失之理解或

辨別能力，以及依其

理解或辨別而為訴訟

行為之控制或防禦能

力，例如為自己辯

護、與其辯護人商議

訴訟策略或為相關溝

通討論之能力等，乃

確保公正審判程序及

被告訴訟權益所必

要，爰參考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第二條著

眼於實質平等之合理

調整、第十三條平等

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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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旨，將本項「心

神喪失」，修正為「因

精神或其他心智障

礙，致不解訴訟行為

意義或欠缺依其理解

而為訴訟行為之能

力」，俾資明確。又

本項規定旨在維護程

序法上之相關權益及

規範目的，而與刑法

第十九條旨在認定實

體法上之責任能力有

別；是否符合本項停

止審判之事由，與有

無該條阻卻或減輕罪

責事由，乃屬二事。

至所稱「訴訟行為」，

係指構成訴訟並產生

訴訟法上效果之行

為，包括法官之訴訟

行為、當事人之訴訟

行為及其他訴訟關係

人之訴訟行為。如被

告雖有精神或其他心

智障礙，惟未達不解

訴訟行為意義或欠缺

依其理解而為訴訟行

為之能力之程度，固

無依本項停止審判之

餘地；惟若無法為完

全之陳述，則仍有第

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三十五條第三

項等規定之適用，以

保障其訴訟防禦權，

均附此敘明。 

二、如有第一項或第二項

關於被告精神、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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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健康狀況之停止審

判原因者，當事人、

辯護人或輔佐人亦得

聲請停止審判，以維

護被告訴訟權益，爰

增訂第五項；又遇此

情形，法院原得依職

權裁定，自不待言。

至法院裁定停止訴訟

期間，僅停止其審判

程序之進行，無礙於

有緊急必要時，依保

安處分執行法第四條

第二項規定裁定宣告

監護處分，併此敘

明。 

三、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第二百九十八條  

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項及第二百九

十五條至第二百九十七

條停止審判之原因消滅

時，法院應繼續審判，

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

人亦得聲請法院繼續審

判。 

第二百九十八條  

第二百九十四條

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二

百九十五條至第二百

九十七條停止審判之

原因消滅時，法院應繼

續審判，當事人亦得聲

請法院繼續審判。  

為配合第二百九十四條

第五項，新增辯護人

或輔佐人亦得聲請停

止審判，爰於本條增

定辯護人或輔佐人亦

得聲請法院繼續審

判，以求一致。  

第二百九十八條之一 

對於第二百九十四條

第一項、第二項及前四

條停止或繼續審判之裁

定，或駁回第二百九十

四條第五項或前條聲請

之裁定，得提起抗告。 

 一、本條新增。 

二、法院依第二百九十四

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二百九十五條至第

二百九十八條裁定停

止或繼續審判，或裁

定駁回第二百九十四

條第五項、第二百九

十八條停止或繼續審

判之聲請，對當事人

訴訟權益及國家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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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實現影響甚鉅，

爰於本條明定就該等

裁定均得提起抗告，

以資救濟。  

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四十

一 

訴訟參與人得隨

時選任代理人。  

第二十八條至第

三十條、第三十二條之

規定，於訴訟參與人之

代理人準用之；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至

第五款、第七款、第二

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於

訴訟參與人未經選任

代理人者並準用之。  

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四十

一 

訴訟參與人得隨

時選任代理人。  

第二十八條至第

三十條、第三十二條之

規定，於訴訟參與人之

代理人準用之；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至

第六款、第二項至第四

項之規定，於訴訟參與

人未經選任代理人者

並準用之。  

一、配合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修正，爰修正第二

項。 

二、第一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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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緊急監護草案 

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我國刑法及保安處分執行法關於精神障礙被告已有判決監護處分及程序

中監護處分，以提供被告治療及監督保護，並預防對社會安全危害之相關規定；為

完善偵查及審理程序中裁定監護之相關程序事項，以兼顧被告訴訟權益之保障及社

會安全防護之需求，並與刑法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等我國既有監護法制接軌，刑事訴

訟法（以下簡稱本法）有增訂相關程序依循事項之必要，爰擬具「刑事訴訟法」新增「緊

急監護」章及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緊急監護之要件、期間，暨其聲請、審查、延長、救濟等相關程序。（修

正條文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一） 

二、增訂法院裁定緊急監護或延長緊急監護審查時之程序保障事項。（修正條文

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二） 

三、增訂撤銷緊急監護之程序保障事項。（修正條文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三） 

四、增訂案件在第三審上訴中，由第二審法院裁定緊急監護等相關程序。（修正條

文第一百二十一條之四） 

五、增訂視為撤銷緊急監護裁定之情形，暨緊急監護與判決監護之累計執行最長期

間規定。（修正條文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五） 

六、明定緊急監護，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刑法、保安處分執行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一百二十一條之六） 

七、增訂判決宣告監護或禁戒者，必要時得併命於確定前執行及相關程序規定。（修

正條文第三百零一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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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章之一 緊急監護 

 

 一、本章新增。 

二、為兼顧被告訴訟權益

之保障及社會安全防

護之需求，並與刑

法、保安處分執行法

等我國既有監護法制

接軌，爰增訂本章，

明確規範作為監護法

制一環之「緊急監護」

制度。 

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一 

被告經法官訊問

後，認為犯罪嫌疑重

大，且有事實足認為刑

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二項之原因可能存

在，而有危害公共安全

之虞，並有緊急必要

者，得於偵查中依檢察

官聲請，或於判決前依

檢察官聲請或依職

權，先裁定諭知一年以

下期間，施以緊急監

護。 

第 三 十 一 條 之

一、第三十三條之一、

第九十三條第二項前

段、第五項、第六項、

第九十三條之一及第

二百二十八條第四項

規定，於偵查中檢察官

聲請緊急監護之情形

準用之。 

緊急監護期間屆

滿前，被告經法官訊問

後，認有延長之必要

者，得依檢察官聲請或

 一、本條新增。 

二、為明確規範偵查中及

審判中緊急監護之要

件及期間，暨其聲

請、審查、延長、救

濟等相關程序，俾兼

顧被告訴訟權益之保

障及社會安全防護之

需求，爰增訂本條，

法院得在第一項所定

要件下，於偵查中依

檢察官聲請，或於各

審級判決前依檢察官

聲請或依職權，先對

被告裁定諭知一年以

下期間，施以緊急監

護，此監護處分之性

質與刑法及保安處分

執行法所定之監護處

分無異，應適用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三章

「監護」相關規定執

行；至裁定緊急監護

所需心證高度，則委

諸實務發展。本項所

定「有危害公共安全

之虞」，亦包括「有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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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審判中依職權，以裁

定延長之，每次延長不

得逾六月，並準用第一

百零八條第二項之規

定。但緊急監護期間，

累計不得逾五年。 

檢察官聲請緊急

監護或延長緊急監護

者，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應以聲請書敘明理

由及證據並備具繕本

為之，且聲請延長緊急

監護應至遲於期間屆

滿之五日前為之。 

對於第一項及第

三項前段緊急監護、延

長緊急監護或駁回聲

請之裁定，得提起抗

告。 

犯之虞而達有危害公

共安全之虞程度」之

情形。又法院為裁定

前，本得依第二百二

十二條第二項，衡情

為必要之調查；且所

為裁定應符合比例原

則之要求，乃屬當

然。如對此等裁定不

服者，固得提起抗

告，惟依第四百零九

條第一項前段之規

定，抗告無停止執行

之效力，附此敘明。 

三、關於檢察官聲請緊急

監護或延長緊急監護

之方式，除諸如本條

第二項等法律另有規

定之情形外，均適用

第四項之規定；且不

論依第二項準用第九

十三條第二項前段，

或依第四項之規定，

偵查中或判決前檢察

官聲請緊急監護時，

皆應於聲請書敘明相

關鑑定報告或其他關

於第一項所定要件之

證據，俾供法院審

認，而緊急監護期間

屆滿前，被告經法官

訊問後，認有延長之

必要者，於偵查中得

依檢察官聲請，於審

判中除得依職權，亦

得依檢察官聲請，以

裁定延長，自不待

言。又「準用」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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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性質不相牴觸之範

圍內始得為之，故諸

如第九十三條之一第

一項第七款及第二百

二十八條第四項前段

命具保、責付或限制

住居部分等，與聲請

緊急監護性質顯不相

容者，即不在第二項

準用之列，併予敘

明。 

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二 

法官為前條第一

項或第三項前段訊問

時，檢察官得到場陳述

意見。但檢察官聲請緊

急監護或延長緊急監

護者，應到場陳述聲請

理由及提出必要之證

據。 

緊急監護或延長

緊急監護所依據之事

實、各項理由之具體內

容及有關證據，應告知

被告及其辯護人，並記

載於筆錄。 

被告、辯護人得於

前條第一項或第三項

前段訊問前，請求法官

給予適當時間為答辯

之準備。 

法院裁定緊急監

護者，必要時得命將到

庭之被告連同裁定書

及應備文件，即時解送

該管檢察官執行。 

 一、本條新增。 

二、為明確規範法院裁定

緊急監護或延長緊急

監護審查時之程序保

障事項，俾維護被告

權益，爰訂定第一項

至第三項。 

三、為使被告及時接受治

療，並妥適防衛社會

安全，法院裁定緊急

監護後，必要時得命

將到庭之被告連同裁

定書及應備文件，即

時解送該管檢察官執

行，爰於第四項明定

之。 

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三 

緊急監護之原因

 一、本條新增。 

二、緊急監護之性質乃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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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必要性消滅或不存

在者，應即撤銷緊急監

護裁定。 

檢察官、被告、辯

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

人之人得聲請法院撤

銷緊急監護裁定；法院

對於該聲請，得聽取被

告、辯護人及得為被告

輔佐人之人陳述意見。 

偵查中經檢察官

聲請撤銷緊急監護裁

定者，法院應撤銷之，

檢察官得於聲請時先

行釋放被告。 

撤銷緊急監護裁

定，除依檢察官聲請者

外，應徵詢檢察官之意

見。 

查中或判決前先為之

保安處分，是第一百

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

所定原因即「犯罪嫌

疑重大」、「刑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第二項

之原因可能存在」、

「有危害公共安全之

虞」或必要性即「有

緊急必要」，如自始不

存在或嗣後消滅者，

應即撤銷緊急監護裁

定，並應明確規範相

關之聲請撤銷、聽取

或徵詢意見等程序事

項，爰增訂本條。又

無繼續執行必要之情

形，既應逕撤銷緊急

監護裁定，自無依刑

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

但書規定，僅免其處

分執行之可言，附此

敘明。 

第一百二十一條之四 

案件在第三審上

訴中，而卷宗及證物已

送交該法院者，關於緊

急監護事項，由第二審

法院裁定之。  

第二審法院於為

前項裁定前，得向第三

審法院調取卷宗及證

物。  

 一、本條新增。 

二、緊急監護依第一百二

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除須具備緊急監

護原因及必要外，尚

須經法官之訊問。惟

第三審為法律審，不

為事實之調查，被告

是否有緊急監護之原

因及必要，自應由事

實審調查審認。倘案

件已上訴於第三審，

卷證並送交該法院

時，為免違背第三審

為法律審之原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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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緊急監護之事項，

例如裁定緊急監護、

延長緊急監護及撤銷

緊急監護，仍由事實

審之第二審法院為之

為宜。惟第二審法院

因無卷證資料，倘為

裁定有參閱必要，自

得向第三審法院調

閱。爰增訂本條規

定，以臻明確。  

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五 

緊急監護後，法院

判決未宣告監護者，視

為撤銷緊急監護裁定。 

判決宣告監護開

始執行時，緊急監護或

延長緊急監護之裁定

尚未執行完畢者，免予

繼續執行；判決宣告監

護之執行期間加計已

累計執行之緊急監護

期間，不得逾監護之法

定最長期間。 

 一、本條新增。 

二、緊急監護既係偵查中

或判決前先為之保安

處分，則緊急監護後

之判決如未宣告監護

者，緊急監護裁定自

失所依附而應視為撤

銷；又判決宣告監護

開始執行時，如緊急

監護或延長緊急監護

之裁定尚未執行完畢

者，應免予繼續執

行，且判決宣告監護

之執行期間加計已累

計執行之緊急監護期

間（含已執行之延長

期間），不得逾監護之

法定最長期間，爰增

訂本條。依第二項後

段之規定，例如法院

判決宣告監護之期間

為四年，已累計執行

之緊急監護期間為一

年二月，因兩者加總

逾現行監護之法定最

長期間五年，故判決

宣告監護之實際執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323
199 

 

期間至多為三年十

月，附此敘明。 

第一百二十一條之六 

緊急監護，本法未

規定者，適用刑法、保

安處分執行法或其他

法律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為明確法律之適用，

並補充本法規範未足

之處，爰於本條明定

緊急監護，本法未規

定者，適用刑法、保

安處分執行法或其他

法律之規定。例如本

章及第四編「抗告」

關於緊急監護之要

件、程序及救濟規

定，應予優先適用；

惟第一百二十一條之

一第一項所定「刑法

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二項之原因」為何，

或緊急監 

護裁定之執行方法，本法

未規範者，自應適用

刑法第十九條、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三章

「監護」等相關規定

辦理，俾期周妥。 

第三百零一條之一 

判決宣告監護或

禁戒者，必要時得併命

於確定前執行之。法院

未判決併命執行，而檢

察官認有宣告之必要

者，得聲請原審法院於

判決確定前或繫屬於

上訴審法院前，裁定執

行之。 

原審法院或上訴

審法院，得以裁定停止

確定前之執行。 

 一、本條新增。 

二、實務上刑事判決宣告

監護或禁戒者，須待

確定後始執行之，則

於判決後確定前之期

間，恐生社會安全防

護漏洞，爰參照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四條第

五項前段規定之精

神，於本條前段明定

必要時，法院得併命

於判決確定前執行該

等保安處分。又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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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後段之情

形，檢察官之聲請，應

以書面敘明理由並備

具繕本、證據為之。除

有急迫情形者外，法院

於裁定前應予被告及

辯護人以言詞或書面

陳述意見之機會。 

判決宣告監護或禁

戒，有疏未併命確定

前執行，而檢察官認

有宣告之必要者，為

免判決確定前或繫屬

於上訴審法院前，發

生社會安全防護漏

洞，得聲請法院裁定

該保安處分於確定前

執行，以期完備，爰

增訂第一項。 

三、又原審法院或上訴審

法院嗣認於判決確定

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

者，應得以裁定停止

其執行，爰參考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四條第

五項但書之規定，訂

定第二項，俾兼顧適

用上之彈性。 

四、第一項後段之情形，

檢察官之聲請，應以

書面敘明理由並備具

繕本、證據於判決確

定前或繫屬於上訴審

法院前向原審法院為

之，原審法院於裁定

前，除被告已有危害

公共安全等急迫情形

者，法院裁定前應予

被告及其辯護人以言

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

機會，以保障被告之

意見陳述權，爰增訂

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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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障礙者近用司法之國際原則與指引》英文原文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Access to Justic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Geneva, August 2020 

 

GLOSSARY OF TERMS 

First responders: persons, such as police officers, emergency health-care workers or 

crisis workers, who are among those responsible for going immediately to the scene of an 

emergency or crisis to provide assistance. 

 

Intermediaries (also known as “facilitators”): persons who work, as required, with 

justice system personnel an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ensur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during legal proceedings. They suppor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understand and make 

informed choices, making sure that things are explained and talked about in ways that 

they can understand and that appropriate accommodations and support are provided. 

Intermediaries are neutral and they do not speak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r for the 

justice system, nor do they lead or influence decisions or outcomes. 

 

Legal capacity: the capacity to be both a holder of rights and an actor under the law. 

Legal capacity to be a holder of rights entitles persons to full protection of their rights by 

the legal system. Legal capacity to act under the law recognizes that person as an agent 

with the power to engage in transactions and create, modify or end legal relationships. 

 

Monitoring mechanisms: such mechanisms include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national preventive mechanisms and bodies created under article 33 (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at have a specific role in monito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States are also under an obligation to ensure that all 

services provided – including within the justice system –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prevent exploitation, violence and abus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6 (3) of the 

Convention, are effectively monitored by independent authorities.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all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modifications and 

adjustments not imposing a disproportionate or undue burden, where needed in a 

particular case, to ensure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 enjoyment or exercise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of all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 all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modifications and 

adjustments in the context of access to justice, where needed in a particular case, to 

ensure the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Unlike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s,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are not limited by the concept 

of “disproportionate or undue burden”.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rganizations that are led, 

directed and governed by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y are established predominantly 

with the aim of collectively acting, expressing, promoting, pursuing and/or defending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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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ituted decision-making: when legal capacity is removed from persons, even if this 

is in respect of a single decision; or substitute decision makers (i.e. guardians, guardians 

ad litem, attorneys or experts) are appointed by someone other than the persons 

concerned against their will; or decisions are made by substitute decision makers based 

o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persons concerned, as opposed to being based on the will 

and preferences of such persons. 

 

Universal design: the design of products, environments, programmes, devices and 

services to be usable by all people, to the greatest extent possible, without the need for 

adaptation or specialize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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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Access to Justic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Principle 1 

All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ve legal capacity and, therefore, no one shall be denied 

access to justice on the basis of disability. 

 

Principle 2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must be universally accessible to ensure equal access to justice 

without discrimin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Principle 3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cluding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have the right to appropriate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Principle 4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ve the right to access legal notices and information in a timely 

and accessible manner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Principle 5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e entitled to all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safeguards 

recognized in international law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and States must provide the 

necessary accommodations to guarantee due process. 

 

Principle 6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ve the right to free or affordable legal assistance. 

 

Principle 7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ve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Principle 8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ve the rights to report complaints and initiate legal 

proceedings concern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crimes, have their complaints 

investigated and be afforded effective remedies. 

 

Principle 9 

Effective and robust monitoring mechanism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supporting access to 

justic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Principle 10 

All those working in the justice system must be provided with awareness-raising and 

training programmes addressing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particular in the 

context of access to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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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1 

All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ve legal capacity and, therefore, no one 

shall be denied access to justice on the basis of disability 

GUIDELINES  
 

1.1 States shall guarantee tha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enjoy legal capacity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and, where necessary, shall provide the support and accommodations 

necessary to exercise legal capacity and guarantee access to justice. 

1.2 To that end, States shall: 

(a) Ensure that all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e considered to have legal capacity, and 

the right to act on and exercise legal capacity; 

(b) Recognize and assume the full capacity and right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edings of all courts, tribunals and forums; 

(c) Ensure that constructs such as “cognitive incapacity” and “mental incapacity”, as 

determined, for instance, by functional or mental status assessments, are not used 

to restrict a person’s right to legal capacity; 

(d) Repeal or amend all laws, regulations, policies, guidelines and practices tha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strict the legal capacit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cluding those that allow for substituted decision-making and those that require 

that a person be “of sound mind” to take any action, thereby excludi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from equal access to justice; 

(e) Repeal or amend all laws, regulations, policies, guidelines and practices that 

establish and apply doctrines of “unfitness to stand trial” and “incapacity to 

plead”, which preven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from participating in legal 

processes based on questions about or determinations of their capacity; 

(f) Repeal or amend all laws, regulations, policies, guidelines and practices that 

restrict or exclude witnesses with disabilities from presenting testimony based on 

assessments of their capacity to testify; 

(g) Repeal or amend all laws, regulations, policies, guidelines and practices that 

authorize or otherwise empower medical professionals to be the sole or preferred 

“experts” in determining or opining on a person’s capacity to make decisions, to 

testify or for any other purpose; 

(h) Repeal or amend all laws, regulations, policies, guidelines and practices 

preventi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from initiating and pursuing legal claims; 

(i) Create an actionable and enforceable right to receive the individually determined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including support, necessary to enabl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participate effectively in all proceedings in any court, tribunal or 

forum; 

(j) Provide intermediaries or facilitators, wherever and whenever needed, to enable 

clear communication among and between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courts, 

tribunals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o ensure safe, fair and effective 

engagement and the opportunity to fully participate in legal processes; 

(k) Ensure that persons who have been declared to be without capacity for any 

purpose have the right to appeal or otherwise seek restoration of their legal 

capacity and have access to legal assistance to pursue their claims; 

(l) Establish or support alternative justice mechanisms, such as restorative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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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and cultural and social forms and 

forums of justice, that are available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without regard for any construct of capacity to participate; 

(m) Repeal or amend laws, regulations, policies, guidelines and practices, including 

court orders, that subject defendants with disabilities to detention in a prison, a 

mental health facility or other institution for a definite or indefinite term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care-related hospitalization”, “security measures” or 

“detainment at the governor’s pleasure”) based on perceived dangerousness or 

need for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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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2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must be universally accessible to ensure equal 

access to justice without discrimin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GUIDELINE 
 

2.1 To guarantee equal access to justice and non-discrimination, States must ensure that 

the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used in legal systems are built, developed and provid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design by taking, at a minimum, the following 

actions: 

(a) Enacting and implementing enforceable laws, regulations, policies, guidelines and 

practices that guarantee the accessibility of all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used in the 

justice system,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design, including: 

(i) Courts, police facilities, prisons, detention and forensic facilities, jury 

facilities, administrative offices and other such places (including toilets, cells, 

offices, entrances, lifts, canteens and recreational spaces in those places); 

(ii)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services, includ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ystems; 

(b) Ensuring that all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used in the justice system are accessible; 

(c) Ensuring that adequate financial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to make the justice system 

physically accessible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design; 

(d) Guaranteeing the provision of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when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fail to ensure access to the existing physical environment,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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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3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cluding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have the 

right to appropriate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GUIDELINES 

 

3.1 To avoid discrimination and guarantee the effective and equal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all legal proceedings, States shall provide gender- and 

age-appropriate individualized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y encompass all the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modifications and 

adjustments needed in a particular case, including intermediaries or facilitators, 

procedural adjustments and modifications, adjustments to the environment and 

communication support, to ensure access to justic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the 

fullest extent possible, accommodations should be organized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proceedings. 

3.2 States shall ensure the provision of a range of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while also 

ensuring that such accommodations are implemented so as to properly balance and 

respect the rights of all parties by, among other things: 

Independent intermediaries and facilitators 

(a) Establishing, funding and implementing a programme of independent 

intermediaries or facilitators trained to provide communication assistance to 

parties to the proceedings and the justice system to determine whether 

accommodations and support are necessary and which accommodations and 

support are appropriate, and to assist with communication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e proceedings; 

(b)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a programme of independent intermediaries or 

facilitators in a manner consistent with local procedures and customs, and in line 

with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Procedural adjustments and modifications 

(c) Adopting procedures for hearings that ensure the fair treatment and full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cluding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during proceedings, as appropriate, such as:  

(ii) Adaptation of the venue; 

(iii) Appropriate waiting spaces; 

(iv) Removal of cloaks and wigs; 

(v) Adjustments to the pace of proceedings; 

(vi) Separate building entrances and waiting rooms and protective screens to 

separat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from others if necessary due to physical 

or emotional distress; 

(vii) Modifications to the method of questioning in appropriate circumstances, 

such as allowing leading questions, avoiding compound questions, 

finding alternatives to complex hypothetical questions, providing extra 

time to answer, permitting breaks as needed and using plain language; 

(viii) Use of pre-trial video recording of evidence and testimony, if 

necessary, practical and possible, in such a manner as not to contravene 

basic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 to confront and cross- examine witnesses;  

(d) Allowi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t all stages of the process if they so choose, to 

be accompanied by family, friends or others to provide emotional and moral 

support, without replacing, however, the role of an intermediary or facilit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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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support 

(e) Ensuring that all processes in the justice system provide the technical and other 

support necessary for parties, witnesses, claimants, defendants and jurors to use 

any form of communication as necessary for their full participation, including: 

(i) Assistive listening systems and devices; 

(ii) Open, closed and real-time captioning, and closed caption decoders and 

devices; 

(iii) Voice, text and video-based telecommunications products; 

(iv) Videotext displays; 

(v) Computer-assisted real-time transcription; 

(vi) Screen reader software, magnification software and optical readers; 

(vii) Video description and secondary auditory programming devices that 

pick up audio feeds for television programmes; 

(f) Supporting communication, in addition to intermediaries or facilitators, through 

the use of third parties, including: 

(i) Note-takers; 

(ii) Qualified sign language and oral interpreters; 

(iii) Relay services;  

(iv) Tactile interpreters;  

(g) Ensuring that all interpreters are able to interpret effectively, accurately and 

impartially, both receptively (i.e. understanding wha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e 

saying) and expressively (i.e. having the skill necessary to convey information 

back to those persons), while using any necessary specialized vocabulary (e.g. 

legal or medical) and respecting professional and ethical standards;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for persons accused of crimes, prisoners and detainees 

(h) Ensuring that police officers, prosecutors and others involved in arrests and 

investigations of criminal offences are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e alert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a person may have a disability and,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an arrest or investigation, adjust their responses 

accordingly; 

(i) Ensuring that independent third persons, such as attorneys or others, are available 

to accompany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the police station to assist them in the 

investigative process, including, for example, fingerprinting or giving a biological 

sample, and that intermediaries or facilitators, or similar, are available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law enforcement and court 

personnel; 

(j) Removing barriers that prevent or discourage prisoners and detainees with 

disabilities from challenging their imprisonment and remedying conditions of 

confinement by, for instance, providing legal standing to prisoners’ rights 

organizations and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simplifying procedures, shortening timelines for decisions and providing effective 

remedies; 

Requests for and offers of accommodations 

(k) Enacting and implementing laws, regulations, policies, guidelines, practices and 

processes that enabl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request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including modifications of or support in legal processes, with 

appropriate protection of their 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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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nsuring,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legal proceedings, that all participants are 

advised of the availability of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if needed and desired 

because of disability; 

(m) Ensuring a process for determining the need for and providing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including communication assistance, to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as well as additional safeguards, when necessary, according to their 

evolving capacities and their right to have their views he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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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4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ve the right to access legal notices and 

information in a timely and accessible manner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GUIDELINE 
 

4.1 To guarantee the right to timely and accessible information, States shall: 

(a) Enact enforceable laws, regulations,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that fully recognize a 

right to timely notice and information about all aspects of judicial processes; 

(b) Ensure that information about justice systems and procedures can be accessed by 

various methods, including, as appropriate and needed: 

(i) Sign language;  

(ii) Video and audio guides; 

(iii) Telephone line advice and referral services; 

(iv) Accessible websites; 

(v) Induction loop, radio or infrared systems; 

(vi) Amplification devices and document magnifiers; 

(vii) Closed captioning; 

(viii) Braille; 

(ix) Easy Read and plain language; 

(x)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c) Ensure that all notices that require  a response or an action to be taken (e.g. 

summonses, subpoenas, writs, orders and sentences) are available by accessible 

means and in accessible formats, such as those listed above in guideline 4.1 (b); 

(d) Ensure that notices and information include clear understandable information 

about how a procedure works, what to expect during a process, what is expected 

of a person, where to get help with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and the person’s 

rights in the process, in language that is not merely a repetition of the statute, 

regulation, policy or guideline – for example, plain language; 

(e) Ensure that support is available in real time for individuals who need assistance to 

understand notices and information by providing, for instance, interpreters, guides, 

readers, intermediaries and facilitators, and other forms of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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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5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e entitled to all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safeguards recognized in international law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and States must provide the necessary accommodations to guarantee 

due process 

GUIDELINES 
 

5.1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all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safeguards recognized in 

international law, whether in criminal, civil or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including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re afforded to all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when needed, must be available to all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cluding suspects 

and accused persons, who require assistance to participate effectively in 

investigations and judicial proceedings. 

5.2 Accordingly, States shall: 

(a) Ensure that all suspects and accuse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e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under the law;  

(b) Ensure that suspects or accuse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e provided with 

accessible and understand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rights, including the right 

not to incriminate oneself; 

(c) Ensure that, in all interactions with first responders,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ve 

the right to be free from discrimination and any use of force or coercion based on 

disability – for example, perceived differences in behaviour or manner of 

communication – including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adequate support that is 

unrelated to and independent of police or law enforcement involvement; 

(d) Ensure the provision of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t 

the time of their arrest, including procedural adjustments and communication 

support, and the use of de-escalation techniques, as appropriate, to safeguard all 

due process guarantees and prevent police violence and abuse; 

(e) Draft, enact and implement laws, regulations, guidelines, procedures and policies 

to protec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from being exploited on account of their 

disability in any phase of the justice process; 

(f) Ensure that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including support, for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are available so tha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ve the right,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to make their own choices of how to defend themselves; 

(g) Ensure that health-care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are available at the request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based on their free and informed consent,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any police action or judicial proceedings, and not contingent on a 

plea bargain, confession or conv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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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6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ve the right to free or affordable legal 

assistance 

GUIDELINES 
 

6.1 To guarantee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 States shall provide free or affordable legal 

assistance to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all matters, and to all othe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all legal procedures and proceedings that relate to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or fundamental freedoms or those that could negatively affect such rights or 

freedoms, in particular the rights to life, liberty, personal integrity, property, adequate 

housing, decision- making autonomy and family integrity. Legal assistance must be 

competent and available in a timely manner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participate 

equally in any legal proceedings. 

6.2 To that end, States shall: 

(a) Enact and implement laws, regulations, policies, guidelines and practices 

affording the right to legal assistance in all judicial and quasi-judicial 

proceedings, regardless of the role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process or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or outcomes; 

(b) Create, fund and implement legal assistance programmes to provide free legal 

representation to persons who cannot afford to retain legal assistance, includi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t a minimum in matters concerning: 

(i) Loss of life or liberty, including by imprisonment, detainment, placement 

in an institution, forced or involuntary medical treatment (e.g. sterilization) 

or involuntary hospitalization; loss of legal capacity (e.g. guardianship); or 

loss of family integrity by forfeiture of parental or custodial rights; 

(ii) Loss of housing, shelter or property; 

(iii) Any other situation, including all criminal matters that do not carry the risk 

of incarceration, small claims and civil cases, in which a person with 

disabilities may be disadvantaged in communicating, understanding or 

being understood in the process; 

(c) Ensure, in addition to the matters listed above in guideline 6.2 (b), that free 

legal assistance is available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on terms that are no less 

favourable than those for persons without disabilities and, at a minimum, 

whenever necessary, on an individualized basis, as a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 

(d) Ensure, in addition to legal assistance, access to legal advice through, for 

example, telephone or digital gateway services, paralegal services and online 

legal help services, using assistive technology as necessary; 

(e) Repeal or amend any laws, regulations, policies, guidelines or practices that 

restrict the legal capacit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retain and instruct a 

lawyer; 

(f) Ensure easy access to legal assistance, removing all 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 and physical barriers to such access; 

(g) Ensure that specialized services for victims (e.g. gender-based violence units) 

are equally accessibl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 Make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such as interpreters, assistive technology 

and intermediaries and facilitators, or the resources necessary to obtain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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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modations, available to lawyers to support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clients, witnesses and othe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discharge of their 

professional duties; 

(i) Amend, when necessary, ethical and other relevant regulations applicable to 

lawyers to require them to respect and advocate for the will and preferences of 

their client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o follow their expressed instructions; any 

laws, regulations, policies, guidelines or practices to the contrary should be 

repealed or amended; 

(j) Repeal or amend all laws, regulations, policies, guidelines and practices that 

impose substituted decision-making in legal proceedings, including those that 

allow for the appointment of decision makers against the will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e.g. guardians ad litem, next friends and similar arrangements); or 

decisions made on the basis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persons concerned, as 

opposed to being based on their own will and preferences; 

(k) Provide free legal assistance and support to all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ho 

have experienced violence, in particular women and girls with disabilities, 

including professional victim support, advice about legal rights, and assistance 

in reporting crimes and initiating legal procee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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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7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ve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GUIDELINES 
 

7.1 The right to equal access to justice requires tha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directly in adjudicative processes and be involved in various 

rol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States should 

ensure tha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e able to act as judges, lawyers, prosecutors, 

witnesses, jurors, experts and court officials in the justice system without 

discrimination. 

7.2 To this end, Governments, legislatures and other authorities, including judicial 

councils and other independent judicial governing bodies and independent 

self-governing legal professional bodies, must each,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roles, take 

the following actions: 

(a) Remove barriers that prevent or discourag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from entering 

justice system-related professions by, for instance: 

(i) Providing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s throughout legal and justice-related 

education programmes; 

(ii) Providing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s during certification and licensing 

examinations or processes; 

(iii) Prohibiting questions about health and disability in applications for admission to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positions in the justice system; 

(iv) Ensuring that all facilities and structures in the justice system are universally 

accessible to workers with disabilities. 

(b) Remove all disability-related barriers, including laws, that preven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from being judges or jurors or serving in any other justice- related 

positions; 

(c) Ensure the equal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jury system by 

providing all necessary support,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s and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d) Consult closely with and actively involv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 in all discussions and decision-making about 

justice-related issues by, for example, providing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on 

boards, committees, commissions, sentencing councils and other guidance and 

oversight organizations; 

(e) Collect disaggregated data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justice system and, using that data develop and implement strategies to reform 

policies, practices and laws to ensure equal access to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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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8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ve the rights to report complaints and initiate 

legal proceedings concern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crimes, have 

their complaints investigated and be afforded effective remedies 

GUIDELINES 
 

8.1 States must have accessible, easy-to-use, transparent and effective mechanisms for 

individuals to report complaints about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crimes. Complaint 

adjudicators and tribunals must provide remedies that are individually tailored and 

may include redress and reparation. 

8.2 Accordingly, States shall: 

Complaint mechanisms 

(a) Establish complaint mechanisms – for instance,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tribunals and administrative bodies – with the power to hear complaints, including 

complaints about disability-based discrimination, from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others and to order remedies; 

(b) Ensure tha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may file criminal complaints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c) Ensure that civil and criminal complaint mechanisms are accessible, using, for 

example, hotlines and e-service complaint methods; 

(d) Provide voluntary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such as conciliation, 

mediation, arbitration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e) Ensure that complaint mechanisms and investigations are gender sensitive to 

guarantee that victi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re able and willing to come 

forward safely; 

(f) Ensure that special protection units (e.g. those dealing with gender-based violence, 

hate crime, children and trafficking in persons) are accessible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responsive to their needs; 

(g) Ensure that mechanisms, when appropriate and desired, provide for anonymity 

and confidentiality; 

 

Responding to grave, systematic, group or large-scale violations 

(h) Ensure that complaint systems and the justice system are capable of detecting and 

responding to grave, systematic, group and large-scale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through, for instance, class actions, actiones populares, public inquiries and 

prosecutions, following a complaint or on the initiative of the system itself; 

Investigations 

(i) Ensure that all investigators, including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are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are alert,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investigations, to the potential need for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when investigations involv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j) Ensure that, when appropriate, an intermediary or facilitator or other appropriate 

third party is enlisted to assist in the investigation process; 

(k) Ensure that, when working with victims with disabilities,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assess the risk of the former being subjected to further offences, and 

whether any voluntary protective measures (such as a safe haven) are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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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dies 

(l) Ensure, in the criminal context, that those who abuse or otherwise mistrea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e prosecuted and, when appropriate, convicted or 

subject to other effective sanctions; 

(m) Ensure that effective remedies  are in place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cluding 

the right to be free from disability-based discrimination  and the rights to 

restitution, compensation, rehabilitation, satisfaction and guarantees of 

non-repetition. Such remedies should, among other things: 

(i) Be enforceable, individualized and tailored to meet the needs of claimants; 

(ii) Ensure that victims are protected from repeat violations of their human 

rights; 

(iii)Be proportional to the gravity of the violations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each case; 

(iv) Be provided on the basis that an individual’s free and informed consent is 

required for any rehabilitative measures; 

(v) Address the systemic nature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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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9 

Effective and robust monitoring mechanism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supporting access to justic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GUIDELINES 
 

9.1 States have an obligation to designate independent frameworks to promote, protect 

and monit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ir equal 

access to justice. To ensure independent monitoring, States shall either provide the 

necessary mandates and resources to established monitoring mechanisms or create 

new ones when they do not exist. 

9.2 States, therefore, should take the following actions: 

(a) Designate independent monitoring mechanism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33 (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Paris Principles) with a mandate 

to monit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b) Ensure that all monitoring mechanisms have institutional,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independence; 

(c) Promote the regular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mong monitoring mechanisms to 

identify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 strategies to address common issues; 

(d) Ensure the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 in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independent 

monitoring mechanisms; 

(e) Include a mandate to actively monitor and identify violations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particularly those deprived of liberty and placed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f) Include a mandate for the independent monitoring mechanisms to gather and 

publicly report data o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cluding barriers to access to 

justice; 

(g) Ensure a mandate and funding for raising awareness about the 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 to disability and support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this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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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10 

All those working in the justice system must be provided with 

awareness-raising and training programmes addressing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particular in the context of access to justice 

GUIDELINES 
 

10.1 States must remove barriers to justic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by providing 

training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all justice officials, including 

the police, judicial officers, lawyers, health professionals, forensic experts, victim 

service professionals, social workers, and probation, prison and youth detention 

staff. 

10.2 To this end, Governments, legislatures and other authorities, including judicial 

councils and other independent judicial governing bodies and independent self- 

governing legal professional bodies, must each,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roles, take 

the following actions: 

(a) Enact and implement laws, regulations, policies, guidelines and practices that 

create a legal obligation for all persons who have a rol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o participate in human rights- based training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 provision of accommod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guideline 10.2 (j); 

(b) Provide training on an ongoing basis to all those working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cluding by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and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 Ensure tha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esentation of all training referenced in the 

present guidelines; 

(d) Monitor and evaluate training and ensure the participation and active 

involvement of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such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e) Launch awareness-raising strategies that include training programmes and 

media campaigns, based on the human rights model of disability, for all judicial 

officers, lawmakers, policymakers and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to eliminate 

prejudice and promote recognition of rights; 

(f) Make training manuals widely available for all those engaged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especially police officers, prosecution authorities and 

judicial officers; 

(g) Use training to familiarize police officers, including first responders and 

investigators, prosecution personnel and judicial officers, with good practices 

in interactions with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cluding response, behaviour and 

appropriate accommodations; 

(h) Develop, fund and implement guidelines and training for lawyers and law 

students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guideline 10.2 (j); 

(i) Provid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ir families with training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on rights, remedies, claiming redress and the legal process; 

(j) Ensure that training programmes are comprehensive and address at leas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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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topics: 

(i) Factors or system features that can result in barrier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i) Removal of barriers to access to justic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ii)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 human 

rights model of disability; 

(iv) The acknowledgement tha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ave the right to 

recognition as persons before the law, including combating harmful gender 

and disability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s; 

(v) The obligation to respect the legal capacit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cluding legal agency and standing; 

(vi) Communication skills, including identifying the need to engage experts for 

communication assistance; 

(vii) De-escalation of situations and prevention of the use of force; 

(viii)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 

(ix)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s; 

(x) Combating ableism and overcoming prejudice agains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xi) Sexual, reproductive and family rights; 

(xii) Intersecting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disability and other 

grounds, including sex, gender, indigenous status, race, sexual orientation, 

migration status, minorities and disadvantaged communities, and poverty; 

(xiii)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have equal access t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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