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歷屆試題(109 司法特考)

109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國
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觀護人(選試社會工作概論)、觀護人(選試少年事件處理法)
科 目：刑事訴訟法與保安處分執行法
一、檢察官以被告甲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的罪嫌提起公訴，案件經準備程序確認
於審判期日進行之相關程序、步驟。其中，包括調查甲被告偵查中的自白筆錄、法官訊
問甲被告案件經過、檢辦雙方對甲被告進行交互詰問、被告甲請求給予改過機會盼從輕
量刑、調查被告甲的前科、素行及相關經歷。試請說明依法前揭各項程序進行之順序及理
由。(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其實不難，但刁鑽之處在於對於審判期日中程序進行順序的冷門法條掌握，
只要熟悉法條文字內容即可完整作答。
《使用法條》：刑事訴訟法第 287 條下。
【擬答】
審判期日程序步驟為：調查甲被告偵查中的自白筆錄→法官訊問甲被告案件經過→調
查被告甲的前科→檢辯雙方對甲被告進行交互詰問→被告甲請求給予改過機會盼從輕量
刑。
依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288 條第 1 項之規定，調查證據應緊接於第 287 條之權利告
知程序之後為之。因此應先調查甲的自白筆錄。
調查證據之次序，屬於審判長之訴訟指揮權，但當事人得依本法第 288-3 條為異議。
依本法第 288-1、288-2 條，應注意被告之程序利益，告知得提出有利證據，予其辯論證
明力之機會。
惟須注意，依本法第 161-3 條，被告之自白，除有特別規定外（如第 156 條第 3 項有刑
求抗辯時，應優先深入調查），非於其他證據調查完畢後，不得調查。
附帶一提，如有被害人參與訴訟，依本法第 455-46 條之規定，亦應與其有對證據調查陳
述意見、辯論證明力之機會。
依本法第 288 條第 3 項之規定，於一般程序中，被告被訴事實應於調查證據程序之最後行
之。因此接下來法官應訊問甲案件經過。
依本法的 288 條第 4 項之規定，被告科刑事項，應於法官訊問後為之。據此，接下來應調
查被告甲的前科。
依本法第 289 條第 1 項之規定，調查證據畢後，應命檢辯被告為言詞辯論。據此，接下來
應始檢辯雙方進行交互詰問。
依本法第 289 條第 3 項、2 第 290 條之規定，言詞辯論後，應予當事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
見之機會，併於辯論終結前，最後詢問被告有無陳述。據此，接下來甲得請求給予改過從
輕量刑。
附帶一提，如有被害人參與訴訟，依本法第 455-47 條之規定，亦應與其有對科刑範圍表示
意見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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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某被告甲性優害犯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法庭審理中被告辯護人聲請傳喚被害人進行證據調
查。然檢察官主張本件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於醫院驗傷時，於社工人員等陪同詳細描述受害經
過並作成警詢筆錄，若於審理程序須再次重複陳述受害細節、揭露隱私等，恐對其身心形成
鉅大煎熬與折磨。試問法庭審理就被害人的供述，應如何進行證據調查？(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在於結合新進大法官解釋以及被害人參與與保護的相關內容修法掌握，
如何兼顧性侵害被害人之權利與被告之對質詰問權，須要先依釋字 582 號解釋之
脈絡開始鋪陳，較能完整作答。
《使用法條》：刑事訴訟法第 248-1、271-2 條下；釋字第 789 號解釋。
【擬答】
社工人員等陪同詳細描述受害經過並作成警詢筆錄有證據能力，但仍應以適當方式補足被告
之對質詰問權，方得符合嚴格證明法則。
依本法第 155 條第 2 項嚴格證明法則之要求，有證據能力且經合法調查，方得做為審判之
依據。
被害人於偵查中所為之警詢筆錄，依釋字 582 號解釋之意旨，本質上仍屬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陳述之傳聞證據，除非符合傳聞例外，不得作為證據使用。
惟依釋字 789 號解釋之意旨，依性侵害防治法第 17 條第 1 款之規定，被害人於審判中有
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
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一、因性侵害致身
心創傷無法陳述者。
法院於訴訟上以之作為證據者，為避免被告訴訟上防禦權蒙受潛在不利益，應採取有效
之訴訟上補償措施，以適當平衡被告無法詰問被害人之防禦權損失。如強化被告對其他
證人之對質、詰問權；在證據評價上，法院尤不得以被害人之警詢陳述為被告有罪判決
之唯一或主要證據，並應有其他確實之補強證據，以支持警詢陳述所涉犯罪事實之真實
性。
係對質詰問權為憲法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和第 16 條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涵。係刑事被告
在整個訴訟程序中，享有至少一次面對面全方位去挑戰質疑及發問不利證人的適當機會。
惟對質詰問權並非絕對權，在不可避免之情形下，如符合以下原則，例外不須經對質詰
問而仍得符合嚴格證明之要求。
義務法則：係國家須盡傳拘義務而證人不到場。
歸責法則：係證人不到庭不可歸責於國家。
防禦法則：係指如有次佳手段則應先行（如隔離訊問、匿名訊問等）。
佐證法則：係即便該供述未經對質詰問而能使用，亦須經補強，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
實之唯一依據。
 109 年新法修正，為落實被害人保護與被害人之權利，於刑事訴訟法中大幅修正如以下：
新修正之本法第 248-3、271-2 條，強化於偵查中、審判中被害人隱私權保護。
新修正之本法第 248-1、271-3 條，強化被害人的心理陪同制度。
新修正之本法第 248-3 條第 3 項、第 271-2 條第 2 項，必要時得以適當方式進行隔離
訊問。
綜上所述，於本案中性侵害被害人之警詢陳述雖得為傳聞例外而有證據能力，但不得罔
顧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依照防禦法則，應優先依第 248-3 條第 3 項、第 271-2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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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遮蔽設備將被告與被害人隔離進行訊問，一方面避免被害人二次傷害，一方面兼顧
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保障。再者，依佐證法則，被害人之證言應經補強，以支持其真實性
以及證明力，但須注意，該補強證據應排除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方有意義。
三、某法院審理殺人案件過程採納鑑定人意見，認被告犯罪時處於思覺失調症狀致不能辨識其行
為違法，依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判決無罪，並依同法第 87 條第 1 項之規定，諭知令入相
當處所施以監護之處分。若被告自認其身體健康、精神正常並無監護處分必要，試問被告可
否就本件無罪判決提出訴訟救濟？(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上訴要件 受監護處分無罪判決是否具上訴利益
【擬答】
監護處分
監護係國家機關為保障社會安全，以法律明文規定，對於心神喪失、精神耗弱或暗啞之犯
罪人，除以刑罰以外所為之監禁、治療。
刑事訴訟法之上訴應以當事人具上訴利益
依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之規定:「當事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得上訴於上級法院。惟應以當
事人具備上訴利益為限。
被告無罪判決部分不得上訴
依題意，被告因思覺失調症被判定行為時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而依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判
決無罪。無罪判決無上訴利益，被告無救濟之必要與管道。
被告受監護處分之部份得上訴
原則上無罪判決不能上訴，惟受監護處分之無罪判決容有爭議。
最高法院 106 年度第 9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認為:
精神障礙者之監護處分，其內容不以監督保護為以足，並應注意治療及預防對社會安
全之危害。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7 條之規定，經檢察官指定為執行處所之精神病院、
醫院，對於受監護處分者，除分別情形給予治療外，並應監視其行動。受監護處分者
之行動既受監視，自難純以治療系為使其回復精神常態及基於防衛公共安全之角度，
而視人身自由保障之立場，否定監護係對其不利之處分。
刑法第 87 條第 1 項之監護處分，係因被告有同法第 19 條第 1 項所定之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陷欠缺責任能力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整虞時，始
有其適用。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 301 條就此為被告無罪判決時，並應諭知其處分期
間。是以，此項監護處分與無罪判決之諭知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不能割裂為二事;其
有無訴利益，必須為整體之觀察，無從分別判斷。
換言之，被告具上訴利益，得依刑事訴訟法上訴。
結論
被告之受監護處分之無罪判決，因具仍備上訴利益，故可依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以下之規
定上訴，被告得為訴訟救濟。
四、甲酗酒成癮，某日酒後駕車遇警攔查，當場測得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65 毫克而遭偵辦。
甲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且有酒精濃度測定紀錄，另依醫院評估已達酒精成癮依賴，故檢察官
向該管第一審地方法院簡易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並請求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
戒。試問法院可否就禁戒處分逕以簡易判決處刑？(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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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刑訴簡易判決處刑之要件 禁戒處分之宣告
【擬答】
禁戒
禁戒乃禁止其不良嗜好、戒絕其毒癮、酒癖之意思。國家為維護國民身體健康，並保障
社會之安全，對有習慣性癮癖行為之犯罪人，禁止其行動自由，並戒除其不良癮癖。
甲因酗酒成癮，經警查獲酒醉駕車，依刑法第 89 條:「因酗酒而犯罪，足認其已酗酒成
癮並有再犯之虞者，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前項禁戒期間為一年以
下。但執行中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
法院得就禁戒處分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依刑事訴訟法第 449 條之規定「第一審法院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現存之證據，
已足認定其犯罪者，得因檢察官之聲，不經通審判程度，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依題意，甲(被告)於偵查中自白犯罪; 依遭警攔查當場測得駕車時酒精濃度 0 毫克;
醫院評估已達酒精成癮依賴等現存證據，已足認定其犯罪(刑法 185-3 酒醉駕車)，因
此，甲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449 條簡易判決處刑。
依刑法第 96 條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 條第 1 項之規定，保安處分之宣告原則上應於裁判
時併宣告之，亦即不論個種類均應於裁判時一併宣告，蓋於刑之執行前為之的保安處
分，若未和裁判同時宣告，就無從於裁判確定後即付執行。
刑法第 89 條之禁戒(戒酒)處於刑之執行前為之，故應於簡易處刑裁判時併宣告之為宜。
惟 107 台非字 113 號判決認為，強制工作執行期間為三年，拘束人身自由甚劇，與刑罰
無異，依據比例原則，殊不得依簡易判決處刑，故若有諭知強制工作之可能，應依通常
程序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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