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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律師公會司法革新研討會專題報導
（編輯委員會）

司法改革喊了多年，然民眾對於司法審判仍然有不信任，甚至對於不符合媒體報
導之主流民眾意見，就認為法官為「恐龍法官」，也因此司法院之前曾試著推行人民
觀審制，惟所謂的觀審制，民眾雖可以參與審判程序，但依參與程度僅能對於法院的
判決提供意見，無法落實到判決中，此與國人所熟知的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制」，甚
或國人較不清楚的「參審制」都不相同。
蔡英文總統上任後，積極推動司法改革，桃園律師公會理監事及顧問群認為司法
改革應自民間作起，並廣納多方意見，而攸關司法審判是否足以讓人信賴，則可從人
民參與司法審判制度及司法官的晉用兩大方面著手。因此乃與桃園市政府、開南大學
法律學系、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於今年（民國105年）10月16日假開南大學至誠樓
國際會議廳舉辦「司法革新研討會」，並由前理事長林仕訪律師負責籌劃辦理。
今年桃園地方法院進行了一場人民參與審判模擬法庭活動，同時並有影子陪審團
，也就是一方面進行參審制，另一方面則有陪審團制，就同一案件的進行，看看兩種
制度下有何不同。故研討會第一場即邀請桃園地院鄭吉雄審判長進行報告，並有開南
大學法律學系系主任鄭善印主任、陳重言律師，及桃園律師公會參與該模擬法庭的理
事吳尚昆律師進行與談，鄭庭長報告中首先就法院進行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下必須對參
審（陪審）員的告知事項及法官如何在審判中維持客觀中立角色，避免不當影響參審
（陪審）員，並將該次模擬法庭結束後的討論擇要提出，同時也就桃園地院現進行電
子卷證、數位卷證、檢辯開庭陳述使用投影片、挑選參審員（陪審員）選任程序一一
提出報告。而吳尚昆律師則從目前法院實務開始談起，並就人民參與審判可能發生的
悖論困境等一一深論，而吳律師就其與本會常務理事關維忠律師共同參與桃園地院模
擬法庭的準備及心得，於其部落格中有詳盡文章可供參閱（參QR Code），並且認為使
用PPT有助於職業法官及素人法官迅速了解案情，並同時預測，人民參
與審判制度之採行，往後對於個人執業律師將有所影響。鄭善印主任則
就鄭庭長的報告提出三大重點，進而得出我國可能走向為類似日本裁
判員制的參審制，最後則探討在參審制下所可能遇到的問題。陳重言
律師亦針對鄭庭長的報告提出對於我國人民參與審判的問題及建言。
第二場則是由輔仁大學法學院的張明偉副教授就美國陪審制提出報告，就陪審制
度的緣起至目前美國陪審團制度做出說明，以供作為將來究竟採用陪審制或參審制參
考，與談人中央警察大學林裕順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金孟華助理教授則分
就日本參審制、美國陪審制出發，探討不同制度下落實人民參與審判之情況，而甫從
法官轉任律師的黃俊華律師則從其擔任法官期間參與有關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切入討論。
第三場則由長期推動陪審制的鄭文龍律師進行報告，鄭律師就其多年推動陪審制
而前往美國觀摩提出其心得，並提出常為人詬病的於審判中，辯護人需要跟四位檢察
官（即審理的三位法官及蒞庭的檢察官）進行法律攻防，因而認為只有採取陪審制才
是解決之道。與談人則由深具實務經驗的本會常務監事紀亙彥律師、榮昇高院的錢建
榮法官及學術界的銘傳大學法律系樓一琳助理教授分別自實務與學術提出看法，針對
鄭律師認為法官是在幫檢察官一節，錢法官特別提出其擔任桃園地院刑庭法官時，於
審判程序中進行法官訊問時，會特別注意有利被告之點。
第四場則是針對法官進用，由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徐偉群副教授提出報告，報告
中從現行考試制度使法官與一般人民生活經驗、社會事實等有所落差，且因為法官的
期別制、工作繁重導致與社會有所脫節，並自關廠工人案、人頭帳戶案及開庭時司法
官對民眾的態度舉例論述，而現今雖有多元進用，但此制度仍無法彌補考試進用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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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因此考試進用應有所改革，提出採用全面遴選制或德國的二階段考選制，並且應
該自法學教育開始改革，同時應該有大量法官助理以減輕法官工作之繁重，報告後則
由與談人即本會兩位資深顧問，溫俊富律師、賴彌鼎律師及高等法院黃麟倫書記官長
提出相關建議。
本次研討會除了有本會律師、桃園市政府法制局人員及開南大學法律學系、中原
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教授、學生參與外，更有曾參與桃園地院模擬法庭民眾加入，對於
攸關人民如何參與司法審判的議題上有更深入的討論，尤其參與模擬法庭的民眾及市
政府法制局人員更積極發問，顯見司法革新自民眾而起較能呼應人民的期待，期盼我
國司法在此次改革下能竟其功而為典範。

仙台弁護士會問候 （小野寺友宏會長）
台湾桃園律師公会の皆様、はじめまして。
日本国仙台弁護
士会会長の小野寺友宏です。
貴会と当会は、2010年に、当会会員が桃園を訪問して以来
、交流を続けて参りました。当会会員が桃園を訪問するたびに
、温かい歓迎を受けているとうかがっております。
この紙面をお
借りして、改めて御礼申し上げます。
さて、
このような従前の交流をふまえ、
この度、両会の間で
友好協定を取り交わすことになりました。仙台弁護士会にとっ
ては、日本国外の弁護士の団体と協定を締結するのははじめ
てであり、当会にとって歴史的な出来事です。
この度の調印をきっかけに、両弁護士会同士の交流が益々盛んになることを期待し
ております。
台灣桃園律師公會的諸位好，我是日本仙台辯護士會會長小野寺友宏。
自2010年本會會員訪問桃園以來，貴會與本會持續交流著。據本會會員告知，訪
問桃園時，受到貴會溫暖的款待歡迎，故另藉此書面申致感謝之意。
基於過去這樣的交流基礎，這次在兩會之間將交換友好協定，對於仙台辯護士會
而言，這是第一次與國外的辯護士團體簽署協定，對本會來說係達成歷史性的一頁。
期待藉由這次友好協定簽署的契機，兩會彼此之間的交流將益加繁盛。

允文允武

桃律風采 （編輯委員會）

西曆1895年10月26日即農曆重陽9月9日為國父革命首役廣州起義之日，多年後
，律師前輩先進擷取國父弘揚法治、推行憲政之精神，取每年國曆9月9日為律師節。
為慶祝這個屬於每位律師道長的節日，本會於民國（下同）105年8月27日盛大舉辦
105年律師節慶祝晚宴，當日多達近500位會員及寶眷參加，並頒獎表揚投身律師職涯
20年以上之本會資深道長，大會圓滿成功。而本會為使新進律師能就本會各項社團組
織及提供會員之服務資源有所認識，及提供新進律師意見交流之平台，特於105年9月
25日舉辦新進律師茶會，由資深律師與會進行座談，以期經驗傳承，承先啟後。
另為使本會會員均能不斷進修精進，本會亦於每月固定舉辦在職進修講座，於
105年9月24日更敦請國內刑事法學名家林鈺雄教授針對刑法沒收新制相關議題進行講
座，獲得熱烈迴響。而針對近來熱議之司法改革，本會更未置身於外，於10月16日由
本會與桃園市政府、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開南大學法律學系共同舉辦司法革新研
討會，針對人民參與審判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另因應兩岸法律事務交流日益頻繁，
本會兩岸事務委員會特邀請39位大陸各城市及各領域的律師及教師擔任本會大陸顧問
，日後將可提供會員相關大陸法律資訊。而本會會員證刻進行全面換發新證，針對申
請換發新證之已入會會員，本會將採行兩週一次即送請廠商製作之方式，以期加速會
員服務效率。
而本會會員除身具專業職能外，於體育競技方面更是『武藝高強』，本會壘球隊
於隊長蔡銘書律師帶領下，於105年8月13日參加由新竹律師公會承辦之「司法盃慢壘
賽」，榮獲冠軍、技驚四座；而本會籃球社於8月20日由社長林鼎鈞律師帶隊參加全
聯會主辦之「第一屆全國律師盃籃球聯誼賽」則榮獲亞軍；另本會羽球隊則於隊長陳
泓年律師帶領下參加10月15日由全聯會主辦、台北律師公會承辦之「第69屆羽球邀請
賽」，亦榮獲亞軍，上開球隊之優異表現均為本會增添光采，更顯示本會會員允文允
武之一面，期待有興趣之會員亦能踴躍參與本會社團活動，增添生活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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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式司法簡介（下）（陳怡成律師）
（承上期）

我國推動狀況
國際上推動修復式正義已近30年，英文為restorative  justice.  "Justice"一詞可以翻譯為
正義，亦可翻譯為司法。故由修復式正義的理念發展出來的修復實務工作，運用在刑
事司法的過程中，在我國稱為「修復式司法」，其他領域稱為「修復式正義」或「修
復式輔導」或「修復式教導」。我國法務部自民國97年5月（2008）開始將推動修復
式司法列為重要政策，建立以人為本的柔性司法體系。於民國98年7月核定「法務部
推動修復式正義─建構對話機制、修復犯罪傷害計畫」，主要包括：「理念倡導，深
化理論，架構執行之模式試行，融入學校課程」四大面向。我國修復式司法推動的目
的為：「在犯罪發生後，協助當事人療癒創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的關係，如此賦
予了「司法」新意涵，即在尋求真相、尊重、撫慰、負責與復原中實現正義。」。法
務部初期擇定板橋、士林、宜蘭、苗栗、臺中、臺南、高雄及澎湖等八個地方法院檢
察署自99年9月1日起辦理試行方案。經過試辦地檢署的追蹤調查發現，被害人多數「
感覺正義得到實現」，多數加害人同意「會全力避免此類案件再次發生」，顯見修復
之功能。民國101年9月1日起（2012）擴大於全國地檢署全面試辦修復式司法。並在桃
園及彰化少年輔育院試辦少年矯正機關修復式正義課程計畫。推動初期，法務部邀請
香港復合中心來台授課。自民國103年起，法務部開始發展修復式司法本土化教材及
本地講師，辦理促進者培訓工作。自2010年試辦至今，在「臺灣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
方案之現況與展望」報告中，歸納本土化的修復式司法有以下特色： 
一、在刑事司法程序各階段均可實施 
二、以被害人－加害人調解（VOM）為主要模式 
三、初期以地檢署為推動核心 
四、成效評估著重於案件品質而非數量 
五、運用修復促進者與修復陪伴者的實施模式 
六、各地檢署採取因地制宜的推動模式
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
理念倡導
深化理論架構
2008.5
修復式司法

執行之模式試行
融入學校課程

我國修復式司法流程
我國法務部自 2010 年推動試辦起，各地檢署大致採用以下流程：
程序

說

明

1.受理申請

第三單位轉介或任一方向地檢署司法保護中心提出申請。

2.開案評估

促進者評估當事人之修復意願後，決定是否開案。

3.選定支持者 促進者視情況，協助當事人選定1-2位支持者。
4.會前準備

由修復促進者個別對雙方說明修復式司法之精神，程序，並協助其準
備會議，次數依個別需要而定。

5.修復會議

進行一至兩次修復會議，讓雙方直接對話溝通，除事實以外，促進者
會引導雙方表達感受、需要，相互同理。若能達成共識，則直接進入
協議程序。

6.資源轉介

若會議過程中發現有運用其他資源之需要，則進一步轉介其他單位。

7.追蹤結案

追蹤雙方狀況，以及協議是否確實執行，並予結案。

由於仍在試辦階段，各地檢署程序可能略有差異，以上為台中地檢署流程
修復式司法流程

了解 案 情
評估修 復 意 願

選定 雙 方
支持 者

追蹤結果
回歸一般
司法程序
否
達成協議

會前 面 談

執行
否
是

需要資源

是

轉介

修復會議

目前國內除無被害人之犯罪、兒童受虐案件暫不列入，以及家暴案件應經各縣市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評估加害人，排除權控式及高危險個案外，其餘案件類型
只要雙方當事人同意，即可適用。我國目前修復司法在刑事司法程序各階段均可實施
，轉介可以來自：檢察官、法官、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等，亦可由當事人直
接向各地檢署之司法保護中心申請。各地檢署均有許多成功案例，法務部每年辦理促
進者訓練，各地檢也有定期或不定期辦理促進者不同型式的個案研討、讀書會或督導
活動。
除了司法體系，台中市也向教育體系推廣。台中律師公會與台中市教育局合作，
於103年派遣29位律師進入41所中小學向教師宣導修復式正義與善意溝通，共有1625
位老師參與。此計畫獲得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中分會、法律扶助基金會台中分會等

單位經費支持。從活動後回收的問卷統計，近九成老師是贊成本課程繼續推廣到全部
中小學。老師更期待能學習應用修復式正義在不同的法律議題上。因而公會再接再勵
，專案撥款進行編撰修復式正義的校園法治教材計畫。之後兩年，每年修復式正義與
善意溝通法治教育擴增至80餘所中小學，累計至到105年已辦理200多所學校，超過
4000位老師參加。南投律師公會也於105年開始與南投縣政府教育處合作辦理。同時
為能在學校實際操作，104年台中市教育局與台中地檢署及台中律師公會，共同推動
試辦「校園修復式正義調處計畫」，24名律師將與24名訓輔人員一起受訓，以團隊的
方式在4所國中及4所國小試行修復式調處，共同處理校園霸淩案件。105年再擴大訓
練名額，共辦理兩梯次，每梯兩天之實務訓練（含一日實例角色演練），共有來自各
校之70餘名教師（多數為生輔組長）完訓。這些訓練過的教師除了平時可在校園運用
所學修復式教導處理校園內衝突，並可與律師促進者合作處理較嚴重之衝突案例。
結語
我們中文字「正義」這個字還蠻有意思的，「正」這個字就是由「一」與「止」
兩個字組合起來的，說文解字:「正，从止，一以止」。「義」是「理」也，「道」也。
若沒有修復合一，社會因為小衝突而法律攻防得四分五裂，何來「止於一」？所謂「
正義」就不復存了。法務部於民國99年培訓第一批國內「修復式司法」的促進者，個
人有幸參與其中，有機會在個案中學習。難能可貴的是，這樣的因緣得以結識一群志
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學習，一起成長，是意想不到的收穫。由於較早投入，我僥倖於
103年獲法務部頒「修復式司法有功人員」，對個人既是肯定，更是鞭策我繼續前進
的責任。

不求認同，但求理解與尊重
從布農族人王光祿狩獵案談起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東分會陳采邑執行秘書）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有一群人跟我們不一樣……
那天，冬陽放肆的午後，台東海端龍泉部落的布農族人王光祿（族語名：Talum）
在友人陪伴悄悄的來到法扶求助，其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12條（
下稱槍砲條例）及野生動物保育法41條（下稱野保法）遭法院判決三年六個月定讞（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3280號），這是我第一次看到Talum，布農族獵人剛毅木訥的
外表下看不出焦急，只見他皺著眉喃喃自語的說「是要打給90多歲母親吃的山肉，沒
有要賣，怎麼會判這麼重……」就像許多原住民族獵人一樣，Talum不擅於使用國語表
達想法。他是母親膝下僅存的兒子，不煙不酒不檳榔，是部落每年狩獵文化課程的教
師，判刑當時母親已經高齡92歲，是走過日本統治時期的人，比中華民國在台灣還要
資深，卻在中華民國的法律下，把原本幸福的一家人瞬間打入煉獄。Talum接到台東地
檢署入監執行通知時，剛好是12月最適合打獵的季節，往年這時部落山邊都會傳來聲
聲獵槍聲響，如今卻成了一片死寂，莫名的恐懼在部落蔓延。主流社會及判決理由中
對王光祿的負面評價與批評，除了對原住民族的二次傷害外，也凸顯主流社會對於原
住民狩獵文化的誤解與刻版印象。    
槍砲條例於72年立法後，隨即於78年廢止了狩獵法，同年制定了野保法，讓台灣
進入了禁獵時期，在此之前，甚至可追溯到1870年代，原住民所持有之槍枝很多都是
官方或者民間兵工廠所生產，甚至不乏精銳之步槍（可參照《近代臺灣原住民圖像中
的槍---兼論槍枝的傳入、流通與使用》，陳宗仁。臺大歷史學報第36期。2005年12月
）。槍砲條例及野保法立法當時漏未考量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之特殊性，導致原住民族
常因狩獵遭到法院以違反槍砲條例第8條、第12條及野保法第41條判刑，其後雖有槍
砲條例第20條及野保法第21條之1將原住民持有自製獵槍及祭儀文化狩獵野生動物予
以除罪化，但主流社會思維下所制定的條文，實無法符合原住民狩獵文化與使用習慣
，例如狩獵前需依主管機關所制定之《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
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申請，程序及資料繁瑣、事先申請也違反了禁忌（狩獵不可預
測性、原住民族上山前不能談論想要的獵物，卻必須在申請書上填寫數量及物種，例
如山羌10隻），而有些物種非原住民族狩獵習慣或祭儀的獵物卻仍可申請並核准，例
如今年10月太魯閣感恩祭穿山甲烏龍事件，種種都可顯示現行制度的荒腔走板，既無
法維繫原住民狩獵文化，亦無法落實野生動物保育之目的。再就狩獵用之獵槍而言，
現行槍砲條例20條規定原住民可自製獵槍，對槍枝規格、穩定度、安全性以及彈藥卻
漏未規範，有族人自製之獵槍甚至連板機護弓都沒有，原住民持有不安全的自製獵槍
而膛炸及走火致死傷情況仍不斷發生，部分自製之獵槍殺傷力不足，無法讓獵物一槍
斃命，延長了獵物的痛苦時間，甚至獵物中槍後逃跑躲藏致死，浪費了獵物也違反了
動物福利，在美國，這樣的狩獵行為是違法的，但在台灣，政府卻放任不管。經筆者
搜尋了司法院網站上93年1月1日至105年6月30日間之判決，原住民因狩獵遭到地方
法院判刑的有382人，而被判刑的理由主要是因為自行食用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非
野保法21條之1文化祭儀、自製獵槍或子彈規格不符規定、或使用之槍枝為空氣槍非
自製之獵槍等等，而族群則以布農族人最多（共118人），在這些案件裡，山羌出現
的次數（167案）和數量（370隻）為最多，其次是山羊（55案、76隻），再其次則
是水鹿，也可窺見山羌、山羊、水鹿（下稱草食三獸）於原住民飲食及祭儀文化上的
重要性與特殊性。而像黑熊這類瀕危物種，對原住民而言反而有獵捕上的禁忌，例如
布農族稱黑熊為「Tutumaz」，亦即孔武有力的大英雄，將黑熊視為聖物，其並非原住
民狩獵習慣之物種。反之族人慣常食用的草食三獸中，雖被列為保育類野生動物，但
這些物種族群數量在族人眼中卻是豐沛的，山羌及山羊已被國際保育組織IUCN列為無
危《LC》物種，而農業委會第八屆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101年5月2日會議中，也
早已發現水鹿快速繁衍、啃食樹皮，造成大片樹林枯死的事實，但因農委會野生動物
保育諮詢委員會效能不彰，原住民代表僅有一席，原住民族生態智慧遭到現行制度的
漠視與邊緣化，哺乳野生動物保育分類無法切合山林野生動物現況，也因此讓原住民
獵人背負了保育殺手的污名迄今。
短短30年刑罰的伺候，讓原住民族幾千年來所孕育出來的狩獵文化與山林生態智
慧遭到摧毀，我想，這將會是台灣這塊土地難以承受的損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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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裁判員選任程序之探討（上）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庭法官／林蕙芳）
自司法院積極推動人民參與審判模擬法庭活動以來，各場次研討會中經常為評論
員提及應予檢討、改進之事項，首推審、檢、辯三方於「國民裁判員1個別詢問程序中
之提問內容良莠2」。以司法院「人民參與審判網站」上所列各該人民參與審判制度草
案3內容觀之，對選任程序均僅有類似「候選國民裁判員接受法官及檢察官、辯護人詢
問」之抽象規範，然審、檢、辯三方在詢問程序之角色分配為何？詢問程序所欲達成
之目標為何？詢問程序所應包括之問題為何？如何架構問題模式以有效達成詢問目的
？類此關乎抽象規範如何於實際運作上具體落實之細節，實仍有待借鏡採行人民參與
審判制度之他國實務經驗。蒙桃園律師公會之邀，筆者不揣簡陋，僅以個人於美國舊
金山地方法院刑事庭見聞之經驗及所接觸之該國相關論述，就桃園地院105年8月間首
場模擬法庭之參審員選任詢問程序提出討論意見，俾供我國日後採取人民參與審判制
度之際運作國民裁判員選任過程詢問程序4之參考。
壹、美國陪審員選任程序之探討
陪審員選任詢問（Jury Voir Dire）之目的，係在個案中選出公正無偏 5 （fair and 
impartial  jury）之陪審員參與審判。易言之，法官、檢察官、辯護人透過陪審員選任詢
問所欲達成之目標，係在判斷各該候選陪審員是否能「毫無偏見的評價證據」（
undertaking an impartial evaluation of the evidences）及「適用相關法律規定」（application of 
the  relevant  legal  rules）。在選任程序裡，法官與檢、辯雙方分別扮演不同角色6。法官
的角色在於闡述相關的法律基本原則，並且「避免檢辯雙方發生反覆的、無關的及不
適當的詢問」，在選任程序中，法官向候選陪審員介紹檢辯雙方並簡述案件性質後，
應針對候選陪審員詢問影響其在本案擔任陪審員資格之共通性問題，並在檢辯雙方有
反覆性或無關聯性問題時予以制止，當檢辯雙方詢問結束後，法官亦可再就候選陪審
員之資格問題提出進一步詢問；而檢察官及辯護人的角色，在於進一步開展、詢問「
任何未被發覺而可能影響候選陪審員資格的事項」，亦即透過詢問程序瞭解候選陪審
員之態度、信念和個人經驗（Attitudes, Beliefs, and Life Experiences），以作為判斷陪審員
是否能「公正無偏」執行職務的基礎，而並非利用此程序作為一個說服陪審員傾向於
己方觀點之工具。以下即分就法官及檢、辯雙方之問題內容及提問模式予以簡要介紹。
一、法官詢問程序
選任程序中，法官首就全數候選陪審員提出共通性問題7，嗣檢察官、辯護人再就
個別候選陪審員之回答為進一步深究。個別法官所提共通性問題內容雖互有出入，惟
基本上範圍、類型均大同小異。以下僅簡介法官詢問之程序及共通性問題內容供參8。
（一）陪審員法定資格問題
此係詢問候選陪審員有否法定不應擔任陪審員之情形，例如年齡、公民身分、設
籍情形、犯罪紀錄等消極資格，其資格條件依各該案件管轄法院之法律定之9。
（二）一般性問題
一般性問題，通常包括候選陪審員對系爭案件事實及案發現場之熟悉度、對本案
相關人士之熟悉度、對刑事司法系統之態度、與執法機關之關係及其印象、語言能力
良莠、是否能全程參與審理程序等，茲分述如下：
１、對案件之認識（Case  Familiarity）：本案檢察官起訴的事實認為被告某甲（陳述其
姓名），在某時間、某地點實行某個犯罪行為。請問你是否知悉任何關於本案的
事項，或者是否曾經自任何人或任何包括網路或新聞媒體在內之資訊來源，目睹
或聽聞任何關於本案之事項？
２、對犯罪現場的認識（Scene Familiarity）：你是否在本案起訴事實發生地附近居住或
工作，或是否基於任何理由而對該地點有所熟悉？
３、對檢察官（State s  Attorney）、律師（Defense  Attorney）、被告（Defendant）、被
害人（Victim）之認識10：你，或你親近的朋友或親屬，是否經由任何家庭、社交
、商業活動或其他管道，而對本案檢察官某A（陳述其姓名）、本轄區檢察長或
本轄區檢察署的雇員；本案辯護人某B（陳述其姓名及事務所名稱）；本案被告
某甲（陳述其姓名）；本案被害人某乙（陳述其姓名）及上開人等之家人、子女
、長輩有所熟悉？
４、對證人之認識（Witness and Others）：【在進行此部分詢問前，法官應將檢、辯雙
方所提出之證人列出清單，並且需將其他在審判中可能被提到之人名列入考慮，
例如調查員或其他在本案審判之前對於本案之建構（development）有所熟悉的人。
如果證人有「菜市場名」，法院可以要求律師將證人帶至法庭，與候選陪審員面
對面，以便於這位證人的姓名被唸到時，供候選陪審員辨識人別。】你，或你親
近的朋友或親屬，是否經由任何家庭、社交、商業活動或其他管道，對於下列之
人有有所熟悉？以下的每一個人將來都有可能作為證人被傳喚到庭作證，或在審
理過程中可能被提到：（1）依序宣讀證人姓名；（2）依序宣讀員警、公部門證
人（governmental witness）之全名、職稱（rank）、部門；（3）依序宣讀專家證人
之姓名，並說明其公司地址及專門領域；（4）宣讀將來雖然不會到庭作證，但
在審理中將會被提及之人之姓名，包括已故之人。
５、對其他陪審員之認識（Other  Prospective  Jurors）：你是否知道或認識任何其他候選
陪審員的成員？
６、法律知識（Legal  Knowledge）：你，或你親近的朋友或親屬，是否曾經受訓
或受僱於法律、執法機關或法律相關領域11？ 
７、法庭經驗（Court  Experience）：a、你，或你親近的朋友或親屬，現在是否為可  
能會在本院接受審理之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的原告或被告？b、你是否曾經在涉
及本案相關爭點之民事案件中擔任原告、被告或證人？c、你是否曾經在本院或其
他法院，擔任陪審員或大陪審團的陪審員？ 
８、犯罪經驗（Crime  Experience）：你，或你親近的朋友或親屬是否曾經為a、某犯罪
（陳明某與本案罪質相類似之罪）的被害人；b、某個犯罪的證人；c、因為輕微
交通事故以外的犯罪被逮捕、起訴或判決？
９、語言能力（Language Proficiency）：你是否能夠聽、讀英文？
10、審理期間（Trial  Duration）：本次審理期間預計○日，每日上午○時至下午○時，
每天必須在上午幾點到下午幾點，法律規定陪審員需全程參與程序，是否有任何
無法全程參與之理由？
（三）證人憑信性認知問題
１、執法官員（Law Enforcement Officer）證詞：相較於其他證人，你對於執法官員所為
之證述，是否傾向於較為相信或較不相信？
２、檢方證人（Prosecution  Witness）：相較於辯方聲請傳喚之證人，你對於檢察官
聲請傳喚之證人所為之證述，是否傾向於較為相信或較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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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辯方證人（Defense  Witness）：在刑事案件中，檢、辯雙方均可就證據表示爭執，
但只有檢察官負有舉證責任。被告並不需要作證或提出任何證據。是以，請問你
：a、相較於檢方聲請傳喚之證人，你對於辯方聲請傳喚之證人所為之證述，是
否傾向於較為相信或較不相信？b、你是否會因為辯方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而對
被告有不利的認定？
４、專家證人（Expert  Witness）：本案中會有專家提出某領域之專業意見。你會因為
這個證人的專業領域而傾向接受或排除任何一部份的證詞嗎？
（四）特殊偏見立場
１、被告表示他是某種族、宗教、性傾向、國籍之人，這些因素是否會導致你對被告
有所偏見？
２、被告的個人外在、特定人格特質（請候選陪審員目視被告），這些因素是否會導
致你對被告有所偏見？
３、個人信念（personal  Beliefs）：你是否有任何足以妨害你權衡證據並達成公正無偏
之判決的道德、宗教或倫理上信念？
（五）重要法律原則適用問題
１、無罪推定/超越合理懷疑之遵守：
我現在要向你們解釋「無罪推定」及檢察官的舉證責任。「被告被提出一個刑事
指控」這件事，不是這項指控為真的證據，你不能僅因被告被逮捕、被提出一個
犯罪指控或進入刑事審判，而對被告有偏見。刑事案件的被告被推定為無辜的，
你從現在乃至整個程序中，都必須假設被告某甲對於他現在被起訴的案件是清白
的，直到你看見、聽聞並公平的比較、考慮所有經由審理程序中呈現之證據後，
檢察官說服你被告有罪的心證已經到達「超越合理懷疑」的程度為止。「超越合
理懷疑」的證明，是使你對於指控屬實有不變的確信的證明，但這些證據不需要
消除「所有」可能的懷疑，因為生活裡的每一件事都存有一些可能或想像上的懷
疑。除非檢察官提出的證據證明被告的犯罪「超越合理懷疑」，否則被告有權獲
得一個無罪宣告，而且你必須裁決他無罪。如果你現在便不認為被告是無辜的，
或你不確定你認為檢察官需要證明被告有罪到達「無合理懷疑」的程度，請表示。
２、遵守法官指示之意願及能力
在所有的證據調查完畢之後，我會給予你關於本案所適用的法律的指示。你必須遵
守我向你指示法律解釋，不能依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釋法律。如果你認為自己無法
做到，請表示。
（六）候選陪審員陳報個人資料
在加州舊金山地方法院刑事庭，法官詢畢上開問題後，在進入檢察官、辯護人提
問程序前，會令在場候選陪審員依事先放置於座位上之「個人資訊表」所載事項，逐
一朗讀其姓名、地址、居住期間、職業（若現為無業，則說明前一份工作之內容）、
同住之人（若有，需說明其關係）、學歷等事項 。（未完待續）
【註釋】
1. 由於我國未來可能採行之人民參與審判模式為何，目前尚無定論，惟無論陪審制、參審制甚或觀
審制，參與審判之素人均可稱之為「國民裁判員」，是本文於概稱各制度之素人裁判員時，均以
「國民裁判員」稱之，合先敘明。
2. 以桃院本次模擬法庭為例，評論員中原大學徐偉群教授即曾指出：「應該避免讓任何一方在挑選
參審員、陪審員時就在暗示本案事實或測試他們對於本案事實的推論方向。」類此評論於我國各
法院舉辦之模擬法庭活動中均屬常見，實乃反應出我國對於國民裁判員選任詢問之陌生。另就國
民裁判員接受個別詢問時，應避免詢及事涉案件核心之事項，尤應避免對於本案事實認定或證據
評價具誘導性之問題，以避免觀審員因提問之內容而產生預斷，而對被告本人或案情有先入為主
之偏見之討論，另請參見拙著，「104年度臺中地方法院模擬法庭觀察活動研究成果報告書」，
105年1月15日，頁8。
3. http://www.judicial.gov.tw/LayParticipation/proposal.asp ，最後訪問日：105年10月28日。
4. 在我國推動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之過程中，最令審、檢、辯三方感覺陌生，然對能否獲致正確判決
結果至關重要之議題有二，其一為「陪審團指示」、其二為本文所欲探討之「選任程序」。在「
陪審團指示」部分，無論將來採行何種形式之人民參與審判制度，法官對國民裁判員所為法律上
解釋、指示，均影響判決結果至鉅。在參審制、觀審制下，國民裁判員對法律認知有所偏失時，
法官或尚可透過評議過程中之說明、討論，強化國民裁判員對法律要件之認識及瞭解；在陪審制
下，法官並未參與陪審員之評議，是評議前正確之陪審團指示即更形重要。法官對證據評價規則
及法律規範定義倘有解釋、指示錯誤，即恐使國民裁判員依此錯誤指示所達成之判決結果有重大
違誤之情。在美國，各州均有自訂之「陪審團指示」，法官指示錯誤者甚可作為上訴理由，而我
國推動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多年，就是否建立統一「法官指示手冊」一節，迄今仍未見明朗。然而
，將案件方向及判決結果繫諸於每一位法官對於法條解釋方式之異同、說明程度之深淺，是否妥
適，實不無討論空間。另筆者曾摘譯「加州刑事陪審團指示」（CALCRIM），或可供我國日後發
展「法官指示手冊」之參考，此部分請參見拙著，「陪審實務運作實況」，102年11月14日，頁
75以下，文章網址：
http://jirs.judicial.gov.tw/judlib/EBookQRY03.asp?S=S&S=U&Y1=&M1=&D1=&Y2=&M2=&D2=&sn=%B3%
AD%BCf%B9%EA%B0%C8%B9B%A7%40%B9%EA%AAp&sa=&src=&kw=&sdate=&edate=&sname=%B3
%AD%BCf%B9%EA%B0%C8%B9B%A7%40%B9%EA%AAp&sauthor=&ssource=&keyword=&EXEC=%ACd
++%B8%DF&scode=U ，最後訪問日：105年10月28日。
5. 然而，實際運作過程中經常演變為檢、辯雙方試圖挑選出最有利於己方之陪審員，故在美國文獻
中，有諸多關於律師如何有效行使陪審員選任，甚或於陪審員選任程序中如何建立對於陪審員之
「潛在性說服」的相關論述，惟本文著眼於陪審員選任程序之一般原則性討論，故此部分爰不予
贅敘，留待日後若有機會另為文說明。
6. 法官與檢、辯雙方角色異同之說明，請參見Jury  Voir  Dire  in  Criminal  Cases，Phylis  Skloot  Bamberger, 
NYSBA Journal, October 2006, Vol. 78, No. 9, 頁1、2。文章網址：
https://www.nycourts.gov/publications/jury-materials/Bamberger_JuryVoirDire_CriminalCase.pdf，最後訪問日
：105年10月27日。
7. 在正式進入選任詢問程序前，法官應就陪審任務之重要性、選任之目的、選任程序中應遵守之規
範為初步的說明，其中最重要之事項，包括選任過程中禁止以任何通訊工具與他人聯繫，並不可
以任何方式揭露、討論、調查與本案有關事項。另並主持候選陪審員之宣誓程序，令候選陪審員
宣誓其等於選任程序中將據實回答所有提問。
8. 下述共通性問題，主要綜合筆者前往加州舊金山地方法院刑事庭實際觀摩經驗，暨馬里蘭州「刑
事審判陪審員選任模範問題」（MODEL  JURY  SELECTION  QUESTIONS  FOR  CRIMINAL  TRIALS）及紐約
州陪審員選任問題整合之。「MODEL  JURY  SELECTION  QUESTIONS  FOR  CRIMINAL  TRIALS」，網址：
http://www.msba.org/uploadedFiles/MSBA/Member_Groups/Committees/Voir_Dire/Criminal%20Voir%20Dire
%20Model%20Questions%20(2).pdf， 最後訪問日：105年10月18日。
9. 以馬里蘭州「刑事審判陪審員選任模範問題」為例，此部分應詢問候選陪審員是否有以下任何一
項情況：（1）尚未年滿18歲；（2）現在並非本轄區之居民；（3）並非美國公民；（4）曾經因
為任何犯罪被處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即使全部或一部暫緩執行）；（5）正因為一個有期徒刑6
個月以上的犯罪被起訴；（6）有任何妨礙你擔任陪審員的身心障礙，有醫療機構提出的書面文書
為憑。
10. 囿於篇幅之故，本文就此部分「對各該身分之人是否熟悉」之問題合併記載，惟實際運作時仍應
依各身分別個別提問。
11. 換句話說，你，或你親近的朋友或親屬，是否曾經：a、受訓或受僱擔任書記官（law  clerk）、律
師助理（paralegal）、法官、法律秘書（legal  secretary）、律師或法院職員？b、是否受訓或受僱擔
任執法機關、矯正機構、安全（security）、假釋或緩刑官員或調查員？c、學習法律、犯罪學、法
醫科學或其他類似的學門，或在類似的職業工作？
12. 拙著，「陪審實務運作實況」，102年11月14日，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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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桃律舞蹈社，真好！（孔菊念律師）
桃園律師公會自民國62年設立，一直到104年底，成立有「慢速壘球社」、「高
爾夫球社」、「登山社」、「羽毛球社」、以及「悅樂社」、「品酒社」、「攝影社
」、「鐘錶社」、「電影社」等各種社團，美中不足的是缺少更柔性而且以女性律師
為主的社團，所以在陳韻如律師104年12月間開始籌備成立舞蹈社時，立刻自願連署
並參加舞蹈社。只是對於沒有任何舞蹈基礎的自己，實在沒有甚麼信心，尤其舞蹈社
以國際標準舞為主要練習項目，而對於國際標準舞的印象，就是在電視上看到，穿著
緊身華服，跳著誇張艱難舞步，動輒劈腿、前後空翻的舞蹈，感覺實在有超高難度，
所以心中難免忐忑不安。直到參加舞蹈社以後，才發現「舞蹈」不只是身體姿態的展
現，更是一種透過排列、接續的肢體動作而達到調整體態、抒解身心的方法。
今年3月5日第一次課程練習開始，專業認真的永華老師，在教授基本舞步之前，
先介紹了國際標準舞形成的歷史背景與發展軌跡，以及從舞蹈中看出民族的差異及特
性等，例如「華爾滋」是標準舞中歷史最悠久的舞蹈形式，起源於波西米亞地方，因
居於山區空間有限，動作以拍擊腿部或鞋子等豐富的手部為主，加上一些旋轉的動作
，後因手部拍擊等動作過於複雜，只有最終輕快旋轉的華爾滋舞步被留下來；拉丁舞
中「倫巴」起源背景是原本天性善良樂觀的黑奴，在感受自身悲慘的命運，藉歌舞以
沖淡現實的苦悶所逐漸發展而成，當時被送到古巴的非洲的黑人奴隸，在工作時自然
地配合著歌唱，因舞蹈動作受到腳鐐限制，除了身體扭動之外，只能向右三步，向左
三步，這就是現在倫巴的基本舞型。而舞蹈社課程練習從「拉丁舞」開始，對於執業
律師因撰寫書狀長期坐著使用電腦、提負公事包等工作需要所造成駝背、斜肩、肩頸
僵硬等職業傷害，身為律師眷屬的永華老師都瞭若指掌，所以永華老師詳細解說基礎
舞步與人體骨骼、肌肉間的關係，又透過訓練社員們基本的站立、走路姿勢，再延伸
到各項舞蹈動作，以骨骼正確的位置加
上肌肉的伸展，矯正不良的姿勢，也就
是經由正確的站姿、走路方式改善，並
結合舞蹈動作，以曼妙舞姿的呈現，同
時調整了體態，改善駝背和肩頸僵硬等
情形。
現在每次課程開始，永華老師都先
帶領大家做伸展及肌耐力訓練，然後練
習拉丁舞的基本舞步，再將舞步配合輕
快的音樂節拍編排成一完整的舞蹈。在
短短的60分鐘練習課程中，大家雖然都
是汗水淋漓，卻沒有疲憊或任何壓力，只感受到因為專注而放鬆的愉快身心。或許正
是因為舞蹈社課程練習內容精采豐富，目前社員已經增加到25人，其中不乏男性律師
及律師眷屬。所以有參加舞蹈社的社員們應該和我的感覺一樣，參加桃律舞蹈社，真
好！

我的太極拳旅程 （黃秋田律師）
大學時期，看過李安導演的一部電影─推手。故事敘述
郎雄主演的太極拳高手老朱移居美國後生活的種種。觀看電
影過程中，對於老朱在片中演練太極拳時，周身散發出來的
靜謐，及其莫測高深的推手功夫令我印象極為深刻。然而當
時根本沒有想到自己會與太極拳結緣。
大學畢業後，82年進入文化法研所就讀。因身體的微恙
，在校醫的建議下，想找個運動練練身體，適巧國術社太極
拳組招生，又因著推手電影的印象，我就這麼踏入太極旅程
，練起了太極拳。
我學拳的過程分成兩段。第一段起自82年到87年，因上
課、工作關係，所以換過幾個教練場，加上年輕，練拳也就斷斷續續的，甚至在87年
時，因結婚、創業而中斷了太極拳的學習。第二段則在孩子漸長後，從97年5月起至
今，我到住家附近的龍潭國小教練場從新生班練起。教練場的總教練剛好是我國中時
期的英文老師─徐寧莉老師。徐老師在我國中時就是一位名師，也是一位嚴師。她常
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名聲一時的，財富別人的，健康自己的」，念茲在茲的就是督
促我們投資自己的健康。在徐老師的帶領下，我漸漸醉心於習練太極拳，幾年下來，
我陸續取得太極拳總會認證的A級（國家級）教練證及B級（省市級）裁判證。剛好會
裡要我談談我幾年下來的心得，就藉此機會與大家分享。
一、太極拳是一門要悟的武學
太極拳概可分為陳、楊、吳、武、孫五大派，派下又有分支，可說是五花八門，
流派甚多。如果你到三民網路書局輸入太極拳三字查找書籍，也可以看到著述甚多，
恐怕不輸給法學的著作。當你有心再加瞭解而去閱覽群書時，你會發現著者各有各的
見地。例如：起勢時要求兩腳要與肩同寬，究竟是指腳的內緣或外緣與肩同寬，及為
何要與肩同寬這樣的細節，都有人著述討論，太極拳界前輩追求武學真善美的心境，
只怕不下我們法律人在法律上的諸說併陳，而要找到最妥適結論的研究精神。
習練太極拳者，對於俗傳王宗岳的太極拳論及張三丰的太極拳經必然不陌生。著
述中有很大的部分是在針對拳經、拳論發表著者的心得。在我的認知中，太極拳就像
瞎子摸象一般，摸著象鼻子的人，說它是一條管子；摸著耳朵的人，說它是一把扇子
；摸著象尾巴的人，說它是一條繩子。摸的人感受不同，而各有各的認知。太極拳就
是這樣一門武學，讓我瞭解得越多，困惑越多。基於追根究底的心態，我蒐集各種資
料，進一步去分析、思考，去悟太極拳究竟是什麼，而這樣的過程，讓我深深著迷其
中。
二、跟著好老師的身影默識揣摩，練習中不要怕吃虧
太極拳論記載：「由著熟而漸悟懂勁，由懂勁而階及神明，然非用力之久，不能

豁然貫通焉。」、「懂勁後愈練愈精，默識揣摩，漸至從心所欲。」我們學一個動作
，都是起自於模仿，幾經練習後，才會有自己的心得。太極拳也不例外。習練之始，
要跟著老師的身影，依樣畫葫蘆。老師一招攬雀尾，你也一招攬雀尾；老師一招單鞭
，你也一招單鞭。將老師的身影烙印在自己腦海中，去悟其中的道理。
漸漸的，隨著招式的熟悉，會從手忙腳亂，到手腳協調，再到手隨身轉。然後才
能去印證十三勢說略記載：「其根在腳，發於腿，主宰於腰，形於手指。由腳而腿而
腰，總須完整一氣。」的完整一氣，體驗到中國人說的氣感。
太極拳的老師跟法學老師一樣，有的老師很會教，功夫卻不夠精深；有的老師很
有功夫，卻不太會教。而真正會教又有功夫的老師，需要細細打聽。因此在學習太極
拳過程中，找一位好老師很重要，而且太極拳有功架、器械、推手，因此要找一位體
用皆全的好老師，必然可以少在太極路上繞一些圈子。
練太極拳的過程中，很辛苦，經常性要以實腳支撐全身的重量。而很多人卻因怕
吃苦，而中斷練習。再者，練太極拳過程中，老師經常會要求鬆，學者看到老師的鬆
、架子低，就以曲膝，甚至跪膝的方式來練習。殊不知，練拳時要求鬆腰落胯，膝蓋
是自然地放鬆，並非刻意彎曲，二者不可不辨。否則久而久之，傷了膝蓋，而對太極
拳有所誤會就不好了。
在推手習練過程中，更要拋開好勝之心，做到沾黏連隨不丟頂的要求。好好的把
心靜下來，聽對方來勁的方向及大小，惟有知己知彼後，才能引進落空，四兩撥千斤。
三、十字真訣
太極拳界流傳有十字真訣，就是敬、靜、定、鬆、柔、圓、慢、勻、整、恆。
敬，指的是尊敬老師，尊敬同門，尊重這門武學。這和我們法律界有異曲同工之
妙。雖然我們可以在學問和問題見解上有所不同，但應該要尊敬同道對法學的鑽研精
神，對當事人權益及司法正義追求的那顆認真的心。
靜，指的是心靜、神靜。太極拳習練者，常說心靜而後氣沉，氣沉而後體鬆。做
什麼事，先讓心靜下來。就像我們接案一樣，當事人急急忙忙的來尋求我們法律專業
的協助。有時問題往往極為複雜，然而越是複雜的問題，我們越要平心靜氣理出頭緒
為適切法學上之主張。
定，太極拳學講究中定，惟有定才能穩，才能繼而在穩定的基礎上變化。法律訴
訟不也是要先定下訴訟主軸，再運用法律上的知識建構我們的主張或理由嗎？
鬆、柔，太極拳要求心鬆、體鬆，然後才能以柔克剛。我們在訴訟上靠的是依法
說理，才能說服審檢，取得勝訴判決。如果自己能架構出有利於己方的事實，及堅強
的法律論述，心境自然輕鬆以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圓，太極動作處處走圓，因為在物理學上，圓有向心力、離心力，太極就是借著
向心力、離心力來達到武術上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我將他引伸為我們在律師執業的生
涯中，要處處圓融，對事不對人，執業生涯能順遂。
慢、勻，習練太極拳者在平常練習時動作是緩慢、均勻的，不會忽快忽慢。然而
真正在運用時，卻可急如奔雷。所以太極拳論記載：「動急則急應，動緩則緩隨。」
才可以英雄所向無敵。我們在辦案時，在一些事實未明、法律基礎難以抉擇時，要慢
工出細活，詳加研究、確認，再提出我們的主張。然而在假處分、假扣押、上訴、抗
告等具時效性案件時，則是當快則快。
整，太極拳講的整，究竟為何意，尚無體悟，就先不說。至於恆，要想求得太極
功夫的人是一定要的。每天練拳，就能聚沙成塔，慢慢身上就會有氣感。如同我們執
業過程中，碰到法律疑難問題時，就要有恆心的去閱讀各種相關文獻，整理歸納法律
實務見解，提出我們自己的看法，這些無恆不可啊！
綜上而論，太極拳學實際上與人生哲學確有相通之處。
四、歡迎加入太極的行列
自己的健康要自己有恆的儲蓄、投資。在還沒窺太極門道前，我很容易感冒，每
年特定的時間，也很容易過敏而蕁麻疹，然而這些都在我堅持每天早起習練後改變。
撰寫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把我自己的經驗跟大家分享，請各位同道一定要找
一項適合自己，自己也喜愛的運動，不論是跑步、游泳、騎腳踏車…等都好。當然，
如果你願意，歡迎加入太極之路，讓我們共同認識這中國傳統的以柔克剛武學，也讓
自己每天都是健康的一天。

攝影札記（袁曉君律師）

快門6秒；F/11；32mm；ISO100
這張照片是2015年與桃律攝影社的攝友們在彰濱工業區玻璃廟前拍攝。外拍風
景攝影最怕的就是下雨，但拍攝當天正因下雨恰恰將彰濱工業區中的玻璃媽祖廟水
中倒影一併拍攝進來，讓這建築物虛實相稱，別有一番趣味。在天剛剛黑時，玻璃
廟燈光映襯著天空的藍調，更可見出建築的通透。拍攝日當天我跟攝友們撐傘蹲在
雨中等著天黑，為了拍這張照片而讓自己狼狽不已，十分值得。

徵稿啟事
律師的生活並非只是書狀及開庭，各位道長間除了因為工作上認識外，對於其他道
長的認識有多少？其他道長對於自己的認識有多少？本會刊提供法庭外交流的管道，請
各位道長發揮寫書狀以外的文采，豐富律師的生涯。
來稿內容、文體不拘，本刊保有修改之權利，如因文章過長，本刊並得分期刊登，
稿費從優，惟為免侵害著作權，如有引用他人著作，請先行取得同意。如欲一稿多投，

本刊僅接受首刊，若已投稿其他刊物，請惠知出刊日期，若無法首刊，本刊將不予刊登，
敬請見諒。
本刊除印製紙本外，並一併於公會網站、臉書上公開發表，歡迎道長及各界先進踴躍
賜稿。來稿請寄桃園律師公會電子信箱：sec.tybar@gmail.com，並請註明姓名及『投稿桃律
通訊』等標題文字，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