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檢察官蒞庭之基本能力 

（一）、異議目的 

於說明檢察官蒞庭基本能力之前，應先簡要說明異議目的。於

交互詰問程序，異議目的可大分為消極面及積極面。以檢察官對辯

護人之詰問問題聲明異議為例，異議目的就消極面言，一方面係為

避免證人、鑑定人因辯護人之瑕疵問題，而為有利被告之證述，另

一方面則係為避免證人、鑑定人針對辯護人問題之回答，有削弱證

人、鑑定人甫於檢察官詰問階段所為不利被告證述之證明力情形1。

此乃吾人對於異議目的之一般認知。亦即，檢察官之所以對辯護人

之詰問問題聲明異議，其目的無非是希望審判長能要求辯護人變更

或撤回該問題，而一經變更或撤回，原瑕疵問題不復存在，證人、

鑑定人自然不會有所回答，從而不會產生有利被告之證述內容，亦

不會削弱證人、鑑定人先前所為不利被告證述之證明力。 

然而，異議目的尚具積極面。檢察官在某些蒞庭情境，有可能

透過誘導式異議，使證人、鑑定人就辯護人之特定問題，為不利被

告之回答。在「誘導式異議」之情形，檢察官並不希望審判長諭知

異議成立，反而希望審判長駁回異議，使異議聲明達其誘導目的。
 

1  就異議目的之消極面而言，尚包括以「重覆性問題」為由聲明異議時，所具有之避

免時間耗費之目的。然而，依本書「重覆性問題」一章之相關說明可知，「重覆性詰

問」之異議目的，並非僅止於避免時間耗費而已，亦具有一般異議之消極目的，

即：避免證人、鑑定人為有利於被告之證言，或避免證人、鑑定人之證言削弱其先

前所言，對被告不利證言之證明力。從此角度觀之，以「重覆性詰問」為由聲明異

議之消極目的，實與援用其他異議事由而為異議聲明之消極目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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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檢察官在某些蒞庭情境，則有可能為「結盟式異議」，使證人

行使事實上異議權，或主張其所無之拒絕證言權，與檢察官齊心協

力對抗辯護人之問題，進而癱瘓辯護人之詰問活動，至於審判長就

異議聲明之准駁情形，檢察官毫不在乎。於誘導式異議及結盟式異

議之情形，檢察官雖為異議人，實已反客為主，凌駕於詰問人之上2。 

如上所述，異議目的之積極面尚包括癱瘓辯護人之詰問活動。

此一目的除可透過結盟式異議達成之外，面對詰問能力不足之辯護

人，亦可透過檢察官頻繁之異議聲明達成，無需證人、鑑定人協

助。例如，辯護人欠缺「提出詰問問題應先建立前提事實」之基本

觀念，始終於問題內包含尚未建立之前提事實，或雖知詰問問題應

先建立前提事實，但就某一尚未建立之前提事實，辯護人一直堅持

該前提事實業已建立，因而本於該前提事實而不斷提出問題，則檢

察官得一律以「前提事實尚未建立」為由，聲明異議。又或者，辯

護人以被告或其他證人於偵查或先前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之不同供

述或證述為據，質問到庭證人為何如此，卻不知應如何詰問，始終

口出「你有什麼意見？」或「是你所言可採，還是對方所言可

採？」等非專業詰問用語，則檢察官得一律以「要求證人陳述個人

意見」或「要求證人臆測」為由，聲明異議。一旦辯護人之問題始

終具有同一類型瑕疵，檢察官並持續聲明異議，辯護人之詰問活動

將受嚴重影響，甚至陷於癱瘓3。 

 
2  關於誘導式異議、結盟式異議及事實上異議權，參本書「從一般式異議到誘導式異

議」、「從誘導式異議到結盟式異議」、「事實上異議權」各章之相關說明。 
3  異議目的就積極面而言，固然包括全面癱瘓辯護人之詰問活動，但此並非意味檢察

官一有機會，即應試圖癱瘓辯護人之詰問活動。若辯護人之詰問活動具有「惡意犯

規」之情形，例如刻意曲解證人於偵查中之證述，據此質疑證人何以審理中為歧異

之證述，或將答辯要旨視為普世之經驗法則，質疑何以證人（尤其是性侵害案件之

被害人）於案發前後之作為或不作為與經驗法則不符，而於證人回答後，辯護人仍

本於該經驗法則持續質問證人，甚或質疑證人品行，則檢察官得考慮透過大量聲明

異議之方式，癱瘓辯護人之詰問活動。然而，若之所以辯護人之詰問問題多數皆具



 
 
 
 
 
 
 
 
 
 

 

二、檢察官蒞庭之基本能力 009 

（二）、分析力 

公訴檢察官應具備之主要能力有五，亦即：分析力、意志力、

行動力、自制力、語言能力。又檢察官之法庭角色，可以足球選手

為例，比喻說明之。 

所謂分析力，若以足球選手為例，即為其應知悉對手贏球可能

性之高低，以及究竟對手是全盛時期之西甲豪門巴塞隆納隊？或係

臨時在路上隨意招募拼湊而成之隊伍？而若以檢察官蒞庭觀點言

之，則指檢察官應詳細閱覽卷宗，並對案件縝密分析，以確認案件

難點（即將來法院可能諭知被告無罪之理由），並判斷所生之無罪可

能性（即無罪率）後，設想有效之蒞庭策略，以求妥善因應。 

（三）、意志力 

所謂意志力，若以足球選手為例，即指不論經過分析判斷後，

認定對手贏球可能性之高低如何，仍應抱持運動家精神，以參加極

限運動之心態，超越自我體能極限，踢完整場比賽，過程中不能休

息，更不可向場邊教練示意換人。而足球比賽正規時間為九十分

鐘，若正規比賽時間已到，傷停補時之歷時長短如何，足球選手不

得置喙，絕不可提醒裁判現已逾傷停補時時間，要求立即終止比

賽。足球選手必須始終抱持比賽甫開始時之積極心態，全力以赴，

直至比賽結束哨音響起為止。而若裁判體力不堪負荷，因而無法全

力跑動，此乃裁判個人問題，足球選手不可因裁判無法移動腳步，

自己亦神不知鬼不覺地蹲下休息。且於比賽過程中，足球選手除必

 
有瑕疵，係因辯護人擅長民事或家事事件，對刑事案件並不熟稔，並非刻意操弄詰

問程序或羞辱證人，則檢察官得針對辯護人之個別詰問問題，本於異議權配額之概

念，一一決定是否對之聲明異議，尚無透過大量聲明異議而全面癱瘓辯護人詰問活

動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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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讓對手深感其認真與專業之外，亦應隨時注意裁判是否因看到球

員踢得如此精彩，一時技癢加入比賽，而剝奪我方球員應有之持球

機會。 

而若以檢察官蒞庭觀點言之，所謂意志力，係指縱使經過分析

判斷後，認定無罪率甚高，除非係明顯應諭知無罪之案件4，只要存

有一絲一毫希望，檢察官仍應全力以赴。直言之，公訴檢察官不要

再猶豫被告究應有罪無罪一事，此乃偵查檢察官或承審法官所應考

慮者，公訴檢察官不應為此裹足不前。而蒞庭過程有時難免長達數

小時，尤其在冗長之審理程序，歷經數個證人、鑑定人之交互詰問

後，檢察官絕對不可因欲休息，而建議審判長暫時休庭。在審判長

諭知暫時休庭或該日庭期終結之前，檢察官必須戰到最後一刻，不

可面露疲態，亦不得因陪席法官或辯護人已經恍神，即認為自己亦

可假眠。即令午後之審理期日5，因特殊因素導致延宕至夜間仍未結

束，檢察官亦不得示弱，向審判長建議將部分證人、鑑定人留待下

次庭期再行詰問。就法院將來究係諭知被告有罪無罪一事，檢察官

固然無法精準預測，然就意志力之展現一節，則可完全自我掌控，

因此，絕不能怯懦退縮。對檢察官而言，結果有罪無罪固然甚為重

要，但即使無罪，仍得透過積極之蒞庭活動達成自我實現之效果，

肯定自我存在之價值，並贏得法官、辯護人甚至被告發自內心之尊

敬。此外，檢察官亦應隨時注意審判長、受命法官是否過於職權，

而剝奪檢察官之蒞庭權能6。 

 
4  例如於施用毒品案件，警察機關不慎將他人之陽性尿液檢驗報告誤為被告之尿液檢

驗報告，將被告移送偵辦，而偵查檢察官亦一時不察，將被告提起公訴之情形。 
5  刑事訴訟法所稱「審判期日」，實務上一般稱之為「審理期日」。 
6  例如，駁回檢察官實有理由之調查證據聲請，或於兩造詰問證人完畢後，為獲得證

人特定證言內容，於補充訊問階段，對同一證人濫行重覆訊問、誘導訊問，無視檢

察官先前於詰問程序之自我要求與克制，使檢察官所為努力化為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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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動力 

所謂行動力，若以足球選手為例，其係意志力之展現。足球選

手本於堅強之意志力，應在球場上充分發揮，不論搶球、控球、盤

球、傳球、頂球、射門，皆展現高超球技。若如此，當能成為全場

比賽之焦點，且對方球員、執法裁判及現場球迷皆能享受對戰或觀

賽之樂趣。 

而若以檢察官蒞庭觀點言之，檢察官所應具備之行動力，不應

受到其所分析預測之無罪率高低影響。檢察官之目標只有一個，即

如何窮盡一切合法方式，使法院產生有罪心證，進而諭知被告有

罪，並科處妥適之刑度。檢察官於蒞庭過程雖然充分展現行動力，

但並無對證人、鑑定人厲聲責問，更無對被告、辯護人冷嘲熱諷。

檢察官蒞庭活動之積極，使辯護人誠惶誠恐地面對每一次交互詰

問，深怕其詰問問題遭受檢察官砲火猛烈之異議攻擊，無從招架7。

檢察官詰問時所用詞彙甚為精確，然態度則堅定而溫和，直至若旁

聽民眾閉起眼睛，僅聽聞發問者之發問內容及態度，將誤以發問者

係法官之境界。而即使辯護人在檢察官積極之蒞庭活動之下，為防

範該次詰問程序之接續問題或下次庭期之詰問問題再遭檢察官聲明

異議成立，欲透過遭異議成立之經驗自我檢討糾正，卻陷入無法有

效分析歸納檢察官異議手法之窘境。此乃因即便對於同一類型之詰

問問題，檢察官之異議事由仍多式多樣8，似無規則可循，令人眼花

繚亂。如此積極而優秀之蒞庭活動，固然造成辯護人極大之困擾與

壓力，卻也使在庭法官感覺如沐春風9。 

 
7  然若檢察官本於異議權配額之概念，隱藏實力而不對辯護人所有違背法令或不當之

問題聲明異議，甚或故意提出檢察官亦認為將遭審判長駁回之異議聲明，係另一回

事。 
8  此牽涉「異議類型之流用現象」及「異議事由之流用現象」，詳後述。 
9  參本書「異議權行使之理想境界」一章之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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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制力 

所謂自制力，若以足球選手為例，係指即使對方球員出現嚴重

犯規行為，仍應自我克制，絕對不可動怒，更不得以犯規作為報

復。再者，不論裁判之裁示如何光怪陸離，足球選手應自我克制，

絕不得當場與裁判發生口角爭執，更不可對裁判施加任何肢體暴

力。 

而若以檢察官蒞庭觀點言之，檢察官所應具備之自制力，主要

表現在三方面，分別為：面對被告及其辯護人之情形、面對證人及

鑑定人之情形、面對審判長及受命法官之情形。首先，就面對被告

及其辯護人之情形言之，於被告或辯護人失去理性，而怒吼、拍

桌、言語挑釁甚或恐嚇之際，檢察官務必自我克制，勿與之口角爭

執，更不可一同怒吼、拍桌或為言語挑釁，而應請審判長或受命法

官行使訴訟指揮權，以維持法庭秩序。若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本於隔

岸觀火之心態，認為檢察官之蒞庭尊嚴與其無關，或礙於經驗不

足、勇氣不夠，無法維持法庭秩序，檢察官應於庭後出具補充理由

書，建議審判長或受命法官下次遇此情形之處理方式10。 

再者，就面對證人及鑑定人之情形言之，若證人、鑑定人之回

答天馬行空，令人不知所云，或答非所問，檢察官得援引刑事訴訟

法第 166 條之 7 第 1 項規定11，以其回答欠缺「具體性」或「針對

性」為異議事由，主張「回答違背法令」並聲明異議。若檢察官尚

未完整形成問題，證人、鑑定人即搶先回答，檢察官亦得本於刑事

訴訟法上開規定，主張證人、鑑定人「回答違背法令」甚或「回答

 
10  此部分亦可參照本書「檢察官異議權遭漠視之因應方式」一章中，就遭辯護人漠視

之相關說明。 
11  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之 7 第 1 項規定：「詰問證人、鑑定人及證人、鑑定人之回答，

均應就個別問題具體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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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而聲明異議。又若證人、鑑定人為法所不許之反問，檢察

官亦得本於上開同一規定，主張證人、鑑定人「回答違背法令」甚

或「回答不存在」，而聲明異議。而若證人、鑑定人主張其所無之拒

絕證言權，檢察官得援引同法第 176條之 1、第 181條或第 197條等

規定12，主張證人、鑑定人「回答違背法令」甚或「回答不存在」

並聲明異議。另外，倘若證人、鑑定人之回答有類比於同法第 166

條之 7 第 2 項第 1 款、第 2 款、第 6 款、第 7 款或第 9 款規定之情

形，檢察官亦得主張「回答不當」並聲明異議13。至於證人、鑑定

人若有同法第 166 條之 1 第 3 項但書第 4 款所指「對詰問者顯示敵

意或反感」之情形，因極有可能伴隨對詰問者為反問之狀況，檢察

官可依上述證人、鑑定人為法所不許之反問狀況因應之。而若證

人、鑑定人有同項但書第 5 款所指「故為規避」之情形，因極有可

能伴隨答非所問之情形，檢察官得依上述證人、鑑定人答非所問之

狀況因應之。檢察官所為上述各種因應，原則上皆以間接式異議方

式為之，而非以直接式異議方式為之14。面對證人、鑑定人上開狀

況，檢察官務必心平氣和，展現高度自制，透過間接式異議請求審

判長對證人、鑑定人為適當曉諭，切勿意氣用事，直接向證人、鑑

定人指示、命令或斥責稱：「你不要天馬行空！」「你這樣回答，沒

人聽得懂！」「針對我的問題回答，不要顧左右而言他！」「我還沒

問完，你不要插嘴！」「只有我能問你，你沒資格反問我！」更不可

在實際上不得聲明異議之情況下，向證人、鑑定人怒斥稱：「你作偽

 
12  刑事訴訟法第 176 條之 1 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不問何人，於他人之案件，

有為證人之義務。」同法第 181 條規定：「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其有前條第一項

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得拒絕證言。」同法第 197 條則規定：「鑑定，除本

節有特別規定外，準用前節關於人證之規定。」 
13  就上開各類型聲明異議之情形，參本書「對證人、鑑定人之回答聲明異議」一章之

相關說明。 
14  就直接式異議與間接式異議之概念區別及適用情形，參本書「直接式異議與間接式

異議」一章之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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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啊15！」上開明顯欠缺自制力之不當反應，不但無法達成異議目

的，反而使檢察官成為在場所有人側目鄙視之對象。 

最後則就面對審判長及受命法官之情形言之。首先，檢察官若

聲明異議，但遭審判長駁回，不論其駁回理由為何，切勿聲明不

服。此乃因依刑事訴訟法第 167條之 6規定，就審判長依同法第 167

條之 3 至第 167 條之 5 等規定，針對異議聲明所為之處分，不得聲

明不服16之故。是若檢察官竟對審判長駁回異議之處分聲明不服，

無疑顯示其對異議權相關規定缺乏基本認識。 

舉例言之，於被告詢問證人17之際，因其所提出者，係「複合

性問題」，故檢察官聲明異議，並稱：「複合性問題。被告所提出者

實係兩個問題，詢問問題不當18。」然審判長卻諭知：「詢問程序並

無異議規則之適用，異議駁回。」此際，檢察官切勿對此一處分聲

 
15  即使證人、鑑定人之回答內容有所不實，此尚非「回答違背法令」，故不得據此聲明

異議。參本書「對證人、鑑定人之回答聲明異議」章之「回答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

一：回答內容不實」一節之相關說明。 
16  然務需注意者，所謂「不得聲明不服」，乃指不得當庭聲明不服，請求審判長變更或

撤銷就異議聲明所為處分之意，並非謂遭駁回異議之人不得於事後透過書面（於檢

察官之情形，則為補充理由書），對審判長所為處分表示不同意見，更非謂異議聲明

一經審判長駁回，即毫無補救措施。此牽涉異議權終老期之概念，參本書「異議權

之胚胎期、成熟期、終老期」章之「成熟期後之終老期」、「交互詰問過程中之異議

權終老期」、「交互詰問結束後之異議權終老期」各節之相關說明。 
17  被告通常仍係對證人詰問，而非對證人詢問。參本書「詰問程序與詢問程序」章之

「詢問程序之弱化現象」一節之相關說明。 
18  何以於詢問程序，若被告對證人提出「複合性問題」，則係「詢問問題不當」，而非

「詢問問題違背法令」之理由，參本書「詰問程序與詢問程序」章之「刑事訴訟法

第 167 條之 7 準用規定之立法疏漏」及「以類推適用作為上開立法疏漏之因應策略」

二節之相關說明。再者，檢察官於此情形，確實得依本書於該章「異議類型之轉換

暨異議事由之轉換現象」一節之建議，直接一次性地聲明異議，並稱：「複合性問

題。參照刑事訴訟法第 166 條之 7 第 1 項規定之立法意旨，係屬同法第 167 條之 7 規

定所準用之同法第 167 條之 1 所指『詢問問題不當』之情形。請鈞院曉諭被告修正問

題。」然而，若考量審判長有可能如本節所舉之例，多次駁回檢察官之異議聲明，

檢察官仍得決定以逐步而漸進之方式，糾正審判長有關異議權相關規則之錯誤見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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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服，表示：「依照刑事訴訟法第 167條之 7規定，同法第 163條

第 1 項所指被告對證人詢問之程序有異議權相關規定之準用。」檢

察官應留待下次對被告所提出之問題再為異議聲明之際，以較為詳

細之方式表示：「複合性問題。被告所提出者實係兩個問題，依照刑

事訴訟法第 167 條之 7 規定，同法第 163 條第 1 項之詢問程序得準

用同法第 167 條之 1 規定，故被告提出複合性問題，係詢問問題不

當，請鈞院曉諭被告修正問題。」而若審判長駁回此一異議聲明，

並表示「複合性問題」並非法所不許之意旨，檢察官亦切勿對此聲

明不服，表示：「刑事訴訟法第 166條之 7第 1項規定要求提問者所

提出之問題，必須是『個別問題』，故複合性問題為法所不許。」檢

察官應留待下次對被告所提出之問題再為異議聲明之際，以更為詳

細之方式表示：「複合性問題。被告所提出者係兩個問題，依照刑事

訴訟法第 167 條之 7 規定，同法第 163 條第 1 項之詢問程序得準用

同法第 167條之 1規定。而複合性問題，違反同法第 166條之 7第 1

項規定對提問者所提問題必須具有『個別性』之要求，故方才被告

詢問證人時，提出複合性問題，屬詢問問題不當，請鈞院曉諭被告

修正問題。」而若審判長亦駁回此一異議聲明，並表示同法第 167

條之 7 之準用對象不包括第 166 條之 7 第 1 項規定，故檢察官不得

援引第 166 條之 7 第 1 項規定聲明異議之意旨，檢察官亦切勿對此

聲明不服，表示：「的確，刑事訴訟法第 166條之 7第 1項規定並不

在同法第 167 條之 7 規定準用之列。然對於詢問程序，仍有要求提

問者不得提出複合性問題之必要，故公訴人剛剛方稱被告提出複合

性問題，係『詢問問題不當』，而非『詢問問題違背法令』。」檢察

官應留待下次對被告所提出之問題再為聲明異議之際，以更為詳盡

之方式表示：「複合性問題。被告所提出者係兩個問題，依照刑事訴

訟法第 167 條之 7 規定，同法第 163 條第 1 項之詢問程序得準用同

法第 167 條之 1 規定，因此，於被告詢問證人之程序，被告亦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