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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法院審理案件時，原則上允許人

民旁聽訴訟案件之進行，以公開法庭行

之，加強人民對於審判之公信力，使社

會大眾相信司法權之公正性，例外在性

侵害犯罪案件的審判，法院對於性侵害

被害人有許多周延的保護事項，依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第 18 條規定：「性侵害犯

罪之案件，審判不得公開。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經法官或軍事審判官認有必要

者，不在此限：一、被害人同意。二、

被害人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

者，經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除非經被害人同意，否則均以不公開審

理；又同法第 12 條第 2 項：「行政機

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

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

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

人身分之資訊。」，在任何必須公示的司

法文書，例如判決書上，都不會直接記

載被害人的姓名，也不會記載讓閱讀者

可以判斷出被害人的任何資料，這是法

律上給予被害人的保障。

學習司法官為了全方面的學習以

因應未來的審判工作，除了學習審理性

侵害案件的方式、程序外，亦參與不公

開審理的法庭活動，而真實案例透過新

聞報導呈現後，往往著重被告惡行惡狀

的刻化，又透過判決書的公開，我們得

以獲知法院認定的犯罪事實，然而，在

被告犯罪事實的背後，還有著被害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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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淚，這不是只是一個個悲慘的故事，

而是整個社會真實的全貌。本文撰寫雖

以單一案例呈現，實為綜合相似性侵害

案件之法庭活動面貌，並以改編部分情

節、虛構姓名方式為之，希冀能透過法

庭側寫，閱讀者得以對性侵害被害人的

困境有不同的理解，甚而共同探討對於

性侵害被害人的保護。

貳、咎責

宗教洗腦性侵 雙修治病最常見

2017/3/29

【蘋果日報：謝東明報導】

惡劣的淫媒神棍，常利用信徒對

鬼神的恐懼心理與虔誠信仰達到邪惡

的目的。例如，2016 年 12 月就爆發出

「中華民國嘉邑行善團」創團團長黃塗

德，雖然建廟、成立慈善功德會捐白米

濟貧，卻涉嫌以治病，施法、吸毒等治

療方式為由，性侵女信徒，其中一人還

是國中生。雲林地方法院以他涉妨害性

自主罪犯行達八十一次，一罪一罰判

刑三百四十六年，應執行法定最高刑度

三十年。2013 年 3 月在新竹自創「韓

國得勝堂長老會」的孔姓韓籍牧師，遭

指控利用信徒的信任與治病等理由，涉

嫌性侵兩名女信徒。法院依妨害性自主

罪嫌將孔姓牧師起訴、求刑十五年。

2012 年 11 月台中楊姓法師，涉嫌與同

寺多名女法師「雙修」嘿咻，再透過她

們物色美女信徒，宣導與楊姓法師雙修

如享「天降甘霖」，可以福報加倍，安

排供楊姓法師雙修性侵、猥褻，甚至一

起 3P，十年來約染指八名女信徒。台

中地院將楊姓法師依強制性交等罪判刑

十五年。

新聞報導神棍的案例層出不窮，

光是神棍這個詞，就已褻瀆了神明，遑

論這些惡行本身，追根究底，被告打著

信仰的旗幟，其實遂行的不過是自己的

私慾，又如何能被稱之為信仰？與其說

是借用信仰的力量，倒不如說是被告巧

言令色的利用人性的脆弱，輕易的趁虛

而入奪走被害人的意志⋯⋯被害人躺在

一張不屬於自己的床上，意識到身體雖

是屬於自己，卻早已失去了性自主權，

痛楚的過後，卻才真正開始撕裂被害人

的心⋯⋯

「是我太傻，還是你背叛了我的

信任⋯」

被害人關在名為咎責的牢籠裡，

責怪自己，甚至承擔家人的不諒解，但

那一夜被侵害的痛楚依舊燒灼著遍體鱗

傷的心⋯

 「本院 105 年度侵訴字第○號宣

判—○○○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性交罪

⋯⋯應執行有期徒刑拾伍年陸月。」

法院宣判的那一日，是否鬆開了

那本不該在妳身上的枷鎖，解放妳禁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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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碎的心，讓被告承擔他的罪刑？

參、妳的信念，我們的順從

小采已經嫁人，因為小孩才剛滿 3

個月，請了育嬰假在家帶小孩，時常回

娘家，關心患有憂鬱症的爸爸，雖然爸

爸和妹妹小渝住在一起，但小渝上班早

出晚歸的，能陪在爸爸身邊的時間也不

多，爸爸在媽媽 10 年前癌症過世後，

無心工作就待在家裡，現在也已年邁，

兩姊妹實在也不知道她們不在家的時

候，爸爸都去了哪裡。

「我最近知道一個師父，上常下

根，常根師父，他是活佛轉世，如果

你下午沒事的話，要不要一起去聽他講

道？」梅姐對小采爸爸這樣說。梅姐是

小采爸爸在菜市場剛認識的朋友，年紀

相仿，她知道小采爸爸是個鰥夫，有兩

個疼愛的女兒，但旁人皆可看出他眉語

間總透露出一絲憂心，梅姐便時常關心

小采爸爸。小采爸爸也就跟著梅姐到了

常根師父家，常根師父看起來瘦瘦高高

的，一見面就點出了小采爸爸的心事，

小采爸爸確實擔心小渝找不到好對象，

也擔心小采和先生能不能白頭偕老。

「師父，她們可不能像我一樣往

後要孤獨終老啊！」

每次跟兩個女兒述說自己的擔

心，她們總是要自己放寬心，但身為父

親就是始終放不下心來，成天憂心忡忡

的，沒想到師父能開導自己，常根師

父和小采爸爸交換了電話號碼，往後的

日子裡，小采爸爸每天和師父透過簡訊

聯繫，師父漸漸取得小采爸爸完全的信

任，畢竟，已經好長一段日子，沒有人

理解他的苦，然而，這些師父都明白。

「這些日子，你也看的出來，常

根師父德行很高，你要不要叫女兒來聽

師父講道，師父可以透過和女兒合體的

方式，將師父的德行傳給女兒」梅姐對

小采爸爸這樣說。小采爸爸傳了訊息問

常根師父，是不是能把女兒帶來給師父

教育一下，師父回道：「既然你都這樣

拜託我了，我將盡力把我的德行傳給妳

女兒，只是你必須讓女兒遵從佛祖的指

令，阿彌陀佛。」

這天趁小采回娘家的時候，爸爸

急忙告訴小采：「妳明天跟我去常根師

父家一趟吧！他能讓妳和先生的感情更

融洽，未來生活更順利。」小采也發現

了最近爸爸看起來比較有精神，心情也

顯得輕鬆愉悅，便決定陪爸爸前往。到

了常根師父家，梅姐也在，師父對小采

說：「妳跟我進房間，我來讓妳的生活

更順利。」，梅姐也說道：「能跟師父合

體為一，妳實在太幸運了。」，爸爸也在

旁邊欣慰的笑著。

小采在疑惑中進了房間，師父便

把門鎖上，把自己全身的衣服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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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粗魯地把小采的衣服脫光，師父說：

「妳媽媽之所以會死，都是因為妳為家

族帶來了厄運，妳的厄運也會帶給妳的

夫家，妳的先生，和剛出生的小孩，所

以妳必須好好跟我合作，配合我的指

令」，說著便不顧小采的反對，和小采

發生性行為⋯⋯

「太好了，師父這麼幫妳。」

「妳得到師父好的德行，一定會

很幸福的。」

這些話，是小采走出房門外，梅

姐和爸爸說的⋯⋯

小采在證人席上，顫抖著對著法

官說出整段事情經過，縱使整件事情的

經過，報警的時候已經和警察說過了，

檢察官偵查中也具結後再說了一次，雖

然每次詳細的述說，都讓小采腦海浮現

當天的經過，但為了讓師父、梅姐受到

應有的刑事處罰，必須讓自己和妹妹堅

強起來。

那天小采本來離開師父家，回到

家看著先生哄著孩子，知道報警可能

會讓她的家破碎，決定自己忘了這場惡

夢。沒想到隔週再回娘家，發現小渝把

自己關在房間，一問之下，才知道小渝

也被爸爸帶去師父那裡，而且連續三

天，和她有一模一樣的遭遇，小采不忍

心小渝繼續受折磨，才發覺自己內心也

日夜承受著煎熬，究竟是爸爸的信仰背

叛了她，還是自己背叛了丈夫的信任。

小采和小渝在房間內痛哭失聲，她們忍

住哭聲不讓爸爸聽到，因為爸爸相信師

父這樣做對她們是有好處的，這是師父

的管教方法，既然師父是有德行的人，

不管他做什麼事情，都是有助益的。

「這是爸爸的信念，我們的順從

⋯⋯」

「如今，爸爸卻也成為了被告。

我們做的對嗎？」

爸爸在檢察官訊問時，說：「是我

逼兩個女兒前往的，常根師父才有能力

教育自己的女兒，就是透過合體為一的

方式，讓她們懂得做人，實在不諒解女

兒為何不聽勸告，堅持要告師父，我每

天傳簡訊請求師父的原諒，我願意自己

承擔這一切。」

是不是這個爸爸，從今以後，看

著女兒如此的「不服管教」，反而更加

深他的信念，認為女兒就是沒有乖乖聽

話，跟師父在一起。似是而非的方式，

就是他的信念。或許我們可以清楚的辨

明是與非，然而家庭的對立與被性侵害

的傷害，孰者為重呢？讓被告接受司法

的審判，是不是就要承受與爸爸破碎的

關係？隱瞞丈夫進行的審判程序，是被

害人卻也要為夫家築起一道牆，阻止無

情的火蔓延到夫家，街坊鄰居的批判是

殘酷的，究竟社會是如何評價被害人

的？就像犯了錯的孩子一樣，擔心被大

人發現，然而，被害人何錯之有？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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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會間接助長了被告的猖狂？

肆、與痛楚相伴

常根師父、梅姐並肩坐在被告席

上，小采、小渝、常根師父的媽媽也到

庭，三人皆準備為此案作證。

審判長問：「被告（爸爸）為何沒

來？」

小采回答：「爸爸有一天把睡夢中

的我們叫到客廳，罵我們不孝，說辛苦

照顧我們三十年，我們竟然背叛他，還

拿自己的頭去撞牆，我們很害怕，想要

阻止爸爸傷害自己，爸爸就大吼說他再

也不會出現在我們面前，那天半夜爸爸

離開家以後，就再也聯繫不上爸爸了，

我們不知道他去了哪，他年紀這麼大

了，身無分文的，我們也想過爸爸會不

會去師父那裡了，沒想到師父無情的說

這不關他的事情。」

法庭除了小采、小渝的啜泣聲

外，顯得格外地寂靜⋯⋯

常根師父、梅姐堅持小采、小渝

是自願的，不願意承認錯誤。小采、小

渝再一次忍著傷痛回答常根師父、梅姐

委任律師的問題，完成交互詰問。我已

經分辨不出在法庭中她們的淚，是因為

在證述過程中，回想到自己被性侵害的

遭遇，或是想到行蹤不明的父親，眼淚

是為自己而流，還是為背棄她們的父親

而流。

審判長問：「妳是被告（常根師

父）的媽媽，妳可以不用作證，妳還願

意作證嗎？」

常根師父的媽媽說：「我願意。」

交互詰問的過程中，常根師父的

媽媽說：「我的孩子從來不曾說謊，一

句謊話都沒有說過！我沒有看過比他更

有德行的人，我相信他是為了兩位小姐

好，也受兩位小姐的爸爸請託，他是善

良有佛心的人，才會好意幫忙這兩位小

姐，她們怎麼可以反過來說我兒子強迫

她們？法官，我兒子不是這種人。」

我也不禁懷疑，小采、小渝是否

曾有過後悔，倘若吞忍性侵害的遭遇，

是不是能喚回那個疼愛她們的父親，現

在也不用只有姊妹倆無助的坐在法庭

上，聽著常根師父的媽媽也將所有的過

錯推到自己的爸爸身上？然而，試想即

便小采、小渝當初不去報警，她們是否

餘生都要獨自承受內心的煎熬，還能過

正常人的生活嗎？小采或許面對自己的

丈夫時總感到愧疚與不安、小渝則繼續

為了順從爸爸，長時間的受師父箝制性

自主，在父親的信念瓦解前，她們或許

會先崩潰⋯⋯

因此，在審判程序中，司法除了

扮演公正審判的作用外，法官同時也關

心被害人的狀態，曉諭也安撫被害人的

情緒。



第124期Judicial Aspirations司法新聲

68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父親的離去，不是妳們的錯。」

審判長堅定地說道，並且給予她們時間

沈澱情緒⋯⋯

「我常常夢到有一個女人在陰暗

的巷道裡獨自走著，突然衝出來一個西

裝筆挺的男士拉扯她的衣服，我很想去

救她，但我沒有力氣昏了過去，醒來的

時候卻是在師父家的那張床上，衣服也

不見了，我醒來才發現這是夢，每天都

害怕的躲在床上發抖，一直哭⋯⋯」小

渝彷彿哭訴著身體的背叛，連睡覺也不

能安穩的日子反覆著，被侵害的回憶是

如此清晰。

鑑定人同時也是精神科主治醫師

說：「小渝在經驗性侵事件後，出現反

覆再度體驗的表現，也就是看到被侵犯

的影像、反覆做被侵犯的噩夢，帶有痛

苦的回憶闖入腦中；小渝也出現持續

逃避與遭性侵創傷所受的刺激，回想的

時候她會有頭痛想吐的症狀，難以入

睡的狀況也持續超過兩個月，小渝有創

傷後的壓力反應，只是還未達創傷後壓

力疾患的情形」（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簡稱 PTSD，即創傷後壓力

疾患）

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在性侵害

犯罪案例裡，被告在為性侵害犯罪時，

違背被害人的性自主意願相對而言是一

時，逞的也是被告一時的性慾，倘若單

從犯罪客觀事實面向觀察，時間是短暫

的，身體的傷也是會康復的。然而，被

告、甚至整個社會鮮少關心的是，被害

人外觀上所看不見的傷害，他們心理上

的傷是否能隨時間而治癒，傷害影響的

層面是難以想像的，原本和諧的家庭，

卻因為一夕間成為被害人而破碎了，摧

殘的不是身體的軀殼，而是閉上眼睛仍

可以看見躺在地上尊嚴，隨著被蹂躪的

身軀，再也站不起來。

伍、這裡不允許你的狂妄

常根師父、梅姐始終矢口否認自

己的犯行，說著是小采、小渝的爸爸

拜託師父教育她們，師父只是答應爸

爸的要求，小采、小渝也是自願到師

父家中。

「我確實有和小采、小渝發生性

行為，但都是她們自願的，我也不記得

幾次了，因為我的職責就是幫助改善別

人的命運，將我的德行傳出去。阿彌陀

佛。」常根師父說道。

「這些都是小采、小渝的爸爸拜

託師父的，他們在房間裡做什麼我都

不知道啊，我是跟她們爸爸在外面等的

啊！」梅姐貌似無辜的說著。

小渝聽到常根師父的說法後，氣

憤的說道：「他們怎麼可以一點悔意都

沒有，我父親的離去是對我們無聲的抗

議，因為他始終相信師父的話，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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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們父親的無知，因為爸爸長年來有

憂鬱症，師父唆使爸爸讓我們聽話，我

才會多次前往他家，我當時很害怕師父

會對爸爸、姐姐不利，因為他的一舉一

動都影響著爸爸，我也很害怕厄運會降

臨，爸爸現在又離開我們⋯⋯」

「就是妳們兩個害了妳們的爸爸

的！妳們還不知道錯嗎？」常根師父打

斷小渝的話，當庭對著小渝咆哮。常根

師父的媽媽也在旁聽席喃喃自語：「就

是兩個不孝順的小孩！跟爸爸唱反調才

變成這樣嘛！」

審判長請法警維持秩序，立即制

止常根師父及常根師父的媽媽，請他們

保持安靜（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6 條

之 2：性侵害犯罪之被告或其辯護人於

審判中對被害人有任何性別歧視之陳述

與舉止，法官應予即時制止。）。

又多虧了法院雙向法庭的設計，

使小采、小渝藉由隔離措施，得以不用

與常根師父面對面交互詰問，一方面保

障被告之對質詰問權，另一方面雖然小

采、小渝都聽見了常根師父的咆哮，但

還是減少了她們直接面對被告作證時

造成心理上之二次傷害。（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第 16 條：對被害人之訊問或詰

問，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在法庭外為之，

或利用聲音、影像傳送之科技設備或其

他適當隔離措施，將被害人與被告或法

官隔離。）

審判長告訴小渝：「被害人的陳

述，本院都會斟酌，家裡發生任何事甚

至妳們爸爸的離去，都與妳們無關，不

要給自己帶來心理壓力。」並且耐心的

讓小渝繼續陳述。

透過審理過程聆聽小采、小渝的

陳述，可以發現到她們可能有遭被告持

續騷擾的情形，師父想要脅迫小采、小

渝與他們和解，並且說對師父有利的說

詞。此時審判長當庭告知小采、小渝：

「被告如果有騷擾妳們的情形，可以向

我們法院反應，本院會調查有沒有這樣

的情形。」並諭知常根師父、梅姐：「你

們不可以騷擾被害人，如果你們想要談

和解可以透過辯護人，不可以自行前往

被害人的辦公室或住家騷擾。」

法官為做出公正的審判而在審判

程序中詳加調查證據，法庭本該莊嚴肅

靜，由法官進行訴訟指揮，使檢察官、

被告、被害人皆有陳述意見的機會，然

而被告卻時常有脫序的行為舉止，不僅

打斷被害人之陳述，甚而以言語對於被

害人造成二度傷害，法庭裡自然不允許

被告如此的狂妄，法官的工作，除了認

定事實、適用法律外，還要在審判程序

中兼顧被害人的保護，面對被告當庭威

嚇被害人的情況，法院就必須介入處

理，避免發生被告再度以任何形式傷害

被害人之情形發生。這是法官的職責，

也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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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審判的長度    

刑事審判程序必須嚴謹的遵守刑

事訴訟法所定的程序，除了每一次傳喚

被告到庭，需要預留傳喚被告的時間

外，也必須確保應該調查的證據已經調

查，而證據調查有時需要函文往返、經

法官當庭訊問證人，並經交互詰問，保

障被告的對質詰問權。然而，對於被害

人而言，不可謂不漫長，被害人不僅僅

只是坐等宣判被告有罪結果，在這過程

中，被害人往往必須積極提出相關事證

以協助法官認定事實，而做出周延的決

定需要經過思考，嚴謹的判決更需要時

間斟酌，如此種種的程序，是身為法治

國家的必然作為。

針對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內政

部訂定「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

點」，旨在落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保護被害人防治性侵害犯罪之立法意

旨，避免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從報案開

始，於刑事訴訟程序中多次不斷重複陳

述案情、一再回憶被害經過、勾起傷

痛、再度產生心理創傷、影響指訴犯罪

意願，亦避免被害人因時間記憶、精神

狀況、情緒起伏變化等因素影響每次陳

述之清晰完整及一致性、減弱證述之證

明力，而審理性侵害案件的法官，亦須

經過性侵害案件審理相關課程培訓，

以避免審理過程中對被害人造成二度傷

害，由於性侵害犯罪的隱匿性，沒有監

視攝影器存在可供調閱，更沒有目擊證

人可傳喚，法官不是全知的，相反的正

是要透過一塊塊微小的片段拼湊事件的

真相，不想縱放可惡的人，卻又不能在

有懷疑下讓被告入獄，這不僅僅呈現被

害人無助的處境，也是司法審判中無解

的困境。

審判的長度為何，是不是歷經偵

查、審判，上訴到最高法院判決確定

為止？或許對被告而言，判決確定入

獄執行後，才正是自我反省澈悟的開

端罷了。

審判長問：「證人小采，妳同時也

是告訴人，對於本案法院該如何判決，

妳有沒有什麼意見想表達？」

「我想要說的是，我們講的都是

事實，我只希望法院能還我一個公道，

然後重判他們，他們不知道假借著信仰

之名，還對多少人做一樣的事情，我不

敢想像除了我們還有其他被害人，因為

發生這樣的事情，我覺得並不光采，我

也不敢讓先生知道，所以直到現在，我

也一直隱瞞著我先生。我之所以鼓起勇

氣站在法庭，全是為了保護妹妹不再受

常根師父的控制⋯⋯」「在師父出現之

前，縱使爸爸有憂鬱症，但還是很愛我

們的，我們的感情是很好的，不論發生

什麼事情，我們還是愛爸爸，現在爸爸

不知道去了哪裡，我不能再失去我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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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我怕妹妹承受不住，她每天都沒辦

法入睡，睡著了之後半夜會哭著醒來，

已經沒辦法正常工作，我會陪著她繼續

接受心理諮商⋯⋯」小采渾身顫抖啜泣

著，小渝低著頭靠在姐姐身邊，彷彿有

姐姐的保護，她才得以感受到生命存在

的意義。

宣判的那一日，小采、小渝沒有

前來聽判，我不禁想，常根師父、梅姐

收到判決書時，肯定義憤填膺的訴說

著司法不公，不會因為獲得有罪判決而

有絲毫悔悟之意⋯⋯那對於小采、小渝

而言，判決是不是妳們所等待的公道，

是否妳們的生活能回歸平靜，也逃離了

那名為咎責的牢籠，並且為彼此解開禁

錮著破碎的心的枷鎖。我想，被害人分

不清為誰而流的淚，混雜著複雜情感的

痛楚，始終都已成為了她們人生的一部

分，有罪判決帶來的修復效果仍然極其

有限⋯⋯

新聞報紙又刊登了宗教騙色，我

感嘆著社會中這樣的事情仍然在反覆發

生，也想著是不是勾起她們不堪的回

憶，判決書隱匿了她們的姓名，對她們

而言，卻無法抹滅，也隱藏不了真實的

犯罪事實。犯罪事實的背後，都是被害

人真實的人生，小采的丈夫看起來還不

知情小采的遭遇，卻只是本文撰寫的選

擇，是不是在筆下的人物，至少還留有

幸福的婚姻、可愛的孩子，社會看起來

就不那麼狼狽不堪了呢？如果小采的丈

夫知情後，便與小采離婚，才是屬於小

采的後續呢？寫作時或許可以選擇拒絕

描繪太過悲慘的結局，為結局帶來一些

生命，但真實社會生活的全貌卻可能是

由不得被害人選擇的殘酷與不堪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