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次人民觀審案件模擬法庭
（103 年度模試訴字第 1 號）
審前說明書

103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程序期日、
審判程序期日、地點、
地點、參與人員＊
參與人員＊
一、 時間：103 年 3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二、 地點：本院三樓第一法庭。
三、 法庭活動人員：
審判長法官：本院刑五庭王美玲法官
陪席 法 官：本院刑五庭劉育琳法官
受命 法 官：本院刑五庭黃珮茹法官
檢 察 官：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張尹敏檢察官
黃睦涵檢察官
辯 護 人：本院公設辯護人 姜惠如
林龍輝

被

告：戴大治（由本院法警吳孟頤擔任）

告 訴 人：廖小都（由本院訴訟輔導科人員姚怡安擔任）
書 記 官：本院書記官陳玉瓊
通

譯：本院通譯陳聖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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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說明
犯罪為社會所產生的必然現象，而刑事審判制度則是為了解決犯罪應運而生
的一種機制，隨著時代的演進及地區性的差異，刑事審判制度也有著不同的面
貌，但仍不能脫離其根本目的，亦即給予有罪者應有的懲罰，還給無罪者本來的
清白，並藉此平復因犯罪而產生的社會動盪。
我國承襲自歐洲大陸法制，向來由職業法官職司刑事審判，而法官的工作，
簡而言之，就是針對檢察官起訴的案件，經聽取被告、辯護人的諸種答辯後，透
過詰問證人、勘驗證物等調查證據過程，來認定被告是否有罪，若是認為有罪的
話，還需進一步依據法律規定對被告量處適當的刑度。
近年來，鄰國日本、韓國均開始嘗試將人民參與引進刑事審判程序中，並獲
致一定成果，而臺灣社會內部也出現了人民對於司法的期待日益升高的趨勢，為
回應此一社會需求，我國也開始試行人民參與審判的觀審制度，一方面使司法的
運作更加透明化，藉以增進人民信賴及瞭解，另一方面也希望透過「法律素人」
的觀點，在案件中真實反映出人民的正當法律情感。
本次非常感謝各位觀審員撥冗前來參與本院模擬觀審案件的程序，接下來將
由各位與職業法官共同參與本次模擬案件的審理，一同來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
量刑，換言之，各位將擔任本案裁判者的重要角色，但鑑於各位觀審員都是第一
次參與審判工作，可能對法律並不熟悉，以下會將觀審程序的運作及流程、觀審
員的權限與義務、刑事審判基本原則，以及本次審理案件的主要內容、檢辯兩造
的爭執事項、本次審理程序調查重點、本案相關的法律規定及解釋等，逐一向各
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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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觀審案件審判程序之流程簡介及說明（
觀審案件審判程序之流程簡介及說明（本次實際流程請
次實際流程請參閱參
參閱參、
本案審判期日流程表）
本案審判期日流程表）：
1.朗讀案由-審判期日開始（刑事訴訟法第 285 條）

2.人別訊問及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刑事訴訟法第 286 條）

3.審判長告知被告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規定之事項（刑事訴訟法第 287 條）
即被告擁有緘默、選任辯護人、調查有利證據等法律上權利。

4.確認被告為有罪或無罪答辯及辯護人陳述辯護要旨

5.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為開審陳述（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下簡稱草案》第
51 條第 1、2 項）
由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依序向觀審法庭說明各自主張之案件待證事實、可供證
明該事實的證據及調查的方法。

6. 調查被告以外之其他與犯罪事實有關之證據（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1項、第
288條之1、第288條之2）
就檢察官、辯護人上開所提出的各項證據，經由法定程序進行調查，例如證人、
鑑定人以交互詰問方式，物證或書證則以提示或告以要旨方式來調查。

7. 詢問及訊問被告（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第288條3項）

8.事實及法律辯論（草案第53條第1項）
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上開相關證據調查完畢後，依據調查證據的結果，就
各自的主張進行言詞辯論。

9 被告最後陳述、宣示就犯罪事實及法律部分辯論終結（刑事訴訟法第 290 條）

10.就有罪與否及罪名進行評議（草案第55-60條）
法官與觀審員共同評議決定被告有罪或無罪，如認有罪者，則其罪名為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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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進行下揭量刑調查、辯論及評議程序。
☆ 本次模擬觀審法庭審判依
本次模擬觀審法庭審判依司法院秘書長
司法院秘書長 102 年 1 月 18 日秘台廳刑二字第
日秘台廳刑二字第
1020002252 號、102 年 2 月 7 日秘台廳刑二字第 1020003673 號等函意旨
，由觀審員及法官共同評議決定事實之認定、
由觀審員及法官共同評議決定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
法律之適用。
☆ 犯罪事實之有無與如何科刑同等重要，
犯罪事實之有無與如何科刑同等重要，本次模擬觀審法庭依據草案第
本次模擬觀審法庭依據草案第 53 條
之立法精神
之立法精神，一方面保障當事人權益
一方面保障當事人權益，
保障當事人權益，另一方面也使觀審員清楚掌握審判
另一方面也使觀審員清楚掌握審判
程序，
程序，故參考學者見解，
參考學者見解，並借鏡美國陪審團制度
並借鏡美國陪審團制度，
制度，本次審理程序
本次審理程序預計
審理程序預計試行
預計試行
將被告論罪、
被告論罪、科刑分為二階段，
科刑分為二階段，分別進行
分別進行調
進行調查、辯論、
辯論、評議程序
評議程序。
程序。
（若評議認定有罪）
11.科刑資料調查（刑事訴訟法第 288 條第 4 項）

12.科刑辯論（草案第53條第2項）

13.被告最後陳述、宣示本案辯論終結（刑事訴訟法第290條）

14.就刑度進行評議（草案第55-60條）
法官及觀審員共同評議決定對被告量處刑的種類及刑度。
☆ 本次模 擬觀審法庭審判 依 司法院秘書長 102 年 1 月 18 日秘台廳刑二字第
1020002252號
1020002252號、102年
102年2月7日秘台廳刑二字第1020003673
日秘台廳刑二字第1020003673號等函意旨
1020003673號等函意旨，
號等函意旨，由觀
審員及法官共同評議決定事實之認定、
審員及法官共同評議決定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
法律之適用。

15.宣示判決（草案第 62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

16.法官應於宣示判決之日起 30 日將判決書原本交付書記官
（草案第 62 條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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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案審判期日流程表（
本案審判期日流程表（103 年 3 月 28 日）
時間

地點

程序擔當者

進行事項

09：00－09：30

本院第一法庭

觀審員及備位觀審員報到

09：30－09：40

本院第一法庭

審判長

審判程序開始（朗讀案由、人
別訊問、檢察官陳述起訴要
旨、權利告知、被告暨辯護人
為認罪與否之答辯要旨等）

09：40－09：50

本院第一法庭

檢察官

開審陳述

09：50－10：00

本院第一法庭

辯護人

開審陳述

10：00－10：05

本院第一法庭

審判長

說明準備程序中所確認的爭點
整理、證據能力等事項及今日
調查證據的順序

10：05－10：20

本院第一法庭

檢察官

交互詰問證人即員警（先由檢
察官為主詰問，辯護人行反詰
問，如有必要，再由辯護人另
行聲請主詰問）

10：20－10：50

本院第一法庭

辯護人

交互詰問證人即員警

法官、觀審員

中間討論（討論證人證述）

10：50－11：05 本院法官研究室
11：05－11：20

本院第一法庭

法官、觀審員

補充訊問證人即員警

11：20－11：50

本院第一法庭

審判長

依序調查其他犯罪事實證據

11：50－11：55

本院第一法庭

檢察官

詢問被告

11：55－12：00

本院第一法庭

辯護人

詢問被告

12：00－13：00

本院法官研究室

法官、觀審員

中間討論（討論被告供述）

13：00－13：15

本院第一法庭

法官、觀審員

補充訊問被告

13：15－13：35

本院第一法庭

檢察官

事實及法律辯論

（午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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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13：40

本院第一法庭

被告

事實及法律辯論

13：40－14：00

本院第一法庭

辯護人

事實及法律辯論

14：00－14：05

本院第一法庭

被告

最後陳述

14：05－14：10

本院第一法庭

審判長

宣示本案事實及法律部分辯論
終結

14：10－14：45

本院法官研究室 法官、觀審員

就犯罪有無及罪名部分進行評
議

14：45－14：50

本院第一法庭

審判長

宣示上開評議結果（若有罪將進
行下揭量刑調查、辯論、評議）

14：50－15：00

本院第一法庭

檢察官

詢問證人即告訴人

15：00－15：10

本院第一法庭

辯護人

詢問證人即告訴人

15：10－15：30

本院第一法庭

審判長

依序調查其他科刑資料

15：30－15：40

本院第一法庭

檢察官

詢問被告

15：40－15：50

本院第一法庭

辯護人

詢問被告

15：50－16：05

本院法官研究室

法官、觀審員

中間討論（討論告訴人陳述及
被告供述）

16：05－16：20

本院第一法庭

法官、觀審員

補充訊問告訴人、被告

16：20－16：40

本院第一法庭

檢察官

科刑辯論

16：40－16：45

本院第一法庭

被告

科刑辯論

16：45－17：05

本院第一法庭

辯護人

科刑辯論

17：05－17：10

本院第一法庭

告訴人

被害人陳述意見

17：10－17：15

本院第一法庭

被告

最後陳述

17：15－17：20

本院第一法庭

審判長

宣示科刑部分辯論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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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55

本院法官研究室

17：55－18：00

本院第一法庭

法官、觀審員

就刑度部分進行評議

審判長

宣判

＝＝＝＝＝＝＝＝＝＝＝＝＝＝＝＝＝＝＝＝＝＝＝＝＝＝＝＝＝
18：00－19：00 本院第 8 次觀審模擬法庭研討會
※審理期日及研討會時間僅係預估，當日可能會因審理調查狀況略有更動延長或
縮短，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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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觀審員、
觀審員、備位觀審員之權限、
備位觀審員之權限、義務、
義務、違背義務之處罰
一、權限
(一) 全程參與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觀審員與法官一起在法庭聽審，見聞當
事人的主張及證據的調查。觀審員得請求審判長訊問證人和被告，亦可
經審判長同意，自己訊問證人和被告（草案第 52 條）
，並參與中間討論，
提出自己的意見或疑問，審理終結後參與評議。
（草案第 8 條）
。
(二) 觀審員、備位觀審員，應按到庭日數，支給日費及旅費（草案第 11 條，
目前因在模擬階段，暫訂為每日新臺幣二千元）
。
二、義務及違背義務之處罰
(一) 公平審判的義務
1. 觀審員及備位觀審員，依據法律獨立行使其職權，不受任何干涉（草
案第 9 條第 1 項）
。
2. 觀審員及備位觀審員，應依法公平誠實執行其職務，不得為有害司法
公正信譽之行為（草案第 9 條第 2 項）
。
3. 觀審員、備位觀審員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
不行使其職務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100 萬元以下罰金（草案第 67 條第 1 項）
。
(二) 保密的義務
1. 觀審員、備位觀審員，因執行職務知悉之秘密、涉及個人隱私之事項
及其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應予保密（草案第 9 條第 3 項）
。
2. 違反保密義務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
下罰金（草案第 70 條第 1 款）
。
(三) 宣誓的義務
。
1. 觀審員、備位觀審員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應行宣誓（草案第 46 條）
2. 拒絕宣誓者，得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下罰鍰（草案第 73 條）
。
(四) 到場執行職務的義務
觀審員或備位觀審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下罰鍰（草
案第 74 條）
：
1. 觀審員無正當理由而不於審判期日或終局評議時到場。
2. 觀審員於終局評議時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或以其他方式拒絕履行其
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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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備位觀審員無正當理由不於審判期日到場。

伍、刑事訴訟的審判基本原則說明
刑事訴訟的審判基本原則說明
一、直接審理主義
裁判者原則上必須在法庭上當面聽取檢、辯雙方的主張，所有的證據也必須
在法庭內呈現，讓裁判者直接聽到、看到證據，藉此形成被告有罪或無罪的
心證。
二、無罪推定原則
不能僅憑被告遭到檢察官起訴，就推斷被告有犯罪行為，在經過本案審判之
前，應假設被告為無罪。
三、檢察官就起訴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
檢察官就起訴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
檢察官對於犯罪事實，應負有提出證據及說服法院的責任，否則，法院應貫
徹無罪推定原則，對被告為無罪的判決。
四、被告無自證己罪的義務
被告無自證己罪的義務（
義務（被告的
被告的緘默權及拒絕陳述權）
緘默權及拒絕陳述權）
被告沒有自己證明犯罪的義務，換言之，對於被控訴的犯罪嫌疑，被告可以
積極地陳述答辯，縱使說謊，也不會受到法律制裁，另一方面，被告也有消
極不陳述的自由，可以拒絕回答檢察官或法官的任何問題，且如果被告選擇
緘默不回答，也不能據此推論被告有犯罪行為。
五、證據裁判原則及犯罪事實嚴格證明原則
證據，是指物證（如兇器等）
、人證（由證人到法庭來接受詰問）
、書證（如
現場勘驗筆錄）、供述筆錄（包括被告等人在法庭外的供述筆錄）等，必須
經過合法調查程序，若調查結果達到對被告有罪一事已無任何合理懷疑的程
度，才能認定被告有罪；至於檢察官、辯護人在法庭上主張事實是怎樣，或
應該如何看待證據的說詞，都可能只是一方說詞，僅供各位觀審員和法官判
斷的參考而已。
六、罪疑唯輕原則（
罪疑唯輕原則（有疑唯利被告原則）
有疑唯利被告原則）
經過證據調查程序後，才能判斷被告是否有罪，但裁判者並不是神，縱使擁
有各種現代化科技，調查證據後仍有可能無法判斷被告是否有罪，仍可能懷
疑被告為無辜，此時應採取對被告有利的觀點來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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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本次模擬案件事實
次模擬案件事實概要
事實概要及
概要及審理重點
以下簡要說明本件案情概要及明日審理的重點，包含檢察官主張的起訴事
實、罪名、被告及辯護人答辯方向，以及受命法官在準備程序中就檢、辯雙方主
張所整理本次審理要調查的爭點與調查證據的範圍、次序、方法及預估所需時間
等，詳細情形可進一步參閱受命法官所擬具的「審理計畫書」
。
本案的情節，簡而言之，就是被告喝了啤酒後，騎乘機車上路，途中遇見巡
邏警車，因為擔憂遭到取締酒後駕車，所以加速行駛，卻不料在下坡路段撞上也
騎機車正要上坡的被害人，被害人經送醫不治死亡，本案經檢察官偵查後，認定
被告飲酒後已經無法安全駕駛，卻又騎乘機車，最後導致發生車禍撞死人，因此，
以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2 項前段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罪將被告提
起公訴。
然而，被告及辯護人對檢察官的起訴持不同看法，首先，被告主張他在車禍
前雖然有喝酒，但是仍意識清醒，可以正常騎乘機車，第二，被告認為之所以會
發生車禍，是他為了躲避員警攔查，才加快車速，致一時慌亂違規撞到被害人，
並不是因為飲酒導致意識不清無法如常騎車而發生車禍，所以，被告及辯護人主
張被告犯下的罪名應該是刑法第 276 條第 1 項過失致人於死罪。
換言之，檢察官、辯護人所爭執的就是被告是否因飲酒而不能安全駕駛機
車，以及本次車禍的原因究竟是被告飲酒後不能安全騎乘機車所造成，還是被告
喝酒後仍能如常騎車，只是因遭到警車追逐而肇事，因此，檢察官與辯護人依據
各自的主張來解釋證據，並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最主要的就是請求當時在場查
獲本案的警員來到法庭作證，除此之外，雙方也會提出一些文書或其他證人的證
詞等證據，透過法庭審理程序呈現出來的這些證據，各位觀審員可以判斷檢察
官、辯護人何者的主張有理，也就是被告在發生事故當時究竟有沒有辦法如常騎
乘機車。
在經過調查證據的程序之後，各位與法官將依據調查的結果進行討論，判斷
被告有罪或無罪，以及若成立犯罪的話，究竟是犯何種罪名，再者，被告若被認
定有罪，各位也將與法官決定被告應受的處罰，也就是決定刑罰的種類與刑度，
而針對被告應該被判何種刑罰及刑度，檢察官、辯護人也有各自的立場，並提出
相關證據說明，尤其檢察官具體建議應判處被告有期徒刑 2 年 6 月，因此也聲請
被害人的女兒到庭陳述，藉由這些證據的呈現，各位可以去判斷檢辯雙方的主張
是否合理、適當，也請不吝提出看法來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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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相關法
相關法律說明
一、被告可能犯的罪名
檢察官認為被告所犯的罪名是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2 項前段不能安全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罪，辯護人則主張被告的罪名應該是刑法第 276 條第 1 項過
失致人於死罪，雖然兩罪的結果都是被害人死亡，但行為卻有差異，前者著重在
行為人飲用酒類後究竟能不能正常駕駛，若不能而導致他人死亡的結果，立法者
認為這種行為特別值得譴責，因此獨立出來規範，也在刑度上做出了區分，各位
可以參考附件的法條規定。
二、判斷不能安全駕駛的法律說明
也因此，被告飲酒後能否如常騎車，就是本案關鍵所在，至於能不能安全騎
機車的判斷標準，警察機關在取締酒後駕駛時，通常會檢測行為人呼氣後酒精濃
度的數值，但該酒測數值無論高低，僅可作為能否安全駕駛的參考之一，並非絕
對唯一的認定標準。換言之，倘酒測數值低於參考值（每公升 0.55 毫克），但
依其他證據足以證明不能安全駕駛者，仍應成立本罪，反之則否。

附件
中華民國刑法分則編：
分則編：

第

185-3

條

（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 修正前)
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

276

條

（過失致人於死罪）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
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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