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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民國八十七年間「計程車之狼」案，被告羅讚榮在一、二審時被法院依

據被害女子在警訊中「指認無誤」之證詞判決搶劫強姦未遂罪十三年，

但上訴到最高法院經發回高等法院更一審時，法院認為被害人之指認嫌

然有重大的瑕疵，因為該指認乃係依承辦員警之指示所為，並且係由派

出所二樓隔窗對於二十公尺外對街之被告所做出的指認，指認當時又係



黃昏，距離和視線都不是十分明確，再加上 DNA 比對不符及其他有利證

據，法院因而改判被告無罪。近來，也發生轟動一時的衛生署代署長涂

醒哲遭蘇杭點心老闆鄭可榮「誤認」為係性騷擾嫌犯之「舔耳」烏龍風

波，好在即時真相大白，才免於接沓而至的誹謗官司、及民事賠償等問

題。由此可知，雖然證人總是「指證歷歷」，但是證人指認卻也經常呈

現不可靠。 由於證人指認係法院賴以判決之重要依據，為了避免或減少

誤判之情形發生，作好防制證人指認錯誤之工作就展現高度的重要性。

然而，我國法制與實務卻未對於「如何防制證人指認錯誤」之議題賦予

高度的重視，顯然對於被告人權之保障有所忽視。為了保障被告人權、

減少誤判，改善防制證人指認錯誤之相關制度與措施，當為刻不容緩之

事。 因此，本文欲以美國法制為借鏡，參考美國的立法、實務及學說，

並輔以心理學有關證人認知與記憶之資料，檢討我國現行防制證人指認

錯誤之相關制度與措施，進而提出改善建議。欲有效防制證人指認錯

誤，首先，必須要瞭解影響證人指認之原因，從而本文將介紹相關心理

學之實證研究以說明影響證人指認正確與否之因素。而為了提升證人指

認之正確性，本文亦將介紹美國司法部所發佈的「證人證據之警察指導

原則」，以作為將來我國制定「證人指認程序法」之參考依據。此外，

本文還將介紹美國以「辯護權」、「正當程序」、「免於不正當搜索扣

押」及「專家制度」防制證人指認錯誤之實務見解及學說，進而檢討我

國之現制並提出建議，希望能夠對於改善我國證人指認錯誤之情形有所

幫助。  

摘要

(英) 

Because witness identification is crucial basis of the court sentence, in order to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the mistaken sentence, the work of “preventing mistaken 

identifications” becomes very important. However,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n’t been giving the high value to this subject, which 

obviously reveals the disregard of the accused human rights. Therefore, it’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related systems and measures of preventing mistaken 

identifications immediately. This text wants to take American legal system as to use 

as an example, and then examine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f we 

want to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witness identification, first of all,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why witness identifies incorrectly, as a result this text will 

introduce psychological researches concerning cognition and memory to interpre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witness identification. Furthermore, this text will introduce 

"Eyewitness Evidence: A Guide for Law Enforcement" that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releases in order to take this guideline as a reference of 

establishing Witness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Law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this text will also introduce American legal system associated 

with the "Right to Counsel", "Due Process of Law", "Rights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 and Seizure", " the system of expert witness" concerning the subject of 

preventing mistaken identifica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suggestions to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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