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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太應該怎樣做？
教導孩子如何上法庭做證人

給兒童證人的家長及照顧者

（亦適用於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證人

的家長及照顧者）



前言

第一冊：準備好，上法庭，做證人
第一冊的對象是十八歲以下，將會到法庭做證人的兒童
及青少年（以下簡稱兒童）。內容主要介紹法庭的環境、審
訊程序和證人的工作。由於用字簡易，加上生動插圖，小
冊子也適合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證人使用。為了加深
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證人對內容的理解，在派
發本小冊子時，請由社工或其他支援者陪同他們一同閱
讀及作出解說，同時並可鼓勵他們說出憂慮，消除上庭
作證的恐懼或疑惑。

第二冊：何太應該怎樣做—教導孩子如何上法庭做證人
第二冊是為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證人的家
長及照顧者而編寫的，協助他們了解兒童或精神上無行
為能力人士因為做證人而可能產生的困擾，以及指導他
們可怎樣支持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作證。小冊
子並介紹法庭的環境和審訊程序，以增加家長及照顧者
對上庭作證的認識，從而進一步為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
能力人士出庭作證做好準備。

兩本小冊子皆留有空位給負責的個案工作人員填寫聯絡
電話。讀者如有需要，可向有關工作人員尋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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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於一九九六年二月
生效後，就特定案件，兒童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人士可以透過直播電視聯繫設施在法庭作證。透過
這種作證方式，證人可以在一個較為輕鬆的環境下，
毋須直接面對被告及法庭上其他的人來作證，減低心
理壓力和在法庭作證可能帶來的創傷。但在某些案件
中，他們仍可能需要在庭上作證。

為了加強他們對擔任證人和審訊程序的認識，從而減低
對作證的憂慮和增強他們對作證的信心，政府印製了一
套小冊子，為他們及家長提供參考資料。

這套小冊子在得到英國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 and Childline的允許下，參考
其〝Child Witness Pack〞而編成的。謹此致謝。

這套小冊子共有兩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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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孩子的心理狀況放學後，何太焦急地在校門等
候女兒阿敏，一看見阿敏，便
立即帶她回家。原來，何太接
到警方通知，阿敏將要上法庭
做證人。何太看阿敏年幼，很不
放心。

回到家中，何太對阿敏說：「你下個月要上法庭做證人。現在我們
先行預習一下，你把我當做法官和律師，我發問，你回答。」

「不，我、我答不出。」阿敏顫聲說。她從來沒有做過證人，嚇
得哭了起來。

「鈴⋯⋯」門鐘響了。

原來她們的社工方姑娘約好了來
探訪。

方姑娘看見阿敏很緊張，問明
因由，便告訴何太，與兒童證
人預習法庭上回答問題是不適
當的。

「那我們應該怎樣辦呢？阿敏年紀這麼小，又從未做過證人，我擔
心她上法庭時，會不知所措呀！」何太焦急地說。

「不要急，我們一步一步來。」方姑娘安慰道。方姑娘讓阿敏到房
間裏去做功課，然後和何太走進廚房，一邊喝茶，一邊傾談。

方姑娘告訴何太，其實有不少孩子都會
上法庭做證人，身為他們的父母（或照
顧者），首先要了解孩子的心理狀況，並
注意以下事情：

（一） 孩子上法庭作證前，千萬不要與
他（或她）預習，否則，會使法官
和陪審團感到孩子是在別人指導
下而說出口供的。

（二） 當孩子知道自己要上法庭，會感到很大壓力，甚至以為自己
做錯了事情，因此需要你去安撫他的情緒。

 
 其實，許多父母也會有同樣的壓力，所以自己也要先做好心

理準備。
 
 要知道，孩子需要你的支持。他可能是一件罪案的見證人，

也可能是受害人，因此，你要幫助他，令他感到安全。
 
 有些父母會為孩子的遭遇感到難過，不想他在法庭覆述遭

遇，但父母要明白證人的工作對於公平審訊很重要，因此
要鼓勵孩子把所見、所聽和所知道的說出來，並告訴他這
樣做是正確的。

 不要答應孩子，如果他在法庭上表現好，就給他實質「獎
勵」，例如買東西給他，只要鼓勵他講出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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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及審訊程序

聽了方姑娘的一番說話，何太的情緒緩和了，她又說：

跟著，方姑娘繼續向何太解釋審訊的程序。

一宗案件的處理，通常有下面幾個步驟：

調查及檢控

警察接到案件時，如果發現受害者或目擊證人是兒童或精神上無行
為能力人士，警察有時會聯同社工或臨床心理學家一起替他錄取口
供，或將會面過程錄影下來，然後進行調查。若懷疑有人犯了罪，
便會將有關案件交給律政司審閱，再由律政司決定是否提出檢控。
如決定檢控，便將那人（即被告）帶上法庭。

54

（三） 孩子要上法庭，自然會產生憂慮，甚至會影響他的情緒以
及日常行為。如果孩子有下面的情況出現，請你立刻告訴
社工或警察：

 ‧常常發怒或驚慌
 ‧有罪咎感
 ‧對被告的感覺反覆不定，例如有時憎恨被告，有時又擔 

  心被告受罰
 ‧在學校和家中，情緒不安，精神不集中
 ‧遺尿、失眠、沒有胃口
 ‧感到困擾

（四） 留意孩子有甚麼憂慮，例如：
 ‧害怕在法庭上面對被告
 ‧害怕被告坐監或者受罰
 ‧害怕同學或朋友的談論
 ‧害怕在法庭上應付不來
 鼓勵他把憂慮說出來，再給予開解安慰。

（五） 如果孩子是弱智或弱能的話，
更需要你的關心和幫助。

（六） 如果你自己也需要幫助，可以
向社工求助。

（七） 盡量在孩子面前控制自己的情
緒，以免影響他的情緒。

（八） 可以鼓勵孩子找社工傾訴。因為
有些事情，孩子可能難於向父母
啟齒，而情願告訴社工的。

好的。讓我向你講解一下。但如果你
想知道更多有關審訊的程序，也可以
向警方查詢。

還有，審訊的日期有時亦會因某種原
因而更改的，你不用刻意時常提醒孩
子審訊的日期。如你對審訊日期的更
改有疑問，可以向警方查詢。

我現在明白了。不過，一件
案件是如何去到法庭和如何
審訊，我還是知道得不多。
請你給我講解一下，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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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的種類和工作人員

法庭的種類
法庭有很多種類，包括裁判法院、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

法庭上的人
法庭上有很多工作人員，各有各的工作和角色。

法官
法庭的主管，聆聽審訊過程中每個人的發言，
按照法律，使審訊在公平的情況下進行。

證人
將知道的事實在法庭上說出來。

被告
被懷疑犯法而受控告的人，未經法官批准，
不可直接和證人講話或走近證人。

主控官
負責向法庭提出證據證明被告所犯的罪行。

辯方律師
為被告辯護，向證人提問。

法庭書記
協助法官處理文件和證物。

陪審團
只設於高等法院。由陪審員組成，他們事前
均未接觸過案情，負責聽取控辯雙方提出的
證據，並進行討論以作出裁決。

傳譯人員
負責翻譯法官、主控官、辯方律師、證人和被
告說的話。

司法書記助理
負責陪同證人出入法庭，並指出證人的座位。

庭警
負責維持法庭秩序，看管被告，確保被告不會
接觸證人及與他們講話。

證人支援者
如果法官准許，可以安排支援者幫助兒童證
人。他/她會陪伴兒童證人參觀法庭，也會陪
伴兒童證人在作證室內作證，但他/她們不會
提示兒童要怎樣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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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訊過程
‧ 審訊當天，法庭的工作人員會安排一個小房間讓兒童證人、家
長或監護人在裡面等候。

‧ 法庭上，有時法官可能不會稱呼孩子的全名，因為他不想法庭裏
的人知道孩子的名字，也可能會禁止記者對外報導孩子的名字。

‧ 首先，法官會問被告是否認罪。如果被告認罪，證人便不用上
法庭作證。

‧ 相反，如果被告不認罪，審訊便會進行。工作人員會帶證人進
入法庭作證

‧ 當兒童作證時，法官有權決定公眾席的人士是否要離場。

‧ 十四歲或以上的兒童作證時，一定要宣誓，向法庭保證會說真話。

‧ 兒童作證時，可以是在法庭上，或在一個小房間中，在家長或
其他支援者陪同下，透過電視聯接直播系統作證。但如果家長
自己也要作證，則一定不可以陪同孩子作證。

‧ 如果法官決定將兒童證人與警方 / 社工 / 臨床心理學家之前會
面的錄影片段，作為呈堂證供的一部份時，證人可以不用重覆
該影片的內容，但仍然要回答法官及律師向他提出的問題。兒
童證人可以在上庭前看一遍該影片。

‧ 在裁判法院及地方法院，是法官聽取所有證據後，決定被告是
否有罪；而在高等法院，則由陪審團負責決定被告是否有罪。

‧ 如被告罪名成立的話，就由法官判決處罰。相反，若被告罪名
不成立，他會立即被釋放。

家長陪同兒童證人作證的考慮
有時家長都可以成為證人支援者，陪同兒童證人作證。但如果家
長亦被傳召為同一案件的證人，便不可以擔任支援者，而會由社
會福利機構受過訓練的義工或工作人員擔任。

‧ 家長在決定是否陪同孩子作證前，要先了解一下孩子對你這個
決定的感受，他是否很需要家長的陪伴，或者會因此而感到不
安呢？家長亦要考慮到自己知道案情後的反應，會否影響孩子
作證。

‧ 家長可以選擇在法庭內聽審而不是陪著孩子在小房間內作證。
家長若不知道怎樣決定時，可與社工商量。

等候上庭期間

你應該如常地安排孩子的生活。如果有親
友問到有關上法庭的事情，你可以坦白告
訴他們，但不可討論案情內容。

在開庭之前，警方會安排兒童證人到法庭
參觀。你可以讓你的孩子前往法庭，熟悉
一下環境，為出庭作證做好心理準備。

上庭當日

要準時到達法庭。

進入法庭之前，孩子會在證人等候室內等候傳召，你可以陪伴孩
子。年幼的孩子，可以帶同玩具消磨時間，放鬆心情。此外，法
庭的職員會盡量避免讓孩子在法庭外見到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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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子被傳召入法庭時，將有工作人員引領，而家長則可以在外
面等候，或者進入法庭內聽審。

如果孩子被安排在小房間，用電視聯接直播系統作證，而法官沒
有批准你陪同，你就要在外面等候，或到法庭內聽審。但如果家
長也要作證，他便不可以於作證前進入法庭內聽審。

通常在電視聯接直播系統作證的小房間，證人將由法庭人員陪同，
面向電視機就坐。若法官准許，亦可安排支援者陪伴證人。從電
視上，證人可看見法官或律師，當他們提出問題時，證人面對電
視作答便可，毋須看到被告和法庭內的全部情況。

兒童證人作證完畢，家長可以陪伴離去。

家長要使孩子明白，在作證的時候，只要說出知道的事實就是了。
並且，如果需要上洗手間、想喝水，或者想休息的時候，都可以
向法官提出要求。

孩子作證完畢後，你應該對她的表現表示欣賞和給予鼓勵，同時，
亦要留意孩子作證以後的情緒反應。

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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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訊告一段落以後

方姑娘和何太談過了，便由廚房走出客廳。

方姑娘說完，便告辭了。阿敏這時正好做完功課，走出客廳。何太
讓女兒和方姑娘說再見，她感覺心情輕鬆許多，也清楚地知道應該
怎樣幫助阿敏，做好準備上法庭作證了。 

何太向方姑娘道謝說：

何太再問：

當孩子問及審訊結果，應
該怎樣回答呢？

方姑娘說：

首先應該照實回答，而且告訴他，他
已經盡了自己的責任，把真相講了出
來，無論結果如何，也不要介懷。其
次，要開解孩子，幫助他回復健康愉
快的心情，過正常生活。

如果孩子的情緒還是未能平復，你可
以聯絡社工尋求幫助。請將社工的電
話號碼寫在下邊，隨時和他們聯絡。

我現在懂得應該怎樣教導
阿敏做好準備上法庭了。

社工姓名：

電話：

社工姓名：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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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太應該怎樣做？
教導孩子如何上法庭做證人

給兒童證人的家長及照顧者

（亦適用於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證人

的家長及照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