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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委員添財：事實上，現在他就是這樣，大家都以為他是健康、沒有問題的，結果怎麼尿袋掛半個
月都還沒好？所以司法改革講歸講，一定要下決心做，司法、法制絕對是民主的基礎，民主改
革讓我們有一條大路可以走，但是在民主的大道上如何不發生意外、如何井然有序、如何安全
、順暢就要靠司法，對不對？
林秘書長錦芳：對。
許委員添財：司法不改革或改革效果不彰，問題就永遠存在，在此給你一些資訊的交流。
林秘書長錦芳：謝謝委員。
許委員添財：我那本書你看了嗎？
林秘書長錦芳：有拜讀了。
許委員添財：謝謝。
林秘書長錦芳：謝謝委員的指教。
主席：請謝委員國樑質詢。
謝委員國樑：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秘書長，我們先來談法官評鑑制度的推動情形，到
目前為止有 4 個案子，最後有 2 個案成案，是不是這樣？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答復。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目前最新的資料有 3 個案是成案的。
謝委員國樑：目前成案的案子之進度或未來的程序為何？
林秘書長錦芳：其中一個高院詹法官的案子已經過人審會的討論並給他一個書面警告處分。
謝委員國樑：他做了什麼事要給他書面警告？
林秘書長錦芳：因為他在辦案時告訴當事人這個案子大概是判易科罰金，讓當事人誤以為真的是易
科罰金就撤回上訴，結果卻不是。評鑑委員會是建議記過 2 次並交給人審會，人審會討論的結
果是給予書面警告處分。
謝委員國樑：結果讓詹法官被評鑑的那個案子被判多久？
林秘書長錦芳：我記得是易服社會勞動役。
謝委員國樑：所以他還是沒有被關？
林秘書長錦芳：沒有，他只是易服社會勞動役。
謝委員國樑：原本的建議？
林秘書長錦芳：是建議記過 2 次，但人審會的決議是給他書面警告處分。
謝委員國樑：所以評鑑委員會和人審會的看法是有一段落差的。
林秘書長錦芳：對，因為法律的適用，在法官法施行以後，法官不列官職等，法官也不適用公務人
員考績法之規定。
謝委員國樑：所以記他過根本是不對的？
林秘書長錦芳：對。
謝委員國樑：那法官評鑑委員會在搞什麼？這不也是你們聘的嗎？法官評鑑委員會竟然連基本的處
理選項都不懂，是不是也應該給他們一個書面警告？法官評鑑委員會的成員大部分是你們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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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秘書長錦芳：沒有，評鑑委員會裡面的法官、檢察官、律師代表是由 3 個團體自己選出來的。
謝委員國樑：不過，他們對於如何處罰總是要有個底，不能說要怎麼處罰都搞不清楚。
林秘書長錦芳：法官評鑑委員會不是受司法院監督的機關。
謝委員國樑：你總是要告訴他們在行使職權時要合乎法律原則的授權範圍。
林秘書長錦芳：他們會看到人審會的決議、討論的經過。
謝委員國樑：大體而言，對於目前這幾個案子的懲處情形你滿意嗎？
林秘書長錦芳：照目前看來是穩健的上路。
謝委員國樑：其他法官或法官的論壇認為這些法官是比較受委屈還是認為也有得到效果？
林秘書長錦芳：各種看法都有，法官群體之間也是一個多元意見的呈現，因為法官辦案要知道各種
法律，必須非常小心，有時候稍微不注意或是講話不對的話，很容易造成人民權益的損害。
謝委員國樑：請你們繼續努力。
林秘書長錦芳：是的。
謝委員國樑：因為聽起來法官評鑑委員會有些人也不是那麼進入狀況。
林秘書長錦芳：畢竟是剛開始上路。
謝委員國樑：再來，我們來談觀審。許多民進黨委員有提出參審，讓人民參與表決，聽起來滿令人
感到興奮的，關於它未來的走向，請問秘書長個人的看法如何？
林秘書長錦芳：我常常用一個想法在想，現在國民參與審判是一個世界的潮流，臺灣當然也不要落
人之後，從參與審判的形式、形態來看，有最低限度的觀審，還有參審、陪審，這就好像是一
個人從會爬到會走路、會跑或是會跳、會飛的過程，發展好的時候你可以跳、可以飛，甚至可
以跑得很快，但如果這個國家的老百姓對這個制度的熟悉程度或是它的風土民情還沒適應到比
較成熟的階段，也沒有這樣經驗的時候……
謝委員國樑：現階段你反對？
林秘書長錦芳：對，比較穩健的做法是從觀審……
謝委員國樑：你要能夠明述你的反對理由。
林秘書長錦芳：以參審來說，我們不是沒有提參審這種條例的經驗，從 76 年提了 3 次以來，都是
因為有違憲的質疑，因此這個法案沒有辦法送到立法院來審議，就這樣卡在那裡，違憲的爭議
總是要解決，所以觀審比起參審或陪審是一個不會有違憲爭議的法案。
謝委員國樑：我個人是覺得沒有違憲。
林秘書長錦芳：那也是一個看法。
謝委員國樑：不過，你不能用這可能違憲去跟民進黨的委員說不要參審，我認為你這樣的論點可能
不會得到我們這邊的認同。
林秘書長錦芳：至少法案我們要能夠送出來啊！
謝委員國樑：如果你拿其它的論點，跟我們拜託說要我們去護航，我們可以考慮一下；但如果你只
是拿憲法問題來說的話，可能我個人就不贊成，有沒有其它更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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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秘書長錦芳：第一個，最根本的當然就是違憲的一個審酌，第二個就是各種國民參審的型態……
謝委員國樑：你如果講違憲的話我不贊成，那我要支持他們。
林秘書長錦芳：那麼各種國民參與審判的型式，是以國家人民的法學素養、民主法治的發展、國土
民情而有不同的設計，我覺得我們……
謝委員國樑：所以臺灣應該要循序漸進？
林秘書長錦芳：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因為我們沒有這一方面的實證經驗，與其一下子要跳到比較像
是參審甚至於陪審制度的話，不如我們穩健一點地從觀審來看，因為畢竟也是試行，試行一段
……
謝委員國樑：你這個意見我比較能夠接受，他們認為說要一步到位，而你們認為要循序漸進，這中
間到底要如何去衡量，也就是怎麼樣去拿捏，到底是你們比較對，還是他們比較對？本席是想
要瞭解這一段。其實我覺得關鍵在於，你們是贊成循序漸進，保守派的人會接受你們的看法，
包括我，因為我是屬於保守派的，但是他們講的也不是沒有論點，未來有一天你們也是要走到
他們那樣的方向去。所以你要瞭解，他們可能就是理想性比較高，他們要做到那樣，而我們就
覺得說雖然未來是那樣，但是現在還不行。那麼我們就要拿出很好的說服點，告訴他們說先照
我們這樣做，未來才走他們那樣的方向，你有很好的說服理由嗎？
林秘書長錦芳：其實很多的制度都是要做做看才會知道，因為這個不像是今天我們買一件衣服或是
什麼東西，這牽涉到人民的生命財產、自由，有些是不可逆的，所以你敢付出這麼大的一個社
會成本嗎？有沒有人敢保證？
謝委員國樑：如果他們說：我敢保證。就是一句話，這樣子呢？
林秘書長錦芳：因為這個不是他自己的生命、財產、自由，如果真的是他的案件，他是當事人的話
，那麼把他的案件拿出來試試看。
謝委員國樑：未來你們的立法期程是預定怎麼樣？
林秘書長錦芳：現在只是試行，這個試行條例草案在 6 月 14 日就已經送到大院來了，希望這個會
期可以排入讓大家來討論。當然如果這個會期可以完成立法是最理想的，因為這樣我們馬上就
可以開始試行，愈早試行的話，試行期間就可以比較早結束，然後做一個評估。
謝委員國樑：理想的話是在這個會期，要不然就看看是怎麼樣，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林秘書長錦芳：就是希望能夠儘快討論，有一個定案。
謝委員國樑：那你要跟召委拜託，2 位召委都在場。
林秘書長錦芳：是。
謝委員國樑：我想請教發回的問題，現在最高法院被大家批評的就是比如說更七、更八、更十一這
樣的更審制度，依你們的紀錄，有史以來「更」最多的是幾次？
林秘書長錦芳：就是那個流浪法庭的案子有十六次吧！十六還是十七次。
謝委員國樑：他們所爭論的點是，法院每次發回的理由都是太細微的細節，而且不是很重要。第一
個，你們有沒有人這麼想過可以限制法院發回的次數？或者有人想說：可以啊！我限制發回 10
次以內也是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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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是發回的理由能否不要這麼片面，能不能夠對於各式各樣應發回的理由，經考量、審
酌之後做一個全面性的裁示？也就是說，將該發回的點講清楚，讓高院去查，不要一次講一樣
，下次發回又講另外一樣。其實在公務部門常常發生在申請建照時有人要刁難、要拿錢，當然
我不是指那個，最高法院跟拿錢那個無關。申請建照時會遇到這次這個部分需要改申請，下次
又給你改一個小的地方，他不會一次跟你講清楚，有其背後的目的，但是我們最高法院不是這
樣。我現在只是說，我希望在這個會期討論，下個會期來做，你們能不能就最高法院發回這些
過去的一些弊病，做一些方向很明確的改革？我知道因為司法院、最高法院的大家都是高手，
所以有時候彼此之間，誰也不一定會在學理上完全就接受對方的看法，不過最高法院有時候發
回的案子，大家最喜歡講什麼幾刀幾刀的，我相信就只有那麼一、兩個案子是這樣。所以一般
來說，針對發回理由，大家可不可以研究清楚之後一次發回？這樣就可以避免發回的次數。
林秘書長錦芳：您提到兩個，一個是發回次數的限制，這部分我比較持保守的看法，要是限制一個
次數的話，那個時候大家都知道結果，比如說你限制發回 4 次好了，那麼到了第 3 次、第 4 次
，他知道結果一定是什麼，這個反而對當事人是不利的，這個是次數的問題。第二個，我贊成
您說的一次講清楚，那……
謝委員國樑：那你如何在法條上設計，讓這些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一次講清楚？
林秘書長錦芳：我們曾經也想到法官的案件發回以後，回頭來還是由他審理，還是同一個承辦人，
如此他就要受他前一個意見的拘束。你要追蹤他是不是把所有該發回的理由一次做發回，不要
說今天只講兩點，下次又講 3 點不一樣的。如果發回後也都是同一個法官審理的話，我們就可
以依據這點來問他說：那你怎麼上次不講清楚呢？這樣就不會發生同一案件因為不同法官來看
而有不同的觀點，比較不會有這樣的情形，這是我們在制度方面有想到的。
謝委員國樑：這是我的一個方向，你們回去討論一下這個大方向，我們大家以後可以慢慢進行討論
，我也會找幾位教授來開公聽會，好不好？。
林秘書長錦芳：我們有在想這個問題，好。
謝委員國樑：好，謝謝。
林秘書長錦芳：謝謝。
主席：接下來登記質詢的吳委員秉叡、江委員啟臣、潘委員孟安、李委員桐豪、廖委員國棟、楊委
員瓊瓔、邱委員文彥、林委員滄敏、蘇委員清泉、盧委員秀彥、楊委員麗環、盧委員嘉辰、陳
委員歐珀、陳委員淑慧、徐委員耀昌、紀委員國棟、江委員惠貞、蔣委員乃辛、簡委員東明、
林委員明溱、吳委員育仁、林委員世嘉、陳委員唐山、陳委員亭妃及邱委員志偉均不在場。
請李委員俊俋質詢。
李委員俊俋：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秘書長辛苦了，今天大家討論很多有關「法官法」
的問題，我想從這部分也跟您就教一下，「法官法」制定到現在大概有一段時間了吧？您自己
評估其成效如何？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答復。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有關「法官法」，首先在今年 1 月 6 日實施的就是法官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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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偉哲：到昨天下午的點閱率只有三千多次，當然，受限於經費也沒有辦法在電視上播放，只
能放在網路上，可是這樣表示民眾對觀審制還是不瞭解，宣導的效果相當有限，你們都已經找
了名人來拍攝影片，這樣不是很可惜嗎？
林秘書長錦芳：這還只是一個草案，如果大院在這個會期通過這個施行條例的草案，我們就會更努
力去宣導。由於目前還在推動的過程中，所以我們是先適度的宣導。
黃委員偉哲：你的意思是，由於這都還在草案的階段，所以只好讓我們繼續看下去，是嗎？
林秘書長錦芳：不是這樣，我們還是有宣導，只是宣導的面和廣泛的程度不同，我們是指定士林和
嘉義兩個法院來試辦，在這兩個地區幾乎大家都知道，因為已經辦過很多次模擬法庭了。
黃委員偉哲：辦過模擬法庭不見得大家就會知道，在地方上有很轟動嗎？
林秘書長錦芳：如果委員到嘉義去看看，真的會覺得不一樣。
黃委員偉哲：嘉義市的人口 27 萬 5,000 人，嘉義縣的人口五十七萬多，加起來有八十幾萬，加上
隔壁雲林縣的七十幾萬人口，共有一百多萬人，本席很難想像這一百多萬人全部都很關注這件
事情。也許在模擬法庭的過程中有被當地媒體報導，但是要如何引起社會普遍的關注或造成轟
動，我覺得可能還有一段距離，否則在網路上的影片不會點閱率那麼低。
林秘書長錦芳：因為我們在辦模擬法庭的時候，是請縣市政府的相關人員來擔任觀審員，這是一種
傳播出去的方法，下次我們再請一般人來擔任，這也是一種宣導的方式。
黃委員偉哲：本席希望這個制度能夠引起社會上更大的關注，因為大家對於司法制度的改革很關心
，但是這整個觀審制的推動，包括宣導的部分，好像看不到有受到應有的關注。關於整個觀審
制的推動，第一，法制面還沒有完備，因為還沒有完成；第二，在觀念方面，大家對於這樣的
制度到底覺得好或不好，怎麼樣會更好，怎麼樣可能會變得比較不好，輿論的形塑或社會大眾
的認知，對這個部分司法院可以再多努力。
林秘書長錦芳：好。
黃委員偉哲：謝謝。
林秘書長錦芳：謝謝。
主席：請黃委員昭順質詢。（不在場）黃委員不在場。
所有登記質詢之委員均已質詢完畢，詢答結束。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
復者，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本委員會並分送各委員。謝委員國樑、潘委員孟安提出書面質詢，
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復。
謝委員國樑書面質詢：
案由：本院謝委員國樑，對法官評鑑制度之推動，係以回應社會對不適任法官或所謂「恐龍法官」
之批評，惟從司法院報告中可以瞭解民眾對法官評鑑制度仍不瞭解，加之，目前僅有 4 件評鑑
案件似仍與民眾期待有相當距離，建請司法院謀求改善之道，爰提出質詢。
說明：
一、按司法院說明，雖然依法官法第 35 條規定：「當事人或犯罪被害人僅得「陳請」受評鑑
法官所屬機關、上級機關或所屬法院對應設置之檢察署、受評鑑法官所屬法院管轄區域之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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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或全國性律師公會、經主管機關許可之財團法人或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法人請求評鑑，不
得直接向法官評鑑委員會「請求」評鑑。如仍以個人名義請求評鑑，依同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應為不付評鑑之決議。」換言之，一般民眾因為不懂程序而導致陳情（申請）不受理
！
二、惟司法院也指出，法官評鑑委員會成立迄今，共計接獲以個人名義請求評鑑 43 件，但是
能依規定符合「法官評鑑委員會分案實施要點」規定之評鑑事件卻只有 4 件，顯見許多人民對
法官的意見反應，因礙於程序並無法透過法官評鑑的機制得到適當的回應與處理。
三、綜上所述，顯見法官評鑑委員會成立迄今，民眾仍對於法官評鑑制度仍未瞭解，也導致
受評鑑法官之案件十分有限，建請司法院應即加強本制度相關宣導並謀改善之道，爰提出質詢
。
潘委員孟安書面質詢：
請問秘書長，「人民參與審判」的核心精神，在於人民對裁判享有「實質表決權」，且對職
業法官產生「拘束力」，如今司法院提出觀審制，既和現行的旁聽制度相似，又無法賦予人民
實質決定權，這一觀審制完全了無新意，況且被告無法選擇是否採用觀審制，根本就是把人民
當成背書花瓶，被告當成白老鼠，變成司法院實驗的實驗品！
之前司改會執行長林峰正認為：人民可以進入法庭旁聽早就司空見慣，現在弄出觀審制完全
了無新意，只是面對司改問題的拖延戰術，針對林執行長的質疑，秘書長您的看法如何？
另外請教秘書長，人民參與審判推動聯盟所提出的司法院版本《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之
四大缺失：1.剝奪實質決定權，人民淪為觀審的背書花瓶，2.剝奪程序選擇權，被告淪為人命實
驗的白老鼠，3.專斷封閉與草率的決策和研議程序，4.欠缺完整配套，負面衝擊嚴重，面對民間
不斷的質疑聲浪，您該怎麼對外說明清楚？
主席：本次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
散會（14 時 1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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