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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酬、同酬不同工，我不知道。
林秘書長錦芳：這些要經過審核的。
林委員國正：這些優遇法官辦不辦案？
林秘書長錦芳：他們不辦案，所以才稱為優遇。他們從事研究。
林委員國正：本院預算中心評估報告提到，他們幾乎都沒有提出研究報告，幾乎都沒有啦！所以才
要求司法院徹底檢討。再請問，這些人有沒有年終獎金？
林秘書長錦芳：原則上是有，但是……
林委員國正：不辦案怎麼會有年終獎金？有沒有主管加給？
林秘書長錦芳：有。
林委員國正：沒辦案怎會有主管加給？考績獎金什麼時候才沒編列，今年嗎？
林秘書長錦芳：今年沒有，因為法官法通過後，他們沒有所謂的職務評定。
林委員國正：去年呢？
林秘書長錦芳：有。
林委員國正：沒工作怎麼會有考績可言？去年之前都有編列。
林秘書長錦芳：是的。
林委員國正：有沒有辦公處所？
林秘書長錦芳：有些人有，有些人沒有。
林委員國正：我查過了，大部分都有。有沒有官職宿舍？
林秘書長錦芳：如果他有需要，還是可以住宿舍。
林委員國正：都有啦！所以是與現職法官都一樣。
林秘書長錦芳：依法官法規定，優遇法官就是現職法官。
林委員國正：但是你總要他們做些事情嘛！本院預算中心評估報告中提到，這些人幾乎連研究報告
都不寫的。他有主管加給，沒工作怎麼會有主管加給？他還有年終獎金、官職宿舍及辦公處所，
但司法院有很多人還擠在一小間房舍。
秘書長，你們不敢說的，由民意機關來說。這是個大時代，不合理的、該改革的就改革，他
們當中有很多是妳的老師、同事，但是該做的事還是要做，否則對於一般軍公教人員是不公平的
。林秘書長，好不好？
林秘書長錦芳：可以的。謝謝委員指教。
主席：請王委員惠美發言。王委員發言後休息 10 分鐘。
王委員惠美：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最近勞工的待遇福利在跟公務人員做比較，而公務
人員中又可分為高級及一般的公務人員。本席發現司法院這邊是屬於高級公務人員。我很認同方
才林國正委員所說的意見。沒有辦案及部屬怎會有主管加給？我想，這主管加給大概是指繼續在
管你們這些行政人員。
其其，我要就考績法其秘書長做個其討。最近其 部提出考績法的其正，其原來的其、其、
丙、丁改為優、其、其、丙、丁五個等級，其考列其等人數比率縮小並有所謂的淘汰制度；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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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職務評定辦法第六條所訂的考評制度，顯然是非常寬鬆的，以致民間有官官相護的說法。本
席席席席席席評定立辦法第六條席第席條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公務席員考席的
改革，請問司法院席這席分會不會有所改變？
主席：請司法院林席席席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主主主委員。主主主主主席席主主主主主。主主法官法主主主主，席主法官
的職務評定就是良好席未達良好，而未達良好主主就等主丙等。
王委員惠美：你主到席席主止評了幾個丙等？
林秘書長錦芳：今年 7 月 6 日法官法才主施，明年才開始評定。
王委員惠美：法官職務評定辦法規定，延遲交付裁判原本達四個月或累計達三百六十日，應列主未
達良好；又規定違反職務義務主怠主執席職務主言席不檢者，亦可列主未達良好。方才林委員席
講到二年以上未結案件的席分，本席主寬鬆主，主去調了你主三年的資料，發席超主三年以上未
結案件有多達 953 件。依一般席政體系席說，如果公文超主一般處理時間，應該會先上簽呈陳述
主什麼會延遲的原主，主管如果同意就主可以延遲結案。請問席這 953 件裡面，有幾件是你主核
准主的？
林秘書長錦芳：民刑事訴訟案件的數量沒有那麼高，委員說的九百多件應該有包含執席案件。
王委員惠美：這是你主研考單主給主的資料。
林秘書長錦芳：這個數字有包含執席案件，有主執席案件的拍賣程序本席就很席，民刑事訴訟案件
的數量並沒有那麼多。如果有案件逾審限期限就會被列主遲延案件席列管，列管主主要再延席期
限的話，必須經主主法院院席的同意。
王委員惠美：經主法院院席同意，如果有違反民眾的權益，誰負責？譬如一般的席政體系，民眾陳
情案件規定多久就是多久，總是要有一個期限，所以本席一直席向你主追究遲延席達三年多的案
件，請問席席席，你主敢不敢將這主法官考評主丙等？
林秘書長錦芳：這要看案件遲延的原主，譬如一個案件的被告有 100 個席的話……
王委員惠美：如果沒有任何原主呢？
林秘書長錦芳：如果沒有正當理由積延案件未結的話，當然就要席自律的辦法裡面席處理。
王委員惠美：本席會繼續追這個案件，遲延這麼久，席達三年以上，所以一般民眾很不喜歡和法院
打交道，這點妳知道嗎？
林秘書長錦芳：主知道。
王委員惠美：如果民眾本身就有一點神經質，他和法院打交道很容易就會主到憂鬱症，主什麼最近
精神病院的席會那麼多？一卡到官司，有一大半以上的席都會有憂鬱的傾向。主主不去干涉法官
判案，但是本席要求你主要有時效性，好不好？
林秘書長錦芳：這是應該的。
王委員惠美：席席法官退休優遇的席分，本席有調資料，數字看起席很可怕，到 9 月底，你主的優
遇法官主有三十幾個主四十幾個。
林秘書長錦芳：包括大法官，一共是 38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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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委員惠美：65 歲以上的？
林秘書長錦芳：65 歲以上的是 46 位。
王委員惠美：以你們最近的制度來看，這個數字很可怕，104 年高達 265 位，110 年高達 513 位，
雖然憲法有保障法官為終身職，「不得免職，非依法律，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但是它沒有
提到不能退休，對不對？
林秘書長錦芳：法官法施行以後，優遇法官僅支領薪俸的三分之二，比他的月退還少，所以在法官
法施行之後就不會有這個優遇。
王委員惠美：司法院應該要檢討這個部分，時代真的不一樣了。以前的總統卸任後我們要養他一輩
子，後來因為民意高漲，我們就在合理的範圍內改成總統任期幾年就養他幾年，這很合理，對不
對？你們對法官真的非常優遇，任法官 15 年以上就符合相關的條件。一般公務人員幹到 30 年、
40 年以後退休，他們退休的條件還沒有法官那麼好，所以本席希望司法院在相關的部分該改革
的還是要再改革，畢竟大家真的要共體時艱。
再來，你們觀審制度的預算被凍結三分之一，本席擔心用觀審制來審判可能會讓案件延宕更
久，因為你們設計的這個制度和現在的公開旁聽沒有什麼區別。
林秘書長錦芳：當然有區別，有很大的區別。
王委員惠美：區別在哪裡？
林秘書長錦芳：觀審員要和法官一起從頭到尾來審理案件，參與評議。
王委員惠美：但是評議的內容並沒有辦法去拘束法官，而且量刑的部分還是要由職業法官來負責，
對不對？這和現在的公開旁聽有什麼差別？
林秘書長錦芳：最後的決定權當然是在法官，因為我們要避免違憲的疑慮，所以制度的設計是這個
樣子。
王委員惠美：而且法官可能還要再教導這些觀審員一些法律的知識，會不會因此而延宕了案件的審
理？你們現在有 3 個法官在審，延宕的案件就這麼多，觀審制度再實施的話還得了！
林秘書長錦芳：進入觀審的案件不應該有延宕的情形，因為有觀審員的參與，所以案件必須要密集
的集中審理。
王委員惠美：本席看你們這部分三分之二的預算，950 萬元，花了快 9 成，邀請法國、德國、日本
、韓國、美國和義大利的學者來台灣演講了 8 場，希望透過這個方式來吸取世界各國的經驗。請
問在這些國家裡面，哪個國家是採觀審制，讓你們吸取了這樣的經驗？
林秘書長錦芳：我們從中可以得知各國的制度不同，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都不一樣，都是為自己的
國情、民情來量身訂做。這是司法院得到的結論之一。
王委員惠美：有哪個國家和台灣一樣？司法院今年編了很多預算，還是要去這些國家參觀。你們觀
審制度的預算從去年的 1,500 萬升到今年的 3,000 萬，要做什麼使用？
林秘書長錦芳：我們要擴大宣導。
王委員惠美：剛才提到你們下鄉要 150 萬，做一個光碟片要 110 萬，是這樣在宣導的嗎？相關文件
花了一千多萬，但民眾都不知道司法院在做些什麼東西，這樣叫宣導嗎？有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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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秘書長錦芳：所以宣導還要再加強。
王委員惠美：我看你們都印刷一些很漂亮的東西，沒有人在散發，也沒有人在解說，你們在做什麼
宣導？
林秘書長錦芳：有，我們主要宣導的對象，是將來預計試辦的士林和嘉義這兩個法院的轄區。如果
委員有機會到比較近的嘉義去看，妳就能知道我們真的很努力在宣導。當然目前宣導的程度還不
是很成熟，還必須有待法案通過之後，我們會更努力去進行這個部分。
王委員惠美：秘書長認為觀審制度要成熟，還要再花多少錢？
林秘書長錦芳：明年的預算是 3,000 萬。
王委員惠美：對於審判的品質會提升多少？
林秘書長錦芳：一定會有相當程度的提升，在我們目前的兩份問卷調查中就有這樣一個反映。
王委員惠美：秘書長，不要為了花預算而花預算，錢一定要花在對民眾有益，真正能夠達到效果的
地方。該花錢的地方才花，好不好？
林秘書長錦芳：是，我絕對認同。
王委員惠美：現在真的是國難當前，我希望每一分錢你們都把它當錢看。本席從基層來，看到中央
這樣花錢心很痛。我們在基層經營，往往為了 100 萬、200 萬、300 萬就要去向人家磕頭拜託，
而中央都是 1 億、2 億、3 億，十幾億的在花，希望請你們真的要把錢花在刀口上，把錢當錢花
，好不好？
林秘書長錦芳：這是應該的。謝謝委員指教。
主席：現在休息 10 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林秘書長，司法院在這次的預算有編列人民觀審制
的經費，宣導費用編了三千多萬，請問人觀審制的法案通過了嗎？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法案已經送到大院來審議，還沒有通過。
尤委員美女：您知道在本院有多少版本嗎？
林秘書長錦芳：我知道可能有參審版本，也有陪審版本。
尤委員美女：對，那最後通過的會是觀審制嗎？
林秘書長錦芳：人民參與審判是一個潮流，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尤委員美女：人民參與審判是基於國民的主權，因為在民主國家，人民才是主人。人民把這樣的權
利授權給法院去做審判，當人民發現法官沒有盡職，形成所謂的恐龍法官的時候，人民有權力把
一部分的審判權拿回來。這就是國民參審的精神所在。但是貴院訂定人民觀審制度的重要目的，
只是要打開門讓人民進來看看你們不是恐龍法官，讓人民瞭解法官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在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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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要講清楚，你們建議刪減多少歲入預算的 23.37%？
請王委員惠美發言。
王委員惠美：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秘書長，你們從 97 年開始到 100 年所編的預算跟
決算都相差十幾億元，是你們內部一直不去改善還是有隱藏某些原因？你們有編列很多收支對列
的預算嗎？100 年的情形還更離譜，你們過去的歲入有哪一項是現在沒有收的？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我請會計長來說明。
王委員惠美：不然怎麼會從以前的歲入預算 74 億元，到現在只剩下 56 億元，你們到底是哪個業務
沒有認真在執行？
林秘書長錦芳：其實都有認真在執行，就是說，因為我們……
王委員惠美：是因為沒有財產可賣了嗎？
林秘書長錦芳：沒有。我們所提的預算真的是配合中央政府的歲入在編列的。
王委員惠美：現在我們要砍掉這麼多的歲入預算了，是否也要砍掉歲出預算？
林秘書長錦芳：不是這樣的，歲入預算真的是有其特殊狀況，不是我們願意這麼編的。
王委員惠美：請你們說清楚。不然不可能從 97 年到現在每一年都相差十幾億元、二十幾億元到三
十幾億元。
主席：請司法院會計處張會計長說明。
張會計長志弘：主席、各位委員。以往我們歲入的部分，其實財政部都有提供意見，我們每年編了
……
王委員惠美：叫你們不要虛列這麼多預算？
張會計長志弘：不是，因為我們去開會時有提到，也許我們收不到那麼多錢，但是他們最後還是核
定這個數字，所以我們就照著這個數字去編。
王委員惠美：不對呀！
張會計長志弘：今年我們就極力爭取，因為我們實在做不到，他們是同意了……
王委員惠美：如果我們刪除這項預算後，主計的問題大概又變得很「大條」啦！
你們現在編列的預算和 97 年的一樣，還是 83 億元，但是你們的決算數從 74 億元到現在的 56
億元，歲入等於是少了十幾億元。
張會計長志弘：102 年度編列的預算是 61 億元。
王委員惠美：這個跟你之前編的數字還是相差很多。之前你們 1 年歲入可以收到 74 億元，可是現
在才收到六十幾億元。
張會計長志弘：譬如 100 年度實際收到的是 56 億 4,500 萬元。
王委員惠美：你們 97 年實際收到的是 74 億元，為什麼和 100 年度相差十幾億元？你們現在有哪一
項業務是不收錢的？不然怎麼會相差那麼多？還是你們現在的法院業務變少了？你如何解釋為何
相差十幾億元？
張會計長志弘：短收可能是因為實際案件量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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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委員惠美：不會啊！現在法院案件量沒有比較少啊！
林秘書長錦芳：委員，因為最近這幾年法律的修改，我們鼓勵民眾和解和調解，如果民事案件和解
或調解成立，訴訟費用就會退還二分之一，所以這部分就相差很多。
主席：請林委員國正發言。
林委員國正：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秘書長，你在回答會計問題時，會計長應該要站在
旁邊，因為你懂法律，不懂會計啊！關於這個提案，雖然我有連署，但我希望你們能夠有一個回
應，因為按這個提案來看，是要每一本預算統刪歲入預算 23.37%，方才主席問你是要刪那一部
分的 23%，請問一下，司法院的歲入是多少？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全部 61 億。
林委員國正：這應該請會計長來說明，不要讓秘書長來講這些他不了解的話。
首先，這本決算的數字是多少？這是 99 年度還是 100 年度的？
主席：請司法院張會計長說明。
張會計長志弘：主席、各位委員。99 年度。
林委員國正：所以司法院歲入超收執行率是多少？我發現院本部實際決算還超過原先編的預算，會
計長是否同意我的說法？
張會計長志弘：因為司法院本身跟所屬法院是不一樣的。
林委員國正：可是尤美女委員等提案是寫著，建議刪除司法院及其各所屬單位歲入預算 23.37%，
這表示是統刪，在你的彙整會計科目下的司法院及所屬，包括各級地方法院在內的歲入 90 億，
統刪 23.37%。
張會計長志弘：謝謝林委員的提醒。
林委員國正：你要趕快跟秘書長解釋啊！
張會計長志弘：方才秘書長有提到，事實上今年所編列的歲入，是參考 100 年度的實際決算，所以
編了 61 億。
林委員國正：你們真的是不夠認真，如果按照你說的，你們院本部歲入有超編嗎？秘書長看得懂會
計數字嗎？
林秘書長錦芳：沒有超編。
林委員國正：沒有啊！你的決算還超過你的預算，所以若刪 23%，則明年歲入怎麼達成目標？
之所以算出 23%，是他們將其累計，因為司法院及其所屬單位所有的歲入加起來有將近 90 億
，這裡面一定有歲入超編的或是超收的，而哪些是超編的、哪些是超收的呢？我們現在要砍的超
編的、不合理的。
林秘書長錦芳：沒有 90 億啦！
林委員國正：有啦！方才有一位助理的資料就是如此。
林秘書長錦芳：沒有！
林委員國正：那應該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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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委員，王惠美委員有經驗，他剛才也說過人事是不能隨便用人的。
尤委員美女：我知道他們不會隨便亂用，也不能流用，但是這會擠壓別單位的預算嘛，因為你們這
部分的預算匡得這麼大，事實上，審計部每年都提出要求改進的意見，但你們每一年都還是這樣
編列！不然刪 1%好了，1%也有 1.5 億啊！好，給你們留一些空間，那就刪 1%嘛！
梁處長宏哲：委員，我們總共分成 37 個單位，每個單位的法官十幾個、二十幾個不一定，每個法
院都要保留一、二個增加的空缺，我們執行率 97%已經是抓到最緊了，這樣每個法院保留的法
官缺只剩下一位而已，如果再刪減預算，法院還想要再增加一人就沒有辦法了，因為只要每個法
院餘額加起來就有 1 億了，因為我們的預算是拆成 37 個單位，每個單位都要有餘額，有的小法
院也要放二個名額，如果被刪減預算，就會只剩下一個名額。
委員，我要把這些額度放在全國各法院，法院要保留一個書記官、一個法官，如果刪掉一半
，金門、屏東可能都沒有缺額了，因為我還要把這個 1 億多分成……
尤委員美女：處長，37 個法院、37 個名額需要 4.5 億嗎？人事費有這麼高啊！
主席：1%有啊！
梁處長宏哲：100 個法官，以一個法官的年薪 200 萬來計算，就超過了。
尤委員美女：37 個法官就要 1.5 億哦？
梁處長宏哲：沒有，一個法官 200 萬啊，一個法院保留一個名額就要 37 個人，37 個人乘以一百多
萬……
主席：1%就 1 億 5,000 多萬！
尤委員美女：不然就刪減 1 億，37 個法院要 37 個法官，一個法官以 200 萬來計算，也才 7,400 萬
，而且行政人員是遇缺不補的耶！
主席：好，節省時間，這個案子就……
尤委員美女：就刪 1 億，1 億已經不到 1%了！
王委員惠美：刪 2,000 萬好了！
主席：那就 2,000 萬好了，好不好？
尤委員美女：這是潘委員的提案。
主席：你就代表他了。
尤委員美女：我不能幫他主張啊！
主席：好，那這個部分就刪 2,000 萬。
現在討論第八案，這與 CEDAW 有關，之前審查考試院預算時也有相關提案，當時的決定是
凍結五分之一，是吧？
王委員惠美：凍結二分之一還是五分之一？
主席：五分之一。所以這個案子也比照辦理，凍結五分之一，等司法院提報告後就 OK 了。
林秘書長錦芳：提案凍結的理由都是我們現在已經在做的事情了。
主席：沒有關係，到時候提出報告就 OK 了。
王委員惠美：是三分之一還是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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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委員美女：請問議事人員，星期一凍結的是三分之一還是五分之一？星期一是凍結三分之一啦！
主席：好，那就比照考試院的決定來處理。
尤委員美女：請他們儘快提出報告。
主席：好，本案凍結三分之一。
現在討論第九案，尤委員，你要把「司法院與媒體有約及機關聯繫等經費」全數刪除，是嗎？
尤委員美女：能不能請司法院人員說明一下？
主席：不用說明了，就不要刪了，尤委員，謝國樑委員已經拜託了，他說他撤簽，王惠美與林國正
也都撤簽了。
尤委員美女：請司法院人員說明一下？
劉主任格倫：委員辦公室可能有點誤解，以為這是置入性行銷的暗藏預算，其實不是這樣的。另外
，有關出席費的部分，有時候公關室會請資深媒體與各法院、同仁講解與媒體互動、危機處理等
，這部分就有出席費的問題。還有包括請專家學者來跟法律系學生互動，也就是教學相長的出席
費用，絕對沒有置入性行銷的問題。
主席：我剛才就說要給謝國樑面子，尤委員，好不好？司法院也已經說明了嗎！
尤委員美女：好，那就刪尾數 3 萬 2。
主席：好，本案刪減 3 萬 2,000 元。
現在討論第十案，凍結電腦資訊作業費用二分之一，這太多了吧！
尤委員美女：考試院也有凍結哦！
主席：有嗎？考試院的電腦費用沒有凍結。
在場官員：報告委員，關於遮隱當事人的部分，並不需要增加經費，是資管處自己做的，所
以我們沒有編列這部分的經費，而且我們都有在進行，我這邊都有相關資料。
尤委員美女：你就把報告給我們看嘛，就是你們電腦資訊隱私權的保護部分，上次本席就說過，你
們判決書把整個內容都揭露出來，我不知道在上次質詢後你們是否已經有改善了。
在場官員：有，這個簽是 21 日才簽下來的，我今天有帶資料過來給委員參考。
尤委員美女：那麼我們就做成附帶決議，請他們把隱私權保護的流程及計畫提出來。
主席：好，本案改為附帶決議，請他們要注意敏感度的隱私權。
尤委員美女：整個計畫與報告要提出來。
主席：但是預算就不刪除也不凍結，本案就改為附帶決議。
現在討論第十一案，尤委員美女等要減列人民觀審推動經費 3,000 萬元。
林廳長俊益：我是司法院刑事廳廳長，關於觀審部分，我們編列 3,000 萬，事實上，因為臺灣沒有
人民參與審判的觀念，所以我們要廣泛去推廣，例如要去鄉下告訴阿公、阿伯、伯母什麼叫做人
民參與審判，要廣泛的去告知，所以一定要經費，柯總召的提案是要求司法院儘速著手擴大民間
參與，就國民參與司法權行使方式，要進行根本式的對話，所以……
王委員惠美：你是說要去跟阿公、阿嬤宣導，你們打算一場花多少錢、要去宣導幾場，你先告訴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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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廳長俊益：全面性的，台北市……
林委員國正：這個目標我們認同，但 3,000 萬在你的預算科目裡是幾個字就 3,000 萬了，完全沒有
細項，這 3,000 萬要怎麼花呢？你們的預算書裡就只有 3,000 萬，內容……
林委員滄敏：秘書長，你補個明細來嘛！
林委員國正：剛才王惠美委員問你要辦多少場次，每個場次要花多少錢，這 3,000 萬怎麼計算出來
的，要告訴我們啊！
林廳長俊益：委員，以今年的例子來看……
林委員國正：不是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開一張 3,000 萬的支票讓你去用嘛！
林廳長俊益：委員講的有道理，我先講今年的 900 多萬做了哪些事情，報告中有提到……
林委員國正：這 3,000 萬你們打算辦多少場次？任何預算編列都有施政計畫，預算的政策量化，施
政計畫裡才會湊出零基預算，才會湊出這 3,000 萬嘛，你現在就告訴我你們要辦多少場次，你們
一定有計畫嘛，如果沒有這個計畫，這筆預算我不會讓你過的。
林廳長俊益：今年 1,000 萬裡……
林委員國正：你告訴我 3,000 萬的計畫，不要講 1,000 萬的嘛！在你們未來的施政計畫裡，你們打
算怎麼花這筆錢？
王委員惠美：你說要去向阿公、阿嬤宣導，你們打算要辦幾場？
林廳長俊益：至少 30 場以上，還有學者，去年我們就邀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美國及義大
利的學者來臺宣導觀念，因為臺灣沒有這個觀念。
林委員國正：你是懂專業的人，但是錢這樣用，完全是很 rough 的概念嘛！所以你們當然要有這個
東西嘛！施政計畫裡要有施政科目、場次、人數、單位、價錢等，才能湊出這 3,000 萬嘛，我們
說了半天，你是在……
林廳長俊益：感謝，我們是用今年的經驗去編列明年的預算。
林委員國正：你要叫秘書長拿出這個東西給大家看，好嗎？
林廳長俊益：是。
尤委員美女：主席，重點是法律根本就還沒有通過，將來通過的到底是觀審制、陪審制還是參審制
，根本就不知道，我不想得他們現在是在宣導什麼？
林廳長俊益：宣導人民參與審判。
尤委員美女：如果現在是宣導觀審，但將來通過的是參審，要怎麼辦？所以我認為在法案通過之前
，這筆經費應該要被凍結。
林廳長俊益：因為臺灣沒有人民參與審判的觀念，它的極致方式可能是參審，可能是陪審，但是最
起碼要先讓老百姓知道人民參與的基本理念是什麼，如果沒有先說清楚，老百姓就沒有辦法進行
啊！
尤委員美女：問題是你們寫的都是製作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及說明手冊，拍攝人民觀審制度宣導
短片，你們全部都在宣導人民觀審，你來這裡又說公民參審，其實你們對小老百姓的宣導，他們
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參審，什麼叫做觀審，你只能去騙不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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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廳長俊益：委員，我們這個部分就有講了，各種媒體、說明人民參與審判、藉此廣泛蒐集各界對
該制度的建言，參與審判的方式可以是參審，也可以是陪審，各種方式都有，但是基本核心價值
就是人民參與審判。
李委員貴敏：對啦，這個我同意，原則上，不能等到法令已經通過之後才去宣導，因為這是一個很
大的變革，你們在進行變革之前就要讓人民瞭解，將來才能形成意見並做成決定，我的建議是……
王委員惠美：大家可以先看一下他們提供的資料，民意調查 100 萬、民意調查 150 萬，都還沒有向
民眾宣導是要去調查什麼東西？製作錄影帶就花了 400 多萬，你們看一看！
林委員國正：這能不能做個文字上的修正，這有什麼好爭的呢，尤委員美女的意思是觀審的母法依
據都還沒有通過，你們就要去推動，如果要去推動當然就要試水溫，那你就是參審就好，這有什
麼困難呢？尤委員美女剛才講的就是你能不能把觀審改為參審嘛？相關計畫也這樣改嘛！
其次，方才王惠美委員提到，你們宣導都還沒有做，要去民意調查什麼？你們什麼時候要進
行民意調查？
林廳長俊益：推動後就要不斷的測試……
李委員貴敏：那個不叫做民意調查啦，其實就是在宣導過程中，希望瞭解民眾到底聽懂了沒有的調
查，但是你不要講那是民意調查，如果是民意調查，就會有剛才委員所顧慮的問題，民眾都還不
知道，你們要調查什麼，所以剛才林委員特別提到，你們就是把用語更改一下就好了。
林廳長俊益：我們把它改成人民參與審判的推動……
王委員惠美：你再跟我解釋一下，之前已經花了 570 萬拍攝宣傳短片，102 年為什麼又要花 1,000
萬去拍攝宣傳短片？我覺得如果這筆預算全部通過，對社會不太有良心，如果以他們提供的這張
紙，我們就要給 3,000 萬的話啦！
主席：這個案子大家還有疑慮，請司法院再去說服委員，我們明天早上再來討論這個案子。
現在討論第十二案。
尤委員美女：我們要凍結國外旅費，等你們提出完整的計畫後，我們就給你們鬆綁，因為你們沒有
辦法要求大法官做什麼，那就由立法院來幫你們去要求。
梁處長宏哲：因為依照往年的經驗，大法官去的地方大都是在歐洲，例如德國、奧地利，我們這個
算是……
王委員惠美：大法官全臺灣有幾個？
主席：報告委員會，委員提案已宣讀完畢，現在休息協商。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剛剛委員要求提供的資料，請司法院相關單位儘速準備，明天上午開會之前
，最好能向相關提案委員做說明。
現在休息，明日上午 9 時繼續進行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司法院及所屬主管收支部
分之審查。
休息（16 時 5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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