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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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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擬的人民觀審制度法第一條就開宗明義講，目的是要促進人民瞭解整個訴訟制度，而不是實現
國民參審的主權。
在這種精神不一致的情況之下，不只是本席，包括柯總召也提出真正國民參審制的提案，其
他委員也提出陪審團制以及日本的裁判員制度等各種不同的版本。在不確定將來立法院會通過什
麼版本或是融合的版本的情況之下，司法院從去年就開始編列預算大肆宣導，所以你們去年編的
1,500 萬會被凍結三分之一。今天在報告之後，這筆預算要解凍，但預算當初為什麼會被凍結？
那是因為在觀審制度的內涵還不是那麼清楚的情況下，你們的大肆宣導可能有誤導人民之嫌。如
果未來通過的法案不是你們所宣導的，到時候要怎麼辦？屆時你們再去對人民說：「因為立法院
通過的不是司法院的法案，所以非常抱歉，前面的宣導都是錯誤的，我們要收回，現在要改成這
樣。」一個國家可以這樣子做嗎？
以日本為例，它是在 2004 年通過法案之後，再授權給行政機關去處理，然後訂了 5 年的時間
去籌備、落實。日本整整用了 5 年的時間去宣導，把所謂的模擬法庭一步一腳印的建立起來。但
司法院在台灣目前還沒有共識的情況之下，就選定了嘉義和士林來試辦，然後開始在電視上宣導
，甚至編了 3,000 萬的宣導預算。秘書長覺得這樣的程序是對的嗎？
林秘書長錦芳：我們主要是宣導人民參與審判這樣的精神。根據我們所做的委託，包括年代、
TVBS 以及蓋洛普民調顯示，有 7、8 成的民眾贊成這個制度。
尤委員美女：在這裡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雖然 70%的民眾贊成觀審制，但是你們在做民意調查
的時候，有沒有把不同制度的優缺點，非常詳細的臚列出來？有沒有讓人民知道什麼是陪審制，
什麼是參審制，什麼是觀審制，什麼是裁判員制度？說實在的，包括立法委員在內，有很多人都
還搞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你們花錢去委託年代，委託 TVBS，委託蓋洛普對民眾做這樣的問
卷調查，本身是不是有所謂的置入性行銷之嫌？
林秘書長錦芳：沒有，我們當然有把各種選項列出來讓老百姓回答，譬如贊不贊成有決定權或是表
意權。
尤委員美女：會後請把你們委託問卷調查的內容提供給我們。你們說有 70%的民眾贊成觀審制，
本席要瞭解司法院問卷的內容，會後是不是就可以提供？
林秘書長錦芳：可以，我們會提供問卷調查的題目。
尤委員美女：另外，在行政院的加註意見裡面，可以看到大院所編的歲入決算遠少於歲入預算。從
97 年開始，幾乎每年歲入預算都編列 83 億左右。你們 97 年的歲入預算編了 83 億 2,704 萬元，
決算數卻只有 74 億；98 年的預算數編了 83 億，決算數只有 66 億；99 年預算數是 83 億，今年
也是一樣，可是 100 年的決算數只剩下 56 億。
這代表什麼？你們短收的金額和比例一直在逐年增加，而且平均達到 23.37%，這顯示什麼？
今天是經過民間團體和大家的努力，才讓司法院的預算可以獨立，所以你們可以儘量去編。但是
國家預算是一體的，所以當你們把預算一直往上灌就會壓擠到其他院，尤其是行政院的預算。司
法院編了這麼高的歲入預算，結果執行率那麼低，只有 23.37%，這種匡列預算的方式會造成資
源分配的不均，而且沒辦法呈現真實的情況，司法院是不是應該去改善？這個部分在審計部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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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都提到，但是你們每年好像都我行我素。請問秘書長對此的看法如何？
林秘書長錦芳：司法預算雖然獨立，但並不是沒有限制。司法院的預算還是要在國家總預算的結構
裡面去編列。以往在歲入的部分也是配合整個國家機構，包括行政院來編列，但是我們考量以往
的決算數和當年度的執行情形，包括預估未來案件的成長或減少，還有稅務相關的法規……
尤委員美女：可是你們今年並沒有減編，對不對？
林秘書長錦芳：今年有減編。
尤委員美女：你們今年沒有減編，預算還是編 83 億。
林秘書長錦芳：明年度的歲入預算是 61 億多，比 101 年度減列 29 億。
尤委員美女：但是在你們的預算書上並沒有呈現出來。
林秘書長錦芳：有減列三分之一，因為講實在話，以往沒辦法達到那個歲入的執行率。
尤委員美女：接下來要請教秘書長，你們現在大興土木，大建房舍，有一點很奇怪，不管是彰化地
院、桃園地院、新竹地院還是鳳山地院，這些房舍的興建金額都非常高，桃園要 34 億，新竹 18
億，鳳山 23 億，高等行政法院 15 億，司研所 18 億。每個的經費這麼高但執行率卻非常、非常
低，這裡同樣牽涉到你們每年預算編那麼多，但是在執行的部分，說實在，司法院並不是工程這
一區塊的專家，當你們在編預算的時候，有沒有請教過專家，蓋這樣的房舍到底需要多少錢？還
是因為你們預算非常寬鬆，所以就抓了一個天價的數字，然後最後的執行率又那麼低？
林秘書長錦芳：沒有。我們在編列預算的時候，這幾個建案有的是委託專業機關，譬如工程局或…
…
尤委員美女：那為什麼執行率那麼低？
林秘書長錦芳：執行率偏低的原因，譬如司研所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它是蓋在舊美國學校那塊地
，因為之前流標了十幾次，工程當然就會延宕。
尤委員美女：司法院每年編那麼多預算，有的可能連地都還沒有找到，你們就先把預算匡列在那裡
。
林秘書長錦芳：不會，這樣是不行的。我們一定是按照法定程序來編列預算。
尤委員美女：你們一直在大蓋房舍。依照審計部審核的意見認為，司法院所屬機關經管的各種職務
宿舍有很多都耗費鉅資興建，但是都長期閒置。既然有需求就不該長期閒置，你們為什麼會長期
閒置？司法院在這些方面是不是都應該要好好的檢討？審計部每年所寫的報告內容幾乎都相同，
但是你們仍然我行我素，每年編的預算還是一樣。我想，這樣沒辦法呈現出預算應呈現的真正情
況。
林秘書長錦芳：宿舍的閒置有很多原因，譬如有的實在是太老舊了，但是又沒辦法改建。這個部分
只占少數，我們現在的宿舍使用率是 90%。
尤委員美女：另外，你們在一般行政裡面有編列國外旅遊的考察。
林秘書長錦芳：是國外考察。
尤委員美女：在進行國外考察之前，應該要先說明考察的項目是什麼，對不對？
林秘書長錦芳：有，都有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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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委員美女：根據你們 100 年度台灣高等法院到中國，考察台灣民事判決在大陸執行情況的成果報
告，就是去考察台灣的民事判決在大陸的執行情況。結果他們去哪裡考察？去北京高級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法院，還有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河南省洛陽市人民法院以及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
然後在報告裡面寫，所有的法案都沒有台灣的判決在大陸的執行情形！難道你們行前不需要做任
何的功課？還是因為西安好，所以就假考察之名行旅遊之實？國外旅費這個部分本席不會去刪，
不過我希望司法院在審核出國考察的時候，你們做的事情一定要和目的相符。
另外，你們今年還編了預算，要到希臘去考察它的憲法。
林秘書長錦芳：那是大法官的預算。
尤委員美女：大法官的預算不歸司法院？
林秘書長錦芳：不是，我是說那個項目是大法官的出國考察。
尤委員美女：本席知道，我是問為什麼要到希臘去考察憲法？
林秘書長錦芳：那是大法官在國際交流的部分。
尤委員美女：有國際會議在那裡舉行嗎？
林秘書長錦芳：沒有，他們有一些國際的交流……
尤委員美女：國家的財政非常拮据，所以本席希望錢能花在刀口上。我並不反對出國考察，但是希
望出國考察要事先做好準備，決定好要考察什麼，然後能夠真正看到東西。
林秘書長錦芳：委員指教的正是，所以司法院針對 102 年度法官出國考察經費這部分有做通盤的檢
討。請委員拭目以待，看我們明年怎麼來執行這個預算。
尤委員美女：好，我也希望等到這個結果。
還有在司法院的預算中有一筆捐助民間機構及團體的經費。我不曉得那個團體是根據什麼來
決定。你們有把民間團體的名字列出來，大部分都是法官組成的學會，那算是一般的民間團體嗎
？譬如民間司改會、台灣法學會以及台權會，它們都和人權有關，都和司法改革有關，可是司法
院歷年來的經費，從來沒有補助過他們一筆錢，這樣合理嗎？針對這些補助的團體，你們也應該
逐年去檢討，對不對？應該看看它們的績效，雖然經費不多，只有十幾萬元，但是為了公平起見
，司法院是不是應該好好去檢討？謝謝。
林秘書長錦芳：好。謝謝。
主席：請謝委員國樑發言。
謝委員國樑：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院長，以刑事案件來說，檢察官上訴最高法院以及
一般自行上訴最高法院的部分，你們現在發回和駁回的比率大約是多少？
主席：請最高法院楊院長說明。
楊院長鼎章：主席、各位委員。就我瞭解，我們有統計整個發回和駁回的比率，刑事發回的部分到
上個月只有百分之十點多而已。
謝委員國樑：所以有 9 成多駁回？
楊院長鼎章：8 成多將近 9 成。
謝委員國樑：本席覺得有必要要區分檢察官上訴發回和駁回以及自行上訴發回和駁回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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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議事人員宣讀歲入部分之委員提案。
一、經查司法院及其所屬單位近幾年度之歲入決算遠少於歲入預算，如 97 年預算數為 83 億
2,704 萬元，決算數僅為 74 億 724 萬元；98 年預算數為 83 億 2,773 元，決算數僅為 66 億 5,558
萬元；99 年預算數為 83 億 2,825 萬元，決算數僅為 58 億 349 萬元；100 年預算數為 83 億 2,880
萬，決算數僅為 56 億 6,093 萬元，即短收金額和比率逐年增加，平均達 23.37%，顯示司法院未
能依據實際執行狀況即時檢討編列歲入預算。儘管司法院於民國 100 年向監察院審計部表示，將
參酌以往年度決算數、民國 100 年度已過期間歲入預算及執行情形，及預估未來相關案件之消長
與歲入相關法規修定可能造成收入之影響，酌予減編，但 101 年度歲入預算數仍遠大於決算數，
且 102 年度歲入預算數仍與 101 年度歲入預算數相當。爰此，建議刪除司法院及其各所屬單位歲
入預算 23.37%。
提案人：尤美女

潘孟安

連署人：柯建銘

謝國樑

林國正

廖正井

劉櫂豪

王惠美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有關委員提案提到以往的決算數與實際的預算編列數有不符的情
形，我們在編 102 年度的歲入預算時，已經考量以往年度的決算數及當年已過期間的執行情形，
和預估未來案件的消長與歲入相關法規可能造成的影響，所以我們是按執行力約九成來估算及核
實編列；換言之，我們已經有考慮到提案所顧慮的情形，然後減編預算，如果要再減列，預算恐
變得很少。因此這部分的預算是否能維持原編列數？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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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教秘書長，你們 101 年度的歲入決算現在的執行
情況如何？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100 年度的決算是 56.45 億元，原編列預算是 83.28 億元，決算
率是 67.7%，所以我們斟酌情形之後減列了大約 1/3。
尤委員美女：主席，本席是不是可以做成附帶決議要求他們從 103 年度以後每年必須核實編列歲入
預算。
主席：尤委員，我真的看不懂你寫的提案，你們提案建議刪除司法院及其各所屬單位歲入預算
23.37%，但是你們並沒有提到是歲入預算裡的哪一項，是總額嗎？
尤委員美女：對，是總額。
主席：8 個機關全部預算總額是多少？
尤委員美女：我們的提案內容是依照審計部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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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其他機關辦理。
提案人：尤美女

潘孟安

連署人：柯建銘

林正二

三十九之二、經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預算書第 9 頁預算總說明，稱該院第一預備金係「配
合人民觀審制度試辦，動支 258,000 元支援審判業務」，惟有關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設計，社會
各界仍有不同意見，本院委員亦提出不同於觀審制之國民參與審判法草案，顯見有關國民參與審
判之司法訴訟制度改革仍需各界多方審議辯論，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未經立法
之際，即已動支第一預備金之預算規劃配合人民觀審制度試辦，實有藐視國會，漠視立法，違反
國民主權在民原則，爰此，於國民參與審判法未經立法院立法通過後，司法院及其所屬單位始得
編列預算推動國民參與審判制度。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林國正

王惠美

四十一之一、主決議：有鑑於最高法院對刑事案件上訴發回或發交更審比例，相較由過去約 4
成左右的比例，下降至目前約 1 成左右的比例，換言之，約有 9 成的上訴都被駁回，其間比例的
差距甚大，因此，對於目前偏低的發回比例似又「矯枉過正」，是否造成人民司法權益的損害，
建請最高法院應積極回應對外提供相關說明。
提案人：謝國樑
連署人：李貴敏

林國正

王惠美

鄭天財

（進行協商）
主席：報告委員會，昨天審查考試院及所屬主管收支部分的預算時，我們決定保留送協商的公務車
輛及年終獎金、慰問金等部分，今天一樣比照辦理，不予討論。
現在開始協商委員提案。
第二案與公務車有關，本案保留。
第四案是要減列 3%的人事費用。
張會計長志宏：有關人事費的部分，以往因為缺員彌補進來不易，所以會有相當多的人事費未執行
，但是最近幾年我們一直有在減少，我們編列 102 年度的預算時，對於現員部分就照現員編列，
至於增員部分，我們預計大概什麼時間進來、今年度有多少時間需要用錢，我們就按那樣來編，
而且編列的職等都是最低職等，經過這樣的調整之後，事實上今年需要增列的人事費是 4.9 億，
但是有鑑於以往年度還是有一些彈性，我們就再減少，自己吸收了 2.6 億，所以只剩 2.3 億，各
位可以問一下各法院院長，他們都覺得很緊張，擔心人事費不夠，我們砍得很緊，所以請各位委
員支持，再讓我們看看實施一年後的情況怎麼樣，我們一定會儘量把人事費編列核實，這個部分
請各位委員務必支持，謝謝。
尤委員美女：依照審計部的報告，司法院人事費的未執行率在 97 年、98 年、99 年及 100 年分別是
8.22%、6.77%、3.53%及 3.27%，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認為這部分的預算應該要再精實一點。
而且行政院也對此加註意見，希望司法院能夠依照實際員額與情況去精實編列人事預算，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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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 99 年與 100 年的未執行率為標準，要求酌減 3%。這四年來，最高未執行率是 8.22%，雖
然他們的執行率慢慢增加了，但最近這二年的未執行率還有 3.53%及 3.27%，所以我們提案酌減
3%，讓他們的預算比較符合實際用人數。
林委員國正：會計長，誠如尤委員所講，你們中間為什麼又有落差？我個人覺得你們應該說清楚！
你們編列預算是以預算員額的人數……
張會計長志宏：預算員額。
林委員國正：但是他本身是實際進用員額，所以你應該向尤美女委員與民進黨團解釋，因為要留進
用人事的空間，搞不好要補用大量新進人員，但是你沒有講清楚，一個是預算員額，一個是實際
進用員額，法院可不可以再增聘法官？可以啊，所以預算一定要編列預算員額，因為你們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因為案件需求量增加而需要加聘人力，這不是你超編，只要編列的是預算員額的費用
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你卻沒有講清楚比較的基準點不同。會計長，你要向尤委員解釋，一個是
預算員額經費，一個是實際進用員額的經費，這中間當然會有落差，搞不好你們可以用 200 人，
但實際進用只有 180 人，這樣就會有 20 人的錢多出來沒有使用，你要講清楚，不然委員一直刪
減你們的預算，被刪減的預算以後就不可能再增加了，預算員額這樣刪減下來，改天實際進用人
員的費用可能超過你們的人事費了，所以你要說清楚，這是大事情！
梁處長宏哲：委員，另外一個是法官進用，因為我們要編列預算員額，才能提報考試分發，但考試
分發下來是二年後了，中間會有空檔時間，但是我們一定要編列預算員額，否則法律上不可能排
入國家考試，中間是預定的空檔，像現在就有 200 多位法官可能近三年會加入，如果有落差，是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精準排到是什麼時間，這就是 3%最重要的原因。
主席：這個部分已經逐年在進步，以前是編制員額，現在是預算員額，現在是實際員額，以前是以
最高職等薪水來編列，現在以下位職等薪水來編列，警察單位與司法單位又不一樣，司法單位並
不是現在要人就有人可用，還必須司法官考試及受訓，這與警察養成訓練不太一樣，尤委員提案
刪減是根據過去的執行情形，認為司法院沒有辦法進用這麼多人，但是剛剛會計長也說過，如果
依照正常成長率，本來要增加 4.9 億，現在已經自動減少 2.6 億了。
尤委員美女：依照大法官會議第 530 號解釋，為了精實人力，以後是遇缺不補，所以員額不可能再
增加，既然員額不可能增加，而你們的未執行率雖然從 8.22%下降到 3.53%，但如果只是刪減
3%，你們還是有空間的，而且你們的預算是 150 億，只要 1%就 1.5 億了，所以未執行率 3.53%
就表示還剩下 4 億多，也就是由原來剩下 12 億到後來剩下 9 億、4 億，事實上，司法院剩下那
麼多的人事費，在整個政府預算來說，這是會擠壓到政府其他預算的。
林秘書長錦芳：委員剛才提到的 530 號解釋是針對三、終審而言，整體及一、二審的法官，都是在
總員額的範圍之內，這是不一樣的概念。
尤委員美女：先保留，可以嗎？
主席：尤委員，我們要求人家趕快結案，老百姓在司法程序中煎熬也不好，所以我們希望司法院能
夠儘快結案，如果我們把人事費用刪減 3%，可能導致他們以後無法進用人員，人民的司法案件
也可能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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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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