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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進而維護審判獨立，鞏固憲政秩序。」
吳委員宜臻：（在席位上）時間呢？
主席；3 個月內，好不好？
吳委員宜臻：（在席位上）今年 9 月前。
王委員惠美：（在席位上）6 個月啦！
主席：那就改為：「故建議司法院研議於半年內檢討……」，第一案修正通過。第一案之連署人增
列潘委員孟安。
進行第二案。
二、有鑑於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期待被害人和加害人能有對話機會，主要用意當係在追
求國家如何在犯罪發生之後，療癒創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的關係，並賦予「司法」一種新的
意涵，以尋求真相、道歉、撫慰、負責與復原中伸張正義。然現行法律訴訟之制度，卻無法讓被
害人或其家屬有堅實的訴訟權能及主體地位。為保障被害人之表達意見及溝通之權利，司法院應
於三個月內和法務部會銜研擬完成被害人程序參與權之評估報告。
提案人：吳宜臻

呂學樟

廖正井

連署人：尤美女

蔡正元

柯建銘

王惠美

潘孟安

顏寬恒
主席：請問各位，對以上提案通過有無異議？
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首先，時間部分是不是可以酌予延長，延長到 6 個月？其次，基
於機關對等原則，如果要會銜應該是和行政院會銜。
主席：那就將「法務部」改為「行政院」，第二案修正通過。
進行第三案。
三、依據目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16 條規定，法院於受理緊急保護令之聲請後，依聲請人到庭
或電話陳述家庭暴力之事實，足認被害人有受家庭暴力之急迫危險者，應於四小時內以書面核發
緊急保護令，然依據司法院之統計資料顯示：緊急保護令之核發近幾年來，平均核發天數均超過
1 天以上（如下表），明顯違反家暴法之規定，並可能使婦女遭受生命威脅。為了能落實家暴法
保護令之核發保障被害人之精神，司法院應於一個月內邀集第一線工作者，如：社福團體、法官
、警察、檢討法院核發保護令之機制，並提出檢討改進書面報告至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收結天數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1.55

1.59

1.72

1.57

3.05

2.83

提案人：吳宜臻

呂學樟

廖正井

尤美女

連署人：蔡正元

柯建銘

王惠美

潘孟安

主席：請問各位，對以上提案通過有無異議？
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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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也要有其機制，必須先將規則擬定出來，我們現在擬定的規則是針對刑事案件，如果針對行政
案件要有模擬法庭，就必須要先訂出一個規則，但現在還沒有這樣的規則，也就是沒有這方面的
試行條例，而且世界各國人民參與審判普遍都是以刑事案件為主。有人說過，有兩種事情絕對不
能以投票決定，一個是薪水、一個是稅，因為這兩件事情如果以投票來決定，答案是什麼大家都
知道，所以行政訴訟或民事訴訟在現階段比較不適合觀審或人民參與審判，是因為簽涉到比較複
雜的法律關係的認定，如果不是專業的法官在這方面可能會有力不從心的問題，但是刑事案件的
審判，是以事實認定為前提，而事實的認定有待於一般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經驗及社會閱歷來判斷
，是基於本質上的不一樣，所以是以刑事審判為大宗。
呂委員學樟：但臺灣目前遇到最大的問題，民怨之所在，主要還是在於與政府機關的武器不對等所
造成的結果，就算他們要被裁罰，在行政救濟時總也要有機會讓他們唉一下，讓他們表達一下意
見，這樣才能平息民怨。至於刑事案件，因為事證很明確，必須適用證據法則，陪審制度或觀審
制度幾乎都是聊備一格，因為事實俱在嘛！但行政法院在處理時確實會不一樣，當然人民因為認
知的關係，但最起碼要講清楚，所以我覺得要提供這樣的機會。
今天要做司法改革，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平息民怨，把公平正義找回來，如果人民感受
不到公平正義，司法改革也只是改革一半，並不能克盡全功，所以你們能不能再去思考一下，針
對行政法院的部分，應該也要試行一下，試試看嘛！
林秘書長錦芳：早年時是有人提到，在行政訴訟中類似這種需要專業的案件是否能找專家來參審，
以稅法案件為例，除了職業法官外，還要找稅法專家來參與，有人曾提出這樣的構想，這都是將
來可以討論的方向。
呂委員學樟：好，請你們去思考一下，好嗎？
林秘書長錦芳：好。
呂委員學樟：謝謝。
主席（呂委員學樟）：報告委員會，今天中午延長開會時間到 12 時 30 分。
請王委員惠美質詢。
王委員惠美：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秘書長，最近外界對於法官的看法是認為法官都滿
懶惰的，本席今天打算從兩個案例來跟林秘書長討論這個問題。第一個案例，2 月 2 日陳長文大
律師在聯合報上發表「判決執行應該要接軌」的文章，認為為了要預防人犯逃跑，法官應該要勤
勞一點，他是針對舉國皆知的英國人林克穎脫逃一案所發表的文章，他在文中指責司法與立法部
門不能夠置身事外。法官一般的習慣都是先做出判決再補判決書，然後再送交卷宗及執行，本席
想要瞭解的是，這樣的過程一般是需要多少時間？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答復。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由於現在法官都是採取電腦打字的方式在撰寫判決書，所以在宣
布判決時，判決書大部分都已經出來了。
王委員惠美：大部分？
林秘書長錦芳：我不能夠說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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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委員惠美：合理性來講，時間應該是多久？關於這個部分，你們能不能去要求在宣布判決時判決
書就必須出來？
林秘書長錦芳：要出來啊！
王委員惠美：宣判時就必須出來？
林秘書長錦芳：依照規定，3 天……
王委員惠美：現在就是有問題啊！依照規定就是有空窗期啊！像這個案例是 7 月判決定讞，可是 8
月 27 日才收到卷宗、才執行啊！現在一般民眾的感覺是，有本事的人早就跑光了，對不對？
林秘書長錦芳：中間要有一個送達的過程。
王委員惠美：沒有本事的人只好託病，或是提出其他不能夠執行的理由，所以很多都是應執行而未
執行的案例，像這個案子就更離譜了，連人都跑掉了，然後總統又出面關切，請問現在這個案子
的進度到底為何？
林秘書長錦芳：判決宣判以後，依照法律的規定，是 14 天以內判決書一定要交出來，交出來以後
，書記官還要去製作判決正本，然後還要送達……
王委員惠美：要多久？
林秘書長錦芳：很快，因為……
王委員惠美：既然很快，為什麼到執行的過程中需要將近 2 個月的時間，然後人就跑了？
林秘書長錦芳：因為要有一個送達的過程，經過送達後還會有一個 10 天的上訴猶豫期間，上訴期
間期滿後才會確定，確定以後才可以送卷執行，這中間是有一個落差。
王委員惠美：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有本事的人就跑掉了，你怎麼克服？
林秘書長錦芳：這個基本上……
王委員惠美：沒本事的人也都有理由。
林秘書長錦芳：有一個執行的問題，我們現在提出來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執行的部分也有提到要
縮短送件的流程……
王委員惠美：這個案子你們已經送來了，委員會也審了兩、三次，現在問題到底出在哪裡？你們是
不是沒有盡力跟所有委員做溝通？還是因為其他的原因？
林秘書長錦芳：今天早上柯建銘委員也有提到，他認為刑事訴訟法修正案還需要再研究一番，因為
……
王委員惠美：你的意思是柯委員的問題囉？
林秘書長錦芳：不是，所有的條文……
王委員惠美：不是？你不是說柯委員認為還需要再研究？委員會不是已經討論過 3 次了嗎，為什麼
法源還沒有出來？
林秘書長錦芳：他講的嘛！
王委員惠美：是他講的，所以現在問題是出在柯委員，那你們就應該盡力去跟柯委員溝通，把你們
當時立法的目的讓柯委員知道啊！
林秘書長錦芳：他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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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委員惠美：努力一下，好不好？
林秘書長錦芳：可以，我們盡力。
王委員惠美：本席希望這個案子能夠在本會期通過，不然民眾的反應真的很差。
林秘書長錦芳：對。
王委員惠美：另外，法官太懶惰，開庭找人代班，讓淫狼跑掉了，在這個案例中，吳姓男子一審原
本是被判 14 年，但是因為高院法官太偷懶，找人代班，結果導致延押裁定被最高法院撤銷，最
後這位可能會再犯的淫狼竟然被改判 6 年，而且以 5 萬元交保，秘書長，你對這個案件有什麼看
法？
林秘書長錦芳：這個案件其實是牽涉到法律見解的不同，下裁定的法官還是那位訊問的法官……
王委員惠美：抗告成功嘛！
林秘書長錦芳：對，所以這裡面牽涉到法律見解的不一樣。
王委員惠美：如果法官可以代理，請問被告可不可以代理？
林秘書長錦芳：要看是什麼案件，有一些是……
王委員惠美：被告可不可以代理？
林秘書長錦芳：輕罪、得易科罰金的案件……
王委員惠美：可以？
林秘書長錦芳：可以啊！
王委員惠美：然後法官也可以代理，羈押的案件也可以代理？
林秘書長錦芳：當然不是這樣，法官……
王委員惠美：現在法官沒有親自審案，結果還在上面簽名，有沒有涉及到偽造文書的問題？
林秘書長錦芳：沒有偽造文書的問題。
王委員惠美：為什麼沒有偽造文書的問題？
林秘書長錦芳：因為評議時還是他去評議的，只是在問話的時候，是由一位代理的法官去問話。
王委員惠美：一般在審案子時不是有 3 位法官嗎？
林秘書長錦芳：對。
王委員惠美：為什麼不從另外兩位法官去找代理？為什麼一定要去找一個不相干人來代理，導致這
樣的判決出現呢？如果這位淫狼在這段時間又繼續在外犯案，那是誰的錯？
林秘書長錦芳：這牽涉到很多問題啦！不過關於代班的部分，法官是依照當時的狀況去找的……
王委員惠美：而且法官還說找同事代班開庭是很普遍的事情，到底有沒有很普遍？
林秘書長錦芳：一般自己要開庭的審判庭不會……
王委員惠美：那些庭期不是都是由法官自己安排時間的嗎？
林秘書長錦芳：對，那不會找人代班。
王委員惠美：你們不是才幾個案件而已，為什麼還要人家來代班？
林秘書長錦芳：那是臨時送來的人犯需要做訊問，這個案子我知道，那位法官正在趕一份判決書。
王委員惠美：趕判決書？很多事情就是因為你們沒有去做規範，所以沒有時間壓力，照理講，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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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以後，判決書在當天就應該要順便出來公告了，結果你們給他三天、四天的時間，然後法官
碰到期限快到了，只好跑去趕判決書，哪有時間去問案啊！
林秘書長錦芳：不是這樣子的，他還是有足夠的時間，因為宣判以後，如果是比較長的判決書，可
以延比較長的時間才宣判嘛！這是法官自己可以決定的，剛才那個案件，是因為法官剛好在處理
判決書，所以對於緊急臨時送過來的嫌疑犯……
王委員惠美：法官處理判決書比審案子還要重要嗎？本席今天提出兩個案例，就是希望你們去檢討
現有的流程，合理性來講，今天判決書既然已經出來了，理由就應該是寫清楚了，當天就可以昭
告世人，結果你們還要給法官三天、四天的時間，讓他們有藉口說因為要去寫判決書，所以就不
需要去開庭了，然後導致今天這樣的判決結果。今天是運氣還好，這位淫狼在交保之後沒有繼續
犯案，如果剛好在這幾天空窗期，他又犯了一件案件，請問誰負責任？我現在要跟你探討的是，
為什麼外界認為法官太懶惰，這表示你們要檢討這中間的流程。
林秘書長錦芳：因為法官正在處理另外一件事情，我們可以要求我們的法官，如果他今天值班就值
到底，不要再去找代班的情形，這部分我們回去再檢討。
王委員惠美：另外，觀審制度經過最近幾次的溝通，是不是要 3 年？
林秘書長錦芳：試行是 3 年。
王委員惠美：現在第幾年了？
林秘書長錦芳：現在法律都還沒有過，所以要等法律通過之後……
王委員惠美：你們是試辦？
林秘書長錦芳：是模擬。
王委員惠美：你們以模擬四場的結果，然後一直推所謂的觀審制，你們要不要試試看推一下所謂的
陪審制？讓所有民眾也來坐一下。雖然我認為你們的民意調查有問題，因為你們的院長、副院長
一直要推觀審制，就以你們法院歷屆的紀錄來看，從十幾年前就一直推參審制，然後到這一、二
年才定調為觀審制，又要去寫歷史嗎？全世界有幾個施行觀審制國家？再來，你們現在只是一個
觀念而已，但民眾只希望我們的法官不是恐龍法官，而且他的判決能夠符合民眾的感情，這是民
眾最大的要求，但你們是要求法官要很有禮貌的解說相關部分，並向他們做法律的教導，讓參加
參審的人了解。但民眾的需求不是這樣，例如民眾認為這個案件有罪，為什麼你們會判無罪？到
底是有錢判生、無錢判死，還是怎麼樣？民眾一直在質疑的是這個部分。可是你們現在做偏了，
變成要讓民眾知道，法官很辛苦，要去教導我們這些東西，這跟民眾的要求背道而馳。我不知道
你們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觀審制度，認為這是對臺灣人民最好的，但就一般的了解來看，其實，
這跟民眾的情感差異很大，而且還沒有通過的法令，就有 1,500 萬、3,000 萬的宣傳費用，如果
你們推動陪審就不用花 3,000 萬去宣導了，何況陪審制度在英國已經有實施一、二百年的經驗，
一般民眾對此也比較了解。有關法的東西，沒有人會比你們法官更熟，由法官來教導民眾為什麼
會判 7 年等等，在民眾情感上只會認為法官很辛苦而已，讓他們參與到很榮幸，剩下還有什麼意
義呢？
林秘書長錦芳：不是這樣講，既然人民參與審判是世界的潮流，不是國外有這樣的經驗，弄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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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就不需要宣導，以日本和韓國來講，日本花的宣導費用甚至是我們的幾百倍，韓國也是一樣
，韓國是採陪審制度，他們的宣導費用也非常高，遠遠超出我們很多。
王委員惠美：你們做一些改革，我們也很支持，但在改革的時候，希望不要有恐龍法官。
林秘書長錦芳：我們也盡力朝這個方向努力。
王委員惠美：我們希望法官在偵訊過程中，不要那麼凶，讓民眾可以在不害怕的情況下，好好發言
，這是民眾最卑微的需求，而且在你們改革過程中，應該去找符合我們國情及一般民眾期待的情
況。
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秘書長是女性，也是高知識分子，請問你對通姦除罪化的看法？是贊
成、還是不贊成？
林秘書長錦芳：以客觀來講，這是一個世界潮流，但是必須說明除罪化不是免除他的責任，他還有
民事責任要負。
王委員惠美：所以你也贊成把刑事部分除罪，然後用民事賠償？
林秘書長錦芳：我個人可以認同這樣的看法。
王委員惠美：你們未來也是朝這方面去執行？
林秘書長錦芳：不是，這是立法機關的……
王委員惠美：我只是想知道高知識分子及法界人員大概的方向。
主席：請潘委員維剛質詢。（不在場）潘委員不在場。
請蔡委員正元質詢。
蔡委員正元：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今天懷著很沉痛的心情向秘書長請教，除了剛才
王惠美委員提的法官懶惰之外，我最擔心的是法官涉世未深，以致對於社會很多現象的理解很獨
特，包括跟當事人所處的情境，是以完全不一致的方式來認知，所以就隨便看一看，這一點是我
相當擔心的。以我個人為例，我曾經被一審判過背信罪，律師說這是法官故意把你抓起來修理一
下，還好二審的法官願意仔細看每個細節，後來判我無罪，因為我擋人財路嘛！中華民國有幾個
人以自訴的話被判有罪，我是有名的，以自訴告我的人，還整天請法官吃飯。民進黨的人中，我
很喜歡陳歐珀，很討厭吳乃仁，因為 2004 年他是我的對手。我對吳乃仁及洪奇昌沒有什麼好感
，我是以一個經過這條痛苦道路的人的立場，為這兩個判背信罪的人講幾句話，因為他們的情形
跟我的情形很類似，法官根本搞不清楚當事人所處的情境是什麼。第一、他被判的理由是說，台
糖的土地是只租不賣，認為是洪奇昌和吳乃仁胡搞，廢棄只租不賣的原則賣給當事人，事實是這
樣嗎？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答復。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不是。
蔡委員正元：台糖的土地從民國 90 年到現在，天天都在賣土地，什麼時候只租不賣？不管是不是
國民黨執政，統統都在賣，而且從南到北，每個縣市都有。公文上寫說，只租不賣，是洪奇昌和
吳乃仁去胡搞瞎搞，所以他們兩個要負背信責任。公文上很清楚的說，當事人是租方要向他買，
結果申請不下來，所以就拜託當時的立法委員洪奇昌，去問問看吳乃仁為什麼不賣？公文上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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