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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四、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五、院會討論時，由呂召集委員學樟出席說明。
六、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
會。
（上午 11 時至 12 時、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二、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繼續併案審查(一)委員陳根德等 16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及(
二)委員蔡正元等 19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繼續併案審查(一)委員蔡正元等 16 人擬具「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及(二)委員
陳根德等 20 人擬具「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決議：
一、繼續進行逐條審查。
二、「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照案通過。
三、「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另定期繼續逐條審查。
四、「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另定期繼續逐條審查。
五、討論事項第二案：(一)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二)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呂召集委員學樟出席說明。
散會
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進行討論事項。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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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項

併案審查(一)委員賴士葆等 16 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二)委員賴士葆等 19 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八十一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三)委員蕭美琴等 18 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一百
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四)委員陳亭妃等 22 人擬具「強制執行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及(五)委員丁守中等 28 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七
十七條及第八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進行提案說明，請提案人賴委員士葆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士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針對強制執行法有提二個案子，一個就是第一
條的修正案，以及第八十一條的修正案，第一條的修正案很簡單，是在於有一些債務人所積欠
的債務其實很少，但是因為他的房子被扣押，然後銀行就要求拍賣，法官就准了，本席這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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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個選民服務案件，欠了 20 萬元左右，結果一千多萬元的房子就被拍賣了，整個家就被掃地
出門，這是赤裸裸的，讓本席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是二、三年的事情，全家人當被掃地出門的
那個晚上去住公園，說起來其實是滿悽慘的，本席提出的修正是非常客氣，因為這個比例要低
到多低，不可以去拍賣他的房子，這裡並沒有這樣子規定，但是本席列了幾個原則，包括要依
公平合理的原則，兼顧債權人的利益跟債務人權利的維護，用適當的方法，不得超越要達成執
行目的之必要限度，本席還是給法官很大的裁量權，本席希望這一次的修法，能夠讓法官以後
在核准這種拍賣時，不要只聽銀行的一面之詞而已，能夠多從社會面多考慮，本席認為可以讓
社會比較多的不幸事件能夠少發生點，這是強制執行法第一條的修正。
強制執行法第八十一條就是所謂的兇宅，兇宅過去的糾紛也滿多，甚至於有仲介公司強調如
果賣到兇宅可以換之類的話，本席認為這些都跟法官很有關係，法官在拍賣的時候，最後都說
法院對於拍賣標的並不負責瑕疵擔保的責任，用這樣的理由，本席認為是非常的不負責任，所
以本席對第八十一條提出若干的修正，希望未來社會上這種法拍屋因兇宅或其他不明原因導致
非自然死亡情況的糾紛能夠降到最低。
以上這二個案子，請各位指教，謝謝。
主席：接著請提案人蕭委員美琴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蕭委員不在場。
請提案人陳委員亭妃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陳委員不在場。
請提案人丁委員守中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丁委員不在場。
請司法院姜副秘書長說明。
姜副秘書長仁脩：主席、各位委員。今天

大院貴委員會是併案審查(一)委員賴士葆等 16 人擬具

「強制執行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賴士葆等 19 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八十一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委員蕭美琴等 18 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一百二十二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四)委員陳亭妃等 22 人擬具「強制執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及(五)委員
丁守中等 28 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七十七條及第八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因為一共有五案，為了便於說明，所以我們用簡表的方式作簡要的報告，委員賴士葆等 16 人
所擬的增訂強制執行法第一條第二項有關辦理強制執行原則的部分，司法院的意見是認為，目
前強制執行法的相關法規都有類似比例原則還有執行限度範圍的一些規範，這個部分是不是要
增訂在第一條第二項，或是維持原條文，我們建請貴委員會作審酌。
委員陳亭妃等 22 人所擬的第十九條修正草案，是規定執行法院向稅捐機關或其他有關機關、
團體要調查這個執行標的物的使用狀況，這個部分其實原來的條文規定「調查債務人的財產狀
況」，似乎已經包含了執行標的物的使用狀況了，是不是也建請第十九條的部分能維持現行規
定？
委員蕭美琴等 18 人建議增訂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第八款關於禁止查封的動產部分，要增列「債
務人的人身保險與社會福利或社會救助津貼」；因為增訂的事項是屬於其他的債權，跟第五十
三條所規定關於動產的執行，體例是不太符合，所以我們建議這一條也暫時不修正。
委員陳亭妃等另外建議修正所擬的第六十八條之二第一項但書，是關於兇宅買賣之後原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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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副秘書長仁脩：就委員所講的事實，我們沒有調查，我不方便講，請容許我們在瞭解之後，會後
再向委員說明。
李委員貴敏：沒關係，你會後回答也可以，因為媒體報導得沸沸揚揚，我會認為你作為主管機構也
應該看媒體的報導，如果沒有這樣的事情，你也應該要釐清啊！對不對？
姜副秘書長仁脩：我們目前是由各法院編列預算來跟他們……
李委員貴敏：是，但是如果沒有這個事情的話，你也應該要釐清，還台灣金服一個清白嘛！不要讓
人家擔當這個不必要的罪責。如果有這個事情，請問它有沒有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為什麼你
從 2005 年到今天為止都沒有追究？
再提及法拍的制度，我剛才提到它牽涉到社會的正義和很多人的權益，所以本席絕對支持資
訊要公開，但是除了資訊公開之外，本席還要求一定要及時、完整，一定要讓大家享有同步知
道的權益，這部分要特別拜託副秘書長。
姜副秘書長仁脩：這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李委員貴敏：謝謝。
主席：請賴委員士葆發言。
賴委員士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前一陣子的學運，學生占領立法院和侵入行政院，
最近很多人群起效尤，一有什麼問題就跑到經濟部、交通部等政府機關，學運之後，整個公民
意識覺醒了，請問姜副秘書長，司法院對於學運這件事情有什麼心態上的調整或是何種看法？
主席：請司法院姜副秘書長說明。
姜副秘書長仁脩：主席、各位委員。司法院一直都保持公正的立場，我們對學運不方便表示意見，
法院也是不告不理。
賴委員士葆：也請法務部范參事表示看法。
主席：請法務部法制司范參事說明。
范參事文豪：主席、各位委員。法務部的立場，以檢察官來講，我們儘量蒐集違反刑事法律的證據
，依照證據來判斷，作為案件的決定。
賴委員士葆：這是雞同鴨講，我不是問你們針對學運怎麼處理，而是問在學運之後，你們有沒有什
麼樣的反省？學運代表公民意識的覺醒，連立法院的代議政治都快被顛覆了，動不動就公投，
我的意思是你們要更貼進民意、更瞭解民意。
姜副秘書長仁脩：沒有錯。
賴委員士葆：特別是司法單位，我為什麼這樣講？過去是法官最大，誰敢挑戰法官？誰敢挑戰檢察
官？沒有人敢嘛！今天廖正井委員就是最明顯的挑戰檢察官啊！按照他的講法就是濫權又繼續
上訴，根本不用上訴了嘛！為什麼浪費司法資源？你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場，這是我所要強調的
重點。在學運之後，政府各個單位都應該更重視民意、更瞭解民瘼，兩大司法單位看起來沒有
任何反應啊！對於學運的想法就是船過水無痕，反正風一吹就沒有了，就這樣子？
姜副秘書長仁脩：不是，司法院對外當然不好表示意見，但是我們一定要重視民意……
賴委員士葆：我要強調的是，比如有委員提出，社會很多糾紛是因為法院拖拖拉拉，過去才會有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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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妥速審判法的立法，對不對？現在也是一樣，像租稅的問題，例如稅要交多少錢，有人官司
一打就是十多年，連人都入土了，官司都還沒有打完，這就是法官對於現況完全不瞭解。我有
太多的選民陳情案，再舉一個例子，現在判 20 年前的案子，利息的算法難道還算 8%、9%？有
太多類似這樣的例子！檢察官也一樣，在健保法第七十二條去規定一項，報帳要報得對，如果
違反情節重大就送法辦。醫生最怕被告了，五、六十歲的醫生面對二十多歲的檢察官，年輕檢
察官對醫生講說犯罪就要承認，態度之惡劣、囂張！我要強調的是這個部分。
面對民意抬頭，法官不再那麼偉大了，比如今天我們對凶宅這部分的修法，法官也一直在抗
拒，其實就是對凶宅或有瑕疵的拍賣品，要告知究竟由誰負責，可是你們就是老大的心態嘛！
立委為什麼要修法？就是有很多的民意，我們是站在第一線，但是我老實不客氣的說，兩大司
法單位是動作最慢、改革最慢、最官僚的！比如不分黨派，大家認為陪審制度可以進行、可以
推，可是你們老是提觀審，你們的動作為什麼這麼慢？民意往前走，就本席瞭解，我們委員跟
高層當面談的時候，高層都認為這是可以的，為什麼不能一次進到陪審而還是留在觀審？你們
的動作太慢了，不止是司法院，法務部也是一樣啦！
姜副秘書長仁脩：我們是希望施行條例能夠趕快出來。
賴委員士葆：那樣來不及啦，直接跳到陪審，還觀審？我的意思是你們根本跟不上時代，你們所謂
的改革都是假的，從你們兩位剛才的反應就是這樣子。另一方面，社會又瀰漫著法官不能碰、
檢察官不能碰，沒有人敢碰，誰敢碰？但是你們是神嗎？我剛才舉一缸子的例子，我剛才講租
稅的東西，我們有委員提出案子，當然財委會並沒有通過。
姜副秘書長仁脩：租稅可能牽涉到稅捐稽徵法和相關法律要修正。
賴委員士葆：我再提及人權問題。請問什麼樣的人要限制出境？
姜副秘書長仁脩：原則上，被告經過法官訊問之後，認為有羈押的理由，擔心他會逃跑……
賴委員士葆：欠稅限制出境，有沒有道理？
姜副秘書長仁脩：欠稅不是法院的事情。
賴委員士葆：我知道這是執行處的事情，請問范參事，對欠稅的人，你們執行處會限制出境，對不
對？
范參事文豪：這個不是我主管的業務。
賴委員士葆：這些都跟人權有關係。再請問副秘書長，人民借錢，可不可以限制出境？這是不是你
們的事情？
姜副秘書長仁脩：不是，委員是指借錢不還嗎？那當然不行吧？
賴委員士葆：不是啦，我現在是講比例原則，就是欠了錢可不可以被限制出境？
姜副秘書長仁脩：就我所知，國稅局是對欠稅達一定金額……
賴委員士葆：對啦，我很清楚這個東西，但我是問你民間的借貸，民間借貸可不可以限制出境？
姜副秘書長仁脩：那不行，民間借貸沒有關係吧？這是就我的瞭解，不過不是我們的業務。
賴委員士葆：再就教陳廳長有關不成比例的拍賣，兩、三年前本席的一個陳情案件，欠二十幾萬元
被拍賣房子，房子值 1,000 萬，結果以 500 萬被拍掉了，全家都哭啊！這是不成比例拍賣，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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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看法？
主席：請司法院民事廳陳廳長說明。
陳廳長駿璧：主席、各位委員。在執行實務上應該不太會有這樣的情形。
賴委員士葆：就已經發生了，你好像懷疑我講的真實性，這確實發生了，所以你應該同意我的修法
吧？
陳廳長駿璧：我們原則上是同意，執行拍賣本來就要符合比例原則。
賴委員士葆：是要符合比例原則，可是就有這樣的法官啊，就准許拍賣，可能銀行很有力，就同意
了，我處理過兩件這樣的案子，還不是一件而已。我剛才一開始就講了，是法官跟不上時代，
時代變得這麼快，我認為在學運之後，各單位特別是司法單位要跟得上時代，否則民怨很深哪
，都是從人權的保障來的，我不是強調你們要去抓學運，我覺得兩大司法單位有太多改進的空
間，請你們要高度尊重立委的提案，其實立委提案都是站在第一線，你們不要只是抗拒，不需
要這樣子，你們不是神，司法也不是聖經，不是這樣子。
主席：接下來輪由本席發言，請李委員貴敏暫代主席。
主席（李委員貴敏代）：請呂委員學樟發言。
呂委員學樟：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請教姜副秘書長，我們看代表司法院的 logo，基
本上有天秤、法槌，是由人字造形所組成，主要是象徵司法的公平、公正、專業，以及以人為
本的精神，是不是？
主席：請司法院姜副秘書長說明。
姜副秘書長仁脩：主席、各位委員。是。
呂委員學樟：這幾年因為房價高漲，法拍屋的價格低於市場行情，也掀起民眾標購法拍屋的熱潮，
除了這個以外，剛才賴士葆委員也提及，因為司法院、法官的故步自封和保守的心態，或是不
求瞭解，在沒有辦法深入瞭解的情況下，反正就是應付一下，隨便就把民事案件處理掉，讓本
來很值錢的房子，受到銀行的壓力，就很便宜的把房子拍賣掉，甚至落得被掃地出門的現象，
這樣公平嗎？對司法單位來講，這是公平的作為嗎？可能你們是無心，不過也因為你們的無心
，造成最後的結果是社會不公，這是值得大家一起深思的問題。
現在講求人民有知的權利，而在法院拍賣的過程當中，因為不動產資訊的不夠詳盡，往往引
發一連串的糾紛。請問副秘書長，一般民眾願意去購買法拍屋，除了其價格比較低廉之外，你
認為是否跟法院給人一種公平、公正的信賴感有關？人家信任法院，結果法院卻變成幫凶。
依據報載，桃園有一位罹患大腸癌末期的許姓老翁，他花費畢生的積蓄在平鎮市買了一戶法
拍屋，他打算身後留給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兒居住，但事後卻發現，他買到的是凶宅，法拍屋的
買受人其實大多數都是一般民眾，而且是經濟上相對弱勢的人，他們是基於信賴法院的公告而
購買法拍屋，結果卻適得其反，請問副秘書長，你認為這樣對拍定人公平合理嗎？
主席：請司法院姜副秘書長說明。
姜副秘書長仁脩：主席、各位委員。我們認為當然是不公平的，執行法院對於債權人、債務人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都要注意，所以我們要求他們公告、查封或是執行人員調查時，都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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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否為直轄市、縣（市）政府列管之山坡地住宅社區。
八、是否有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
蕭委員美琴等 18 人提案條文：
第一百二十二條

債務人之人身保險與社會福利或社會救助津貼及其他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
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

主席：現在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處理委員提案。
廖委員正井等人提案：
民法第 129 條第 2 項第 5 款規定聲請強制執行為消滅時效中斷之事由，惟在債務人顯無財產
之情況，債權人為避免時效消滅，仍不得不藉由聲請強制執行以中斷時效，造成債權人及執行
法院浪費龐大的時間、費用及人力在辦理無謂的強制執行程序，最終僅係為了使執行法院重新
核發債權憑證，並非以實際達到滿足債權人之債權為目的。爰建請司法院及法務部研議是否可
透過修正民法及強制執行法之相關規定等方式處理此種僅係為中斷時效取得法院重新核發債權
憑證之無謂執行程序，以免債權人之程序浪費及司法資源之浪費。
提案人：廖正井
連署人：李貴敏

賴士葆

尤美女

呂學樟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休息協商。
（進行協商）
丁委員守中：第七十七條經過協商，司法院尊重本席的提案，同意將海沙屋、輻射屋、地震受創、
火災受損、嚴重漏水、建築物內有非自然死亡等特殊情事及其他應載明事項，明白列入條文裡
面，這樣我們就可以接受。
主席：我們從第一條開始處理，第一條要照哪一個版本？
賴委員士葆：司法院有一個修正版本，本席同意照該版本修正通過。
主席：第一條照司法院所提修正意見修正通過。
處理第十九條。
李委員貴敏：第十九條沒有修正。
主席：第十九條維持現行條文。
處理第五十三條。
賴委員士葆：第五十三條維持現狀。
主席：好，第五十三條維持現行條文。
處理第六十八條之二。
賴委員士葆：第六十八條之二維持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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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好，第六十八條之二也是維持現行條文。
處理第七十七條。
賴委員士葆：第七十七條照司法院所提意見通過啦！
丁委員守中：第七十七條不是採用司法院的版本，他們現在同意以本席的版本為主……
賴委員士葆：就是參考丁委員的條文，再略加修改。
丁委員守中：依本席版本修正通過，在「地震受創」之後再加上「嚴重漏水」。
主席：第七十七條第一項本文中「左列事項」修正為「下列事項」，同項第二款修正為「不動產之
所在地、種類、實際狀況、使用情形、現場調查所得足以影響交易之海砂屋、輻射屋、地震受
創、嚴重漏水、火災受損、建物內有非自然死亡等特殊情事及其他應記明之事項。」其他各款
、項未修正，可以嗎？
丁委員守中：第二款「足以影響交易」等文字會不會看起來怪怪的？要不要放進去？
賴委員士葆：可以劃掉啦！
在場人員：這種立法方式是列舉和概況並列，我們在解釋概況時要參照列舉……
丁委員守中：對啊！條文規定「足以影響」，如果他說不足以影響，怎麼辦？現在依照不動產買賣
規定，本來消費者保護法所要求應公告、不公告的事項就有這些東西……
李委員貴敏：本席贊成丁委員的意見，既然認為只要有海砂屋、輻射屋的情況就會影響交易，那麼
前面這部分就是贅語。可能司法院擔心的是地震受創、嚴重漏水、火災受損是不是嚴重到足以
影響交易，我猜司法院的意思可能是這樣，可是……
丁委員守中：就是把資訊公開就結了，在這邊再加個「足以影響交易」，反而是多了一個空間，所
以應該拿掉。
李委員貴敏：而且，其他事項也都有規定，就是「其他應記明之事項」，對不對？
王副廳長金龍：是不是可以修正為「現場調查所得之海砂屋、輻射屋、地震受創、其他非自然死亡
或其他足以影響交易之特殊情事。」這樣應該可以吧！因為如果採用列舉方式，可能會掛一漏
萬，所以要加上概括條款。我們的本意就是要有列舉跟概括，我們的本意就是如此，我們擔心
的是掛一漏萬。
賴委員士葆：好啦！好啦！
丁委員守中：可以。
主席：那就再唸一次，就是「現場調查……」
廖委員正井：他講的沒有錯，怕掛一漏萬。
丁委員守中：就是修改為「不動產之所在地、種類、實際狀況、使用情形、現場調查所得之海砂屋
、輻射屋、地震受創、嚴重漏水、火災受損、建物內有非自然死亡等特殊情事及其他足以影響
交易應記明之事項。」
王副廳長金龍：有非自然死亡等足以影響交易之特殊事項。
丁委員守中：沒有！我講的是其他應記明事項，你們的是其他足以影響交易之應記明事項。
廖委員正井：不是！不是！我剛才聽到第一次你講的是「等或其他足以……」就是除了前面列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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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加「或其他足以影響……」。
丁委員守中：對！對！那可以。
王副廳長金龍：我們再唸一遍好了。
主席：好，再唸一遍。
王副廳長金龍：現場調查所得之海砂屋、輻射屋、地震受創、嚴重漏水、火災受損、建物內有非自
然死亡或其他足以影響交易之特殊情事及其他應記明之事項。
丁委員守中：「等」還要啊！
王副廳長金龍：先加上「等」再加上「或其他足以影響交易之特殊情事」。
賴委員士葆：好啦，可以。
主席：第一項第二款作如下修正：「不動產之所在地、種類、實際狀況、使用情形、現場調查所得
之海砂屋、輻射屋、地震受創、嚴重漏水、火災受損、建物內有非自然死亡等或其他足以影響
交易之特殊情事及其他應記明之事項。」就照這樣修正。
王副廳長金龍：第七十七條之一的序文就照第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念的文字。
主席：第七十七條之一再確認一下。
賴委員士葆：一樣啦！
王副廳長金龍：就是把剛才的文字複製過來。
主席：再唸一遍就對了。第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文字如下：「不動產之所在地、種類、實際
狀況、使用情形、現場調查所得之海砂屋、輻射屋、地震受創、嚴重漏水、火災受損、建物內
有非自然死亡等或其他足以影響交易之特殊情事。」
李委員貴敏：這裡是在說執行法官或書記官在調查時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進行，前面的句子整個套
過來怎麼會對呢？我覺得應該是「執行法官或書記官，為調查不動產之實際狀況、占有使用情
形及前條情事，得依下列方式進行：……」
王副廳長金龍：乾脆更簡潔一點，「執行法官或書記官，為調查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情事，得依
下列方式行之：……」
主席：如果明確寫說第二款，後面的會有點問題，第七十七條之一不是只有在第二款而已，所以應
該是「前條第一項各款」才對。
李委員貴敏：召委講的有道理，「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情事」之後還應該有「或其他權利關係」，你
不能拿掉原來就有的條文。「或其他權利關係」留著，將來有什麼東西，你就可以……
主席：對，應該是這樣。改成「執行法官或書記官，為調查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情事或其他權利
關係，得依下列方式行之：……」另外有增列「二、向警察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調查，受調
查者不得拒絕。」請問第七十七條之一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就照剛才的修正意見通過。
處理第八十一條。
王副廳長金龍：就是照第七十七條，「現場調查所得之海砂屋、輻射屋、地震受創、嚴重漏水、火
災受損、建物內有非自然死亡等或其他足以影響交易之特殊情事及其應記明之事項。」
主席：第八十一條第二項第一款文字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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