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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告知典試委員、命題委員、閱卷委員、審查委員、口試委員、心理測驗委員、體能測驗
委員或實地測驗委員姓名及有關資料。
其他法律與前項規定不同時，適用本條文。
(七)通過附帶決議 1 項：
1.請考選部研議公布申論式試題參考答案及評分標準之可行性，於六個月內完成，並向立法
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廖正井

尤美女

顏寬恒

曾巨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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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廖召集委員正井出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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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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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事

項

繼續併案審查(一)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
(二)委員謝國樑等 28 人擬具「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三)委員田秋
堇等 21 人擬具「陪審團法草案」、(四)委員吳宜臻等 20 人擬具「國民參
與刑事審判法草案」、(五)委員柯建銘等 26 人擬具「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
草案」及(六)委員呂學樟等 58 人擬具「人民參與審判試行條例草案」案。
主席：請提案人呂委員學樟說明提案旨趣。
呂委員學樟：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與本院委員等 58 人共同提案，有鑑於一連串
司法弊端及長期以來的司法積習問題，導致少數法官判決悖離社會情感與人民期待，更造成民眾
對司法信賴度跌到谷底之情形，我國司法改革必須大刀闊斧以挽救人民對司法之信賴，然司法的
核心在於審判，讓人民直接參與審判過程，是讓民眾重新信賴司法的最好方式。依照目前世界各
國來看，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主要有兩大類，一為陪審團制，大多屬於英美法系如英國、美國、
加拿大、香港、南韓等 53 個國家所採用；另一為國民參審制，大陸法系如德國、法國、義大利
、日本等 22 個國家所採用。近年，亞洲的韓國、日本先後在 2008 年及 2009 年分別施行「國民
參審制度」及「裁判員制度」，相較之下，我國已經落後許多。為落實司法為人民之司法、法院
為人民之法院，故刑事審判導入人民參與，將可以避免民眾對於司法之不信任及法官濫權之疑慮
，更可讓法院判決貼近社會現狀與人民情感，並增加人民對法院裁判公正性之感受，提升司法之
透明度，增進人民對於司法之瞭解與信賴，重建人民對司法之信心，爰擬具「人民參與審判試行
213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7期

委員會紀錄

條例草案」。敬請各位委員支持。
至於法案名稱，本席可以接受採用其他名稱，是否要用試行條例還是要一次到位，可以協商
時再來討論。以上，謝謝。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針對司法院所提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謹說明如下。我國長久
以來都是由職業法官職司刑事審判，而沒有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存在。職業法官來從事刑事審判，
確實在維持法的安定性及法律解釋適用的正確一致性上有其價值；但隨著民主法治的逐漸落實，
人民對於司法權的運作也寄予越來越高的期待。有鑑於此，為了提升司法的透明度、反映人民正
當法律感情、增進人民對於司法的了解及信賴，實有引進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必要。任何司法制
度，除應博徵各國的典章法制以外，也必須充分考量本國的法律文化、社會情況等，以契合我國
的國情。基於上述考慮，司法院提出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共六章八十一條。
人民觀審制是以傾聽人民的聲音、以民意為依歸同時也審酌我國國情民俗而產生的制度，這
對於司法審判制度而言，是一個重大改革。剛才呂委員也講到已有八十幾個國家施行人民參與審
判制度，不管形式是參審、陪審或是其他各種型態，人民確實也都參與司法審判。我們是一個進
步的民主法制國家，民眾也應該有這個權利來參與人民的審判，所以提出本條例草案，希望大院
能儘速審議，以便和世界各民主先進國家一樣。本制度的建立，對司法的透明度、信賴度及法學
教育功能也有相當之貢獻，請各位委員多給予支持。以上簡單說明，謝謝。
主席：請法務部吳次長說明。
吳次長陳鐶：主席、各位委員。本部謹就今天審查的各個草案簡要說明如下。就委員提案的部分，
本部已於 101 年 12 月 19 日貴委員會審查時提出書面報告，請參閱本報告的附件。其次，關於呂
委員等 58 人擬具之「人民參與審判試行條例」草案部分，除第四十五條因與司法院草案內容相
同而本部認為應再斟酌以外，餘本部均敬表贊同。關於第四十五條，本部仍建議應使觀審員得請
求閱覽卷宗，因為這樣才能夠瞭解全卷，以利完整判斷。況且偵查卷證內對於被告有利、不利的
證據都包含在內，所以觀審員在閱覽的過程中，可就有利、不利於被告的情形全部加以瞭解，可
避免觀審員只閱覽起訴書、不能閱覽其他的卷證而產生預斷。其次，雖然閱卷會增加觀審員或參
與審判國民的負擔，但若因工作或家庭因素有困難時，被選定者可拒卻，所以應該不會造成觀審
員過度的負擔；再者，行政院草案條文規定觀審員「得」請求閱覽卷宗，而非課以應閱覽卷宗的
義務，觀審員可衡酌個案狀況判斷是否閱卷，不致造成過度的負擔。此外，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不
能閱卷，但是第一次審判期日後卻可閱卷，這在邏輯上也不符合前後一貫性。
另外，觀審員雖不具法律專業，但我們應該信賴觀審員可有效地掌握閱卷的重點。依照草案
的相關規定，法官在準備程序中可以閱覽卷宗，但是觀審員卻不能閱卷，反而造成資訊的不對等
。再者，英美的陪審制度，基本上陪審員在審理期間會被隔離，但我們的觀審員並不隔離，觀審
員可能接觸的資訊非常多，如果不讓觀審員閱卷，反而可能讓觀審員的心證更受污染，對於訴訟
的公平反而更會產生影響。
基於上述理由，本部認為在準備程序時仍應容許觀審員得以閱卷。以上是本部的意見，敬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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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委員的版本樣態完全不同，當然呂委員學樟今天也提出修正案，他的版本和司法院版完全一樣
，亦即國民黨必須有一個版本來力挺司法院，但是本席和尤美女委員乃至吳育昇委員等委員所提
出的版本是南轅北轍。司法變革必須掌握核心事項，我們過去在司法改革上一直在思考該怎麼辦
，而 2003 年變成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是在民進黨執政時代，當時我也是黨團總召……
主席：你把你的建議趕快講出來，好不好？
柯委員建銘：本席今天一直懇切地拜託各位，希望這個案子今天不要進入逐條，委員之間應該先有
共識，而且多召開幾場公聽會，多辦幾場模擬審查都沒有關係，司法院的版本有八十一條，就算
今天把條文都唸過一次，下次會議時你也沒有能力讓它出委員會。即使很粗糙地出了委員會，在
沒有共識的狀況下，立法院院會也不可能讓它通過。所以，我認為大家應該沈澱一下，尤其要去
思考一個原點，就是我們一直在談的起訴狀一本的問題。大家好好研究一下起訴狀一本，卷證不
併送的時候是否比較能讓整個司法上軌道，法官也較不受影響？今天我還是要拜託各位，就只有
我們這幾個人在場，凡事溝通最重要，對立的話，這個法案也不會通過，召委是一個很明理的人
，我希望今天大家能暫停審議，再沈澱一下，對於整個社會國家發展的變革及法制制度應該怎麼
來做，希望大家有一個重新思考的時點，不要勉強走下去，因為沒有一條會有共識的。在此情況
下，大家只會越搞越糟罷了。因此，是否模擬審查會可以多開幾場？然後不是只有觀審部分，還
要有參審、陪審的模擬審查，讓社會多一些共識，社會上沒有一個人認為觀審制能夠做為司法改
革的原動力，也沒有這種觀念，即使是立法院同仁，大家也都認為這個有疑慮。
我們從過去的歷史狀態、現今的社會變革來看，大家為整個司法改革而共同努力的這條路是
很遙遠的，希望在座各位同仁在這條路上能多省思，多聽聽大眾的聲音到底要怎麼樣，否則這三
個制度完全在這裡顯現的話，要如何併案審呢？如果審查的時候，你講你的、我講我的……
主席：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說請司法院多辦參審、觀審、陪審的模擬審查會。
柯委員建銘：對，多辦模擬審查，日後比較成熟、較有共識時，甚至於多辦幾場公聽會都無妨，這
樣進行程序可能會比較順暢。
主席：拜託大家不要長篇大論，把目的講出來就好了。
請呂委員學樟發言。
呂委員學樟：主席、各位同仁。首先有兩件事要澄清，第一，有關大法官第 530 號解釋，當時是在
最後增列了一段司法院的組織法要在兩年內修訂完成，當初聲請解釋的機關是監察院與法務部，
為了其他事項而提出聲請解釋，結果大法官最後加了上述這段話，一方面有訴外裁判之嫌，我們
認為司法院組織法要從多元多軌變成單元單軌方式進行可能會產生司法帝制的現象，所以我們並
沒有同意，這是立法權行使的一部分。第二，今天我們談到人民觀審施行條例有關參審、觀審制
度的爭議，事實上，如果我們回顧以往，以法官法為例，當初一樣也是有很多的版本，到最後也
是完成了修法程序。因此，針對今天的人民觀審條例或人民參審條例，無論名稱為何，無論是民
進黨委員的提案或黨團提案，司法院也已經在 101 年 6 月 14 日提案，至今已經兩年多了，如果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不採取具體動作來審查，表示我們立法怠惰。當然，程序正義還是很重要，我
們也要充分尊重各委員所提及司法院提出的版本，大家共同來討論，甚至本席和尤委員美女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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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林子儀所長所召集、參加者包含黃國昌在內的有關人民參與審判國
際學者座談會，類似這些程序，其實都已經在進行，而且公聽會也召開過了。因此，本席認為基
於立法經濟、效率的考量，雖然大家對這個法案的意件是南轅北轍，但是沒有審查的話，怎麼會
有進度呢？怎麼會有共識呢？
主席：你的意思就是希望繼續審查？
呂委員學樟：對。所以我建議還是應該繼續審查，今天光唸完這些條文就需要近一天的時間，因此
議事人員還要辛苦一點，我認為有必要審查，因為大家的版本都進來了，包括司法院的版本也來
了，我們的提案也都有這麼多人連署，以本席的提案為例就有 58 人連署，當然也是要尊重我們
連署委員的意見！所以，我們今天就繼續審查。
主席：我知道你的意思了。程序發言請儘量簡短一點，把目的講出來就好了。
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主席、各位同仁。在今年的 10 月 2 日，我們曾召開過司法院立法計畫及卷證不併送
的具體規劃專題報告，在該會議中也做成一項決議，要求司法院邀集審檢辯學等召開公聽會，向
外界說明現行研修條文有關卷證不併送、起訴狀一本等問題，且蒐集意見予以檢討，於三個月內
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實施狀況。現在這三個月的時限還未到，他們也還沒有拿出報告
。起訴狀一本是最重要的，因為它就是要防止法官的專斷，要貫徹無罪推定的原則，維護公平審
判。所以，在這些配套都還沒有拿出來的狀況下，今天要我們討論到底是採觀審、參審還是陪審
，我不知道要怎麼審下去。另外，其實我們也做過決議，無論是觀審、參審或陪審，要求司法院
要就不同的制度去做模擬，而且要擴大法院辦理，從原本 4 個擴大到 8 個法庭，目前也還沒有做
到，甚至他們也應該針對這些模擬提出分析研究的專案報告，這些也都還沒有完成。觀審、陪審
、參審是完全不同的制度，在大家沒有討論清楚之前，我們要怎麼進入逐條？你不能把觀審、參
審、陪審三個制度大雜燴，弄出一個臺灣版的某某制度嗎？這樣真的會笑掉大牙，也會影響立法
院的立法品質。
其實我們在審所有的法律案時，都說要省略大體討論，那是因為大家對該法案的爭議不大，
所以詢答完畢後就會省略大體討論。但是今天這部法有諸多爭議，加上我們也做了多次決議要求
司法院去做這些模擬法庭、提出分析專案報告，方能決定出方向，這些都還沒有做，甚至也都沒
有做起訴狀一本的配套修正，司法院可能會說他們最近在高雄地院做了模擬法庭，就是把觀審、
陪審、參審全部在一個法庭上實現，差別只在於：若是觀審就不能有做判決的權利；如果是參審
，就是跟法官一起做判決；陪審就是由陪審團做判決。事實上，重點不在此，而是在於為什麼要
改變這樣的制度，這些制度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如何利用素人法官所謂的常識……
主席：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在 10 月份決議要求司法院提出的報告，他們還沒有送來；參審、觀審、
陪審制度很重要，司法院應該要去做這方面的模擬，但他們也還沒有做，所以你希望今天不要開
會？是否如此？
尤委員美女：對。
主席：請李委員貴敏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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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我們一路走來要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司法院也曾經提出參審制，這一路走過來，昨天晚
上在司改會的會議室裡面，本席的助理、尤委員美女的助理，還有司改會隸屬的學者專家和律師
，大家還在規劃模擬法庭，為模擬法庭做準備，大家不僅參與，而且非常有誠意，稍後我把這些
資料給司法院看，他們昨天晚上搞到九點多，大家共同在討論這個事情。
今天本席並沒有要惡意杯葛，本席辦公室和尤委員美女辦公室花了很多心力在思考這些問題
，我很誠懇的跟各位講，很多事情是欲速則不達，立法院應該重新思考，我們過去的政治模式對
不對？我們過去的行為模式對不對？這是一個對話大於對抗的大時代來臨，是可以重新再出發的
時刻，行政部門、司法部門和司法院，院際之間也要溝通啊！起訴狀一本是立法院通過的決議，
只是法務部不同意。我們要修正刑事訴訟法，為什麼？法務部和司法院永遠是天敵，永遠在對抗
，兩個在不同的利益上，檢察官所爭的是他們也是法官，這些事務難道不應該和院長討論嗎？你
們內部問題多嚴重啊！要強行押著通過，不可能會過的啦！我覺得大家冷靜一下，下會期再思考
一下，我們要求陪審團制也要模擬法庭。
主席：我馬上處理，大家不要再發言了，既然沒有辦法，那就散了嘛！
柯委員建銘：本席在此拜託各位，我不是惡意杯葛，而是很誠懇在這個地方拜託大家。
主席：好啦！不要再講了，大家就聽我的結論……
柯委員建銘：既然今天已經開會了，就讓召委和大家都有個進度，假如要唸條文的話，我建議只唸
司法院版本的條文就好，其他版本在下次會議再慢慢唸，一次唸一個版本沒有關係，唸完條文之
後，大家再仔細想想怎麼做，現在不要全部都唸完。
主席：我接受柯委員的意見，我們把司法院的版本唸完，我們就休息，好不好？以後再講，最重要
的是，司法院要把我們在 10 月份所作決議的報告趕快送過來。今天我們還是要有個進度，才對
社會有個交代，所以我們把司法院的版本唸完，今天就結束，好不好？
呂委員學樟：（在席位上）本席的版本也要唸啊！
主席：你的版本也要唸？
呂委員學樟：（在席位上）當然要唸。
柯委員建銘：（在席位上）唸一個版本就好了啦！
呂委員學樟：（在席位上）其他的版本也要唸啊！
主席：可以啊！
呂委員學樟：（在席位上）今天的議程是排所有相關的案子，是併案審查，所以要唸條文就要唸所
有的版本。
主席：柯委員，好不好？把條文唸完就好了嘛！唸完沒有關係嘛，我們就不再進行了，只是唸完條
文而已。
柯委員建銘：（在席位上）協商一下啦！
呂委員學樟：（在席位上）召委，程序不能這樣走！
柯委員建銘：（在席位上）程序要怎麼走，這是大家可以討論的。
李委員貴敏：（在席位上）我建議可以協商啦！但是讓我發言一下……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我也要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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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委員建銘：（在席位上）那就繼續發言，等一下我們再協商。
主席：不要再發言了。
柯委員建銘：（在席位上）主席剛才已經裁示了，就唸司法院版本就好了，下次會議就先唸呂委員
學樟的版本。
呂委員學樟：（在席位上）沒有，我不同意喔！我要求一起唸，就今天安排的議程，應該是所有版
本都要唸。
主席：呂委員不同意啦！
呂委員學樟：（在席位上）民進黨籍委員的版本也要唸啊！你柯建銘的版本要不要唸？
主席：剛才本席的第一個建議是把今天審查的版本唸完，就是我們代表司法院已經走到下一步了，
我也採納你們的意見，要求司法院在法庭裡面不是只有做觀審制度的模擬，也要做參審制度的模
擬和陪審制度的模擬，把這三個制度都模擬完之後，再評估利弊得失，這個本席都可以接受，今
天就把條文唸完嘛！好不好？就把它唸完嘛！
柯委員建銘：法案要有機關提案，本席予以尊重，所以司法院版本先唸，至於其他版本以後還是可
以唸，既然剛才主席已經裁示，我們就照這樣……
主席：因為呂委員學樟不同意啊！
柯委員建銘：那就拜託呂委員，大家講好就可以了。
主席：沒有關係啦！唸一個版本，或是把全部的版本唸完，不再進行逐條審查，我們都可以讓步到
這樣了，逐條審查以後，我們可以再要求司法院對陪審、觀審、參審三種制度都模擬給大家看，
評估一下利益得失，好不好？不要再講話了。
柯委員建銘：我的意思是，主席已經裁示下去了……
主席：沒有，我要徵求大家的意見。
柯委員建銘：因為有提案人不在場，現在既然這樣，好，那就也唸呂委員學樟的版本沒有關係……
主席：好啦！大家彼此嘛！我剛才講，你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柯委員建銘：大家相互讓一下，不要說要怎樣就怎樣，否則大家來變臉看看嘛！
主席：不要啦！不要這樣子啦！
李委員貴敏：（在席位上）沒有要變臉啦！
柯委員建銘：我的意思是拜託大家多注意一下，這個制度難道這樣就可行嗎？
主席：可以接受，我接受，我們都接受你的制度，好不好？我們只是把條文唸完而已，然後就停止
了，不進行逐條審查，只是唸完條文，可以嗎？
呂委員學樟：（在席位上）本席有程序問題。
主席：簡單一點，好不好？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主席，我先舉手，為什麼他先發言？
主席：好，那讓女孩子好啦！呂委員不要那個……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這不是讓女孩子……
主席：散會！要這樣鬧哄哄，那就散會，都不要開會。
散會（9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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