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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445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10月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9601 號

案由：本院親民黨黨團，有鑑於完善法官評鑑機制，提振司法公信
，加速淘汰不適任法官，以挽回民眾對司法的信心，爰擬具
「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根據 104 年全年度全國民眾犯罪被害暨政府維護治安施政滿意度調查，民眾對法官與檢察官
的不信任度各自為 84.6%與 76.5%，近乎崩盤，顯然司法品質與人民的期待有極大的落差；
監察院每年接獲人民陳訴案件約一萬九千件，其中司法案件就達五千多件，內容主要包括
司法人員操守不好、判決不公、判決違背法令、心證違背經驗法則、開庭態度不佳、送交
證據不予調查等等。然而 3 年多來，司法評鑑委員會僅移送 9 位檢察官，7 位法官到監察院
，不僅成效不彰，民眾也無法得知評鑑結果，參酌相關法律之規定及社會各界意見，擬修
正調整現法官評鑑委員會組織結構，增加社會公正人士人數，增訂社會公正人士評鑑委員
部分由全民票選，以及法官評鑑委員會可主動進行評鑑，並將評鑑決議結果公開，使法官
評鑑制度益臻周全，進一步落實司法改革，以挽回民眾對司法的信心。

提案人：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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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三十一條

條

文

司法院應每三年

現

行

第三十一條

條

文

說

明

司法院應每三年

為擴大外界監督司法，提高評

至少一次完成法官全面評核
，評核結果作為法官職務評

至少一次完成法官全面評核
，其結果不予公開，評核結

鑑之客觀性、透明度、以及公
信力，提振司法風紀，促進良

定之參考。
司法院因前項評核結果

果作為法官職務評定之參考
。

性競爭，爰修訂公開全面評核
結果。

發現法官有應付個案評鑑之
事由者，應依第三十五條規

司法院因前項評核結果
發現法官有應付個案評鑑之

現行評核項目過於抽象，恐無
法反應真實情況，參酌日本法

定移付法官評鑑委員會進行
個案評鑑。

事由者，應依第三十五條規
定移付法官評鑑委員會進行

官評鑑規則，評核標準應包含
三大項目：

第一項評核之標準應包
含案件處理能力、領導運作

個案評鑑。
第一項評核之標準、項

一、案件處理能力；應包含法
律見解、判斷能力，以及綜

能力、綜合社會理解力、其
項目、方式及公布辦法，由

目及方式，由司法院依法官
評鑑委員會意見定之。

合運用審判程序能力。前者
包括法律見解之正確性與完

司法院徵集各界意見定之。

整性，後者則包括指揮法庭
辯論之能力，與當事人溝通
之能力，以及促使案件程序
順利進行之能力等。
二、領導運作能力；其包括所
屬部門或法院整體組織妥當
營運之能力，對於所屬人員
之指導能力，以及對人員、
法官妥適應對之能力等。
三、綜合社會理解力；包含同
理心，是否用心體察社會各
階層，以及思考之柔軟度、
獨立、精神力、責任感、廉
潔、正直、寬容等等。

第三十三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
由法官三人、檢察官一人、

第三十三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
由法官三人、檢察官一人、

為擴大外界參與監督司法，提
高人民對於法官評鑑委員會客

律師三人、學者及社會公正
人士八人組成。

律師三人、學者及社會公正
人士四人組成。

觀性、中立性、獨立性及公正
性之信賴，並確保法官評鑑委

評鑑委員之迴避，準用
行政訴訟法有關法官迴避之

評鑑委員之迴避，準用
行政訴訟法有關法官迴避之

員會職權之行使，不囿於專業
偏見或意識型態，爰修正第一

規定。

規定。

項，提高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
人數。

第三十四條 法官評鑑委員任
期為二年，得連任一次，其
產生方式如下：

第三十四條 法官評鑑委員任
期為二年，得連任一次，其
產生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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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官代表由全體法官票
選之。

一、法官代表由全體法官票
選之。

，確保法官評鑑委員會職權之
行使，爰修訂社會公正人士之

二、檢察官代表由全體檢察
官票選之。

二、檢察官代表由全體檢察
官票選之。

推選以電子票選方式進行。

三、律師代表，由各地律師
公會各別推舉一至三人，

三、律師代表，由各地律師
公會各別推舉一至三人，

由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辦
理全國性律師票選。

由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辦
理全國性律師票選。

四、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
由司法院所定時期內，公

四、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
由法務部、律師公會全國

開接受各界舉薦前三款以
外之人，並以電子方式進

聯合會各推舉檢察官、律
師以外之人四人，送司法

行全民票選。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院院長遴聘。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得擔任前項第三、四款
委員：

不得擔任前項第三、四款
委員：

一、公務人員。但公立各級
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教

一、公務人員。但公立各級
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教

學、研究人員不在此限。
二、政黨黨務工作人員。

學、研究人員不在此限。
二、政黨黨務工作人員。

評鑑委員之資格條件
、票選程序及委員出缺之

評鑑委員之資格條件
、票選程序及委員出缺之

遞補等有關事項之辦法，
由司法院、行政院、律師

遞補等有關事項之辦法，
由司法院、行政院、律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分別定之
，並各自辦理票選。

公會全國聯合會分別定之
，並各自辦理票選。

第三十五條 法官有第三十條
第二項各款情事之一，下列

第三十五條 法官有第三十條
第二項各款情事之一，下列

為落實評鑑制度之精神，法官
評鑑委員會如知有任何影響司

人員或機關、團體認為有個
案評鑑之必要時，得請求法

人員或機關、團體認為有個
案評鑑之必要時，得請求法

法公信的情況時，應主動進行
評鑑，俾收程序效率與及時蒐

官評鑑委員會進行個案評鑑
：

官評鑑委員會進行個案評鑑
：

證之效。

一、受評鑑法官所屬機關法
官三人以上。

一、受評鑑法官所屬機關法
官三人以上。

二、受評鑑法官所屬機關、
上級機關或所屬法院對應

二、受評鑑法官所屬機關、
上級機關或所屬法院對應

設置之檢察署。
三、受評鑑法官所屬法院管

設置之檢察署。
三、受評鑑法官所屬法院管

轄區域之律師公會或全國
性律師公會。

轄區域之律師公會或全國
性律師公會。

四、財團法人或以公益為目
的之社團法人，經許可設

四、財團法人或以公益為目
的之社團法人，經許可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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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三年以上，財團法人登
記財產總額新臺幣一千萬

立三年以上，財團法人登
記財產總額新臺幣一千萬

元以上或社團法人之社員
人數二百人以上，且對健

元以上或社團法人之社員
人數二百人以上，且對健

全司法具有成效，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得請求

全司法具有成效，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得請求

個案評鑑者。
前項請求，應以書狀敘

個案評鑑者。
前項請求，應以書狀敘

明與第三十條第二項各款所
列情事有關之具體事實，並

明與第三十條第二項各款所
列情事有關之具體事實，並

檢附相關資料。
法官評鑑委員會知有應

檢附相關資料。
當事人、犯罪被害人得

受評鑑之情事時，應主動進
行評鑑調查程序。

以書面陳請第一項機關、團
體請求法官評鑑委員會進行

當事人、犯罪被害人得
以書面陳請第一項機關、團

個案評鑑。
就第三十條第二項各款

體請求法官評鑑委員會進行
個案評鑑。

情事，法官認有澄清之必要
時，得陳請所屬機關請求法

就第三十條第二項各款
情事，法官認有澄清之必要

官評鑑委員會個案評鑑之。
個案評鑑事件之請求，

時，得陳請所屬機關請求法
官評鑑委員會個案評鑑之。

應先依第三十七條規定審查
有無應不付評鑑之情事，不

個案評鑑事件之請求，
應先依第三十七條規定審查

得逕予調查或通知受評鑑法
官陳述意見。

有無應不付評鑑之情事，不
得逕予調查或通知受評鑑法

第一項第四款之許可辦
法，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

官陳述意見。
第一項第四款之許可辦

之。

法，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
之。
第三十七條 個案評鑑事件之
請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第三十七條 個案評鑑事件之
請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為避免法官任意的曲解法律，
及審酌日本之法官評鑑方式，

法官評鑑委員會應為不付評
鑑之決議：

法官評鑑委員會應為不付評
鑑之決議：

對於法律見解力，應納入評鑑
之方式。

一、個案評鑑事件之請求，
不合第三十五條之規定。

一、個案評鑑事件之請求，
不合第三十五條之規定。

法官評鑑乃非常之手段，應審
慎為之，不應自行請求評鑑，

二、個案評鑑事件之請求，
逾前條所定期間。

二、個案評鑑事件之請求，
逾前條所定期間。

否則難保假評鑑之名，行干自
我保護之實，如此當非建立此

三、對不屬法官個案評鑑之
事項，請求評鑑。

三、對不屬法官個案評鑑之
事項，請求評鑑。

一制度之本意。

四、自行請求評鑑。
五、已為職務法庭判決、監

四、就法律見解請求評鑑。
五、已為職務法庭判決、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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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彈劾、或經法官評鑑
委員會決議之事件，重行

察院彈劾、或經法官評鑑
委員會決議之事件，重行

請求評鑑。
六、受評鑑法官死亡。

請求評鑑。
六、受評鑑法官死亡。

七、請求顯無理由。

七、請求顯無理由。

第四十一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

第四十一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

法官評鑑結果事涉公益，應接

會議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以委員總人數二分之

會議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以委員總人數二分之

受各界檢驗，爰增訂第十二項
，法官評鑑委員會之決議書應

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

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

予公開。

法官評鑑委員會為第三
十七條之決議，得以三名委

法官評鑑委員會為第三
十七條之決議，得以三名委

員之審查及該三名委員一致
之同意行之。該三名委員之

員之審查及該三名委員一致
之同意行之。該三名委員之

組成由委員會決定之。
法官評鑑委員會為第三

組成由委員會決定之。
法官評鑑委員會為第三

十八條、第三十九條之決議
，應以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

十八條、第三十九條之決議
，應以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第一項、第三項委員總
人數，應扣除未依規定推派

第一項、第三項委員總
人數，應扣除未依規定推派

、票選或任期中解職、死亡
致出缺之人數，但不得低於

、票選或任期中解職、死亡
致出缺之人數，但不得低於

八人。
法官評鑑委員會得為必

八人。
法官評鑑委員會得為必

要之調查，或通知關係人到
會說明；調查所得資料，除

要之調查，或通知關係人到
會說明；調查所得資料，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提供
其他機關、團體、個人或供

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提供
其他機關、團體、個人或供

人閱覽、抄錄。
個案評鑑事件牽涉法官

人閱覽、抄錄。
個案評鑑事件牽涉法官

承辦個案尚未終結者，於該
法官辦理終結其案件前，停

承辦個案尚未終結者，於該
法官辦理終結其案件前，停

止進行評鑑程序。
司法院得依法聘用適當

止進行評鑑程序。
司法院得依法聘用適當

人員協助辦理評鑑請求之審
查及評鑑事件之調查，並負

人員協助辦理評鑑請求之審
查及評鑑事件之調查，並負

責其他與評鑑有關之事務。
法官評鑑委員會行使職

責其他與評鑑有關之事務。
法官評鑑委員會行使職

權，應兼顧評鑑功能之發揮
及受評鑑法官程序上應有之

權，應兼顧評鑑功能之發揮
及受評鑑法官程序上應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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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且不得影響審判獨立
。

保障，且不得影響審判獨立
。

前項職權之行使，非經
受評鑑法官之同意或法官評

前項職權之行使，非經
受評鑑法官之同意或法官評

鑑委員會之決議，不得公開
。

鑑委員會之決議，不得公開
。

法官評鑑委員會之決議
書，應予公開。

法官評鑑委員會組織規
程及評鑑實施辦法，由司法

法官評鑑委員會組織規
程及評鑑實施辦法，由司法

院定之。

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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