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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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5月1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642 號

案由：本院委員葉毓蘭等 16 人，有鑑於人民長期對司法不信任，且
過去法官法之修法將諸多行政責任追究之標準與程序放寬，
對於法官、檢察官之監督方式，實與人民期許相背，故有關
法官、檢察官的考績、懲戒及行政調查等規定，有加以修正
之必要。爰擬具「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法官審判獨立，不代表應孤立於社會，仍需接受制度與人民之檢驗、監督。長期以來，社會
對司法之信任度不足，且民國一百年制定法官法時，放寬多處對法官之監督。因此，有必
要強化法官、檢察官之監督，針對職務監督、個案評鑑、懲戒相關程序等，應公開相關調
查報告，敘明是否認定行政責任以及其擬由，並納入人民之陳述意見；針對法官及檢察官
應付個案評鑑之標準，刪除嚴重或情節重大等限制，相關違法失職均定性具行政責任，以
求與一般公務員懲戒法之衡平；另針對法官恢復過去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辦理年終考績
之規定。
社會大眾對司法信任度不佳，縱使為司法院自辦「民眾對法官信任度」調查，亦僅有 53.9%
人民信任；根據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110 年 4 月 20 日至 22 日期間執行之民意調查，人民
對對司法公信力，有 34.2%信任，只有 31.8%人民相信法官會公平審判。且日前爆發翁茂鐘
針對眾多司法官不當接觸，反映出人民需要一個負責任的司法體制。
原本「司法人員人事條例」時期，法院院長可依據公務員懲戒法移送違法失職法官；民國
一百年「法官法」立法後，卻改為要先移送監察院審查後，才能移送懲戒機關審理；上述
規定卻於民國一百零八年修正，法院院長經一定行政程序後可自行移送。
另外，民國一百年法官法施行後，將法官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辦理年終考績，改為
職務評定，僅有「良好」以及「未達良好」，考評監督力道顯然不足。
本次修法重點如下：
一、法官職務監督、個案評鑑及懲戒相關之程序，應公開相關調查報告，並賦予相關人民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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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之機會（第二十二條）。
二、法官應付個案評鑑之標準，刪除嚴重及情節重大等要件限制（第三十條）。
三、法官之違法失職，均定性具行政責任，而由相關司法行政體系認定以司法懲戒或行政懲處
方式追究，以強化法官須受行政責任相關課責之機制（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
四、恢復民國一百年以前之規定，法官應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辦理年終考績（第七十三條、第七
十四條）。
五、檢察官應付個案評鑑之標準，刪除嚴重及情節重大等要件限制（第八十九條）。
六、檢察官之違法失職，均定性具行政責任，且不規定情節重大等標準，才得以進行職務監督
或個案評鑑，並由相關司法行政體系認定以司法懲戒或行政懲處方式追究，以強化檢察官
須受到行政責任相關課責機制（第九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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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曾銘宗

李德維

謝衣鳯

張育美

林文瑞

吳斯懷

林思銘

萬美玲

呂玉玲

賴士葆

孔文吉

林奕華

溫玉霞

鄭天財 Sra Kacaw

吳怡玎

委 300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1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二十二條

條

文

被監督之法官有

現

行

第二十二條

條

文

說

明

被監督之法官有

一、原規定有關追究法官行政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者
，第二十條所定職務監督權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
情節重大者，第二十條所定

責任（包含司法懲戒及行政
懲處），職務監督權人有一

人得以所屬機關名義，請求
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或移

職務監督權人得以所屬機關
名義，請求法官評鑑委員會

定裁量權；又個案評鑑時須
具第三十條第二項各款規定

由司法院依第五十一條第二
項、第三項規定辦理。

評鑑，或移由司法院依第五
十一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

之樣態，且有嚴重或情節重
大等程度限制，縱具有前述

被監督之法官有前條第
一項第二款之情事，經警告

辦理。
被監督之法官有前條第

情事，第三十九條仍規定法
官評鑑委員會得裁量認定無

後一年內再犯，或經警告累
計達三次者，應請求法官評

一項第二款之情事，經警告
後一年內再犯，或經警告累

懲戒必要者得不付司法懲戒
，導致相關行政、司法責任

鑑委員會評鑑，或移由司法
院依第五十一條第二項、第

計達三次者，視同情節重大
。

追究程序規定，充滿裁量權
，司法行政有諸多裁量不開

三項規定辦理。
有下列之情形，應作成

啟行政調查或追究後續責任
，易生監督流弊。

行政調查，敘明有無行政責
任之理由，並公開調查報告

二、為匡正上述程序便宜主義
之問題，職務監督人請求法

。若案件有訴訟當事人或犯
罪被害人請求時，應給予陳

官評鑑或辦理相關懲戒程序
，不限於情節重大，且一年

述意見之機會，並於調查報
告理由中敘明之：

內再犯或累計三次，必須辦
理之，無裁量之空間。

一、職務監督權人知悉被監
督法官有違法失職情事，

三、本法所訂追究行政責任之
程序，即職務監督知悉違法

依職權發動職務監督者。
二、依本法付個案評鑑者。

失職（增訂第三項第一款）
、付個案評鑑（同項第二款

三、依本法逕行移送監察院
審查或移送職務法庭審理

）、移送監察審查或職務法
庭審理（同項第三款），司

者。

法行政均應作成調查報告，
說明認定有無行政責任之理
由，且行政責任兼指職務監
督（行政懲處）及司法懲戒
，乃屬當然。
四、若相關追究行政責任之程
序，係經由人民之請求，即
訴訟當事人或犯罪被害人（
規範對象與第三十五條第一
項第四款相同）之請求，應
賦予人民陳述意見之機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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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明於行政調查報告之理由
。以免本法相關追究責任程
序，賦予法官高度程序保障
，卻漠視人民之意見。
第三十條 司法院設法官評鑑
委員會，掌理法官之評鑑。

第三十條 司法院設法官評鑑
委員會，掌理法官之評鑑。

本條規定應付個案評鑑之理由
，但第三十九條規定有本條之

法官有下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應付個案評鑑：

法官有下列各款情事之
一者，應付個案評鑑：

情事者，法官評鑑委員會亦得
決議不付司法懲戒，以職務監

一、裁判確定後或自第一審
繫屬日起已逾六年未能裁

一、裁判確定後或自第一審
繫屬日起已逾六年未能裁

督為之。雙重之程序裁量權，
導致影響法官行政責任之追究

判確定之案件，有事實足
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

判確定之案件，有事實足
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

，亦有便宜主義之問題。爰刪
除第二項有關款次所列「嚴重

審判案件有明顯違誤，而
侵害人民權益。

審判案件有明顯違誤，而
嚴重侵害人民權益。

」、「情節重大」等有關程度
之限制要件。

二、有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款情事。

二、有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款情事，情節重大。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
第三項規定。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
第三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規定

四、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規定

。
五、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職

，情節重大。
五、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職

務規定。
六、無正當理由遲延案件之

務規定，情節重大。
六、無正當理由遲延案件之

進行，致影響當事人權益
。

進行，致影響當事人權益
，情節重大。

七、違反法官倫理規範。
適用法律之見解，不得

七、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情
節重大。

據為法官個案評鑑之事由。

適用法律之見解，不得
據為法官個案評鑑之事由。

第三十八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
認法官無第三十條第二項各

第三十八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
認法官無第三十條第二項各

本條原本規範方式，因連結第
三十條第二項各款規定，導致

款所列情事者，應為請求不
成立之決議。認有第三十條

款所列情事者，應為請求不
成立之決議。必要時，並得

僅有嚴重或情節重大之該項各
款違法失職樣態，方得以個案

第二項各款所列情事，但得
以職務監督追究行政責任時

移請職務監督權人依第二十
一條規定為適當之處分。

評鑑追究行政責任。然而依第
三十九條規定，個案評鑑之結

，得移請職務監督權人依第
二十一條規定為適當之處分

果又可分為司法懲戒或職務監
督（行政懲處），導致個案評

。

鑑最終結果可能為輕微之職務
監督。換言之，若法官評鑑委
員會決議不成立個案評鑑，卻
移請職務監督，則法官是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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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責任，反而模糊。因此，
酌修文字，凡有本修正條文第
三十條第二項之情事，均具行
政責任，法官評鑑委員會決議
移送職務監督，僅僅是行政上
裁量，認以不進行司法懲戒程
序追究為適當。
第三十九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

第三十九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

違反第三十條第二項各款情事

認法官有第三十條第二項各
款所列情事之一，得為下列

認法官有第三十條第二項各
款所列情事之一，得為下列

，或其他違法情事，應均視為
違法失職，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決議：
一、認以追究司法懲戒責任

決議：
一、有懲戒之必要者，報由

二條、第八條、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及第五十五條之立

為適當者，報由司法院移
送職務法庭審理，並得建

司法院移送職務法庭審理
，並得建議懲戒之種類。

法例，以及我國公務員懲戒之
法律體系，有違法失職者即有

議懲戒之種類。
二、認以職務監督為適當者

二、無懲戒之必要者，報由
司法院交付司法院人事審

行政責任，「有懲戒之必要」
要件之真意，僅為判斷發動司

，報由司法院交付司法院
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並

議委員會審議，並得建議
處分之種類。

法懲戒時，同一違失行為是否
已經被行政懲處程序追究，而

得建議處分之種類。
前項第一款情形，司法

前項第一款情形，司法
院應將決議結果告知監察院

決定不再重複發動，此亦本法
第四十九條第四項及公務員懲

院應將決議結果告知監察院
。

。
第一項評鑑決議作成前

戒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之所由
設。原本法區分有無懲戒之必

第一項評鑑決議作成前
，應予受評鑑法官陳述意見

，應予受評鑑法官陳述意見
之機會。

要，而規定係移送職務法庭或
人事審議委員會，有混淆上述

之機會。

公務員法制體系之虞，因此修
改為認以司法懲戒或職務監督
追究適當，作為法官評鑑委員
會決定之標準，故法官之行政
責任追究，盡量開啟相關調查
程序並公開調查結果之修法意
旨。

第七十三條

法官之年終考績

第七十三條

法官現辦事務所

民國一百年以前法官法尚未立

，其相關考評項目包括學識
能力、品德操守、敬業精神

在之法院院長或機關首長應
於每年年終，辦理法官之職

法時，司法人員適用「司法人
員人事條例」，而該條例第三

及裁判品質，適用公務人員
考績法之規定。但年終考績

務評定，報送司法院核定。
法院院長評定時，應先徵詢

十二條第二項：「公務人員考
績法關於免職之規定，於實任

丁等之規定，不適用之。

該法院相關庭長、法官之意
見。

司法官不適用之。但應依公務
員懲戒法之規定移付懲戒。」

法官職務評定項目包括
學識能力、品德操守、敬業

除一次二大過免職外，過去司
法官均應受公務人員考績之規

精神及裁判品質；其評定及
救濟程序等有關事項之辦法

範，除年終考績丁等有免職效
果，不得適用外，其餘關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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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司法院定之。

終考績之規定均適用。法官法
施行後，高達百分之九十七之
法官被評定為「良好」，與社
會觀感落差甚大，相關年終獎
金發放也過於浮濫。爰此，應
修法回復過去依照公務人員考
績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年終考
績。

第七十四條 法官年終考績之
評定、救濟、獎金及其他事

第七十四條 法官任職至年終
滿一年，經職務評定為良好

一、由於法官法制定後，廢除
法官職等之規定，俸給與一

項，由司法院會同考試院訂
之，並應符合本法有關法官

，且未受有刑事處罰、懲戒
處分者，晉一級，並給與一

般公務人員亦有不同，配合
前條修正回復過去年終考績

俸給及其他之相關規定。
法官及司法行政人員於

個月俸給總額之獎金；已達
所敘職務最高俸級者，給與

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
，授權司法院會同考試院制

年度中相互轉（回）任時，
其轉（回）任當年之年資，

二個月俸給總額之獎金。但
任職不滿一年已達六個月，

定辦理年終考績之相關辦法
，爰將相關獎金規定予以刪

得合併計算參加年終考績。
第一項及第二項有關晉

未受有刑事處罰、懲戒處分
者，獎金折半發給。

除。
二、法官由職務評定回復為年

級之規定於候補、試署服務
成績審查不及格者不適用之

法官連續四年職務評定
為良好，且未受有刑事處罰

終考績，因此移列為第二項
之條文，酌刪相關文字。

。

、懲戒處分者，除給與前項
之獎金外，晉二級。

三、依照本法第八十九條第一
項，本條規定於檢察官準用

法官及司法行政人員於
年度中相互轉（回）任時，

之，併此敘明

其轉（回）任當年之年資，
得合併計算參加年終考績或
職務評定。
第一項及第二項有關晉
級之規定於候補、試署服務
成績審查不及格者不適用之
。
第八十九條

本法第一條第二

第八十九條

本法第一條第二

本條規定檢察官準用本法之條

項、第三項、第六條、第十
二條、第十三條第二項、第

項、第三項、第六條、第十
二條、第十三條第二項、第

文，並規定檢察官個案評鑑、
懲戒等事宜。其中應付個案評

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一款、
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

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一款、
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

鑑之理由，規定有本條第四項
各款次之情事者，多規定有「

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四
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四
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嚴重」、「情節重大」等有關
程度之限制要件，導致檢察官

四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至
第三項、第五項、第四十四

四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至
第三項、第五項、第四十四

評鑑委員會付個案評鑑之標準
頗為嚴苛。再者，我國公務員

條至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九
條、第五十條、第五十條之

條至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九
條、第五十條、第五十條之

懲戒之法律體系，係屬有違法
失職者即有行政責任；亦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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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三
條至第七十五條、第七十六

一、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三
條至第七十五條、第七十六

條第一項準用本法第四十九條
第四項之所由設。為匡正上述

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五項
、第七十七條、第七十八條

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五項
、第七十七條、第七十八條

規定，便宜主義之問題，爰刪
除第四項有關款次所列「嚴重

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七十九
條、第八十條第一項、第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七十九
條、第八十條第一項、第一

」、「情節重大」等有關程度
之限制要件。

百零一條之二、第五章、第
九章有關法官之規定，於檢

百零一條之二、第五章、第
九章有關法官之規定，於檢

察官準用之；其有關司法院
、法官學院及審判機關之規

察官準用之；其有關司法院
、法官學院及審判機關之規

定，於法務部、法務部司法
官學院及檢察機關準用之。

定，於法務部、法務部司法
官學院及檢察機關準用之。

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
察署及其檢察分署檢察長、

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
察署及其檢察分署檢察長、

主任檢察官之職期調任辦法
，由法務部定之。

主任檢察官之職期調任辦法
，由法務部定之。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由檢
察官三人、法官一人、律師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由檢
察官三人、法官一人、律師

三人、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
六人組成；評鑑委員任期為

三人、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
六人組成；評鑑委員任期為

二年，得連任一次。
檢察官有下列各款情事

二年，得連任一次。
檢察官有下列各款情事

之一者，應付個案評鑑：
一、裁判確定後或自第一審

之一者，應付個案評鑑：
一、裁判確定後或自第一審

繫屬日起已逾六年未能裁
判確定之案件、不起訴處

繫屬日起已逾六年未能裁
判確定之案件、不起訴處

分或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案
件，有事實足認因故意或

分或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案
件，有事實足認因故意或

重大過失，致有明顯違誤
，而侵害人民權益者。

重大過失，致有明顯違誤
，而嚴重侵害人民權益者

二、有第九十五條第二款情
事。

。
二、有第九十五條第二款情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
第三項規定。

事，情節重大。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

四、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規定

第三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
五、違反偵查不公開等辦案

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規定
，情節重大。

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
六、無正當理由遲延案件之

五、違反偵查不公開等辦案
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情

進行，致影響當事人權益
。

節重大。
六、無正當理由遲延案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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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
適用法律之見解，不得

進行，致影響當事人權益
，情節重大。

據為檢察官個案評鑑之事由
。

七、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
情節重大。

第四項第七款檢察官倫
理規範，由法務部定之。

適用法律之見解，不得
據為檢察官個案評鑑之事由

檢察官有第四項各款所
列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

。

者，應受懲戒。
檢察官之懲戒，由懲戒

理規範，由法務部定之。
檢察官有第四項各款所

法院職務法庭審理之。其移
送及審理程序準用法官之懲

列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
者，應受懲戒。

戒程序。
法務部部長由法官、檢

檢察官之懲戒，由懲戒
法院職務法庭審理之。其移

察官轉任者及最高檢察署檢
察總長，其俸給準用第七十

送及審理程序準用法官之懲
戒程序。

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二項
標準支給。法務部政務次長

法務部部長由法官、檢
察官轉任者及最高檢察署檢

由法官、檢察官轉任者，其
俸給準用政務人員次長級標

察總長，其俸給準用第七十
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二項

準支給，並給與第七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之專業加給。

標準支給。法務部政務次長
由法官、檢察官轉任者，其

法務部部長、政務次長
由法官、檢察官轉任者退職

俸給準用政務人員次長級標
準支給，並給與第七十一條

時，準用第七十八條第四項
規定辦理。最高檢察署檢察

第一項規定之專業加給。
法務部部長、政務次長

總長退職時，亦同。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在

由法官、檢察官轉任者退職
時，準用第七十八條第四項

職死亡之撫卹，準用第八十
條第二項之規定。

規定辦理。最高檢察署檢察
總長退職時，亦同。

第四項第七款檢察官倫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在
職死亡之撫卹，準用第八十
條第二項之規定。
第九十六條

被監督之檢察官

第九十六條

被監督之檢察官

一、本法原有關追究檢察官行

有前條第二款之情事，第九
十四條所定監督權人得以所

有前條第二款之情事，情節
重大者，第九十四條所定監

政責任（包含司法懲戒及行
政懲處）之規定，職務監督

屬機關名義，請求檢察官評
鑑委員會評鑑，或移由法務

督權人得以所屬機關名義，
請求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評鑑

權人有一定裁量權；判斷是
否應付個案評鑑時，縱具第

部準用第五十一條第二項、
第三項規定辦理。

，或移由法務部準用第五十
一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辦

八十九條第四項各款規定之
樣態，本法原均有「嚴重」

被監督之檢察官有前條
第二款之情事，經警告後一

理。

或「情節重大」等程度限制
。至於行政監督權人依職權

被監督之檢察官有前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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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再犯，或經警告累計達
三次者，應請求檢察官評鑑

第二款之情事，經警告後一
年內再犯，或經警告累計達

為監督，依第八十九條準用
第三十九條之結果，亦使監

委員會評鑑，或移由法務部
準用第五十一條第二項、第

三次者，視同情節重大。

督權人須認定相關違失有「
情節重大」方得發起後續個

三項規定辦理。
有下列之情形，應作成

案評鑑或付懲戒，以致相關
行政、司法責任追究程序規

行政調查，敘明有無行政責
任之理由，並公開調查報告

定，充滿裁量權，司法行政
有諸多裁量空間決定不開啟

。若案件有訴訟當事人或犯
罪被害人請求時，應給予陳

行政調查或追究後續責任。
二、為匡正上述程序便宜主義

述意見之機會，並於調查報
告理由中敘明之：

之問題，職務監督人請求檢
察官評鑑或辦理相關懲戒程

一、職務監督權人知悉被監
督檢察官有違法失職情事

序，不限於情節重大，且一
年內再犯或累計三次，必須

，依職權發動職務監督者
。

辦理之，無相關裁量之空間
。

二、依本法付個案評鑑者。
三、依本法逕行移送監察院

三、所有追究行政責任之程序
，即職務監督知悉違法失職

審查或移送職務法庭審理
者。

（增訂第三項第一款）、付
個案評鑑（同項第二款）、
移送監察審查或職務法庭審
理（同項第三款），均應作
成調查報告，說明認定有無
行政責任之理由。行政責任
兼指行政懲處及司法懲戒，
乃屬當然。
四、若相關追究行政責任之程
序，係經由人民之請求，即
訴訟當事人或犯罪被害人（
規範對象與第三十五條第一
項第四款相同）之請求，應
賦予人民陳述意見之機會並
載明於行政調查報告之理由
。以免本法相關追究責任程
序，賦予檢察官高度程序保
障，卻漠視人民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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