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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開會（14 時 31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院組織
法第三十四條、第六十六條及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7 屆第 2 會期第 15 次會議討論決議：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
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立法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20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0994300228 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院組織法第三十四條、第六十六條及第八十三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業已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

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97 年 12 月 30 日台立議字第 0970703621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一份。

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院組織法第三十四條、第六十六條及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
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民國 99 年 5 月 17 日舉行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司法院、行政院
函請審議「法院組織法第三十四條、第六十六條及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由召集委員呂
學樟擔任主席，除邀請司法院秘書長說明修法要旨外，行政院等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提出報告
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司法院謝秘書長文定說明：
今日本人奉邀列席

大院貴委員會，就審查司法院與行政院函請審議之「法院組織法第 34 條

、第 66 條及第 83 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提出報告，甚感榮幸，謹說明如後，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指
教。
一、修正二審法官、檢察官職等之規定
(一)取消法官職等之限制，使一、二、三審法官均能到達最高職等，乃是建構金字塔型法院
組織的配套措施之一，也是民國（下同）88 年 7 月間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的共識結論。承蒙

大

院於 95 年間已三讀通過法院組織法第 12 條第 2 項、第 66 條第 6 項之修正條文，使任職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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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實任法官及地方法院檢察署的實任檢察官繼續服務 10 年以上，成績優良且經審查合格者，
得晉敘至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本人在此代表司法院再次向

大院及各位委員表達敬意與謝意。

(二)然而，因本法第 34 條及第 66 條有關高等法院法官、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之職務列等
規定，並未配合修正，導致已經銓敘審定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之地方法院法官調任高等法院或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調任高等法院檢察署之後，在繼續服務滿 2 年以前，僅得核派為簡任第 10
職等至第 11 職等，並只能支領簡任第 11 職等主管職務加給，這 2 年期間形成實質降級、減俸，
有違憲法第 81 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3 號之解釋意旨。為此司法院乃與行政院共同提案修正本
法第 34 條第 2 項增訂「依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晉敘有案者，得敘至簡任第 12 職等至第 13 職等或
簡任第 12 職等至第 14 職等」，並於本法 66 條增訂第 5 項明定「第 34 條第 2 項後段於高等法院
及分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檢察官準用之。」
(三)與上開修正內容相同之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 10 條第 2 項修正草案，業承蒙

大院於 98

年 3 月 5 日完成三讀修正，並經總統於同年 7 月 8 日公布施行，司法院至為感謝。鑑於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法官確有交流必要，為免二個審級法院法官之職務列等高低有別，並使法制更趨完備
，消除違憲疑義，有早日完成修正之需要。
二、修正裁判書公開方式之規定
(一)基於國民主權所衍生之人民知的權利，除了要求法庭審判過程應公開之外，裁判書公開
也是國民監督法院裁判是否公平公正之機制。隨著資訊社會之發達，現行法院組織法第 83 條所
定「定期出版公報，刊載裁判書全文」之公開方式，已無法滿足多元社會的需求；而且由於兒童
及少年福利法、少年事件處理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國家機密保護法、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等
法律對於裁判書之公開，明定個人姓名、國家機密及營業秘密等內容不得對外揭露，因此司法院
認有提案修正之必要。
(二)裁判書之自然人姓名等足資識別個人之資料，雖與個人隱私有關。然而隱私權並非憲法
上的絕對權利，基於監督司法公正之公共利益，個人隱私於必要範圍內應予退讓。由於當事人之
姓名於訴訟過程中已經公開，個人隱私之要保護性已然降低，公開之裁判書內容包含當事人姓名
，才能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因裁判書公開具有司法資源共享及法學教育之公益目的，且一般民眾
或新聞媒體查閱裁判書時，透過已知的當事人姓名為檢索語詞，查閱所需的裁判書，才不致造成
查詢不便且增加可讀性。
(三)至於當事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信用卡號等足資識別個人之資料，如加以
遮蔽，對於上開公益目的之達成並無影響；反之，若同時公開，即有被濫用或盜用之虞。基於隱
私權之維護，自不宜揭露過多過人資料。因此，為兼顧實務之執行可能，修正草案明定裁判書之
公開，除自然人之姓名外，得不含自然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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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法院組織法相關法制之健全，攸關公正法院的建構以及人民訴訟權之保障。司法院企盼經由
大院貴委員會審議過程之充分討論，能獲致修法共識，早日完成上開法制之修正，使法制更趨完
備。
以上報告，敬請

大院委員惠予指教，謝謝各位。

參、法務部常務次長吳陳鐶說明：
今天

貴委員會召開第七屆第五會期第 19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

法院組織法第三十四條、第六十六條及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奉邀前來列席報告並備質
詢，深感榮幸。謹就與法務部有關部分，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一、第三十四條、第六十六條部分
按法官非依法律，不得減俸，中華民國憲法第 81 條定有明文。次按司法院釋字第 13 號解釋
明白揭示，檢察官之身分保障，與法官同。因現行法院組織法第 66 條第 2 項規定，高等法院及
其分院檢察署檢察官職務列等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薦任第九職等；繼續服務 2 年以上者
，得晉敘至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四職等。現任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或第十二職等至第
十四職等之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檢察官，調任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官
時，僅得核派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檢察官職務。必須服務滿二年，始得晉敘簡任第十二職
等至第十四職等，致產生實質降級、減俸之結果。法官職務列等亦有相同問題，故修正法院組織
法第三十四條、第六十六條之規定。為保障該等人員權益，以符合上揭憲法規定及司法院解釋意
旨，懇請

大院支持。

二、第八十三條部分
第八十三條修正條文，兼顧一般人民知的權利與個人人格權之保障下，明確規定法院裁判書
公開方式，亦請

大院支持。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後，隨即進行詢答，之後逕行進入逐條審查，經協商討論後，達成
均照案通過之共識。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二、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

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時，由呂召集委員學樟說明

。
陸、檢附「法院組織法第三十四條、第六十六條及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乙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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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組織法第三十四條、第六十六條及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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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

現

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四條

高等法院置法官，

行

法

高等法院置法官，

說

明

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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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任第九職等；試署法官，薦
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

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
高等法院法官繼續服務二

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
高等法院法官繼續服務二

年以上，成績優良，經審查合
格者，得晉敘至簡任第十二職

高等法院法官繼續服務二
年以上，得晉敘至簡任第十二

年以上，得晉敘至簡任第十二
職等至第十四職等；依第十二

年以上，得晉敘至簡任第十二
職等至第十四職等。

等至第十三職等；繼續服務十
五年以上，成績優良，經審查

職等至第十四職等；依第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晉敘有案者，得

條第二項規定晉敘有案者，得
敘至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

司法院因應高等法院業務
需要，得調地方法院或其分院

合格者，得晉敘至簡任第十二
職等至第十四職等。惟第三十

敘至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
職等或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

職等或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
四職等。

試署法官或候補法官至高等法
院辦事，承法官之命，辦理訴

四條關於高等法院法官職務列
等有關簡任職僅置簡任第十職

四職等。
司法院因應高等法院業務

司法院因應高等法院業務
需要，得調地方法院或其分院

訟案件程序及實體之審查、法
律問題之分析、資料之蒐集、

等至第十一職等，或繼續服務
二年以上，得晉敘至簡任第十

需要，得調地方法院或其分院
試署法官或候補法官至高等法

試署法官或候補法官至高等法
院辦事，承法官之命，辦理訴

裁判書之草擬等事務。
高等法院於必要時得置法

二職等至第十四職等，並未配
合規定，導致經銓敘審定簡任

院辦事，承法官之命，辦理訴
訟案件程序及實體之審查、法

訟案件程序及實體之審查、法
律問題之分析、資料之蒐集、

官助理，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聘用各種專業人員充任之，承

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或第
十二職等至第十四職等之地方

律問題之分析、資料之蒐集、
裁判書之草擬等事務。

裁判書之草擬等事務。
高等法院於必要時得置法

法官之命，辦理訴訟案件程序
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資

法院法官調任高等法院，其須
在高等法院繼續服務滿二年，

高等法院於必要時得置法
官助理，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官助理，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聘用各種專業人員充任之，承

料之蒐集等事務。
試署法官或候補法官調高

始得晉敘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
十四職等，在此之前，僅得核

聘用各種專業人員充任之，承
法官之命，辦理訴訟案件程序

法官之命，辦理訴訟案件程序
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資

等法院辦事期間，計入其試署
法官或候補法官年資。

派為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
等法官職務，並祇得支領簡任

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資

料之蒐集等事務。

具律師執業資格者，經聘

第十一職等主管職務加給，形

院會紀錄

一、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地方法院實任法官繼續服務十

第 61 期

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
薦任第九職等；試署法官，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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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高等法院置法官，
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

成實質降級、減俸之結果，有

律師執業年資。
第十二條第九項規定，於

違憲法第八十一條規定法官身
分保障之意旨。爰配合第十二

法官或候補法官年資。
具律師執業資格者，經聘

具律師執業資格者，經聘
用充任法官助理期間，計入其

高等法院準用之。

條第二項規定，修正第二項，
高等法院法官之職務列等，增

用充任法官助理期間，計入其
律師執業年資。

律師執業年資。
第十二條第九項規定，於

列「依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晉
敘有案者，得敘至簡任第十二

第十二條第九項規定，於
高等法院準用之。

高等法院準用之。

職等至第十三職等或簡任第十
二職等至第十四職等」等文字

審查會：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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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第六十六條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

第六十六條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
察總長，特任；主任檢察官，

第六十六條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
察總長，特任；主任檢察官，

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
一、現行第六項規定，地方法院

察總長，特任；主任檢察官，
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官，簡

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官，簡
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

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官，簡
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

及分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檢
察官之職務列等準用本法第十

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
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

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

二條第二項規定，惟關於高等
法院及分院檢察署檢察官職務

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
；其分院檢察署檢察長，簡任

；其分院檢察署檢察長，簡任
第十二職等至第十四職等。高

；其分院檢察署檢察長，簡任
第十二職等至第十四職等。高

列等之規定，並未配合調整，
導致經銓敘審定簡任第十二職

第十二職等至第十四職等。高
等法院及分院檢察署主任檢察

等法院及分院檢察署主任檢察
官，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三

等法院及分院檢察署主任檢察
官，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三

等至第十三職等或第十二職等
至第十四職等之地方法院及分

官，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三
職等；檢察官，簡任第十職等

職等；檢察官，簡任第十職等
至第十一職等或薦任第九職等

職等；檢察官，簡任第十職等
至第十一職等或薦任第九職等

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檢察官
調任高等法院或分院檢察署檢

至第十一職等或薦任第九職等
；繼續服務二年以上者，得晉

；繼續服務二年以上者，得晉
敘至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四

；繼續服務二年以上者，得晉
敘至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四

察官，在其繼續服務滿二年以
前，僅得核派為簡任第十職等

敘至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四
職等。

職等。
地方法院及分院檢察署檢

職等。
地方法院及分院檢察署檢

至第十一職等檢察官職務，並
祇得支領簡任第十一職等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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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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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院辦事期間，計入其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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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署法官或候補法官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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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號有關實任檢察官身分保
障之解釋意旨，爰增訂第五項

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薦任第九
職等；檢察官，薦任第八職等

職等；檢察官，薦任第八職等
至第九職等或簡任第十職等至

職等；檢察官，薦任第八職等
至第九職等或簡任第十職等至

，規定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後段
於高等法院及分院檢察署主任

至第九職等或簡任第十職等至
第十一職等；試署檢察官，薦

第十一職等；試署檢察官，薦
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候補

第十一職等；試署檢察官，薦
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候補

檢察官、檢察官準用之，以資
妥當。

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候補
檢察官，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

檢察官，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
職等。但直轄市地方法院檢察

檢察官，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
職等。但直轄市地方法院檢察

二、現行第五項以下項次依序遞
移，第一項至第四項未修正。

職等。但直轄市地方法院檢察
署檢察長，簡任第十一職等至

署檢察長，簡任第十一職等至
第十三職等。

署檢察長，簡任第十一職等至
第十三職等。

審查會：照案通過。

第十三職等。
曾任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檢

曾任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檢
察署檢察官二年以上，調地方

曾任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檢
察署檢察官二年以上，調地方

察署檢察官二年以上，調地方
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檢察長、

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檢察長、
主任檢察官、檢察官者，得晉

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檢察長、
主任檢察官、檢察官者，得晉

主任檢察官、檢察官者，得晉
敘至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四

敘至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四
職等。

敘至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四
職等。

職等。
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後段於

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後段於
高等法院及分院檢察署主任檢

第二項、第四項之規定，
溯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九

高等法院及分院檢察署主任檢
察官、檢察官準用之。

察官、檢察官準用之。
第二項、第四項之規定，

日生效。
第十二條第二項至第四項

第二項、第四項之規定，
溯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九

溯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九
日生效。

於地方法院及分院檢察署主任
檢察官、檢察官準用之；其審

日生效。
第十二條第二項至第四項

第十二條第二項至第四項
於地方法院及分院檢察署主任

查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於地方法院及分院檢察署主任
檢察官、檢察官準用之；其審

檢察官、檢察官準用之；其審
查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
命之，任期四年，不得連任。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總統應於前項規定生效後

查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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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加給。為符司法院釋字第

職等；主任檢察官，簡任第十
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薦任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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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等；主任檢察官，簡任第十
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薦任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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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長，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

立法院公報

地方法院及分院檢察署檢
察長，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
職等；主任檢察官，簡任第十

總統應於前項規定生效後
一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最高

一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最高
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人選。

除年度預算案及法律案外，無
須至立法院列席備詢。

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人選。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除年度預算案及法律案外，無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因故出缺或無法視事時，總統

除年度預算案及法律案外，無
須至立法院列席備詢。

須至立法院列席備詢。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應於三個月內重新提出人選，
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其任期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因故出缺或無法視事時，總統

因故出缺或無法視事時，總統
應於三個月內重新提出人選，

重行計算四年，不得連任。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應於三個月內重新提出人選，
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其任期

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其任期
重行計算四年，不得連任。

於任命時具司法官身分者，於
卸任時，得回任司法官。

重行計算四年，不得連任。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於任命時具司法官身分者，於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於任滿前一個月，總統應依第

於任命時具司法官身分者，於
卸任時，得回任司法官。

卸任時，得回任司法官。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七項規定辦理。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於任滿前一個月，總統應依第

於任滿前一個月，總統應依第
七項規定辦理。

院會紀錄

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人選。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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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
命之，任期四年，不得連任。

七項規定辦理。
（照案通過）
第八十三條 各級法院及分院應

第八十三條 各級法院及分院應
定期出版公報或以其他適當方

定期出版公報或以其他適當方
式，公開裁判書。但其他法律

式，公開裁判書。但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前項公開，除自然人之姓

前項公開，除自然人之姓
名外，得不含自然人之身分證

載裁判書全文之方式，不足因
應資訊社會之需求；且鑑於兒

名外，得不含自然人之身分證
統一編號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

統一編號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
人之資料。

童及少年福利法、少年事件處
理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國

第八十三條 各級法院及分院應
定期出版公報，刊載裁判書全
文。

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
一、人民有知的權利，裁判書之
公開係監督司法審判之有效機
制，惟本條僅規定於公報上刊

人之資料。

家機密保護法、智慧財產法院
組織法等法律對裁判書之公開
有一定之限制，爰修正第一項
，增列以其他適當方式公開裁
判書及例外但書之規定。
二、基於人性尊嚴之維護、個人
主體性之確保及人格之自由發
展，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
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
自主控制，隱私權乃人民為不
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
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司法院釋
字第五八五號、第六○三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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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參照）。裁判書全文包含當
事人及訴訟關係人之身分證統

保護範圍，為平衡「人民知的
權利」與「個人資訊隱私權」

術可行範圍內，得限制裁判書
內容中自然人之出生年月日、

審查會：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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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及其
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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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增訂第二項，原則上自然人
之姓名應予公開，但於公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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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呂召集委員學樟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稍
後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三十四條。

法院組織法第三十四條、第六十六條及第八十三條修正草案（二讀）
第三十四條

高等法院置法官，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薦任第九職等；試署法官，薦任第七
職等至第九職等。
高等法院法官繼續服務二年以上，得晉敘至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四職等；依第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晉敘有案者，得敘至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或簡任第十二職
等至第十四職等。
司法院因應高等法院業務需要，得調地方法院或其分院試署法官或候補法官至高
等法院辦事，承法官之命，辦理訴訟案件程序及實體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資料
之蒐集、裁判書之草擬等事務。
高等法院於必要時得置法官助理，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各種專業人員充任之
，承法官之命，辦理訴訟案件程序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資料之蒐集等事務。
試署法官或候補法官調高等法院辦事期間，計入其試署法官或候補法官年資。
具律師執業資格者，經聘用充任法官助理期間，計入其律師執業年資。
第十二條第九項規定，於高等法院準用之。

主席：第三十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十六條。
第六十六條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特任；主任檢察官，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官，簡任第十
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
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其分院檢察署檢察長，
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四職等。高等法院及分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簡任第十一職等
至第十三職等；檢察官，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薦任第九職等；繼續服務二年
以上者，得晉敘至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四職等。
地方法院及分院檢察署檢察長，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主任檢察官，簡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薦任第九職等；檢察官，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或簡任第
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試署檢察官，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候補檢察官，薦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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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職等至第八職等。但直轄市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三職等
。
曾任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檢察官二年以上，調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檢察
長、主任檢察官、檢察官者，得晉敘至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四職等。
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後段於高等法院及分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檢察官準用之。
第二項、第四項之規定，溯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九日生效。
第十二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於地方法院及分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檢察官準用之；
其審查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任期四年，不得連
任。
總統應於前項規定生效後一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人選
。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除年度預算案及法律案外，無須至立法院列席備詢。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因故出缺或無法視事時，總統應於三個月內重新提出人
選，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其任期重行計算四年，不得連任。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於任命時具司法官身分者，於卸任時，得回任司法官。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於任滿前一個月，總統應依第七項規定辦理。
主席：第六十六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八十三條。
第八十三條

各級法院及分院應定期出版公報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開裁判書。但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依其規定。
前項公開，除自然人之姓名外，得不含自然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其他足資識別
該個人之資料。

主席：第八十三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法院組織法第三十四條、第六十六條及第八十三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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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決議：「法院組織法第三十四條、第六十六條及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
，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本院無黨團結聯盟黨團擬具「土地稅法第五
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7 屆第 5 會期第 9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
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立法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20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0992100424 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無黨團結聯盟黨團擬具「土地稅法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
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 99 年 4 月 28 日台立議字第 0990701514 號函。

二、本會經於 99 年 5 月 13 日舉行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
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康召集委員世儒補充說明。
三、檢附本案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本院無黨團結聯盟黨團擬具「土地稅法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本案係經本院第 7 屆第 5 會期第 9 次會議（99.4.16）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本會於 99 年 5 月 13 日舉行第 7 屆第 5 會期第 16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本院無黨團結聯盟
黨團擬具「土地稅法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由康召集委員世儒擔任主席，邀請提案黨團代
表說明修正要旨及財政部部長李述德列席報告並答復委員質詢，並邀請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提案黨團代表林委員炳坤及財政部李部長述德說明修正要旨
一、本院無黨團結聯盟黨團代表林委員炳坤說明提案要旨：
鑑於現行土地稅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納稅義務人藉變更、隱匿地目等則或於適用特別
稅率、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未向主管機關申報者，應處短匿稅額三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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