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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64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1年9月2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3871 號

案由：本院委員田秋堇、李昆澤、鄭麗君、陳歐珀、陳亭妃、高志
鵬等 21 人，為保障基本人權，改革司法制度，補台足灣民主
化在司法體系的缺口。爰提陪審團法，共四十三條文，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陪審團（Jury）制度在英國已實施一千年，在美國也有四百年的歷史，目前已有 52 個國家
採用，連我國鄰近的澳洲、韓國、香港等皆引進此制度，由此可見，陪審團制度乃是世界
的一種潮流。
陪審團制背後的精神，乃預設：所有的權力，包括執政者、法官、檢察官及立法者，都可
能會有貪污腐化，打擊異己政敵之情形，且都有視野偏狹的情況。
而權力需要制衡，因此陪審團可以有效制衡法官、檢察官貪污、濫權打擊異己之情形，以
保障人權。尤其是，採用陪審團制度，陪審團由社會上各行各業之人民而來，具有社會多
元化之性質，可讓司法具有多元化及民主化，以解決「恐龍法官」等偏見的問題。
回顧英美等民主先進國家數百年的實際運作經驗，陪審團制度確實發揮了保護人權的重大
作用。例如在 1670 年的威廉潘案，英國王打擊貴格教派，而由陪審團維護宗教自由。在
1735 年仁格案，美國陪審團維護言論出版自由。均可看出獨立於政府的陪審團，可以保護
人民的基本權利，讓公民得以反抗執政當局的欺壓剝削，遏止政府當權者，藉由檢察官及
法官的濫訴亂判，並抵制立法者所通過的不當惡法。因此美國在獨立建國時，就在憲法第
三條、修正案第六條、第七條，保障人民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現今台灣的司法也遇到司法三大問題，1、貪污法官、檢察官，2、恐龍法官、檢察官，3、
打手法官、檢察官。導致司法遭人質疑，因此有引進陪審團制度，從根源解決之必要。陪
審團則是從社會上各行各業中隨機挑選，本身就具有社會的多樣化及民主化。且陪審團是
以集體討論之方式來決定判決，優於個人法官個人的獨斷及偏見，可解決偏見之問題。
本草案共計四十三條，採行之基本原則特色為：
一、陪審團之立法目的，在於實現司法民主化，及以民主多元觀點解決恐龍法官之問題，完成
民主化的最後一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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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真正落實主權在民及司法之多元化，促進人民參與司法及實踐法治，維持司法之公平、
公正及獨立，增進人民對司法之信賴，
二、陪審團有決定權，且具獨立性，以避免陪審員受法官干涉，解決法官貪污及涉入政治鬥爭
之問題：
案件之事實由陪審員決定，可說是事實法官。陪審團參與審判認定案件之事實，其身份相當
於職業法官，自應保障其獨立性，不受任何干涉，法官具法律法官之性質，與陪審團分工而
各自獨立，法官除指揮訴訟外，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陪審團之判斷。
三、賦予被告選擇權：
賦予被告有權得選擇採行陪審團審判。被告亦可決定不選用陪審團之審判。
四、採起訴狀一本主義，確保法官公正、中立之角色：
陪審團之審判程序為起訴狀一本主義，避免法官判斷之偏見，於起訴時不得將卷證一併送交
法院，僅由控方在審判程序中提出。
五、限制檢察官上訴權，以保障人權：
由陪審團審判之案件，如被告為無罪之判斷，除有再審事由，檢察官不得上訴，以保障人權
。
六、採 12 人陪審團及 9 人陪審團二種：
(一)被告所涉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陪審團應由陪審員十二
人組成，採全體一致決，認定被告有罪或無罪。
(二)前項以外之案件，應由陪審員九人組成，採全體一致決，認定被告有罪或無罪。但陪
審團之評議逾三小時仍無法達成一致決時，得由陪審員七人以上之決議。
七、採剔除權制，審檢辯可以剔除不公正之陪審員，以確保陪審員之公正性：
在陪審員之挑選程序中，為確保陪審員沒有黨派、種族、膚色及受媒體影響，造成偏見不公
之情形，法官有選任陪審員之詢問剔除權及檢察官、律師亦可請求剔除，以確保選任之陪審
員具有公正性。
八、以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為適用之範圍：
原則上以最輕本刑為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為行陪審團審判之案件
九、採強制辯護為配套：
陪審團審判之案件，採徹底之直接審理與言詞審理，故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
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以保障其權利。
十、採證據開示的程序：
檢察官應將其證據充分提供被告及辯護人，落實當事人之實質平等地位，並加速集中審理。

委 284

立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十一、未能達成一致決之案件，得由法官另擇陪審團重新審理：
若未能達成一致決，或有效之決議，法官得裁定「停止審判」或「重新審判」。重新審判之
程序，則應另擇陪審團重新審理。
十二、法官應對陪審團做說明（jury instruction），以利陪審團討論及判斷：
陪審團行評議討論前，法官應視案件之繁簡，做陪審團說明，就檢察官起訴之罪名及陪審團
應行認定之犯罪事實或犯罪構成要件，以口頭或書面向陪審員說明。以利陪審團做評議討論
及下判決。
十三、本法行集中審理，避免案件拖延：
行陪審團審判之案件，審判程序應連續開庭，迅速終結。

提案人：田秋堇

李昆澤

鄭麗君

陳歐珀

陳亭妃

連署人：黃偉哲

蔡煌瑯

陳其邁

陳節如

林岱樺

段宜康

李俊俋

劉建國

許添財

邱志偉

邱議瑩

楊

林佳龍

尤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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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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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審團法草案
條

文
第一章

第一條

法

例

說

明

章名

（立法目的）

一、本條第一項在闡釋憲法第二條之國民主權

為落實主權在民及司法多元化，並維持
司法之公平、公正與獨立，以增進人民對司

原則，亦應包括司法民主化在內。同時，
藉由人民參與審判，亦可促使司法多元化

法的信賴，特制定本法，以為人民參與司法
之依據。

，而來避免法官的恣意與專斷，更可防止
外力干預，以來保持審判的公平、公正與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律之規

獨立。
二、本法之規定，僅針對與現行訴訟制度有所

定。

扞格者為規定，故於本法未規定者，即應
回歸刑事訴訟法及法院組織法等相關規定
之適用。
第二條

（陪審員獨立性）

一、陪審團參與審判認定事實，其身份相當於

陪審團具獨立性。法官除訴訟程序之指
揮外，不得干涉或予以不當的指示、暗示或

職業法官，對照憲法第八十條之精神及大
法官解釋文第三百七十八號解釋理由書，

其他方法影響其心證之形成。
陪審員應本於良心依據憲法及法律，為

自應保障其獨立性，不受任何干涉。故為
落實本法立法目的，法官除指揮訴訟外，

公平、公正、獨立之判斷。

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影響陪審團，爰參考日
本裁判員法第八條、韓國國民參與刑事審
判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第一項。
二、陪審員參與審判並評議認定事實，不得徇
私或囿於個人成見、社會輿論，應本於個
人良知出發，就憲法及法律做出判斷。

第三條 （受陪審團審判權、強制辯護）
被告就檢察官起訴最輕法定刑為一年以

一、陪審團制度，在我國因屬初步實行，基於
成本效益考量，爰於第一項明定被告就檢

上有期徒刑之案件，如為無罪之答辯，得向
第一審法院主張由陪審團審判，法院不得拒

察官起訴法定刑為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
件，如為無罪之答辯，有權向法院主張由

絕。
被告前項主張，得以言詞或書狀為之。
由陪審團審判之案件，未經選任辯護人
者，法官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

陪審團審判，且法院不得拒絕。
二、為便利被告主張前項權利，第二項明示得
以言詞或書狀方式為之。
三、為期陪審員順利形成正確心證，故陪審團

。

審判之案件，應以徹底之直接審理、言詞
審理為必要，從而審判時被告受辯護人扶
助之權利，即更形重要。因此行陪審審判
之案件，均應有辯護人為其辯護，爰於第
三項明定行陪審審判之案件，於審判中未
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
人或律師為其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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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陪審法庭之組成）
被告所涉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七

一、對於被告所涉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應由陪審員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陪審團應由陪審員
十二人組成，採全體一致決，認定被告有罪

二人組成，採全體一致決，認定被告有罪
或無罪。使審議式民主的概念貫徹於陪審

或無罪。
前項以外之案件，應由陪審員九人組成

團之評議過程，而非流於投票表決，避免
多數意見不附理由地投票壓制少數的意見

，採全體一致決，認定被告有罪或無罪。但
陪審團之評議逾三小時，仍無法達成一致決

的流弊。兩方的觀點在互相討論、互相說
服的過程中，真正達到刑事有罪判決須毫

時，得由陪審員七人以上之決議，認定被告
有罪或無罪。

無合理懷疑之基準，爰訂定第一項。
二、第一項以外之案件，由陪審員九人組成，
仍採全體一致決，認定被告有罪或無罪。
但評議逾三小時仍無法達成一致決時，因
非屬重罪之案件，為達訴訟經濟，得由陪
審員七人以上之重度多數決，認定被告有
罪或無罪，避免審判時日過於冗長。

第五條

（停止審判及重新審判）

一、為避免審判時日過於冗長，以致評議形成

十二人之陪審團如未能達成一致決，或
九人之陪審團未能達成七人以上之決議，法

僵局，十二人之陪審團如未能達成一致決
，九人陪審團若未能達成七人以上之決議

官得裁定重新審判或停止審判。
重新審判之程序，應另擇陪審團重新審

，法院得裁定停止審判或重新審判，爰定
第一項。

理。
停止審判後，檢察官得撤回起訴，或請
求法院重新審判。

二、為免評議仍陷入僵局，重新審判之陪審員
應重新選任之。
三、停止審判後，依當事人主義，檢察官得檢
視起訴理由不充分致陪審團未能達成一致
決，而有權撤回起訴。檢察官亦得認起訴
理由已充分，請求法院重新審判。

第二章
第六條

陪審員之選任、剔除及迴避

章名

（備選陪審員造冊）

我國已施行民主選舉制度數十年，有選舉權之

行政院應責成內政部協調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於每年度三月底前，將轄區具有公職

人民即應有擔任陪審員之資格，以貫徹主權在
民之理念。辦理公職人員之選務機關，就具選

選舉投票權人之備選陪審員名冊提供給轄區
之地方法院陪審團挑選委員會。

舉權人已存有相關資料並熟稔造冊程序，同為
民主制度之陪審制由內政部協調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造冊，自屬最為便利。惟個案選任係由
各地方法院為之，故造冊後應即提供予地方法
院陪審團挑選委員會，以資辦理。

第七條

（陪審團挑選委員會）

一、地方政府依前條造冊並送交地方法院後，

各地方法院應成立陪審團挑選委員會。
前項委員會由該地方法院院長任命該轄

法院應再次審核名冊內之備選陪審員是否
符合第六條之規定，及有無本法第十三、

區之法官一人、檢察官一人、律師代表一人
、不同職業別之社會公正人士六人組成，辦

十四、十五條所列情形，以避免具有不得
被選任為陪審員之國民嗣後被抽選為候選

理挑選事宜。

陪審員所生不必要勞費，故由地方法院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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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陪審團挑選委員會之遴選程序
、組成方式及決議之辦法，由司法院會同法
務部及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定之。

備陪審團挑選委員會，由院長任命法官、
檢察官、律師各一人及六位不同職業社會
公正人士組成，以昭公信，訂定本條。
二、前項挑選委員會涉及陪審員產生之公正，
惟技術性及細節事項，由審檢辯三方共同
研擬遴選程序、組成方式及決議之辦法，
以昭公信。

第八條

（候選陪審員之通知）

一、因應案件有陪審團審判需求時，法院陪審

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如被告要求陪審團
審理，應立即陳報法院，法院應由陪審團挑

團挑選委員會應自名冊中抽籤或隨機挑選
三百至六百名「候選陪審員」。至個別案

選委員會，就選舉人名冊中，依隨機挑選或
抽籤之方式，先行挑選三百名至六百名為候

件所需候選陪審員人數多寡，由法院斟酌
案件審理時間之久暫等因素，進行估算。

選陪審員之名冊，交由法官寄發問卷通知。
為避免陪審員有偏見或不公之情形，法

二、為避免明顯之偏見或不公，個案承審法官
得問卷先行篩選顯然不適合之陪審員。於

官得適當設計問卷，了解可能之陪審員是否
有不適合之情形。如認為可能有偏見或不公

此情形，宜由法官逕為剔除，以免本法第
十條之請求剔除程序過於冗長。

平者，可逕予剔除。
第九條

（選任詢問及剔除）

於前項程序後，倘有未受剔除之候選陪審員於

法官召集候選之陪審員時，得以口頭詢
問，如發覺有不適任、偏見或不公平之情形

受召集到庭後，經法官口頭詢問，有不適任、
偏見或不公平之情形，為免本法第十條之請求

，得逕予剔除。

剔除程序過於冗長，法官有權於當事人請求剔
除前，即先逕予剔除。

第十條

（請求剔除）
檢察官與律師於法官詢問候選陪審員時

於前項程序後，當事人始介入詢問陪審員選任
程序。此時，如認為有不適任、有偏見或不公

，亦得詢問候選陪審員，如認為有不適任、
有偏見或不公平之情形，得附理由請求法官

平之情形，當事人得附理由，請求法官予以剔
除。至有何不適任、有偏見或不公平之事由，

剔除。

應提出具體事證向法官釋明。

第十一條

（不附理由剔除權）

一、於詢問候選陪審員時，當事人非當然可提

檢察官與律師於法官詢問候選陪審員時
，如認為有不適任、有偏見或不公平之情形

出候選陪審員不適任、有偏見或不公平之
事由，然既當事人主觀上有此疑慮，應允

，得不附理由請求法官逕行剔除。
前項權利，於十二人陪審團各有五次之

有限度允許不附理由請求剔除個別候選陪
審員，爰訂定第一項。

權利，於九人陪審團各有四次之權利。

二、前項權利，為求選任陪審員程序之遂行，
於十二人陪審團有五次之權利，於九人陪
審團有四次之權利。

第十二條

（候補陪審員）

一、為免陪審員因故不能執行職務，重新選任

十二人之陪審團，應選任候補陪審員三
人。九人之陪審團，應選任候補陪審員二人

陪審員、更新審判程序，致生勞費，法院
應另選任備位陪審員，使備位陪審員與陪

。
法官於挑選足額之十二人陪審員或九人

審員一同參與審判，並於陪審員不能執行
其職務時，依序遞補為陪審員。又備位陪

陪審員後，應同時挑選候補陪審員。陪審員

審員之人數，仍宜有一定之限制，故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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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候補陪審員於評議前，均應一同參與審判
，法院不得於評議前告知其係陪審員或候補

第一項。
二、陪審員與候補陪審員應同時挑選，並同時

陪審員之身分。

參與審判，於評議前均不得受告知其身份
，以免候補陪審員未專注於審判，致其功
能喪失，爰訂立第二項。

第十三條

（陪審員的消極資格：職業事由）

一、第一款至第三款之人員，其執行之職務與

下列人員應豁免為陪審員：
一、總統、副總統、五院院長、副院長及正

行政、立法、政黨有極密切之關係，為免
致生行政、立法、政黨介入司法之疑慮，

副秘書長。
二、行政院、考試院、監察院所屬各部會首

自不得受選任為陪審員、候補陪審員。
二、陪審團制度，係為汲取一般國民所具備之

長、副首長。
三、立法委員、考試委員、監察委員。

社會法律感情，為免通過一定資格考試而
具備法律專業人士、或從事與法律相關工

四、大法官、法官、檢察官及執業律師。
五、現役軍人、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

作之人士參與審判時，以法律專業權威引
導其餘不具備法律專業之陪審員、候補陪

六、其他法院認為適宜豁免者。

審員，致有害於立法目的之達成，爰訂定
第四款。
三、現役軍人、警察，其執行之職務與公眾有
極密切之關係，且往往需值日（夜），為
免因參與觀審審判而耽誤其職務，致影響
公眾之權益，應排除其受選任為觀審員、
備位觀審員之資格，爰訂定第五款。
四、陪審員、候補觀審員參與刑事審判，其職
業上於個案倘有其他法院認為適宜豁免之
情形，亦得由法院裁定豁免之。

第十四條 （陪審員的消極資格：負面或不中
立事由）

一、陪審員行使司法權，自應以適任者充之，
候補陪審員於陪審員不能執行職務時遞補

下列人員不得任陪審員：
一、受褫奪公權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之，自亦應有相同之標準。褫奪公權尚未
復權者，既不得膺任公職，自亦不能受選

二、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三、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任為陪審員。
二、擔任陪審員之人需具備一定成熟程度及人

，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未滿五年者
。

生經驗，而受破產宣告而尚未復權之人，
不僅主觀上難以期待其成熟程度及人生經

四、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致不能執行陪審員
職務者。

驗；且客觀上擔任陪審員，訴訟程序將影
響日常經濟生活之進行。故此，受破產之

五、與本案有利害關係應行迴避者。

宣告，尚未復權者者，爰於第二款予以排
除。
三、因故意犯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
定者，尚未執行，或執行完畢未滿五年者
，均屬現在或曾經受司法不利益處分之人
，若使其擔任陪審員或候補陪審員，恐有
難期公正之虞，爰明定於第三款。
四、有心智缺陷，致不能勝任陪審員、候補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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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員職務之人，明定於第四款。
五、陪審員、候補陪審員參與審判，首重公正
客觀，故有具體事證足認其與本案有利害
關係，若其執行職務有難期公正之虞者，
自不得受選任為陪審員、候補陪審員。
第十五條

（迴避）

陪審員如有刑事訴訟法第十七條應自行迴避之

陪審員有刑事訴訟法第十七條各款所示
之情形，應自行迴避。

事由，應自行迴避之。比照刑事訴訟法第十八
條之規定，當事人亦得聲請迴避，並於此情形

檢察官、律師及被告亦得聲請陪審員迴

時，由法官裁定剔除，並由候補陪審員遞補之
，以免程序再開之浪費。

避。
法官認陪審員有應迴避之情形者，應將
該陪審員剔除，由候補陪審員遞補。
第三章
第十六條

陪審團之審判程序

章名

（起訴狀一本、卷證不併送、證據

一、陪審團制度有別於職業法官審判，更容易

開示）
法定刑為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起

形成預斷之心證。為避免陪審員之預斷並
落實被告之反對詰問權，故本條第一項規

訴書僅得記載下列事項：
一、被告之姓名、性別、年齡、住居所或其

定起訴狀記載除人別外，僅得記載事實及
所犯法條。

他足資辨別之特徵。
二、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

二、依本法第一項起訴狀記載之限制，自應禁
止於起訴時將卷宗及證物一併移送法院，

起訴時，不得將卷宗及證物一併送交法

而應透過卷證開示及審理程序中之證據調
查程序，始能貫徹防止預斷的目的，爰訂

被告或辯護人於起訴後，即得請求檢察
官開示相關之卷宗及證物。

定第二項。
三、證據開示係為配合前二項之程序，藉由雙

院。

方當事人交換資訊來縮小爭點以加速審判
程序之集中審理，達成訴訟經濟及節省陪
審員之時間。並可藉由卷證開示的程序，
使被告了解不利之證據，以落實兩造對抗
制度中，當事人之實質平等地位。
第十七條

（程序說明、一致決）

一、陪審員係來自社會各階層，為確保其了解

法官在進行調查證據程序前，就陪審團
審理應注意之程序等事項，需向陪審團以易

無罪推定、檢察官之舉證責任、被告起訴
罪名，以及陪審員之職責、法院運作方式

於理解之方式，簡要說明。
法官在辯論終結後，陪審團行評議討論

，故本條第一項規定，法官應於調查證據
程序前，向陪審團簡要說明之。

前，得視案件之繁簡，就檢察官起訴之罪名
及陪審團應行認定之犯罪事實或犯罪構成要

二、因陪審員不一定具備個別案件中的相關法
律知識，故法官有必要就所控罪名及認定

件，做成陪審團說明書，並以口頭向陪審員
說明。

罪名成立與否的流程，例如陪審團之職責
、討論評議之注意事項、案件之構成要件

法官在宣示判決前，應詢問陪審團是否
已有一致或有效之決議。

、抗辯事由之解釋等注意事項，向陪審團
簡要說明，以供陪審團認定事實後，做成

陪審團之判決，須由首席陪審員於公開

有罪或無罪之判斷。法官說明時，除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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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及陪審團全體成員在場時宣示。宣示時
被告亦應在場。

頭向陪審團為之外，並應做成書面，以為
說明事項之憑據，爰訂定第二項。
三、陪審團審判原則採一致決或重度多數決，
為審議式民主的核心價值。故法官於宣示
判決前，仍應再次詢問陪審團，是否達成
一致或有效之決議，以確保決議形成之審
慎性。
四、陪審團之判決，既由陪審團一致審議決定
，則宣示判決時，亦應由全體陪審團在場
。又，被告亦應在場聆聽判決，以昭慎重
。

第十八條

（開始陳述）

在法官對被告進行權利告知之後，在審理的程

法官告知被告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所
定事項後，先由檢察官依據合理之證據，向

序上，因檢察官認其心證已超過起訴之門檻，
故應根據其所主張之證據，先向陪審團進行開

陪審團進行開審陳述。待檢察官結束開始陳
述後，由被告或辯護人進行開始陳述。

始陳述。亦即案件中第一次的案情陳述，原則
上不進行辯論，係先由檢察官就所控訴之事實
，對陪審團進行事實上概要的陳述。被告或辯
護人於檢察官結束開始陳述後，亦有進行開始
陳述之權利，以維持保障程序之平等，爰亦規
定於後。

第十九條 （調查證據）
開始陳述結束後，檢察官應向陪審團說

結束前條開始陳述之程序後，檢察官應向陪審
團說明案件中被告所犯罪名之待證事實為何。

明下列事項：
一、待證事實。

欲聲請調查證據之範圍、次序及方法，並應說
明所聲請調查之證據與待證事實間之關聯性、

二、聲請調查證據之範圍、次序及方法。
三、聲請調查之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必要性、可能性，以使陪審團瞭解本案件審理
之程序及要點，爰訂定第一項。

被告、辯護人主張待證事實或聲請調查
證據者，應於檢察官為前項之說明後，向陪

被告及辯護人倘有主張待證事實或聲請調查證
據，其程序亦應準用前項之程序進行，爰訂定

審團說明之，並準用前項規定。

第二項。

第二十條

（辯論次序）

本條第一項言詞辯論之次序，亦比照開始陳述

調查證據完畢後，應命依下列次序就被
告是否有罪辯論之：

及調查證據之次序，由檢察官先進行言詞辯論
，並再由被告及辯護人進行之。

一、檢察官。
二、被告及辯護人。

至雙方均進行言詞辯論後，倘當事人認有再為
辯論之必要，得再次辯論之。法官認有再行辯

已依前項辯論者，得再為辯論，法官亦
得命再行辯論。

論之必要，亦得命再次為之，爰訂定第二項。

第二十一條 （最後陳述）
調查證據及言詞辯論終結後，先由檢察

調查證據及言詞辯論終結後，依序先由檢察官
就審判中已調查之證據及辯論之要點，就本案

官向陪審團進行最後陳述。待檢察官最後陳
述後，由被告或辯護人進行最後陳述。

審判之結論，做成總結性的最後陳述，並於其
後接續由被告或其辯護人為之。

第二十二條

（陪審團判決）

採行陪審團之審判，應由陪審團判決決定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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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審團得就被告被起訴之案件，為有罪
或無罪之判決。

被控罪名有罪或無罪，而陪審團就被告所同一
審判程序中被控之數罪名，亦得就其中一部份

陪審團得就被告被起訴之數案件，判決
一案件或數案件有罪或無罪。

案件判決有罪或無罪，爰訂定第二項。

第二十三條 （科刑辯論及法官量刑）
經陪審團判決被告有罪者，法官應速定

被告經陪審團判決有罪，則應接續進行科刑之
辯論。科刑辯論與有罪與否辯論的分離，有助

期日，調查與科刑範圍事項有關之證據，賦
予被告、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表示意見

於量刑的客觀性及量刑因素審查的落實，以增
進科刑的可預測性與公平性。而除被告外，基

之機會後，並命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就
科刑範圍辯論之。

於被害人保護及修復式正義之理念，應予告訴
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到場表示意見，以保障被

科刑辯論後，法官應依前項辯論所得心
證及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核科被告妥適之

害人等表意之權利，爰訂定第一項。
科刑辯論後，因核科刑度涉及法律秩序的穩定

刑度。

性與公平性，故由法官審酌判決前例及個案因
素，依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核科被告刑度為
宜，故訂定第二項。

第二十四條

（宣示判決）

本條第一項規定，陪審團之判決，應由書記官

陪審團之判決，於宣示時，由書記官載
明於筆錄。

載明於筆錄，以召慎重。
本條第二項規定，宣示判決筆錄亦應送達被告

宣示判決筆錄應送達於被告、辯護人及
檢察官。

、辯護人及檢察官，以凸顯陪審團之判決與非
陪審團判決之特性。

經陪審團判決被告無罪者，應由法官當
庭宣示。

本條第三、四項規定，由法官當庭宣示判決，
係為強化陪審團審理之效果及公正性，防免庭

經陪審團判決被告有罪者，於科刑辯論
後，由法官量處科刑並當庭宣示。

後宣判之其他弊病。

第二十五條 （全程參與審判）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陪審員應全程參與

行陪審團審判案件係由陪審團為法庭審理活動
中心，而以全體陪審員一致決為原則做成共識

審判程序至宣示判決為止。
候補陪審員亦得全程參與前項之程序，

決議進而判決，則陪審員自應全程參與審判程
序至宣示判決，以踐行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原

但不得參與決議。
遇有陪審員出缺之情形，應由法官命候

則，並保障被告之防禦權，爰規定第一項。
候補陪審員雖為陪審員出缺時之遞補，惟倘程

補陪審員遞補，行陪審員之職務。

序進行中未全程參與，則於陪審員出缺時無法
貫徹前項規定之立法意旨。故此，爰於第二項
規定，除參與決議外，候補陪審員亦應全程參
與參與審判程序至宣示判決為止之所有程序。
倘有陪審員出缺時，則法官應命候補陪審員遞
補，以維持本法第四條所定陪審團之人數，爰
規定第三項。

第二十六條

（討論及評議）

本條第一項規定，言詞辯論終結後，由陪審團

辯論終結後，陪審團應行討論評議程序
，以作成案件之評決。

進行討論評議程序，以進行案件之評決。
因陪審團之討論評議需隱密性，並可能費時甚

法院應提供會議室及適當之茶水及餐飲

久，故應由法院提供空間及餐飲，供陪審團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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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供陪審團行評議討論。
陪審團之討論評議具獨立性，法官不得

論評議時所需，故規定於第二項。
本法第二條即揭示陪審團之獨立性，惟辯論終

參與或干預。

結後，陪審團已聽取雙方當事人之論述，然尚
未形成共識決議。為貫徹本法第一條之立法目
的，於此最易受到法官影響心證決定之時點，
本條第三項再次揭示陪審團評議討論之獨立性
，以防免法官參與或干預陪審團評議判決。

第二十七條

（陪審員之隔離）

陪審團應採客觀中立且無偏見之立場，並為達

陪審員獲選任後，不得與外界接觸或討
論案情內容。

成直接審理之原則，陪審員於獲選任之後，即
不得與外界就案件內容有所接觸或討論，以免

法官認有必要時，在陪審團決議前，得
命全體陪審員與外界隔離。如有過夜之必要

受到不當污染，爰訂定第一項。
因陪審團於評議後、形成決議前，為最關鍵且

，法院應提供適當之住宿設備。

易受外力影響之時刻。故法官認有必要時，得
命全體陪審員與外界隔離；並如認有過夜之必
要，得由法院提供住宿方式，以確保隔離之效
果。故此，爰規定第二項。

第二十八條 （連續、迅速開庭）
行陪審團審判之案件，除準備程序或特

為貫徹集中審理之精神，使訴訟能迅速審理終
結，減少陪審員、候補陪審員於審判期間受外

別情事外，審判程序應連續開庭、迅速終結
。

界不當干擾之機會，並節約陪審員、候補陪審
員之時間，是行陪審審判之案件，審判期日除
有特別情形外，應連日接續開庭進行，以期迅
速終結，爰訂定本條。所稱連續開庭，指自第
一次審判期日起，連日開庭，繼續審理而不中
斷之謂。

第二十九條 （陪審員訊問禁止）
陪審員不得訊問證人、鑑定人。

因本法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且陪審員並非法律
專業人員，故不得由陪審員主動訊問證人。惟

陪審員對於訊問證人、鑑定人之事項有
疑問者，得以紙條徵詢法官之意見。

陪審團為認定事實之主體，倘陪審員對於訊問
證人、鑑定人之事項有疑問者，將導致做成判
決之心證無法形成。故此，本條規定陪審員得
先以紙條向法官徵詢意見，再由具有法律專業
之法官代為訊問，以維持訴訟之流暢進行。

第三十條

（陪審員保密義務）

為確保陪審團審判過程中，任何陪審員、候補

陪審員、候補陪審員因執行職務知悉之
秘密、涉及個人隱私之事項及其他依法應秘

陪審員均能無所顧忌地討論、陳述意見，陪審
員因執行職務知悉之秘密，自應予保密。其他

密之事項，應予保密。
前項保密事項之範圍、期間，由司法院

因執行陪審團職務知悉之秘密、涉及個人隱私
之事項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自亦在應予保密

定之。

之列，爰參考日本裁判員法第九條第二項、韓
國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第一項。
陪審員保守前項秘密之範圍、期間，應斟酌秘
密之性質、陪審員之負擔而為適當之規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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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妥切，茲授權由司法院定之，爰訂定第二項
。
第四章
第三十一條

陪審團判決之上訴

章名

（檢察官不得上訴）

除非有行陪審團審判之案件，整體訴訟所支出

由陪審團審判之案件，其判決除有刑事
訴訟法規定之再審事由外，檢察官不得上訴

之勞力、時間、費用，均較未行陪審團審判之
案件為多。且檢察官得運用國家資源，對被告

。

所犯進行追訴程序，自應於一次審判中完整詳
盡攻防。為確保被告同一行為不受二次追訴，
以免重複追訴過度侵害人民之防禦權，爰於本
條規定除，非有刑事訴訟法規定之再審事由，
檢察官不得上訴。

第三十二條

（被告上訴權）

雖被告受有罪判決時，並無前條禁止重複追訴

由陪審團審判之案件，如為被告有罪之
判決，被告上訴於第二審法院，除有特別規

之考量。然因行陪審團審判之案件，整體訴訟
所支出之勞力、時間、費用，均較未行陪審團

定外，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
之。

審判之案件為多。於被告之防禦權已受較詳盡
保障之陪審團審判下，基於訴訟經濟及整體司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者，
為違背法令。

法資源利用之考量，自應適度限縮被告上訴之
權利。緣此，本條規定由陪審團審判之案件，
被告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者，始得於受有
罪判決時，上訴第二審法院。又判決違背法令
者，係指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與刑事
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八條之規定相同，併此敘明
。

第三十三條

（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訂有當然違背法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
令：

令之情形，惟行陪審團審判之案件，其當然違
背法令之事由，較未行陪審團審判之案件有所

一、陪審團審判之法庭組織不合法。
二、有應行迴避之法官或陪審員參與審判。

不同。故此，本條明定當然違背法令之事由，
並就陪審團審判之特性，增定如：陪審團審判

三、未依法公開審判。
四、法院無管轄權而為審判。

之法庭組織不合法、有應行迴避之法官或陪審
員參與審判、法官對陪審團之說明不合法等事

五、被告未到庭而為審判。
六、無辯護人為被告辯護者。

項，以為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列舉規定。

七、未予被告適當說明機會而為判決。
八、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或未受請求之
事項予以判決者。
九、法官對陪審團之說明不合法。
第五章
第三十四條

罰

則

章名

（陪審員收賄罪）

一、陪審員行使司法權，其地位相當於職業法

陪審員、候補陪審員要求、期約或收受
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職務

官，而候補陪審員雖不能於評議時陳述意
見，然隨時有遞補而成為陪審員之可能。

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為期陪審員、候補陪審員能公正誠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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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陪審員於未為陪審員或候補陪審員

其職務，確實本於參與審判所形成之心證
陳述意見，倘陪審員、候補陪審員要求、

時，預以不行使陪審員或候補陪審員之職務
或為一定之行使，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

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
不行使其職務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自應處

其他不正利益，而於為陪審員或候補陪審員
後履行者，以前項規定論處。

罰之，爰規定於第一項。又所謂不行使其
職務，例如無正當理由故意缺席不參與審
判或故意不陳述意見，造成審判之遲滯、
甚至陪審員之解任更易者是，所謂職務為
一定之行使，例如約妥陳述被告無罪之意
見，或陳述被告應從輕量刑、酌量減刑甚
至免刑者是。
二、備選觀審員於獲選任為陪審員、候補陪審
員前，雖尚無參與審判可言，然備選觀審
員於未為陪審員或候補陪審員時，預以日
後倘擔任陪審員、候補陪審員，必將不行
使其職務或為一定之行使，以此要求、期
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並於為陪
審員或候補陪審員後履行者，對於司法公
正之傷害，不亞於前項之情形，是自應視
同前項之情形論處，爰明定於第二項。

第三十五條 （行賄陪審員罪）
對於陪審員、候補陪審員，行求、期約

陪審員、候補陪審員得否公正執行其職務，即
至關重要，為維護陪審審判程序之公正，爰參

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
其職務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五年以下有期

考日本裁判員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韓國國
民參與刑事審判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五十九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條第二項規定，於本條明定對於陪審員、候補
陪審員，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而約其不行使其職務或為一定之行使之罰
則。

第三十六條 （妨害或報復陪審員加重刑度）
意圖使陪審員、候補陪審員不行使其職

為維護陪審審判之公正性，並使陪審員、候補
陪審員得無所顧慮公正執行職務，是意圖使陪

務或為一定之行使，或意圖報復陪審員、候
補陪審員之職務行使，對其本人或其配偶、

審員不行使其職務或為一定之行使，或意圖報
復陪審員、候補陪審員之職務行使，對其本人

八親等內血親、五親等內姻親或家長、家屬
，實行犯罪者，依其所犯之罪，加重其刑至

或一定關係之親屬實施犯罪行為者，自應依其
所犯之罪加重其刑，以示懲儆，爰參考日本裁

二分之一。

判員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一項、韓國國民參與刑
事審判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第一項
。至所謂意圖報復陪審員、候補陪審員之職務
行使而為實行犯罪，該犯罪行為之時點，及於
現任陪審員、候補陪審員及執行職務終了後。
又所謂犯罪行為，例如強制、恐嚇、侵入住居
、傷害、妨害自由等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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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騷擾陪審員罪）
意圖影響審判，而以任何方式騷擾陪審

為維護陪審審判之公正性，並使陪審員、候補
陪審員得無所顧慮公正執行職務，是意圖影響

員、候補陪審員或候選陪審員者，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

審判，以跟蹤等任何方式，騷擾陪審員、候補
陪審員或候選陪審員者，自應處以適度之處罰

金。

。

第三十八條

（陪審員洩密罪）

陪審員、候補陪審員因執行職務知悉之秘密、

無正當理由而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
定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涉及個人隱私之事項及其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
，應予保密，第二十八條定有明文，對於無正

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當理由違反上開規定者，自應施以刑罰，爰參
考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三項、日本裁判員法
第一百零八條及韓國國民刑事審判參與法第五
十八條規定，明定於本條。又洩密不問是否以
取得財產上之利益或其他利益為目的，均為本
條之規範範圍，併此敘明。所謂無正當理由洩
密者，例如洩露陪審員評議時所為之個別意見
陳述、意見分布情形、評議之經過，蓋此種情
形，將使參與審判之人，包括觀審員與法官在
內，可能因擔憂其姓名年籍住所、所陳述之意
見遭公開，而受報復攻訐，致不敢無所顧忌地
陳述意見，又例如就性侵害等與個人隱私高度
相關之案件，無正當理由洩露該案件關係人之
隱私者亦同，蓋此舉將造成該案件關係人名譽
、身心之創傷。

第三十九條

（候選陪審員的罰則）

一、法院檢附資格與意願調查表予備選陪審員

候選陪審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填載之目的，乃得以先行調查審認候選陪
審員是否具有本法所定之積極資格，及有

一、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載於候選陪審
員資格與意願調查表，提出於法院。

無不得擔任陪審員、候補陪審員之情形，
是候選陪審員自應據實填載。如候選觀審

二、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於陪審員
選任期日到場。

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載於候選觀審
員資格與意願調查表並提出於法院，自會

三、於陪審員選任期日為虛偽之陳述或無正
當理由拒絕陳述。

影響法院之前述判斷，除無益耗費司法資
源外，更可能造成上述不適任者參與審判
，或違反我國國民有依本條例規定擔任陪
審員之義務規定，爰參考日本裁判員法第
一百十一條、韓國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第
六十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訂定第一款
。
二、中華民國國民，有依本條例規定擔任陪審
員、候補陪審員，參與陪審審判之權利及
義務，是候選陪審員於接獲法院之通知後
，除有正當事由者外，自應遵期於陪審員
選任期日到庭，若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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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未於陪審員選任期日到庭，將致法院無
法順利完成陪審員、候補陪審員選任程序
，進而影響後續陪審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
，影響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自應予以
處罰，爰參考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
第一項、日本裁判員法第一百十二條第一
款及韓國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第六十條第
一項第一款之規定，訂定第二款。
三、法院於陪審員選任期日訊問候選陪審員之
目的，在於藉由訊問，判斷候選陪審員是
否適任審陪員或候補陪審員。是故，候選
陪審員於陪審員選任期日為虛偽之陳述或
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自應予以處罰，爰
參考日本裁判員法第一百十一條及韓國國
民參與刑事審判法第六十條第一項第三款
之規定，訂定第三款。
第四十條 （到場、陳述義務違反之罰則）
無正當理由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處

一、陪審員不於審判期日及評議到場者，即屬
陪審員之缺額，依本條例規定，本不得審

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一、陪審員不於審判期日或評議時到場。

判，將造成訴訟遲滯，候補觀審員不於審
判期日到場者，亦可能造成陪審員之缺額

二、陪審員於評議時拒絕陳述意見，或以其
他方式拒絕履行其職務。

無從遞補，同將造成訴訟之遲滯，是對於
無正當理由而不於審判期日或終局評議時

三、候補陪審員不於審判期日到場。

到場之陪審員，或無正當理由而不於審判
期日到場之候補陪審員，自應處以行政罰
，爰訂定第一款、第三款。
二、陪審員於評議時，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
或以其他方式拒絕履行其職務者，將使陪
審團法之立法目的難以達成，自應同處以
行政罰，爰參考日本裁判員法第一百十二
條條第四款、韓國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第
六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訂定第二款
。

第四十一條 （違反維持秩序命令罪）
陪審員、候補陪審員違反法官所發維持

按法官於法庭之開閉及審理訴訟，有指揮之權
，次按開庭時法官有維持秩序之權。為期審判

秩序之命令，致妨害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順
暢進行，經制止不聽者，得處新臺幣三萬元

期日訴訟程序順暢接續進行，陪審員、候補陪
審員自應遵守法官之指揮，如有違反法官所發

以下罰鍰。

維持秩序之命令，致妨害審判程序之順暢進行
，經制止不聽者，自得科以相當之罰鍰。

第六章
第四十二條

附

則

章名

（公假、交通費及報酬、保護措

一、陪審員、候補陪審員及於陪審員選任程序

施）

到庭之候選陪審員，於執行職務期間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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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審員、候補陪審員於執行職務期間，
或候選陪審員受通知到庭期間，其所屬機關

庭接受選任期間，所所屬機關（構）、學
校、團體、公司、廠場應給予公假，陪審

（構）、學校、團體、公司、廠場應給予公
假；並不得以其現任或曾任陪審員、候補陪

員、候補陪審員或候選陪審員方得以全心
參與、順利遂行其義務。又公假期間，應

審員或候選陪審員為由，予以任何職務上不
利之處分。

照給俸（薪）給、工資，乃屬當然。
二、為使陪審員、候補陪審員或候選陪審員得

法院對於參與審判之陪審員，應按日給
付交通費及報酬。

以全心參與、順利遂行其義務，另規定所
屬機關（構）、學校、團體、公司、廠場

法院得依職權或陪審員、候補陪審員之
聲請，給予必要之保護措施。

不得以其現任或曾任陪審員、候補陪審員
、候選陪審員為由，予以任何職務上不利
之處分，爰參考日本裁判員法第一百條、
韓國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第五十條規定，
於本條明定之。
三、擔任陪審員、候補陪審員固為履行國民之
義務，但為履行此一義務所生之交通費用
及付出之勞力、時間，仍應由法院按所在
距離、到庭日數，核實支給，以符公平爰
參考日本裁判員法第十一條、韓國國民參
與刑事審判法第十五條規定，訂定本條。

第四十三條

（擴大適用）

一、本條例之施行日期前，應有相當之舉辦模

本法於公布後第三年之元月一日施行。
本法施行五年後，應進行國民滿意度調

擬審判期間，故爰定為本法公布後第三年
之元月一日。

查。如經調查施行成效良好，本法授權司法
院得以行政命令擴及適用於最輕法定刑六個

二、使一般國民參與審判之制度，在我國係屬
首創初行，其利弊良窳，宜先以試行之方

月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司法院並應研擬擴
及適用國家賠償、行政訴訟、民事訴訟案件

式予以驗證檢討，若確有成效，即宜逐步
擴大適用於全國，若未見成效反生弊害，

之方案。

亦應有適度調整檢討之機會，是本條例經
試行地方法院試行後，應即另成立人民觀
審制度評鑑委員會，進行必要之調查研究
，並按季評鑑，以為制度改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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