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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之

成果 
 

■陳傳岳／萬國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憲政法治委員會委員 

 

此次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因李總統未能親自主持、司法單位本位主義觀 

念作祟、籌備時間過於短促、司法風紀問題著墨甚少，致美中不足。

惟會議所得成果，應儘速組成跨院、部之監督單位加以落實，方能建

立人民對司法之信賴。 
 

一、前言 

 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以下簡稱為全國司

改會議）在國人殷切期盼之下，終於排除

萬難，于88年7月6、7、8日三天召開，並

已順利開會完畢。就司法改革之會議而

言，此次全國司改會議，由朝野共同籌

備，參與人員含蓋審檢辯學及社會賢達各

界，有125人之多參與，以共商司法改革

之道，就其規模及性質言洵為空前，惟其

成果如何？實有加以檢驗之必要。本文茲

將全國司改會議磋商召開之經過，籌備情

形，會議議題決議事項，肯定及缺憾之

點，以及今後推動司改之作法，分別予以

評析檢討。  

二、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磋商召

開之經過 

 近十年來，司法問題日趨嚴重，司法之

公信力甚為低落，司法之運作，無法與台

灣社會、經濟等之進步相配合，不惟民怨

漸深，抑且影響台灣之競爭力，因此，司

法改革之聲，日益增大。但司法問題盤根

錯節，且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情形，倘僅

枝節或局部修改或變動，實不足以竟其

功，故如不將制度面及運作面作大幅度而

強烈之改革，實無法讓司法振衰起弊，起

死回生。有鑑於此，有志之士，認為非集

全國各界人士，對司法予以會診，共研拯

救司法之針砭，不足以竟其功。為求其具

有實效，認為應由總統召開，以整合社會

各界及政府各相關機關意見，並確立司改

方向而予以大力推動，司改方能期待有

成。故不論團體（如台北律師公會）、學

者專家（如邱聯恭教授等），建請總統召

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之事，時有所聞。  

 86年5月8日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全國

律師公會聯合會、台北律師公會、台灣法

學會及法官協會等五法界團體共同拜會李

登輝總統，除請求李總統支持並推動「司

法預算獨立」入憲外，並請求總統召開全

國司改會議，經李總統當場允諾，並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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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施啟揚院長與此五團體磋商在半年

內籌備召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當時

五團體殷切要求李總統親自召開，俾能協

調各院對司法改革之理念與措施，以收改

革之效，但不為李總統所同意，惟表示以

司法院召開為宜並將於開幕時致詞勉勵，

且允以全力支持並協調政府各機關之歧

異。  

 自拜會李總統之後，司法院施院長多次

與上述民間團體舉行會議，商討全國司改

會議之籌備事宜。民間團體為使全國司改

會議達到預期效果，認為：（一）此會議

應由總統召開，（二）此會議為超司法院

之跨院性、全國性之會議，（三）司法院

不應主導籌備會及司改會議，因此籌備委

員及與會人士官方不應超過半數，以避免

官方以表決方式操縱會議，但不為司法院

所接受。86年9月30日司法院片面宣布三

底線：「第一、官、民代表各半；第二、

議題不能與法官尊嚴牴觸；第三、不能與

司法業務安定牴觸」，並於同年 10月1日

宣佈全國司改會議第一次籌備會議於同月

15日召開，籌備委員為 14人，其中律師4

人，由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推派，其餘教

授3人，法官3人，檢察官2人，司法院及

法務部代表各1人，已由司法院及法務部

推派完畢，民間團體認為司法院預設立

場，缺乏改革誠意，拒絕接受。司法院主

導之全國司改會議第一次籌備會，在律師

代表缺席下，無疾而終。  

 民間團體乃於同年10月19日聯合律師、

法官、檢察官、法學教授、弱勢團體人

士、及社會各界人士等 3000餘人舉辦為

「司法改革而走」之大遊行，是為朝野法

曹及社會人士走上街頭之第一遭，引起社

會極大矚目。  

 其後，司法院數次邀民間團體協商全國

司改會議籌備事宜，雙方仍無法達成共

識。87年11月18日在司法院主導下，達成

共識由司法院法務部及五團體聯名上書總

統召開並主持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此函因

法務部城仲模部長有不同意見而最後未能

發出，惟李總統已獲悉此事。不久，於同

年12月初，李總統提名翁岳生及城仲模分

別當任司法院正、副院長，施院長亦因而

悄然卸任。  

 司法院翁院長於88年2月間上任後，對

司法改革之態度極為積極，於同年 3月30

日即提出「司法改革具體革新措施」，其

對司改之理念及措施，與民間司改會所撰

「民間司法改革藍圖」甚多符合，乃怯除

民間團體對司法當局之不信任感，而奠定

雙方對司改互信之基礎。  

 由上說明可知，全國司改會議之產生，

過程至為艱辛。  

三、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籌備之

情形 

 88年4月14日由司法院翁院長邀集民間

團體及相關單位協商全國司改會議籌備事

宜，一舉成立籌備委員會，共同推舉司法

院秘書長楊仁壽、法務部次長曾勇夫、法

官協會理事長林明德、全國律師公會聯合

會秘書長黃教範、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陳

傳岳、台灣法學會理事長許志雄、法官周

占春、檢察總長盧仁發、檢察官陳瑞仁

（後由檢察官陳玉珍遞補）、教授林子

儀、教授蕭新煌及律師范光群等12人為籌

備委員，如依朝野區分，則各為 6人，如

依審檢辯學劃分則各為 3人，在籌備委員

之分配上，堪稱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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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備委員會自同年4月23日起每週開會

一次，籌劃發改全國司改會議之議題、出

席人員、開會時地、會議規則等會議相關

事宜，審檢辯學均推派甚多幕僚人員參與

作業，尤其司法院投入甚多之人力物力，

期盼辦妥會議之籌備工作。自 4月 23日第

一次籌備會議至7月6、7、8日開會時間，在

不滿兩個半月期間內，將延宕逾二年之全

國司改會議籌備完成，並順利開會完畢，

殊屬難能可貴。籌備委員與幕僚人員之努

力與奉獻，實功不可沒。  

四、全國司法改革會議議題研

議結果之評析 

（一）會議規則與大會結論之形成 

 此次全國司改會議之目的，在凝聚司改

之共識，應有結論，但是法務部代表持反

對意見，擔心倘以表決對檢察制度或刑事

訴訟制度之改革做成任何決議，而為法務

部力所不及者，法務部將背負改革不力之

罪過。惟倘此會議僅在研討，而無何決議

以促使改革，則此會議實無何意義可言。

幾經勸說及協調，為使全國司改會得以順

利開成，乃制定出複雜且實質賦與法務部

長有否決權之議事規則。吾人在討論會議

成果之前，實有瞭解會議結論如何形成之

必要。茲依會議規則簡述如下：  

 1、會議分三組就三類議題分別研討，

分組經一致同意或經分組整合小組及分組

會議主席協商取得共識者，為分組結論，

提交全體會議討論。未形成共識者，以三

案為限分別記明贊成者，提交大會討論。  

 2、全體會議設整合小組，成員 5至 7

人。分組會議獲致之結論，經全體會議無

異議或贊成多於反對者，即成為全體會議

結論。  

 3、分組會議未獲致結論或其結論未被

採為全體會議結論者，由全體會議主席

（司法院院長翁岳生）、副主席（四位即

司法院副院長城仲模、法務部部長葉金

鳳、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理事長陳長及學

者邱聯恭）及整合小組協調，經協商達成

共識時，交全體大會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

之同意，形成全體會議結論。  

 4、如協商後，無法達成共識或全體會

議無法獲致結論時，由整合小組以三案為

限分別記明贊成者，再提交主席、副主席

協商，如達成共識時再交全體會議以上述

方式形成全體會議結論，如未能達成共識

時，由主席向大會宣佈結果，並報告未能

達成共識之情形。  

 依上述說明，造成主席、副主席在最後

階段協調時擁有否決權，不論贊成某議案

之人數已過半數，甚至超過三分之二以

上，仍因某副主席之反對，而不能形成會

議結論。如此規則乃因法務部堅持所致，

其表示倘不如此規定，將退出籌備會，法

務部如此堅持，殊屬可議。惟或可補救

者，乃在未依上述說明達成全體會議結論

者，應記明贊成者之姓名及人數，如此則

可瞭解贊成或反對者為何人及其人數，供

往後之研究及判斷。  

（二）就議題達成結論之形式（數量）觀察 

 此次全國司會之議題分為三大類，第一

體系，提昇犯罪偵防能力；第三大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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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件，經討論後具有共識而形成結論者有

46件，占總議案之70%，另有議案部分達

成結論者有6件，二者合計達成結論者有

52件，其達成結論之比率，可謂甚高，實

為此次會議之最大成果。至未有共識之議

題有13件，另加部分未有共識之議題有 6

件，二者合計19件，此19件之議題，就其

贊成及反對者分別列舉姓名及人數，則何

案為多數贊成案，亦可立即判明，可供改

革者擬定方針及措施時之參考。  

（三）就議題達成結論之實質（內容）觀察 

 1、第一類之議題，形成全體會議之論

者甚多，其重要者如下：  

 司法院之定位：  

 以一元多軌為近程目標（司法院內設各

庭，行使釋憲權與審判權），一元單軌為

終極目標（司法院置大法官13人至15人，

掌理民、刑事、行政訴訟審判，公務員懲

戒、憲法解釋及政黨違憲解散權。  

 此司法院之定位為最高位階之司改問

題，其走向影響整個司法權運作及民刑事

訴訟程序之設計。在施啟揚院長之司法改

革中，經過一年有半先後二個委員會之討

論及表決，最後回到「維持司法院以司法

行政為其主要職掌」之原點定位。此次全

國司改會則獲致結論，以一元多軌為近程

目標，一元單軌為終極目標，洵屬難得。  

 、建立律師義務辯護輪值制度，成立

法律扶助財團法人或協會，廢除公設辯護人

制度。此等結論在落實人民訴訟權之保障，

以彰顯人民為法主體之精神，實屬可貴。  

 、試行酌採專家參審制，設立家事法

庭、勞工法庭等專業法院。此等結論之作

 

 

一審之事實審功能，使第一審成為事實審

審判中心，俟第一審裁判品質提昇後，第

二審採事後審制，第三審採嚴格法律審及

裁量上訴制。此結論揭櫫民事訴訟審判改

革之方針，惟有如此將整個訴訟程序徹底

重構，始能有效解決目前案件量增加，審

理草率，裁判品質低落等缺點。  

 訴訟當事人得依法閱覽法院裁判評議

記錄，最高法院判決書得附具不同意見書。

此乃突破性之結論，有助於審判質之提高。 

 在第一類議題中，未達成結論者有二

項，說明如下：  

 、關於強化辯護人在偵查中之功能，

包括檢警實施搜索、扣押、勘驗時，辯護

人得在場表示意見，偵查中聲請法院為證

據之保全，以及強制辯護案件擴及偵查中

等乙案，因法務部葉部長之反對，未形成

結論，惟贊成者86人，反對者僅23人（絕

大多數為檢察系統之代表），可見絕大多

數代表仍贊成此案。此議案對加強保障人

權及提高檢察機能，頗有助益，可惜因檢

察系統人員缺乏信心而未能形成結論。  

 、關於設立檢察審查制度，使人民參

與監督檢察官職權之行使乙案，因法務部

葉部長之反對未形成結論，惟贊成者 83

人，反對者26人（絕大多數為檢察系統之

代表），亦見絕大多數代表贊成此案。  

 2、第二大類之議案，經討論決議後，形

成全體會議之結論者，較諸第一、三大類者

為少，殊為遺憾，主要原因為法務部葉金鳳

部長之否決所致，茲擇其重要者分述如下： 

 、此類之重要議案為刑事訴訟制度之

改革，其中之關鍵問題在於是否「增強當

事人進行主義」，目前刑事訴訟制度，法

官在職權調查主義之下，對被告有利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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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證據均應予以調查，開庭審理形成法

官之獨腳戲，但見法官以糾問之方式依職

權進行調查證據，形成法官與被告及其辯

護人之對立，而檢察官起訴後不見人影，

雖努力強調蒞庭，亦僅於辯論時行禮如儀

而已，不惟有辱職責，抑且影響司法形

象，縱令重大案件有蒞庭執行職務情形，

亦僅屬鳳毛麟角，如此審判，實嚴重影響

司法威信。律師公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

會等民間團體，一再主張並推動改善，司

法院亦認為應予改革，尤其最高法院學術

研究會經長期研究後，提出整套改革刑事

訴訟制度之方案，上述各單位均認為改革

刑事訴訟制度，應增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色

彩，即確立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賦與

當事人調查證據之主導權，法院僅在認有

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證據存在，且因發現

真實有必要時，始得發動職權以調查證

據，否則所有不利被告之證據，均應由檢

察官負舉證責任。為貫徹檢察官負舉證責任

及避免法官先入為主之擅斷，有「卷證不併

送」之制度，即檢察官起訴時，僅以一紙

簡明記載犯罪人別及犯罪事實之起訴書送

交法院，而不將檢察官卷宗移送法院，檢

察官追訴被告之證據，應於法院審理時一

一提出以供法院調查，此實為促進檢察官

蒞庭執行職務並達到發現真實之良策。  

 

進行主義後，檢察官在法庭上職務吃重，

人力無法應付等理由堅決反對，雖經一再

解釋，並告以此乃改革方向之確立，採行

新制當然應有一系列配套措施，此配套措

施，亦已列入議案，而人力之增加，亦為

與會與方所贊同，至實施時程並非一蹴可

及，三、五年甚至更多時間，亦有待立

法、修法及有關單位之配合而定，但法務

部及檢察系統仍不為所動。雙方在會議中

激烈辯論，仍無法獲得任何共識，最後在

葉部長行使否決權之下，將刑事訴訟制度

與檢察官職務相關部分之重要改革議題全

部封殺，計有十個議案之多（依司法院之

編號），實屬遺憾。  

 、關於刑事法庭檢察官與被告席位之

議案，基於國民為法主體之觀念以及檢察

官為刑事案件當事人之角色，甲案建議席

位成馬蹄型之三方關係，檢察官與被告

（辯護人）對向而坐，席位同高。惟因葉

部長不贊成此案，未能形成結論，但贊成

此案者高達86人，不贊成者26人，雖贊成

者占 76.78%仍然無法成為全體會議結

論，殊屬荒謬。  

 、關於強化檢察體系，提昇偵防能力

之議案，凡與法務部及檢察系統有利者均

達成共識，成為全體會議結論，但關於：

辦理貪瀆案件之專責機構，直屬於最高法

院檢察署二議案，均因葉部長之不贊成而

無法成為結論，惟前者贊成者 81人（占

75%），反對者 27人；後者贊成者 80人

（73.4%），反對者29人，但無法成為全

體會議結論，殊不合理。在貪污嚴重，肅

貪不力之情況下，要求設立肅貪專責機構

之提案，竟為法務部葉部長所否決，如

此，又如何振奮人心?! 

 3、第三大類之議案，其重要者說明如下： 

 

度，達成結論，但對於將來法官是否由檢

察官、律師、學者轉任而廢除法官考試，

雖贊成者為多數，但未形成結論。  

 、司法官訓練所改隸司法院乙案，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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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者80年，反對者28人，但未形成結論，

誠屬可惜。  

 、強化法官會議事務分配之功能，以

法官自治方式分配審判事務；法官辦案應

專業化，以及法官之屬性為特殊職務之公

務員，取消法官官職等，在未取消前，應

使各審法官均可達最高職等，均獲得結

論，使法官之保障更為加強。  

 、檢察官之保障，以如何立法方式為

之，意見甚為分歧，贊成準用法官法者22

人，制定檢察官法者53人，制定司法官法

者33人，準此，以制定檢察官法為多數。  

 、關於強化檢察體系、發揮檢察功能

議題，民間團體提案設立最高總署為檢察體

系之最高機關，直屬行政院或監察院，檢察

總長採任期制等，並廢除高等法院檢察署，

但經有關人士運作後，竟達成維持現制之

結論，殊屬遺憾。法務部如不謀求改善檢

察制度以發揮檢察功能，何能奢言改革？  

 、關於建立法官、檢察官及律師之評

鑑、監督與淘汰制度，雖就其原則達成結

論，但並而無任何改革性之具體措施方

案，而將原提案之具體建議置之不理，如

此，又如何讓人民對司法風紀改善之問題

能一新耳目？  

五、此次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之

正面效果 

 三天全國司改會在緊湊議程與熱烈討論

中，順利進行，殊屬難得，除上述關於議

題之提案獲致甚多之結論，對於無共識者

亦呈現多數意見，確立司改方向及措施

外，其正面效果尚有下列數點：  

（一）凝聚朝野對司法改革之共識 

 過去數十年來，每次司法首長上任，皆

有改革司法之言論與措施，民間團體亦常

舉辦促進司法改革之研討會或活動，以近

年言之，前者83年9月起由司法院施啟揚

院長推動長達一年有餘之司法改革委員

會，後者如84年3月11、12日由國家政策

研究中心、全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

北律師公會及台灣法學會所聯合召開之

「民間司法改革會議」，以及86年10月19

日由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灣法學會、

全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律師公會

等發起聯合各地方公會、社會團體及社會

各界人士舉行之「為司法復活而走」之遊

行。惟官方之司改，經常有始無終，甚或

僅係表面文章，說說而已，其結果則成效

不彰。民間團體之活動，雖表示或展現民

間之訴求或力量，其能對司法當局產生如

何壓力與作用，則視司法當局之意願與魄

力而定，其結果亦係影響有限。然而司法

問題仍是繼續存續，並且在惡化中。  

 此次全國司改會，在籌備之初，即集

審、檢、辯、學及社會賢達之代表為籌備

委員，並依官方及民間各占半數原則分配

出席人員之名額，已如上述，則與會人員

較能代表朝野各界人士，而官方與民間代

表各半之比例，尤能平衡並反映官方與民

間之意見，避免僅依官方意見而成為「一言

堂」之議。尤有甚者，司法問題及病灶，錯

綜複雜，改革之道，針砭之方，見仁見智，

各有所本，各有所持，此次能經由全國改

革會之討論、辯論，能達成共識及結論

者，固屬可喜，未能達成結論者，能澄清

意見異同之所在，均足為司改方針與措施

之參考，實為此次全國司改會議之收穫。  

（二）喚起司法單位及司法人員司法改革

之動力 

 司法本質趨向保重，從事司法之人員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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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保守性格。雖人民要求司法改革之聲浪

甚高，但甚多法官、檢察官仍是我行我

素，依照自來養成之觀念及作法，高高在

上行使司法之權威，改革似與渠等無關，

則謀求司法改革，倘無法讓司法人員自內

心中先行革心，具備改革之心態及理念，

司改談何容易！  

 此次全國司改會，自今年 4月間開始籌

備，各界呼籲改革之聲，屢見報章、電視

等媒體，各種改革議題之討論頓成風氣，

油然喚起在朝、在野法律人士之注意，進

而引起社會大眾關心。在七月初全國司改

會議期間或其先後，各媒體對於司改問題

及議題之研討及論戰，更為大幅報導與評

論。在會場上，與會人士認真表達意見，

甚至針峰相對，形成數十年來法律界難得一

見之場面與情景。對於司改議題與措施，不

論贊成或反對，司法的人員，必有一番思

索與反省，司法人員倘能在心中意識到或

領會到司法一定要改，則能讓司法人員產

生改革之動力，從而司法改革始能有所期

待，此無寧為全國司改會議無形之收獲。  

（三）燃起人民對新司法之期望 

 司法已死，司法已得沈 ，係人民對司

法失望，甚或絕望之感嘆。一次次司法之

研討會、改革會等等，皆是紙上談兵，儘

是坐而言，而非起而行。倘司法不徹底改

革，實無從令人民對司法產生信心。  

 此次全國司改會，聚審、檢、辯、學及

社會賢達於一堂，就司法之各種弊端，提

出解決議案，在激辯之後，有共識者作成

結論，無共識者，記名表達意見，則司改

之方向，漸趨形成，加以李總統在全國司

改會開幕時親臨致詞，愷切期盼司改有成

之背書，以及在司法院在全國司改會閉幕

後半個月，提出會議結論具體措施暨時間

表，展現改革之誠意與決心，倘能切實施

行，必能讓人民對司法燃起期望與信心。  

六、此次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之

缺憾 

   此次全國司改會議大體言之，尚屬成

功，惟有下列美中不足之處，茲分述如下： 

（一）李總統未能親自召開全國司改會議 

 此次全國司改革議題重要主軸之一，為

刑事訴訟制度之改革，其重心在於增強當

事人進行主義及其配套措施，其重要之議

案，諸如起訴卷證不併送、訴因制度，確

立當事人調查證據之主導權，法院依職權

調查證據僅屬補充性質，確立檢察官之實

質舉證責任等等，均為法務部葉部長否

決，而無法形成結論，即刑事法庭之席位

檢察官與被告、辯護人對向而坐席位同

高，此最能表現國民法主體精神之改革，

亦遭同等命運，已如前述。民間四團體在

磋商籌備之初，即主張應由總統召開，蓋

司法改革事項甚多涉及跨院者，倘由總統

召開，對於各院部意見不合者，即可由總

統從中協調，確定議案走向，此次非由總

統召開，跨院之不同意見即無法作有效之

溝通。再者，李總統一再表示，司改會議

不必由其召開，如有何問其均可予協調，

但事後證明，其實不然。司法院於 88年3

月30日公佈司法改革具體革新措施，提出

司法院對司法改革之構想措施，其中包括

上述加強檢察官舉證責任及要求嚴謹證據

法則等等，在全國司改會籌備中，法務部

與其他各方意見即不相同，在開會三天中，

雙方論戰更形激烈，此段時間均可請總統從

中協調，且總統應可知悉院部意見不一致

情形，總統為何不予從中協調，使歷經二



憲 政 法 治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7期／1999.09.30 59 

年始能開成之全國司改會議，無法獲得更

多之共識與結論，李總統在全國司改會議

後晚宴致詞時，對刑事訴訟制度之改革未

能獲致結論，有所惋惜，夫復何用！  

（二）司法單位本位觀念作祟 

 此次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最大之意見分

歧為法務部與其他單位。我國刑事訴訟制

度已到非改不可之地步，前已述及，茲不

贅言。改採增強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

須到庭呈現證據，與被告及辯護人辯論，

以實質扮演代表國家追訴犯罪之角色，何

等重要與風光，至於因而檢察官工作量增

加，與會代表均有共識，當然增加員額，並

採各種配套措施，在客觀條件配合下應使檢

察官有執行職務之可能，何況，在達成結論

後至全面實施，尚有時間表，可能三、五

年，或更久。達成結論在確定司改方向，

俾便各界全力以赴，可惜法務部不如此思

考，捍衛本位，全力反對，殊感遺憾。  

（三）籌備時間過於短促 

 如上所述，於4月23日第一次籌備會議

開始，至7月6、7、8日三天舉全國司改會

議，籌備期間僅二個半月，能有如此成

績，已難能可貴。惟倘有較充裕之時間，

如六個月或更多時間，更能廣徵博議，凝

聚重要問題，甚至有較充裕時間供協調溝

通意見，司改會議將更圓滿而有收穫。  

（四）司法使用者參與不夠 

 國民為法主體，司法以人民為主，此為

司法院及法務部肯認之最高原則，但此次

司法使用者（人民）之聲音似未融入整個

司改會議，此次代表雖有社會賢達，但名

額僅15名殊屬有限，且經推選為代表者，

亦須有相當知名度，其是否能反映人民意

見，亦難斷言。又倘能在司改會議之前，

在社會各階層多次舉辦研討會，座談會或

說明會等，以廣徵民意，則會議結論更能

反映人民對司改之意見。  

（五）司法風紀問題著墨甚少 

 司法風紀為當前最大之司法問題之一，

人民及社會一再詬病，但此次全國司改會

議，觸及甚少，僅有者為法官、檢察官之

評鑑、監督及淘汰，所得結論為空泛之建

立制度，對不適任者依法予以淘汰，並無

具體辦法。對於辦理重大貪瀆案件之專責

機構，直屬最高檢察署之提案，亦因法務

部葉部長之否決，而無法達成結論。  

七、今後司改之推動與落實 

 司法改革之成功，不在坐而談，而在起

行，全國司改會議已經落幕，所得成果，

大體言之，還不算少，不論司法院或法務部

都應該尊重此次會議之結論，並切實予以推

動，務須於最短時間內予以實現。日前司法

院或法務部對全國司改會議之結論均已提出

措施與時間表，期望二院部能確實依照會

議結論執行。司法院與法務部對於未獲結

論之議案應繼續溝通，務必形成某種共識，

必要時應請總統協調仲裁，使司改會議獲得

更多成果，目前二院部似乎未對未達結論

部分進行溝通協調，但願能儘快進行。  

 其他非司法但與司法關聯之單位，如考

選部等，希望能尊重會議結論而予以全力

配合，以期改進相關司法業務。  

 全國司改會議最後有一項附帶建議，即

建議成立監督機制，以監督本次大會決議之

執行，依此建議，司法院及法務部應儘速

組成此跨院部之監督單位，以監督會議結

論之切實執行，如此司改始能起而行，則

「值得人民信賴之司法」亦指日可待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