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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令 

﹏﹏﹏﹏﹏﹏﹏﹏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8 月 1 2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9 0 0 0 9 1 0 9 1 號 

茲制定國民法官法，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國民法官法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2 日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

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

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國民法官：指依本法選任，參與審判及終局評議之人。 

二、 備位國民法官：指法院視審理需要，依本法選任，

於國民法官不能執行其職務時，依序遞補為國民

法官之人。 

三、 終局評議：指國民法官法庭於辯論終結後，由法官

與國民法官就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及科刑共

同討論、表決之程序。 

四、 國民法官法庭：指由法官三人及國民法官六人共

同組成，就本法所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共同

進行審判之合議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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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由法官三人及國民法官六人

共同組成國民法官法庭，共同進行審判，並以庭長充審判

長；無庭長或庭長有事故時，以法官中資深者充之，資同以

年長者充之。 

中華民國國民，有依本法規定擔任國民法官或備位國

民法官，參與刑事審判之權利及義務。 

國民法官之選任，應避免選任帶有偏見、歧視、差別待

遇或有其他不當行為之人擔任。 

第 四 條  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適用法

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二章 適用案件及管轄 

第 五 條  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

外，下列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

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 

一、所犯最輕本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 

前項罪名，以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為準。 

檢察官非以第一項所定案件起訴，法院於第一次審判

期日前，認為應變更所犯法條為第一項之罪名者，應裁定行

國民參與審判。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五條之規定，於行國民參與審

判之案件，不適用之。 

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被告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

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 

第一項案件，法院得設立專業法庭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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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

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

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一、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二、 對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本人或其配偶、八親

等內血親、五親等內姻親或家長、家屬之生命、身

體、自由、名譽、財產有致生危害之虞。 

三、 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

顯難完成審判。 

四、 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

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

參與審判為適當。 

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 

於國民法官法庭組成後，法院於前項裁定前並應聽取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意見。 

法院為第一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

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 

第一項裁定，當事人得抗告。抗告中，停止審判。抗告

法院應即時裁定，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自為裁定。 

依第一項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裁定前

已依法定程序所進行之訴訟程序，其效力不受影響。 

第 七 條  檢察官以被告犯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罪與非應行國民

參與審判之罪，合併起訴者，應合併行國民參與審判。但關

於非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罪，法院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

聽取當事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

審判。 

前項裁定，當事人得抗告。抗告中，停止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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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 

第一節 通  則 

第 八 條  國民法官之職權，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與法官同。 

第 九 條  國民法官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 

國民法官應依法公平誠實執行職務，不得為有害司法

公正信譽之行為。 

國民法官不得洩漏評議秘密及其他職務上知悉之秘密。 

第 十 條  法院認有必要時，得選任一人至四人為備位國民法官，

於國民法官不能執行其職務時，依序遞補為國民法官。 

前二條規定，於備位國民法官準用之。 

第 十一 條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受通知到庭之候選國民法

官，應按到庭日數支給日費、旅費及相關必要費用。 

前項費用之支給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二節 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之資格 

第 十二 條  年滿二十三歲，且在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繼續居住四

個月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有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

法官之資格。 

前項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均以算至備選國民法官

複選名冊供使用年度之一月一日為準，並以戶籍登記資料

為依據。 

第一項居住期間之計算，自戶籍遷入登記之日起算。 

第 十三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

法官： 

一、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二、 曾任公務人員而受免除職務處分，或受撤職處分，

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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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任公務人員而受休職、停職處分，其休職、停職

期間尚未屆滿。 

四、人身自由依法受拘束中。 

五、 因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或經自訴人提起自訴，尚未判決確定。 

六、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 

七、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現於緩刑期內或

期滿後未逾二年。 

八、於緩起訴期間內，或期滿後未逾二年。 

九、 受觀察勒戒或戒治處分，尚未執行，或執行完畢未

滿二年。 

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十一、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第 十四 條  下列人員，不得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首長、政務人員及民意代表。 

三、政黨黨務工作人員。 

四、現役軍人、警察。 

五、法官或曾任法官。 

六、檢察官或曾任檢察官。 

七、律師、公設辯護人或曾任律師、公設辯護人。 

八、 現任或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專

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講授主要法律科目者。 

九、司法院、法務部及所屬各機關之公務人員。 

十、司法官考試、律師考試及格之人員。 

十一、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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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未完成國民教育之人員。 

第 十五 條  下列人員，不得就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被選任為國

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一、被害人。 

二、 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

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 

三、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 

四、 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輔助人。 

五、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同居人或受僱人。 

六、 現為或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或曾

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 

七、 現為或曾為告訴人、告訴代理人、告發人、證人或

鑑定人。 

八、曾參與偵查或審理者。 

九、有具體事證足認其執行職務有難期公正之虞。 

第 十六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

民法官： 

一、年滿七十歲以上者。 

二、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學校之教師。 

三、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學校之在校學生。 

四、 有重大疾病、傷害、生理或心理因素致執行國民法

官、備位國民法官職務顯有困難。 

五、 執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職務有嚴重影響其

身心健康之虞。 

六、 因看護、養育親屬致執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職務顯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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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因重大災害生活所仰賴之基礎受顯著破壞，有處

理為生活重建事務之必要時。 

八、 因生活上、工作上、家庭上之重大需要致執行國民

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職務顯有困難。 

九、曾任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未滿五年。 

十、 除前款情形外，曾為候選國民法官經通知到庭未

滿一年。 

前項年齡及期間之計算，均以候選國民法官通知書送

達之日為準。 

第三節 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之選任 

第 十七 條  地方法院應於每年九月一日前，將所估算之次年度所

需備選國民法官人數，通知管轄區域內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 

前項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每年十月一日前，自

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具有第十二條第一項之資格者，以隨

機抽選方式選出地方法院所需人數之備選國民法官，造具

備選國民法官初選名冊，送交地方法院。 

前項備選國民法官初選名冊之製作及管理辦法，由司

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 十八 條  各地方法院應設置備選國民法官審核小組，院長或其

指定之人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五人由院長聘任

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該地方法院法官一人。 

二、該地方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一人。 

三、 該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民

政局（處）長或其指派之代表一人。 



總統府公報 第 7500號 

9 

 

四、 該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律師公會推薦之律師代表

一人；管轄區域內無律師公會者，得由全國律師聯

合會推薦之。 

五、 前款以外之該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之學者專家或

社會公正人士一人。 

第 十九 條  備選國民法官審核小組之職權如下： 

一、 審查直轄市、縣（市）政府製作之備選國民法官初

選名冊是否正確。 

二、 審查備選國民法官有無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所定

情形。 

三、造具備選國民法官複選名冊。 

備選國民法官審核小組為前項審查之必要，得蒐集資

料及調查，相關資料保管機關應予配合。 

前二項備選國民法官審核小組審查程序、蒐集資料與

調查方法及其他職權行使事項之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備選國民法官審核小組委員及其他參與人員因執行職

務所知悉之個人資料，應予保密。 

第 二十 條  地方法院於備選國民法官複選名冊造具完成後，應以

書面通知名冊內之各備選國民法官。 

第二十一條  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於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前，法

院應自備選國民法官複選名冊中，以隨機抽選方式選出該

案所需人數之候選國民法官，並為必要之調查，以審核其有

無不具第十二條第一項所定資格，或有第十三條至第十五

條所定情形而應予除名。 

前項情形，如候選國民法官不足該案所需人數，法院應

依前項規定抽選審核補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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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法院應於國民法官選任期日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候

選國民法官於選任期日到庭。 

前項通知，應併檢附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概要說明書、候

選國民法官調查表；候選國民法官應就調查表據實填載之，

並於選任期日十日前送交法院。 

前項說明書及調查表應記載之事項，由司法院定之。 

法院於收受第二項之調查表後，應為必要之調查，如有

不具第十二條第一項所定資格，或有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

所定情形，或有第十六條所定情形且經其陳明拒絕被選任

者，應予除名，並通知之。 

第二十三條  法院應於國民法官選任期日二日前，將應到庭之候選

國民法官名冊，送交檢察官及辯護人。 

法院為進行國民法官選任程序，應將應到庭之候選國

民法官之調查表，提供檢察官及辯護人檢閱。但不得抄錄或

攝影。 

第二十四條  國民法官選任期日，法院應通知當事人及辯護人。 

被告於選任期日得不到場。法院認為不適當者，亦得禁

止或限制被告在場。 

第二十五條  國民法官選任程序，不公開之；非經檢察官、辯護人到

庭，不得進行。 

法院為續行國民法官選任程序，經面告以下次應到之

日、時、處所，及不到場之處罰，並記明筆錄者，與已送達

通知有同一之效力。 

第二十六條  法院為踐行第二十七條之程序，得隨時依職權或檢察

官、辯護人之聲請，對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進行詢問。 

前項詢問，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得由檢察官或辯護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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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行之。 

前二項之詢問，法院得視情形對候選國民法官之全體、

部分或個別為之，且不以一次為限。 

候選國民法官對於第一項、第二項之詢問，不得為虛偽

之陳述；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陳述。 

候選國民法官不得洩漏因參與選任期日而知悉之秘密。 

法院應於第一次詢問前，告知候選國民法官前二項義

務及違反之法律效果。 

第二十七條  候選國民法官不具第十二條第一項所定資格，或有第

十三條至第十五條所定情形，或違反第二十六條第四項規

定者，法院應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之聲請，裁定不選任

之。但辯護人依第十五條第九款所為之聲請，不得與被告明

示之意思相反。 

法院認候選國民法官有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情形，且

經其陳明拒絕被選任者，應為不選任之裁定。 

第二十八條  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於前條所定程序後，另得不附

理由聲請法院不選任特定之候選國民法官。但檢察官、被告

與辯護人雙方各不得逾四人。 

辯護人之聲請，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雙方均提出第一項聲請者，應交互為之，並由檢察官先

行聲請。 

法院對於第一項之聲請，應為不選任之裁定。 

第二十九條  法院應於踐行前二條之程序後，自到庭且未受不選任

裁定之候選國民法官中，以抽籤方式抽選六名國民法官及

所需人數之備位國民法官。 

備位國民法官經選出後，應編定其遞補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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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 條  除依前條之抽選方式外，法院認有必要且經檢察官、辯

護人同意者，得先以抽籤方式自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中抽

出一定人數，對其編定序號並為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之

不選任裁定。經抽出且未受裁定不選任者，依序號順次定為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至足額為止。 

法院為選出足額之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得重複

為前項之程序。 

前條第二項規定，於前二項之情形準用之。 

第三十一條  無足夠候選國民法官可受抽選為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

法官時，法院不得逕行抽選部分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

應重新踐行選任程序。 

第三十二條  關於選任程序之裁定，不得抗告。 

第三十三條  地方法院為調查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三條至第十五

條事項，得利用相關之個人資料資料庫進行自動化檢核，管

理及維護之機關不得拒絕，並應提供批次化查詢介面及使

用權限。 

第三十四條  關於踐行選任程序必要事項之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四節 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之解任 

第三十五條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依

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書面聲請，以裁定解任之： 

一、 不具第十二條第一項所定資格，或有第十三條至

第十五條所定情形。 

二、未依本法規定宣誓。 

三、 於選任程序受詢問時為虛偽之陳述，足認其繼續

執行職務已不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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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未依本法規定全程參與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參

與終局評議，足認其繼續執行職務已不適當。 

五、 不聽從審判長之指揮，致妨害審判期日之訴訟程

序或終局評議之順暢進行，足認其繼續執行職務

已不適當。 

六、 為有害司法公正信譽之行為或洩漏應予保密之事

項，足認其繼續執行職務已不適當。 

七、 其他可歸責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事由，足

認其繼續執行職務不適當。 

八、因不可抗力事由致不能或不宜執行職務。 

法院為前項裁定前，應聽取當事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

意見，並予該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陳述意見之機會；其

程序，不公開之。 

第一項之裁定，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聲請撤銷並

更為裁定。 

前項之聲請，由同法院之其他合議庭裁定，於程序終結

前，應停止訴訟程序。 

前項裁定，應即時為之；認為聲請有理由者，應撤銷原

裁定並自為裁定。 

第四項裁定，不得抗告。 

第三十六條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受選任後有第十六條第一

項第四款至第八款情形之一，致繼續執行職務顯有困難者，

得以書面向法院聲請辭去其職務。 

法院認前項聲請為無理由者，應裁定駁回之；認為有理

由者，應裁定解任之。 

前項裁定，不得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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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因前二條之規定解任者，國民

法官所生缺額，由備位國民法官依序遞補之；備位國民法官

所生缺額，由序號在後之備位國民法官遞補之。 

無備位國民法官可遞補國民法官缺額時，法院應重新

踐行選任程序補足之。 

第三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職務即

告終了： 

一、宣示判決。 

二、 經依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確定。 

第五節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

法官之保護 

第三十九條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執行職務期間，或候選國民

法官受通知到庭期間，其所屬機關（構）、學校、團體、公

司、廠場應給予公假；並不得以其現任或曾任國民法官、備

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為由，予以任何職務上不利之

處分。 

第 四十 條  除有特別規定者外，任何人不得揭露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二條第一款所定屬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

民法官之個人資料。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保

護之方式、期間、範圍、處理及利用等事項之辦法，由司法

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四十一條  任何人不得意圖影響審判，而以任何方式與國民法官、

備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接觸、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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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不得向現任或曾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

候選國民法官之人，刺探依法應予保密之事項。 

第四十二條  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國民法官或

備位國民法官之聲請，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予以必

要之保護措施。 

第四章 審理程序 

第一節 起  訴 

第四十三條  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檢察官起訴時，應向管轄法院

提出起訴書，並不得將卷宗及證物一併送交法院。 

起訴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被告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住所或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 

二、犯罪事實。 

三、所犯法條。 

前項第二款之犯罪事實，以載明日、時、處所及方法特

定之。 

起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

於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不適用之。 

第二節 基本原則 

第四十四條  於起訴後至第一次審判期日前，有關強制處分及證據

保全之事項，由未參與本案審理之管轄法院法官處理之。但

因管轄法院法官員額不足，致不能由未參與本案審理之法

官處理時，不在此限。 

前項但書情形，法官不得接受或命提出與該強制處分

審查無關之陳述或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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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條  為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易於理解、得以實質參

與，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法官、檢察官

或辯護人應為下列各款事項之處理： 

一、於準備程序，進行詳盡之爭點整理。 

二、 於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進行集中、迅速之調查證

據及辯論。 

三、 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請求時，進行足為釐清

其疑惑之說明；於終局評議時，使其完整陳述意見。 

第四十六條  審判長指揮訴訟，應注意法庭上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無

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事項，並

隨時為必要之闡明或釐清。 

第三節 準備程序 

第四十七條  法院應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行準備程序。 

準備程序，得為下列各款事項之處理： 

一、 起訴效力所及之範圍與有無應變更檢察官所引應

適用法條之情形。 

二、 訊問被告及辯護人對檢察官起訴事實是否為認罪

之答辯。 

三、案件爭點之整理。 

四、曉諭為證據調查之聲請。 

五、有關證據開示之事項。 

六、有關證據能力及證據有無調查必要之事項。 

七、 依職權調查之證據，予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陳

述意見之機會。 

八、命為鑑定或為勘驗。 

九、確認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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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與選任程序有關之事項。 

十一、其他與審判有關之事項。 

法院應依前項整理結果，作成審理計畫。審理計畫之格

式及應記載之事項，由司法院定之。 

準備程序，得以庭員一人為受命法官行之。受命法官行

準備程序，與法院或審判長有同一之權限。但第五十條第一

項、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六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刑事訴

訟法第一百二十一條之裁定，不適用之。 

第四十八條  法院應指定準備程序期日，傳喚被告，並通知檢察官、

辯護人及輔佐人到庭。 

法院認有必要者，得傳喚或通知訴訟關係人於準備程

序期日到庭。 

檢察官、辯護人不到庭者，不得行準備程序。 

第一次準備程序期日之傳票或通知，至遲應於十四日

前送達。 

第四十九條  法院為處理第四十七條第二項之各款事項，得對當事

人、辯護人、輔佐人及訴訟關係人為必要之訊問。 

第 五十 條  準備程序之進行，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應於公開法

庭行之： 

一、法律另有規定者。 

二、 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經裁

定不予公開。 

三、 為期程序順利進行，經聽取當事人、辯護人及輔佐

人之意見後，裁定不予公開。 

前項裁定，不得抗告。 

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於準備程序期日無須到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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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條  檢察官、辯護人因準備程序之必要，宜相互聯絡以確認

下列事項： 

一、 檢察官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及被告

之陳述或答辯。 

二、本案之爭點。 

三、 雙方預定聲請調查證據項目、待證事實，及其範

圍、次序及方法。 

四、雙方對聲請調查證據之意見。 

辯護人應於第一次準備程序期日前，與被告事先確定

事實關係，整理爭點。 

法院認為適當者，得於準備程序期日前，聯繫檢察官、

辯護人並協商訴訟進行之必要事項。 

第五十二條  檢察官因準備程序之必要，應以準備程序書狀分別具

體記載下列各款之事項，提出於法院，並將繕本送達於被告

或辯護人： 

一、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其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二、 聲請傳喚之證人、鑑定人、通譯之姓名、性別、住

居所及預期詰問所需之時間。 

前項事項有補充或更正者，應另以準備程序書狀或當

庭以言詞提出於法院。 

前二項書狀及陳述不得包含與起訴犯罪事實無關之事

實、證據，及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 

檢察官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聲請調查證據，應慎選證

據為之。 

法院得於聽取檢察官、辯護人之意見後，定第一項、第

二項書狀或陳述之提出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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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條  檢察官於起訴後，應即向辯護人或被告開示本案之卷

宗及證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檢察官得拒絕開示或限制

開示，並應同時以書面告知理由： 

一、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訴事實無關。 

二、妨害另案之偵查。 

三、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 

四、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 

前項之開示，係指賦予辯護人得檢閱、抄錄、重製或攝

影卷宗及證物；或被告得預納費用向檢察官請求付與卷宗及

證物之影本；或經檢察官許可，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

前提下檢閱原本之機會。其收費標準及方法，由行政院定之。 

檢察官應於受理辯護人或被告之聲請後五日內開示

之。如無法於五日內開示完畢者，得與辯護人或被告合意為

適當之延展。 

第五十四條  辯護人於檢察官依前條之規定開示證據後，應以準備

程序書狀分別具體記載下列各款之事項，提出於法院，並將

繕本送達於檢察官： 

一、 被告對檢察官起訴事實認罪與否之陳述；如否認犯

罪，其答辯，及對起訴事實爭執或不爭執之陳述。 

二、 對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及有無調查必

要之意見。 

三、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其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四、 聲請傳喚之證人、鑑定人、通譯之姓名、性別、住

居所及預期詰問所需之時間。 

五、對檢察官所引應適用法條之意見。 

前項各款事項有補充或更正者，應另以準備程序書狀

或當庭以言詞提出於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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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條第三項至第五項規定，於前二項之情形準

用之。 

被告亦得提出關於第一項各款事項之書狀或陳述。於

此情形，準用第五十二條第三項、第四項之規定。 

第五十五條  辯護人或被告依前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規定向法

院聲請調查證據之情形，應即向檢察官開示下列項目： 

一、聲請調查之證據。 

二、 聲請傳喚之證人、鑑定人或通譯於審判期日前陳

述之紀錄，無該紀錄者，記載預料其等於審判期日

陳述要旨之書面。 

第五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五十六條  檢察官於辯護人依前條之規定開示證據後，應表明對

辯護人或被告聲請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及有無調查必要之

意見。 

前項事項有補充或更正者，應另提出於法院。 

第五十二條第五項之規定，於前二項之情形準用之。 

第五十七條  檢察官、辯護人認他造違反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規

定未開示應開示之證據者，得聲請法院裁定命開示證據。 

前項裁定，法院得指定開示之日期、方法或附加條件。 

法院為第一項裁定前，應先聽取他造意見；於認有必要

時，得命檢察官向法院提出證據清冊，或命當事人、辯護人

向法院提出該證據，並不得使任何人檢閱、抄錄、重製或攝

影之。 

關於第一項裁定，得抗告。法院裁定命開示證據者，抗

告中，停止執行。 

抗告法院應即時裁定，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自為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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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條  檢察官或辯護人未履行前條第一項之開示命令者，法

院得以裁定駁回其調查證據之聲請，或命檢察官、辯護人立

即開示全部持有或保管之證據。 

第五十九條  法院為前條之裁定前，應審酌其違反義務之態樣、原因

及所造成之不利益等情事，審慎為之。 

第 六十 條  持有第五十三條之卷宗及證物內容者，不得就該內容

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 

違反前項規定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第六十一條  告訴代理人或訴訟參與人之代理人為律師者，於起訴

後得向檢察官請求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重製或攝影。 

無代理人或代理人為非律師之訴訟參與人於起訴後，

得預納費用向檢察官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 

第一項及第二項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

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

或業務秘密，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者，檢察官得限

制之，並應同時以書面告知理由。 

對於檢察官依前項所為之限制不服者，告訴代理人、訴

訟參與人或其代理人得聲請法院撤銷或變更之。但代理人

所為之聲請，不得與告訴人或訴訟參與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法院就前項之聲請所為裁定，不得抗告。 

第六十二條  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

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但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當事人或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

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以裁定駁回之。 



總統府公報 第 7500號 

22 

 

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 

一、不能調查。 

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 

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 

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 

法院於第一項、第二項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但非

有必要者，不得命提出所聲請調查之證據。 

法院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為裁定後，因所憑之基礎事

實改變，致應為不同之裁定者，應即重新裁定；就聲請調查

之證據，嗣認為不必要者，亦同。 

審判期日始聲請或職權調查之證據，法院應於調查該

項證據前，就其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就聲請調查之證據認

為不必要者，亦同。 

證據經法院裁定無證據能力或不必要者，不得於審判

期日主張或調查之。 

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及第六項之裁定，不得抗告。 

第六十三條  法院於第四十七條第二項各款事項處理完畢後，應與

當事人及辯護人確認整理結果及審理計畫內容，並宣示準

備程序終結。 

法院認有必要者，得裁定命再開已終結之準備程序。 

第六十四條  當事人、辯護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不得聲請調查新證

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當事人、辯護人均同意，且法院認為適當者。 

二、 於準備程序終結後始取得證據或知悉其存在者。 

三、不甚妨害訴訟程序之進行者。 

四、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而有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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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因過失，未能於準備程序終結前聲請者。 

六、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 

前項但書各款事由，應由聲請調查證據之人釋明之。 

違反第一項之規定者，法院應駁回之。 

第四節 審判期日 

第六十五條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應行宣誓。 

備位國民法官經遞補為國民法官者，應另行宣誓。 

前二項宣誓之程序、誓詞內容及筆錄製作等事項之辦

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六十六條  審判長於前條第一項之程序後，應向國民法官、備位國

民法官說明下列事項： 

一、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 

二、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權限、義務、違背義務

之處罰。 

三、刑事審判之基本原則。 

四、被告被訴罪名之構成要件及法令解釋。 

五、審判期日預估所需之時間。 

六、其他應注意之事項。 

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進行中，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就前項所定事項有疑惑者，得請求審判長釋疑。 

第六十七條  審判期日，國民法官有缺額者，不得審判。 

第六十八條  審判期日，除有特別情形外，應連日接續開庭。 

第六十九條  關於證據能力、證據調查必要性與訴訟程序之裁定及

法令之解釋，專由法官合議決定之。於決定前認有必要者，

得聽取檢察官、辯護人、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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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對於前項之決定有疑惑者，得

請求審判長釋疑。 

第 七十 條  檢察官於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第一項之調查證

據程序前，應向國民法官法庭說明經依第四十七條第二項

整理之下列事項： 

一、待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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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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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國民法官法庭說明之，並準用前項

規定。 

第七十一條  審判長於前條程序完畢後，應說明準備程序整理爭點

之結果及調查證據之範圍、次序及方法。 

第七十二條  審判長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之意見後，得變更準備程

序所擬定調查證據之範圍、次序及方法。 

第七十三條  當事人、辯護人聲請傳喚之證人、鑑定人、通譯，於審

判長為人別訊問後，由當事人、辯護人直接詰問之。國民法

官、備位國民法官於證人、鑑定人、通譯經詰問完畢，得於

告知審判長後，於待證事項範圍內，自行或請求審判長補充

訊問之。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判長就被訴事實訊問被

告完畢，得於告知審判長後，就判斷罪責及科刑之必要事

項，自行或請求審判長補充訊問之。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被害人或其家屬陳述意見

完畢，得於告知審判長後，於釐清其陳述意旨之範圍內，自

行或請求審判長補充詢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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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長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依前三項所為之訊

問或詢問為不適當者，得限制或禁止之。 

第七十四條  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之筆錄及其他可為證據之文

書，由聲請人向國民法官法庭、他造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

人宣讀。 

前項文書由法院依職權調查者，審判長應向國民法官

法庭、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宣讀。 

前二項情形，經當事人及辯護人同意，且法院認為適當

者，得以告以要旨代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文書，有關風化、公安或有毀損他人

名譽之虞者，應交國民法官法庭、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

閱覽，不得宣讀；如當事人或辯護人不解其意義者，並應由

聲請人或審判長告以要旨。 

第七十五條  前條之規定，於文書外之證物有與文書相同之效用者，

準用之。 

錄音、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相類之證物可為證據者，聲

請人應以適當之設備，顯示聲音、影像、符號或資料，使國民

法官法庭、他造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辨認或告以要旨。 

前項證據由法院依職權調查者，審判長應以前項方式使

國民法官法庭、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辨認或告以要旨。 

第七十六條  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物，由聲請人提示予國民

法官法庭、他造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辨認。 

法院依職權調查之證物，審判長應提示予國民法官法

庭、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辨認。 

前二項證物如係文書而當事人或辯護人不解其意義

者，並應由聲請人或審判長告以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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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條  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於個別證據調查完畢後請

求表示意見。審判長認為適當者，亦得請當事人、辯護人或

輔佐人表示意見。 

審判長應於證據調查完畢後，告知當事人、辯護人或輔

佐人得對證據證明力表示意見。 

第七十八條  依第七十四條至第七十六條所定程序調查之證據調查完

畢後，應立即提出於法院。但經法院許可者，得僅提出複本。 

第七十九條  調查證據完畢後，應命依下列次序就事實及法律分別

辯論之： 

一、檢察官。 

二、被告。 

三、辯護人。 

前項辯論後，應命依同一次序，就科刑範圍辯論之。於

科刑辯論前，並應予到場之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或其他

依法得陳述意見之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 

已依前二項辯論者，得再為辯論，審判長亦得命再行辯論。 

第 八十 條  參與審判之國民法官有更易者，除第三十七條第一項

之情形外，應更新審判程序，新任國民法官有疑惑者，得請

求審判長釋疑。 

前項審判程序之更新，審判長應斟酌新任國民法官對

於爭點、已經調查完畢證據之理解程度，及全體國民法官與

備位國民法官負擔程度之均衡維護。 

第五節 終局評議及判決 

第八十一條  終局評議，除有特別情形外，應於辯論終結後，即時

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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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條  終局評議，由國民法官法庭法官與國民法官共同行之，

依序討論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與科刑。 

前項之評議，應由法官及國民法官全程參與，並以審判

長為主席。 

評議時，審判長應懇切說明刑事審判基本原則、本案事

實與法律之爭點及整理各項證據之調查結果，並予國民法

官、法官自主陳述意見及充分討論之機會，且致力確保國民

法官善盡其獨立判斷之職責。 

審判長認有必要時，應向國民法官說明經法官合議決

定之證據能力、證據調查必要性之判斷、訴訟程序之裁定及

法令之解釋。 

國民法官應依前項之說明，行使第一項所定之職權。 

評議時，應依序由國民法官及法官就事實之認定、法律

之適用及科刑個別陳述意見。 

國民法官不得因其就評議事項係屬少數意見，而拒絕

對次一應行評議之事項陳述意見。 

旁聽之備位國民法官不得參與討論及陳述意見。 

第八十三條  有罪之認定，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達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決定之。未獲該比例人數同意時，應諭

知無罪之判決或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認定，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

官雙方意見在內過半數之同意決定之。 

有關科刑事項之評議，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

在內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但死刑之科處，非以包含國民法

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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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本文之評議，因國民法官及法官之意見歧異，而未

達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之過半數意見者，以

最不利於被告之意見，順次算入次不利於被告之意見，至達

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之過半數意見為止，為

評決結果。 

第八十四條  終局評議於當日不能終結者，除有特別情形外，應於翌

日接續為之。 

第八十五條  國民法官及法官就終局評議時所為之個別意見陳述、

意見分布情形、評議之經過，應嚴守秘密。 

案件之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於裁判確定後聲請

閱覽評議意見。但不得抄錄、攝影或影印。 

前項之情形，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屬於

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應予保密，不得供閱覽。 

第八十六條  終局評議終結者，除有特別情形外，應即宣示判決。 

宣示判決，應朗讀主文，說明其意義。但科刑判決，得

僅宣示所犯之罪及主刑。 

宣示判決，應通知國民法官到庭。但國民法官未到庭，

亦得為之。 

判決經宣示後，至遲應於判決宣示之日起三十日內，將

判決書原本交付書記官。 

第八十七條  國民法官法庭宣示之判決，由法官製作判決書並簽名

之，且應記載本件經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之旨。 

第八十八條  有罪之判決書，有關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得僅記載證

據名稱及對重要爭點判斷之理由。 

第六節 上  訴 

第八十九條  國民法官不具第十二條第一項所定之資格，或有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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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第十四條所定情形者，不得為上訴之理由。 

第 九十 條  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一、 有第六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款或第六款之

情形。 

二、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 

三、 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 

有證據能力，並經原審合法調查之證據，第二審法院得

逕作為判斷之依據。 

第九十一條  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

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 

第九十二條  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原審

判決不當或違法者，應將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但關

於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

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 

第二審法院撤銷原審判決者，應就該案件自為判決。但

因原審判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撤銷者，應以判決將該案件

發回原審法院： 

一、諭知管轄錯誤、免訴、不受理係不當者。 

二、 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二款、第

六款、第七款或第十三款之情形。 

三、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 

四、 諭知無罪，係違背法令而影響於事實之認定，或認

定事實錯誤致影響於判決。 

五、 法院審酌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及被告防禦權

之保障，認為適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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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再  審 

第九十三條  判決確定後，參與判決之國民法官因該案件犯職務上

之罪已經證明，且足以影響原判決者，亦得聲請再審。 

第五章 罰  則 

第九十四條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

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職務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國民法官於未為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時，預

以不行使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之職務或為一定之行

使，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於為國民法

官或備位國民法官後履行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

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

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

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

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得

財物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 

第九十五條  對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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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而自首者，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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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第一項之罪，情節輕微，而其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財

物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 

第九十六條  意圖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不行使其職務或為一定

之行使，或意圖報復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職務行使，

對其本人或其配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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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九十七條  現任或曾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人，無正當理由

而洩漏評議秘密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十萬元以下罰金。 

除有特別規定者外，現任或曾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

官之人，無正當理由而洩漏其他職務上知悉之秘密者，處六

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八萬元以下罰金。 

第九十八條  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八萬元以下罰金： 

一、 無正當理由而違反第十九條第四項、第二十六條

第五項或第四十條第一項不得洩漏所知悉秘密之

規定。 

二、 意圖影響審判而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二項不得刺探

依法應予保密事項之規定。 

第九十九條  候選國民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下罰鍰： 

一、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載於候選國民法官調查

表，提出於法院。 

二、 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於國民法官選任期

日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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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於國民法官選任期日為虛偽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

拒絕陳述。 

第 一百 條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拒絕宣誓者，得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下罰鍰。備位國民法官經遞補為國民法官，拒絕另行宣

誓者，亦同。 

第一百零一條  無正當理由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下罰鍰： 

一、國民法官不於審判期日或終局評議時到場。 

二、 國民法官於終局評議時，以拒絕陳述或其他方式

拒絕履行其職務。 

三、備位國民法官不於審判期日到場。 

第一百零二條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違反審判長所發維持秩序之

命令，致妨害審判期日訴訟程序之進行，經制止不聽者，得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零三條  前四條罰鍰之處分，由國民法官法庭之法官三人合議

裁定之。 

前項裁定，得抗告。 

第六章 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成效評估 

第一百零四條  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成效評估期間為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二年一月一日起六年；必要時，得由司法院延長或縮短之。 

第一百零五條  本法施行後，司法院應即成立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成效

評估委員會（以下簡稱成效評估委員會），進行必要之調查

研究，並於每年就前一年度制度施行之成效，提出成效評估

報告。 

成效評估委員會應於成效評估期間屆滿後一年內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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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報告，其內容包括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施行狀況之整體

性評估，以及未來法律修正、有關配套措施之建議。 

第一百零六條  成效評估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以司法院院長為當然

委員並任主席，與司法院代表二人、法務部代表一人，及法

官、檢察官、律師之代表各二人，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

共五人組成。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前項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應包含具法律及法律

以外專業背景學者專家共三人，及其他背景之社會公正人

士二人。 

成效評估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除司法院院長外，應

自本法施行日前，以下列方式產生： 

一、 司法院代表由司法院院長就所屬人員中指派兼任

之，並依職務進退。 

二、 法務部代表由法務部部長就所屬人員中指派兼任

之，並依職務進退。 

三、 法官、檢察官、律師代表由司法院、法務部、全國

律師聯合會分別各自推舉。 

四、 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由司法院院長、司

法院及法務部代表，與前款法官、檢察官、律師代

表共同推選之。 

委員出缺時，司法院院長、司法院代表、法務部代表及

法官、檢察官、律師代表依原產生方式遞補缺額，學者專家

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由現任委員共同推選遞補其缺額。 

第一百零七條  成效評估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助理二人至五人；執

行秘書由司法院指定或聘用之，助理由司法院聘用之。 

執行秘書承主席之命蒐集資料、籌備會議及辦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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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性事務。 

執行秘書及助理之聘用、業務、管理及考核辦法，由司

法院定之。 

第一百零八條  為評估制度必要，司法院得聘用適當人員為研究員。但

不得逾六人。 

研究員承成效評估委員會之命，執行有關國民參與審

判制度成效評估之研究。 

研究員之聘用、業務及考核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一百零九條  司法院應編列預算，支應成效評估委員會運作所必要

之費用。 

第一百十條  成效評估委員會之組織規程，由司法院定之。 

第七章 附  則 

第一百十一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一百十二條  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而屬本法適用範圍之案件，

仍應依施行前之法定程序終結之。 

第一百十三條  本法除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及第三十三條自公布日施

行，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

施行外，其餘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8 月 5 日 

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蘇麗瓊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任命李麗芬為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 

此令自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 日生效。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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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8 月 7 日 

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何啟功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8 月 7 日 

任命薛瑞元為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8 月 1 1 日 

任命吳美紅為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3 1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0 9 0 0 0 7 7 2 6 0 號 

茲授予荷蘭在台辦事處代表紀維德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外交部部長 吳釗燮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3 1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0 9 0 0 0 8 6 8 4 0 號 

九歌出版社創辦人蔡文甫，瑋質清徽，儒謹端愨。少歲國故頻

仍，流離轉徙，參隨政府播遷，自持礱淬，載籍博綜。爰通過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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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執鞭桃園大溪、臺北汐止初中，兼任中華日報撰述委員、主

筆等職。公餘宣勤操翰，汲取多元在地題材，悉力兒少小說推廣；

直抒心靈感悟剖析，尋求創新突破基點，尤以《雨夜的月亮》、《解

凍的時候》、《天生的凡夫俗子》等雋品稱頌，切情入理，鋒穎精

密；筆塚研穿，辭意曉然。嗣堅秉「為讀者出好書」誓念，啟設九

歌出版社、文學書屋暨文教基金會，蘊蓄本土深耕思維，賡揚文化

承續使命；籌策後輩培植計畫，體現獎掖提攜高懷，復彙編《中華

現代文學大系》、《臺灣文學 20 年集》、《華文文學百年選》等

鴻篇，機杼獨出，睿旨幽隱；金匱典冊，牢籠百家。曾數度獲頒金

鼎獎、中山文藝創作獎暨中國文藝協會榮譽文藝獎章等殊榮。綜其

生平，踐履臺灣文學薪傳宿志，引領國人閱讀寫作風潮，前緒遐烈，

卷帙芳流。遽聞嵩齡凋殞，悼惜彌殷，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崇

禮才彥之至意。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8 月 4 日 

華總二榮字第 1 0 9 0 0 0 8 7 8 0 0 號 

中原大學名譽教授喻肇青，俊逸融朗，粹器淵弘。少歲華夏烽

火，躓頓遷臺，卒業現中原大學建築系。旋渡洋潛脩，獲美國加州

大學柏克萊分校建築碩士學位，蘊蓄術藝美學涵養，豐厚人文關懷

思維，深稽博考，敦勉礱礪。遄返執教上庠，悉心置設景觀學系，

規度「大樹教室」課程；踐履環境倫理丹志，究研社區發展策略，

識見覽聞，領異拔新；桃李馥郁，棫樸流詠。公餘兼掌中華民國專

業者都市改革組織、都市設計學會及臺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暢申

居住空間正義，播揚參與營造意旨；佈劃公共建築架構，協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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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風貌，專精覃奧，幹濟有聲。曾獲教育部九二一校園重建－新

校園運動貢獻獎、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三屆建築獎章、景觀學會終

身貢獻獎等殊榮。綜其生平，琢玉碩彥－啟迪莘莘學子，訏謨鴻猷

－形塑優質城市，茂績前緒，儀型永昭。遽聞溘然殂殞，軫悼彌殷，

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篤念賢才之至意。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 
專 載 

﹏﹏﹏﹏﹏﹏﹏﹏ 

第六屆監察院院長、監察委員、新任行政院政務人員、國家安

全會議副秘書長及駐外大使宣誓典禮 

第六屆監察院院長、監察委員、新任行政院政務人員、國家安

全會議副秘書長及駐外大使等 33 員於 109 年 8 月 3 日（星期一）

上午 9 時 30 分在總統府 3 樓大禮堂宣誓，由總統監誓，副總統

賴清德、行政院院長蘇貞昌、司法院院長許宗力、考試院院長伍錦霖、

總統府副秘書長李俊俋、第三局局長李南陽及國家安全會議秘書

長顧立雄等在場觀禮。 

宣誓人員包括：監察院院長陳菊、監察委員鴻義章 Upay Radiw 

Kanasaw、田秋堇、紀惠容、王幼玲、王榮璋、高涌誠、葉大華、

范巽綠、陳景峻、趙永清、葉宜津、蔡崇義、郭文東、蘇麗瓊、

王麗珍、施錦芳、林文程、賴鼎銘、林國明、蕭自佑、賴振昌、

張菊芳、林郁容、林盛豐、浦忠成及王美玉、駐奧地利大使張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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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常任代表羅昌發、駐匈牙利大

使劉世忠、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徐斯儉、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

及田中光。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9年 7月 31日至 109年 8月 6日 

7月 31日（星期五） 

˙蒞臨 2020臺灣資本市場論壇開幕式致詞（臺北市內湖區） 

˙接見臺南市海東國小 2020年全球虛擬教室金牌獎得獎隊伍師生代

表一行 

8月 1日（星期六） 

˙赴李前總統緬懷追思會場致意（臺北市中正區） 

˙出席 2020年原住民族正名 26週年論壇致詞（臺北市中山區） 

˙出席國家人權委員會揭牌典禮致詞（臺北市中正區） 

˙參拜聖雲宮（高雄市楠梓區） 

8月 2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8月 3日（星期一） 

˙主持第 6屆監察院院長、監察委員、新任行政院政務人員、國家安

全會議副秘書長及駐外大使宣誓典禮 

˙主持記者會宣布新任總統府秘書長由李大維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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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4日（星期二） 

˙二度前往李前總統緬懷追思會場行禮致意（臺北市中正區） 

8月 5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8月 6日（星期四） 

˙接見尼加拉瓜共和國駐臺大使達比亞一行 

˙接見中華民國第 60屆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各組（科）第一名師

生一行 

˙蒞臨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交接儀式致詞（新北市

板橋區）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9年 7月 31日至 109年 8月 6日 

7月 31日（星期五） 

˙接見第 20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傑出志工獎得主一行 

8月 1日（星期六） 

˙赴李前總統緬懷追思會場致意（臺北市中正區） 

˙出席監察院第 6 屆院長暨秘書長就職交接典禮致詞（臺北市中

正區） 

˙蒞臨臺北秀傳醫院新任院長就職暨海芙刀治療中心開幕茶會致詞

（臺北市大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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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8月 3日（星期一） 

˙陪同總統出席第 6 屆監察院院長、監察委員、新任行政院政務人

員、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及駐外大使宣誓典禮 

˙參拜基隆慶安宮（基隆市仁愛區） 

8月 4日（星期二） 

˙參訪彰化馬興社區（彰化縣秀水鄉） 

˙參訪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彰化縣彰化市） 

8月 5日（星期三） 

˙蒞臨「健康企業公民頒獎典禮」致詞（臺北市中正區） 

8月 6日（星期四） 

˙無公開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