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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數據是目前國際上甚為蓬勃發展的科技，亦為國內政府部門及民間企業極力推動

創新產業的應用。然而，在國內關於大數據涉及相關法律議題的討論並不多，尤其是在

立法技術上的應用更少。由於法律需要法知識的判斷很多，加以法條常有同詞歧義或同

義歧詞，均易造成爭議或誤用。因此，雖然大數據或人工智慧的應用，可以解決繁複蒐

尋、比對的技術性問題，但終究有其所窮之處，故仍須輔與法律人專業的分析判斷，否

則難竟其功。本研究藉由大數據技術與理念之應用，提出法律上推事與法律同義歧詞之

紛亂問題，及刑事訴訟法等 8部法律必須修正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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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大數據概說 

大數據是目前國際上甚為蓬勃發展的科技，亦為國內政府部門及民間企業極力推動

創新產業的應用。然而，在國內關於大數據涉及相關法律議題的討論並不多，主要仍以

其對於法律體系構成之挑戰為核心，諸如：民事責任體系、權利主體基本內涵、行政管

制與司法程序應用、隱私與人權保障、分配正義等(林勤富、劉漢威，2018)。但在立法

技術上的應用則甚少。 

理論上，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具有相同的本質；在人工智慧強調「分析與決策」，惟

分析可藉由人工智慧進行，但決策還是操之在人，至於「大數據」就是其分析與決策的

基礎(READMOO編輯團隊，2017)。衍生而來的概念，在立法上，其決策可能以所有現有

的法律(含已廢止1)或各國立法例為資料庫的來源與基礎，其立法決策所需之數據及分析

等，均可能運用大數據的科技，尤其是部分法制或立法技術之類制式的作業方式，均很

適合大數據的處理模式。 

根據 2016年調查，民眾對法官與檢察官的不信任與不公正，各自飆達 84.6%與

76.5%2，司法改革為蔡英文總統所非常重視!近年來法官對於性侵、貪污、食安等的判決

引發很多民眾不滿，甚至走上街頭，以「恐龍」來形容法官判決或量刑的不當，不符合

社會法感情！司法院為了讓法官量刑有客觀數據參考，司法院研發出新軟體， 2016年

10月底上線的「量刑資訊系統」，可針對「不能安全駕駛」、「槍砲」、「毒品」、「殺

人」、「幫助詐欺」、「竊盜」和「搶奪」等犯罪類型(高宏銘，2016)，法官判決時只

要按按鍵盤，輸入參考因子，就可參考先前案例的量刑資訊，作為判決參考，讓法官在

資訊更充足情況下做審判。也就是說，法官毋須只依主觀判斷，也可以用現代化、科技

化的大數據資料庫(Big data)作基礎，只要 KEY入案件事實，動動鍵盤，透過司法院研

發的軟體及大數據，就會自動秀出判刑行情，做出更符合社會的期待的判決。所以結合

大數據的這套軟體是否為消滅恐龍法官的終極武器，有待進一步觀察。 

大數據熱潮席捲全球，美國總統歐巴馬找來 PayPal和 eBay的前執行長帕蒂亞（DJ 

Patil）擔任白宮首席數據科學家，台灣行政院在 2014 年底就祭出「科技三箭」，期以

大數據精準算出民眾需求與改善施政措施。中國更是沸沸揚揚，有阿里巴巴用大數據打

假貨，微信用大數據精準抓住使用者需求；2015年 9月 5日，中共國務院發佈「大數據

發展的行動綱要」，彰顯了中國政府由上而下發展大數據的決心；提出共享、開放和安

全三大原則。將大數據定義為「基礎性戰略資源」，提出三大原則：(1)政府數據開放

共享，(2)產業創新發展，(3)強化安全保障，並要求加快大數據的法規制度建設3。 

                                                 
1
 目前法律(含憲法)有 1971部，已廢止為 1361 部。 
2
 調 查 ： 對 法 官 與 檢 察 官 不 信 任 度 84.6 ％ ， 自 由 時 報 ， 105 年 2 月 22 日 ， 網 址 ：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609704，最後瀏覽日：106 年 1月 5日。 
3
 中 國 發 表 「 大 數 據 行 動 綱 要 」 ， 陸 學 者 ： 跟 風 多 ， 做 事 少 ， 數 位 時 代 ， 網 址 ：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37813/BN-2015-10-28-160127-109，最後瀏覽日：106年1月 14

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72704，最後溜覽日：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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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事的法律用語 

關於法律用語與文書的難以理解，向來備受各界質疑。於去(106)年總統府召開司

法改革國是會議總結會議後，蔡總統曾語重心長的表示，司法要加強與民眾溝通，也要

注入國民感情(林慶川，2017)。為協助民眾理解裁判書之法律用語，司法院也在其官網

開設「裁判書用語辭典資料庫查詢系統(司法院全球資訊網)」以供民眾查詢相關法律用

語。關於何謂推事4？又何謂法官？該資料庫顯示，「推事，適用之法領域：行政。」至

於法官，其分為「受命法官」、「受託法官」、「陪席法官」等 3 種，「適用之法領域：

刑事。」至於其定義與區分為何？則未見說明。 

從我國現代的法律演化過程觀察，法官為憲法(第 80條及第 81條)上之用語，而推

事為早期的法律用語。在憲法裡，對於依法獨立審判者，係以「法官」稱之。在法律條

文方面，於 78年之前制定的法律，則以推事稱之。直到 78年底，在制定「司法人員人

事條例」時，才在該法律條文內一律採用法官之用語。在同時修正公布的「法院組織法」

亦配合將推事之職稱修正為法官。因之，推事與法官實表彰同一身分之名稱。從而，司

法院前揭「裁判書用語辭典資料庫查詢系統」對於法官與推事之解釋，與我國現行法體

系的正式用語定義，顯不正確。 

以過去多年來，修法技術一直無法一次到位的推事用語修正為例，一般人偶而查閱

法律時，總難免會看到在現行的法律條文裡，仍然有採用推事乙語者。然而，在大多時

候及多數的法律裡或法學文章裡，最常看到的還是法官這詞。究竟推事與法官這二個名

詞是否一樣？又何以在不同的法律或同一部法律條文裡，總還是會同時出現？ 

本文乃運用大數據方法，就現行法官與推事名稱之使用情形加以分析，並提出立法

上具體可行之作法，以供各界參考。 

貳、 研究方法-大數據方法之資料庫應用 

本研究運用大數據方法(何宗武，2018)，以立法院法律系統資料庫為資料來源，對

資料庫結構進行分類演算，再進行歸納分析，以瞭解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及非現行法律

體系內的法律系統內，關於法官與推事名稱之使用情形。其次，再檢閱立法相關關係文

書，分析各部法律使用不同名稱之狀況，以瞭解立法過程，並對使用名稱不一致之問題

提出解釋。最後，再就相關法律及條文，提出修正建議條文。 

關於法官與推事名稱之使用情形分析，作法上，原則上對於現行法律系統與非現行

法律系統，須先分類。之後再進行不同系統之分類與分析，首先，先須找出與「法官」

或與之相似的法律用語，諸如：大法官、軍法官、受命法官、受託法官、陪席法官、試

署法官、候補法官等，亦即將大數據予以「分類演算」，把一裂解為多。其次，再將之

串接，把多編織為一，即從各法律體系中，探討前揭各種與法官有關的不同名稱，其內

涵之同質性，即所謂法官的概念與意義為何？同理，再找出有「推事」之法律條文，此

                                                 
4
 推事一詞最早出現於唐代，當時稱為推官，掌理司法。後清代改名為推事。直到民初都還沿用此名。

維基百科，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8E%A8%E5%AE%98，最後瀏覽日 107 年 3 月

15 日；我國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解釋，「推事」，係指舊時指專職審理訟案的司法官，各級法院均

有 設 置 ， 現 今 改 稱 為 「 法 官 」 。 中 華 民 國 教 育 部 ， 網 址 ：

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E6%8E%A8%E4%BA%8B&search=%E6%8E%A8%E4%BA%

8B，最後瀏覽日 107年 3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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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驟仍屬將大數據予以「分類演算」的程序。 

參、 法官與推事之法律問題研析 

一、法官之定義範圍 

100年 7月 6日制定公布法官法5，考其立法意旨，蓋司法權獨立行使乃民主法治國

家存續之基石，爰依憲法第八十條及第八十一條揭櫫法官獨立審判及身分保障之本旨，

並建立法官評鑑機制以淘汰不適任法官，特制定本法，期建立健全之法官制度，維護司

法審判獨立，確保人民接受公正審判之權利。關於法官之定義範圍，依法官法第 2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本法所稱法官，指下列各款人員：一、司法院大法官。二、公務

員懲戒委員會委員。三、各法院法官。」、「前項第三款所稱之法官，除有特別規定外，

包括試署法官、候補法官。」關於第 2條法官定義範圍之立法理由：「一、憲法所規定

之司法權包括解釋憲法、統一解釋法律、命令之解釋權及民事訴訟、刑事訴訟、行政訴

訟、公務員懲戒之審判權。行使上開司法權者，雖有司法院大法官、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委員及各法院法官不同之名稱，但其行使司法權時，必須依據憲法及法律獨立審判，不

受任何干涉，則無不同，均屬憲法第八十條所稱之『法官』，爰於第一項明定。試署法

官及候補法官，除有特別規定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與實任法官無異，

亦屬『法官』之範疇，爰為第二項規定。」 

二、推事用語修正為法官之立法沿革  

憲法第 80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第 81條：「法官為終身職，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告，不得免職。非依

法律，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亦即，憲法對於依法獨立審判者，係以「法官」稱之。

78年 12月 22日總統令制定公布「司法人員人事條例」，乃一律採用法官之用語。該條

例第 3條明定司法官之意義與職稱：「本條例稱司法官，指左列各款人員：一、最高法

院院長、兼任庭長之法官、法官。二、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主任檢察官、檢察官。

三、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兼任院長或庭長之法官、法官。四、高等法院以下

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長、主任檢察官、檢察官。」此外，「法院組織法」亦於

78年 12月 22日修正公布，該法乃配合「司法人員人事條例(草案)」將推事之職稱修正

為法官6。 

三、法律使用法官或推事用語之概況 

現有法律，諸如：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施行法、非訟事件法、兵役法施行法、

鄉鎮市調解條例等，其條文均曾使用推事乙語，惟均經修正為法官。然而，刑事訴訟法

                                                 
5
 100年 7月 6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4140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103條；除第五章法官評鑑自公布後

半年施行、第 78條自公布後 3年 6 個月施行外，自公布後 1年施行。 
6
 立法院公報，第 78卷第 80期，第 2296號，78年 10月 7日，頁 100。按於司法人員人事條例及法院組

織法於立法院審議期間，司法院以 77年 11月 28日(77)院台廳四第 0791號函：建議將各級法院推事更

名為法官，請於審議司法人員人事條例草案及法院組織法草案時卓酌。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第 17條等，共計 25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3 條)、破產法(第 11條及第 117 條)、

管收條例(第 3條及第 5條)、海上捕獲法庭審判條例(第 5條及第 6條)、調度司法警察

條例(第 1條至第 7條及第 9條)、軍法人員轉任司法官條例(第 4條、第 5條、第 6條)、

最高法院設置分庭條例(第 5條7)等條文，仍使用推事用語，迄未修正。另，刑事訴訟

法過去曾使用推事用語之條文，業已修正其中的 40 條，尚有 25條未為修正。 

四、刑事訴訟法併用法官與推事之不同用語 

刑事訴訟法於 86年 12月 19日修正公布時，立法理由指出，僅將第 379條條文「推

事」之用語修正為「法官」，係配合法院組織法之用語，其餘文字則未修改。另，該次

修正或新增之條次，諸如：第 100條之 2、第 101條、第 101條之 1、第 101 條之 2、第

102條、第 103條、第 105 條等條文，亦均改用法官之用語。之後，並陸續將其他相關

條文列有「推事」用語者，改為「法官」。截至目前為止(106年 11 月 16 日修正公布)，

刑事訴訟法第 34條之 1、第 44條、第 101條、第 102 條、第 103條、第 105 條、第 128

條、第 136條、第 145條、第 153條、第 170條、第 171條、第 175條、第 183條、第

195條、第 196條、第 198 條、第 200條、第 201條、第 203條、第 204 條、第 205 條、

第 279條、第 326條、第 379條、第 416條、第 420 條、第 470條、第 100條之 3、第

101條之 1、第 101條之 2、第 128條之 2、第 133條之 1、第 159條之 1、第 203 條之 1、

第 204條之 1、第 204條之 3、第 205條之 1、第 219 條之 4條、第 288條之 3等 40條

條文，均業已改用「法官」乙語。惟該法第 17條、第 18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21

條、第 22條、第 23條、第 24條、第 25條、第 26 條、第 46條、第 50條、第 51條、

第 63條、第 67條、第 68 條、第 71條、第 280條、第 292條、第 313條、第 390條、

第 391條、第 394條、第 426條、第 457條等 25條條文之規定，則仍沿用「推事」乙

語。 

綜上，刑事訴訟法一部法律，對於職司審判者之名稱，卻併用法官與推事之不同用

語，不符合法律用語一致性原則。 

五、規定曾任推事資格條件之條文，宜視文義不予修正 

仲裁法第 6條第 1款及第 8條第 1項第 1款，明定「曾任實任推事、法官或檢察官」

者，得為仲裁人之資格及應經訓練並取得合格證書，始得向仲裁機構申請登記為仲裁人

之例外規定；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 9條第 1款規定，「曾任推事、法官、檢察官經銓敘

合格者」為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法官、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檢察官任用資格。凡此

規定，其所用推事之用語，係針對過去法律所稱推事者，亦同於之後法官之資格者所為

之規定，自不得將之逕改為法官之用語。 

另，「軍法人員轉任司法官條例」於 33年制定公布，迄今未曾修正，其第 5條及

第 6條分別規定「得轉任兼任地院院長、首席檢察官或高院推事檢察官」與「得轉任簡

任推事或檢察官」之資格，原稱推事乙詞，原則上，或可修改為「推事或法官」，以兼

含過去法律之稱推事與現行法律之稱法官者，惟當年之推事至今實已老邁，幾已無適用

                                                 
7
 依法院組織法第四條以次，原稱「推事」者，一律改稱「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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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允無修改必要。 

肆、 研究成果與討論 

大體而言，早期(78 年以前)制定的法律，加以多年未經修訂者，較易出現推事的

用語；例如，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3條)、破產法(第 11條、第 117條)、管收條例(第

3條、第 5條)、海上捕獲法庭審判條例(第 5條、第 6條)、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第 1條

至第 7條及第 9條)、軍法人員轉任司法官條例(第 4條、第 5條、第 6條)、最高法院

設置分庭條例(第 5條)等 7種法律。至於刑事訴訟法因係早期制定的法律，所以原本也

都採推事之用語，直到 86 年 12月 19日修正公布時，才開始有部分修正或新增訂之條

文採用法官用語，惟因採逐次配合修正之方式進行相關修法作業，故而到目前為止，雖

有 40條條文均已改用「法官」乙語，但還有 25條條文仍沿用「推事」之語。 

去(106)年 10月中，司法院召開刑事程序制度研究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討論「再審

程序保障」相關議題時，於該次會議決議通過之刑事訴訟法修正條文，包括第 17條關

於更審及再審法官應迴避、第 422條第 1款限於可歸責於受判決人事由始得為受判決人

之不利益聲請再審等，同時亦修正第 426條條文，將推事名稱改為法官。可見，該次會

議決議，僅將第 426條推事名稱變更為法官，惟未及於其他條文。 

綜上論述，可見目前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等 7部法律，對於職司審判者之名稱，均仍

使推事之用語，與其他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均改用法官用語相較，出現同義歧詞之現

象，顯不符合法律用語一致性原則，惟司法院及行政院相關部門，似迄未有通盤完整之

修法計畫與提案，立法院委員亦未就相關問題提案修法。如此，顯現類似這樣的立法或

修法技術似乎有其一定的困難度，以致將二十多年來，對於推事乙詞用語之修法，均仍

處於片片段段的作業當中。然而，這樣的問題，透過人工智慧的處理，其實不是很困難

或太費時的作業。蓋只要蒐尋有推事用語之法律條文，再加以辨識其條文之意義後，即

可確定是否該修正為法官。甚至包含後續法律條文對照表的作業，都可以進化採用人工

智慧作業模式進行，則可將法制研究人員的研究能量用於較具政策性的探討，而非徒勞

於制式的文書作業中。 

本文研究結果認為，在現行的憲法第 80條及第 81條，以及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

條文內，推事與法官實表彰同一身分之名稱，卻在同一部法律或不同法律間，出現不同

的用語，不免令人困惑，為求法律用語之一致性，具體條文建議(刑事訴訟法等 8法，

計 44條)如下： 

一、 刑事訴訟法推事之用語應一律修正為法官 

按刑事訴訟法於 86年 12月 19日修正公布後，陸續將相關條文列有「推事」用語

者，改為「法官」。截至目前為止(106年 11月 16 日修正公布)，該法第 34 條之 1等

40條條文，均業已改用「法官」乙語。惟該法第 17 條等，共計 25條條文之規定，則仍

沿用「推事」乙語。以致刑事訴訟法一部法律，對於職司審判者之名稱，卻併用法官與

推事之不同用語之現象，為符合法律用語一致性原則，爰建議刑事訴訟法推事之用語，

應修正為法官(詳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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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等 7部法律推事用語亦應修正為法官 

現有法律，諸如：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施行法、非訟事件法、兵役法施行法、

鄉鎮市調解條例等，其條文均曾使用推事乙語，惟均經修正為法官。至於刑事訴訟法部

分條文(第 17條等，共計 25條)外，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3條)、破產法(第 11條、第

117條)、管收條例(第 3條、第 5條)、海上捕獲法庭審判條例(第 5條、第 6 條)、調度

司法警察條例(第 1條至第 7條及第 9條)、軍法人員轉任司法官條例(第 4條至第 6條)、

最高法院設置分庭條例(第 5條)等條文，則仍使用推事用語，迄未修正。以致刑事訴訟

法施行法等 7部法律，對於職司審判者之名稱，卻仍使推事之用語，而與其他民事訴訟

法等相關法律均改用法官用語，而出現同義歧詞之現象，為符合法律用語一致性原則，

爰建議前揭推事之用語，應修正為法官(詳附表 1)。 

 

附表 1、條文對照表 

一、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本報告建議條文 

第十七條 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

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一、推事為被害人者。 

二、推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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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者。 

三、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 

四、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

定代理人者。 

五、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

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

訟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六、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

鑑定人者。 

七、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之

職務者。 

八、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第十七條 法官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

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一、法官為被害人者。 

二、法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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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者。 

三、法官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 

四、法官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

定代理人者。 

五、法官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

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

訟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六、法官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

鑑定人者。 

七、法官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之

職務者。 

八、法官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第十八條 當事人遇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第十八條 當事人遇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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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聲請推事迴避： 

一、推事有前條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二、推事有前條以外情形，足認其執行

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得聲請法官迴避： 

一、法官有前條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二、法官有前條以外情形，足認其執行

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第十九條 前條第一款情形，不問訴訟程

度如何，當事人得隨時聲請推事迴避。 

前條第二款情形，如當事人已就該

案件有所聲明或陳述後，不得聲請推事

迴避。但聲請迴避之原因發生在後或知

悉在後者，不在此限。 

第十九條 前條第一款情形，不問訴訟程

度如何，當事人得隨時聲請法官迴避。 

前條第二款情形，如當事人已就該

案件有所聲明或陳述後，不得聲請法官

迴避。但聲請迴避之原因發生在後或知

悉在後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條 聲請推事迴避，應以書狀舉其

原因向推事所屬法院為之。但於審判期

日或受訊問時，得以言詞為之。 

聲請迴避之原因及前條第二項但書

之事實，應釋明之。 

被聲請迴避之推事，得提出意見書。 

第二十條 聲請法官迴避，應以書狀舉其

原因向法官所屬法院為之。但於審判期

日或受訊問時，得以言詞為之。 

聲請迴避之原因及前條第二項但書

之事實，應釋明之。 

被聲請迴避之法官，得提出意見書。 

第二十一條 推事迴避之聲請，由該推事

所屬之法院以合議裁定之，其因不足法

定人數不能合議者，由院長裁定之；如

並不能由院長裁定者，由直接上級法院

裁定之。 

前項裁定，被聲請迴避之推事不得

參與。 

被聲請迴避之推事，以該聲請為有

理由者，毋庸裁定，即應迴避。 

第二十一條 法官迴避之聲請，由該法官

所屬之法院以合議裁定之，其因不足法

定人數不能合議者，由院長裁定之；如

並不能由院長裁定者，由直接上級法院

裁定之。 

前項裁定，被聲請迴避之法官不得

參與。 

被聲請迴避之法官，以該聲請為有

理由者，毋庸裁定，即應迴避。 

第二十二條 推事被聲請迴避者，除因急

速處分或以第十八條第二款為理由者

外，應即停止訴訟程序。 

第二十二條 法官被聲請迴避者，除因急

速處分或以第十八條第二款為理由者

外，應即停止訴訟程序。 

第二十三條 聲請推事迴避經裁定駁回

者，得提起抗告。 

第二十三條 聲請法官迴避經裁定駁回

者，得提起抗告。 

第二十四條 該管聲請迴避之法院或院

長，如認推事有應自行迴避之原因者，

第二十四條 該管聲請迴避之法院或院

長，如認法官有應自行迴避之原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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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職權為迴避之裁定。 

前項裁定，毋庸送達。 

應依職權為迴避之裁定。 

前項裁定，毋庸送達。 

第二十五條 本章關於推事迴避之規定，

於法院書記官及通譯準用之。但不得以

曾於下級法院執行書記官或通譯之職

務，為迴避之原因。 

法院書記官及通譯之迴避，由所屬

法院院長裁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章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

於法院書記官及通譯準用之。但不得以

曾於下級法院執行書記官或通譯之職

務，為迴避之原因。 

法院書記官及通譯之迴避，由所屬

法院院長裁定之。 

第二十六條 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及第二

十四條關於推事迴避之規定，於檢察官

及辦理檢察事務之書記官準用之。但不

得以曾於下級法院執行檢察官、書記官

或通譯之職務，為迴避之原因。 

檢察官及前項書記官之迴避，應聲

請所屬首席檢察官或檢察長核定之。 

首席檢察官之迴避，應聲請直接上

級法院首席檢察官或檢察長核定之；其

檢察官僅有一人者亦同。 

第二十六條 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及第二

十四條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於檢察官

及辦理檢察事務之書記官準用之。但不

得以曾於下級法院執行檢察官、書記官

或通譯之職務，為迴避之原因。 

檢察官及前項書記官之迴避，應聲

請所屬首席檢察官或檢察長核定之。 

首席檢察官之迴避，應聲請直接上

級法院首席檢察官或檢察長核定之；其

檢察官僅有一人者亦同。 

第四十六條 審判筆錄應由審判長簽名；

審判長有事故時，由資深陪席推事簽

名；獨任推事有事故時，僅由書記官簽

名；書記官有事故時，僅由審判長或推

事簽名；並分別附記其事由。 

第四十六條 審判筆錄應由審判長簽名；

審判長有事故時，由資深陪席法官簽

名；獨任法官有事故時，僅由書記官簽

名；書記官有事故時，僅由審判長或法

官簽名；並分別附記其事由。 

第五十條 裁判應由推事制作裁判書。但

不得抗告之裁定當庭宣示者，得僅命記

載於筆錄。 

第五十條 裁判應由法官制作裁判書。但

不得抗告之裁定當庭宣示者，得僅命記

載於筆錄。 

第五十一條 裁判書除依特別規定外，應

記載受裁判人之姓名、性別、年齡、職

業、住所或居所；如係判決書，並應記

載檢察官或自訴人並代理人、辯護人之

姓名。 

裁判書之原本，應由為裁判之推事

第五十一條 裁判書除依特別規定外，應

記載受裁判人之姓名、性別、年齡、職

業、住所或居所；如係判決書，並應記

載檢察官或自訴人並代理人、辯護人之

姓名。 

裁判書之原本，應由為裁判之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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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審判長有事故不能簽名者，由資

深推事附記其事由；推事有事故者，由

審判長附記其事由。 

簽名；審判長有事故不能簽名者，由資

深法官附記其事由；法官有事故者，由

審判長附記其事由。 

第六十三條 審判長、受命推事、受託推

事或檢察官指定期日行訴訟程序者，應

傳喚或通知訴訟關係人使其到場。但訴

訟關係人在場或本法有特別規定者，不

在此限。 

第六十三條 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

官或檢察官指定期日行訴訟程序者，應

傳喚或通知訴訟關係人使其到場。但訴

訟關係人在場或本法有特別規定者，不

在此限。 

第六十七條 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抗告

或聲請再審之期間，或聲請撤銷或變更

審判長、受命推事、受託推事裁定或檢

察官命令之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五

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 

許用代理人之案件，代理人之過

失，視為本人之過失。 

第六十七條 非因過失，遲誤上訴、抗告

或聲請再審之期間，或聲請撤銷或變更

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裁定或檢

察官命令之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五

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 

許用代理人之案件，代理人之過

失，視為本人之過失。 

第六十八條 因遲誤上訴或抗告或聲請再

審期間而聲請回復原狀者，應以書狀向

原審法院為之。其遲誤聲請撤銷或變更

審判長、受命推事、受託推事裁定或檢

察官命令之期間者，向管轄該聲請之法

院為之。 

非因過失遲誤期間之原因及其消滅

時期，應於書狀內釋明之。 

聲請回復原狀，應同時補行期間內

應為之訴訟行為。 

第六十八條 因遲誤上訴或抗告或聲請再

審期間而聲請回復原狀者，應以書狀向

原審法院為之。其遲誤聲請撤銷或變更

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裁定或檢

察官命令之期間者，向管轄該聲請之法

院為之。 

非因過失遲誤期間之原因及其消滅

時期，應於書狀內釋明之。 

聲請回復原狀，應同時補行期間內

應為之訴訟行為。 

第七十一條 傳喚被告，應用傳票。 

傳票，應記載左列事項： 

一、被告之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及

住、居所。 

二、案由。 

三、應到之日、時、處所。 

四、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命拘提。 

第七十一條 傳喚被告，應用傳票。 

傳票，應記載左列事項： 

一、被告之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及

住、居所。 

二、案由。 

三、應到之日、時、處所。 

四、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命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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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之姓名不明或因其他情形有必

要時，應記載其足資辨別之特徵。被告

之年齡、籍貫、住、居所不明者，得免

記載。 

傳票，於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審

判中由審判長或受命推事簽名。 

被告之姓名不明或因其他情形有必

要時，應記載其足資辨別之特徵。被告

之年齡、籍貫、住、居所不明者，得免

記載。 

傳票，於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審

判中由審判長或受命法官簽名。 

第二百八十條 審判期日，應由推事、檢

察官及書記官出庭。 

第二百八十條 審判期日，應由法官、檢

察官及書記官出庭。 

第二百九十二條 審判期日，應由參與之

推事始終出庭；如有更易者，應更新審

判程序。 

參與審判期日前準備程序之推事有

更易者，毋庸更新其程序。 

第二百九十二條 審判期日，應由參與之

法官始終出庭；如有更易者，應更新審

判程序。 

參與審判期日前準備程序之法官有

更易者，毋庸更新其程序。 

第三百十三條 宣示判決，不以參與審判

之推事為限。 

第三百十三條 宣示判決，不以參與審判

之法官為限。 

第三百九十條 第三審法院於命辯論之案

件，得以庭員一人為受命推事，調查上

訴及答辯之要旨，制作報告書。 

第三百九十條 第三審法院於命辯論之案

件，得以庭員一人為受命法官，調查上

訴及答辯之要旨，制作報告書。 

第三百九十一條 審判期日，受命推事應

於辯論前，朗讀報告書。 

檢察官或代理人、辯護人應先陳述

上訴之意旨，再行辯論 

第三百九十一條 審判期日，受命法官應

於辯論前，朗讀報告書。 

檢察官或代理人、辯護人應先陳述

上訴之意旨，再行辯論 

第三百九十四條 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

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但關於

訴訟程序及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得調

查事實。 

前項調查，得以受命推事行之，並

得囑託他法院之推事調查。 

前二項調查之結果，認為起訴程序

違背規定者，第三審法院得命其補正； 

其法院無審判權而依原審判決後之

法令有審判權者，不以無審判權論。 

第三百九十四條 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

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但關於

訴訟程序及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得調

查事實。 

前項調查，得以受命法官行之，並

得囑託他法院之法官調查。 

前二項調查之結果，認為起訴程序

違背規定者，第三審法院得命其補正； 

其法院無審判權而依原審判決後之

法令有審判權者，不以無審判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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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二十六條 聲請再審，由判決之原

審法院管轄。 

判決之一部曾經上訴，一部未經上

訴，對於各該部分均聲請再審，而經第

二審法院就其在上訴審確定之部分為開

始再審之裁定者，其對於在第一審確定

之部分聲請再審，亦應由第二審法院管

轄之。 

判決在第三審確定者，對於該判決

聲請再審，除以第三審法院之推事有第

四百二十條第五款情形為原因者外，應

由第二審法院管轄之。 

第四百二十六條 聲請再審，由判決之原

審法院管轄。 

判決之一部曾經上訴，一部未經上

訴，對於各該部分均聲請再審，而經第

二審法院就其在上訴審確定之部分為開

始再審之裁定者，其對於在第一審確定

之部分聲請再審，亦應由第二審法院管

轄之。 

判決在第三審確定者，對於該判決

聲請再審，除以第三審法院之法官有第

四百二十條第五款情形為原因者外，應

由第二審法院管轄之。 

第四百五十七條 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

之檢察官指揮之。但其性質應由法院或

審判長、受命推事、受託推事指揮，或

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因駁回上訴抗告之裁判，或因撤回

上訴、抗告而應執行下級法院之裁判

者，由上級法院之檢察官指揮之。 

前二項情形，其卷宗在下級法院

者，由該法院之檢察官指揮執行。 

第四百五十七條 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

之檢察官指揮之。但其性質應由法院或

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指揮，或

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因駁回上訴抗告之裁判，或因撤回

上訴、抗告而應執行下級法院之裁判

者，由上級法院之檢察官指揮之。 

前二項情形，其卷宗在下級法院

者，由該法院之檢察官指揮執行。 

二、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三條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本報告建議條文 

第三條 在未設置公設辯護人之法院，修

正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之辯護人，由

審判長指定律師或推事充之。 

第三條 在未設置公設辯護人之法院，修

正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之辯護人，由

審判長指定律師或法官充之。 

三、破產法部分條文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本報告建議條文 

第十一條 和解聲請經許可後，法院應指

定推事一人為監督人，並選任會計師或

第十一條 和解聲請經許可後，法院應指

定法官一人為監督人，並選任會計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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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商會所推舉之人員或其他適當之人

一人或二人，為監督輔助人。 

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監督輔助人

提供相當之擔保。 

監督輔助人之報酬，由法院定之，

有優先受清償之權。 

當地商會所推舉之人員或其他適當之人

一人或二人，為監督輔助人。 

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監督輔助人

提供相當之擔保。 

監督輔助人之報酬，由法院定之，

有優先受清償之權。 

第一百十七條 債權人會議，應由法院指

派推事一人為主席。 

第一百十七條 債權人會議，應由法院指

派法官一人為主席。 

四、管收條例部分條文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本報告建議條文 

第三條 拘提，應用拘票。 

拘票，應記載左列事項，由推事及

書記官簽名： 

一、應拘提人之姓名、性別、及住居所。 

二、拘提之理由。 

三、應到之日時及處所。 

第三條 拘提，應用拘票。 

拘票，應記載左列事項，由法官及

書記官簽名： 

一、應拘提人之姓名、性別、及住居所。 

二、拘提之理由。 

三、應到之日時及處所。 

第五條 管收應用管收票。 

管收票，應記載左列事項，由推事

及書記官簽名： 

一、應管收人之姓名、性別、及住居所。 

二、管收之理由。 

第五條 管收應用管收票。 

管收票，應記載左列事項，由法官

及書記官簽名： 

一、應管收人之姓名、性別、及住居所。 

二、管收之理由。 

五、海上捕獲法庭審判條例部分條文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本報告建議條文 

第五條 初級海上捕獲法庭庭長，以所在

地高等法院院長或高等法院分院院長兼

充，同庭主任檢察官，以所在地高等法

院首席檢察官或高等法院分院首席檢察

官兼充；均由總統任命之。 

審判官由行政院於左列人員中呈請

總統任命兼充： 

第五條 初級海上捕獲法庭庭長，以所在

地高等法院院長或高等法院分院院長兼

充，同庭主任檢察官，以所在地高等法

院首席檢察官或高等法院分院首席檢察

官兼充；均由總統任命之。 

審判官由行政院於左列人員中呈請

總統任命兼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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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推事四人至五人。 

二、海軍中校以上軍官三人至四人，其

中一人至二人為海軍軍法官。 

三、外交部高級薦任部員一人至二人。 

檢察官以高等法院或分院檢察官

兼充，由行政院呈請總統任命之。 

書記官由高級海上捕獲法庭庭長

及同庭主任檢察官，於高等法院及檢察

處或分院及檢察處書記官中分別委任兼

充，並於其中得各遴選一人或二人專任。 

通譯由高級海上捕獲法庭庭長會

同主任檢察官遴選二人至三人專任。 

一、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法官四人至五人。 

二、海軍中校以上軍官三人至四人，其

中一人至二人為海軍軍法官。 

三、外交部高級薦任部員一人至二人。 

檢察官以高等法院或分院檢察官

兼充，由行政院呈請總統任命之。 

書記官由高級海上捕獲法庭庭長

及同庭主任檢察官，於高等法院及檢察

處或分院及檢察處書記官中分別委任兼

充，並於其中得各遴選一人或二人專任。 

通譯由高級海上捕獲法庭庭長會

同主任檢察官遴選二人至三人專任。 

第六條 高級海上捕獲法庭庭長，以最高

法院院長兼充，同庭主任檢察官，以最

高法院檢察長兼充；均由總統任命之。 

審判官以最高法院推事六人，海軍

上校級以上軍官二人，海軍上校級以上

高級軍法官一人，外交部簡任部員二人

兼充，均由總統任命之。 

檢察官以最高法院檢察官兼充，由

總統任命之。 

書記官由高級海上捕獲法庭庭長

及同庭主任檢察官，於最高法院及檢察

署薦任書記官中分別薦任兼充，並於其

中得各遴選一人專任。 

第六條 高級海上捕獲法庭庭長，以最高

法院院長兼充，同庭主任檢察官，以最

高法院檢察長兼充；均由總統任命之。 

審判官以最高法院法官六人，海軍

上校級以上軍官二人，海軍上校級以上

高級軍法官一人，外交部簡任部員二人

兼充，均由總統任命之。 

檢察官以最高法院檢察官兼充，由

總統任命之。 

書記官由高級海上捕獲法庭庭長

及同庭主任檢察官，於最高法院及檢察

署薦任書記官中分別薦任兼充，並於其

中得各遴選一人專任。 

六、調度司法警察條例部分條文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本報告建議條文 

第一條 檢察官因辦理偵查執行事件，有

指揮司法警察官、命令司法警察之權，

推事於辦理刑事案件時亦同。 

第一條 檢察官因辦理偵查執行事件，有

指揮司法警察官、命令司法警察之權，

法官於辦理刑事案件時亦同。 

第二條 左列各員，於其管轄區域內為司 第二條 左列各員，於其管轄區域內為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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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警察官，有協助檢察官、推事執行職

務之責： 

一、市長、縣長、設治局長。 

二、警察廳長、警保處長、警察局長或

警察大隊長以上長官。 

三、憲兵隊營長以上長官。 

法警察官，有協助檢察官、法官執行職

務之責： 

一、市長、縣長、設治局長。 

二、警察廳長、警保處長、警察局長或

警察大隊長以上長官。 

三、憲兵隊營長以上長官。 

第三條 左列各員為司法警察官，應聽檢

察官、推事之指揮，執行職務： 

一、警察分局長或警察隊長以下官長。 

二、憲兵隊連長以下官長。 

三、鐵路、森林、漁業、礦業或其他各

種專業警察機關之警察官長。 

四、海關、鹽場之巡緝隊官長。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人員受檢察

官、推事之指揮，以與其職務有關之事

項為限。 

第三條 左列各員為司法警察官，應聽檢

察官、法官之指揮，執行職務： 

一、警察分局長或警察隊長以下官長。 

二、憲兵隊連長以下官長。 

三、鐵路、森林、漁業、礦業或其他各

種專業警察機關之警察官長。 

四、海關、鹽場之巡緝隊官長。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人員受檢察

官、法官之指揮，以與其職務有關之事

項為限。 

第四條 左列各員為司法警察，應受檢察

官、推事之命令，執行職務： 

一、警長、警士。 

二、憲兵。 

三、鐵路、森林、漁業、礦業或其他各

種專業警察機關之警長、警士。 

四、海關、鹽場之巡緝員警。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人員受檢察

官、推事之命令，以與其職務有關之事

項為限。 

第四條 左列各員為司法警察，應受檢察

官、法官之命令，執行職務： 

一、警長、警士。 

二、憲兵。 

三、鐵路、森林、漁業、礦業或其他各

種專業警察機關之警長、警士。 

四、海關、鹽場之巡緝員警。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人員受檢察

官、法官之命令，以與其職務有關之事

項為限。 

第五條 區長、鄉鎮長，或其他依法令關

於特定事項得執行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職務之人員，就與其職務有關及該特

定事項，應受檢察官、推事之指揮命令。 

第五條 區長、鄉鎮長，或其他依法令關

於特定事項得執行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職務之人員，就與其職務有關及該特

定事項，應受檢察官、法官之指揮命令。 

第六條 檢察官、推事辦理刑事案件，於

必要時，得商請所在地保安機關、警備

第六條 檢察官、法官辦理刑事案件，於

必要時，得商請所在地保安機關、警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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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協助。 機關協助。 

第七條 檢察官、推事請求協助或為指揮

命令時，得以書面或提示指揮證以言詞

行之；必要時得以電話行之。 

第七條 檢察官、法官請求協助或為指揮

命令時，得以書面或提示指揮證以言詞

行之；必要時得以電話行之。 

第九條 受檢察官、推事之指揮命令者，

應即照辦，不得藉詞延擱。 

第九條 受檢察官、法官之指揮命令者，

應即照辦，不得藉詞延擱。 

七、軍法人員轉任司法官條例部分條文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本報告建議條文 

第四條 軍法人員曾在專科以上學校修習

法律學科三年以上畢業而任相當於薦任

職之軍法人員二年以上，經登記並審查

成績合格者，具有轉任地方法院推事或

檢察官之資格。 

第四條 軍法人員曾在專科以上學校修習

法律學科三年以上畢業而任相當於薦任

職之軍法人員二年以上，經登記並審查

成績合格者，具有轉任地方法院法官或

檢察官之資格。 

第五條 軍法人員曾任推事或檢察官一年

以上，並任相當於薦任職之軍法人員二

年以上，經登記並審查成績合格者，具

有轉任兼任地方法院院長之推事、地方

法院首席檢察官或高等法院薦任推事或

檢察官之資格。 

曾任相當於薦任職之軍法人員四年

以上，經登記並審查成績合格者，具有

轉任高等法院檢察官之資格。 

第五條 軍法人員曾任法官或檢察官一年

以上，並任相當於薦任職之軍法人員二

年以上，經登記並審查成績合格者，具

有轉任兼任地方法院院長之法官、地方

法院首席檢察官或高等法院薦任法官或

檢察官之資格。 

曾任相當於薦任職之軍法人員四年

以上，經登記並審查成績合格者，具有

轉任高等法院檢察官之資格。 

第六條 軍法人員曾任兼任地方法院院長

之推事或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或高等法

院推事或檢察官二年以上，並任相當於

簡任職之軍法人員二年以上，經登記並

審查成績合格者，具有轉任簡任推事或

檢察官之資格。 

曾任相當於簡任職之軍法人員四年

以上，經登記並審查成績合格者，具有

轉任簡任檢察官之資格。 

第六條 軍法人員曾任兼任地方法院院長

之法官或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或高等法

院法官或檢察官二年以上，並任相當於

簡任職之軍法人員二年以上，經登記並

審查成績合格者，具有轉任簡任法官或

檢察官之資格。 

曾任相當於簡任職之軍法人員四年

以上，經登記並審查成績合格者，具有

轉任簡任檢察官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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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最高法院設置分庭條例第五條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本報告建議條文 

第五條 最高法院分庭設推事五人至七

人，以資深一人充庭長，處理該分庭一

切事務，並兼民刑事庭審判長，其餘推

事分掌民刑審判事件。 

第五條 最高法院分庭設推事五人至七

人，以資深一人充庭長，處理該分庭一

切事務，並兼民刑事庭審判長，其餘法

官分掌民刑審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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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g data is currently an advanced technolog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 is the innovative industries by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rivate companies. 

However, there is not much investigates about big data relating legal issues, 

especially in the application of legislative technology. Because the judgments 

deeply require a lot of law and legal documents, it often has ambiguous or 

synonymous confession, which can easily cause controversy or misuse.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solve legislative 

technical problems of complex and comparison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but it 

also has disadvantages. Therefore, it is still needed analysis and judgment by 

the legal person's professional; otherwise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legal decision.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ideas to 

raise the issue of confusion between legal Magistrate and legal synonyms, that 

need to amend eight laws including Criminal Procedur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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