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各級法院法官辦理案件年度司法事務分配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條之一  最高法院應

依法律之規定，成立專業

法庭；並得視業務需要成

立之。其庭數以一庭為原

則。 

前項專業法庭，應擇

定具有該專業領域學識、

經驗之庭長及法官優先

辦理之。 

 

 一、本條新增。 

二、最高法院如依法律規

定應成立專業法庭者

(如勞動事件法第四

條第一項)，自應依其

規定成立之。又為因

應專業處理案件之需

求，達到一庭七人之

金字塔型訴訟制度遠

期目標，宜授權最高

法院視業務需要成立

其他專業法庭。另為

統一見解，最高法院

專業法庭以一庭為原

則。爰設第一項。 

三、最高法院專業法庭庭

長及法官之遴選，宜

由最高法院自行辦

理，並依第九條規定

連續辦理之，爰為第

二項規定。 

第十一條  各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及其分院，除附

表三所示外，應成立專業

法庭或專股辦理民、刑事

特殊專業類型案件，並由

法官會議擇定辦理民、刑

事特殊專業類型案件之

法官。 

辦理民、刑事特殊專

業類型案件及行政訴訟

事件（以下合稱專業案

件）法官出缺時，法官會

議應不分法官現在辦理

第十一條  各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及其分院，除附

表三所示外，應成立專業

法庭或專股辦理民、刑事

特殊專業類型案件，並由

法官會議擇定辦理民、刑

事特殊專業類型案件之

法官。 

辦理民、刑事特殊專

業類型案件及行政訴訟

事件（以下合稱專業案

件）法官出缺時，法官會

議應不分法官現在辦理

一、經法官會議擇定辦理

附表一編號一類別所

示勞動專業案件之法

官，如未取得該類別

專業法官證明書者，

應於一定期間內取得

該類別專業法官證明

書，或接受與該類別

案件有關相當時數之

研習，以確保其具有

勞動法相關學識、經

驗，俾符勞動事件法

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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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之屬性，優先擇定有

意願且取得該專業法官

證明書之非輪辦股法官

辦理；符合上開資格之法

官人數逾預定缺額時，按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至

第六款之排序擇定之。 

依前項規定擇定後，

仍有缺額時，由法官會議

依專業案件之民、刑及行

政訴訟事務屬性，分別自

辦理民、刑及行政訴訟事

務之法官（含輪辦股及非

輪辦股）中，按下列順序

擇定之： 

一、意願：有意願者如逾

缺額時，按第五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六

款之排序擇定之。 

二、院長徵詢相關庭長、

法官意見後建議之

人選。 

各法院辦理同一專

業案件之法官人數，不得

低於二人。 

法官會議依第三項

規定擇定辦理附表一編

號一類別案件之法官，應

於辦理後六個月內，取得

該類別專業法官證明書，

或自辦理前一年起至辦

理後六個月內參加與該

類別案件有關之研習，合

計時間達十二小時以上。 

前項規定，於辦理附

表一編號一類別案件之

庭長準用之。 

事務之屬性，優先擇定有

意願且取得該專業法官

證明書之非輪辦股法官

辦理；符合上開資格之法

官人數逾預定缺額時，按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至

第六款之排序擇定之。 

依前項規定擇定後，

仍有缺額時，由法官會議

依專業案件之民、刑及行

政訴訟事務屬性，分別自

辦理民、刑及行政訴訟事

務之法官（含輪辦股及非

輪辦股）中，按下列順序

擇定之： 

一、意願：有意願者如逾

缺額時，按第五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六

款之排序擇定之。 

二、院長徵詢相關庭長、

法官意見後建議之

人選。 

各法院辦理同一專

業案件之法官人數，不得

低於二人。 

旨趣。爰增訂第五項。 

二、辦理附表一編號一類

別所示勞動專業案件

之庭長，亦需具有勞

動法相關學識、經驗，

如未取得該類別專業

法官證明書，應比照

第五項之方式辦理，

以確保其專業知能，

爰增訂第六項規定。 

三、第一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第十二條  各地方法院、 第十二條  辦理專業案件 一、本條規定適用範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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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及其分院辦理

專業案件之法官，其辦理

該類別專業案件之期間

應連續三年。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不在此限： 

一、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非該專業案件屬性

之事務者。 

二、輪辦期間屆滿者。 

三、遷調他法院者。 

四、辦理附表二編號八或

編號九之類別者。 

前項辦理附表二編

號八類別案件之法官，其

辦理期間應至少連續三

個月。 

第一項法官辦理專

業案件期滿且取得該專

業法官證明書者，除本辦

法另有規定外，得依其志

願於其後之事務分配年

度繼續辦理；未取得該專

業法官證明書者，應再經

法官會議依前條第三項

規定擇定，始得按其志願

於其後之事務分配年度

繼續辦理。 

第一項辦理專業案

件之法官，每年應參加與

該專業案件有關之研習，

合計時間達十二小時以

上。但附表二編號八之類

別不在此限。 

辦理附表一編號一

類別案件之庭長、法官，

依前項規定應參加之研

習時數，得以前條第五

項、第六項之研習時數折

之法官，其辦理該類別專

業案件之期間應連續三

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不在此限： 

一、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非該專業案件屬性

之事務者。 

二、輪辦期間屆滿者。 

三、遷調他法院者。 

四、辦理附表二編號八或

編號九之類別者。 

辦理附表二編號八

類別案件之法官，其辦理

期間應至少連續三個月。 

法官辦理專業案件

期滿且取得該專業法官

證明書者，除本辦法另有

規定外，得依其志願於其

後之事務分配年度繼續

辦理；未取得該專業法官

證明書者，應再經法官會

議依前條第三項規定擇

定，始得按其志願於其後

之事務分配年度繼續辦

理。 

辦理專業案件之法

官，每年應參加與該專業

案件有關之研習，合計時

間達十二小時以上。但附

表二編號八之類別不在

此限。 

辦理專業案件之法

官，未依第一項規定連續

辦理三年者，各法院應將

其辦理該專業案件之起

迄期間及未連續辦理之

原因陳報司法院。但第一

項第四款之情形不在此

前條第一項所定各地

方法院、高等法院及

其分院，為期明確，爰

修正第一項至第四

項。 

二、辦理勞動專業案件法

官、庭長，如其已依前

條第五項、第六項規

定接受專業研習，研

習時數應可折抵其於

辦理第一年內依第四

項規定應參加研習之

時數，而無於短期內

重覆研習之必要，爰

增訂第五項。 

三、現行條文第五項順次

移列為第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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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之。 

辦理專業案件之法

官，未依第一項規定連續

辦理三年者，各法院應將

其辦理該專業案件之起

迄期間及未連續辦理之

原因陳報司法院。但第一

項第四款之情形不在此

限。 

限。 

第十六條  取得多項專業

法官證明書之法官，得選

擇兼辦不同類別之專業

案件。 

法官會議為求案件

負擔公平，得視專業案件

質量，議決辦理專業案件

之法官有無兼辦不同類

別專業案件或其他民事、

刑事案件之必要及其比

例。但辦理附表一編號一

類別案件之勞動調解事

件之法官，除因法院法官

員額或該類別案件數量

較少之情形外，以不兼辦

為原則。 

法官依前項規定兼

辦案件之期間，除有第十

二條第一項但書第二款

至第四款之情形外，應連

續三年。 

第十六條  取得多項專業

法官證明書之法官，得選

擇兼辦不同類別之專業

案件。 

法官會議為求案件

負擔公平，得視專業案件

質量，議決辦理專業案件

之法官有無兼辦不同類

別專業案件或其他民事、

刑事案件之必要及其比

例。 

法官依前項規定兼

辦案件之期間，除有第十

二條第一項但書第二款

至第四款之情形外，應連

續三年。 

一、勞動事件法所定勞動

事件採勞動調解前置

原則，由勞動專業法

庭法官一人及勞動調

解委員二人組成之勞

動調解委員會行勞動

調解程序，原則上於

三次期日內應進行聽

取當事人陳述、整理

爭點及證據、調查必

要之事實與證據、適

時曉諭當事人訴訟之

可能結果、勸諭、酌定

調條款或提出適當方

案等程序；調解不成

立時，除調解聲請人

向法院合法為反對之

意思外，應由參與勞

動調解委員會之法官

續行訴訟程序(參勞

動事件法第十六條第

一項、第二項、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十

四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第二十九條第四項、

第五項)。是以辦理勞

動調解事件之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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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耗費相當心力於勞

動調解程序之進行，

並需依法審理續行之

訴訟，其工作形態、程

序負擔均與辦理一般

民事事件之法官進行

訴訟之情形，顯有不

同，為利於勞動調解

及續行訴訟程序之進

行，宜以不兼辦其他

民事案件為原則，並

期達到專業審理之目

標。惟如各法院法官

員額或受理勞動專業

案件之數量較少，仍

宜使法官會議得決定

兼辦其他案件之類型

與比例，俾能因地制

宜，有效運用法院整

體人力資源。爰修正

第二項增設但書規

定。 

二、第一項、第三項未修

正。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除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八

月十七日修正發布之條

文，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

日施行；一百零八年○月

○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

勞動事件法施行之日施

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五年八月十七日修

正之條文，自一百零六年

一月一日施行。 

一、明定本次修正條文，自

勞動事件法施行之日

施行。 

二、第一項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