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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及商業法院講座

新北地院研討收容申訴、不服假釋決定之救濟議題
【本刊新北訊】新北地院為因應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修正，日前舉辦「監所收容人申訴處理流程、不服假釋
決定之救濟途徑及行政訴訟實務上問題研討會議」，由黃
若美庭長主持，邀請法務部矯正署張芫睿專門委員、林
震偉科長主講，並討論管轄認定、確認訴訟須否先行申
訴程序等實務問題。
黃庭長表示，新修正之監獄行刑法、羈押法於 109 年
7 月 15 日施行，「辦理羈押法及監獄行刑法行政訴訟事
件應行注意事項」亦已配套完成修正，新修正規定使受
羈押人對羈押、受刑人對監獄行刑法所生公法上爭議之
申訴，以及受刑人對不予許可假釋、廢止假釋或撤銷假
釋之處分不服，亦可提起行政訴訟。關於新法修正施行
前、後主管機關對於相關處分、申訴、復審等作業，及
其踐行程序之流程等面向，均攸關各該案件訴訟上爭執
要點之認定，亟需多方汲取意見與瞭解，爰舉辦本次研
討，俾使審判順利進行。
研討首先由張專委介紹「監所收容人申訴處理流程」，
說明羈押法及監獄行刑法新增訂陳情、申訴及起訴相關

規定，就監所與收容人間所衍生之公法上爭議，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循申訴、行政訴訟途徑解決；並介紹申訴
制度目的、流程與修法前後訴訟救濟途徑之差異。另就
實務上應如何認定陳情與申訴、管理措施、當事人適格
及申訴利益等疑義和與會人員交換意見。
接著由林科長介紹「不服假釋決定之救濟途徑－復審
程序」，說明新法施行後法務部針對假釋、撤銷假釋處分
之作成及復審係委由矯正署辦理，廢止假釋部分則由監
獄提報假釋審查會決議後，再報請法務部廢止假釋。對
於撤銷假釋事件之行政爭訟，目前法務部為因應司法院
釋字第 796 號解釋，對以往已撤銷假釋之案件予以重新
審酌，並發函通知當事人，該通知函之性質究為觀念通
知或二次裁決處分，部分法院見解不一，有認屬觀念通
知，而不得提起行政爭訟；亦有認屬行政處分，應依監
獄行刑法第 121 條第 1 項、第 134 條第 1 項規定，先踐
行復審程序後，始得提起行政爭訟。與會人員並就監獄
行刑法、羈押法有關行政訴訟之管轄法院、起訴時效規
定，與行政訴訟法規定之歧異，充分交換意見。

鍾任賜法官談從法律審看事實審判決
【本刊新北訊】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日前邀請最
高法院鍾任賜法官主講「從法律審角度看事實審判
決」，由陳駿璧院長主持。
鍾法官首先說明最高法院民事庭設立審查庭之目
的，係為審查第三審上訴及再抗告事件之合法性。鍾
法官並指出其在辦理審查過程中，建構出「堡壘」與
「堡壘以外」之概念，即從整體評價判斷原裁判原因
事實、答辯要旨與原裁判理由，是否足以構築合法、
公平、誠信所不可或缺理由所生之裁判主文而定，上
訴或抗告理由如未有可推倒該「堡壘」的具體指摘，
自不具合法性；至針對「堡壘以外」事由的指摘，縱
原裁判確有不當，亦不影響合法性審查之結果。
鍾法官接著就「不備理由審查」作解說表示，判
決依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第 4 項規定應記明得心證
之理由，不備理由即是欠缺產生裁判主文所不可或缺
的理由，包括未載理由、理由不完備或不明瞭。如第
二審判決理由項下，未記載敗訴者之攻擊或防禦方法
意見，致欠缺該判決主文所由生不可或缺之理由，進
而影響裁判之結果，即屬判決不備理由；至於稍欠完
足，而不影響裁判結果者，則不屬不備理由。又「理

增進專業知能

由矛盾審查」即審查裁判理由有無前後牴觸或主文與

高雄少家法院邀侯廷昌法官主講性侵案件審判經驗
【本刊高雄訊】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日前邀請最高法
院侯廷昌法官主講「性侵害案件審判經驗分享《以兒童
證詞之判斷為中心》」，由鍾宗霖院長主持。
侯法官首先表示，據統計我國目前每年有 4500 位以上
性侵害案件被告，其中起訴率為 40％以上，起訴案件定
罪率高達 86％，而個案之被害人中未滿 18 歲者至少佔
61％以上，12 歲以下兒童被害人近 5 年來（105 年至 109
年）平均佔 17.64％。由於兒童之認知、語言及陳述能力
發展未臻完善，及性侵害案件之特性使然，被害人指述
往往為唯一關鍵證據，因此 12 歲以下兒童被害人證詞之
判斷極為關鍵。
侯法官指出，我國實務傳統上認為，兒童具有證言能
力具證人資格，但僅探究其證言證明
力，就兒童如何確保形成自己的意見
則未有討論。並以兒童權利公約內容、
英美立法例及實務做法，強調兒童作
證時，不該於被審查認定具證言能力
後，始認其證詞有證據能力，而應給
予兒童適當之環境，以確保兒童得以

自由、充分陳述在其視角下之事實、感受及意見，同時
評估其是否具形成自己意見的能力後，再參酌其他證據
資料，作為證言證明力之參考。
接著，侯法官簡介一般兒童心理發展之基礎理論與研
究，以及人類訊息處理之模式（IPO 運作模式），並援引
臺南高分院 102 年度侵上訴字第 1011 號、102 年度侵上
訴字第 195 號、104 年度侵上訴字第 91 號等刑事判決（均
經最高法院分別以 103 年度台上字第 3035 號、105 年度
台上字第 176 號及第 460 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述說兒
童被害事實細節的陳述證明力應如何判斷之實務經驗。
侯法官最後提醒審理兒童性侵害案件應注意之事項，
並和與會人員相互交流，圓滿結束研習活動。

由雖與主要理由矛盾，若不影響裁判基礎，尚不認為
理由矛盾。鍾法官另提及民事訴訟法第 469 條之 1 規
定，以第 469 條所列各款外之事由許可上訴第三審之
審查，須上訴狀具體敘明是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
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而具有原則上重
要性之理由為限。

士林地院研習調解與不動產登記實務
【本刊臺北訊】為提升調解委員專業知能，士林地
院日前邀請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陳平軒課長主講
「調解與不動產登記實務」專題，法官、司法事務官
及調解委員參與踴躍。
陳課長首先介紹不動產調解登記之登記原因、調
解主體、調解客體，並進一步解說地政機關受理依法
院調解筆錄所為各類型不動產登記之審查要件、實務
發生問題及調解筆錄宜加記載之內容。另以具體案例
說明以外國人與公法人為登記主體時應注意之相關規
定；並詳細說明以農舍、連棟式透天厝及公寓大廈專
有部分辦理移轉登記應注意之事項。最後以實務上曾
發生無法依調解筆錄辦理登記之爭議案件，和與會人
員進行意見交流，現場互動熱烈，講授內容實用且豐
富，深獲好評。

提升調解成效

屏東地院研習調解實務
【本刊屏東訊】為提升調解委員之
專業能力，並增進彼此之互動及經驗
交流，屏東地院日前舉辦勞動及民事
調解委員教育訓練，由吳進寶院長主
持。該院庭長、法官等同仁及調解委
員計 60 餘人參加。
研習首先由勞動調解委員賴志宗先
生分享調解實務，並講解調解的重點，包括：（1）調解的
流程，先簡要說明，再傾聽、分析，與回饋。（2）調解的
方法，有促進式調解、利益型促進式調解、評價式調解
等類型。（3）進行調解的 4 階段：分辨立場與權益、協商
議題之形成、共識形成之步驟、結束與改善等心得。
續由呂憲雄庭長分享 3 件潮州簡易庭之勞動調解實
例，並由陳淑慧、羅寬惠 2 位勞動調解委員與談。呂庭
長介紹潮州簡易庭之勞動調解著重調解前置作業，並由
法官指揮程序進行，2 位調解委員負責調解協商，探詢當
事人爭執點，再研擬合適的調解方案。
接著由勞動調解委員陳羿帆先生分享勞資爭議處理法
的調解模式及 4 件實例。陳講座分析，依勞動事件法進
行之法院調解時程較長，依勞資爭議處理法向勞資爭議

理由不符等，裁判主要理由應與主文相符，如次要理

基院邀林志潔教授談法律概念之表達
【本刊基隆訊】基隆地院日前邀請陽明交通大學科
技法律學院林志潔教授主講「國民法官新制與法律概
念的表達」，法官、檢察官、學習司法官踴躍參與。
基隆地院李麗玲院長致詞表示，國民法官新制即將

大 鹿 林 道 楓 微 紅
攝影／郭宇修（智慧及商業法院書記官）
主管機關申請行政調解之速度較快，如屏東縣政府 109
年度受理勞資爭議調解案件 585 件，成立件數 326 件，
平均辦理日數僅 3.11 天。
最後由王致傑法官與調解委員進行經驗交流，並分享
屏東簡易庭勞資爭執事件調解之高成功率原因，在於多
傾聽當事人意見，讓當事人產生信賴感。與會調解委員
發言踴躍，討論熱絡，均感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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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函送刊登司法院公報之 110 年度台上字第
30 號、110 年度台上字第 552 號、110 年度台抗字第
1501 號刑事裁判，及最高行政法院函送刊登司法院公
報之 110 年度大字第 1 號裁判，請見司法院網站。

在 112 年施行，屆時法官有必要以淺顯的語詞向國民
法官說明審理程序中的相關法律疑義，期藉舉辦此講
座，增進與會同仁的表達能力，有助國民法官新制之
推動。
林教授首先說明敘事力的學習可以更清楚的表達法
律概念；接著依序講述：一、把說話說好的重要性與
如何把話說好。二、你的閱讀習慣 — 決定你能舉一反
三的能力。三、理解敘事的受眾、敘事的條件。四、
開始敘事的要件。五、每一則敘事背後的使命。
最後再以 3 道練習題，邀請學習司法官分組上台敘
事，並講解優缺點，讓與會同仁收穫良多。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徵書記 1 人
具本職務任用資格，意者請於 11 月 15 日前（郵戳
為憑）郵寄相關資料至臺北市重慶南路 1 段 124 號，
詳細資訊見司法院網站，或電 (02)23618577 轉 388 鐘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