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法條與基本概念、重要釋字一定要熟稔

本科目許多基礎概念的題目，只要能將基本概念的定義、法條或釋字

意旨寫出來就能夠得到不錯的分數。定義與概念的熟悉與否，影響著

實例題的判斷；於法條的記憶方面，讀者最好能夠將條文用自己的話

濃縮寫出來，更要期許自己能援引出條號或釋字號碼。

二、考古題之演練

法院組織法的考點主要圍繞在傳統的考題與較新的修法時事。傳統題

型其實不外乎特定幾個考點，如法庭秩序、審判獨立等，相對其他科

目而言重複性高，考點相對固定。雖然題型還是會有一些變化，但泰

半是要測驗考生能否把法院組織法之基本概念與法條釋字加以說明清

楚。以三、四等考試的題目來說，在考場上平均能寫的字數大約落在

600∼ 800字之間，練習寫考古題不但可對考試重點再次複習，更能

訓練自己的表達能力，並且找出自己學習當中的盲點，避免在考試作

答時的慌張。

三、修法與重要時事之瞭解

近幾年法院組織法的題目變化越來越多，有的是出自某老師的書，有

的則是當年與法院組織法有關的修法（如大法庭、國民法官法制度）、

大法官解釋（如法定法官原則）甚至是最高法院制度的變更（如廢除

限量分案、廢除保密分案）。

近年來最高法院在吳燦院長的帶領下，致力於許多司法制度的改革，

如廢除限量分案，司法金字塔化等，回應了社會對於司法改革的期待，

法院組織法之準備方法



都將會是法院組織法上面的考試重點，尤其吳院長在今年石〇欽案的

司法風暴中，以司法首長的身分向國人道歉，更展現司法首長的氣度

與高度，深值讚賞。

因此，建議考生熟悉傳統題型外之外，新近的學說與實務見解、修法

及最高法院的爭議與時事也須密切注意。

（法學浩瀚，本書內容或有未臻完盡及錯漏，亦請讀者透過學稔出版

社與筆者聯繫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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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節最重要的乃在於庭長跟審判長得區分，再來才是法官的定義與範

圍。

壹、法官之意義

一、法官法第2條第1項規定2，所稱法官，指下列各款人員：

1 司法院大法官。

2 懲戒法院法官。

3 各法院法官，包括試署法官、候補法官。

爭　點

憲法第81條之法官是否包括檢察官？

▲

 釋字第13號解釋

憲法第81條所稱之法官，係指同法第80條之法官而言，不包含檢察官在

內。
▲

 釋字第392號解釋

檢察機關則係檢察官執行其職務之官署，雖配置於法院（法組§58），

但既獨立於法院之外以行使職權，復與實行審判權之法院無所隸屬，故

其非前述狹義之法院，其成員中之檢察官亦非法官之一員，要無疑義；

惟雖如此，其實任檢察官之保障，除轉調外，則與實任法官同，此業經

本院以釋字第13號解釋有案，其仍應予適用，自不待言。

1 整理自：史慶璞，法院組織法，2012年3月3月，頁100-105；姜世明，法院組織法，2016
年9月，頁320-349。呂丁旺，法院組織法論，2014年2月，頁171-216。

2 按司法人事之規定，就法官與檢察官部分，於法官法施行後應優先適用法官法之規定（法
官§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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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點

行政法院法官、懲戒法院法官是否亦為憲法本文第81條之法官？

▲

 釋字第162號解釋

一、 行政法院院長、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按：現為懲戒法院院

長），均係綜理各該機關行政事務之首長，自無憲法第81條之適用。

二、 行政法院評事（按：現為行政法院法官）、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按：現為懲戒法院法官），就行政訴訟或公務員懲戒案件，分別

依據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或審議之職權，不受任何干涉，依憲法第

77條、第80條規定，均應認係憲法上所稱之法官。其保障，應本發

揮司法功能及保持法官職位安定之原則，由法律妥為規定，以符憲

法第81條之意旨。

▲

 釋字第396號解釋

懲戒處分影響憲法上人民服公職之權利，懲戒機關之成員既屬憲法上之

法官，⋯⋯。

爭　點

司法院大法官是否亦為憲法第81條之法官？

釋字第601號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為憲法第80條規定之法

官，本院釋字第392號、第396號、第530號、第585號等解釋足資參照。為

貫徹憲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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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旨，大法官無論其就任前職務為何，在任期中均應受憲法第

81條關於法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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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保障。法官與國家之職務關係，因

受憲法直接規範與特別保障，故與政務人員或一般公務人員與國家之職務

關係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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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官之種類

一、依保障之不同為分類

法官得依保障之不同而為分類，可分為憲法上法官與法律上法官二種。

1 憲法上法官（又稱固有意義之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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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81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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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憲法

上法官，即指其職務及身分應受憲法第80、81條規定直接保障之法官而
言，包括各級法院法官及大法官。

2 法律上法官
 指其職務及身分非依憲法規定而僅由法律規定予以間接保障之法官而言。
依釋字第13號解釋意旨，憲法第81條所稱之法官，係指同法第80條之法官
而言，不包含檢察官在內。檢察官雖非憲法第80、81條規定所稱之法官，
惟於法官法施行後，有關法官、檢察官之規定應優先適用法官法（法官

§101）。法官法第44條至第46條就法官之轉任、地區調動及審級調動有
所規定，這些保障依法官法第89條第1項於檢察官準用之。目的在於避免
檢察一體原則過於強大而使個別檢察官之內部獨立性完全喪失。

二、依法官之任命資格為區分

1 候補法官3

1. 意義：所謂候補法官，係指經遴選或考試錄取為法官，接受司法官學

習訓練期滿成績及格，獲得初任法官資格，因無適當法官員額充數而

暫予分發至地方法院或其分院辦事之法官而言（法官§§5Ⅰ①、

9Ⅰ）。

2. 候補期間：候補法官，候補期間5年，候補期滿審查及格者，予以試

署，試署期間1年。因法官、檢察官考試及格直接分發任用為法官者，

亦同（法官§9Ⅰ）。

3 相關考題：何謂候補法官？在何種情形下得行使實任法官之職務？【95原民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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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3. 候補法官之職務

⑴ 調至上級法院辦事：

 司法院因應高等法院業務需要，得調地方法院或其分院之候補法官

至高等法院（不包括最高法院 ）辦事，承法官之命，辦理訴訟案件

程序及實體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資料之蒐集、裁判書之草擬

等事務（法組§34Ⅱ，法官§9Ⅲ）。

⑵ 行使實任法官之職務：

① 候補法官於候補期間，輪辦下列事務。但司法院得視實際情形酌

予調整（法官§9Ⅲ）：

A. 調至上級審法院辦事（法組法§34Ⅲ，修法後應為第2項）（行

政法組法§10Ⅴ事項），期間為1年。辦理訴訟案件程序及實體

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資料之蒐集、裁判書之草擬等事

務。

B. 充任地方法院合議案件之陪席法官及受命法官，期間為2年。

C. 獨任辦理地方法院少年案件以外之民刑事有關裁定案件、民刑

事簡易程序案件、民事小額訴訟程序事件或刑事簡式審判程序

案件，期間為2年。

② 候補法官於候補第3年起，除得獨任辦理前項第3款事務外，並得

獨任辦理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款「最重本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第2款「刑法第320、321條之竊盜

罪」之案件（法官§9Ⅳ）。

③ 候補法官應依第三項各款之次序輪辦事務，但司法院或各法院為

應業務需要，得調整之（法官§9Ⅴ）。

4. 考核：對於候補法官、試署法官，應考核其服務成績；候補、試署期

滿時，應陳報司法院送請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查。審查及格者，

予以試署、實授；不及格者，應於2年內再予考核，報請審查，仍不及

格時，停止其候補、試署並予以解職（法官§9VI）。
1 試署法官

1. 意義：所謂試署法官，指具備法官之資格而初行任命之法官，予以試

署，試署期間依遴選資格之不同，分別為1或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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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官法規定

⑴ 具第5條4第1項第1款資格經遴選者，為候補法官，候補期間5年，候

補期滿審查及格者，予以試署，試署期間1年。因法官、檢察官考試

及格直接分發任用為法官者，亦同（法官§9Ⅰ）。

⑵ 具第5條第1項第4款至第7款、第2項第3款至第7款資格經遴選者，為

試署法官，試署期間2年；曾任法官、檢察官並任公務人員合計10年

以上或執行律師業務10年以上者，試署期間1年（法官§9Ⅱ）。

3. 法官法第9條第3項第1款僅規定候補法官於候補期間得調至上級法院辦

事，並未包括試署法官，且現行實務上亦無此情形。

3 實任法官
 試署期滿，考察其服務成績及格，依法予以實授之法官。實任法官是憲法
第81條受終身職保障之法官。

三、依職務不同而為分類

法官得依職務之不同而為分類，分為審判長、受命法官與受託法官。一般

而言，合議庭法官居於首位者或獨任制之法官，是為審判長。審判長於合

議庭審判時，統一指揮訴訟。而受審判長之命，依法實施審判訴訟事務之

法官，係為受命法官。至於受法院或其他法院之囑託，依法實施訴訟事務

之法官，則為受託法官。合議庭之法官除審判長外，其餘均稱為陪席法

官，與審判長共同參與裁判之評議。

4 法官法第5條第1項：
 高等法院以下各法院之法官，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任用之：一、經法官、檢察官考試
及格，或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三年以上且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但以任用於地方法院法官
為限。二、曾任實任法官。三、曾任實任檢察官。四、曾任公設辯護人六年以上。五、曾
實際執行律師業務六年以上，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六、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
學院法律學系或其研究所畢業，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專任教授、副教授
或助理教授合計六年以上，講授主要法律科目二年以上，有法律專門著作，具擬任職務任
用資格。七、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或其研究所畢業，曾任中央研
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或助研究員合計六年以上，有主要法律科目之專門著作，具擬任職
務任用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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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庭長與審判長5

審判長 庭長

職務
合議審判時，為統一指揮訴

訟程序所設之審判職

為順利進行審判，而監督各

該庭司法行政事務之長官

機關性質

為關於特定訴訟，實行訴訟

行為之裁判機關，「非常設

機關」

為「常設機關」，監督各該

庭事務，係司法行政機關

定位 審判時之首席法官 司法行政機關

審判獨立

與身分保障

由法官兼任，受憲法第80條

與第81條之保障

由於其職責在於監督司法

行政事務，就該司法行政

長官之身分，不受憲法第

81條身分保障

一、庭長

1 意義6

1. 庭長之職務屬於「司法行政性質」，乃為使審判順利進行，依法監督

各該法庭之常設司法行政機關。同時，其仍應以法官身分，行使對於

訴訟案件之審判職權，與其他法官之審判職權並無不同。

2. 法院組織法第15條、第16條、第36條、第51條第1項規定：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各庭之庭長，除由兼任院長之法官兼任者外，餘

由其他法官兼任，監督各該庭事務。

上榜模板

依法院組織法等相關組織法規定，各級法院所設之庭長，除由兼任院長之法

官兼任者外，餘由其他法官兼任，監督各該庭事務（法組§15等規定參

5 本小節體系上原本應該放在審判組織，但為了考生觀念釐清方便，特置於本章節。

6 整理自：史慶璞，法院組織法，2012年3月，頁187-190。姜世明，法院組織法，2016年9
月，頁211-217；呂丁旺，法院組織法論，2014年2月，頁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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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因此，庭長之職務屬於司法行政之性質，乃為使審判順利進行，依法

監督各該法庭之常設司法行政機關。

3 職權

上榜模板

庭長之職權，其因係法官兼職，對於個別股所承辦案件，仍有基於承辦法官

地位所應有之權限。若其在合議庭中擔任審判長者，亦有審判長之職權。依

地方法院處務規程第20條、高等法院處務規程第15條第1項規定，其職權內

容有：

1. 本庭事務之監督；

2. 本庭評議簿之保管；

3. 本庭各項文稿之決行；

4. 配置本庭法官及其他職員之工作、操行、學識、能力之考核、監督與獎懲

之擬議；

5. 人民陳訴事件之調查及擬議；

6. 法律問題之研究：

7. 抽籤或電腦分案事務之主持：

8. 本庭候補法官裁判書類之審閱（限地院庭長）；

9. 發回更審裁判原因之審查（限高院庭長）；

10. 其他有關庭務之處理。

二、審判長

1 意義

上榜模板

審判長乃係為統一指揮訴訟程序所設之非常設機關，僅於審判時就具體個案

而存在，係合議審判中之首席法官。依法院組織法第4條第1項規定：「合議

審判，以庭長充審判長；無庭長或庭長有事故時，以庭員中資深者充之，資

同以年長者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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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職權一其有雙重地位

上榜模板

審判長係指於法庭開庭審理時，職掌指揮訴訟程序及維護法庭秩序之合議庭

首席法官。其職權具有雙重地位：

1. 固有之地位：係指審判長為組織合議庭之一員，與其他法官之地位完全相

同，為參與裁判評議之成員，其雖居於主席地位（法組§102)，但其表決

權與其他法官相同，僅一表決權。

2. 特殊之地位：依法律所定，審判長得單獨為某訴訟行為之權。此又可區分

為關於合議庭內部與外部者二種。

⑴ 關於合議庭內部者

① 召開裁判評議（法組§§101~106)。

② 指定受命法官與法院之囑託權（民訴§202Ⅰ；刑訴§195)。

⑵ 關於合議庭外部者

① 法庭指揮權（法組§88）。

② 秩序維持權（法組§89）。

③ 特別代理人之選任（民訴§51）。

④ 公設辯護人或律師之指定（刑訴§31Ⅰ）。

三、庭長與審判長之不同

上榜模板

1 就意義與功能而言：

 審判長通常由合議庭之庭長充之，然審判長僅係為特定訴訟，合議審判時

統一指揮訴訟程序、實行訴訟行為之非常設機關，若無訴訟之審判，即無

審判長可言。而庭長則係為順利審判，監督各該庭事務之常設司法行政機

關，故庭長縱然不參與裁判，仍不失其為庭長之地位。

2 就保障而言：

 憲法第81條之身分保障不及於庭長之行政長官身分，但因庭長係由法官所

兼任，就法官之身分仍受保障。審判長係審判職務，乃受審判獨立規定之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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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8 司法人事

釋字第539號解釋

依法院組織法及行政法院組織法有關之規定，各級法院所設之庭長，除由兼

任院長之法官兼任者外，餘由各該審級法官兼任。法院組織法第15條、第16

條等規定庭長監督各該庭（處）之事務，係指為審判之順利進行所必要之輔

助性司法行政事務而言。庭長於合議審判時雖得充任審判長，但無庭長或庭

長有事故時，以庭員中資深者充任之。充任審判長之法官與充當庭員之法官

共同組成合議庭時，審判長除指揮訴訟外，於審判權之行使，及對案件之評

決，其權限與庭員並無不同。審判長係合議審判時為統一指揮訴訟程序所設

之機制，與庭長職務之屬於行政性質者有別，足見庭長與審判長乃不同功能

之兩種職務。憲法第81條所保障之身分對象，應限於職司獨立審判之法官，

而不及於監督司法行政事務之庭長。

實例演練  
．改編99司特四等7

何為庭長、何為審判長？其職務功能及保障有何不同？試分別說明之。

題型分析

本題是審判長與庭長之傳統比較考題，須從各自的意義、職權，以及二

者之不同等論述作答。

答題大綱

1 庭長之意義與職務

1. 庭長之意義

2. 庭長之職權

7 相關考題：
1 法院行獨任制審判案件時，何人充當審判長？法院行合議制審判時，何人充當審判長？
刑事案件行合議制審判時，如何為評議之決定，請舉例說明之？(25分)【102身心四等】

2 試述庭長與審判長於功能上及保障上之區別。(25分)【98身心四等】
3 法院組織法第4條第1項規定：「合議審判，以庭長充審判長；無庭長或庭長有事故時，
以庭員中資深者充之，資同以年長者充之。」試述庭長與審判長於功能上及保障上之區
別。(25分)【94司特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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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審判長之意義與職務

1. 審判長之意義

2. 職權一其有雙重地位

3 庭長與審判長之不同

參考擬答

1 庭長之意義與職務

1. 庭長之意義：依法院組織法等相關組織法規定，各級法院所設之

庭長，除由兼任院長之法官兼任者外，餘由其他法官兼任，監督

各該庭事務（法組§15等規定參照）。因此，庭長之職務屬於司

法行政之性質，乃為使審判順利進行，依法監督各該法庭之常設

司法行政機關。

2. 庭長之職權：庭長因係法官兼職，對於個別股所承辦案件，仍有

基於承辦法官地位所應有之權限。若其在合議庭中擔任審判長

者，亦有審判長之職權。依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處務規程第20條、

高等法院及其分院處務規程第15條第1項規定，其職權內容有：

⑴ 本庭事務之監督；

⑵ 本庭評議簿之保管；

⑶ 本庭各項文稿之決行；

⑷ 配置本庭法官及其他職員之工作、操行、學識、能力之考核、

監督與獎懲之擬議；

⑸ 人民陳訴事件之調查及擬議；

⑹ 法律問題之研究：

⑺ 抽籤或電腦分案事務之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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