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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本（2006）年度的司法官訓練所出國考察計劃，緣起於預期我國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即將大幅變動。而現行隸屬行政院法務部之司法官

訓練所預料未來走向，亦會有大幅變革，司法官訓練所即將何去何從

充滿變數；而我國司法官未來派任方式亦有所變革，即朝向由檢察

官、律師、及法學教授等各種角色中遴選，非全由考試而來。因此，

司法官訓練所 林所長見微知著預作準備，故前往先進國家瑞士及奧

地利二國，考察其國家法官遴選及訓練方式，明瞭該如何產生及養成

法官、檢察官？此一考察計劃對我國未來司法官訓練制度及準備揚棄

訓練緊接考試而來之方向，有極大參考價值。 
基本上這項考察意義重大，可以預期的是，考察結果對未來台灣

司法制度會產生重大的影響。但話說回來，擬定計劃雖然不易，但是

否可行，則需更進一步則要接受檢驗。計劃擬定之後，才驚覺考察計

劃行程安排及參訪機關之規劃，其難度頗高。本計劃困難處亦非外人

所能體會。首先本次考察行程安排橫跨二國，尤其是橫跨歐洲心臟的

二個先進國家分別為瑞士及奧地利。最初遇到的問題就是，參訪行程

自何處（國）開始？拜會行程如何順利銜接？自奧地利轉進瑞士或自

瑞士轉進奧地利？交通工具的安排（搭機或搭火車？）奧地利及瑞士

有那些司法機構？機構位於城市？如何參訪連絡？主題為何？見到那

些層級的人？行政事務在在考驗著我們的能耐，坦白說，沒有前例可

循，更何況對瑞士與奧地利的司法界而言，台灣算是一個陌生的國

家，對台灣而言，瑞士與奧地利也是個陌生的國家，均無相互熟悉的

司法機構可以行程安排，因此本計畫行程安排已經到達一般專業旅行

社的水準。 
第二個面對的問題，則是語言。關於本次參訪，英文可能不是唯

一的選擇，眾所皆知的是奧地利是德語系國家，瑞士則是使用四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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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法語、德語、義大利語及方言。還好我國駐奧地利、瑞士代表處

在使用德語場合時挺力相助，使本次參訪行程當無法使用英語溝通

時，才能順利進行。在此特別感謝我國駐奧地利代表處的汪錫麟秘書

及駐瑞士代表處王代表的幫忙，對於這些外交部駐外同仁的熱誠相

助，我們致上最深忱的敬意！ 

此外，本所林所長特別指示在本次參訪前將本所平面簡介翻譯成

德文並付梓完成，面對這項新增加的任務，估計可以使用的時間，僅

剩一個月左右，因此所內同仁壓力大增。但最後終於在出發前如期完

成翻譯並付梓完成，這本德文版的司法官訓練所簡介在本次出國參訪

行程中果然發揮了無比大的影響力，讓奧地利及瑞士的司法界對台灣

的司法官訓練所及司法官訓練制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感謝留學

德國的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江嘉琪，百忙之中鼎力相助協助

翻譯！一切行程及準備底定之後，臨出發前仍懷著一顆忐忑不安的

心，不知這一趟參訪行程會遇到什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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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次出國成員名單 
姓 名 現 職 

林 輝 煌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 所長 

李 山 明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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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前準備 

一、選定考察及拜會機關： 

在前言中業已述及，本次參訪機關選定，雖然有著諸多困難，惟

幾經思量，我們乃選擇了以下幾個機關作為參訪的對象： 
（一）奧地利部分： 

1、 奧地利司法部 
（Austrian Ministry of Justice） 

2、 奧地利最高法院 
（Austrian Supreme Court ---in Vienne） 

3、 奧地利上訴法院－茵斯布魯克地區 
（Austrian Court of Appeal －in  Innsbruck） 

4、 奧地利地方法院－維也納地區（Austrian District 
Court--in Vienne）並拜訪院長森納女士。 

5、 奧地利行政法院 
（Austrian Administrative Court） 

6、 奧地利憲法法院 
（Austrian Constitutional Court） 

（二）瑞士部分 
1、瑞士檢察總長辦公室 
（Le Procuteur general de la Confederation） 
2、伯恩刑事法院 
（Tribunaux Swisses--Berne） 
3、瑞士刑事最高法院 
（Cour de Casation Penal） 
4、瑞士歐洲人權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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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 european des droits de l'homme） 
5、瑞士伯恩大學法律系 

這樣的行程規劃，考量到的是兼顧奧地利與瑞士的特

色，例如奧地利的行政法十分著名，我國有名的行政法學

者均留學自奧地利，因此規劃拜訪奧地利行政法院。而瑞

士各行政區有其自己的最高法院（實際上約等於高等法院

層級，而唯一真正的最高法院位於法語區的洛桑），故安

排瑞士的行程為具有地區代表性之一的伯恩地區最高法

院，與瑞士聯邦最高法院洛桑法院前往參訪。另外由於瑞

士檢察界與我國有密切的司法互助經驗，因此也規劃前往

瑞士最高法院檢察署拜會，但是否能與瑞士的檢察總長一

談，則在未定之數。 

二、瑞士的要求： 

我們在出發前五個月左右即將相關的訊息請瑞士代表處代為轉

達，一開始也並沒有把握。以瑞士檢察總長辦公室為例，隨即告知我

我們，問我們這一趟前往瑞士檢察總長辦公室拜會的目的及主題為

何，如果不能具體告知我們參訪的目的及主題，那麼可能無法安排。

另外很湊巧的瑞士洛桑最高法院也有此要求，要求我們盡早提出我們

的拜會主題與目的，以利受訪機關準備。因此，我們又得在出發前擬

妥參訪英文版的主題給瑞士檢察總長辦公室及瑞士洛桑最高法院參考

並準備，相關主題我們擬定如下： 
 
1. 訪問瑞士檢察總長辦公室主題大略 

● 瑞士總檢察長辦公室的組織架構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Prosecutor-General office) 

● 瑞士總檢察長辦公室人力配置 
(The disposition of manpower in the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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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長遴任過程、資格 
(The qualification of a Prosecutor-General & the appointed 
process of Prosecutor-General) 

● 對各級檢察官的指揮監督內容，有無檢察一體原則適用問題 
(The supervision of a Prosecutor - General over prosecutors 
apply to an organic integral) 

● 與政治人物之關係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secutors and the politicians ) 

● 與法院之互動 
(The interact between the prosecutor and the judge) 

● 辦公室預算與經費之分配、核銷 
(The allocation of office budget items and the audit of office 
expense) 

● 與歐盟司法制度接軌情形 
(The coordination with the judicial system of European Union) 

● 最新檢察界動向 
(The current moving direction of prosecutor division) 

● 新任檢察官派任、訓練程序與在職檢察官進修、升遷管道 
(The dispatch, training, promoted procedure of tyro prosecutors 
and on-the-job prosecutors) 

 
2. 伯恩刑事法院 

● 了解基本及獨特刑事制度 
(Comprehend the basis and the distinction of a criminal judicial 
system) 

● 刑事法官派任程序 
(The dispatch procedure of a criminal judge) 

● 刑事法官訓練課程 
(The training program of a criminal judge) 

● 案件類型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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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types and management） 
● 實際開庭情形 

(The situation of a court which is on session) 
● 法官員額編制與案件數量 

(The allocation of specified number of judges and the proximal 
case loaded per judge) 

● 案件審理期限 
(The expected duration of trying cases) 

● 司法倫理 
(The Judicial ethics) 

● 與歐盟制度統合問題 
(The difficulties about unification of judicial system with Euro-
pean Union) 

● 法院建築與法庭設計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urthouse and the design of a courtroom) 

● 法院硬體設備參訪 
(Visiting facilities and installations of a courtroom) 

● 開庭語言使用問題 
(The difficulties about choosing languages used in a courtroom) 

 
3. 瑞士洛桑最高法院 

● 最高法院職掌、組織架構 
(The duties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the supreme court) 

● 預算編列過程與監督 
(The procedure of budget presentation) 

● 最高法院法官人數與案件量 
(The numbers of judges and cases per year in the supreme 
court) 

● 案件型態與審理期間 
(Case types and proximal duration of case t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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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法官與憲法解釋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 

● 最高法院開庭審理情形 
(The situation of trial in the supreme court during a session) 

● 與歐盟司法制度統合問題 
(The difficulties about unification of judicial system with Euro-
pean Union) 

● 司法倫理與司法獨立問題 
(Judicial ethics and independence) 

● 法官身分保障問題 
(The problems about ensuring judge capacities) 

● 法院建築與法庭參觀 
(Visiting courtrooms) 

● 法官進修或訓練管道 
(Advanced studies and training channel of judges) 

 
4. 瑞士駐歐洲人權法院代表處（此參訪機構後來未成行，因為得知該

代表處在伯恩僅有派駐一名代表且不定時上班，故取消參訪） 
● 歐洲人權法院的受理標準 

(The standards of hearing cases in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 

● 人權法院組織及法官組成 
(The frameworks of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 

● 法院審理案件時程 
(The proximal period of hearing a case) 

● 人權法院與歐洲人權議會及組織之互動關係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Parlia-
ment and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 

● 人權法院之經費來源與核銷 
(The budget sources and audit of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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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 案件管理 

(Case Management) 
● 審理中之重大歐盟人權案件分析 

(Analyzing significant EU cases on human rights which still are 
hearing) 

● 與台灣之互動關係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Sw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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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行程表 

一、奧地利行程表 

2006/6/11    星期日(台北時間) 

PM19：15 啟程赴奧地利──長榮班機 Eva Airline 

2006/6/12    星期一 

PM05：25 抵達維也納 

2006/6/15    星期四 

AM11：30 
 

PM16：32 

離開維也納 

 

抵達茵斯布魯克 

2006/6/17    星期六 

AM12：39 
 

PM16：20 

離開茵斯布魯克 

 

抵達蘇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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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奧地利行程表 

2006/6/18    星期日 

PM16：00 

 

PM16：58 

離開蘇黎士 

 

抵達伯恩 

2006/6/19    星期一 

PM12：34 

 

PM16：00 

前往洛桑 

 

回到伯恩 

2006/6/21    星期三 

PM16：30 抵達蘇黎士 

2006/6/22    星期四 

AM07：20 
 

PM11：20 

前往巴黎 

 

離開巴黎→台北 

2006/6/23    星期五 

AM06：25 抵達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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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官訓練所林所長奧地利、瑞士參訪行程表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6月 11日 
 
PM 
19:15 
由 Taipei
出發 

12 
 

AM 0525
抵達

Vienne 

13 
 

AM 9:10
離閞飯店 

 

14 
 

AM9:30 
拜會高檢

署檢察長

Dr.Pleischl 

15 
 
奧地利國

定假日放

假一天 

16 17 

  AM 9:30 
拜會維也

納商業法

院院長

Dr.Geissier

AM 10:30
拜會最高

法院院長

Dr..Rzesut

AM11:30 
出發前往

茵斯布魯

克 

 12:39 
離開【茵

城】前往

瑞士蘇黎

世 
  AM11:00 

拜會奧地

利司法部

負責司法

官訓練之

檢察長

Dr.K.Kren

AM12:00
和最高院

院長與維

也納地方

法院院長

Dr.Psenner
午宴 

 14:30 
拜會茵 
斯布魯 
克高等 
法院院 
長 

 

  14:00拜會
奧地利行

政法院 

14:00拜會
維也納地

方法院院

長

Dr.Psenner

PM16:32 
抵達茵斯

布魯克 

 16:20 
抵達蘇黎

世【住一

夜】 

  15:30拜會
憲法法副

院長 

19:00 
駐奧地利

黃代表晚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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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6月 18日 
 

19 
 

 

20 
 

AM10:30
拜會瑞士檢

察總長 
Dr.valentin
Roschacher

21 
 

AM11:00 
拜會伯恩大學 
法律系，與

Dr.Kal-Gudwig
Kunz、DrGunter

Heine 座談 

22 
 
AM7:20 
蘇黎士出

發 
AM08:45
巴黎轉機

 

23 
 

AM6:25 
抵達台北 

 

 PM12:34 
前往洛桑

PM13:40
抵達洛桑 

  AM11:20
巴黎回台

北 

  

 PM15:00 
拜訪洛桑

最高法院

院長副院

長 
Dr.Bernard 
Corboz 

AM12:00 
瑞士檢察總

長及駐瑞士

王代表午宴

AM12:00和瑞 
士王代表及伯 
恩大學教授 
Dr.Kal-Gudwig 
Kunz、DrGunter
Heine 午宴 

   

PM16:00 
由蘇黎士

出發往伯

恩 

 15:00拜會
伯恩區最高

法院院長 
Mr.Cavin 

AM16:30 
回到蘇黎士 

   

PM16:58 
抵達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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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奧地利司法制度簡介 

一、奧利地共和國簡介 

其包括了九個聯邦省分：維也納省(Vienna)、下奧地利省(Lower 
Austria)、上奧地利省(Upper Austria)、薩爾斯堡(SalZburg)、弟洛依

(Tyrol) 、莫哈堡 (Vorarlberg) 、加利西亞 (Carinthia) 、史弟利亞

(Styria)、和伯根蘭(Burgenland)等九省份。奧地利是一民主共和國，

土地面積有 83,358.3KM，至 2005 年止人口有 8 百萬 2 千 2 百萬人。 

二、奧地利司法制度簡介 

司法是奧地利三權分立中的一權，奧地利聯邦憲法賦予聯邦司法

獨佔權，因此聯邦各省分因此不允許自行設置任何法院。司法系統獨

立於任何行政系統之外，包括了普通法院、檢察部門、和各監獄、及

緩刑機構。法院屬於國家機關以正式程序來決定民事案件與刑事案

件，法院之組織由法律規定，而法官係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能任意調

動或去職。奧地利憲法第 83 條 2 項規定人民有接受審判的權利，而

法院的合議庭事務分配早在一年前就預作規劃以確保不受第三者的影

響。除了專業法官的判決外，奧地利憲法也准許人民參與司法，在刑

事案件中最輕本刑五年以上、無期徒刑、和最輕本刑十年以上之罪、

違反國家社會活動法的攻擊案件，應有陪審團參與。在民事案件中關

於勞工、社會法、和商業糾紛案件均需由專業法官與陪審團共同決

定。 
 
奧地利普通法院共分四級，至 2005 年 1 月 1 日止，有 140 個地

方法院（District Court）、20 個地區法院（Regional Courts）、4 個

上訴法院（Appeal Court）和 1 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全

國僅有 16 個地區檢察官辦公室，4 個高等法院檢察署和一個檢察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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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室。另外有 28 座監獄。 
地方法院（類似台灣的簡易庭）民事案件審理 1 萬歐元以下和一

些特定的案件如家事、租金爭議案件等等。刑事案件部分則僅負審理

刑度在一年以下的案件（如過失傷害及竊盜）。 
第一審法院係地區法院（Regional Courts），負責上述專屬於地

方法院以外的案件，此外，對於地方法院的而言，地區法院也係其上

訴審。 
第二審的上訴法院，有 4 個，分別位於維也納（Vienna）、格拉

茲（Graz）、林茲（Linz）、茵斯布魯克（Innsbruck）等等。二審法

院負責了一審的上訴案件，但同時二審法院的院長同時也其轄區內所

有一審法院的司法行政首長。司法行政上的上級係直屬於奧地利聯邦

司法部。 
奧地利最高法院位於維也納，和憲法法院和行政法院係奧地利最

高階的法院，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救濟管道。統一法令的適用是最高法

院的任務，雖然下級法院依據法律審判，但同時也受這些最高階法院

的判例指引著。上訴通常係向上一審級提起，但關於地區法院審理有

陪審的第一審案件，其上訴係向最高法院為，但若上訴僅係關於刑度

的問題時，則仍由高院審理之。 
奧地利檢察官辦公室（檢察署）亦稱為「控訴代表」（Indictment 

agencies）。檢察署係屬行政機關，有上命下從的階級結構，並且服

從高檢署的指令並直接聽令於法務部。但上級下指令時係有明確的法

令規範的，高檢署或法務部下達指令予地檢署首長時須以書面型式為

之並要附上理由。對此法務部長有對國會說明之義務，依此程序下達

之命令，下級有遵從之義務，但如果下級個別檢察官對此一命令認有

違反法律之虞時，可以要求上級首長以書面下達指令，甚至可以要求

免除執行有問題的指令。 
每一地區法院均配置有檢察官辦公室，同時地方法院的檢察官也

可在地區法院出庭，但通常地方法院檢察官僅在地方法院出庭。地方

法院檢察官配有一些專家，這些專家不需大學程度。僅有高檢署檢察

官可以在以上 4 個高等法院出庭，同時高檢署也負責督導轄區內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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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署督導。高檢署直接受法務部督導。檢察總長辦公室直接搭配最高

法院，檢察總長辦公室直接對法務部長負責，而且沒有任何權限直接

下達指令予各級檢察官和高檢署檢察官。檢察總長辦公室不負責控

訴，但全力支持最高法院，工作內容是對無可能上訴的案件使之「遵

從法律而無效」，故其功能在審核上訴案件成立與否，以維持法律的

一致性。公法法院指憲法與行政法院，係奧地利特殊的法院系統，不

屬於法務部系統，這二個法院均位於維也納並且管轄全奧地利，亦僅

負責公法案件。 
奧地利法務部部長是聯邦政府最高行政成員之一，負責政策管

理、協調、和司法系統的最高監督機構。法務工作內容有立法準備、

確保司法獨立、國際合作等等。 
關於法律訓練，奧地利公民若要從事法律職業，首先要在任何一

所奧地利大學研讀法律（有幾所大學有法律系，維也納、格拉茲、林

茲、薩爾斯堡、和茵斯布魯克）。之後要有 9 個月的法院訓練，但對

於要從事個人法律職業者則是有不同的法律專業訓練。 
高中畢業考（Matura）若有拉丁文能力證明者即可符合大學法律

系的入學需要。法律系課程包含有學位課程和博士課程，學位課程是

想從事法律課程者的必修。但法律博士課程卻非法律職業者所必修。

但如果取得法律博士學位者，從事律師與公證人的受訓期間會比較

短。在法律學位課程結束後會授予碩士學位（ Magistra der 
Rechtswissenschaften），有碩士學位方可開始法律博士學位課程。

博士課程也是法律學術領域的開始。課程結束後會授予博士學位

（Doktor der Rechtswissenchaften）。 
奧地利現在有 1700 位法官，其中有 62 位是行政法院法官。非職

業法官不需要任何法律訓練並且基於自願。職業法官和聯邦政府間係

公法僱用關係，依奧地利憲法及法官服務法，奧地利的法官沒有任

期，但在 65 歲退休。依奧地利憲法第 87、88 條，法官獨立審判，包

括在案件上不受任何指示的獨立和在職務上不接受任何調動的獨立。

想要擔任法官者，首先要先申請為法官候選人（candidate judges），

法官職位的出缺係由上訴法院的院長公告，法官候選人係由司法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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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任命，而司法部長之任命法官係聽從上訴法院長的建議名單發布，

擔任法官候選人的先決條件有：有大學學歷、奧地利國籍、身心正常

適合法官工作、九個月的法院實習，這些條件缺一不可。在決定過程

中法院法官們、負責法律學位課程的所長的意見都會被徵詢。自 1986
年起法官任命過程中又加入了筆試和由心理學家所獨立測試的心理測

驗。這二點也是必須條件。 
通過了法官候選人這一關（相對於台灣稱之為－候補法官，以下

容以候補法官稱之），這一段候補期間通常要持續 4 年，這 4 年期間

包含了前 9 個月，因此實際上候補期間僅有 3 年 3 個月，這期間的法

院限於地方法院和第一審地區法院，和其檢察署，另外還有在監獄、

律師事務所、金融檢察官辦事處實習。在這段期間結束前有司法官考

試（Judge’s Examination）。通過了這一段考試之後，一旦法官職位

有出缺時候補法官可以申請等待遞補為正式法官。在這段等待任命期

間，有申請之候補法官可以依合議庭的提議暫時擔任法官一段期間。

正式法官任命權由奧地利總統為之，由他來代表司法部長發布。 
 
至於檢察官，奧地利現在共有 210 名檢察官，但很有趣的是奧地

利的檢察總長辦公室並無權限下達指令給高檢署或各地檢署，如前所

述，這下達指令的權限屬於奧地利司法部。在奧地利，只有現任法官

或曾任法官者才有資格任命為檢察官，和擔任法官一樣也有公告讓現

任法官們申請轉任，但這個轉任公告僅對法官們為之，奧地利司法部

任命檢察官係依據部裏的委員會建議名單，但實際上被任命的檢察官

係以部長名義任命。 
檢察官和奧地利政府間為公法關係，同時在法庭中代表著公益出

庭，在司法過程中是個獨立個體。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檢察官正式為

當事人之一並提出控訴，但卻必須以公正無私的態度考量各方當事人

利益。在奧地利，訴訟期間根據統計平均為 6 月以下者佔有 44％、6
至 9 年者有 20％、9 月至 1 年者有 12％、1 至 2 年者有 18％、2 至 3
年者有 4％、超過 3 年者僅有 2％。以上大概是我們對奧地利司法制

度的一個了解，接著我們乃出發前往奧地利維也納進行實際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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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相關司法機關訪問記實 

一、奧地利行程 
（2006/06/12－15） 

（一）維也納市區自由行 
6/12  星期一 

司法官訓練所林所長與隨行檢察官李山明二人，於 2006/06/12 日

上午抵達奧地利維也納機場，這時包含曼谷轉機行程在內將近有二十

鐘頭，一出機場駐奧地利代表處的汪錫麟秘書開車前來載往市區內

Bauernmarkt 22 號的旅館 Hotel Schweizerhof，之後汪秘書約好明日

和我們一起開始相關行程後即行離去。第一天有時差問題因此並沒有

安排任何行程，所以有一天的時間在維也納稍作市區參觀。維也納是

音樂之都，今年又是莫札特誕生 250 週年，整個維也納市內充滿了莫

札特的紀念品與紀念節目。第一天的行程就在市區觀光並調整時差中

度過。 

（二）維也納忙碌的拜訪行程 
06/13 
AM9:30 

拜訪奧地利商業法院（Commercial Court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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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早上 9:30 分前往位於維也納 Marxergasse la 的商業法院

拜會，維也納是奧地利的商業中心，百分之 40 的經濟活動集中在維也

納地區，商業活動熱絡。我們來到維也納商業法院，法院十分現代

化，法院位於市中心的商業大樓（Wien Mitte－ Im City Tower 
Vienna）之中，樓高數十層，法院位於第二十四層，整個維也納市區

美景盡收眼前。 
奧地利維也納的商業法院為商業高等法院（HG wien High Court 

for Commercial Law Vienna）位階為奧地利的高法院之一。另外為

（BGHS Wien District Court for Commercial Law Vienna）位階則為

地方法院。 
維也納高等商業法院共計有 39 個法官、91 位職員，其中包含 20

位從事公司登記員。維也納商業地區法院則有 13 位法官、25 位員

工。維也納高等商業法院在 2005 年一年有接近 5000 年案件，而上訴

案件則有 600 件。維也納地區法院一年（2005）受理案件則有 35000
件。 

我們訪問商業高等法院，院長 Hofrat Dr.Rainer Geiszler 親自在

院長室接待林所長。維也納高等商業法院負責案件類型為： 
□ 商業與公司訴訟案件如保險、銀行、建築公司運輸公司等訴

訟。 
□ 貿易保護案件（不公平競爭、商標、設計與著作權爭議） 
□ 損害商業名譽 
□ 專利案件──全奧地利專利權主張事件 
□ 破產案件 
□ 公司登記事件 
□ 對維也納地區商業法院的上訴案件，維也納地區商業法院受理

的案件係以不超過１萬歐元為限，目前維也納最高的案件類型

即是假日後的「mishap」－意即放假日後的商業糾紛。 

林所長並以幾個問題請教 Dr.Rainer Geiszler 院長，以下即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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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的談話內容： 
 林所長： 這是我第一次到奧地利訪問，而商業法院也是我

第一個訪問的地方。 
Dr.Rainer Geiszler： 歡迎你們前來訪問，只有維也納有商事法院，其

他的省則事由普通法院來審理。如您所知，奧地

利的法院有四級，奧地利 40％登記有案的商人

集中登記在維也納，商業法院設在此是很值得

的，法院有許多不同的工作項目，如商業爭訟、

破產、公司登記等等，另外有專利權爭訟及歐洲

商標法的案件。因為奧地利是小國家，故有關專

利爭執也不過 40－50 件而已，集中審理比較方

便。維也納地區商業法院負責者僅限於一萬歐元

以下的案件。高等法院很倚重電腦，法院重視個

人資料處理及公司登記，法院內有區域網路，所

以很進步。那不知所長您有沒有什麼指教？ 
 林所長： 我有幾個問題請教，首先是商業法院的法官其資

格為何？有沒有任何特殊資格？ 
Dr.Rainer Geiszler： 任何一個法官資格即可，沒有特殊要求，有興趣

者經過一定程序者即可申請，我們法官教育經過

多年養成，通過國家考試，之後法官要提出工作

申請，法院會有人事委員會作評比，之後司法部

任命，院長由總統任命，只要有興趣即可申請。 
 林所長： 我知道僅有維也納有商業法院，但是否有特殊的

法律依據來成立維也納商業法院呢？ 
Dr.Rainer Geiszler： 是有這個法律，可追溯到 150 年前奧地利皇帝在

位的時候！ 
 林所長： 那表示這個法院的歷史有 150 年了？ 
Dr.Rainer Geiszler： 是的，但不是指這個建築物，法院是在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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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搬到現址的。當然是非常現代化功能的！ 
 林所長： 是否刑事與商事案件均由同一法官來辦理？ 
Dr.Rainer Geiszler： 這裏沒有刑事案件，僅有商業案件。 
 林所長： 關於商事案件，其處理的程序，其程序法和一般

案件有什麼不同？ 
Dr.Rainer Geiszler： 我們是依照民事訴訟法來進行。 
 林所長： 商業法院是否有專屬管轄權呢？其他民事法院是

否也可以受理同樣案件？ 
Dr.Rainer Geiszler： 對的，其他法院都不能管！ 
 林所長： 商業法院看起來有二審級，那我們現在訪問的法

院審級為何？ 
Dr.Rainer Geiszler： 商業法院指的就是商業高等法院！一萬歐元以上

的才到我們這裏！ 
 林所長： 那不服商業法院的上訴案件，由何審級法院審

理？ 
Dr.Rainer Geiszler： 上訴到高等法院，若有牽涉到刑事案件時才有可

能上訴到最高法院。 
 林所長： 是否奧地利僅有商事法院才有電腦配備？ 
Dr.Rainer Geiszler： 原則上都有，但商業法院的電腦設備比較好一

點！ 
 林所長： 法庭上是否均使用電腦？有無遠距訊問設備？ 
Dr.Rainer Geiszler： 沒有，但刑事法庭才有可能！商業法庭內有數位

錄音機。只有在各州首府的法庭才有使用遠距審

判設備！ 
 林所長： 台灣下半年會成立智慧財產權法院，該法院定位

在第二審，該院包括全部民事、刑事訴訟！ 
Dr.Rainer Geiszler： 謝謝您的資訊，我們法院也管智慧財產案件！ 
 林所長： 為何奧地利法院也管商業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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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Rainer Geiszler： 這我可能無法解釋，可能是歷史因素，我知道瑞

士也是這樣子的！曾經有人想考慮作調整由商會

來作，但計劃被否決了！如果各位有空的話我可

以讓您看看商業登記的作法！ 
結束了訪問行程後，在離開之前 Dr.Rainer Geiszler 還帶領我們

自其美麗的辦公室遠眺整個維也納市區。之後院長又帶領我們前往參

觀奧地利的特殊商業登記設施。 

AM11:00 
奧地利法務部拜會負責司法官訓練業務之檢察長 
Dr.Constanze Kren 

離開維也納商業法院之後就前往奧地利司法部，與負責奧地利司

法官訓練制度與本項業務的檢察長 Dr.K Kren 見面。如前所述，奧地

利的法官職前訓練，候補法官依聯邦司法服務法規定，要輪流在司法

部及檢察部門歷練，以獲得有關各部門經驗，同時也要參加一些學術

活動。訓練課程內容包含有犯罪學、修辭學、溝通學、談話技巧、調

查方法、社會學、鑑識醫學、心理學、精神醫學、資料處理、文化、

科技、經濟與商業行政等。 
人權教育是這些強制課程的重點。訓練課程基本上有 4 年之久！

而最後會有一個考試測驗。訓練計劃由司法部擬定，而由 4 個上訴法

院的院長來負責執行訓練。另一方面，關於奧地利法官的在職訓練亦

由司法部負責計劃，然後由 4 個上訴法院院長代表司法部負責執行，

奧地利沒有固定的訓練所來訓練法官，若計劃在中部地區舉行就由法

務部負責，其他則分由 4 個上訴法院負責。在職訓練課程都會有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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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給法官們填寫，以明瞭法官們的意願與看法如何，為了促進法官在

職教育，高等法院內有專門的訓練部門負責規劃，而奧地利法官協會

亦有相關單位相互對應規劃。在職訓練課程由每年度 9 月至次年 8
月，而在每年 2 月前各單位要向司法部提出下年度的訓練劃交由司法

部的「在職訓練委員會」評估其內容、預算分配、確實需求等等。若

可行，司法部會在 6 月底之前將整年度的訓練手冊送到各位法官和檢

察官手上！同時也會公布在法務部的網站上！ 
法務部的「在職訓練委員會」迄今己成立 10 年，有 10 位顧問提

供意見給部長，顧問包括了上訴法院、檢察官、和各司法職業團體的

代表們。而訓練是通常是在職法官與檢察官們，有時也會有專家被請

來上課。這些專家和訓練者，通常也有一些課程或研討會來提升教學

效果。這些在職訓練每年大約有 200 場會議、研討會、總計天數達到

350 天。地點通常在各法院，只有一小部分在飯店舉行，而訓練費用

包含講師鐘點費、住宿費、膳食等由司法部支付。奧地利 1700 名法

官、200 名檢察官年度訓練日數總計可達 9500 天左右每年。表示每

年每人有分配到 4-5 天的訓練。提供給法官和檢察官的受訓名額均

等，估計 70％的司法官都有參加訓練。基本上受訓並不具有強制性，

但奧地利的法官服務法有要求法官們承諾不可逃避在職訓練以精進其

專業。 
我們到達了司法部，拜會了 Dr.Constanze Kren 她是司法部法官

訓練部門的負責人，她首先歡迎我們，以下便是林所長和她的會談大

概： 
 林所長： 感謝 Dr.Constanze Kren 在百忙之中接待我們，

我在 7 年前擔任司法官訓練所長，開始教育訓

練工作，我很想瞭解奧地利法官、檢察官的職前

教育如何作法？ 
Dr.Constanze Kren： 首先要在大學讀法律，之後通過考試才可以成為

法官或檢察官，之前在法院訓練期間現在為 9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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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受訓過程中會在各法院從事不同的訓練。 
 林所長： 法官考試是由誰主辦？ 
Dr.Constanze Kren： 基本上是由奧地利的 4 個高等法院分別考試。 
 林所長： 那考那些科目？ 
Dr.Constanze Kren： 是有關法官職務的法律！如民法、刑法等等，各

個法院不同。 
 林所長： 一年有多少人參加這個考試？ 
Dr.Constanze Kren： 參加人數不太確定，但錄取人數全奧地利大概有

100 人。在格拉茲地區，每 3 個月考 1 次，有

80 個競爭者，有百分之 10 會被錄取，近幾年參

加法官考試的人越來越多。受訓期間基本上長達

3 年多，6 個月在檢察署、3 個月在司法部、最

高法院也有實習機會等。我們在維也納近郊「史

非西亞」及奧地利西部各有一個訓練機構，不全

然是訓練司法人員，機構屬於司法部，而分二個

地區的原因是為了減輕交通往來，機構管理是由

各個高等法院負責。 
 林所長： 學生在上述二個機構上課的時間有多久？ 
Dr.Constanze Kren： 不是這樣，這機構不定期舉辦課程讓學生們來上

課，另外課程結束後仍會有考試，但現在法官職

位有限，現通過考試的人仍要等待，我們稱呼他

們為「通過考試的準法官」。但並不是 Judge 
candidate 在這種情形，司法部很歡迎這些人到

法務部，法務部現在很多這種等待工作的法官，

我的部門很多同仁都是司法人員，素質很高。 
 那成為法官之後仍有法官在職訓練，在職訓練課

程均具有前瞻性課程，我們有出一年計劃課程手

冊，可以簡單了解課程設計，在手冊中亦有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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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課程，包括衝突解決、審問性騷擾者、電腦課

程、外語受訓等，若您有需要的話我可以把手冊

給您。 
 林所長： 法官在職訓練是強制或自願？ 
Dr.Constanze Kren： 基本上不是義務，但我們法律有規定，有一些課

程是法官所必須，而且法官也認知是應該受的課

程。 
 林所長： 台灣也是這樣，因為我們認為法官是獨立的，不

應該被強制上課。 
Dr.Constanze Kren： 我們會把手冊給法官，由他們自由決定要不要

上。如果我們要讓法官自己選題目來上的話，變

成會有一些課程沒有人上。所以這個問題，也是

我這個部門的挑戰，我這個部門就要行銷這個課

程，是不是台灣也是這樣子？ 
 林所長： 於我心有戚戚焉！台灣的方法是這樣的，熱門的

是以報名先者為優先，冷門者則以停止分案為誘

因，所以大概會開得成課！ 
Dr.Constanze Kren： 不用分案，如何作？（不解） 
 林所長： 比如一天法院受理若干件，假如受訓，案件就由

其他法官去輪分。 
Dr.Constanze Kren： 對這種方法我蠻訝異的，我們認為法官是獨立

的，而行政系統每年分給你的工作量是固定，這

種作法我們是比較無法想像！ 
 林所長： 我們法官也是獨立的，這也是他們每個法院法官

會議自己決定的，不是我們所裏決定的！故我們

會限定各法院名額以免影響各法院的工作！ 
Dr.Constanze Kren： 這我們也會有限定名額。我們在受訓期間會使法

官工作量大增，故如果法官要受訓最多僅能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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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 5 天為上限。我們大部分課程會在 2-3 天

內結束。若有緊急的事也會有代理人。事實上我

們奧地利會有一個委員會來決定訓練課程。 
 林所長： 我看到的資訊，為什麼在奧地利，如果要擔任檢

察官的話，為什麼要先有法官經歷呢？ 
Dr.Constanze Kren： 這是正確的，因為基本上受訓是相同，但我們認

為法官經驗對於檢察官是有幫助的，檢察官要更

有經驗。 
 林所長： 在台灣的邏輯跟這個相反！ 
Dr.Constanze Kren： 相反，什麼意思？ 
 林所長： 在台灣目前是沒有分，但到 2007 年，之後要先

擔任檢察官之後才可以擔任法官，因為認為法官

要更有經驗！ 
Dr.Constanze Kren： 那你們也是正確的！ 
 林所長： 其實台灣 30 年前的制度和奧地利、德國的制度

非常像，但 15 前開始受美國影響才慢慢轉變，

尤其以前台灣的法務部和現在奧地利的司法部非

常像！在 1980 前台灣的高等法院係由法務部管

轄。 
Dr.Constanze Kren： 我的部門雖然負責課程規劃，但各個高院也有參

與課程設計，所以我也要去協調，因為我們不想

讓人家覺得是司法部全部決定，但到時財政上可

不可行則是由我們決定！如果有 3 天課程有 20
個法官來參加，那麼總天數則是 60 天，10 年前

有一個委員會成立十週年慶的一個報導，我可以

提供給您參考（德文版）！ 
 林所長： 奧地利司法部和檢察官間的關係如何？奧地利的

檢察官好像沒有獨立性，法務部部長可否下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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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起訴一個案子？ 
Dr.Constanze Kren： 原則上奧地利的檢察官是不獨立的，部長可以直

接下指令的，但我們部裏有一個部門在作下指令

的研究，當檢察官要起訴一個人時與長官意見不

同時，檢察官要把意見送給司法部來決定要採取

那一個人的作法，通常這是涉及到名人或敏感性

的案件時，在我們的法律規定，檢察官在起訴一

個人時也要考量無罪可能性，不能僅有考量有

罪。我們近年來有新刑事訴訟法授予檢察官更獨

立的職權，意思就是在舊法時間，檢察官要將調

查結果告知調查法官，但現在不用了，僅告知其

上級即可！但調查法官仍然存在的！制度改變是

加重了檢察官的職責。 
 林所長： 如果檢察官不聽法務部的指令起訴或不起訴時，

結果如何？ 
Dr.Constanze Kren： 我們沒有這種情形，法務部決定的，檢察官就要

照辦，因為我們奧地利法務部也不可能下違法的

指令！ 
我們就在愉快的對談中結束了司法部的拜訪行程，往下一個機構

參訪了！ 

PM14:00 
奧地利維也納行政法院訪問 

奧地利行政法院位於維也納市中心，機關位置與憲法法院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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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為奧地利古皇宮建築，我們到達時由一位行政法院的

Hon.prof.Dr.Birgit Langer 法官接待。 
Dr.Birgit Langer： 因為時間有限，可否容我直接回答你們的問題？ 

 林所長： 我有幾個問題請教，因台灣也有相類似的法院，但

台灣行政法院有分級，但我不知道奧地利的行政法

院有沒有分級？ 
Dr.Birgit Langer： 我們的行政法院專門負責檢查立法方面的問題，與

憲法法院有些重疊，但我們是處理普通法律損害人

民權益的問題，而憲法法院是處理人民基本權受損

的問題。我們沒有其他層級的行政法院了。 
 林所長： 那請問人民權益遭受行政機關受損害時，如何向行

政法院請求呢？ 
Dr.Birgit Langer： 原則上係人民向行政機關申訴，再由行政機關轉到

我們這裏來處理，我們要在 6 個星期內處理完畢，

如果沒有辦法處理完畢時，我們再送往其他機關，

如果案件受理時，我們並沒有更改原處分之權限，

我們只認定其有無合法與否？ 
 林所長： 能否實際以例子說明呢？ 

Dr.Birgit Langer： 案子進來後先處理之後送到 5 個委員會，這 5 委員

會共有 21 位委員，視案子性質，再由院長與委員

討論，另外行政法院有 63 位行政法院法官，而這

21 位委員也是法官，所有案子先由委員會中之一個

委員處理。基本上對行政機關訴願，不服時才可向

行政法院訴訟。 
 林所長： 行政法院開庭面對當事人與否？ 

Dr.Birgit Langer： 我們不開庭，人民要書狀上載明各種理由。另外我

們另有「監察人」制度，在 1970 年開始，是介於

人民與機關之間，從事的是協調工作。如果人民對

於公務員的不力，可以由監察人來申訴，而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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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向國會報告。 
 林所長： 那行政法院法官的資格如何？ 

Dr.Birgit Langer： 至少要是 10 年法律背景的人，至少是民刑事背景

的法官，少部分是有公務員背景的，但最後是由行

政法院全體法官大會來決定誰可以擔任行政法院法

官，而如果有一行政法院法官出缺，全體法官大會

會建議 3 人，之後由聯邦政府之內閣會議決定，政

府僅能從中選一。法官年資同時也是到 65 歲退

休，和民刑事法官一樣。 
 林所長： 行政法院院長有沒有任期？ 

Dr.Birgit Langer： 沒有任期，完全是由任命者決定。 
 林所長： 行政法院機關人員、預算如何編制，經費如何來？ 

Dr.Birgit Langer： 行政法院的院長相當於部長，經費來源是自行編

製，但這牽涉到首長的影響力，同不同意仍在財政

部，而 63 位法官並不是法律固定數目，我們憲法

規定需要多少可以增加，這是目前數目，我們編預

算，也需要國會同意，所以說是政治但也可以說不

是政治。 
 林所長： 那我想再請教，剛才說行政法院有 63 位法官，而

其中有 21 位委員，這 5 個委員會是否所有的法官

均需參加。 
Dr.Birgit Langer： 這 63 位法官均需加一或二個委員會，而法官作決

定是要將案子送交委員會討論的。 
 林所長： 行政法院建築有多少年的歷史？ 

Dr.Birgit Langer： 行政法院成立於 1876 年，當時還是奧匈帝國時

期，只是那是候不叫行政法院，係其前身，其發展

和國會產生有關係，在那時行政法院也可以監督國

王的作為。 
 林所長： 接下來我想問，行政法院有 5 個部門委員會，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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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Dr.Birgit Langer： 那我再說明一下，基本上這委員會並沒有特別的分

工，其中有幾名委員，應該是相當於「法庭」的概

念。 
 林所長： 人民的訴訟案件，勝訴率有多高呢？ 

Dr.Birgit Langer： 這要視什麼案件而定，以去年為例，去年有 6350
件人民訴訟案，有 3 分之 1 的人民勝訴，大概有

2000 件人民勝訴。 
 林所長： 這樣看起來勝訴率蠻高的！ 

Dr.Birgit Langer： 有可能是因為行政法院沒有一二審的因素，另一方

面是如果行政機關素質較高的話，那也就敗訴較

高。 
 林所長： 如果敗訴的人民，可否再向憲法法院上訴？ 

Dr.Birgit Langer： 不行！但可以到歐洲法院去上訴，在法國的史特拉

斯堡提起上訴！ 
 

正在談得盡興時，忽然憲法法院（就在同一棟建築另一側）那邊

派人來催促我們前往憲法法院，因為副院長 Dr.Birgitte Bierlien 派人來

迎接，副院長已等很久了。 
奧地利憲法法院位於維也納市中心，建築物前身係波希米亞法

庭，巴洛克式建築係由建築師 Fischer Von Erlach 設計於 1714 年完

工。40 年後建物大幅擴大，建物內同時有行政法院，在另一側，我們

剛拜訪過的單位。憲法法院入口處的四尊雕像象徵著正義、中庸、勇

敢、和智慧，這條入口處通道也被稱之為「獅子階道」，這條通往憲

法法院的階梯入口處躺臥著二著雄獅，與憲法法院大廳「藍色沙龍」

齊名。許多憲法法院的判決都是在「藍色沙龍」（Blue Saloon）內作

成的！藍色沙龍內有著大而圓型的會議桌以供合議之用。 
憲法法院現在有 14 位大法官，其中有 2 位兼任憲法法院長及副

院長，院長 Karl Korinek 係薩爾斯堡的名譽教授，而副院長係維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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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博士，同時也是前任的奧地利檢察總長，自 2003 年 1 月１日

起任期迄今。除了 14 位大法官之外，憲法法院仍有 6 位替補法官，

共同協助這 14 位大法官。大法官係由奧地利總統任命，但提名可以由

政府、國會（National Council）、或聯邦會議（Federal Council），

雖然任命是政治決定，但大法官係獨立審理不依政治考量，所有大法

官均需有法律背景，而且要有相當的法律專業經驗，大法官來自不同

的領域（法官、大學教授、公務員、律師）及不同的聯邦及不同的政

治團體，但如果大法官是來自公務員就必需辭去其原來之工作及薪

津，但如果是公務員以外者，如律師、法官、大學教授等，就可以繼

續兼任其原來之工作。大法官為終身職，直到 70 歲才退休。 
我們趕到憲法法院時，副院長 Dr.Birgitte Bierlien 己經等我們很久。並

在副院長辦公室歡迎我們。以下為林所長與 Dr.Birgitte Bierlien 的會談

大概： 
 
Dr.Birgitte Bierlien： 很歡迎你們遠道而來，我看過你們的簡歷我和你

們一樣都當過檢察官，而之前也在法務部工作，

目前我也是擔任教授，和林所長一樣。我現在也

是憲法法院副院長。我想你們若有什麼指教，那

我可以回答！ 
 林所長： 很謝謝副院長百忙之中接待我們的訪問，這是我

第一次到奧地利來訪問，也很榮幸到奧地利的憲

法法院，我進到這棟建築物就讓人產生很尊敬的

感覺，因為一楝建築物顯現出這個機關在這個國

家的地位，我對憲法法院有很深的感情，因為我

本身也是位憲法學教授。我來到這個法院的感覺

真的很好。 
Dr.Birgitte Bierlien： 謝謝你，我在 2002 年有和溫克勒教授及其他的

法官們有去過台北，對台北印象深刻。 
 林所長： 我想請教一下憲法法院現在有多少位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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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Birgitte Bierlien： 總共 14 位，那另位 6 位替補法官，基本上也要

有 10 年的法律經驗，由總統任命，上下議院提

名，我們的憲法法院大約在 1929 年成立，基本

上憲法法官在外仍有其他工作，我本身是檢察官

所以要辭掉工作。每位大法官都有法律助理，負

責找資料及行政工作，現在這個時刻也是召開憲

法會議的時間，開會時會對新聞界公布，但大部

分時間是不公布。決定是採取多數決，最後決定

會送交院長作最後處理。 
 林所長： 憲法法院受理多少案件，而其案件來源為何？ 

Dr.Birgitte Bierlien： 大約一年 2500 至 3000 件，這是一個很高的比

例，時間很耗煩。如果行政處分有影響到人民基

本權利時也是送到我們這裏。另外財產權受到影

響時也要送到這裏處理，我們這裏處理的是違反

憲法層次的案件。奧地利憲法法院受理的案件有

百分之 75 是人民基本權利遭行政處分受損害時

的處理。但簡單的憲法案件並不需要 14 名大法

官全體處理，僅要 6 名大法官處理即可。因為人

力有限，太累了！一年開 4 次憲法會議，有些大

法官只有在開會時才會自其己的邦過來。 
 林所長： 大法官受理案件時，要不要開庭聽取當事人意

見？ 
Dr.Birgitte Bierlien： 是有可能的，如果院長認為需要時，會請政府代

表及二造代表前來，憲法程序有規定說必要時可

以開庭，通常要開到三到五次庭。我們奧地利現

在有一個爭議案件是在肯特邦，有交通標誌沒有

打上該邦少數民族的斯洛維尼亞的文字，現在憲

法法院考慮召開辯論，是由監察史提出來的。今

天我剛處理一個案件，是關於歐盟鳥類保護與奧

地利法律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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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所長： 是否大法官可以兼職，而院長與副院長是專職？ 
Dr.Birgitte Bierlien： 關於院長原本是兼職教授，但主動辭職了，因為

工作太重了，我也是因為工作太重所以無法兼

職。 
 林所長： 那為何工作量這麼重，奧地利法律還是准許大法

官們可以兼職呢？ 
Dr.Birgitte Bierlien： 基本上這個問題很好，這是因為原來最初的法律

就准許大法官兼職，我們的助理工作也很重要，

我們的助理工作量也很大，也很辛苦。 
 林所長： 雖然大法官是兼職，但是否為終身職？ 

Dr.Birgitte Bierlien： 到 70 歲，只有憲法法院大法官是到 70，但是到

65 歲時退休也可以。 
 林所長： 我想問一個不禮貌的問題，大法官係兼職，那如

何給予其薪俸呢？ 
Dr.Birgitte Bierlien： 如果在外兼職的大法官，其薪資所得總數不可以

超過院長的所得，基本上法官的待遇較高，故差

異不大。如果大法官在外的薪水高於大法官薪水

時，要區分是公所得或私所得，如大法官在外兼

任律師的話，關於其所得就沒有關係。 
 林所長： 若律師擔任大法官，會不會有利益衝突的問題？ 

Dr.Birgitte Bierlien： 是會有這個問題，我們目前有三位律師擔任大法

官，但別忘了我們有替代法官可以作遞補的！ 
愉快的談話到此為止，接著副院長 Dr.Birgitte Bierlien，很愉快的

帶領我們參觀這一間會令人心生尊敬的法院建築，包括了前面所述的

入口處的「獅子階道」及「藍色沙龍」等有名景點，並參觀了大法官

開庭的處所，隨後才帶著滿足的心離開憲法法院，結束了第一天的參

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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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4 
AM 9:30 
維也納高等法院檢察署 (Oberstaatsanwaltschaft Wien) 

維也納高等法院檢察署，位於奧地利司法大廈內，與奧地利最高

法院係屬同一建物，當我們抵達時，只見維也納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

長 Dr.Werner Pleischl 早已在司法大廈門口親迎，我們不知道等在一

樓大廳樓下的是維也納高檢署檢察長 Dr.Werner Pleischl，一直到

Dr.Werner Pleischl 把我們帶到他的辦公室後，我們才知道 Dr.Werner 
Pleischl 竟是檢察長。我們一行人實在很不敢當。Dr.Werner Pleischl
笑著說，最高法院院長雷斯祖院長有特別交待要好好招待他的好友，

來自台灣的林所長。因為是雷院長特別吩咐，不敢怠慢他就親自下樓

迎接，另一方面也是怕我們在這廣大的法院中迷路（說實在的這最高

法院真的很大），也因此全法院上下都知道，林所長是來自台灣的貴

賓！林所長在檢察長 Dr.Werner Pleischl 辦公室裏請教了許多問題，

以下便是會談大概！ 
 

Dr.Werner Pleischl： 首先歡迎你們遠道而來，我先為您簡介維也納高

檢署的業務範圍。維也納高檢署只負責維也納、

下奧地利邦、布根蘭邦的檢察業務，其他的則由

其他格拉茲、茵斯布魯克等高檢察署負責。維也

納高檢署管轄區大概有全奧地利二分之一的人

口，我們各邦中有 6 個高檢署，這是其中最大的

高檢署。全奧約有 200 位檢察官，我們轄區內就

將近 100 個檢察官，基本上我們僅負責刑事檢察

業務，而且業務也與地檢署不同。因為是檢察

官，故要服從上級命令，不能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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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位檢察總長，但他不能直接對我們下達

指令，我們的上級單位是法務部，但他很少給我

們下達指令。我們有聯邦檢察總長的制度是為了

要確保檢察制度不受政治影響，奧地利有檢察制

度始自 1850 年開始。要擔任檢察官前要受法律

教育，同時檢察官與法官是可以轉換。我自己擔

任這檢察長職務已經 4 年。我們雖然是獨立機

關，但坦白說，我們的自主性仍然不夠，這是因

為我們的機關預算是來自維也納高等法院。結構

附屬於高院，和警察單位之間幾乎沒有什麼來

往，而在一年半之內，我們會有訴訟法上的改

革，也就是說未來檢察官的地位會再度提升，而

檢察官與警方的合作未來也會更密切的。檢察官

的職掌會更大，警察也是一樣，而維也納高檢署

的經費也會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是我的簡介。 
 林所長： 我想請教，奧地利高檢署的檢察官是否也管轄第

一審察官的案件，比如被害人對於一審案件不服

時是否向高檢署提出再議呢？ 
Dr.Werner Pleischl： 容我跟你說明一下，當事人可以提出異議，但卻

是由高等法院決定，但這種情形很少，而且成功

率不高。地檢察署檢察官的不服係由高院審理

的，而若有新事實新事證時，仍可提出控告，但

係向地方法院為之。 
 林所長： 請問維也納高等法院檢察署，現在有多少位檢察

官呢？ 
Dr.Werner Pleischl： 現在有八位高檢署檢察官，有七位工作人員，他

們最主要的工作是在維也納高等法院出庭，我們

調查案件，也要審核地檢署檢察官的調查報告，

同時也要對高院表達相關案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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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所長： 是否高檢署檢察官對地檢署檢察官的案件表達意

見？ 
Dr.Werner Pleischl： 原則上不用，除非針對地檢署有些特別敏感或著

名重大的案件才要。 
 林所長： 在奧地利，是否有一些案件，如叛國罪等是屬於

高檢署管轄呢？又高檢署和法務部和最高檢察署

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 
Dr.Werner Pleischl： 沒有，高檢署並沒有專屬管轄案件。另外司法部

本身沒有檢察官，但可以指揮檢察官，但下達指

令也不是部長，而是由部長旁邊的掌管指令的最

高行政部門的主管下達，以我在司法部工作了

14 年，我在那工作也認識了不少人。基本上地

檢署檢察官在作決定時會向高檢察署檢察官表達

意見，高檢署檢察官匯整意見後會再向司法部表

達意見。 
 大部分的情形是司法部接受後，下達意見，才向

檢察官表達意見說好，你們可以這樣子作。但情

形不多，一年來僅有三次的這種情形，但我們也

會把意見送過去，因為司法部就在對面而已！當

然電話聯繫也不可少，我們會以電話密切聯繫，

實際上比理論上簡單多了。但最重要的還是要獨

立，例如要預算獨立，然後人事權可以自己掌

控。而因為歷史上的原因，所以目前並沒有辦法

作到。 
 林所長： 據我的了解，台灣近十年來，民眾都希望我們台

灣的檢察官能夠獨立，因此只有檢察總長可以下

指令，而法務部長是不能下達指令的！而台灣檢

察總長今年起除了預算及法律案外是不可以到立

法院備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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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Werner Pleischl： 謝謝您告訴我的資訊，據我了解匈牙利在多年前

也引進了聯邦檢察總長的制度，但在政治上經常

被攻擊。 
 林所長： 請問奧地利一般的檢察官，案件量有多少呢？ 

Dr.Werner Pleischl： 我們的統計數字上顯示，如果是已經知道犯罪者

的案件，平圴一個月一個檢察官有 30 至 50 件案

件。案件量也很重。 
 林所長： 請問現在維也納大部分的刑事案件為何？ 

Dr.Werner Pleischl： 基本上也是毒品，這幾年毒品案件增加很多，其

次是侵害個人財產的案件，尤其是東歐的移民侵

入百姓住家，另外有一種是針對提款機的侵害，

跟台灣也有一點像！ 
會談就在我們贈送禮物中結束。 
（編按：奧地利檢察總長辦公室，確實不能直接指揮下級地檢署

直揮偵辦案件，這一點與我們台灣制度並不相同，因此總長辦公室沒

有權力監督或指揮訴追活動的進行，故也不用對案件訴追成敗與否負

責，因為檢察總長辦公室其制度設計係配屬於最高法院，其主要任務

大底為以下 4 項： 
第 1 項為在刑事庭審判時準備法律意見書，專業名稱稱之為

【Croquis】，這法律意見書必需於最高法院審理中公開提出。同時檢

察總長辦公室也要派員出席最高法院的聽證，但檢察總長辦公室卻不

受地檢署或高檢署等檢察機關的意見左右，檢察機關的意見僅供總長

辦室參考而已。因此總長辦公室的任務就是適用法律的最高守護者。

故如上所述，檢察總長辦公室也不對偵查案件的成敗負責。更有甚

者，若檢察總長辦公室在最高法院審理中表達對檢察機關的作為保留

或反對時，總長辦公室的意見其法律效果絕不等同於基層檢察機關的

自我反對效果。亦即說這並不表示總長辦公室上開意見即等同於「撤

回」下級檢察機關的上訴。同時，若總長辦公室認同被告所提之撤銷

上訴，也會提出協同意見書。 
其 2 是關於法律救濟，對二審違法不當判決提起撤銷上訴，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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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適用法律之正當性，銷原判決之違法。這種為維持法律適用一致性

的撤銷判決，僅檢察總長有提起之權力。同時檢察總長辦公室也可為

當事人受有不利益判決而提起再審之權力（re-establish justice）。 
其 3 是重新開啟刑事訴訟程序（Re-hearing of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這種情形出現在，如果檢察總長認為：刑事訴訟程序

中出現依照了歐洲人權法院認定的歐洲人權公約標準者，奧地利的檢

察總長有權力向最高法院申請重新開啟刑事訴訟程序。 
其 4 為對於錯誤認定事實的例外案件重審 Extraodinary 

reopening of the case。此外，檢察總長也是法官、律師、公證人、

學習律師倫理委員會的當然成員，也是行政法院的倫理委員之一，也

是最高法院替補法官懲戒委員之一。如依上述功能看起來，奧地利的

檢察總長，看起來並不是檢察官之一，而是法律的守護者（guardian 
of the law），因為其守護法律的色彩遠大於追訴犯罪的色彩。 

 
我們接著就轉往奧地利最高法院拜會。而就在我們前往最高法院

拜會時，沒想到最高法院雷斯祖院長 Dr.Rzeszut 早在最高法院入口處

等候多時。一直沒等到林所長的出現，經門口警衛告知，才得知我們

人在三樓高檢署檢察官辦公室，雷院長連忙又趕往高檢署檢察長辦公

室尋找林所長。只見高齡七十有餘的雷院長一大早就在奧地利最高法

院上上下下的忙碌不已，一切都是在等待他的台灣好友林所長的到

來。 
尤其令人感動不已的是，林所長自台灣來訪，雷院長尚在波蘭華

沙參加全歐洲的最高法院院長及檢察長會議，這個會議尚未結束，雷

院長就和其他的國家的最高法院院長說要回奧地利接待台灣來的貴賓

後，便提前離開華沙。波蘭最高法院院長因為要爭取下次的會議主席

國還特別請雷院長幫忙，雷院仍向波蘭的院長致歉，於當天上午趕回

維也納，趕上林所長的到訪。雷院長自己也很擔心當天的班機行程會

讓他來不及，但最後終於趕上回來接待林所長。雷院長這種盛情，讓

我們在異鄉感到無比的溫暖，也讓我們見識到真誠對待的巨大力量可

以讓人感動，這種真誠對待不分彼此的感覺，也是雷院長台灣司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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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所訪問時曾感受到的。 
奧地利的最高法院是奧地利民刑事案件的最後審級，但並非任何

案件均可上訴至最高法院。可以上訴到最高法院的案件是有其限制

的，其目的是在避免最高法院的案件負荷量太大。最高法院的案件審

理基本上是合議制，5 名法官合議，以 1 人為庭長。現今奧地利最高

法院民刑庭共有 16 庭，民事庭有 10 庭，刑庭有 5 庭，另外有 1 庭負

責反托拉斯案件，而反托拉斯庭的合議庭法官僅有 3 位專業法官，其

餘 2 位是專家陪席法官。非法律專業之 2 名陪席法官依勞工及社會法

院法規定，可以在最高法院審理案件參與審判。在最高法院審理的一

些案件中，合議庭以 3 名法官組成，例如需要立即審理的案件如依上

訴法案中規定的基本權，如例行性案件、決行案件等。 
與此相反的，奧地利最高法院在特殊情形下也會有 6 人組成的大

法庭（enlarged panel），這有以下幾種情形：一為根據報告，原判決

所牽涉之基本法律問題與最高法院的先前判例有違。或是原判決所涉

及的法律問題最高法院尚未形成共識。根據統計，自 1969 年 1 月 1
日最高法院組織法生效起，迄今約有 60 件這種案件以大法庭方式作

成。在全部的司法案件中，最高法院擔任維護著法律統一、法律確

定、和法律發展的功能。關於民事得上訴到最高法院的案件其訴訟標

的金額需超過 4000 歐元的這個標準。 
在刑事案件中，最高法院首先會判斷是否為撤銷上訴案件

（Nullity appears）如：對於由陪審團裁判的案件及有附帶民事訴訟

的案件、以及由檢察總長辦室提出為維護人民基本權利完整的撤銷上

訴案等。除此之外，奧地利的最高法院仍有其他職掌：如對於法律草

案提供意見，對此最高法院維持有 5 個委員會對各種領域間的法律草

案提供意見、維持有 3 個委員會對民法提出意見、1 個委員會對刑法

提出意見、另外有 1 種是跨各學科間的委員會。最高法院同時也是法

官職務與倫理法庭，同時也是公證人懲戒的最後終審法庭。對於律師

的懲戒也是由最高法院為之，對於律師的懲戒至少要有 8 位、最多 16
位最高法院法官決定之。至 2006 年 1 月 1 日止，最高法院有 57 位法

官和 35 位最高法院法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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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最高法院大廈建於 1873 年 5 月 16 日，係由 Franz Josef 
1 世國王決定在現址建立，1881 年 5 月 22 日建造完成，為維也納的

建築師 Alexander Wielemans,Edler Von Monteforte 所建造。奧地利

最高法院正面入口處面對著國會大廈，二建物之間有著 Grete-Rehor 
Park 公園，入口處有 14 呎寬的階梯，階梯盡處蹲著二隻雄獅。最高

法院中央大廳或稱（Aula）挑高三層樓，玻璃透明屋項下，有正義女

神（JUSTITIA）坐著，正義女神手持金色的劍和法典，正義女神金碧

輝煌，這個大廳同時也是最高法院慶典的場地。最高法院雷院長帶領

著林所長參觀著這座雄偉的大廳，莊嚴而有藝術氣息的最高法院令人

生起尊敬之心。據雷院長說明，這座大廳吸引了無數的外賓及奧地利

的訪客。同時在大廳長廊處的大理石上，刻著有歷任最高法院院長名

字。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建物又被炸毀，戰後最高法院也曾為

盟軍作為行政辦公室，直到 1970 年，奧地利司法部在最高法院大廈

內上班，但現在司法部已般遷至 Trautson 皇宮內。 
 
最高法院雷斯祖院長及副院長 Hon.Prof.Dr.Birgit Langer 二人在

其辦公室前的會客室內接見林所一行人，雷院長與林所長的會談如

下： 
Dr.Rzeszut： 我們最高法院現在有 57 位法官，其中有一位最高院

長，二位副院長，其中有一位女性最高法院副院長，就

是現在我身旁的這位 Hon.Prof.Dr.Birgit Langer。我現在

已 70 多歲了，因為我早年沒有專注於法學教育及司法

行政這方面的事務，所以不能在 50-55 歲間進入奧地利

最高法院當法官。奧地利最高法院的法官，進入最高法

院擔任法官者，有 1/3 是以專業見長，2/3 有司法行政方

面的專長，如果是以司法行政方面的能力進入最高法院

者，大約平均年齡在 38-39 歲之間，很多法官現在是以

這條件進入最高法院。 
 而最高法院的法官，專職民事法官每年平均審理 120 件

案件，法官審理案件也需要專家法官協助審理，所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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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和奧地利各大學學術機構經常合作。奧地利最高

法院在歐洲的評價是不錯的，不論我們法官的效率、行

政方面的評價都還不錯。我今天 2 小時前人還在波蘭華

沙，參加全歐最高法院院長及檢察總長會議，二天一夜

的會議還沒結束，我就趕回來了，轉機時還怕出問題。

我們奧地利是個小國，法院經費編列不是很充裕，2004
年在芬蘭舉行的最高法院會議，各國要奧地利接辦那年

全歐的最高法院院長會議，但因為奧地利沒有經費，只

好在芬蘭會議中說抱歉了，那次回來後我就向司法部及

國會反應，但仍是沒有資金。那我在華沙開會中，波蘭

現在仍以觀察員身分出席在最高法院會議，波蘭想要成

為正式會員，但很困擾我，因為波蘭也不早點說，在我

要離開時才說，我也沒有機會幫他，因為我已經在這裏

了！ 
 林所長： 我想請教一下雷院長，最高法院受理案件有沒有限制？ 

Dr.Rzeszut： 基本上就民事案件而言，上訴到最高法院的第二審案件

有法律上的限制，案件係受限於是有重要性者

（instance on the value of the matter ）、涉及法律統

一適用的問題（in question for unity of the law）、法律

安 定 或 有 關 法 律 的 發 展 （ Legal certainty or 
development），同時要上訴到最高法院的案件，其訴

訟標的金額要到達 4000 歐元始可。而在刑事案件中，

可以上訴到最高法院的是撤銷上訴案件（由陪席法官或

陪審團所作的判決），及第二審附帶上訴案件中（如量

刑及罰金等判決）、及由檢察總長辦公室為維持法律安

定適用所提起的撤銷上訴案件（涉及基本人權者）。 
除了這些基本的審判工作，最高法院同時也有著其

他任務，如：如對於法律草案提供意見，對此最高法院

維持有 5 個委員會對各種領域間的法律草案提供意見、

維持有 3 個委員會對民法提出意見、1 個委員會對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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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意見。最高法院同時也有法官職務與倫理法庭，同

時也是公證人懲戒的最後終審法庭。對於律師的懲戒也

是由最高法院為之，對於律師的懲戒至少要有 8 位、最

多 16 位最高法院法官決定之。另外最高法院現在也組成

一個協會，其中包含了 12 位法官、8 位公證人及律師聯

合起來，對國會進行預算編製遊說。這大概是我們最高

法院目前的工作狀況。 
在聽取了雷院長的詳細報告後，雷院長便帶著我們參觀這座雄偉

的法院，雷院長首先帶領著我們參觀其辦公室。特別指著辦公桌前的

立鐘，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在這座法院，任何事物都有著歲月痕跡，

歷史的影子俯拾皆是。雷院長又親自帶領我們參觀最高法院的審判

庭，都有百年以上歷史的建物，在第 5 法庭上的圓項天花板雕塑上，

刻著一隻奧地利國徽「老鷹」，但特殊的是隻雙頭鷹。雷院長說不知

道為什麼會刻一隻雙頭鷹在上面，通常是只有一個頭，不過雙頭鷹有

二個頭會比較聰明，所以在這個法庭審理的案件判斷結果都很正確，

可能是因為那隻老鷹的關係吧！ 
接著雷院長又帶著林所長繞著最高法院，並介紹名聞遐邇的正義

女神像，又帶著我們參觀只有法官們才能進入的休息室。雷院長說要

為林所長演奏一首鋼琴曲子來歡迎林所長遠道而來，雷院長說他自小

學習音樂，對於鋼琴係無師自通，說著說著雷院長竟已親自掀起了鋼

琴的布幔，挪動了椅子，為林所長彈奏一首自行創作的曲子。音符流

動在奧地利最高法院的大廳內，友誼充滿在維也納的空中，久久未曾

散去，這一幕讓人有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之感，沒想到奧地利歡迎林

所長的方式，亦如我們古人知音相逢般，十分溫馨。 
聽完最高法院院長的演奏後，雷院長又帶林所長上最高法院頂樓

眺望著整個維也納市，當天艷陽高照，極目四望，充滿藝術般氣氛的

維也納市盡入眼簾，讓人對中歐式的法院建築及都市有了更深刻的體

會。結束了法院參觀，雷院長又在維也納市最高級的餐廳 Anna 
Sache 招待林所長，因為是雷院長私人招待，雷院長並未動用人員幫

忙，自己先向林所長告別提前前往餐廳中準備國旗、名牌事宜，並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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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院長專用座車留給林所長，載林所長前往餐廳，自己另想辦法前往

餐廳，這種盛情，讓人十分感動。這頓午宴，除了奧地利最高法院院

長雷院長夫婦外，座陪的有我國駐奧地利代表處黃俊彥夫婦、奧地利

最高法院副院長等八人。席間，雷院長一再表示對於今年三月間的台

灣之行充滿了美好的回憶，尤其對於我國司法官司訓練所及訓練制度

更是印象深刻，一再表示值得奧地利效法，雷院長及其夫人言談間對

於台灣的風光及善良民情讚不絕口，尤其曾在花蓮旅遊，自其下塌飯

店遠眺東岸太平洋，見到大海的波瀾壯濶，更是令院長及其夫人至今

難忘。蓋因奧地利為內陸國家，大海對奧地利來說是難得一見的經

驗。 
席間賓主交談盡歡。我國駐奧地利代表黃俊彥致詞時表示，他在

奧地利這段時間，不知道我們台灣司法界與奧地利司法界間感情如此

友好，他感到十分的驚訝。他覺得台灣的外交工作，應該由各個專業

領域來突破，可以減少許多阻力。同時更令他感到驚訝的是，在奧地

利這段時間，基本上奧地利人是很少請外國人吃飯的，雖然偶而有看

到請客的情形，但也不會在這種奧地利本地人也很少出入的高級餐

廳。尤其是像雷院長這樣高層級的人，會請來賓在這種等級的餐廳吃

飯，可見這位來賓在雷院長心目中的份量。黃代表自己私下也說，因

為他先到餐廳，看到一位長者自己在排放名牌及中奧國旗，以為是位

工作人員，等到坐定位後才知道這位長者竟然就是奧地利最高法院雷

院長本人，讓他感到十分的詫異，說以雷院長之尊為何會自己擺放名

牌等小事。 
黃代表其實不知雷院長是十分謙和的長者，不僅沒有任何官架

子，而且充滿藝術與音樂氣息，與其交談讓人如沐春風。對於這點，

雷院長自己也曾笑說他實在不像典型的奧地利人，他是波蘭裔的奧地

利人，從小自波蘭來到奧地利，他說祖國波蘭是個小國，也是苦難的

國家，歷史經驗給波蘭和他的啟示並沒有驕傲與自大，有的只是謙虛

再謙虛，而這也是生存之道。故當他以一個波蘭裔身分當上了奧地利

最高法院院長時，整個維也納城跌破了眼鏡，也曾掀起了一陣議論。

也因為如此近距離與雷院再次相處，讓我們對於其為人處世有了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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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會，林所長便曾說雷院長比我們更像我國古人，充滿了「溫良恭

儉讓」。 
結束了奧地利最高法院的行程及午宴後，雷院長便用其座車載林

所長前往維也納刑事法院參訪。維也納刑事法院院長森納博士

（Dr.Psenner），早已在院長室等候多時，她很高興我們前來維也

納，說 2 月間自台北返回維也納後，便一再期待林所長前來，終於盼

到了林所長。又好不容易盼到下午林所長前來參訪，但又想到雷院長

熱情的午餐招待，時間應該會被拖延到很晚，結果又被她料中了。這

害我們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好友間相見自是十分親切。以下便是林所

長與森納博士的對話： 
Dr.Psenner： 歡迎林所長到維也納來，我特別安排的這些單位，同時

可以讓你們看到維也納的美麗市景。（眾皆大笑）。 
 林所長： 我要謝謝森納院長的安排，這些拜訪讓我學到很多。這

二天讓我對奧地利的司法制度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Dr.Psenner： 我在台灣拜訪時有看到貴所影片簡介，印象深刻。維也

納刑事法院，如您所知的僅負責刑事案件，我們目前有

77 位法官。有 35 位是調查法官，其餘的是開庭的法

官，我們是區法院之後的審級，區法院是負責一年以下

的案件，因此一年以上的案件便到我們這裏。基本上 1-
5 年刑度的的案件在本法院審理，例外的有 10 年以上的

案件時則要合議，由二個職業法官及二個業餘法官來負

責這些特殊案例。刑事法院審理最長無期徒刑案件時，

會有五位職業法官和三位業餘法官組成的合議庭。 
 所謂業餘法官，其工作僅在認定有罪無罪，據我了解，

在歐洲有 4 個國家有這種業餘法官制度。前一陣子有一

位南韓法官來此訪問，想要引進業餘法官制度，但我勸

他不要，不知道他會不會接受我們意見。我們有一附設

監獄，這與我們調查法官工作有關，現在監獄中有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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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位正在接受調查的人犯關在監獄中。維也納檢察署

也在此，目前有 55 位檢察官。 
 我們也有特別的部門針對毒品、性侵害、媒體、科技等

等。這些特別部門，也編制在調查法官之下。因為這些

特別案件，我們也會對法官作特別的訓練，維也納同時

也有一個工作與社會法院、及商業法院，商業法院在

此，仲裁地點也會在維也納。刑事法院大約於 1832—
1839 完工，為期七年，外觀像個城堡。等一下我會帶林

所長去參觀大陪審團的法庭，那個法庭自 1839 年完工

起便沒有動過。我們約於 15 年前就在主體建物部分增

加了一些建物，如監獄。但你們從前面看過來是看不出

來的。我們法官檢察官及工作人員合起來大約 400 人左

右。我給您的資訊大概如此，不知林所長有什麼指教。 
 林所長： 我想請教，是否奧地利其他地區的法院，也和維也納一

樣區分為刑事法院？還是其他地區的法院是民刑事法院

合在一起的呢？ 
Dr.Psenner： 維也納有刑事法院，格拉斯也有刑事法院，只有這二個

地區刑事法院有區分出來，因為其他法院的案件量負擔

不重，格拉斯是奧地利的第二大城市。 
 林所長： 剛剛我有聽到說，在維也納法庭有調查法官，是否其功

能和法國的調查法官功能一樣呢？ 
Dr.Psenner： 我們的調查法官與法國的調查法官不一樣，基本上我們

的調查法官功能比他們的廣泛，法國的調查法官功能已

受到相當的限制了。我們奧地利要從事監聽、蒐集事證

等程序前的程序，由調查法官負責，功能比法國的調查

法官大。但在 2008 年我們會將部分調查法官的權限移

轉給檢察署，我們僅會管一些權利受損害的事。現在我

們調查法庭可以作一些審問的工作，而地檢署並不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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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工作，我們靜觀其變。 
 林所長： 我想請教刑事法院目前有多少法官助理，其來源如何？

作何事？ 
Dr.Psenner： 我們的法官助理僅限於民事案件，刑事案件部分並沒有

法官助理，民事案件的法官助理僅限於協助商業登記等

事宜。如果刑事案件部分也可有法官助理，那我們也很

想要。 
 林所長： 剛才有提到，有些案件如何區分二個業餘法官或八個業

餘法官審理，又這些案件如何指定業餘法官參與審判？ 
Dr.Psenner： 基本上係由人民選舉出來的業餘法官，排除曾有 6 月以

上前科者，年齡限制在 26 歲以上 60 歲以下者。視其案

件之嚴重，若案件係五年以上者，則需動用業餘法官，

此外仍有陪審員，若案件係五年至二十年之罪者，則會

動用陪審員陪審。在二個職業與二個業餘法官審理時，

是四人共同決定判決。人民挑選名單後再通知中選的人

來參加陪審，陪審並不是人民的權利，而是人民的義

務，在我們憲法中有規定人民有陪審的義務。但我們現

在有問題是，我們挑選出來的人通常都不來參與審理。 
 林所長： 奧地利的業餘法官和陪審員制度是憲法規定還是法律規

定？又是否僅有刑事才有，還是民事案件也有？ 
Dr.Psenner： 是奧地利憲法規定的。刑事案件有，另外在工作及社會

法院也有，另外商業法院也有陪審情形，但與之不同的

是，商業法院的陪審案件是要提出申請的。在商業法

院，若有二造說不要陪審，那可不要陪審。刑事案件

中，被告沒有權利捨棄陪審，我們和美國不同，美國可

以主張不要陪審，但我們不行。此外，我們有外國公民

的問題，在涉及外國人案件時，有時會挑選懂外語的陪

審員。同時也會考慮到法庭大小，人太多時會造成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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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的困擾。 
 林所長： 二位職業法官和二位業餘法官，沒有法律背景的職業法

官，能否勝任審判呢？ 
Dr.Psenner： 沒錯，業餘法官對我們造成了很大的困擾，因為對我們

開庭的品質降低很多，我們很多法官們建議不要有業餘

法官，但不被政府採納。 
 林所長： 台灣未來也將引進業餘法官！ 

Dr.Psenner： 那恭喜你們了（笑聲）！我們雖然是二個職業法官及業

餘法官，但我們並不反對，我們反對的是業餘法官佔優

勢而主導了整個判決的進行。 
 林所長： 另外我們可否請森納院長帶我們參觀一下維也納刑事法

院。 
Dr.Psenner： 當然歡迎，由我親自帶你們去參觀。因為明天是奧地利

的國定假日，法院內的人都提前出城去了，法院內沒有

什麼人。 
 
藉著森納博士的嚮導，我們得以深入的了解維也納刑事法院整體

的設施，森納院長先帶我們到維也納刑事法院二樓的審判庭參觀，這

些法庭的歷史優久，其中一個法庭係以一位奧地利著名的表現派畫家

Egon Leo Adolf Schiele（1890-1918）席勒命名，這位知名的畫家於

1912 年曾在這個法庭接受審判，Egon Leo Adolf Schiele 在當時的維

也納畫室以未成年少男少女為作畫對象，因此被指控誘拐及性侵害少

女，1912 年被警方逮捕，警方同時查扣了大約一百幅的圖畫，認為他

的畫作是色情作品。 
當時的維也納刑事法院法官認為誘拐及綁架少女的罪不成立，但

卻認為其畫作情色有害兒童，因此被判有罪要監禁「三天」。但吊詭

的是，在等待審判前卻已監禁了「二十一天」。而在這二十一天的監

禁中，Egon Leo Adolf Schiele 在監獄中畫了一系列自畫像描寫自己的

處境，也造成了繪畫生涯的高峰，並奠定其知名畫家的地位，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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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監獄中說道「我並不覺得自己受到禁錮，更覺得像是在淨化」、

「把畫家當作一個罪犯，簡直是謀殺畫家創作的生活」。 
後來證明 Egon Leo Adolf Schiele 是個偉大的畫家，這個審判過

Egon Leo Adolf Schiele 的法庭審判桌前，竟始無前例的擺放其禱告過

有耶穌受難的十字架。我們才知道這個法庭與眾不同之處，基本上歐

洲的法庭審判桌是不會出現十字架的，而且也不會以被告的名字去命

名法庭，原來維也納刑事法庭內也有這麼一段令人動容的歷史。 
接著森納院長又帶著我們參觀維也納刑事法院最大的法庭，這是

有陪審團參與審判時的法庭，這法庭如森納院長說的自該法院建好後

均未更動過，經常有重大的案件在此審理。森納院長特別指出今年最

重大的案件就是對英國的著名的歷史學者 David Irving 的控訴案件，

這位學者因為出版了「希特勒的戰爭－Hitler’s War」一事遭控制。這

本書花了他 13 年才寫完，書裏主張希特勒對於屠殺猶太人這件事並不

知情。希特勒也從未下令滅絕歐洲的猶太人。書出版後，David Irving
更主張根本沒有納綷毒氣室及六百萬的猶太人被屠殺這件事。此話一

出，David Irving 受到許多知名歷史學者的推崇，但同時也受到不少攻

擊。同時也被德國、奧地利、和加拿大列入黑名單中。現在的 David 
Irving 於去年 11 月入境奧地利遂遭逮捕審判，但 David Irving 否認他

是一個「大屠殺的否認者 a Holocaust denier」。整個案件迄今仍在維

也納刑事法院審理中，我們有幸得以參觀這間審理英國歷史學家的法

庭。 
說到此森納博士又帶我們到法院一樓的祈禱室，開啟祈禱室讓我

們參觀，指著一小塊方型地說，這就是二次大戰納綷佔領期間，在此

處理反納綷者的行刑場地，據估計大約有一千五百位反納綷主義者在

此一地點被絞刑死亡。維也納刑事法院及各界，在紀念日時都會慎重

的追思，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牆上掛滿著花圈及刻滿著受難者人名。聽

完森納院長說明後，難怪我們會覺得該法院頗為陰森森。參觀完上開

法院後，我們就道別離去。但當天晚上有駐奧地利黃代表夫婦在維也

納市中心的中餐廳「福仁」設宴款待，作陪的有維也納刑事法院森納

院長、維也納憲法法院副院長、維也納最高法院院長夫婦、維也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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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授溫克勒教授。席間大家對於林所長來訪均十分高興，但也表示

訪問時間太短了，因為林所長隔天便要前奧地利阿爾斯山下的山城茵

斯布魯克（Innsbruck）訪問。 

6/16  PM14:30 
奧地利茵斯布魯克高等法院訪問 

結束了維地納的訪問行程行，林所長即前往奧地利西部的茵斯布

魯克訪問，茵斯布魯克是奧地利西部靠近阿爾斯山的大城市，曾經是

二次冬季奧運的舉辦國，也即將是 2008 年歐洲杯足球賽舉辦場地，

整個城市以運動著名。人口雖僅十萬人左右，但其高等法院管轄的區

域卻將近 100 萬人，為奧地利四個高等法院之一。接待林所長的高院

院長 Dr.Walter Pilgermair 是一位馬拉松選手，對運動十分熱衷。以下

便是林所長與 Dr.Walter Pilgermair 的對談大概： 
地點：茵斯布魯克高等法院院長辦公室 

Dr.Walter Pilgermair： 很歡迎您的來訪，您有去德國嗎？您下一次的

行程是往那？ 
 林所長： 沒有去德國，我們下一個行程是去拜訪瑞士檢

察總長和伯恩大學法律系，和教授們談瑞士的

法學教育等問題。 
Dr.Walter Pilgermair： 嗯，這是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奧地利也很以我

們的法學教育制度為榮！你們可以從奧地利和

瑞士的法學教育制度獲得一些啟發！ 
 林所長： 的確。 
Dr.Walter Pilgermair： 對於奧地利的法官和檢察官們來說，有必要和

奧地利各大學保持很好的連繫，這在維也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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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我們茵斯布魯克地區也是一樣，例如：

我們法院和茵斯布魯克大學常常舉一些演講，

會議等讓法官、檢察官們參加及交流。 
 林所長： 請問高院有提供一些密集課程給這些候補法

官、檢察官（Judge candidate）們參加嗎？大

概多長的課程？ 
Dr.Walter Pilgermair： 當然有，這受訓期間大約長達三年左右。在這

三年中有各種的課程，有在各事務所，有專家

教授演講課程等綜合課程。 
 林所長： 請問候補法官與檢察官的受訓課程是合在一起

或分開的呢？ 
Dr.Walter Pilgermair： 我們有相同綜合課程給候補法官及檢察官，也

有特別課程給候補法官。但對於受訓律師部分

是分開的。律師受訓課程很少與法官與檢察官

在一起。這牽涉到經費問題及律師公會等課程

安排問題等等。 
 林所長： 高院經常提供在職訓練課程予轄區內的法官與

檢察官們嗎？每年性或經常性的？ 
Dr.Walter Pilgermair： 我們有提供混合性的在職訓練課程給在職司法

官們，我們有經常性的課程 3 年一期，也有臨

時性 2 至 3 天期的課程，法官們可以自行選

擇，依其工作量自行安排。經常性課程通常會

在維也納召開，每次長達 3-4 月之久。各法官

們由茵斯布魯克、格拉茲、薩爾斯堡等。前往

維也納受訓。 
 林所長： 大概課程內容為何？ 
Dr.Walter Pilgermair： 據我所知大概是非常密集的課程，有考試，也

有測驗，如一天民法，一天刑法，半天測驗。

有時也有法學教授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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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所長： 請問法官們要時要負責刑事案和民案嗎？ 
Dr.Walter Pilgermair： 我們的法官們同時也要負責民刑事案件的。 
 林所長： 法官們案件量負擔如何？一個月大約有多少

件？ 
Dr.Walter Pilgermair： 視情況而定，可能一個法官一個月有 30 件刑

案，民案也是一樣子，大概是比較刑案少，但

我不清楚。 
 林所長： 法官們大概平均結一個案的時間要多久呢？ 
Dr.Walter Pilgermair： 奧地利和歐盟各國比較起來，我們很有效率，

但我們卻不是結案速度最快的國家，如德國的

平均時間很短，但德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可需要

更多時間。可能跟我們法官的人數及其負荷量

有關！ 
 林所長： 請問茵斯布魯克法院，現在有少名法官呢？ 
Dr.Walter Pilgermair： 現在茵斯布魯克法院內有 25 名法官。 
 林所長： 而有多少法官助理？ 
Dr.Walter Pilgermair： 我們高等法院法官沒有任何法官助理。只有地

方法院法官才有法官助理，而且限於民事案件

才有。刑事案件並沒有法官助理。 
 林所長： 能告訴我們為什麼嗎？ 
Dr.Walter Pilgermair： （笑聲），這是我們的傳統，沒有任何理由！

我們有很多的傳統，我們想要改變這些傳統，

但我們不會一次全部都將傳統推翻。並不需要

一次改變所有的傳統，傳統有許多值得維持的

地方。 
 林所長： （笑聲）傳統就是很好的理由！再請問高等法

院現在處理的案件有何類型？ 
Dr.Walter Pilgermair： 所有的犯罪類型都處理！可能我們很幸運，因

為茵斯布魯克是一個很小的城市，算起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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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一年僅有 1 至 2 件謀殺案。案件很少。 
 林所長： 有很多的毒品案件嗎？ 
Dr.Walter Pilgermair： 對的，因為我們有來自北方德國轉運至南方義

大利的毒品等案件，其他的有自非洲運送入境

奧地利，以及哥倫比亞轉運至瑞士的毒品案

件，亦有瑞士轉運至奧地利的毒品轉運案件。 
 林所長： 這情形和台灣很相似。請問您何時擔任院長？

您自己也承辦案件？ 
Dr.Walter Pilgermair： 去年，我之前當了 30 年的檢察官了。但我現

在沒有承辦案件，不辦案並不是件值得高興的

事，因為我是名檢察官，我很想念辦案的日

子。之前我是資深檢察官，我想辦案，但現在

我沒有時間，行政業務花掉我太多時間了！這

是很大的問題，我們也有 3 位法官也負責部分

行政業務，其餘 22 位法官則專職審判。 
 林所長： 請問院長有固定任期制嗎？ 
Dr.Walter Pilgermair： 沒有固定任期，但我們要在 65 歲強制退休。

我認這樣子比較好，可以讓年輕者可以接任。

因為有些法官們在那時候健康已經有問題了！ 
 林所長： 奧地利有沒有很多法官檢察官退休後又從轉任

於律師工作呢？ 
Dr.Walter Pilgermair： 沒有，從未曾有。我估計奧地利有 1/5 的法官

或檢察官是因為工作很不愉快而退休的，其他

的是要享受退休後的生活，但他們也不會因此

去作律師工作。 
 林所長： 是否奧地利有法律規定法官或檢察官退休後可

以直接轉任律師工作呢？ 
Dr.Walter Pilgermair： 由法官轉任律師及律師轉任法官，有一個很簡

單的測試，不是很難的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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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所長： 請問有多少律師藉著這個考試轉任法官呢？ 
Dr.Walter Pilgermair： 這個數目一直在增加中，奧地利很多女性律師

想要轉任法官，女性律師想要兼顧家庭、小孩

都不太容易。而法官們工作時間可以掌控，有

好機會兼顧家庭生活。對女性律師來說，法官

工作似乎比律師工作好。 
 林所長： 請問茵斯布魯克高等法院，現在有多少女性法

官？ 
Dr.Walter Pilgermair： 大概有百分之四十是女性法官。但女性數目仍

在增加中。我想如果您再回到奧地利來的話，

您可能會看到更多的女性法官，到時可能會達

到百分之六十的比例這麼多！有很多的因素是

因為家庭！如果是律師工作的話，可能連假日

都沒有辦法照顧家庭！ 
 林所長： 我們台灣最近新錄取的女性法官比例已將近百

分之五十。可能在五年內就破百分之五十，我

們未來可能要和女性競爭了！很大的挑戰。另

外今天法院有無任何案件在審理呢？我們可否

看一下審理情形！ 
Dr.Walter Pilgermair： 因為明天是週末，所以今天法官們都不會準備

庭期，他們都去渡假了。但我去查一下，如果

可以的話，我就帶你們去參觀。 
五分鐘後 Dr.Walter Pilgermair 院長笑著回來說，週五的下午沒有任何

法官在開庭，所以很抱歉。接著 Dr.Walter Pilgermair 又帶著

我們自院長辦公室欣賞整個茵斯布魯克城。Dr.Walter 
Pilgermair 同時又提到上週奧地利有一則關於台灣的新聞，

一位奧地利駐台官員回憶在台的點點滴滴，讀到這篇報導，

他覺得對台灣是一件好事。林所長就在愉快的談話中結束了

茵斯布魯克高等法院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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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離開奧地利茵斯布魯克前往瑞士 

結束了奧地利茵斯布魯克的行程，前往行程的第二站瑞士。我們

搭乘歐洲火車由茵斯布魯克前往瑞士蘇黎士。隔天(6/17)下午始前往瑞

士首都伯恩，進行瑞士司法機關參訪行程。歐洲的瑞士是中立國，迄

今為此仍未加入歐盟，自成世外桃源。我們搭乘火車自茵斯布魯克進

入瑞士時，雖然奧地利與瑞士間沒有邊境，但火車上仍有邊境警察在

嚴格盤查。瑞士迄今仍未使用歐元，使用瑞士法郎，而瑞士境內各邦

的語言，有法語、德語、義大利語和另外一種當地的土話，故為多元

融合的社會。 

6/17  PM16:58 
由蘇黎士抵達伯恩 

林所長於 6/17 日自蘇黎士抵達伯恩，抵達火車站時，林所長的好

友我國駐瑞士代表王世榕，已在伯恩火車站親迎林所長。王代表陪好

友林所長至下榻旅館處隨即帶領著林所長參觀伯恩市。藉由王代表生

動與深入解說，我們才知道伯恩市的歷史。伯恩城創建人貝希托爾德

在伯恩捕獲的第一隻動物是熊（Bern 即是德文熊的意思），便以熊為

伯恩市的象徵。王代表幽默的說，歐洲以熊為名的城市有二，一是瑞

士的伯恩，一是德國的波昂。但瑞士伯恩的這隻熊是公熊，而波昂的

那隻熊是母熊，因此看起來是伯恩的公熊佔上風。自伯恩市往艾爾河

（Aare）中望去，數十公尺湍流深急的溪流河床中，矗立著巨大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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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像，無比的威風。U 字型的艾爾河(Aare)流經伯恩市，將市區分割

為三部分：西部是高原新市地區，也是中央車站與市中心所在地；而

往東走經過尼德克橋(Nydeggbruecke)跨河後，是舊市區所在地。另

外一區則是博物館等。伯恩市區有名的建築，有史匹達爾街

(Spitalgasse)上的拱廊和 16 世紀興建的 11 座噴泉、馬爾庫特街

(Marktgasse)上的囚犯塔、以及會在每小時的 55 分敲鐘的著名鐘塔

等。整個伯恩市區並不大，但伯恩市依山傍水，又有河流經過，果真

是人間仙境。晚上為了歡迎林所長的到來，王代表選在伯恩市有名的

「波記」飯店內款待林所長，二人久未相見，相談甚歡。王代表並表

示明日會親自陪同林所長前往瑞士洛桑最高法院拜訪。 

6/19  PM15:30 
瑞士洛桑最高法院(The Swiss Federal Supreme Court) 
訪問記 

瑞士的法院系統分為地區法院（Cantonal Level）、聯邦法院

（Federal Level）二大系統。在地區法院部分又分為四大部分即：

（民事法院）（刑事法院）（特別法院）（行政法院）。在民事法院

部分，又分三法庭（法院）即 Magistrate、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The Cantonal Court。Magistrate 負責的是爭議性較低的案

件，如 4000 瑞士法郎以下的案件及監護案件、繼承案件等，看起來

有點像是簡易庭的味道。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法院則負責的是

中等案件，如離婚、或是財產權等案件。其次的 The Cantonal Court
則是負責審理對 Magistrate 及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不服的上訴

案件，但法律在某種情形（高度爭議性案件）也准許其直接由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審理。 

在刑事法院系統部分，又可分為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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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ntonal Court（of Appeal or of Cassation）。瑞士的特別法院

在民事包括了商業法院（Commercial Courts ），勞工法院（Lease 
and Labours Courts）。在刑事部分包括了少年法院（ Juvenile 
Courts）、經濟侵害法院（Economic Offence）。 

其餘的如保險法院（Insurance Courts），也是特殊的法院。在聯

邦法院系統方面亦可分為三大部分： 
一、瑞士聯邦最高法院及聯邦保險法院（The Swiss Federal 

Supreme Court and Federal Insurance Court）。瑞士聯邦最高法院

主掌著各邦法院的上訴權，統一解法令適用於全瑞士。 
二、聯邦上訴委員會（只審理行政法案件）。 
三、軍事法院，瑞士的軍人違反軍事刑法案件均由瑞士聯邦軍事

法院審理。 
在瑞士，並非所有的法官們都有法學院的學位。例如各邦法院的

Magistrates 通常係由各行業中知名人士中選出，並不需要有律師資

格。但要獲得各政黨的認同方能出任。而且部分法官並非全職工作

（Full Time Jobs），有些法官們還兼有本職如法學教授等，僅撥出部

分時間來從事審判工作。通常來說，他們會和全職法官開會，這些普

通市民可擔任法院的副院長，同時也會判決一些簡易案件。而越來越

多的女性法官擔任法院院長，在有些案件的確是要女性法官的參與

（如強暴案）。 
瑞士法院的審判法官組成依各邦的規定而有不同。但通常在民事

法院部分，Magistrate 法官係以獨任為之，或以二個陪席法官共同為

之。其管轄區域僅限於地區性、限於各城鎮、及各市區。但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或地區性法官係獨任或由二個陪席法官共同為

之，法官要法律系畢業，但陪席法官並不一定要法律系畢業者。各邦

（Cantonal Court）法院的組成最少三人。通常是由訓練有素的律師

中選任，有時為了減輕邦法院的案件負荷，替代法官（Substitute 
judges）也會被指派一些兼差任務（Part-Time duties）。 

在瑞士的刑事法院系統中通常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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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警 法 庭 ： 由一審法院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院長獨任，

曾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律

師，可以獨當一面的解決

爭端。 
－輕 罪 法 庭 ： 審理中等罪名的案件，最

少由三位法官組成。三位

法官中至少要有一位是律

師背景出身。輕罪法庭的

法官組成，審判長必須出

自律師，同時也有市民組

成的陪審團。 
－重罪審判庭（Courts of Assizes）： 法庭審理重罪，由七位法

官組成，其中的三位法官

由律師出任，其組成分子

中最少要有法官身分者擔

任審判長，和一群陪審

團。 
瑞士的法官選任方式：根據瑞士各邦的法律，資深法官是由市民

直接選出或是由各邦的國會中選出。資深

法官外的其餘法官，則由各邦法院

（Cantonal Court）自行指定。但某一些

邦中，法官全部由市民直接選舉，同時有

任期制，四年到六年一任，視各邦的任期

規定而有不同。 
瑞士的法官教育：瑞士並沒有固定的機構或學校專門培養未來的

法官。通常，受訓名單係從個人工作名單中挑

選。大概的對象係從律師、法院職員、或公務

員中挑選而來。大部分聯邦法官係由法律經驗

豐富的律師中挑選，雖然瑞士憲法並沒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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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聯邦法院的法官須由律師中選任，但大部

分瑞士聯邦法官傳統上均由律師、法學教授、

和公務員或是各邦法院中的法官選出。 
在瑞士個人均可以個人名義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訴訟並不需要

「律師強制代理」。實務上，如果案件變得越來越複雜，會被要求要

有律師代理之。如果付不起律師費用，可以要求法律協助。而不是註

定無勝訴希望的案件，法院才會准予法律協助，法律協助的費用則是

由國家支出。 
瑞士各邦的刑事訴訟程序有四大主要階段： 
－警察主導的調查程序 
－檢察官審核案件程序 
－案件偵查終結或進入法院程序 
－裁判作成 
對於判決的不服可以提起上訴（被告、被害人、檢察官均有上訴

權），或重新聽證或是重新檢視 review 案件。犯罪者可以被特赦，但

權限卻屬於各邦法院。 
對於瑞士聯邦法院系統中之刑事訴訟程序，瑞士聯邦最高法院掌

管著撤銷各邦法院大權，此種撤銷權僅限於各邦司法權侵犯聯邦法

律。一審法官證明的基礎事實，瑞士聯邦最高法院不會重行審酌。如

果案件被撤銷，案件就回到原審法院重新依聯邦法律審理。 
聯邦司法管轄案件包括了侵犯瑞士國土安全案件如（間諜活動、

恐怖主義、對聯邦參議會的恐佈攻擊活動），遇有此類案件時，聯邦

檢察署會授權各邦或 Bellinzona 的聯邦刑事法院（Federal Crinminal 
Court at Bellinzona）偵辦各該案件，如果案件成立，則關於此類案

件，Bellinzona 的聯邦刑事法院有第一審管轄權，而上訴審則是聯邦

洛桑最高法院。犯罪的特赦權行使，則由瑞士聯邦國會為之。瑞士聯

邦最高法院同時也審理著各邦法院侵害人民憲法基本權利的控訴，這

些控訴最常見於違反瑞士聯邦憲法第八條的「平等待遇 equal 
treatment」原則。 

瑞士也是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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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的批准國，對瑞士的基本人權有合法的保護功能。這些憲法上

的訴訟會讓各邦法律程序可以更和諧。但是瑞士最高法院就瑞士聯邦

法案的合憲與否，並沒有審核的權限。洛桑最高法院內現在有 30 位法

官， 15 位替代法官和 15 位臨時法官（ JUDGE SUPPLEANT 
TEMPORAIRES）。有 204 位職員。法院內的聯邦保險法院有 11 位

法官，和 11 位替代法官和 71 位職員。在這最高法院 30 位正式法官

中，有 7 位女性法官。法官們係由聯邦國會選出，被選中者的原因不

僅係由於其本身的能力，同時也要兼顧其本身使用的語言及其地區的

政治生態。因為瑞士的官方語言有四種法語、德語、義大利語、和

REHETO-ROMANCHE 語四種，因此各種法官的分配也依此配置，德

語法官有 25 位、法語法官有 12 位、義大利語法官有 3 位、

REHETO-ROMANCHE 法官有 1 位。瑞士聯邦最高法院共有 5 個法

庭，2 個公法法庭，2 個民事法庭 1 個最高刑事法庭。如果瑞士聯邦

最高法院的判決違反了基本人權，對於瑞士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可以

上訴到位於法國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歐洲人權法院，於

這種案件中歐洲人權法院審理的被告，其對象僅為瑞士政府。聯邦最

高法院大廈建立於 1927 年，之後於 1986 及 2000 年有二次擴建，但

仍保留著原貌。 
瑞士聯邦最高法院位於瑞士法語區的洛桑（LAUSANNE），位於

日內瓦湖畔及阿爾卑斯山下的洛桑，來到這個城市彷彿來到法國情，

與伯恩及蘇黎士截然不同，但這的確仍是在瑞士境內。洛桑市是個現

代化的城市，但存在著著傳統與現代化的景象，再加上國際奧林匹克

委員會的中心位於此地，更始洛桑享有國際盛名。林所長與王代表一

行人，於當日中午搭乘火車自伯恩抵達洛桑，王代表趁此機會介紹洛

桑著名的大教堂後，再前往洛桑最高法院進行訪問。我們抵達最高法

院時，最高法院副院長 Dr.Bernard Corboz 及秘書長 Jacques Buhler
二人己在最高法院大會客廳等我們了。以下便是林所長與洛桑最高法

院副院長 Dr.Bernard Corboz 的會談大概： 
Dr.Bernard Corboz： 歡迎你們自台灣遠道而來，你們是第一批來自台

灣的訪客，真的很歡迎你們到洛桑最高法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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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可否讓我為你們就整個瑞士最高法院作一個

歷史性簡介？ 
 林所長： 很榮幸的！ 
Dr.Bernard Corboz： 瑞士是由各邦組成，之前係由各邦自行處理法律

問題，直到今日仍由各邦自行處理法律問題，直

到十九世紀中葉瑞士才設立最高法院，來處理各

邦的法律問題。當時瑞士各界認為聯邦最高法院

處理的是各邦間爭執的問題以及聯邦自己本身應

該處理的問題，那時並沒有想到聯邦最高法院後

來也要處理到涉及到人民權益的問題。到後來慢

慢透過各種法律的修改，聯邦最高法院才具備處

理人民事務的權限。各邦的各種法律若有爭執，

應由聯邦處理，惟聯邦處理其處理方式應有放諸

各邦皆準才是，不能有差別待遇，這也是顯現我

們聯邦最高法院功能所在。故聯邦最高法院並非

事實審，有二造間的爭執情形，首先我們要檢視

案件能否受理者，在於案件是否及於聯邦，而不

僅是及於各別邦之間。 
 針對不同情形，聯邦最高法院要詮釋法律而為統

一的解釋。您也許會懷疑為什麼我們的聯邦最高

法院為何會在洛桑而我們的政府及國會等單位會

在伯恩呢？當時的想法是，如果法官不要跟政府

和國會議員等政治人物在一起的話，那受到的影

響會比較小一點。 
 聯邦最高法院於 1927 年建於此地，一進法院大

門有大石階，外面有個大公園，如果要進到最高

法院要慢慢的走，走到法院大門恐怕已經流汗

了！在最高法院的審判庭內，裝飾得非常具有宗

教性，讓人感到正義所在。待會我會帶您去參

觀。現在最高法院內有 30 個法官，但另有 1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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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在琉森的聯邦保險法院，最高法院的審判庭

有 5 個。有 2 個是公法庭，第一公法庭是審理關

於自由、宗教、語言問題的法庭；第二公法庭是

處理經濟問題，特別是金融、財務等問題。另有

2 個私法庭（民事庭），第三個私法庭是智慧財

產權等問題，第四個私法庭是處理親屬繼承等問

題。最後一個法庭第五法庭是刑事最高法庭。 
 提到上訴問題，首先法官要先整理上訴意旨的問

題，法官可以自行書寫，也可交給書記官來撰

寫，故並不是每個報告都由法官自行撰寫。如果

初步檢視上訴結果，大家集體同意的話，那就成

案了。絕大部分的案件都是全體同意，但如果有

人異議的話，那就會舉行會議（séance）來決

定。如果案件要開會決定的地步，那依瑞士的特

殊制度規定，那就要公開。屆時當事人、記者、

法學教授都可出席會議，但只有法官可以表示意

見。在法官討論時，那是非常的精彩，因為各種

語言都會出現。經過意見表示二輪以後，大家則

用投票來表決。書記官則依多數決來製作裁判

書，再經由書記官整理後交給全體簽名，裁判再

對外公佈，這些爭論的各式各樣的不同意見也會

公佈在 internet 上。那瑞士的律師們也可以在

internet 上吹毛求疵的找意見，再重行想辦法。

每年瑞士最高法院受理有五千件案件，而琉森那

邊每年大概也受理有二千五個案件。最高法院自

受理案件至結案時止，大概需費時一百天左右。

以上即是我的簡介，是否您還有任何更具體的問

題呢？還是由我再就您自台北提出的問題來作個

詳細解說呢？ 
 林所長： 是否先請副院長就我們出發前提出的書面問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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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個解說呢？ 
Dr.Bernard Corboz： 好的，先就有關於解釋瑞士憲法的問題作個說

明，我們最高法院可以自由的解釋憲法，沒有任

何限制。其次您問到和與歐洲法院融合的問題，

因為我們不是歐盟的成員，因此沒有與歐盟法律

統一解釋的問題。當然瑞士的法官們可能因為其

本身個人理由，會藉由歐盟法律的法律來解釋瑞

士法律，這當然有可能發生。您又提到瑞士法官

獨立性問題，瑞士的聯邦法官係由瑞士國會選舉

而來，而其任期為六年，一直可以連選連任，實

務上第一次選任法官會很嚴格，但之後的連任程

序則是越來越鬆。政府通常不會介入，也不會想

要影響國會對於法官的選舉。 
 至於聯邦最高法院財務問題，瑞士聯邦最高法院

係自己提出預算案於國會。瑞士聯邦最高法院自

行提出預算案於國會，不經過聯邦政府，也不過

是最近 4、5 年間的事情。過去我們沒有注意到

自行編製財務預算這件事，會對於法官或法院獨

立性有所影響。那我再次強調，聯邦政府對於法

官的選任程序不會介入也不想介入，這完全是國

會的事。再來針對瑞士法官的養成訓練問題。嚴

格說起來，瑞士並沒有要求什麼職業或之前必須

擁有什麼資格才可成為聯邦法官。當然人選必需

在其各邦內要有點名氣才行。通常在成為聯邦法

官之前，候選人係在各邦擔任法官，有時也有法

學教授、律師或政府的高級官員。特別是政府官

員，很多是在此擔任書記官。政府官員通常並不

是在這裏擔任書記官之後直接跳至最高法院擔任

法官。這些書記官要回到各邦擔任各邦法官之後

再接受選任回到聯邦最高法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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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問題中有提到是否瑞士的法官要經常接受訓練

呢？其實是沒有的，這裏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對

各種法律已很清楚，沒有必要再對最高法院的法

官施以訓練。過去聯邦法官也常參加各種國際性

的學術會議，這對於聯邦法官來說這也是一種自

我學習的方法。事實上聯邦法官也受聯邦法院行

政部門的幫忙，這些行政部門的很多人也是法律

人出身。例如我們聯邦最高法院圖書館內也有很

多法律人在工作。 
 除了書記官要支配五個法庭之外，另外還有各式

各樣的行政支援系統，如資訊、科學、圖書等方

面的服務，另外還有檔案方面的整理。各種不同

意見的檔案整理都要提供給法官，等一下我會帶

領林所長參觀一下我們的圖書館等相關措施。另

有秘書小姐也對相關判決作整理並與各個部門作

聯繫工作。談到我們的總務組則負責清潔、交通

調派、不動產等工作，這些後勤支援的人員大約

有 200 位員工左右，其中有 100 位是書記官。

事實上有許法院內有許多小問題都是由書記官來

處理，法官們則專注於法律的解釋與法院的裁

決。大概就是如此，不知道林所長有無指教！ 
 林所長： 首先我們謝謝副院長及秘書長，在這麼忙的情況

下還來接待我們，我剛剛從聯邦最高法院外走進

法院內，就感覺到這個法院就是我們心目中非常

莊嚴、非常標準的法院。台灣有部分法院像個菜

市場，在我們心目中認為法院應該是非常莊嚴的

地方，像這裏一樣。以下我有幾點問題，想再向

副院長請教。剛剛副院長有提到現在瑞士最高法

院內有 30 位法官，但其中有 11 位法官在琉森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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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方的保險法院，那意思是否即是否這裏僅有

19 位法官在這裏？ 
Dr.Bernard Corboz： 不！不！那是有 30 位在這裏，有 11 位在琉森那

裏！ 
 林所長： 那剛才有提到說，30 位法官各分為 5 個庭，是

否每個庭平均為 6 個法官？ 
Dr.Bernard Corboz： 正確！理想是 6 個，但有例外，因為法官各有專

長，例如民事第一庭多一個，刑事庭就少一個法

官。 
 林所長： 若案子受理後，各庭的案件如何決定，是否要五

個法官全部同意才可以下判決呢？還是有不同意

見的人可以表達其不同意見於判決書中呢？ 
Dr.Bernard Corboz： 每個分庭雖然有 5、6 個法官，但並非每次開庭

時都要全體出席，如刑事案件中有關交通的案

件，則法律規定僅要 3 位法官出席，三位法官決

定即可！但若涉及到憲法或法理學上的問題，則

規定要全部五個出席，故根據案件性質可能要三

個或五個，並非全部要出席！最大的出席人數最

多是五名法官出席。 
 林所長： 那如何具體分配案件給個別的法官呢？ 
Dr.Bernard Corboz： 案件由最高法院各庭庭長指定，基本上是由各庭

庭長來分配，依據各位法官工作量、公平性、專

長等來分配。 
 林所長： 最高法院法官係由國會選舉而來，而候選人之資

格如何產生呢？ 
Dr.Bernard Corboz： 關於這個問題，舉例而言我們這屆法官到 2006

年即會缺人，到時瑞士各大媒體便會大肆報導，

但個人有興趣者自我推薦者通常沒有，最後均由

政黨推薦，而到底是政黨找個人或是個人找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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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最後也分不清楚！國會選舉時會特別注到語

言族群問題，至少要保持多少位不同語言的法官

分配。 
 林所長： 那 30 位法官中是否有具體分配各種語言的法官

呢？ 
Dr.Bernard Corboz： 對的！我們有幾個原則，語言是第一個原則，我

們分配 9 位法官名額給法語，2 位給義大利語，

1 位瑞士方言，其餘均是使用德語的法官。如今

年義大利語法官退休，接替的人選也要從使用義

大利語的法官中選任，國會也要尊重這個傳統。

接著第二個決定因素則是政黨。接著則是性別問

題，甚至連宗教問題都會被考量，另外各邦之

間、城市與山地之間，這些問題都要考量進去，

但主要的大原則仍是語言問題。次要問題都可以

提出來討論，不管如何，語言問題永遠擺在第一

要件。 
 林所長： 請問這些候選人的條件設定，是瑞士的歷史慣例

或是瑞士的憲法規定？ 
Dr.Bernard Corboz： 這是傳統，不是法律規定。 
 林所長： 那瑞士最高法院法官任期為六年，剛才副院長有

提到第一任選舉時國會審核很嚴格，但接著連任

時，也是透過政黨再度提名或是要由法官自行向

國會表態？ 
Dr.Bernard Corboz： 首先，如果法官自己不提出要退休時，現任法官

當然成為現成的候選人，但理論上國會可以堅持

要重行選任候選人，但傳統上國會會尊重三權分

立，國會不會這麼不識相，如果發生這種狀況

時，就發生憲法的危機了！ 
 林所長： 請問瑞士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有沒有年齡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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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Dr.Bernard Corboz： 這也是傳統上的慣例，通常做到 68 歲！ 
 林所長： 如果 6 年的任期，法官 65 歲才上任，那怎麼

辦！ 
Dr.Bernard Corboz： 那 68 歲時會很客氣的請法官走，過去也發生法

官不肯不台的情形，但明年要通法律來強迫法官

去職！ 
 林所長： 剛才有問到最高法院法官，若有不同意見時可否

撰寫不同意見書呢？ 
Dr.Bernard Corboz： 這個問題我有提過了，如果要開會，我們的制度

是公開的，在公開的場合，有什麼意見都已表達

了，這些不同的意見會上 internet，媒體及學者

就會據此批評。 
 林所長： 剛才有提到最高法院內有 100 位書記官，而書記

官與法官之間係如何分配呢？ 
Dr.Bernard Corboz： 基本上，最高法院法官可以自行選任至少一位書

記官，其他則依據案情等等來配置！故可能有

1、2 或 3 個書記官！這樣子應該夠了！ 
 林所長： 另外我想請教，最高法院的院長、副院長本身要

不要分案？ 
Dr.Bernard Corboz： 對，院長及副院長也要分案。我們院長是第一公

法庭的庭長，我是民事第一庭的庭長。 
 林所長： 最高法院自己可向國會提出預算，遇有此種情

形，請問最高法院長本人或其代表要不要去國會

說明呢？ 
Dr.Bernard Corboz： 這會有問題，最高法院院長是需要去國會說明

的。但因為最高法院院長每年才去這麼一次瑞士

國會，瑞士國會不會滿意，所以我們瑞士最高法

院院長平時也要和國會及聯邦政府打交道，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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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當然，我們現在也在思考這問題，我們請聯

邦政府替我們說太多話時，對聯邦最高法院對外

作為一個公正第三權的形象會有影響，我們都要

考慮在內！到目前為此，國會沒有對我們很刁

難，最高法院也沒有表現得很過分的情形！ 
 林所長： 台灣的司法院也有這個問題，但台灣的司法院是

派司法院秘書長前去國會說明預算問題，以表示

權力分立的情形！ 
Dr.Bernard Corboz： 瑞士最高法院的想法是，如果政府各部門是由其

部會首長前往爭取預算，那司法權由其首長前往

爭取預算的這種作法看起來也是合理的！老實

說，這還有一點是想要表達對國會的尊重！ 
 林所長： 台灣是憲法規定對於司法權的尊重，故不讓司法

院長至國會報告！ 
Dr.Bernard Corboz： 現在是否要讓我們喝點飲料，吃點東西之後，再

由我帶你們去參觀法庭呢？ 
副院長就在最高法院評議廳內，以最高法院自釀的白葡萄酒及瑞

士的點心等來招待林所長。瑞士最高法院的評議大廳內掛了幾幅油

畫。一幅是摩西畫像，一幅是象徵自然法學派的裸女畫像及中古時期

最早的檢察官畫像（女性），另外一幅是所羅門王的畫像！在喝完飲

料稍作休息後，最高法院秘書長就帶領我們去參觀整個最高法院法

庭。瑞士最高法院的各法庭並不大，法庭佈置為半弧型，牆上有各種

雕刻，感覺上瑞士最高法院甚為莊嚴！之後我們又參觀了瑞士最高法

院的單位和檔案室圖書室等，對瑞士最高法院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

象。結束了在洛桑的行程，我們又自洛桑搭乘火車回到伯恩，這時候

很巧合的遇到了世界杯足球賽中瑞士國家隊擊敗了非洲多哥隊，因此

整個洛桑火車站前為瘋狂的瑞士球迷包圍，街道上各種車輛喇叭齊

鳴，也讓人見識到歐洲人對於足球的狂熱，於此順道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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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AM10:00 
拜訪瑞士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林所長、王世榕代表等一行人，於 6/20 日上午前往瑞士檢察總長

辦公室拜訪瑞士檢察總長，瑞士檢察總長辦公室位於伯恩市中心，離

我國駐瑞士代表處步行僅需五分鐘的時間。但如前所述，瑞士檢察總

長辦公室對於台灣的司法官訓練所林所長來訪，雖然歡迎但要求要有

會談大綱，因此我們乃於數月前告知瑞士檢察總長辦公室，表明我們

的來訪係純學術參訪，想對瑞士的檢察制度有更深入的瞭解，因此瑞

士檢察總長乃指示其最高檢察署檢察官對台灣司法官訓練所正式準備

簡報，並回答台灣司法官訓練所林所長的問題。而瑞士檢察總長

Dr.Valentin Roschacher 及副檢察總長 Claude Nicati 並於當日一起接

待林所長，並親自為林所長回答相關問題。 
林所長一行人抵達瑞士檢察總長辦室後，先由瑞士最高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兼官長 Dr.Water Knusli 引領至瑞士最高檢察署頂樓空中花園

眺望整個伯恩市，檢察總長辦公室位於艾爾河畔，景緻迷人，最高檢

察署的頂樓的空中花園上另外直升機停機坪，也是相當特殊之處。這

時瑞士檢察總長 DR.Valentin Roschacher 及副檢察總長 Claude Nicati
也到空中花園來為林所長解說伯恩市，並與之合影，之後才到檢察總

長會議室內為林所長簡報！以下便是林所長與瑞士檢察總長會談的大

概： 
Dr.Valentin Roschacher： 首先歡迎林所長您自台灣遠道而來，我指示

專人回答你們出發前自台灣所提出的書面問

題，我要他們回答問題不要寫太多的法條，

也不要寫太多，只要簡單的寫一下就好，留

待簡報時再補充。我們也想留點時間與您作

討論，因為書面中寫太多法條太無趣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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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很容易忘記！今天為你們作簡報的

Dr.Water Knusli 是屬於瑞士的法語族群，

而我本身是屬於瑞士族群中最大最重要的德

語族群！（總長自己接著趕緊說：No！

No！這是開玩笑的！不要談政治！但眾皆

已大笑不已）。雖然我來自德語區，但我的

官長 Dr.Water Knusli 先生通常與我討論問

題時，他講德語我便講法語！（眾又大笑） 
 林所長： 真是很好的默契！ 
 Dr.Water Knusli： 我母親是法國人，講法語，而我父親是瑞士

東部人，講德語！首先讓我來為大家作個簡

報，我為大家先作個 40 分鐘的簡報，如果

就那一部分有問題，我們可以停下來深入相

互討論！我己為林所長製作了一份書面簡

報，你們可以一邊參考看看！ 
Dr.Valentin Roschacher： 對不起，請問有沒有人是吸煙的，我可以吸

煙嗎？在瑞士有不少的癮君子！ 
 Dr.Water Knusli： 首先談到瑞士的司法制度，在瑞士有二個層

級的司法，一個層級是聯邦司法制度，一個

層級是各邦的司法制度。談到聯邦的司法制

度，瑞士有刑法典始於 1942 年，這部法典

適用於全瑞士的 26 個邦。但關於刑事訴訟

法，則各邦有其刑事訴訟法，聯邦也有自己

的刑事訴訟法，因此共有 27 種不同的刑事

訴訟法。瑞士各邦分別有 18 個德語區、6
個法語區、1 個義大利語區、1 個方言區

（Romanch）。談到瑞士檢察總長辦公室

組織，我們有一位檢察總長，總長辦公室下

有一個情報（information）部門，底下分四

大 辦 公 室 分 別 為 職 員 辦 公 室 （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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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內有包括翻譯人員、總務人員

等。第一偵查追訴及法律互助辦公室

（ Invesgation & Prosecution I legal 
assistance ） 、 第 二 偵 查 追 訴 辦 公 室

（investigation & Prosecution II）、以及會

計 中 心 （ Centre of competence 
Accounting）等部門。 

  檢察總長辦公室總部位於伯恩，另外有三個

分部分別位於：蘇黎士、洛桑、及靠近大利

的 Lugano。檢察總長辦公室原來職掌著以

下的犯罪類型，如聯邦公務員所犯的殺人、

恐嚇等罪。對國際法保護人員所犯之侵害案

件、偽鈔案件、核子武器擴散案件、國家安

全侵害案件、航空案件、爆裂物攻擊案件。

惟自 1990 年起政府決定打擊瑞士的組織犯

罪及白領犯罪遂將各邦的這種二種案件管轄

權提升至聯邦層次並於 2002 年修正瑞士刑

法典並正式列入。目前這二種案件偵辦權限

專屬於瑞士檢察總長辦公室。此外聯邦檢察

官新增的權限尚有：犯罪組織、資助恐佈主

義、洗錢、賄賂、對名人侵害案件、偽造文

書案件等等。我們目前的核心工作項目係針

對國際性的洗錢案件，辦公室投入了大部分

的人力物力，啟動洗錢案件的調查工作。相

關的金融機構報告會先送至「洗錢通報辦公

室 」 （ MROS-Money Laundering 
Reporting Office），之後再由該中心與各

銀行及金融律師緊密合作。 
  而在 1998 年我們引進洗錢防制法，在這個

法案中，規範銀行二件重要事情，第一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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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銀行要清楚知道客人個人所提的個人資

料，同時更要清楚的查證資金實際上所擁有

或受益者到底為何人。其次，各瑞士金融機

構遇有洗錢情形時，有通知「洗錢通報辦公

室」(MROS-Money Laundering Reporting 
Office)之義務，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各銀行及

各大企業都要配合的原因，雖然這些機構很

不情願配合但也得配合！ 
  我們 MROS 接到洗錢通報案件時，便會將

案件轉報到檢察總長辦公室，MROS 屬瑞

士法務部下直屬機構。瑞士聯邦針對洗錢案

件，有各種聯邦監督機構如：瑞士聯邦銀行

委員會、聯邦私人保險辦公室、瑞士聯邦賭

博委員會、洗錢控制機構等等。瑞士銀行在

刑事訴訟程中並沒有主張保守秘密的權利。

但並不是意謂者瑞士的警察即可直接向各銀

行調閱資料，瑞士警方如果要向各銀行調取

資料仍要透過我們再向法院提出請求始可！ 
  這些和各機關與銀行間的協調工作是非常非

常艱難，首先要我們自己辦公室內整合起

來，先指定一位負責的檢察官，再配以助理

檢察官及職員，及金融顧問及特殊的專家顧

問組成團隊。讓這些專家們先行分析整個件

該如何進行，之後還要與瑞士聯邦警察合

作，瑞士聯邦警察不隸屬於總長辦公室，但

卻要聽命於檢察官。接著還要與瑞士各邦合

作，例如與各邦的警察合作，最後還可能要

與各外國政府合作，通常洗錢案件不會僅發

生於瑞士而已，案件處理起來是很艱難。到

此不知林所長有沒有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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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所長： 我想請問您所說的團隊中的顧問及專家，這

些專家及顧問們是來自何方？是總長辦公室

自外面請來協助的嗎？ 
 Dr.Water Knusli： 他們是我們辦公室的職員。 
Dr.Valentin Roschacher： 我們組織一個單位徵集人員包括金融專家、

顧問等，現在我們有 11 位金融顧問，但仍

不夠，仍想增加人數，至少一個團隊要有一

個顧問和一個分析師才行。 
 林所長： 同樣的情形，在台灣的辦案團隊也有、電腦

專家、工程專家等等，台灣也同樣面對著團

隊整合問題。 
Dr.Valentin Roschacher： 在瑞士的洗錢偵查團隊中，金融顧問會建議

案件是否要逕行結案或從何處進行偵查案

件，但實際上仍由檢察官負責一切，金融顧

問會建議並和檢察官討論案件由何處查往何

處，但案件實在太大，若沒有金融顧問幫

忙，檢察官也會失去偵查方向！關於剛才簡

報提到的各種金融監督機構，瑞士的檢察官

也可以要求他們配合檢察官的偵查工作！我

們刑事訴訟法規定如果刑事訴訟程序開啟

後，瑞士的警察要接受檢察官的命令，而瑞

士檢察總長是司法警察的領導人，雖然警察

們有他們自己機關的首長，但一旦檢察官開

啟訴訟程序後，警察就要接受檢察官的指

揮。同時如果總長辦公室的金融團隊組成

後，警察也要受這個單位的指揮，通常能夠

進到這個單位參與辦案的警察是種榮譽。 
 林所長： 那請問瑞士法務部與警方及檢察總長辦公室

間之關係如何？ 
Dr.Valentin Roschacher： 有時很艱難，有時不會，因為瑞士的制度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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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我們現在也在探討這個問題。在

2002 年時國會修改了法律，國會認為檢察

總長辦公室愈來愈擴大，愈來愈有權力，意

味著檢察總長辦公室必需要更獨立。因此法

務方面事項，從預算編制、人員爭取等方面

都要更獨立。我們也有來自法務部所提的規

劃案來改變現狀，在二年前法務部也提方案

要增加法務部長更多的權力來監督，但我們

不是很滿意這種設計，因為我們認為這對檢

察總長辦公室的獨立性有點危險！但這個方

案仍然進到了國會，我仍然希望檢察官仍能

保有獨立性，而不要太向政府或國會部門靠

近！ 
 林所長： 何種情形法務部會監督檢察總長辦公室？關

於偵辦中的案件嗎？ 
 Claude Nicati： 不！我們法務部沒有任何權限指示追訴案

件，我們只有遵照刑法辦案，只在案件偵辦

的預算運用時有與平常不同的不正常程序，

法務部才會要求重行偵查程序。我們如果錯

誤解釋了法律，也只有刑事法院可以檢視案

件。 
Dr.Valentin Roschacher： 你知道的，我們偵辦案件時是沒有任何方面

會滿意的，故我們寧願對我們的監督是來自

於法院方面。其實我們偵辦案件並不是真的

很有權力，因為每天、每個星期，我們可能

都對聯邦官員們展開調查，這些官員可能掌

握著法務部的相關預算；或是當我們在國會

中逮捕某些人，都會令人討厭。同時也可能

在這件事情過後幾週，我又要去國會中去爭

取明年的機關預算，在這種基礎上，我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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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談判基礎就不是很有利（眾皆大笑）。

我們可以繼續聽簡報！ 
 Dr.Water Knusli： 往下談到您所提的問題中，有關瑞士檢察總

長辦公室的組織架構，瑞士憲法中並沒有提

到瑞士檢察總長辦公室如何構成，但瑞士檢

察總長辦公室的主要工作內容卻明確規定在

瑞士刑法第 340 條中。其次提到我們檢察

總長辦公室的人力配置如何，我跟林所長報

告的是，總長辦公室內有百分之 90 的人力

從事於案件偵查工作，其餘的百分之 10 的

人力則是行政業務人員。因為在辦公室內工

作人員需要刷卡，有卡的工作人員實際有多

少，我們沒有辦法精確的說出，只能說個大

概行政人員與辦案人員的比例而已。此外，

您也提到有關瑞士檢察總長任用資格的問

題，總長人選條件是由瑞士法務部長從傑出

經驗的刑事律師中挑選候選人，再由瑞士政

府推任，任期為四年。可以再連任四年。 
 王世榕代表： 我想請問在瑞士總長的推選過程中，政黨的

介入如何？ 
Dr.Valentin Roschacher： 以我為例，因為我不是政治人物，也不屬於

任何政黨，所以沒有人可以說我是左派或右

派，我純粹是以專業展現！目前我是第 11
任的瑞士檢察總長。 

 林所長： 台灣國會前不久有檢察總長的候選同意案，

但因為國會的反對故沒有通過，故舊的檢察

總長目前仍然在職！ 
Dr.Valentin Roschacher： 最好他可以因此變成終身職！（笑聲）。 
 Dr.Water Knusli： 另提到瑞士的檢察監督機制，這可以分二方

面來說，一方面在行政業監督係由瑞士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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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長為之。另外法律專業上的監督則是由

在 Bellinzona 的瑞士刑事法院為之。另外

您問的檢察官與政治人物間的關係如何？這

個問題的答案，我試著回答為「視情況而

定」。（笑聲）。 
Dr.Valentin Roschacher： 我會到國會去討論並守住機關的預算，同時

也會與國會討論一些司法業務的問題，去向

他們解釋一些事情，有時候國會議員們從媒

體上看到了一些消息，向我求證，但我也只

能跟他們說很真的很對不起，我不能跟你們

回答什麼，因此國會對我不太喜歡。 
 林所長：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向國會提出預算案？ 
Dr.Valentin Roschacher： 我們先自己編預算，送至法務部並與法務部

協調，法務部通常會叫我們刪減。如果意見

一致後預算送到國會，我就要去國會說明，

通過了就沒有問題。我個人意見，這是很不

好的制度，因為國會審預算也可影響到檢察

官。 
 林所長： 台灣檢察總長辦公室也有預算編制獨立的

問題。 
 Dr.Water Knusli： 談到瑞士總長辦公室預算項目如何分配及費

用如何審核問題？瑞士總長辦公室的預算分

配亦如其他聯邦辦公室般由法務部主導，而

其預算審核是由聯邦特殊部門審核！至於您

提到瑞士司法制度如何與歐盟法律配合的問

題，因為瑞士迄今仍不是歐盟的成員國之

一，但瑞士會審視其法律與歐盟法律有無適

切配合，假如瑞士要販售乳酪給歐盟國家，

瑞士要尊重歐盟國家的法律，否則乳酪會賣

不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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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您提到的新任檢察官和在職檢察官訓練

進修的問題，剛開始在 2002 年時，瑞士有

為初任檢察官提供為期三個月的訓練，但目

前受限於經費問題，訓練僅限於在職訓練，

現在僅對於新任檢察官升等時有提供特別的

訓練。 
Dr.Valentin Roschacher： 瑞 士 之 前 想 要 引 進 新 的 制 度 及 法 案

（common procedure law）來統一檢察官

的任用及訓練，因為瑞士是很大的國家，

26 個邦加上聯邦自己的共有 27 種訓練方

法，所以這個法案其實是有必要的。但談到

這個法案己經在國會談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我和我擔任律師但退休的父親提到這件事

時，我父親在五年前說，當他在 1960 年在

蘇黎士擔任律師時就和我談過這個法案了，

那時是 1960 年的春天，他還很高興的說大

概 1962 或是 1963 年左右，瑞士就會有新

的程序法案了，但現在這個法案還躺在瑞士

國會裏，我還在跟他提這件事，他說我過幾

年可能還要跟我兒子提這件事。（笑聲）！ 
 以我擔任檢察官之前的過程來說，我之前先

在律師事務所工作之後再到法院作一些法律

實務工作，累積經驗再向法院申請擔任檢察

官，法院在 5-6 名申請人中經考試審核後覺

得我可以勝任檢察官工作，但現在規則已經

修改了，政治因素介入，政黨要求一定的數

目的檢察官名額保留給政黨推薦。以我所在

的那邦為例，政黨甚至要求該邦的檢察首長

要由政黨提名給市民選出。久而久之，政黨

就會說某一個檢察官是我們的候選人，這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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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保證這樣子產生的檢察官會是最優秀的。 
 林所長： 想請問您是如何挑選檢察官至總長辦公室

工作呢？ 
Dr.Valentin Roschacher： 首先，我會找各邦中認識的檢察官，看看他

們履歷再將文件送至法務部，舉例說，我要

挑選副總長，之後再跟法務部去說明，法務

部同意支持我的決定，我再向國會去解釋。 
 林所長： 請問現在有多少位總長辦公室有多少位檢

察官呢？員額是法定的嗎？ 
Dr.Valentin Roschacher： 將近三十位，但員額並不是法定的。在

2002 年時，曾有新法案提案要在 6-8 年內

給聘任所需要的檢察官，但 2003 年時國會

全換人了，新國會認為我們要的太多。所以

國會又喊停了，現在我們需要更多的人力和

物力，但僅能寄望於 2006 年時國會有沒有

辦法通過這個增員計劃。 
 
結束了瑞士檢察總長辦公室的愉快會談行程，林所長和瑞士檢察

總長、副總長、秘書長、我國外交部駐瑞士王世榕代表等人即一同前

往伯恩市內最著名的餐廳「Bellevue」餐廳用餐。這間「Bellevue」
餐廳位於艾爾河畔，居高臨下，可以俯看整艾爾河彎蜒流過伯恩市，

極目四望往山谷方向望去可以看見蒼翠山林和下伯恩市的古老建物，

但飯店門前卻緊鄰著瑞士伯恩市中心最熱鬧的馬路，和飯店同一條街

上有著瑞士國防部、瑞士國會、瑞士銀行、全瑞士最重要的單位都位

於此。 
街道名稱為「銀行街」，王世榕代表指街上的地磚笑說，你們知

道腳上踩著的每一吋土地造價多少嗎？不等我們回答，王代表便自己

說至少是千萬美元以上，瑞士所有重要銀行都集中於此，而全世界所

有犯罪所得的錢最後都集中在條街上，因此估計這條街的造價是全世

界最貴的街道。很有意思的，伯恩是個很小的城市，只有那二、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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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而已，一國首都竟是如此迷你，也令人大開眼界了！ 
瑞士檢察總長和林所長午餐當中，心情十分愉快，不斷的說著笑

話，又不斷的回憶他年輕未擔任檢察官前時在亞洲自助旅行的經驗，

他曾經來到台灣，對台灣人熱情和善印象深刻，他提到當他第一次到

達台灣時，一進入機場正不知何去何從時，就有人主動帶他通關，還

走公務門，讓他以為來錯了國家還是這個人接錯了人！此外，檢察總

長還依稀記得他在台北下塌的旅舍和曾經主動與他搭訕並帶他環遊台

灣的女子，他迄今仍戀戀不忘。檢察總長言談間對台灣的記憶十分深

刻，但他所提的那些時空和建物時隔久遠，現在的台北已今非昔比

了，何處去找尋他年青時美好的記憶？林所長也答應明年一定會邀請

檢察總長到台灣，請他再好好的追憶年少美好的時光，林所長並請檢

察總長可否先行提供那女子的照片，好讓我們按圖索驥，以給總長一

個驚喜？檢察總長聽了大笑不己！這一趟的瑞士檢察總長會談，氣氛

十分融洽，對談內容又十分深入，瑞士檢察總長辦公室又對台灣司法

官訓練所的來訪十分重視，特別準備了書面簡報，可見十分慎重，亦

見台灣司法官訓練所林所長受到瑞士方面重視的程度！ 

6/21  PM15：00 
瑞士伯恩最高法院訪問(suprem court of canton of Bern) 

結束了和瑞士檢察總長的午宴行程，林所長又馬不停蹄的趕往伯

恩市的伯恩最高法院訪問，瑞士伯恩最高法院名為最高法院，但其實

際為「伯恩地區」最高法院，故其層級與我國法院對比應屬於「高等

法院」層級，而非最高法院。瑞士真正的最高法院為在座落於洛桑地

區的聯邦最高法院，其主掌著全瑞士的第三審上訴案件。伯恩最高法

院內分三大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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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事」：包括商業法庭、第 1 及第 2 上訴法庭、強制執行

與破產法庭、羈押與否審核委員會。 
2、「刑事」：包括：經濟刑法法庭、第 1、2、3 刑事法庭、控

制法庭（調查法官主掌）。 
3、「撤銷法庭－即第二審上訴法庭」。 
 
伯恩最高法院同時另外有也職務分配法庭、律師法庭、司法考試

委員會、國際司法互助部門、行政部門、職業法庭等等。關於伯恩法

最高法院法官案件分配程序決定於法院的工作量與資源分配。而有關

刑事法官的訓練訓劃存在於在每年由法院特殊委員會組成之在職訓

練。大部分的最高法院法官不僅擔任刑事審判工作，而且也要負民事

審判工作，每種案件所需要的法官合議數目不同，端賴程序規定。案

件審理期間也各案不同，依賴著各別案件的困難度而不同。至於司法

倫理方面，瑞士沒有統一法律來規範司法倫理。但瑞士憲法及歐洲保

護人權公約都基於有司法倫理的原則規定。因為瑞士並不是歐盟成員

國之一，故沒有歐盟法律適用的問題，但瑞士有時仍必須改變其法律

以配合歐盟法律，法官們有時必須以歐盟法律取代瑞士法律而適用。

伯恩最高法院通用的語言為法語和德語。 
 
伯恩最高法院接待林所長為伯恩最高法院院長.Mr.cavin，控訴法

庭(indictment chamber)審判長 Mr.s.stucki，檢察官 Mr.B,schnell、書

官長 Mr.F.Kohler 等四人，簡報位置位於伯恩最高法院大會議室內： 
 

 林所長： 首先感謝伯恩最高法院這麼貼心的特別為我們準備了這

些書面簡報。因為我不懂德文，對於瑞士的地區法院制

度(canton)不是很清楚，所以很感謝。 
 Mr.cavin： 瑞士伯恩地區最高法院的案件受理，來自三方面，一為

伯恩轄區內 4 個調查法官辦公室所起訴的案件（為毒品

＆經濟犯罪案件），以及由第一至第十三地方法院由獨

任法官（通常即該法院的院長）上訴的案件，以及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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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勞工法院、少年法院及地區行政首長移送過來的案

件。 
Mr.s.stucki： 我負責刑案的審理，但我們的制度未來可能會有一些改

變。伯恩最高法院有數個地區法官，這幾個地區的刑事

訴訟程序與聯邦不同，我們地區法院刑事程序中有調查

法官（examinate judges），但未來可能會裁撤調查法

官而僅剩檢察官辦公室。 
 瑞士有很多人對於我們的司法制度很不滿意，因為刑事

法官與調查法官依賴選舉而來。而程序的進行卻不是由

檢察官在主導調查，檢察官要自法官處取得一些裁定，

但檢察官確實有些著名的案件必需要檢察官來主導進

行，但實際上並不是可以由檢察官來主導。但這種情形

政府有想要盡快改變。 
 目前為此對於偵查案件的進行，是非常非常的獨立，政

府部門並不能對偵查中的案件表示意見，我們會予以拒

絕。因此由調查法官來主導追訴，如果調查法官認為案

件有處以刑罰之必要時，就要求檢察官將案件提出交由

法院審判，所以瑞士刑事制度有二種獨立的機制在領導

著案件的調查團隊。我們稱之為「四眼原則」－「四隻

銳利的眼睛」在決定案件是否進入審判程序與否！未來

如果我們如果大幅改變制度，將所有的權力交給了檢察

官辦公室的話，則在判斷程序中僅剩檢察官的「二隻

眼」而已了！ 
 尤其在獨任法官審理案件中，這種情形會更明顯。但伯

恩最高法院也有合議庭的組成，合議庭係由五名法官組

成，其中一位是職業法官擔任庭長，另外四名是業餘法

官。另外也有全部三人組成的合議庭，這三人合議庭的

法官則全部是職業法官擔任，這些職業法官均由伯恩地

區選舉而出。 
 伯恩最高法院，是伯恩地區的高等法院，每一個瑞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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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都有地區的高等法院，這高等法院在瑞士各邦內的法

院係最後層級的法院，因此稱之為最高法院，我們伯恩

管轄者有三十個地區，而每一個地區都有其自己的地方

法院，伯恩地區也有其自己的地方法院，但最後上訴案

件也到伯恩最高法院來。我們伯恩最高法院現在有 20 位

法官，但卻有一百萬轄區人口。而我們伯恩地區的檢察

官辦公室僅有 18 位檢察官，但有大部分是由調查法官在

進行案件的調查工作，我們的調查法官現在大約有 40 名

左右，工作非常的重。 
 我們最高法院的刑事庭現有 12 位刑庭法官，有 9 個法

庭，每個法庭內係由三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其中有二

個控訴法庭，其中有一個控訴法庭係由調查法官及檢察

官主掌的法庭，負責最初步的調查，這一庭審理的刑度

大約在二至三年之間而已。另外我們也有針對法官及檢

察官公平與否的職務法庭，如果當事人認為法官或檢察

官有不公平審理的情形時，這是政黨便會要求職務法庭

針對法官或檢察官的起訴或審理程序正確與否進行調

查。 
 林所長： 這是很好的一個程序，是有必要的。 
Mr.s.stucki： 接下來再談到我們瑞士與歐盟法律接軌的問題，因為我

們不是歐盟的成員國之一，但我們國會有簽署相關歐盟

人權公約，因此瑞士法院相關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的判

決。聯邦法院的判決，可以被上訴到位於法國史拉接斯

堡的歐洲人權法院，史特拉斯堡的歐洲人權法院也是瑞

士法院的最終審級。歐盟法院可以具體指摘聯邦法院的

判決。 
 Mr.cavin： 您對歐洲這些制度有些許了解？ 
 林所長： 不是很多，但我曾經對一些史特拉斯堡的判決作研究，

這些判決有時有些複雜。 
Mr.s.stucki： 我想接下來您會想要知道瑞士對檢察官、法官的訓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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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林所長： 非常歡迎！ 
Mr.s.stucki： 我可能沒有辦法講太深入，首先每一位想要成為職業法

官者，先要修習法律並從事與法律有關的行業，但確實

說，並沒有任何一個特別機構有在專門訓練初任的法官

及檢察官，我們只有針對法官及檢察官所為的在職訓

練，伯恩最高法院十年前組成特殊委員會在負責訓練業

務，每一年大約有五十天左右的在職訓練課程，大部分

會利用假日辦理。 
 林所長： 是否法官檢察官們都必需要受在職訓練呢？ 
Mr.s.stucki： 當然，我們會邀請法官檢察官們來參加這些訓練，但是

我們不會強迫他們來參加。我們會詢問法官們到底需要

什麼樣的課程，想要學些什麼？我們會藉此辦理一些法

官或檢察官們想要的在職訓練課程，如檢察官及調查法

官們想知道的白領犯罪課程，再如國際性犯罪等課程。

這些課程會有許多的變化。這些課程安是難度很高的工

作。 
 林所長： 所以課程很有彈性的。 
Mr.s.stucki： 較特殊的是，伯恩地區的法官資格一定是要通過伯恩地

區的律師考試，始有被選任的資格，這是我們瑞士首都

伯恩地區與其他各邦較為不同之處。 
 林所長： 這大概就是伯恩地區為什麼沒有法官檢察官職前訓練的

原因，因為要在伯恩任職業法官者，之前均要通過律師

考試，而且有相當的執業經驗了，這的確是件好事。在

台灣，只要法官檢察官們通過了台灣考試院的考試即可

擔任法官，但這些考生們不需要有實務經驗即可擔任法

官工作，因此我們在他們擔任法官之前，要給予職前訓

練，我所負責的機構就是專門在從事法官檢察官的基礎

訓練。然而，我們也會有法官及檢察官的在職訓練，而

這些課程是分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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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cavin： 我們伯恩地區的最高法院法官，因為是由伯恩邦的國會

選出的，而我們有不同的政黨，我們有社會黨等等，每

一個法官每年都要繳交費用給政黨！ 
 林所長： 真的嗎，您的意思是說法官們必需要繳交費用給政黨方

可成為最高法院的法官候選人嗎？ 
 Mr.cavin： 對的，每一年我們法官們都要繳費！ 
 林所長： 真的是很不同的制度！ 
Mr.s.stucki： 請問台灣如何對法官來進行懲戒？ 
 林所長： 台灣對於法官的懲戒是由司法院下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來負責的，司法院（Yuan）是台灣的最高司法機構。 
Mr.s.stucki： 你的訓練所如何安排訓練課程呢？ 
 林所長： 基本上我們訓練所的課程係由訓練委員會在主導，訓練

委員會係由台灣各主要部門如司法院、法務部等單位共

同決定。 
Mr.s.stucki： 在台灣，女性司法官比例如何？ 
 林所長： 這要看法院的層級如何，基本上，最近幾年女性司法官

的比例大約是五十比五十，在以前僅有百分之二十的比

例而已。現在可能有百分之四十六至四十七左右的女性

司法官，而在我們的最高法院及大法官中，也有越來越

多的女性比例名額。 
結束了在伯恩最高法院的訪問後，Mr.cavin 及 Mr.s.stucki 庭長，

又帶領著我們參觀整個伯恩最高法院，伯恩最高法院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法院較為現代化，法庭佈置也較新進，看起來不像洛桑最高法院有

那麼有歷史文化，不夠也是別具特色！尤其是伯恩地區的當事人可以

自己依其語言選任法官一事，也令我們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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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1日  AM11:00 
瑞士伯恩大學法律系參訪 

參訪行程的最後一站，林所長前來瑞士伯恩大學法律系訪問，考

察瑞士的法學教育制度。接待林所長的是伯恩大學法律系的二名教授

Karl-Ludwig Kunz 及 Dr.Gunter Heine，因為台灣很少有留學生在瑞士

伯恩大學研讀法律，二位教授對於林所長前來訪問十分歡迎與好奇，

以下便是林所長與教授們的對談內容大概： 
 

 Dr.Gunter Heine： 歡迎林所長您的來訪，請問您有去過瑞士其他單

位嗎？ 
 林所長： 在此之前，我們去過了瑞士洛桑最高法院，瑞士

檢察總長辦公室，及瑞士伯恩最高法院等地！ 
 王代表： 很感謝你們的接待，而且還用英語和我們對談，

我知道英語並非瑞士通用的語言，你們真的很貼

心。台灣跟瑞士一樣，也有多種語言並存，如客

家、台語等等。 
 Dr.Gunter Heine： 真的？我曾經去過台北一次，大約是十年前吧！

我是由一位許姓教授邀請，他是一位大學教授，

教刑法。 
 林所長： 那應該是許玉秀教授，她現在已經是大法官。 
Karl-Ludwig Kunz： 您也是一位檢察官？ 
 林所長： 我在擔任所長之前，曾擔地檢署檢察長等職務，

同時我也兼任法學教授的工作，教授刑事證據法

與憲法等課程！我有出版二本關於刑事證據法的

書籍。 
Karl-Ludwig Kunz： 我本身是位法學教授，教授刑法。Dr.G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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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e 是位國際刑法及刑事證據法學者。伯恩大

學有 19 位法學教授。而大約有一千八百位法學院

學生。現在可能是全瑞士第二大的法學院，我想

最大的法學院應該是在蘇黎士。 
 林所長： 現在伯恩大學有多少位同學在此攻讀博士學位

呢？ 
Karl-Ludwig Kunz： 我們沒有統計，但不是很多，因為許多律師及法

律工作並不需要博士學位。法學士學位要花至少

三年，碩士至少要一年，但大部分至少一年半以

上，有些更久。之後大部分的人會去取得實務經

驗，再通律師資格考試，又要花掉二年左右的時

間。律師考試並不會很難，我估計程度只要介於

學士與碩士間的資格即可通過。我們有百分之八

十的律師考試及格率，看起來不會很難的！ 
 林所長： 我們台灣的司法官考試錄取率大約僅有百分之三

而已！而律師考試亦僅有百分之八！台灣的司法

官均來自於國家統一考試，考生們僅需大學法律

系畢業程度即可，通過考試之後再到司法官訓練

所接受為期二年的訓練，通過訓練之後即可擔任

法官或檢察官的工作，因為在此之前這些法律系

畢業生們並不需要任何實務工作，故要接受長達

二年的訓練。 
 Dr.Gunter Heine： 在台灣法學博士如何產生呢？ 
 林所長： 首先要在大學內攻讀四年取得學士學位，再進入

研究所內花二年至三年的時間取得碩士學位，之

後僅有很少的碩士比率可以進入博士班攻讀博士

學位，大約每個大學僅有五至六位法學院博士班

學生左右吧！ 
 Dr.Gunter Heine： 那取得博士學位者比率有多少？ 
 林所長： 大約每年有二至三位而已。台灣的法學制度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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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各種學位給法學院學生。 
 Dr.Gunter Heine： 台灣有多少的大學法學院？ 
 林所長： 沒有正確統計，大概有幾十所，因為現在台灣各

大學廣設法律系。 
 Dr.Gunter Heine：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棟伯恩大學法律系建築，是一

楝新的建築，不過其前身是一間女性醫院，有部

分建築仍在，您可以看到新大樓旁邊仍有舊建

物。法學院本身有十九位教授，將近有二十幾位

講師，同時也有兼任的教授。我可以給你一些學

校簡介，但很不好意思，簡介是德文版，現在學

校中有日本學生，但沒有台灣學生。 
 王代表： 我想請問在瑞士法院的判決過程中，教授的何種

專業意見會被法院採納？ 
Karl-Ludwig Kunz： 在瑞士及歐洲的法院，我個人的看法是教授在審

判過程中，特別對於犯人精神狀態的認定意見是

很被尊重的，教授的專業意見會使他們被定罪。

但假設犯人精神對社會有危險，法院有第二種方

法將他們送至特殊機構接受監視隔離。教授的意

見，在法律上視為專家意見，教授們並不是法

官，唯通常法官們會依教授的意見下判決。 
 林所長： 所以精神學家的鑑定意見，法院均會尊重！ 
Karl-Ludwig Kunz： 是的！但判決結果仍由法院自行負責。 
 林所長： 台灣也有精神狀態的認定，法院會先將犯人送由

精神學專家鑑定其行為時的精神狀況，法院再請

專家到庭具結並就其鑑定內容接受詰問，被告如

果被認定有接受治療的必要時，法院會宣告不超

過五年的保安處分治療！但每年法院會重新評估

犯人的精神狀況對社會危險性存在與否？ 
 Dr.Gunter Heine： 是否這些精神狀況有異的人，會被安置在專門的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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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所長： 在案件審理階段，這些人暫時監禁在看守所，等

到判刑確定時會被送到監護處所或監獄。 
Karl-Ludwig Kunz： 台灣有死刑嗎？ 
 林所長： 台灣有死刑制度，近五年以來已愈來愈少了，去

年我們就沒有執行死刑，但之前平均每年均有五

至六名人犯被處決！ 
 Dr.Gunter Heine： 台灣如何執行死刑程序？ 
 林所長： 用槍決的方法！但死刑的執行要由台灣的法務部

長批准才能執行，但最近法務部的意見反對執行

死刑，這是台灣政府大力推動的政策。而社會大

眾基本上卻仍支持死刑存在，很有趣的現象！這

也是台灣目前有許多待執行的死刑犯仍在監獄中

等死的原因！這對死囚來說也是一種折磨。另外

我想要瞭解伯恩大學法律系的課程內容。 
Karl-Ludwig Kunz： 基本上我們分二學期制，第一年有基礎刑法等，

之後有刑事訴訟法課程。在碩士班部分，較特殊

則有國際刑法，歐洲刑法，經濟刑法。在大學

部，大學部一年級學生每週將近有二十八小時的

課程，算是功課很重的。我們有大教室，可以容

納至三百人，小教室可以容納七十人左右。在大

學或碩士班畢業後，學生們會去法院或法律機構

實習。 
 Dr.Gunter Heine： 瑞士律的律師考試，雖然各邦不同，但伯恩地區

的律師考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其他邦的律師的

考試比起各邦要難一些，但對學生們取得伯恩的

律師資格後，前往其他各邦工作很有幫助的。 
Karl-Ludwig Kunz： 律師在瑞士有以法文和德文及英文及方言來稱

呼，很有意思的，方言的律師有其古老的名稱，

意思是為某人講話的意思(Speak for someone)！ 
 林所長： 您剛才的意思是，如果通過了伯恩地區的律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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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即可以在瑞士其他地區執業？其他地區的律

師也可以到此執業？ 
Karl-Ludwig Kunz： 是的，但其他地區的律師要來到伯恩地區執業，

實際上有點困難，因為他還要從頭學一些伯恩地

區的法規，這些法規與其他各邦很大不同的。光

弄懂伯恩地區的訴訟程序法，可能就要花一至三

年的時間了。 
 Dr.Gunter Heine： 今天伯恩大學內有舉辦大型會議，讓歐洲及瑞士

的律師們共同為實務訓練。 
 王代表： 伯恩大學法律系一千八百學生的男女比例大約為

何！ 
Karl-Ludwig Kunz： 在大學部，我估計有超過一半的比例是女學生，

但是在博士班就很少女學生了！可能是因為家庭

因素吧！我想提供一些書面資料請您帶回台灣，

如果有台灣的學生或律師對於伯恩大學有興趣的

話，可以為我們廣為宣傳並推薦他們到伯恩大學

來就讀，現在伯恩大學法律系內並沒有台灣的學

生，但在伯恩大學修習法律可是要使用德語。 
 林所長： 我很樂意為台灣推薦伯恩大學，也謝謝伯恩給我

們的資訊。並為我們作精闢的簡介。 
結束了最後伯恩大學法律系的參訪行程後，這一趟瑞士、奧地利

的參訪行程也到此劃下了句點。當天下午隨即由伯恩轉往蘇黎士，再

由蘇黎士轉機轉由法國巴黎回台灣，結束了充實的法學教育與司法機

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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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參訪心得與建議 

奧地利及瑞士參訪行程及經過已如前報告所述，綜合本次行程，

給了我們許多啟發，茲略述於後： 
一、 奧地利的檢察總長對奧地利各級檢察官並沒有直接下達指令的權

力，下達指令給各級檢察官的權力屬於奧地利法務部部長。而奧

地利檢察總長的功能完任係配屬於最高法院，擔任法律忠實的守

護者，這一點讓我們印象深刻。因此奧地利法務部長可以名正言

順的指揮各級檢察官，但也因為奧地利的法務部長可以公開的下

達指令予檢察總長以下的各級檢察官，因此法務部的指令也必須

書面具體化，這樣的指令下達程序，也明文規定於其內部程序

中，各檢察官也明文可以遵循或反對，這種作法也讓人大開眼

界。另外奧地利同時也明文剝奪檢察總長的指令下達權，因此奧

地利檢察界的領導人為奧地利法務部長，而其法務部長又係政治

人物出身，同時要受到奧地利國會的監督，但政治人物介入案件

偵辦的情形並未聽聞，其原因應該係奧地利除了檢察官制度外，

在法院仍設有調查法官制度以平衡案件之偵查與進行始然。 
二、 奧地利憲法法院大法官可以在外兼職也是傳統之一，雖然這一點

讓我們十分訝異，一直追問原因，但傳統就是傳統，忠實的尊重

傳統，不羨慕別國的作法也不自卑自己的傳統，法治同樣也可以

運作得十分順暢，便是自信的表現，同樣的情形也表現在奧地利

對於檢察官的遴選過程上。如前所述，奧地利對於想擔任檢察官

者設有限制，其限制為擔任檢察官之前要先有十年以上的奧地利

法官資歷者始可擔任。我們問奧地利司法界這項原因為何，奧地

利人認為檢察官是很重要的職務，因此要很有經驗的人才可以擔

任檢察官，這也是傳統上的理由顯示，因此傳統的觀念給了奧利

人很大的精神支柱，因為沒有任何實證理由，有必要法官要由檢

察官中或律師中選任。這一點堅持，值得台灣司法制度參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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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援引奧地利茵斯布魯克高等法院院長 Dr.pilgermair 說的話：

「奧地利也想要改變傳統，但不會一次全部都將傳統盡廢，傳統

仍有許多值得維持的地方。」提供台灣的司法制度改變時參考，

我們認為台灣的司法改革如果多堅持一點傳統應該會更好。 
三、 奧地利是個音樂與藝術氣息濃厚的國家，進入奧地利的法院內彷

彿進入到博物館內，而法院的藝術氣息不是刻意營造出來，應該

說藝術是奧地利生活的一部分。奧地利人重視休閒與生活，和善

的民情與藝術並重的工作環境讓人不覺得是在嚴肅的法院工作，

我們在維也納刑事法院中竟然可以看到以被告畫家席勒命名的法

庭，就可以想見這個國家的藝術氣息有多濃厚，這也給我們很大

的啟示，因為法院雖然是講法與理的地方，但未必不能藝術與歷

史並重。 
四、 奧地利並沒有統一的司法官考試制度與統一的司法官職前訓練，

但其司法制度運作仍十分順暢，原因在於要相關的司法實務工

作，為奧地利的司法官考試必須的條件，這些條件設定，使得奧

地利的法學教育與司法實務工作確實結合在一起，這不像我國的

司法官考試考生，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司法實務工作即可應考，考

取之後則要再到司法官訓練所受統一的司法官職前訓練，這種制

度，對於台灣未來揚棄法官考試有參考價值。 
五、 尊重多元文化，瑞士因為有各種語言族群，因此族群融合成為重

要課題。瑞士的司法制度尊重各種語言族群，表現於其司法制度

上有二點。第一在法官的選任上，瑞士最先尊重的是語言族群法

官的平衡，各種語言的法官務必保持在一種平衡狀態，這種平衡

狀態也是司法制度得以順利運作的基礎。其次是各種語言族群的

人民，在審判時可以自由的選擇其自己語言族群的法官，這種選

任法官制度，也是瑞士維持國家融合的表現，這一點亦值得台灣

參考。 
六、 瑞士的法官完全任由各邦人民選舉而出，因此要擔任法官者除了

要有良好的名聲與社會尊重的背景外，法官候選人也要接受各政

黨的推薦，甚至法官候選人也要繳交一定的費用予各政黨，這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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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們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但瑞士的司法制度運作並沒有任何

滯礙難行之處，這一點應該可以解釋瑞士三權分立制度高度相互

尊重的結果。 
七、 瑞士檢察總長辦公室有強大的偵查團隊，尤其瑞士為一中立國

家，全世界各種非法所得的金錢均集中於瑞士各銀行內，因此瑞

士檢察總長辦公室工作重點在於打擊各種洗錢管道、白領犯罪、

賄賂，瑞士總長辦公室的偵查團隊內，編制有特殊的顧問及專

家，這些金融顧問及專家確實的指導著案件的偵查方向，同時這

個團隊必須與瑞士各邦及全世界各家密切聯繫，才能夠發揮打擊

犯罪的功能。另外雖然外界以為瑞士各銀行係全世界存放各種不

法資金所得的地方，但藉由本次瑞士檢察總長的簡報與說明，我

們發現瑞士各銀行現正面臨著瑞士檢方強大的壓力，各銀行並沒

有對檢方保守資金來源的權利。尤其是檢察總長提供給我們瑞士

聯邦政府針對金融界最新的防止洗錢方案（Federal Act on the 
prevention of money laundering in the financial sector），更令人對

瑞士政府積極作為感到印象深刻。 
八、 瑞士與奧地利雖然二國相鄰，但奧地利為歐盟成員國，瑞士則不

是，但很有趣的是瑞士與奧地利涉及到人民基本權利遭受到政府

侵害時，無論在其國內最終審級的法院如奧地利維也納行政法

院、憲法法院、最高法院、瑞士洛桑最高法院，對於這些法院的

最終審級判決，二國人民均得對於判決上訴至位於法國史特拉斯

堡的歐洲人權法院，這種司法制度令人大開眼界。可見歐洲人權

公約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效力，方能使非歐盟國家的瑞士亦批准適

用。 
九、 建議事項： 

本次奧地利、瑞士的法學教育與相關司法機構等參訪行程給予我

們許多不同角度的啟發，這對於台灣的未來的法學教育與司法官

考試與訓練制度有很大的幫助，因此建議相關主管部門未來能夠

繼續前往歐盟等國，對先進國家的司法制度及法學教育等機構進

行參訪，以提供我國司法實務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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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照片集錦 
 

初抵維也納，林所長攝於維也納街頭

維也納市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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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所長攝於維也納瑪麗亞特瑞沙女王熊布朗宮前 

熊布朗宮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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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藝術氣息的維也納市與奧地利軍人 

維也納市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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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所長拜訪維也納市商業法院與院長 Dr.Geissier 會談 

林所長與 Dr.Geissier 及駐奧代表處汪錫麟秘書(左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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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所長拜訪維也納行政法院與行政法院法官 Hon.prot. 
Dr. Birgit Langer 會談 

林所長攝於奧地利憲法法院審判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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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所長拜訪奧地利法務部負責司法官訓練業務之檢察長
Dr. Constanze Kren 

林所長與 Dr.Constanze Kren 合影於奧地利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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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所長拜訪奧地利憲法法院與副院長 Dr.Birgite Bierlien
合影 

奧地利憲法法院大法官合議庭「藍色沙龍」(Blue Sa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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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憲法法院大法官審判席

奧地利憲法法院合議廳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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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憲法法院內著名之「獅子階道」 

林所長攝於維也納公園歌德銅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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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最高法院大廳(Aula)，中間坐像為正義女神(Tusita) 

自最高法院三樓往大廳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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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最高法院雷斯祖院長親自為林所長解說最高法院

歷史 

奧地利最高法院第 5 審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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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最高法院長廊一隅

自奧地利最高法院頂樓遠眺維也納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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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所長拜訪維也納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Dr.Werner 
Pleischl 

林所長與維也納高檢署檢察長 Dr.Werner Pleischl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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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最高法院院長雷斯祖與副院長 Hon.Prof. Dr.Birgit 
Langer(左一)接待林所長 

奧地利最高法院院長雷斯祖在 Anna Sache 餐廳午宴林所長 



 
玖、照片集錦 

－ 129 － 

 

 

林所長拜訪奧地利維也納刑事法院院長森納博士 Dr.Psenner 

維也納刑事法院(席勒法庭)內著名之審判席，審判桌上有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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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刑事法院以被告畫家 Egon Schiele 命名的法庭，編號 2029 

維也納刑事法院最大的審判廳，目前正審判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
David Ir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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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刑事法院內，納粹時期的行刑場地，此地曾執行 1500 位

反納粹人士的絞刑 

林所長與奧地利雷斯祖夫婦攝於維也納街頭，赴黃代表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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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阿爾卑斯山城茵斯布魯克一景

林所長拜訪茵斯布魯克與高等法院與院長 Dr.Walter Pilgermair 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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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奧地利茵斯布魯克前往瑞士蘇黎世途中，搭乘歐洲火車 

林所長抵達蘇黎士，攝於蘇黎士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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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所長抵達伯恩與駐瑞士代表王世榕攝於伯恩街頭 

由伯恩市遠眺艾爾河景，河床上矗立著一隻公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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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榕代表為林所長解說伯恩市的歷史 

林所長與王代表攝於伯恩市艾爾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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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代表解說伯恩市之教堂歷史

瑞士洛桑最高法院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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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洛桑最高法院副院長 Dr.Bernard Corboz 與林所長會談 

瑞士洛桑最高法院副院長 Dr.Bernard Corboz(右一)與林所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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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洛桑最高法院秘書長為林所長介紹最高法院檔案室 

瑞士洛桑最高法院圖書室



 
玖、照片集錦 

－ 139 － 

林所長攝於瑞士最高法院法官休息室

瑞士洛桑最高法院評議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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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所長於瑞士最高法院第 5 法庭內留影 

瑞士檢察總長 Dr.Valentin Roschacher(右三)及副檢察總長(右一)
於檢察總長辦公室頂樓歡迎林所長並遠眺伯恩市區 



 
玖、照片集錦 

－ 141 － 

瑞士檢察總長 Dr.Valentin Roschacher(左一)及副總長與

林所長座談 

與瑞士檢察總長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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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所長拜訪瑞士伯恩最高法院與院長 Mr. Cavin 相談甚歡 

林所長與伯恩大學法律系教授 Dr.Gunter Heine(右一)及 Dr.Karl-
Ludwig Kunz 交換法學教育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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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後 語 

終於！完成了這一本瑞士及奧地利考察報告。不謙虛的說實在是

很佩服自己，因為克服了三種語言的障礙，德語、法語和英語，我完

整的重現了林所長的考察行程原貌，也圓滿的為今年的出國報告畫下

了句點，在我屆滿四十歲的這一年！ 
 
 
 

⋯⋯記難忘的瑞士、奧地利之旅 
李山明 二○○六年九月十五日於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教務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