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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迴避

意義壹

法官迴避制度係為確保法官內在之獨立、中立性，使當事人能獲公正

程序之裁判。民事訴訟法之迴避制度區分為自行迴避、聲請迴避及經兼院

長之法官同意之迴避1。又法院書記官、通譯、司法事務官、家事調查官與

家事事件之諮詢人員雖均無審判之權限，但所執行之職務，皆與法院行使

審判權有關，如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亦足影響法院裁判之基礎，是以

亦準用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39、家事§21）。

自行迴避貳

一、	意義

自行迴避者，只須法官具有法定之迴避原因，無須法院另為命其迴避之裁

判，應即主動自行迴避。

二、	法定自行迴避之原因

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32① ~⑦）：

1 法官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為該訴訟事件當事人者
 系爭特定身分關係之人與法官有密切關係，如仍許該法官參與審判，不

免因情感因素影響裁判之公平。惟若法官與該當事人之訴訟代理人有此

等親屬關係者，則無本款規定適用 2。

1 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上冊），2016年 9月，第 122頁
2 最高法院 23年抗字第 2503號判例：「民事訴訟第三十二條第二款所謂當事人，不包含訴
訟代理人在內，故推事與當事人之一造為訴訟代理人縱有叔姪關係，亦與同條款之規定不
合。」（已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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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官為該訴訟事件當事人八親等內之血親或五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
等關係者

 血親姻親之範圍及親系、親等之計算方法，請參酌民法規定（民

§§967~970）
3 法官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就該訴訟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
人、共同義務人或償還義務人之關係者

 例如法官與當事人同為連帶債權人或連帶債務人、或法官為當事人之保

證人，則當事人爭訟之結果與法官顯具利害關係，故為法定迴避原因。

4 法官現為或曾為該訴訟事件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長、家屬者
 法定代理人或家長、家屬之定義及相互間關係，均依民法及其他相關法

規規定定之。

5 法官於該訴訟事件，現為或曾為當事人之訴訟代理人或輔佐人者
 設法官係於另案民事訴訟，曾為當事人之訴訟代理人或輔佐人者，則不

在本款規定適用範圍內。

6 法官於該訴訟事件，曾為證人或鑑定人者
 設法官曾為該訴訟事件之證人或鑑定人，其為裁判時恐因顧慮其先前所

為之證言或鑑定意見，須負法律責任，以至於其有失偏頗，難免滋生疑

竇，故為法定迴避原因。

7 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或仲裁者（命題重點 !!!）
1. 立法目的
 保障當事人之救濟管道暢通，符合審級利益之要求，故同一案件自不
宜由同一法官於不同審級加以審理，否則將架空審級救濟制度。

2. 「前審」之意義
⑴ 現行多數見解採「審級說」3

 所謂前審，即指下級審而言。亦即，同一法官，就同一案件，曾參

3 釋字第 178號解釋：「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係指同一推事，就同一案件，曾參與下級
審之裁判而言。」、釋字第 761號解釋理由書：「關於訴訟制度之形塑，須關照之面向不
一，法官迴避制度是其中一項。其目的有二：其一是為確保人民得受公平之審判，並維繫
人民對司法公正性之信賴，而要求法官避免因個人利害關係，與其職務之執行產生利益衝
突（本院釋字第 601號解釋參照）；其二是要求法官避免因先後參與同一案件上下級審判
及先行行政程序之決定，可能產生預斷而失去訴訟救濟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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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下級審之裁判者，嗣後不得再參與上級審之裁判 4。至於所謂「參

與仲裁」，係指法官曾於仲裁程序為仲裁人，於起訴前就同一事件

為仲裁之判斷而言。

⑵ 有少數見解採「拘束說」之觀點
 認為前審僅指「前一次裁判」，與是否同審級無關。此乃為維護裁
判公平之解釋論，蓋殊難想像法官可能否定自己之判決見解。

3. 爭議問題研析
⑴ 再審之訴
① 無須迴避說（早期實務見解）

必 讀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 26年上字第 362號判例 5

以再審之訴聲明不服之確定終局判決，並非再審程序之前審裁判，推事曾參與此項終局

判決者，於再審程序執行職務，不得謂有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第七款所定之迴避原因。

② 迴避說

必 讀實務見解

釋字第 256號解釋

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第七款關於法官應自行迴避之規定，乃在使法官不得於其曾參與

之裁判之救濟程序執行職務，以維審級之利益及裁判之公平。因此，法官曾參與訴訟事

件之前審裁判或更審前之裁判者，固應自行迴避。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

其參與該確定終局判決之法官，依同一理由，於再審程序，亦應自行迴避。惟各法院法

官員額有限，參考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四款規定意旨，其迴避以一次為限。

4 最高法院 48年台再字第 5號判例：「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第七款所定，推事曾參與該
訴訟事件前審裁判者之迴避，係用以保障當事人審級之利益，如參與一審判決之推事復參
二審判決，或參與二審判決之推事復參與三審判決，則當事人對於審級之利益即有欠缺，
但如某判決業經上級法院廢棄，則該判決已失其存在，為該判決之推事更無迴避之可言。」

5 本判例因違反釋字第 256號解釋之意旨，經最高法院 91年第 1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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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曾參與除權判決之法官對於撤銷除權之訴；曾參與監護、輔助宣告
之法官對於撤銷監護宣告、輔助宣告之訴

必 讀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 30年渝抗字第 103號判例

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七款所謂前審裁判，固不以下級審裁判為限，除權判決對於撤

銷除權判決之訴，宣告禁治產之裁定對於撤銷禁治產宣告之訴，亦為同款所謂前審裁判。

然除有此種特殊情形外，恆指該事件之下級審裁判而言。

⑶ 「所審查者非自己裁判」之情形
 參與原判決之法官對於「下級法院再審判決提起上訴」或「發回更
審再行上訴」之事件，均無須迴避（參下列實務見解）：

必 讀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 79年度第 2次民事庭會議

⋯⋯依此解釋（按：釋 256），參與原確定判決之法官，僅就對該確定判決提起之再審

之訴，應自行迴避而已，至對於下級法院再審判決提起上訴或發回更審再行上訴之事件，

均不在上開解釋限制之列。

最高法院 48年台再字第 5號判例

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第七款所定，推事曾參與該訴訟事件前審裁判者之迴避，係用以

保障當事人審級之利益，如參與一審判決之推事復參二審判決，或參與二審判決之推事

復參與三審判決，則當事人對於審級之利益即有欠缺（按：侵害當事人審級利益），

但如某判決業經上級法院廢棄，則該判決已失其存在，為該判決之推事更無迴避之可言

（按：並不侵害當事人審級利益）。

4. 「參與」之意義
⑴ 第 32條第 7款所謂法官參與前審裁判，須法官曾參與與本案判決
基礎事實有關事項之實質判斷而言。

 例如：終局判決、中間判決均屬之；不包含者如：法官僅參與前審
之言詞辯論、調查證據、宣示裁判、起訴前發支付命令、假扣押及

假處分之裁定等，與本案判決基礎之判斷無關，自不適用本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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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法官就與該訴訟事件有關之刑事、行政案件曾參與裁判，並不在本
款適用範圍 6。

聲請迴避參

一、	意義

法官有自行迴避之原因不迴避、或有其他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

時，經當事人聲請由法院依職權裁定停止執行職務者（§33），稱為聲請
迴避。

二、	原因

1 有第 32條應自行迴避原因而不自行迴避者
 法官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

（§33Ⅰ①）。
2 足認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
 法官有前條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

聲請法官迴避（§33Ⅰ②）：
1. 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應以法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
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

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為其原因事實 7。

2. 若僅憑藉當事人之主觀臆測，或不滿意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或認法官
指揮訴訟欠當，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 8。

6 最高法院 60年台上字第 4185號判例、101年台上字第 1729號裁定參照。
7 最高法院 29年渝抗字第 56號判例：「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謂推事有
前條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係指推事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
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有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
而言。」

8 最高法院 69年台抗字第 457號判例：「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推事有
應自行迴避而不自行迴避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據而聲請推事迴避
者，應以推事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
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為其原因事實，若僅憑當事人之主觀臆測，
或不滿意推事進行訴訟遲緩，或認推事指揮訴訟欠當，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



法院

PART 2  CHAPTER 1
2-1-7

三、	程序

1 釋明原因
 聲請法官迴避之當事人，應舉原因並加以釋明，如聲請時未能釋明，應

於聲請之日起三日內釋明之（§34Ⅰ、Ⅱ）。
2 聲請時期（§33Ⅱ）

1. 依第 32 條之事由聲請法官迴避者：訴訟程序終結前聲請即可
（§33Ⅰ①）。

2. 依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聲請法官迴避者（§33Ⅰ②）
⑴ 原則上須在當事人有所聲明或陳述前為聲請。
⑵ 如迴避原因發生或知悉在後者，訴訟程序終結前為聲請即可。

3 被聲請迴避之法官，對於該聲請得提出意見書（§34Ⅲ）。
4 所屬法院裁定

1. 當事人以書狀或言詞聲請法官迴避後，原則應由該法官所屬法院以
合議庭裁定之，其因不足法定人數不能行合議者，由兼院長之法官

裁定之，如並不能由兼院長之法官裁定者，由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之

（§35Ⅰ）。
2. 被聲請迴避之法官，如以其聲請為有理由者，無庸裁定，應即迴避
（§35Ⅲ）。

四、	效力

1 原則
1. 應停止程序之進行（§37Ⅰ）9

 當事人聲請法官迴避之理由，即在於疑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故如
許被聲請迴避之法官在聲請迴避事件終結前，仍繼續執行職務，較難

達到聲請迴避制度之立法本旨。

2. 停止訴訟程序中，如有急迫情形，被聲請迴避之法官，仍應為必要處
分（§37Ⅱ）。

9 最高法院 78年台上字第 1943號判例：「按推事被聲請迴避者，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應
停止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該聲請事件終結，係指
當事人聲請推事迴避事件業經法院裁定確定，或因其他事由而終結者而言。在訴訟繫屬
中，一經當事人聲請推事迴避，於該聲請事件終結前，法院即不得續行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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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外：不停止訴訟程序之情形（§37Ⅰ但）
1. 當事人已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陳述後，始聲請迴避（§33Ⅱ）
2. 未舉迴避之原因或未依法釋明者（§34Ⅰ、Ⅱ）
3. 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聲明者（§37Ⅰ後段）

五、	救濟

1 裁定駁回迴避之聲請時
 聲請法官迴避經裁定駁回時，得抗告救濟（§36前段）。
2 裁定法官迴避時
 當事人聲請法官迴避，所屬法院以其聲請為正當者，任何人均不得聲明

不服（§36後）。因命該法官迴避後，另有法官審判，對於當事人之
利益並無影響。

六、	學說見解之補充 10

1 法官迴避制度的法理
 為維護公正、獨立法官、公正程序、合法聽審等訴訟基本權之保障。

2 本文見解
1. 我國實務上對於訴訟指揮行為大幅排除在迴避事由之審查範圍，並不
妥當。其合理作法仍應回歸法官迴避相關條文係為維護司法審判中

立、公正及判決正義性之要求。

　觀念補充：訴訟指揮行為

訴訟指揮權，指為使訴訟之審理能流暢迅速，並適正的進行及整理，承認

法院有審理及依職權進行之權，訴訟指揮權不僅為法院之權能，同時亦為

其責任及義務。

例如：開閉及指揮言詞辯論，由審判長開閉及指揮言詞辯論，並宣示法院

之裁判（參§198）。

2. 對於法官開庭時之態度、行為舉止規範，法官均應自我節制，不可輕
挑、憤恨、侮辱或其他類似非理性行為，法官有此類行為或態度，仍

有可能構成迴避事由。

 

10 姜世明，法官迴避，台灣法學雜誌第 122期，2009年 2月，頁 1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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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闡明權之行使，若法官對於不應闡明者而加以闡明，其情節較為
重大者，而使法官已淪為當事人一造之代理人，則已喪失中立立場，

似非不得認為構成迴避事由。

4. 對於有證明預斷，恣意為證據取捨調查或訴訟指揮者，均非不得認為
係迴避事由。

5. 若當事人有可歸責行為，諸如激怒法官或濫權要求取證等，造成法官
偶發動怒而可能具備迴避事由適狀者，此當事人濫權行為既然不足鼓

勵，應認為不能該當迴避事由。

6. 法官公開自己法律見解，雖非義務，若法官決定開示之，原則上亦不
能該當迴避事由 11。但若未證據調查，即告知判決結論而未有任何適

當理由者，亦可認為有迴避事由。

7. 對於程序進行，若非惡意延滯，無足夠事由可認為係針對性歧視對待
者，原則上不認為可構成迴避事由。

3 案例研習
1. 甲法官在開庭時對被告言：「我祖宗八代均為勞工，你是資本家，我
一定判你輸。」云云，被告據此聲請法官迴避，是否有理？

 甲法官在客觀上已足使一般當事人發生不公正審判之疑慮，其聲請應
屬有理。

2. 乙法官開庭時對原告言：「你是被告女兒，怎可告父親？有悖人倫，
我一定判你輸。」云云，原告據此聲請法官迴避，是否有理？

 乙法官與上述理由相同，原告之聲請屬有理。
3. 丙法官在開庭時，對於兩造關於某證據法爭點，告諭當事人法官自己
所持見解，因此可能遭受不利判決之一造當事人據此聲請法官迴避，

是否有理？

 法官對於法律見解之表明，雖非法官義務，但法官仍可選擇是否為暫
時性開示，其行為不構成迴避事由。

4. 丁法官在開庭時，對於兩造訴代之請求，例如改庭期、期日選定、證
人傳訊、調卷及開庭時陳述，對上訴人訴代之聲請均加以駁回，對被

上訴人訴代之聲請，均予以准許；且對上訴人訴代稱：「你所傳訊證

11 最高法院 108年台抗字第 106號裁定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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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不傳，即使傳，也不採信。」云云，法官開庭時對於上訴人訴代

每疾言厲色，但對於被上訴人律師則輕聲細語。而此情形乃丁法官勸

諭兩造和解及告諭上訴人可撤回，均經上訴人拒絕後發生。

 丁法官之行為，應依具體個案，考察法官行為是否構成證明預斷或恣
意、歧視一造當事人之對待？若法官對於證據不調查已告知適當理由

者，即原則上屬於訴訟指揮職權行使問題。

5. 戊法官在開庭時，無端告諭原告行使解除權或告諭被告可為時效抗
辯。當事人可否聲請法官回避？

 若法官毫無端緒下告知當事人行使解除權或時效抗辯，其中立性已喪
失，應可構成迴避事由。

6. 己法官在開庭時告知原告：「你的案子很難，能否和解？否則可否撤
回？不然，我不會辦，隨便判了之後，你去上訴，上級審也不會辦，

浪費大家時間。」云云，原告據此聲請法官迴避，是否有理？

 己法官行為屬濫權恣意，惡意進行和解或曉諭撤回，應可構成迴避事
由。

同意迴避肆

一、	意義

第 35條第 1項所定為裁定之法院或兼院長之法官，如認法官有應自行迴避
之原因者，應依職權為迴避之裁定（§38Ⅰ）。法官有第 33條第 1項第
2款之情形者，經兼院長之法官同意，得迴避之（§38Ⅱ）。

二、	法理基礎

法院之院長如為法官兼任，具司法行政監督職責（法組§§13、110），
故而第 35條第 1項所定為裁定之法院或兼院長之法官，如認法官有應自行
迴避之原因者，應依職權為迴避之裁定。然而，如遇有法官自覺執行職務

有偏頗之虞，而當事人又不聲請其迴避時，院長基於行政監督立場自應予

處理，是以有同意迴避（或稱許可迴避）之類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