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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民刑事案件案號字別及案件種類對照表 

一、地方法院部分： 

（一）民事事件： 

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民事訴訟 

訴 第一審通常訴訟事件 

重訴 第一審重大通常訴訟事件 

勞訴 第一審勞資爭議訴訟事件 

重勞訴 第一審重大勞資爭議訴訟事件 

國貿 第一審國際貿易訴訟事件 

保險 第一審保險訴訟事件 

海商 第一審海商訴訟事件 

仲訴 撤銷仲裁判斷、仲裁和解或仲裁調解事件 

續 第一審繼續審判事件 

勞續 第一審勞資爭議繼續審判事件 

重續 重大訴訟繼續審判事件 

除 除權判決事件 

除更 除權判決更審事件 

訴更 第一審通常訴訟更審事件 

重訴更 第一審重大通常訴訟更審事件 

勞訴更 第一審勞資爭議更審事件 

重勞訴更 第一審重大勞資爭議更審事件 

國貿更 第一審國際貿易更審事件 

保險更 第一審保險更審事件 

海商更 第一審海商更審事件 

仲訴更 撤銷仲裁判斷，仲裁和解或仲裁調解之更審事件 

續更 第一審繼續審判更審事件 

勞續更 第一審勞資爭議繼續審判更審事件 

重續更 重大訴訟繼續審判更審事件 

智 
第一審「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二條規定之民事訴訟事件」

(下稱智慧財產事件)（100.01 修正） 

智更 智慧財產事件之更審事件（100.01 修正） 

醫 第一審醫療糾紛損害賠償訴訟事件（92.03 新增） 

消 
第一審消費訴訟事件（含侵權責任、契約責任、特種買賣、

廣告責任）（92.03 新增） 

建 
第一審「營造業法第六十七條之一規定之工程糾紛訴訟事件」

(下稱營建工程訴訟事件)（100.01 修正） 

公 第一審公害糾紛訴訟事件（92.03 新增） 

金 第一審證券交易、銀行金融管制訴訟事件（92.03 新增） 

醫更 第一審醫療糾紛損害賠償更審事件（92.03 新增） 

消更 第一審消費訴訟更審事件（92.03 新增） 

建更 第一審營建工程訴訟更審事件（93.03 修正） 

公更 第一審公害糾紛訴訟更審事件（92.03 新增） 

金更 第一審證券交易、銀行金融管制訴訟更審事件（92.03 新增） 

調訴 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事件（94.04 新增） 

他調訴 

宣告調解、調處、協議或裁決無效或撤銷調解、調處、協議

或裁決事件（依鄉鎮市調解條例、著作權法、消費者保護法、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公害糾紛處理法等或其他 

法律成立之調解、調處、協議或裁決）（94.04 新增） 

調訴更 「調訴」之更審事件（94.04 新增） 

Anita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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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他調訴更 「他調訴」之更審事件（94.04 新增） 

智續 智慧財產事件之繼續審判事件（100.01 修正） 

智續更 「智續」之更審事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家事訴訟 

家訴 第一審家事通常訴訟事件（102.05 刪除） 

重家訴 第一審重大家事通常訴訟事件（102.05 刪除） 

婚 婚姻事件（102.05 刪除） 

親 親子關係事件（102.05 刪除） 

家續 第一審家事繼續審判事件（102.05 刪除） 

重家續 第一審重大家事訴訟繼續審判事件（102.05 刪除） 

家訴更 第一審家事通常訴訟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重家訴更 第一審重大家事訴訟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婚更 婚姻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親更 親子關係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家續更 第一審家事繼續審判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重家續更 第一審重大家事訴訟繼續審判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調家訴 
宣告家事調解無效或撤銷家事調解事件（94.04 新增）（102.05

刪除） 

調家訴更 「調家訴」之更審事件（94.04 新增）（102.05 刪除） 

國賠－訴訟 

國 國家賠償通常訴訟事件 

重國 國家賠償重大訴訟事件 

國簡 國家賠償簡易訴訟事件 

國更 國家賠償通常訴訟更審事件 

重國更 國家賠償重大訴訟更審事件 

國簡更 國家賠償簡易訴訟更審事件 

國小 國家賠償小額訴訟事件 

國小更 國家賠償小額訴訟更審事件 

公職人員選舉 
選 第一審選舉訴訟事件 

選更 第一審選舉更審事件 

民事再審 

再 第一審再審事件 

勞再 第一審勞資爭議再審事件 

家再 第一審家事再審事件（102.05 刪除） 

婚再 第一審婚姻再審事件（102.05 刪除） 

國再 第一審國家賠償再審事件 

重再 第一審重大再審事件 

重勞再 第一審重大勞資爭議再審事件 

重家再 第一審重大家事再審事件（102.05 刪除） 

再簡 第一審簡易程序再審事件 

勞再簡 第一審簡易勞資爭議再審事件 

家再簡 第一審簡易家事再審事件（102.05 刪除） 

國再簡 第一審簡易國家賠償再審事件 

再簡上 「再簡」之上訴事件 

勞再簡上 「勞再簡」之上訴事件 

家再簡上 「家再簡」之上訴事件（102.05 刪除） 

國再簡上 「國再簡」之上訴事件 

再簡抗 「再簡」之抗告事件 

勞再簡抗 「勞再簡」之抗告事件 

家再簡抗 「家再簡」之抗告事件（102.05 刪除） 

國再簡抗 「國再簡」之抗告事件 

再易 對簡易第二審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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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再易更 「再易」之更審事件 

勞再易 對簡易勞資爭議第二審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家再易 對家事簡易第二審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102.05 刪除） 

國再易 對國家賠償簡易第二審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再更 「再」之更審事件 

勞再更 「勞再」之更審事件 

家再更 「家再」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國再更 「國再」之更審事件 

重再更 「重再」之更審事件 

重勞再更 「重勞再」之更審事件 

重家再更 「重家再」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再簡更 「再簡」之更審事件 

勞再簡更 「勞再簡」之更審事件 

家再簡更 「家再簡」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再簡上更 「再簡上」之更審事件 

勞再簡上更 「勞再簡上」之更審事件 

家再簡上更 「家再簡上」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再簡抗更 「再簡抗」之更審事件 

勞再簡抗更 「勞再簡抗」之更審事件 

家再簡抗更 「家再簡抗」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再小 第一審小額訴訟程序再審事件 

勞再小 第一審小額勞資爭議再審事件 

家再小 第一審家事再審事件（102.05 刪除） 

國再小 第一審小額國家賠償再審事件 

再小上 「再小」之上訴事件 

勞再小上 「勞再小」之上訴事件 

家再小上 「家再小」之上訴事件（102.05 刪除） 

國再小上 「國再小」之上訴事件 

再小抗 「再小」之抗告事件 

勞再小抗 「勞再小」之抗告事件 

家再小抗 「家再小」之抗告事件（102.05 刪除） 

國再小抗 「國再小」之抗告事件 

再微 對小額第二審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勞再微 對小額勞資爭議第二審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家再微 對小額家事事件第二審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102.05 刪除） 

國再微 對國家賠償小額第二審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再微更 「再微」之更審事件 

再小更 「再小」之更審事件 

勞再小更 「勞再小」之更審事件 

家再小更 「家再小」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國再小更 「國再小」之更審事件 

再小上更 「再小上」之更審事件 

勞再小上更 「勞再小上」之更審事件 

家再小上更 「家再小上」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國再小上更 「國再小上」之更審事件 

再小抗更 「再小抗」之更審事件 

勞再小抗更 「勞再小抗」之更審事件 

家再小抗更 「家再小抗」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國再小抗更 「國再小抗」之更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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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勞再微更 「勞再微」之更審事件 

家再微更 「家再微」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國再微更 「國再微」之更審事件 

聲再 聲請或聲明事件之再審事件 

勞聲再 勞資爭議聲請或聲明事件之再審事件 

事聲再 「事聲」之再審事件（97.03 新增） 

家聲再 家事聲請或聲明事件之再審事件（102.05 刪除） 

再簡聲 簡易程序聲請或聲明事件之再審事件 

勞再簡聲 簡易勞資爭議聲請或聲明事件之再審事件 

家再簡聲 簡易家事聲請或聲明事件之再審事件（102.05 刪除） 

家護再 「家護」之再審事件（94.08 新增）（102.05 刪除） 

暫家護再 「暫家護」之再審事件（94.08 新增）（102.05 刪除） 

緊暫家護再 停止適用（98.06 修正）（102.05 刪除） 

家護再更 「家護再」之更審事件（94.08 新增）（102.05 刪除） 

暫家護再更 「暫家護再」之更審事件（94.08 新增）（102.05 刪除） 

緊暫家護再更 停止適用（98.06 修正）（102.05 刪除） 

家護再抗 「家護抗」之再審事件（94.08 新增）（102.05 刪除） 

暫家護再抗 「暫家護抗」之再審事件（94.08 新增）（102.05 刪除） 

緊暫家護再抗 停止適用（98.06 修正）（102.05 刪除） 

聲再更 「聲再」之更審事件（94.08 新增） 

勞聲再更 「勞聲再」之更審事件（94.08 新增） 

事聲再更 「事聲再」之更審事件（97.03 新增） 

家聲再更 「家聲再」之更審事件（94.08 新增）（102.05 刪除） 

再簡聲更 「再簡聲」之更審事件（94.08 新增） 

勞再簡聲更 「勞再簡聲」之更審事件（94.08 新增） 

家再簡聲更 「家再簡聲」之更審事件（94.08 新增）（102.05 刪除） 

家護再抗更 「家護再抗」之更審事件（94.08 新增）（102.05 刪除） 

暫家護再抗更 「暫家護再抗」之更審事件（94.08 新增）（102.05 刪除） 

緊暫家護再抗更 停止適用（98.06 修正）（102.05 刪除） 

緊家護再 「緊家護」之再審事件（98.06 新增）（102.05 刪除） 

緊家護再更 「緊家護再」之更審事件（98.06 新增）（102.05 刪除） 

緊家護再抗 「緊家護抗」之再審事件（98.06 新增）（102.05 刪除） 

緊家護再抗更 「緊家護再抗」之更審事件（98.06 新增）（102.05 刪除） 

簡事聲再 「簡事聲」之再審事件（98.06 新增） 

家事聲再 「家事聲」之再審事件（98.06 新增）（102.05 刪除） 

簡事聲再更 「簡事聲再」之更審事件（98.06 新增） 

家事聲再更 「家事聲再」之更審事件（98.06 新增）（102.05 刪除） 

智再 智慧財產事件之再審事件（100.01 修正） 

智再更 「智再」之更審事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聲再 智慧財產事件聲請或聲明事件之再審事件（100.01 修正） 

建再 第一審營建工程再審事件（99.09 新增） 

建再易 對營建工程簡易第二審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99.09 新增） 

婚再更 「婚再」之更審事件（100.06 新增）（102.05 刪除） 

第三人撤銷訴訟 

撤 第一審第三人撤銷訴訟事件（92.09 新增） 

撤簡 第一審簡易程序第三人撤銷訴訟事件（92.09 新增） 

撤簡上 「撤簡」之上訴事件（92.09 新增） 

撤簡抗 「撤簡」之抗告事件（92.09 新增） 

撤小 第一審小額訴訟程序第三人撤銷訴訟事件（92.09 新增） 

撤小上 「撤小」之上訴事件（92.09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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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撤小抗 「撤小」之抗告事件（92.09 新增） 

公司重整 

整 公司重整事件 

整更 「整」之更審事件 

整聲 公司重整事件分案前之聲請事件（97.12 新增） 

整再 公司重整事件之再審事件（102.05 新增） 

整再更 「整再」之更審事件（102.05 新增） 

民事破產及消 

費者債務清理 

破 破產事件 

消債更 消費者債務清理之更生程序事件（97.03 新增） 

消債清 消費者債務清理之清算程序事件（97.03 新增） 

破更 「破」之更審事件 

消債更更 「消債更」之更審事件（97.03 新增） 

消債清更 「消債清」之更審事件（97.03 新增） 

民事一審調解 

調 通常訴訟之調解事件（97.03 修正） 

家調 家事調解事件（102.05 刪除） 

勞調 勞資爭議之調解事件（97.03 修正） 

保險調 保險之調解事件（97.03 修正） 

簡調 簡易訴訟之調解事件 

國簡調 國家賠償簡易訴訟調解事件 

家簡調 家事簡易訴訟之調解事件（102.05 刪除） 

勞簡調 勞資爭議簡易訴訟之調解事件 

保險簡調 保險簡易訴訟之調解事件 

小調 小額訴訟之調解事件 

家小調 家事小額訴訟之調解事件（102.05 刪除） 

勞小調 勞資爭議小額訴訟之調解事件 

國小調 國家賠償小額訴訟之調解事件 

保險小調 保險小額訴訟之調解事件 

移調 通常訴訟移付調解事件 

家移調 家事通常訴訟移付調解事件（102.05 刪除） 

勞移調 勞資爭議通常訴訟移付調解事件 

保險移調 保險通常訴訟移付調解事件 

簡移調 簡易訴訟移付調解事件 

家簡移調 家事簡易訴訟移付調解事件（102.05 刪除） 

勞簡移調 勞資爭議簡易訴訟移付調解事件 

保險簡移調 保險簡易訴訟移付調解事件 

小移調 小額訴訟移付調解事件 

家小移調 家事小額訴訟移付調解事件（102.05 刪除） 

勞小移調 勞資爭議小額訴訟移付調解事件 

保險小移調 保險小額訴訟移付調解事件 

附民移調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交附民移調 刑事交通附帶民事訴訟移付調解事件（97.12 新增） 

簡附民移調 刑事簡易附帶民事訴訟移付調解事件（97.12 新增） 

交簡附民移調 刑事交通簡易附帶民事訴訟移付調解事件（97.12 新增） 

他調 其他調解事件（97.03 修正） 

智調 智慧財產事件之調解事件（100.01 修正） 

智移調 智慧財產事件之移付調解事件（100.01 修正） 

智簡附民移調 
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智慧財產附帶民事訴訟移付

調解事件（100.01 修正） 

重附民移調 
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台幣六百萬元以上之刑事附帶民事

訴訟之移付調解事件（100.06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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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消債調 消費者債務清理調解事件（101.01 新增） 

醫調 醫療糾紛損害賠償之調解事件（101.10 新增） 

醫移調 醫療糾紛損害賠償訴訟移付調解事件（101.10 新增） 

醫小調 醫療糾紛損害賠償小額訴訟之調解事件（103.05 新增） 

醫簡調 醫療糾紛損害賠償簡易訴訟之調解事件（103.05 新增） 

建調 營建工程通常訴訟之調解事件（104.02 新增） 

建移調 營建工程通常訴訟之移付調解事件（104.02 新增） 

建簡調 營建工程簡易訴訟之調解事件（104.02 新增） 

建簡移調 營建工程簡易訴訟移付調解事件（104.02 新增） 

建小調 營建工程小額訴訟之調解事件（104.02 新增） 

民事其他 

促 督促事件 

全 保全事件 

全聲 聲請撤銷保全裁定事件 

家全聲 聲請撤銷家事保全裁定事件（97.03 新增）（102.05 刪除） 

催 公示催告事件 

助 協助事件 

核 

依鄉鎮市調解條例、消費者保護法、著作權法、證券投資人

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公害糾紛處理

法等或其他法律成立調解書、調處書、協議書或裁決書審核

事件 

消債核 消費者債務清理之前置協商認可事件（97.03 新增） 

救 聲請訴訟救助事件 

消債救 消費者債務清理之聲請訴訟救助事件（97.04 新增） 

海 海商非訟事件 

水 水利會費裁定強制執行事件 

聲 其他聲請或聲明事件 

聲續 聲請或聲明事件之繼續審理事件（102.05 新增） 

聲撤 
非訟第三人請求撤銷或變更和解對其不利部分之事件（102.05

新增） 

勞聲 勞資爭議聲請或聲明事件 

仲聲 商務仲裁聲請事件 

宅聲 收回國宅之聲請事件 

選聲 選舉聲請重新計票事件（97.01 新增） 

事聲 對司法事務官所為裁定或處分之聲明異議事件（97.03 新增） 

消債聲 
消費者債務清理之聲請或於更生或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後之

聲請事件（97.03 新增） 

法 法人監督及維護事件 

拍 拍賣事件 

司 其他公司事件 

票 本票裁定強制執行事件 

仲備 商務仲裁判斷書備案事件 

仲執 商務仲裁執行裁定事件 

版 出版事件 

證 證書保存事件 

產 違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移送法院裁定強制執行事件 

家全 家事保全事件（102.05 刪除） 

家催 家事公示催告事件（102.05 刪除） 

家助 家事協助事件（102.05 刪除） 

家核 家事鄉鎮市調解書審核事件（102.05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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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家救 家事聲請訴訟救助事件（102.05 刪除） 

家協 
依「地方法院辦理家事調解事件實施要點」進行協議之家事

非訟事件（97.12 新增）（102.05 刪除） 

禁 自 98 年 11 月 23 日停止適用（98.06 修正）（102.05 刪除） 

他更 「他」之更審事件（96.04 新增） 

亡 宣告死亡事件（102.05 刪除） 

家聲 
家事聲請事件（包含家事事件確定訴訟費用額）（99.02 修正）

（102.05 刪除） 

養聲 認可收養之聲請事件（102.05 刪除） 

財管 財產管理事件（102.05 刪除） 

監 
未成年人監護事件、監護宣告其他聲請事件（自 98 年 11 月

23 日生效）（98.06 修正）（102.05 刪除） 

繼 繼承事件（102.05 刪除） 

聲繼 大陸地區人民表示繼承事件（102.05 刪除） 

家拍 家事拍賣事件（102.05 刪除） 

勞執 勞資爭議執行裁定事件 

簡聲 簡易聲請事件 

勞簡聲 勞資爭議簡易聲請事件 

家簡聲 家事簡易聲請事件（102.05 刪除） 

小聲 小額聲請事件 

家小聲 家事小額聲請事件（102.05 刪除） 

仲認 外國仲裁判斷聲請承認事件（100.12 刪除） 

地聲 依平均地權條例移送法院裁定強制執行事件 

簡聲更 「簡聲」之更審事件 

勞簡聲更 「勞簡聲」之更審事件（94.08 新增） 

家簡聲更 「家簡聲」之更審事件（94.08 新增）（102.05 刪除） 

促更 「促」之更審事件 

全更 「全」之更審事件 

全聲更 「全聲」之更審事件 

催更 「催」之更審事件 

救更 「救」之更審事件 

消債救更 「消債救」之更審事件（97.04 新增） 

水更 「水」之更審事件 

聲更 「聲」之更審事件 

勞聲更 「勞聲」之更審事件 

仲聲更 「仲聲」之更審事件 

宅聲更 「宅聲」之更審事件 

事聲更 「事聲」之更審事件（97.03 新增） 

消債聲更 「消債聲」之更審事件（97.03 新增） 

財管更 「財管」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監更 「監」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法更 「法」之更審事件 

拍更 「拍」之更審事件 

司更 「司」之更審事件 

票更 「票」之更審事件 

仲執更 「仲執」之更審事件 

產更 「產」之更審事件 

家全更 「家全」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家催更 「家催」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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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家救更 「家救」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家聲更 「家聲」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養聲更 「養聲」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繼更 「繼」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聲繼更 「聲繼」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亡更 宣告死亡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家拍更 「家拍」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勞執更 「勞執」之更審事件 

禁更 自 98 年 11 月 23 日停止適用（98.06 修正）（102.05 刪除） 

護更 「護」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仲認更 「仲認」之更審事件（100.12 刪除） 

仲備更 「仲備」之更審事件 

護 
聲請兒童停止安置或繼續、延長安置事件；依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聲請之保護安置事件（99.02 修正）（102.05 刪除） 

衛 
依精神衛生法聲請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事件（97.12 新

增）（102.05 刪除） 

衛全 依精神衛生法聲請緊急處置事件（97.12 新增）（102.05 刪除） 

復 民事破產聲請復權（92.01 新增） 

他 其他事件 

家他 其他家事事件（95.03 新增）（102.05 刪除） 

智全 智慧財產事件之保全事件（100.01 修正） 

補 
起訴時未依規定繳納裁判費者若於分案前由庭長以法官身分

裁定命被繳裁判費事件 

合 
於分案前，由庭長以法官身分進行當事人磋商合意選定法官

審判之案件（100.09 刪除） 

監宣 
監護宣告事件（如監護宣告之聲請、撤銷監護宣告之聲請及

變更為監護宣告之聲請事件）（99.02 修正）（102.05 刪除） 

輔宣 
輔助宣告事件（如輔助宣告之聲請、撤銷輔助宣告之聲請及

變更為輔助宣告之聲請事件）（99.02 修正）（102.05 刪除） 

輔聲 

輔助宣告其他聲請事件（自 98 年 11 月 23 日生效） 

例如：指定應經輔助人同意之特定行為事件、許可為輔助人

不同意之特定行為事件、許可輔助人辭任事件、輔助宣告選

任特別代理人事件、輔助人請求報酬事件、選定、改定輔助

人事件等（98.06 新增）（102.05 刪除） 

簡事聲 
對司法事務官所為簡易事件之裁定或處分之聲明異議事件

（98.06 新增） 

家事聲 
對司法事務官所為家事事件之裁定或處分之聲明異議事件

（包含家事事件確定訴訟費用額）（99.02 修正）（102.05 刪除） 

簡事聲更 「簡事聲」之更審事件（98.06 新增） 

家事聲更 「家事聲」之更審事件（98.06 新增）（102.05 刪除） 

監宣更 「監宣」之更審事件（自 98 年 11 月 23 日生效）（98.10 新增）

（102.05 刪除） 

輔宣更 「輔宣」之更審事件（自 98 年 11 月 23 日生效）（98.10 新增）

（102.05 刪除） 

輔聲更 「輔聲」之更審事件（自 98 年 11 月 23 日生效）（98.10 新增）

（102.05 刪除） 

智秘聲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1 條聲請之秘密保持命令事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陸助 大陸地區法院委託我方法院協助之民事事件（99.02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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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家陸助 
大陸地區法院委託我方法院協助之家事事件（99.04 新增）

（102.05 刪除） 

消債全 消費者債務清理保全事件（100.09 新增） 

消債全聲 
聲請變更、延長或撤銷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保全裁定事件

（100.09 新增） 

消債全更 「消債全」之更審事件（100.09 新增） 

消債全聲更 「消債全聲」之更審事件（100.09 新增） 

陸許 
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聲請裁定認可事件（100.12 新

增） 

陸許更 「陸許」之更審事件（100.12 新增） 

家陸許 
大陸地區作成之家事確定裁判聲請裁定認可事件（100.12 新

增）（102.05 刪除） 

家陸許更 「家陸許」之更審事件（100.12 新增）（102.05 刪除） 

仲許 外國或香港、澳門仲裁判斷聲請裁定承認事件（100.12 新增） 

仲許更 「仲許」之更審事件（100.12 新增） 

陸仲許 大陸地區仲裁判斷聲請裁定認可事件（100.12 新增） 

陸仲許更 「陸仲許」之更審事件（100.12 新增） 

消債調核 
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依消費者債務清理前置調解程序成立之

調解書審核事件（101.01 新增） 

消債職聲免 
法院依職權裁定免責或不免責事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

132、133、134 條）（101.01 新增）（102.05 修正） 

消債聲免 
債務人聲請裁定免責事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 141、142

條）（101.01 新增） 

消債再聲免 
前受不免責裁定，修法後再聲請裁定免責事件（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第 156 條第 2 項）（101.01 新增） 

執救更 「執救」之更審事件（101.01 新增） 

保護令事件 

家護 民事通常保護令事件（102.05 刪除） 

家護聲 

民事通常保護令聲請撤銷、變更、延長、對執行機關執行保

護令之內容聲明異議或聲請承認外國法院關於家庭暴力之保

護令事件（98.06 修正）（102.05 刪除） 

家護更 民事通常保護令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暫家護 民事暫時保護令事件（102.05 刪除） 

暫家護聲 
民事暫時保護令聲請撤銷、變更或對執行機關執行暫時保護

令之內容聲明異議事件（98.06 修正）（102.05 刪除） 

暫家護更 「暫家護」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緊暫家護 停止適用（98.06 修正）（102.05 刪除） 

緊暫家護聲 停止適用（98.06 修正）（102.05 刪除） 

緊暫家護更 停止適用（98.06 修正）（102.05 刪除） 

緊家護 民事緊急保護令事件（98.06 新增）（102.05 刪除） 

緊家護聲 
民事緊急保護令聲請撤銷、變更或對執行機關執行緊急保護

令之內容聲請異議事件（98.06 新增）（102.05 刪除） 

緊家護更 「緊家護」之更審事件（98.06 新增）（102.05 刪除） 

民事執行 

執 民事執行事件 

執全 保全程序之執行 

執更 民事執行事件之更審事件 

執破 破產事件之進行 

執消債更 消費者債務清理更生之執行事件（97.03 新增） 

執消債清 消費者債務清理清算之執行事件（97.03 新增） 

執消債聲 
清算財團於最後分配表公告後管理人聲請法院許可為追加分

配之執行事件（97.03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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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執全更 「執全」之更審事件 

執再更 「執再」之更審事件 

執事聲 
對司法事務官所為執行事件之裁定或處分之聲明異議事件

（98.06 新增） 

執事聲再 「執事聲」之再審事件（98.06 新增） 

執事聲更 「執事聲」之更審事件（98.06 新增） 

執事聲再更 「執事聲再」之更審事件（98.06 新增） 

執聲再 民事執行聲請或聲明事件之再審事件 

執聲再更 「執聲再」之更審事件（94.08 新增） 

執聲更 「執聲」之更審事件 

執聲 強制執行之聲請事件 

裁全 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之保全事件 

裁全聲 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保全事件之聲請事件 

執助 囑託執行事件 

執救 民事執行處辦理之聲請訴訟救助事件 

執全助 他院囑託執行事件 

執全聲 「執全」之聲請事件 

裁全更 「裁全」之更審事件 

裁全聲更 「裁全聲」之更審事件 

執全聲更 「執全聲」之更審事件 

裁全再更 「裁全再」之更審事件 

拘 法院辦理之拘提事件（100.07 修正） 

管 法院辦理之管收事件（100.07 修正） 

拘更 「拘」之更審事件 

管更 「管」之更審事件 

執罰助 他院囑託執行事件（99.02 刪除） 

執消債更更 「執消債更」之更審事件（98.10 新增） 

執消債清更 「執消債清」之更審事件（98.10 新增） 

執消債聲更 「執消債聲」之更審事件（98.10 新增） 

聲拘 行政執行處聲請裁定拘提事件（99.02 新增） 

聲管 行政執行處聲請裁定管收事件（99.02 新增） 

聲拘更 「聲拘」之更審事件（100.04 新增） 

聲管更 「聲管」之更審事件（100.04 新增） 

執家暫 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裁定聲請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事件

（102.08 新增） 

執家暫更 「執家暫」之更審事件（102.08 新增） 

行執助 行政訴訟庭囑託執行行政訴訟強制執行事件（102.08 新增） 

智慧財產民事執

行 

智裁全 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智慧財產事件之保全事件（100.01 修正） 

智執 智慧財產事件之民事執行事件（100.01 修正） 

智執全 智慧財產事件之執行保全事件（100.01 修正） 

智執助 智慧財產事件之囑託執行事件（100.01 修正） 

智執全助 智慧財產事件之囑託執行保全事件（100.01 修正） 

保護令執行 

執暫護 民事暫時保護令聲請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事件（96.04 新增） 

執緊護 民事緊急保護令聲請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事件（96.04 新增） 

執護 民事保護令聲請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事件 

民事一審簡易 

簡 第一審簡易訴訟事件 

勞簡 第一審勞資爭議簡易訴訟事件 

國貿簡 第一審國貿簡易訴訟事件 

保險簡 第一審保險簡易訴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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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海商簡 第一審海商簡易訴訟事件 

仲簡 撤銷仲裁判斷、仲裁和解或仲裁調解之簡易事件 

續簡 第一審簡易訴訟繼續審判事件 

簡更 「簡」之更審事件 

勞簡更 「勞簡」之更審事件 

國貿簡更 「國貿簡」之更審事件 

保險簡更 「保險簡」之更審事件 

海商簡更 「海商簡」之更審事件 

仲簡更 「仲簡」之更審事件 

續簡更 「續簡」之更審事件 

智簡 
第一審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簡易訴訟事件（92.01 新

增）（98.12.31 刪除） 

智簡更 「智簡」之更審事件（92.01 新增）（98.12.31 刪除） 

醫簡 第一審醫療糾紛損害賠償簡易訴訟事件（92.03 新增） 

消簡 第一審消費訴訟簡易訴訟事件（92.03 新增） 

建簡 第一審營建工程簡易訴訟事件（93.03 修正） 

公簡 第一審公害糾紛簡易訴訟事件（92.03 新增） 

金簡 第一審證券交易、銀行金融管制簡易訴訟事件（92.03 新增） 

醫簡更 「醫簡」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消簡更 「消簡」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建簡更 「建簡」之更審事件（93.03 修正） 

公簡更 「公簡」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金簡更 「金簡」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調簡 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簡易訴訟事件（94.04 新增） 

他調簡 

宣告調解、調處、協議或裁決無效或撤銷調解、調處、協議

或裁決之簡易訴訟事件（依鄉鎮市調解條例、著作權法、消

費者保護法、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公害糾紛處

理法等或其他法律成立之調解、調處、協議或裁決）（94.04

新增） 

調簡更 「調簡」之更審事件（94.04 新增） 

他調簡更 「他調簡」之更審事件（94.04 新增） 

家事一審簡易 

家簡 第一審家事簡易訴訟事件（102.05 刪除） 

家續簡 第一審家事簡易訴訟繼續審判事件（102.05 刪除） 

家簡更 「家簡」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家續簡更 「家續簡」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調家簡 
宣告家事調解無效或撤銷家事調解之簡易訴訟事件（94.04 新

增）（102.05 刪除） 

調家簡更 「調家簡」之更審事件（94.04 新增）（102.05 刪除） 

民事二審 

簡上 簡易訴訟上訴事件 

國簡上 國家賠償簡易訴訟上訴事件 

勞簡上 勞資爭議簡易訴訟上訴事件 

國貿簡上 國際貿易簡易訴訟上訴事件 

保險簡上 保險簡易訴訟上訴事件 

海商簡上 海商簡易訴訟上訴事件 

續簡上 簡易繼續審判上訴事件 

仲簡上 商務仲裁簡易訴訟上訴事件 

續易 第二審簡易訴訟繼續審判事件 

智簡上 
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之簡易訴訟上訴事件（92.01 新

增）（98.12.31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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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醫簡上 醫療糾紛損害賠償之簡易訴訟上訴事件（92.03 新增） 

消簡上 消費訴訟之簡易訴訟上訴事件（92.03 新增） 

建簡上 營建工程之簡易訴訟上訴事件（93.03 修正） 

公簡上 公害糾紛之簡易訴訟上訴事件（92.03 新增） 

金簡上 證券交易、銀行金融管制之簡易訴訟上訴事件（92.03 新增） 

家事二審 家簡上 家事簡易訴訟上訴事件（102.05 刪除） 

民事二審調解 

簡上移調 簡易訴訟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家簡上移調 
家事簡易訴訟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102.05 刪

除） 

勞簡上移調 「勞簡上」之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保險簡上移調 「保險簡上」之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小上移調 小額訴訟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家小上移調 
家事小額訴訟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102.05 刪

除） 

勞小上移調 「勞小上」之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保險小上移調 「保險小上」之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簡附民上移調 刑事簡易附帶民事訴訟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交簡附民上移調 「交簡附民上」之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智簡附民上移調 
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智慧財產附帶民事訴訟上訴

之移付調解事件（100.01 修正） 

簡上附民移調 
第二審一般刑事簡易判決上訴案件之附帶民事訴訟移付調解

事件（103.01 新增） 

交簡上附民移調 
第二審交通刑事簡易判決上訴案件之附帶民事訴訟移付調解

事件（103.01 新增） 

建簡上移調 「建簡上」之移付調解事件（104.02 新增） 

民事二審更審 

簡上更 「簡上」之更審事件 

國簡上更 「國簡上」之更審事件 

勞簡上更 「勞簡上」之更審事件 

國貿簡上更 「國貿簡上」之更審事件 

保險簡上更 「保險簡上」之更審事件 

海商簡上更 「海商簡上」之更審事件 

家簡上更 「家簡上」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智簡上更 「智簡上」之更審事件（92.01 新增）（98.12.31 刪除） 

醫簡上更 「醫簡上」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消簡上更 「消簡上」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建簡上更 「建簡上」之更審事件（93.03 修正） 

公簡上更 「公簡上」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金簡上更 「金簡上」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民事抗告 

簡抗 簡易訴訟抗告事件 

勞簡抗 勞資爭議簡易訴訟抗告事件 

家簡抗 家事簡易訴訟抗告事件（102.05 刪除） 

保險簡抗 保險簡易訴訟抗告事件 

國簡抗 國家賠償簡易訴訟抗告事件 

國貿簡抗 國際貿易簡易訴訟抗告事件 

海商簡抗 海商簡易訴訟抗告事件 

仲簡抗 商務仲裁簡易訴訟抗告事件 

續簡抗 簡易繼續審判抗告事件 

簡抗更 「簡抗」之更審事件 

簡聲抗 「簡聲」之抗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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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小抗 小額訴訟抗告事件 

勞小抗 勞資爭議小額訴訟抗告事件 

家小抗 家事小額訴訟抗告事件（102.05 刪除） 

國小抗 國家賠償小額訴訟抗告事件 

國貿小抗 國貿小額訴訟抗告事件 

保險小抗 保險小額訴訟抗告事件 

海商小抗 海商小額訴訟抗告事件 

續小抗 小額繼續審判抗告事件 

小聲抗 「小聲」之抗告事件 

小抗更 「小抗」之更審事件 

勞小抗更 「勞小抗」之更審事件 

家小抗更 「家小抗」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國小抗更 「國小抗」之更審事件 

國貿小抗更 「國貿小抗」之更審事件 

保險小抗更 「保險小抗」之更審事件 

海商小抗更 「海商小抗」之更審事件 

續小抗更 「續小抗」之更審事件 

智簡抗 
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之簡易訴訟抗告事件（92.01 新

增）（98.12.31 刪除） 

智小抗 
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之小額訴訟抗告事件（92.01 新

增）（98.12.31 刪除） 

智小抗更 「智小抗」之更審事件（92.01 新增）（98.12.31 刪除） 

醫簡抗 「醫簡」之抗告事件（92.03 新增） 

消簡抗 「消簡」之抗告事件（92.03 新增） 

建簡抗 「建簡」之抗告事件（93.03 修正） 

公簡抗 「公簡」之抗告事件（92.03 新增） 

金簡抗 「金簡」之抗告事件（92.03 新增） 

醫小抗 醫療糾紛損害賠償之小額訴訟抗告事件（92.03 新增） 

消小抗 消費訴訟之小額訴訟抗告事件（92.03 新增） 

建小抗 營建工程之小額訴訟抗告事件（93.03 修正） 

公小抗 公害糾紛之小額訴訟抗告事件（92.03 新增） 

金小抗 證券交易、銀行金融管制之小額訴訟抗告事件（92.03 新增） 

醫小抗更 「醫小抗」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消小抗更 「消小抗」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建小抗更 「建小抗」之更審事件（93.03 修正） 

公小抗更 「公小抗」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金小抗更 「金小抗」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抗 非訟抗告事件（94.08 新增） 

整抗 公司重整事件之抗告事件（94.08 新增） 

消債抗 消費者債務清理之抗告事件（97.03 新增） 

家抗 家事非訟抗告事件（94.08 新增）（102.05 刪除） 

家護抗 民事通常保護令事件之抗告事件（94.08 新增）（102.05 刪除） 

暫家護抗 民事暫時保護令事件之抗告事件（94.08 新增）（102.05 刪除） 

緊暫家護抗 停止適用（98.06 修正）（102.05 刪除） 

衛抗 「衛」之抗告事件（97.12 新增）（102.05 刪除） 

抗更 「抗」之更審事件（94.08 新增） 

整抗更 「整抗」之更審事件（94.08 新增） 

消債抗更 「消債抗」之更審事件（100.04 新增） 

家抗更 「家抗」之更審事件（94.08 新增）（102.05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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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家護抗更 「家護抗」之更審事件（94.08 新增）（102.05 刪除） 

暫家護抗更 「暫家護抗」之更審事件（94.08 新增）（102.05 刪除） 

緊暫家護抗更 停止適用（98.06 修正）（102.05 刪除） 

緊家護抗 民事緊急保護令事件之抗告事件（98.06 新增）（102.05 刪除） 

緊家護抗更 「緊家護抗」之更審事件（98.06 新增）（102.05 刪除） 

聲再抗 非訟再審事件之抗告事件(102.05 新增) 

勞聲再抗 勞資爭議聲請或聲明事件之再審抗告事件(102.05 新增) 

整再抗 公司重整再審事件之抗告事件(102.05 新增) 

聲撤抗 
非訟第三人請求撤銷或變更和解對其不利部分之抗告事件

(102.05 新增) 

聲續抗 聲請或聲明事件繼續審理之抗告事件(102.05 新增) 

民事第一審小額 

小 第一審小額訴訟事件 

勞小 第一審勞資爭議小額訴訟事件 

國貿小 第一審國貿小額訴訟事件 

保險小 第一審保險小額訴訟事件 

海商小 第一審海商小額訴訟事件 

續小 第一審小額訴訟繼續審判事件 

小更 「小」之更審事件 

勞小更 「勞小」之更審事件 

國貿小更 「國貿小」之更審事件 

保險小更 「保險小」之更審事件 

海商小更 「海商小」之更審事件 

續小更 「續小」之更審事件 

智小 
第一審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之小額訴訟事件（92.01

新增）（98.12.31 刪除） 

智小更 「智小」之更審事件（92.01 新增）（98.12.31 刪除） 

醫小 第一審醫療糾紛損害賠償之小額訴訟事件（92.03 新增） 

消小 第一審消費訴訟之小額訴訟事件（92.03 新增） 

建小 第一審營建工程之小額訴訟事件（93.03 修正） 

公小 第一審公害糾紛之小額訴訟事件（92.03 新增） 

金小 第一審證券交易、銀行金融管制之小額訴訟事件（92.03 新增） 

醫小更 「醫小」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消小更 「消小」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建小更 「建小」之更審事件（93.03 修正） 

公小更 「公小」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金小更 「金小」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調小 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小額訴訟事件（94.04 新增） 

他調小 

宣告調解、調處、協議或裁決無效或撤銷調解、調處、協議

或裁決之小額訴訟事件（依鄉鎮市調解條例、著作權法、消

費者保護法、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公害糾紛處

理法等或其他法律成立之調解、調處、協議或裁決）（94.04

新增） 

調小更 「調小」之更審事件（94.04 新增） 

他調小更 「他調小」之更審事件（94.04 新增） 

家事第一審小額 

家小 第一審家事小額訴訟事件（102.05 刪除） 

家續小 第一審家事小額繼續審判事件（102.05 刪除） 

家小更 「家小」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家續小更 「家續小」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調家小 
宣告家事調解無效或撤銷家事調解之小額訴訟事件（94.04 新

增）（102.05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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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調家小更 「調家小」之更審事件（94.04 新增）（102.05 刪除） 

民事第二審小額 

小上 小額訴訟上訴事件 

國小上 國家賠償小額訴訟上訴事件 

勞小上 勞資爭議小額訴訟上訴事件 

國貿小上 國貿小額訴訟上訴事件 

保險小上 保險小額訴訟上訴事件 

海商小上 海商小額訴訟上訴事件 

續小上 小額繼續審判上訴事件 

續微 第二審小額訴訟繼續審判事件 

智小上 
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之小額訴訟上訴事件（92.01 新

增）（98.12.31 刪除） 

醫小上 醫療糾紛損害賠償之小額訴訟上訴事件（92.03 新增） 

消小上 消費訴訟之小額訴訟上訴事件（92.03 新增） 

建小上 營建工程之小額訴訟上訴事件（93.03 修正） 

公小上 公害糾紛之小額訴訟上訴事件（92.03 新增） 

金小上 證券交易、銀行金融管制之小額訴訟上訴事件（92.03 新增） 

家事第二審小額 
家小上 家事小額訴訟上訴事件（102.05 刪除） 

家續小上 家事小額繼續審判上訴事件（102.05 刪除） 

民事第二審更審 

小額 

小上更 「小上」之更審事件 

國小上更 「國小上」之更審事件 

勞小上更 「勞小上」之更審事件 

國貿小上更 「國貿小上」之更審事件 

保險小上更 「保險小上」之更審事件 

海商小上更 「海商小上」之更審事件 

家小上更 「家小上」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續小上更 「續小上」之更審事件 

家續小上更 「家續小上」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續微更 「續微」之更審事件 

智小上更 「智小上」之更審事件（92.01 新增）（98.12.31 刪除） 

醫小上更 「醫小上」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消小上更 「消小上」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建小上更 「建小上」之更審事件（93.03 修正） 

公小上更 「公小上」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金小上更 「金小上」之更審事件（92.03 新增） 

民事提審 民提 民事提審事件（103.07 新增） 

民事提審抗告 民提抗 民事提審抗告事件（103.07 新增） 

 

 

（二）刑事案件：  

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刑事訴訟 

訴 第一審通常訴訟案件，得上訴第三審者 

訴緝 「訴」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易 第一審通常訴訟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易緝 「易」字案件，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重訴 第一審重大刑事案件 

重訴緝 
第一審重大刑事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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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重易 重大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重易緝 「重易」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訴更 「訴」之更審事件 

訴緝更 「訴緝」之更審事件 

易更 「易」之更審事件 

易緝更 「易緝」之更審事件 

重訴更 「重訴」之更審事件 

重訴緝更 「重訴緝」之更審事件 

重易更 「重易」之更審事件 

重易緝更 「重易緝更」之更審事件 

自 自訴案件 

自緝 自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重自 自訴人提出自訴而屬於重大刑事案件 

重自緝 「重自」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自更 自訴案件上訴後，經上級審發回或發交更審 

自緝更 「自緝」案件上訴後，經上級審發回或發交更審 

重自更 「重自」字案件上訴後，經上級審發回或發交更審 

重自緝更 「重自緝」字案件上訴後，經上級審發回或發交更審 

重訴更緝 「重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重易更緝 「重易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易緝更緝 「易緝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重自更緝 「重自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訴更緝 「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易更緝 「易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自更緝 「自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訴緝更緝 「訴緝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金訴 第一審金融通常訴訟案件，得上訴第三審者（92.02 新增） 

金訴緝 
「金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92.02

新增） 

金訴更 「金訴」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金訴更緝 
「金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2 新增） 

金訴緝更 「金訴緝」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金重訴 第一審金融重大訴訟案件（92.02 新增） 

金重訴緝 
「金重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2 新增） 

金重訴更 「金重訴」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金重訴更緝 
「金重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2 新增） 

金重訴緝更 「金重訴緝」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金易 第一審金融通常訴訟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92.02 新增） 

金易緝 
「金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92.02

新增） 

金易更 「金易」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金易更緝 
「金易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2 新增） 

金易緝更 「金易緝」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金重易 金融機構或上市、上櫃公司內部人員掏空資產、違法超貨等

不法情弊損害金融機構或上市、上櫃公司之第一審重大金融

通常訴訟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99.05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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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金重易緝 「金重易」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9.05 新增） 

金重易更 「金重易」字之更審案件（99.05 新增） 

選訴 第一審賄選通常訴訟案件，得上訴第三審者（92.02 新增） 

選訴緝 
「選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92.02

新增） 

選訴更 「選訴」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選訴更緝 
「選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2 新增） 

選訴緝更 「選訴緝」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選重訴 第一審賄選重大訴訟案件（92.02 新增） 

選重訴緝 
「選重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2 新增） 

選重訴更 「選重訴」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選重訴更緝 
「選重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2 新增） 

選重訴緝更 「選重訴緝」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選易 第一審賄選通常訴訟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92.02 新增） 

選易緝 
「選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92.02

新增） 

選易更 「選易」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選易更緝 
「選易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2 新增） 

選易緝更 「選易緝」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矚訴 第一審社會矚目通常訴訟案件，得上訴第三審者（92.02 新增） 

矚訴緝 
「矚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92.02

新增） 

矚訴更 「矚訴」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矚訴更緝 
「矚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2 新增） 

矚訴緝更 「矚訴緝」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矚重訴 第一審社會矚目重大訴訟案件（92.02 新增） 

矚重訴緝 
「矚重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2 新增） 

矚重訴更 「矚重訴」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矚重訴更緝 
「矚重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2 新增） 

矚重訴緝更 「矚重訴緝」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矚易 
第一審社會矚目通常訴訟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92.02 新

增） 

矚易緝 
「矚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92.02

新增） 

矚易更 「矚易」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矚易更緝 
「矚易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2 新增） 

矚易緝更 「矚易緝」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醫訴 

第一審違反醫師法及因醫療行為致死或致傷之業務過失致

死、業務過失傷害通常訴訟案件，得上訴第三審者（93.11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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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醫訴緝 
「醫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92.03

新增） 

醫訴更 「醫訴」之更審案件（92.03 新增） 

醫訴更緝 
「醫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3 新增） 

醫訴緝更 「醫訴緝」之更審案件（92.03 新增） 

醫易 

第一審違反醫師法及因醫療行為致死或致傷之業務過失致

死、業務過失傷害通常訴訟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93.11

修正） 

醫易緝 
「醫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92.03

新增） 

醫易更 「醫易」之更審案件（92.03 新增） 

醫易更緝 
「醫易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3 新增） 

醫易緝更 「醫易緝」之更審案件（92.03 新增） 

勞安訴 
第一審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一條通常訴訟案件，得上訴第

三審者（92.03 新增） 

勞安訴緝 
「勞安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3 新增） 

勞安訴更 「勞安訴」之更審案件（92.03 新增） 

勞安訴更緝 
「勞安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3 新增） 

勞安訴緝更 「勞安訴緝」之更審案件（92.03 新增） 

勞安易 
第一審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一條通常訴訟案件，不得上訴

第三審者（92.03 新增） 

勞安易緝 
「勞安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3 新增） 

勞安易更 「勞安易」之更審案件（92.03 新增） 

勞安易更緝 
「勞安易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3 新增） 

勞安易緝更 「勞安易緝」之更審案件（92.03 新增） 

智慧財產訴訟 

智訴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三條規定之刑事訴訟案件（下稱智

慧財產案件）第一審通常訴訟案件，得上訴第三審者（100.01

修正） 

智訴緝 
「智訴」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訴更 「智訴」之更審事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訴緝更 「智訴緝」之更審事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易 
智慧財產第一審通常訴訟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易緝 
「智易」字案件，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易更 「智易」之更審事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易緝更 「智易緝」之更審事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附民 智慧財產附帶民事訴訟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附民緝 
「智附民」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附民更 「智附民」之更審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附民續 「智附民」繼續審判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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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智重附民 
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台幣六百萬元以上之智慧財產附帶

民事訴訟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重附民緝 「智重附民」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智重附民更 「智重附民」之更審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簡附民 
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智慧財產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100.01 修正） 

智簡附民上 「智簡附民」之上訴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簡上附民 
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第二審智慧財產上訴案件之

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00.01 修正） 

智簡附民更 「智簡附民」之更審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刑事附民 

附民 第一、二審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重附民 
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台幣六百萬元以上之附帶民事訴訟

案件 

簡附民 簡易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簡上附民 
第二審一般刑事簡易判決上訴案件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97.12 新增） 

交簡上附民 
第二審交通刑事簡易判決上訴案件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97.12 新增） 

附民更 「附民」之更審案件 

重附民更 「重附民」之更審案件 

附民續 「附民」繼續審判案件 

附民緝 「附民」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附民更緝 「附民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簡附民更 「簡附民」之更審案件 

簡附民緝 
「簡附民」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3.05 新增） 
重附民緝 「重附民」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刑事補償 

刑補 刑事補償案件（100.09 新增） 

刑補更 刑事補償更審案件（100.09 新增） 

刑補重 刑事補償聲請重審案件（100.09 新增） 

少刑補 少年刑事補償案件（100.09 新增） 

少刑補更 少年刑事補償更審案件（100.09 新增） 

少刑補重 少年刑事補償聲請重審案件（100.09 新增） 

少補 少年保護事件補償案件（100.11 新增） 

少補更 少年保護事件補償更審案件（100.11 新增） 

少補重 少年保護事件補償聲請重審案件（100.11 新增） 

聲請減刑 

聲減 第一審聲請減刑案件 

交聲減 第一審交通案件聲請減刑者 

聲減更 「聲減」之更審案件 

交聲減更 「交聲減」之更審案件 

刑事再審 

再 第一審開始再審案件 

再緝 
第一審開始再審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

者 

簡再 第一審簡易開始再審案件 

簡上再 第二審簡易開始再審案件 

再更 「再」字之更審案件 

簡再更 「簡再」字之更審案件 

附民再 附帶民事訴訟開始再審案件 

毒再 有關違反毒品危害條例之第一審開始再審案件 

智再 智慧財產第一審開始再審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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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智再更 「智再」字之更審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簡再 智慧財產第一審簡易開始再審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簡再更 「智簡再」字之更審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簡上再 智慧財產第二審簡易開始再審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附民再 
智慧財產附帶民事訴訟開始再審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

效） 

刑事聲請再審 

聲再 聲請再審案件 

聲再更 聲請再審之更審案件 

聲簡再 聲請簡易再審案件 

聲簡再更 聲請簡易再審案件之更審案件 

毒聲再 有關違反毒品危害條例之聲請再審案件 

智聲再 智慧財產聲請再審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聲再更 智慧財產聲請再審之更審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聲簡再 智慧財產聲請簡易再審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聲簡再更 
智慧財產聲請簡易再審案件之更審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

生效） 

刑事提審 提 提審案件 

檢肅流氓 

感裁 感訓裁定案件（102.08 刪除） 

感更 感訓發回更審案件（102.08 刪除） 

感重 感訓重新審理案件（102.08 刪除） 

感聲 感訓聲請案件（102.08 刪除） 

感裁執 感訓處分執行案件（102.08 刪除） 

感裁執緝 
「感裁執」案件審判中，被移送人經通緝報捷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刪除） 

感拘 輔導中聲請裁定拘留案件（102.08 刪除） 

感拘執 拘留執行案件（102.08 刪除） 

聲感重 聲請感訓重新審理（102.08 刪除） 

感聲更 「感聲」之更審案件（102.08 刪除） 

感聲執 「感聲」之執行案件（102.08 刪除） 

感助 感訓協助案件（102.08 刪除） 

感裁緝 
「感裁」案件審判中，被移送人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刪除） 

感更緝 
「感更」案件審判中，被移送人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刪除） 

感裁執續 

感訓處分執行中，受感訓處分人因同時觸犯刑法，依法先執

行刑事處分，經核准假釋期滿後，繼續執行其未執行之感訓

處分者（102.08 刪除） 

感裁執續緝 
「感裁執續」案件審判中，被移送人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

者（102.08 刪除） 

感拘更 「感拘」之更審案件（102.08 刪除） 

感拘助 「感拘」協助案件（102.08 刪除） 

感他 
感訓案件審判中，被移送人經通緝而緝獲歸案，由法官調查

通緝犯，人別訊問之案件（102.08 刪除） 

刑事其他 

聲 其他聲請案件 

助 協助案件 

聲核 鄉鎮市調解書審核案件 

他 其他案件 

刑全 刑事庭辦理保全程序裁定 

聲全 聲請證據保全案件（93.11 新增） 

聲判 聲請交付審判案件（97.12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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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聲更 「聲」字之更審案件 

聲判更 「聲判」之更審案件（97.12 新增） 

聲勒 聲請勒戒案件 

毒聲 有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聲請案件 

毒聲更 「毒聲」之更審案件 

毒聲重 毒聲案件聲請重新審理（96.11 新增） 

他調 
依民刑事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第六十九點第六款或

第七十點第五款規定報結後之案件（94.04 新增） 

偵聲 有關偵查中羈押之聲請案件 

偵聲更 「偵聲」之更審案件 

他更 「他」字之更審案件 

撤緩 聲請撤銷緩刑案件 

撤緩更 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之更審案件 

聲搜 聲請搜索票 

急搜 
依刑訴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二項規定逕行搜索之事後陳

報 

聲療 聲請准予強制治療事件（95.12 新增） 

聲療續 聲請繼續強制治療事件（95.12 新增） 

聲療停 聲請停止強制治療事件（95.12 新增） 

陸助 大陸地區法院委託我方法院協助之刑事案件（99.02 新增） 

職限 法官依職權核發限制書案件。（99.06 新增） 

聲限 
檢察官聲請核發限制辯護人與羈押被告接見或通信案件。

（99.06 新增） 

急聲限 
檢察官聲請補發限制辯護人與羈押被告接見或通信案件。

（99.06 新增） 

聲接 聲請許可執行移交國法院裁判案件（102.08 新增） 

刑事一審簡易 

簡 

聲請簡易判決一般刑事案件，即檢察官申請簡易判決案件或

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之案件，經法院訊問被告，認為宜以

簡易判決處刑，於徵得檢察官及被告同意後以簡易判決處刑

者 

簡緝 「簡」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簡更 「簡」字之更審案件 

簡更緝 「簡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交簡 聲請簡易判決交通刑事案件 

交簡緝 「交簡」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交簡更 「交簡」字之更審案件 

交簡更緝 「交簡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簡 聲請簡易判決少年刑事案件 

少簡緝 「少簡」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簡更 「少簡」字之更審案件 

少簡更緝 「少簡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連簡 少年法第六十八條非少年之刑事簡易案件 

少連簡緝 「少連簡」案件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連簡更 「少連簡」之更審案件 

少連簡更緝 「少連簡更」案件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交簡 「少簡」之交通訴訟案件 

少連交簡 「少連簡」之交通訴訟案件 

金簡 聲請簡易判決金融刑事案件（92.02 新增） 

金簡緝 
「金簡」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92.02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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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金簡更 「金簡」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金簡更緝 
「金簡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2 新增） 

選簡 聲請簡易判決賄選刑事案件（92.02 新增） 

選簡緝 
「選簡」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92.02

新增） 

選簡更 「選簡」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選簡更緝 
「選簡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2 新增） 

矚簡 聲請簡易判決社會矚目刑事案件（92.02 新增） 

矚簡緝 
「矚簡」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92.02

新增） 

矚簡更 「矚簡」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矚簡更緝 

「矚簡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2 

新增） 

醫簡 
聲請簡易判決違反醫師法及因醫療行為致死或致傷之業務過

失致死、業務過失傷害刑事案件（93.11 修正） 

醫簡緝 
「醫簡」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92.03

新增） 

醫簡更 「醫簡」之更審案件（92.03 新增） 

醫簡更緝 
「醫簡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3 新增） 

勞安簡 
聲請簡易判決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一條刑事案件（92.03 新

增） 

勞安簡緝 
「勞安簡」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3 新增） 

勞安簡更 「勞安簡」之更審案件（92.03 新增） 

勞安簡更緝 
「勞安簡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2.03 新增） 

智簡 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智慧財產案件（100.01 修正） 

智簡緝 
「智簡」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簡更 「智簡」之更審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刑事二審 

簡上 第二審之一般刑事簡易判決上訴案件 

交簡上 第二審之交通刑事簡易判決上訴案件 

少簡上 第二審之少年刑事簡易判決上訴案件 

少連簡上 「少連簡」之上訴案件 

少連交簡上 「少連交簡」之上訴案件 

簡上緝 「簡上」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交簡上緝 
「交簡上」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7.12 新增） 

簡再上 「簡再」之上訴案件 

交簡再上 「交簡再」之上訴案件 

少簡再上 「少簡再」之上訴案件 

少連簡再上 「少連簡再」之上訴案件 

簡上更 「簡上」之更審案件 

金簡上 第二審之金融簡易判決上訴案件（92.02 新增） 

選簡上 第二審之賄選簡易判決上訴案件（92.02 新增） 

矚簡上 第二審之社會矚目簡易判決上訴案件（92.02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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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醫簡上 
第二審之違反醫師法及因醫療行為致死或致傷之業務過失致

死、業務過失傷害簡易判決上訴案件（93.11 修正） 

勞安簡上 
第二審之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一條簡易判決上訴案件

（92.03 新增） 

智簡上 
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第二審智慧財產上訴案件

（100.01 修正） 

智簡上緝 
「智簡上」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簡再上 「智簡再」之上訴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智簡上更 「智簡上」之更審案件（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刑事抗告 

簡抗 簡易程序抗告案件 

交簡抗 交通簡易案件之抗告案件 

少簡抗 少年簡易案件之抗告案件 

少連簡抗 「少連簡」之抗告案件 

智簡抗 
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智慧財產抗告案件（100.01

修正） 

刑事附民上訴 

簡附民上 「簡附民」之上訴案件 

交簡附民上 「交簡附民」之上訴案件 

少簡附民上 「少簡附民」之上訴案件 

少連簡附民上 「少連簡附民」之上訴案件 

交通訴訟 

交訴 第一審交通通常訴訟案件，得上訴第三審者 

交訴緝 「交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交重訴 第一審交通重大訴訟案件 

交重訴緝 「交重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交重訴更 「交重訴」之更審案件 

交重訴緝更 「交重訴緝」之更審案件 

交易 第一審交通通常訴訟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交易緝 「交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交訴更 「交訴」之更審案件 

交訴更緝 「交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交訴緝更 「交訴緝」之更審案件 

交易更 「交易」之更審案件 

交易緝更 「交易緝」之更審案件 

交易更緝 「交易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交自 第一審交通自訴案件 

交自緝 「交自」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交自更 「交自」之更審案件 

交自緝更 「交自緝」之更審案件 

交自更緝 「交自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交通附民 

交附民 交通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交簡附民 交通簡易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交附民更 「交附民」之更審案件 

交附民緝 「交附民」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交附民更緝 「交附民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交簡附民更 「交簡附民」之更審案件 

交簡附民緝 
「交簡附民」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3.05 新增） 
交重附民更 「交重附民」之更審案件 

交附民續 交通附帶民事訴訟繼續審判案件 

交重附民 交通重大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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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交重附民緝 「交重附民」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交通再審 

交再 第一審交通開始再審案件 

交簡再 第一審交通簡易開始再審案件 

交簡上再 第二審交通簡易開始再審案件 

交再更 「交再」之更審案件 

交簡再更 「交簡再」之更審案件 

交附民再 交通附帶民事訴訟開始再審案件 

交再緝 「交再」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交通其他 

交助 交通協助案件 

交聲核 交通鄉鎮市調解書審核案件 

交他 交通其他案件 

交聲他 除交通異議以外之聲請案件 

交他更 「交他」之更審案件 

交簡他 交通簡易其他案件 

交簡聲他 除交通異議以外之簡易聲請案件 

交全 交通保全程序裁定案件 

交通聲再 

交聲再 交通聲請再審案件 

交聲再更 「交聲再」之更審案件 

交聲簡再 交通簡易聲請再審案件 

交通異議 
交聲 交通異議聲請案件 

交聲更 「交聲」之更審案件 

少年訴訟 

少訴 第一審少年通常訴訟案件，得上訴第三審者 

少訴緝 「少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易 少年通常訴訟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少易緝 「少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重訴 第一審少年重大刑事訴訟案件 

少重訴緝 「少重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重易 少年重大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少重易緝 「少重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訴更 「少訴」之更審事件 

少訴緝更 「少訴緝」之更審事件 

少易更 「少易」之更審事件 

少易緝更 「少易緝」之更審事件 

少重訴更 「少重訴」之更審事件 

少重訴緝更 「少重訴緝」之更審事件 

少重易更 「少重易」之更審事件 

少重易緝更 「少重易緝」之更審事件 

少訴更緝 「少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易更緝 「少易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重訴更緝 「少重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重易更緝 「少重易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易緝更緝 「少易緝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交易 第一審少年法庭管轄之交通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少連訴 第一審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通常訴訟案件 

少連訴緝 「少連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連易 
第一審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通常訴訟案件，不得上訴第三

審者 

少連易緝 「少連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連重訴 第一審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重大刑事訴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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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少連重訴緝 「少連重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連重易 第一審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重大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少連重易緝 「少連重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連訴更 「少連訴」之更審事件 

少連訴緝更 「少連訴緝」之更審事件 

少連易更 「少連易」之更審事件 

少連易緝更 「少連易緝」之更審事件 

少連重訴更 「少連重訴」之更審事件 

少連重訴緝更 「少連重訴緝」之更審事件 

少連重易更 「少連重易」之更審事件 

少連重易緝更 「少連重易緝」之更審事件 

少連訴更緝 「少連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連易更緝 「少連易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連重訴更緝 「少連重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連重易更緝 「少連重易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連易緝更緝 「少連易緝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連交訴 第一審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交通案件 

少連交訴緝 「少連交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連交易 第一審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交通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少連交易緝 「少連交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年附民 

少附民 少年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少簡附民 少年簡易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少附民更 「少附民」之更審案件 

少簡附民更 「少簡附民」之更審案件 

少附民續 「少附民」之繼續審判案件 

少附民緝 「少附民」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附民更緝 「少附民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重附民 少年重大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少重附民更 「少重附民」之更審案件 

少連附民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少連簡附民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簡易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少連附民更 「少連附民」之更審案件 

少連簡附民更 「少連簡附民」之更審案件 

少連附民續 「少連附民」之繼續審判案件 

少連附民緝 「少連附民」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連附民更緝 「少連附民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連重附民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重大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少連重附民更 「少連重附民」之更審案件 

少連交附民 「少連附民」之交通訴訟案件 

少年聲請減刑 

少聲減 少年聲請減刑案件 

少聲減更 「少聲減」之更審案件 

少連聲減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之聲請減刑案件 

少連聲減更 「少連聲減」之更審案件 

少年再審 

少再 第一審少年開始再審案件 

少簡再 第一審少年簡易開始再審案件 

少簡上再 第二審少年簡易開始再審案件 

少再更 「少再」之更審案件 

少簡再更 「少簡再」之更審案件 

少再緝 「少再」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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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少連再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開始再審案件 

少連簡再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簡易開始再審案件 

少連簡上再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第二審簡易開始再審案件 

少連再更 「少連再」之更審案件 

少連簡再更 「少連簡再」之更審案件 

少連再緝 「少連再」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少年聲再 

少聲再 少年聲請再審案件 

少聲簡再 少年簡易聲請再審案件 

少聲再更 「少聲再」之更審案件 

少連聲再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聲請再審案件 

少連聲簡再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簡易聲請再審案件 

少連聲再更 「少連聲再」之更審案件 

少年提審 少提 少年提審案件（103.07 新增） 

少年其他 

少撤緩 少年聲請撤銷緩刑事件 

聲觀 聲請留置觀察事件 

聲重 聲請重新審理事件 

聲撤 聲請撤銷保護管束及安置輔導而執行感化教育事件 

聲免 聲請免除保護管束、安置輔導及感化教育之繼續執行 

聲停 聲請停止感化教育交付保護管束事件 

聲延 聲請延長安置輔導處分事件 

聲變 聲請變更安置輔導機構事件 

聲驅 聲請驅逐出境事件 

裁撤 裁定撤銷保護處分事件 

裁處 裁定應執行之處分事件 

裁護 停止感化教育交付保護管束事件 

聲撤更 「聲撤」之更審案件 

聲觀更 「聲觀」之更審事件 

少費 
執行保護處分教養費用案件、命成年人負擔教養費用及公告

姓名案件 

少親 裁定親職教育輔導及公告姓名事件 

少法 對於少年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科罰鍰之裁定 

少聲 少年聲請案件 

少助 少年協助案件 

少他 少年其他案件 

少法更 「少法」之更審案件 

少費更 「少費」之更審案件 

少撤緩更 「少撤緩」之更審案件 

少聲更 「少聲」之更審案件 

少聲更執 「少聲更」之執行案件 

少核 少年鄉鎮市調解書審核案件 

少毒聲 少年有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聲請案件 

少連聲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聲請案件 

少連毒聲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有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聲請案

件 

少偵聲 少年有關偵查中羈押之聲請案件 

少連偵聲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有關偵查中羈押之聲請案件 

少執聲 少年保護官於執行階段因聲請事項所需者(93.03 新增) 

少塗執 塗銷少年前科紀錄及資料之執行事件（93.03 新增） 

少陸助 大陸地區法院委託我方法院協助之少年事件（99.04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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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少兒護 

少護 少年觸犯刑罰法律保護審理事件 

虞護 少年虞犯審理事件 

兒護 兒童觸犯刑罰法律保護審理事件 

處少護 檢察官不起訴處分後移送依保護事件處理者 

少護尋 少年協尋結案後尋獲歸案者 

虞護尋 少年虞犯協尋結案後尋獲歸案者（99.05 新增） 

兒護尋 兒童協尋結案後尋獲歸案者 

處少護尋 少年協尋結案後尋獲歸案者 

少護更 「少護」之更審事件 

虞護更 「虞護」之更審事件 

兒護更 「兒護」之更審事件 

處少護更 「處少護」之更審事件 

少刑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聲觀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聲觀更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聲撤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聲撤更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聲停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聲驅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裁撤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裁處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裁護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少費執 停止適用（98.06 修正） 

少親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少法執 停止適用（98.06 修正） 

少聲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少費更執 停止適用（98.06 修正） 

少法更執 停止適用（98.06 修正） 

少聲更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聲撤執尋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少護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虞護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兒護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處少護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少護尋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虞護尋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兒護尋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助少刑執處少護

尋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少護更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虞護更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兒護更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處少護更執 少年法庭執行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類冠原字號） 

助聲觀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聲撤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聲撤更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聲停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裁撤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裁處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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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助裁護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少費執 停止適用（98.06 修正） 

助少親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少法執 停止適用（98.06 修正） 

助少聲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少費更執 停止適用（98.06 修正） 

助少法更執 停止適用（98.06 修正） 

助少聲更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少護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虞護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兒護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處少護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少護尋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虞護尋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兒護尋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處少護尋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少護更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虞護更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兒護更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處少護更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少重 少年重新審理案件 

兒重 兒童觸犯行罰法令事件之重新審理案件 

虞重 少年虞犯行為事件之重新審理案件 

少護執尋 「少護執」案件少年經協尋結案後而尋獲歸案者 

助少護執尋 「助少護執」案件少年經協尋結案後而尋獲歸案者 

聲觀執尋 聲請留置觀察執行事件之協尋需要者(93.03 新增) 

聲停執尋 
聲請停止感化教育交付保護管束執行事件之協尋需要者 

(93.03 新增) 

虞護執尋 「虞護執」案件少年經協尋結案後而尋獲歸案者(104.04 新增) 

兒護執尋 「兒護執」案件兒童經協尋結案後而尋獲歸案者(104.04 新增) 

少兒調 

少調 少年觸犯刑罰法令調查事件 

虞調 少年虞犯調查事件 

兒調 兒童觸犯刑罰法令調查事件 

少調尋 少年或兒童經協尋結案後而尋獲歸案者 

虞調尋 少年或兒童經協尋結案後而尋獲歸案者 

兒調尋 少年或兒童經協尋結案後而尋獲歸案者 

少調更 「少調」之更審事件 

虞調更 「虞調」之更審事件 

兒調更 「兒調」之更審事件 

少調尋更 「少調尋」之更審事件 

虞調尋更 「虞調尋」之更審事件 

兒調尋更 「兒調尋」之更審事件 

處少調 
少年法庭裁定移送檢察官調查，經檢察官處分不起訴後認為

應依保護事件處理移回少年法庭之事件 

少調執 觸犯刑罰法律少年之轉介處分執行事件 

虞調執 少年虞犯之轉介處分執行事件 

兒調執 觸犯刑罰法律兒童之轉介處分執行事件 

處少調執 「處少調」之執行案件 

助少調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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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助虞調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助兒調執 他院囑託執行案件 

少調尋執 少年經協尋結案後而尋獲歸案，有執行處分之需要者 (104.04

新增) 

虞調尋執 少年虞犯經協尋結案後而尋獲歸案，有執行處分之需要者

(93.04 新增)(104.04 修正) 

兒調尋執 
觸犯刑罰法律兒童經協尋結案後而尋獲歸案，有執行處分之

需要者(93.04 新增)(104.04 修正) 

聲請羈押 

聲羈 偵查中，檢察官聲請羈押案件 

少聲羈 少年法庭管轄之偵查中，檢察官聲請羈押案件 

少連聲羈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偵查中，檢察官聲請羈押案件 

聲繼羈 
偵查中，檢察官於刑訴法修正前羈押被告，於修法後聲請延

長羈押案件 

少聲繼羈 
少年法庭管轄之偵查中，檢察官於刑訴法修正前羈押被告，

於修法後聲請延長羈押案件 

少連聲繼羈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偵查中，檢察官於刑訴法修正前羈押

被告，於修法後聲請延長羈押案件 

聲羈更 「聲羈」之更審案件 

少聲羈更 「少聲羈」之更審案件 

少連聲羈更 「少連聲羈」之更審案件 

社維法移送裁定 秩 
警察機關依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移送簡易庭裁處之第四十三條

第一項所列各款以外之案件 

社維法聲明異議 秩聲 
被處罰人不服警察機關依第四十三條規定裁處罰鍰、申誡、

沒入之處分，而依第五條向簡易庭聲明異議之案件 

社維法抗告 
秩抗 不服簡易庭之裁定所提抗告案件 

秩易抗 不服易以拘留申請案之裁定所提抗告案件 

社維法易以拘留 秩易 
依法裁處罰鍰案件，因警察機關或被處罰人申請易以拘留之

案件 

社維法其他 秩他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其他案件 

通訊監察案件 

職監 法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案件 

職監續 
法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案件，期滿繼續依職權核發通訊

監察之案件 

聲監 檢察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案件 

聲監續 
檢察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案件，期滿聲請繼續通訊監察案

件 

急聲監 
檢察官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六條緊急監察案件，聲請法院

補發通訊監察書案件 

聲調 
檢察官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及

第四項聲請法院核發調取票案件（103.01 新增） 

聲監可 

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執行通訊

監察，取得其他案件之內容者，於發現後七日內補行陳報法

院，聲請法院審查認可案件（103.01 新增） 

急聲調 

檢察官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緊急調取通

信紀錄及通信使用者資料，聲請法院補發調取票案件（103.04

新增） 

監通 
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十五條第一項陳報法院通知受監察

人，及同條第三項補通知受監察人案件 

監通檢 
法院命執行機關定期檢討通訊監察結束後不通知受監察人之

原因是否消滅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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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性侵害犯罪 

侵訴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規定之性侵害犯罪刑事訴訟案件

（下稱性侵害犯罪）第一審通常訴訟案件，得上訴第三審者

（100.01 新增） 

侵訴緝 
「侵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100.01

新增） 

侵訴更 「侵訴」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訴更緝 
「侵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侵訴緝更 「侵訴緝」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重訴 第一審性侵害犯罪重大訴訟案件（100.01 新增） 

侵重訴緝 
「侵重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侵重訴更 「侵重訴」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重訴更緝 
「侵重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侵重訴緝更 「侵重訴緝」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易 
第一審性侵害犯罪通常訴訟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100.01

新增） 

侵易緝 
「侵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100.01

新增） 

侵易更 「侵易」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易更緝 
「侵易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侵易緝更 「侵易緝」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簡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性侵害犯罪案件（100.01 新增） 

侵簡緝 
「侵簡」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100.01

新增） 

侵簡更 「侵簡」字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簡更緝 
「侵簡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100.01

新增） 

侵自 第一審性侵害犯罪自訴案件（100.01 新增） 

侵自緝 
「侵自」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100.01

新增） 

侵自更 「侵自」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自緝更 「侵自緝」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自更緝 
「侵自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重侵自 第一審性侵害犯罪自訴案件而屬重大刑事案件（100.01 新增） 

重侵自緝 
「重侵自」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重侵自更 
「重侵自」字案件上訴後，經上級審發回或發交更審（100.01

新增） 

重侵自緝更 
「重侵自緝」字案件上訴後，經上級審發回或發交更審（100.01

新增） 

性侵害犯罪二審 

侵簡上 第二審之性侵害犯罪簡易判決上訴案件（100.01 新增） 

侵簡上緝 
「侵簡上」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性侵害犯罪抗告 

侵抗 性侵害犯罪之抗告案件（100.01 新增） 

侵簡抗 
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性侵害犯罪抗告案件（100.01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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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性侵害犯罪附民 

侵附民 性侵害犯罪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00.01 新增） 

侵附民更 「侵附民」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附民緝 
「侵附民」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100.01

新增） 

侵簡附民 「侵簡」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00.01 新增） 

侵簡附民更 「侵簡附民」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簡附民緝 
「侵簡附民」之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重侵附民 重大性侵害犯罪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00.01 新增） 

重侵附民緝 
「重侵附民」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性侵害犯罪再審 

侵再 性侵害犯罪開始再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簡再 「侵簡」之開始再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再更 「侵再」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簡上再 「侵簡上」之開始再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再更 「侵再」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簡再更 「侵簡再」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附民再 性侵害犯罪附帶民事訴訟開始再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再緝 
「侵再」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100.01

新增） 

性侵害犯罪其他 
侵聲 性侵害犯罪其他聲請或聲明案件（100.01 新增） 

侵聲更 「侵聲」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年性侵害犯罪

訴訟 

少侵訴 
第一審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常訴訟案件，得上訴第三

審者（100.01 新增） 

少侵訴緝 
「少侵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100.01

新增） 

少侵易 
第一審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常訴訟案件，不得上訴第

三審者（100.01 新增） 

少侵易緝 
「少侵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100.01

新增） 

少侵重訴 
第一審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重大刑事訴訟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重訴緝 
「少侵重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侵重易 
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重大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100.01 新增） 

少侵重易緝 
「少侵重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侵訴更 「少侵訴」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訴緝更 「少侵訴緝」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易更 「少侵易」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易緝更 「少侵易緝」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重訴更 「少侵重訴」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重訴緝更 「少侵重訴緝」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重易更 「少侵重易」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重易緝更 「少侵重易緝」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訴更緝 
「少侵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侵易更緝 
「少侵易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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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少侵重訴更緝 
「少侵重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侵重易更緝 
「少侵重易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侵易緝更緝 
「少侵易緝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連侵訴 
第一審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常訴訟

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訴緝 
「少連侵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連侵易 
第一審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常訴訟

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100.01 新增） 

少連侵易緝 
「少連侵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連侵重訴 
第一審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重大刑事

訴訟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重訴緝 
「少連侵重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連侵重易 
第一審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重大案

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100.01 新增） 

少連侵重易緝 
「少連侵重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連侵訴更 「少連侵訴」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訴緝更 「少連侵訴緝」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易更 「少連侵易」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易緝更 「少連侵易緝」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重訴更 「少連侵重訴」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重訴緝更 「少連侵重訴緝」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重易更 「少連侵重易」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重易緝更 「少連侵重易緝」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訴更緝 
「少連侵訴更」審判案件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連侵易更緝 
「少連侵易更」審判案件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連侵重訴更緝 
「少連侵重訴更」審判案件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

者（100.01 新增） 

少連侵重易更緝 
「少連侵重易更」審判案件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

者（100.01 新增） 

少連侵易緝更緝 
「少連侵易緝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

者（100.01 新增） 

少年性侵害犯罪

一審簡易 

少侵簡 聲請簡易判決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簡緝 
「少侵簡」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100.01

新增） 

少侵簡更 「少侵簡」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簡更緝 
「少侵簡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連侵簡 
舊少事法第 68 條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簡易案件

（100.01 新增） 

少連侵簡緝 「少年侵簡」案件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100.01 新增） 

少連侵簡更 「少連侵簡」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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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少連侵簡更緝 「少連侵簡更」案件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100.01 新增） 

少年性侵害犯罪

二審簡易 

少侵簡上 
第二審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簡易判決上訴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簡上 「少連侵簡」之上訴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簡再上 「少侵簡再」之上訴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簡再上 「少連侵簡再」之上訴案件（100.01 新增） 

少年性侵害犯罪

附民 

少侵附民 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簡附民 少年犯性侵害犯罪簡易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附民更 「少侵附民」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簡附民更 「少侵簡附民」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附民續 「少侵附民」之繼續審判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附民緝 
「少侵附民」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侵附民更緝 
「少侵附民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侵重附民 
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重大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00.01 新

增） 

少侵重附民更 「少侵重附民」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附民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附帶民事訴訟案

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簡附民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簡易附帶民事訴

訟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附民更 「少連侵附民」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簡附民更 「少連侵簡附民」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附民續 「少連侵附民」之繼續審判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附民緝 
「少連侵附民」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連侵附民更緝 
「少連侵附民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

者（100.01 新增） 

少連侵重附民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重大附帶民事訴

訟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重附民更 「少連侵重附民」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年性侵害犯罪

再審 

少侵再 第一審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開始再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簡再 
第一審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簡易開始再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簡上再 
第二審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簡易開始再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再更 「少侵再」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簡再更 「少侵簡再」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再緝 
「少侵再」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100.01

新增） 

少連侵再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開始再審案件

（100.01 新增） 

少連侵簡再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簡易開始再審案

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簡上再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審簡易開始

再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再更 「少連侵再」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簡再更 「少連侵簡再」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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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少連侵再緝 
「少連侵再」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年性侵害犯罪

聲再 

少侵聲再 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聲請再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聲簡再 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簡易聲請再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聲再更 「少侵聲再」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聲再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聲請再審案件

（100.01 新增） 

少連侵聲簡再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簡易聲請再審案

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聲再更 「少連侵聲再」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年性侵害犯罪

其他 

少侵聲 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其他聲請或聲明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聲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聲請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聲更 「少侵聲」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年性侵害犯罪

抗告 

少侵簡抗 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簡易案件之抗告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簡抗 「少連侵簡」之抗告案件（100.01 新增） 

少年性侵害犯罪

附民上訴 

少侵簡附民上 「少侵簡附民」之上訴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簡附民上 「少連侵簡附民」之上訴案件（100.01 新增） 

軍事案件 

軍訴 
第一審軍事（陸海空軍刑法及其特別法之罪，下同）通常訴

訟案件，得上訴第三審者（102.10 修正）（104.08 刪除） 

軍訴緝 
「軍訴」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訴更 「軍訴」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重訴 第一審軍事重大訴訟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重訴緝 
第一審軍事重大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

者（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重訴更 「軍重訴」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易 
第一審軍事通常訴訟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102.08 新增）

（104.08 刪除） 

軍易緝 
「軍易」字案件，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易更 「軍易」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自 第一審軍事自訴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自更 「軍自」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附民 軍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附民更 「軍附民」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簡附民 軍事簡易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簡附民更 「軍簡附民」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重附民 軍事重大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重附民更 「軍重附民」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附民續 軍事附帶民事訴訟繼續審判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再 第一審軍事開始再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簡 聲請簡易判決軍事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簡再 第一審軍事簡易開始再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簡上 
第二審之一般軍事簡易判決上訴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簡上再 第二審軍事簡易開始再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再更 「軍再」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簡再更 「軍簡再」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附民再 軍事附帶民事訴訟開始再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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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助 軍事協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 軍事聲請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再 軍事聲請再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再更 「軍聲再」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簡再 軍事簡易聲請再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年軍事案件 

少軍訴 
第一審少年軍事（陸海空軍刑法及其特別法之罪，下同）通

常訴訟案件，得上訴第三審者（102.10 修正）（104.08 刪除） 

少軍訴緝 
「少軍訴」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訴更 「少軍訴」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重訴 第一審少年軍事重大訴訟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重訴緝 
第一審少年軍事重大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

歸案者（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重訴更 「少軍重訴」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易 
第一審少年軍事通常訴訟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易緝 
「少軍易」字案件，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易更 「少軍易」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附民 少年軍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附民更 「少軍附民」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再 第一審少年軍事開始再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簡 聲請簡易判決少年軍事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簡再 
第一審少年軍事簡易開始再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

除） 

少軍簡上 
第二審之一般少年軍事簡易判決上訴案件（ 102.08 新增）

（104.08 刪除） 

少軍簡上再 
第二審少年軍事簡易開始再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

除） 

少軍再更 「少軍再」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簡再更 「少軍簡再」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簡附民 少年軍事簡易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簡附民更 「少軍簡附民」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重附民 少年軍事重大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重附民更 「少軍重附民」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附民續 
少年軍事附帶民事訴訟繼續審判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附民再 
少年軍事附帶民事訴訟開始再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助 少年軍事協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聲 少年軍事聲請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聲簡 少年軍事簡易聲請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聲再 少年軍事聲請再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聲再更 「少軍聲再」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聲簡再 少年軍事簡易聲請再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護 少年觸犯軍事刑罰法律，依保護事件審理（ 102.08 新增）

（104.08 刪除） 

少軍護尋 少年軍護事件，經協尋報結而尋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

（104.08 刪除） 

少軍護更  「少軍護」之更審事件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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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少軍護尋更  「少軍護尋」之更審事件 （104.08 刪除） 

少軍刑執  少年法庭執行軍事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類冠原字號）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護執  少年法庭執行軍事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類冠原字號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護尋執 少年法庭執行軍事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類冠原字號  ）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護更執  少年法庭執行軍事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類冠原字號）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重  少年軍事重新審理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調  少年觸犯軍事刑罰法令調查事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調尋  少年軍調事件經協尋報結後而尋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

（104.08 刪除） 

少軍調更  「少軍調」之更審事件（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調尋更   「少軍調尋」之更審事件（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調執  觸犯軍事刑罰法律少年之轉介處分執行事件（ 102.08 新增）

（104.08 刪除） 

助少軍執 他院囑託之少年軍事事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撤緩  少年聲請撤銷緩刑軍事事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觀  聲請留置觀察軍事事件（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重  聲請重新審理軍事事件（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撤 聲請撤銷保護管束及安置輔導而執行感化教育軍事事件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免 聲請免除保護管束、安置輔導及感化教育之繼續軍事執行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停 聲請停止感化教育交付保護管束軍事事件（ 102.08 新增）

（104.08 刪除） 

軍聲延  聲請延長安置輔導處分軍事事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變  聲請變更安置輔導機構軍事事件（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驅  聲請驅逐出境軍事事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裁撤 裁定撤銷保護處分軍事事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裁處 裁定應執行之處分軍事事件（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裁護 停止感化教育交付保護管束軍事事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撤更  「軍聲撤」之更審案件（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觀更  「軍聲觀」之更審事件（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費  執行保護處分教養費用案件、命成年人負擔教養費用及公告  
姓名軍事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親 裁定親職教育輔導及公告姓名軍事事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核  少年鄉鎮市調解書審核軍事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毒聲  少年有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之聲請軍事案件（102.08 新

增）（104.08 刪除） 

處少軍護  檢察官不起 訴處分後移送依保護軍事事件處理者（ 102.08 新

增）（104.08 刪除） 

處少軍護尋  少年協尋結案後尋獲歸案者（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觀執  少年法庭執行軍事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類冠原字號）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觀更執  少年法庭執行軍事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類冠原字號）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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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軍聲撤執  少年法庭執行軍事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類冠原字號）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撤更執  少年法庭執行軍事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類冠原字號）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停執  少年法庭執行軍事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類冠原字號）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驅執  少年法庭執行軍事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類冠原字號）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裁撤執  少年法庭執行軍事案件（在執字按原案件種類冠原字號）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裁處執  少年法庭執行軍事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類冠原字號）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裁護執  少年法庭執行軍事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類冠原字號）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親執  少年法庭執行軍事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類冠原字號）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聲更執  少年法庭執行軍事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類冠原字號）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撤執尋 少年法庭執行軍事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類冠原字號）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處少軍護執 少年法庭執行軍事案件（在執字上按原案件種類冠原字號）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三）觀護事件：  

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審前調查 

觀刑調 少年調查官調查之少年刑事事件 

觀少調 觸犯刑罰法律少年之調查事件 

觀虞調 少年虞犯之調查事件 

觀兒調 觸犯刑罰法律兒童調查事件 

急速輔導 
觀少速 調查中少年交付少年調查官輔導事件（95.12 新增） 

觀兒速 調查中兒童交付少年調查官輔導事件（95.12 新增） 

轉介處分 

觀調執（轉） 少年調查官執行之轉介輔導事件 

觀調執（教） 少年調查官執行之交付嚴加管教事件 

觀調執（誡） 少年調查官執行之告誡事件 

觀察 觀察 交由少年調查官觀察或指導觀察之事件 

假日輔導 

觀少輔 少年保護官執行觸犯刑罰法律少年之假日生活輔導事件 

觀虞輔 少年保護官執行少年虞犯之假日生活輔導事件 

觀兒輔 少年保護官執行觸犯刑罰法律兒童之假日生活輔導事件 

保護管束 

觀少護 少年保護官執行觸犯刑罰法律少年之保護管束事件 

觀虞護 少年保護官執行少年虞犯之保護管束事件 

觀兒護 少年保護官執行觸犯刑罰法律兒童之保護管束事件 

觀少護（勞） 
少年保護官執行觸犯刑罰法律少年之保護管束並勞動服務事

件 

觀虞護（勞） 少年保護官執行少年虞犯之保護管束並勞動服務事件 

觀兒護（勞） 
少年保護官執行觸犯刑罰法律兒童之保護管束並勞動服務事

件 

觀少護（感） 
少年保護官執行觸犯刑罰法律少年之停止感化教育交付保護

管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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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觀虞護（感） 少年保護官執行少年虞犯之停止感化教育交付保護管束事件 

觀兒護（感） 
少年保護官執行觸犯刑罰法律兒童之停止感化教育交付保護

管束事件 

治療處分 

觀少治 
交付少年調查（保護）官執行少年之治療處分事件(97.01 新

增) 

觀兒治 
交付少年調查（保護）官執行兒童之治療處分事件(97.01 新

增) 

觀虞治 
交付少年調查（保護）官執行虞犯之治療處分事件(97.01 新

增) 

禁戒處分 

觀少戒 交付少年保護官執行少年之禁戒處分事件（97.01 新增） 

觀兒戒 交付少年保護官執行兒童之禁戒處分事件（97.01 新增） 

觀虞戒 交付少年保護官執行虞犯之禁戒處分事件（97.01 新增） 

安置輔導 

觀少置 少年保護官執行觸犯刑罰法律少年之安置輔導事件 

觀虞置 少年保護官執行少年虞犯之安置輔導事件 

觀兒置 少年保護官執行觸犯刑罰法律兒童之安置輔導事件 

感化教育 

觀聲免 
少年或少年之法定代理人請求少年保護官聲請免除或停止感

化教育之事件 

觀感調 
少年保護官調查聲請免除或停止感化教育之事件（95.12 新

增） 

緩刑 觀刑執（緩） 少年保護官執行緩刑期中付保護管束事件 

假釋 觀刑執（假） 少年保護官執行假釋期中付保護管束事件 

親職教育 觀親 少年保護官執行之親職教育輔導 

家事調查 觀家調 少年調查官調查之家事事件 

指定輔佐 觀佐 少年保護官擔任輔佐人事件 

毒品案件 

觀少護（毒） 
少年保護官執行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法律之少年保

護管束事件（97.12 修正） 

觀兒護（毒） 
少年保護官執行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法律之兒童保

護管束事件（97.12 修正） 

觀少護（毒勞） 
少年保護官執行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法律之少年保

護管束並勞動服務事件（97.12 修正） 

觀兒護（毒勞） 
少年保護官執行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法律之兒童保

護管束並勞動服務事件（97.12 修正） 

觀少護（毒感） 
少年保護官執行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法律之少年停

止感化教育交付保護管束事件（97.12 修正） 

觀兒護（毒感） 
少年保護官執行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法律之兒童停

止感化教育交付保護管束事件（97.12 修正） 

觀刑執（毒緩） 
少年保護官執行少年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罪之緩刑

期中交付保護管束事件 

觀刑執（毒假） 
少年保護官執行少年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罪之假釋

期中交付保護管束事件 

觀護其他 
觀調他 少年調查官處理之其他事件 

觀護他 少年保護官處理之其他事件 

備註：（一）他法院囑託少年調查官或少年保護官處理等字別，一律依「在原字別前加『助』字

處理」之原則辦理。 

（二）心理輔導員受法官、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之命，對少年或兒童進行之心理輔導、

諮商及心理治療等字別，一律依「在原觀護事件字別後加『心』字處理」之原則辦

理。 

 

（四）提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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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存 一般擔保提存物或清償提存物事件 

取 一般領取提存物或取回提存物事件 

解 解繳國庫事件 

行存 「行政訴訟」擔保提存物或清償提存物事件 

行取 「行政訴訟」領取提存物或取回提存物事件 

 

（五）公證事件 

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公 公證事件 

認 認證事件 

 

（六）登記事件 

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財登 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事件 

法登社 一般社團法人設立登記事件 

法登財 財團法人設立登記事件 

法登政 政黨社團法人設立登記事件 

法登他 其他法人登記事件 

登聲 聲請抄寫謄本等聲請事件 

 

（七）財務裁定事件 

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財專 稅捐稽徵處移送違反菸酒專賣條例之罰鍰案件（102.08 刪除） 

 

二、高等法院部分： 

（一）民事事件：  

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民事一審 

訴 第一審訴訟事件 

家訴 第一審家事訴訟事件（102.05 刪除） 

勞訴 第一審勞資爭議訴訟事件 

重訴 第一審重大訴訟事件 

重家訴 第一審重大家事訴訟事件（102.05 刪除） 

重勞訴 第一審重大勞資爭議訴訟事件 

訴易 第一審訴訟不得上訴第三審訴訟事件 

家訴易 第一審訴訟不得上訴第三審家事訴訟事件（102.05 刪除） 

勞訴易 第一審訴訟不得上訴第三審勞資爭議訴訟事件 

訴更 「訴」之更審事件 

家訴更 「家訴」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勞訴更 「勞訴」之更審事件 

重訴更 「重訴」之更審事件 

重家訴更 「重家訴」之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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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重勞訴更 「重勞訴」之更審事件 

訴續 第一審繼續審判事件 

家訴續 第一審家事繼續審判事件（102.05 刪除） 

勞訴續 第一審勞資爭議繼續審判事件 

訴續易 第一審繼續審判不得上訴第三審事件 

調訴 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事件（100.09 新增） 

調訴易 
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100.09 新

增） 

調訴更 「調訴」之更審事件（100.09 新增） 

金訴 第一審證券交易、銀行金融管制訴訟事件（103.11 新增） 

金訴易 第一審證券交易、銀行金融管制訴訟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103.11 新增） 

金訴更 第一審證券交易、銀行金融管制訴訟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

交更審者（103.11 新增） 

民事一審調解 

移調 通常訴訟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家移調 家事通常訴訟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102.05 刪除） 

勞移調 勞資爭議通常訴訟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保險移調 保險通常訴訟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附民移調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交附民移調 「交附民」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民事二審上訴 

上 上訴事件 

續 第二審繼續審判事件 

家續 第二審家事繼續審判事件（102.05 刪除） 

勞續 第二審勞資爭議繼續審判事件 

家上 家事上訴事件（102.05 刪除） 

勞上 勞資爭議上訴事件 

保險上 保險上訴事件 

國貿上 國際貿易上訴事件 

海商上 海商上訴事件 

重上 重大上訴事件 

重家上 家事重大上訴事件（102.05 刪除） 

重勞上 勞資爭議重大上訴事件 

上易 上訴事件中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續易 繼續審判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家上易 家事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102.05 刪除） 

勞上易 勞資爭議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保險上易 保險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國貿上易 國際貿易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海商上易 海商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智上 第二審智慧財產上訴事件（100.01 修正） 

智上易 第二審智慧財產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100.01 修正） 

醫上 醫療糾紛損害賠償之上訴事件（92.03 新增） 

消上 消費訴訟之上訴事件（92.03 新增） 

建上 營建工程之上訴事件（93.03 修正） 

公上 公害糾紛之上訴事件（92.03 新增） 

金上 證券交易、銀行金融管制之上訴事件（92.03 新增） 

醫上易 醫療糾紛損害賠償之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92.03 新增） 

消上易 消費訴訟之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92.03 新增） 

建上易 營建工程之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93.03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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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公上易 公害糾紛之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92.03 新增） 

金上易 
證券交易、銀行金融管制之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92.03

新增） 

智續 第二審智慧財產繼續審判事件（100.01 修正） 

智續易 
第二審智慧財產繼續審判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100.01 修

正） 

國家賠償 

上國 國家賠償上訴事件 

重上國 國家賠償重大上訴事件 

上國易 國家賠償上訴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民事二審更審 

上更 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續更 第二審繼續審判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家續更 
第二審家事繼續審判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102.05

刪除） 

勞續更 第二審勞資爭議繼續審判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家上更 家事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102.05 刪除） 

勞上更 勞資爭議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保險上更 保險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國貿上更 國際貿易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海商上更 海商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上國更 國家賠償法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重上更 
發回三次以上之更審案件或自第一審收案時起，迄本次分案

時止已逾四年之久懸案件 

重家上更 重大家事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102.05 刪除） 

重勞上更 重大勞資爭議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重上國更 重大國家賠償法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訴續更 第一審繼續審判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家訴續更 
第一審家事繼續審判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102.05

刪除） 

勞訴續更 第一審勞資爭議繼續審判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智上更 第二審智慧財產上訴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100.01 修正） 

醫上更 「醫上」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92.03 新增） 

消上更 「消上」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92.03 新增） 

建上更 「建上」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93.03 修正） 

公上更 「公上」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92.03 新增） 

金上更 「金上」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92.03 新增） 

智續更 
第二審智慧財產繼續審判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100.01 修正） 

民事再審 

再 再審事件 

家再 家事再審事件（102.05 刪除） 

勞再 勞資爭議再審事件 

選再 選舉訴訟再審事件 

國再 國家賠償再審事件（97.12 修正） 

重再 重大再審事件 

重家再 重大家事再審事件（102.05 刪除） 

重勞再 重大勞資爭議再審事件 

重國再 重大國家賠償再審事件（97.12 新增） 

再易 再審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家再易 家事再審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102.05 刪除） 

勞再易 勞資爭議再審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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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再國易 國家賠償再審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再抗 抗告事件之再審事件 

再抗國 國家賠償抗告事件之再審事件 

家再抗 家事抗告事件之再審事件（102.05 刪除） 

勞再抗 勞資爭議抗告事件之再審事件 

選再抗 選舉訴訟抗告事件之再審事件 

再更 再審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勞再更 勞資爭議再審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家再更 家事再審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102.05 刪除） 

再國更 國家賠償再審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再抗更 抗告再審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重再更 重大再審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聲再 聲請或聲明事件之再審事件 

家護再抗 民事通常保護令抗告事件之再審事件（102.05 刪除） 

暫家護再抗 民事暫時保護令抗告事件之再審事件（102.05 刪除） 

非再抗 「非抗」之再審事件（94.08 新增） 

智再 智慧財產再審事件（100.01 修正） 

智再抗 智慧財產抗告事件之再審事件（100.01 修正） 

智再更 智慧財產再審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100.01 修正） 

建再 營建工程再審事件（99.09 新增） 

建再易 營建工程訴訟再審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99.09 新增） 

聲再更 「聲再」之更審事件（102.08 新增） 

建再更 營建工程再審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103.11 新增） 

金再 證券交易、銀行金融管制之再審事件（103.11 新增） 

金再易 證券交易、銀行金融管制再審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103.11

新增） 

金再更 證券交易、銀行金融管制再審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

者（103.11 新增） 

醫再 醫療糾紛損害賠償之再審事件（103.11 新增） 

醫再易 醫療糾紛損害賠償再審事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103.11 新增） 

醫再更 醫療糾紛損害賠償再審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103.11 新增） 

第三人撤銷訴訟 

撤 第三人撤銷訴訟事件（92.09 新增） 

撤上 第三人撤銷訴訟之上訴事件（92.09 新增） 

撤更 第三人撤銷訴訟事件之更審事件（97.12 新增） 

撤上更 第三人撤銷訴訟上訴事件之更審事件（97.12 新增） 

民事抗告 

抗 抗告事件 

家抗 家事抗告事件（102.05 刪除） 

勞抗 勞資爭議抗告事件（97.12 新增） 

國抗 國家賠償抗告事件（97.12 修正） 

選抗 選舉訴訟抗告事件 

抗更 抗告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家抗更 家事抗告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102.05 刪除） 

勞抗更 勞資爭議抗告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重抗更 重大抗告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抗國更 國家賠償抗告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95.03 新增） 

重抗 重大抗告事件 

家護抗 民事通常保護令事件之抗告事件（102.05 刪除） 

家護抗更 民事通常保護令事件抗告事件之發回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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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暫家護抗 民事暫時保護令事件之抗告事件（102.05 刪除） 

暫家護抗更 民事暫時保護令事件抗告事件之發回更審事件（102.05 刪除） 

破抗 破產事件之抗告事件 

整抗 公司重整事件之抗告事件 

破抗更 「破抗」之更審事件 

整抗更 「整抗」之更審事件 

撤抗 第三人撤銷訴訟之抗告事件（92.09 新增） 

智抗 智慧財產抗告事件（100.01 修正） 

智抗更 智慧財產抗告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100.01 修正） 

民事提審抗告 民提抗 民事提審抗告事件（103.07 新增） 

民事二審調解 

上移調 通常訴訟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家上移調 家事通常訴訟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102.05 刪除） 

勞上移調 「勞上」之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保險上移調 「保險上」之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附民上移調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交附民上移調 「交附民上」之移付調解事件（96.04 新增） 

智上移調 智慧財產上訴移付調解事件（100.01 修正） 

智附民上移調 智慧財產附帶民事訴訟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100.01 修正） 

重附民上移調 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台幣六百萬元以上之刑事附帶民事

訴訟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100.06 新增） 

醫上移調 醫療糾紛損害賠償訴訟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101.10 新增） 

建上移調 營建工程訴訟上訴之移付調解事件（104.02 新增） 

民事其他 

聲 其他聲請事件 

全 保全事件 

家聲 家事聲請事件（102.05 刪除） 

勞聲 勞資爭議聲請事件 

聲更 聲請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全更 保全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家聲更 家事聲請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102.05 刪除） 

勞聲更 勞資爭議聲請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 

聲國 國家賠償聲請事件 

助 協助事件 

合 
於分案前，由庭長以法官身分進行當事人磋商合意選定法官

審判之事件（100.09 刪除） 

智聲 智慧財產其他聲請事件（100.01 修正） 

智全 智慧財產保全程序事件（100.01 修正） 

智聲更 智慧財產聲請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100.01 修正） 

智全更 
智慧財產保全程序事件經第三審發回或發交更審者（100.01

修正） 

選聲 選舉聲請重新計票事件（101.01 新增） 

他 其他事件（100.07 新增） 

公職人員選罷上

訴 
選上 選舉上訴事件 

公職人員選罷 
選 選舉事件 

選更 「選」之更審事件 

民事三審抗告 
非抗 非訟抗告事件之再抗告事件（94.08 新增） 

消債抗 消費者債務清理抗告事件之再抗告事件。（100.03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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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事案件：  

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刑事一審 

訴 第一審通常訴訟案件 

訴緝 「訴」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訴更 「訴」之更審案件 

訴更緝 「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自 第一審自訴案件 

自更 「自」之更審案件 

自更緝 「自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刑事二審上訴 

上訴 第二審通常上訴案件 

上訴緝 「上訴」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上易 第二審上訴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上易緝 「上易」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上重訴 第二審重大刑事上訴案件 

上重訴緝 「上重訴」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選上重訴 第二審賄選重大刑事上訴案件（92.02 新增） 

金上訴 第二審金融上訴案件（92.02 新增） 

金上重訴 第二審金融重大刑事上訴案件（92.02 新增） 

金上易 第二審金融上訴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92.02 新增） 

選上訴 第二審賄選上訴案件（92.02 新增） 

選上易 第二審賄選上訴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92.02 新增） 

矚上訴 第二審社會矚目上訴案件（92.02 新增） 

矚上重訴 第二審社會矚目重大刑事上訴案件（92.02 新增） 

矚上易 第二審社會矚目上訴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92.02 新增） 

醫上訴 
第二審違反醫師法及因醫療行為致死或致傷之業務過失致

死、業務過失傷害上訴案件（93.11 修正） 

醫上易 
第二審違反醫師法及因醫療行為致死或致傷之業務過失致

死、業務過失傷害上訴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93.11 修正） 

勞安上訴 第二審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一條上訴案件（92.03 新增） 

勞安上易 
第二審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一條上訴案件，不得上訴第三

審者（92.03 新增） 

金上訴緝 
「金上訴」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 

金上重訴緝 
「金上重訴」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 

金上易緝 
「金上易」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 

金上更緝 
「金上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 

金上重更緝 
「金上重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 

重金上更緝 
「重金上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 

交通二審上訴 
交上訴 第二審交通上訴案件 

交上易 第二審交通上訴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少年二審上訴 

少上訴 第二審少年上訴案件 

少上易 第二審少年上訴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少上重訴 第二審少年重大刑事訴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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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少連上訴 第二審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上訴案件 

少連上易 第二審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上訴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少連上重訴 第二審少年法庭審理之非少年上訴重大刑事訴訟案件 

少上訴緝 「少上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99.05 新增） 

少上易緝 「少上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99.05 新增） 

少上重訴緝 「少上重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99.05 新增） 

少連上訴緝 「少連上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99.05 新增） 

少連上易緝 「少連上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99.05 新增） 

少連上重訴緝 「少連上重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99.05 新增） 

刑事二審更審 

上更 「上訴」之更審案件 

上更緝 「上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重上更 
發回三次以上之更審案件或自第一審收案時起，迄本次分案

時止已逾四年之久懸案件 

重上更緝 「重上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選上更緝 
「選上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97. 12

新增） 

上重更 「上重訴」之更審案件 

上重更緝 「上重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金上更 「金上訴」之更審案件案件（92.02 新增） 

金上重更 「金上重訴」之更審案件案件（92.02 新增） 

重金上更 
發回三次以上之金融更審案件或自第一審收案時起，迄本次

分案時止已逾四年之久懸案件（92.02 新增） 

選上更 「選上訴」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選上重更 「選上重訴」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重選上更 
發回三次以上之選舉更審案件或自第一審收案時起，迄本次

分案時止已逾四年之久懸案件（92.02 新增） 

矚上更 「矚上訴」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矚上重更 「矚上重訴」之更審案件（92.02 新增） 

重矚上更 
發回三次以上之社會矚目更審案件或自第一審收案時起，迄

本次分案時止已逾四年之久懸案件（92.02 新增） 

醫上更 「醫上訴」之更審案件（92.03 新增） 

重醫上更 

發回三次以上之違反醫師法及因醫療行為致死或致傷之業務

過失致死、業務過失傷害更審案件或自第一審收案時起，迄

本次分案時止已逾四年之久懸案件（93.11 修正） 

勞安上更 「勞安上訴」之更審案件（92.03 新增） 

重勞安上更 

發回三次以上之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一條更審案件或自第 

一審收案時起，迄本次分案時止已逾四年之久懸案件（92.03

新增） 

交通二審更審 

交上更 「交上訴」之更審案件 

交上更緝 「交上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重交上更 
「交上訴」發回三次以上之更審案件或自第一審收案時起，

迄本次分案時止已逾四年之久懸案件 

少年二審更審 少上更 「少上訴」之更審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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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少上更緝 「少上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重少上更 
「少上訴」發回三次以上之更審案件或自第一審收案時起，

迄本次分案時止已逾四年之久懸案件 

少上重更 「少上重訴」之更審案件 

少連上更 「少連上訴」之更審案件 

少連上更緝 「少連上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重少連上更 
「少連上訴」發回三次以上之更審案件或自第一審收案時

起，迄本次分案時止已逾四年之久懸案件 

少連上重更 「少連上重訴」發回一次或二次之更審案件 

刑事聲再 

聲再 聲請再審案件 

財聲再 財務聲請再審案件（102.08 刪除） 

聲再更 「聲再」之更審案件 

財聲再更 「財聲再」之更審案件（102.08 刪除） 

聲簡再 聲請簡易再審案件 

交通聲再 
交聲再 交通聲請再審案件 

交聲再更 「交聲再」之更審案件 

少年聲再 

少聲再 少年聲請再審案件 

少聲再更 「少聲再」之更審案件 

少連聲再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聲請再審案件 

少連聲再更 「少連聲再」之更審案件 

刑事再審 

再 開始再審案件 

再更 「再」之更審案件 

再緝 
「再」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97.12

新增） 

刑事抗告 

抗 抗告案件 

財抗 財務罰鍰抗告案件（102.08 刪除） 

抗更 「抗告」之更審案件 

財抗更 「財抗」之更審案件（102.08 刪除） 

毒抗 有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聲請案件之抗告案件 

毒抗更 「毒抗」之更審案件 

偵抗 「聲羈」（偵查中檢察官聲請羈押）之抗告案件（98.06 新增） 

少偵抗 

「少聲羈」、「少偵聲」（少年法庭管轄之偵查中，檢察官聲請

羈押，及少年有關偵查中羈押之聲請案件）之抗告案件（98.06

新增） 

聲接抗 聲請許可執行移交國法院裁判抗告案件（102.08 新增） 

監抗 不服通訊監察裁定之抗告案件（103.04 新增） 

交通抗告 交抗 交通抗告案件 

少年抗告 
少抗 少年抗告案件 

少連抗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抗告案件 

刑事附民 

附民 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附民續 附帶民事訴訟繼續審判案件 

重附民 新台幣六百萬元以上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附民更 「附民」之更審案件 

重附民更 「重附民」之更審案件 

附民緝 
「附民」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97. 12

新增） 

重附民緝 
「重附民」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97.12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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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交通附民 

交附民 交通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重交附民 新台幣六百萬元以上之交通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交附民更 「交附民」之更審案件 

重交附民更 「重交附民」之更審案件 

重少附民 新台幣六百萬元以上之少年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少附民更 「少附民」之更審案件 

少連附民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重少附民更 「重少附民」之更審案件 

重少連附民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重大附帶民事訴訟案件 

少連附民更 「少連附民」之更審案件 

重少連附民更 「重少連附民」之更審案件 

刑事附民上訴 

附民上 附帶民事訴訟上訴案件 

重附民上 重大附帶民事訴訟上訴案件 

附民上更 「附民上」之更審案件 

重附民上更 「重附民上」之更審案件 

附民上緝 
「附民上」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0.06 新增） 

交通附民上訴 

交附民上 交通附帶民事訴訟上訴案件 

交附民上更 「交附民上」之更審案件 

重交附民上 重大交通附帶民事訴訟上訴案件 

重交附民上更 「重交附民上」之更審案件 

少年附民上訴 

少附民上 少年附帶民事訴訟上訴案件 

少附民上更 「少附民上」之更審案件 

重少附民上 重大少年附帶民事訴訟上訴案件 

重少附民上更 「重少附民上」之更審案件 

少連附民上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附帶民事訴訟上訴案件 

重少連附民上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重大附帶民事訴訟上訴案件 

少連附民上更 「少連附民上」之更審案件 

重少連附民上更 「重少連附民上」之更審案件 

刑事補償 

刑補 刑事補償案件（100.09 新增） 

刑補更 刑事補償更審案件（100.09 新增） 

刑補重 刑事補償聲請重審案件（100.09 新增） 

少刑補 少年刑事補償案件（100.09 新增） 

少刑補更 少年刑事補償更審案件（100.09 新增） 

少刑補重 少年刑事補償聲請重審案件（100.09 新增） 

少補 少年保護事件補償案件（100.11 新增） 

少補更 少年保護事件補償更審案件（100.11 新增） 

少補重 少年保護事件補償聲請重審案件（100.11 新增） 

聲請減刑 
聲減 聲請減刑案件 

聲減更 「聲減」之更審案件 

刑事其他 

聲 其他聲請或聲明案件 

感聲 流氓感訓之聲請案件（102.08 刪除） 

偵聲 有關偵查中羈押之聲請案件（97.12 新增） 

助 協助案件 

聲更 「聲」之更審案件 

偵聲更 「偵聲」之更審案件（97.12 新增） 

毒聲 有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聲請案件 

聲全 聲請證據保全案件（93.11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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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聲搜 聲請搜索票案件（97.12 新增） 

聲羈 偵查中，檢察官聲請羈押案件（97.12 新增） 

他調 
依民刑事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第六十九點第六款或

第七十點第五款規定報結後之案件（94.04 新增） 

聲療 聲請准予強制治療事件（96.04 新增） 

聲療續 聲請繼續強制治療事件（96.04 新增） 

聲療停 聲請停止強制治療事件（96.04 新增） 

他 其他案件（97.12 新增） 

職限 法官依職權核發限制書案件。（99.06 新增） 

聲限 
檢察官聲請核發限制辯護人與羈押被告接見或通信案件。

（99.06 新增） 

急聲限 
檢察官聲請補發限制辯護人與羈押被告接見或通信案件。

（99.06 新增） 

交通其他 
交聲 交通其他聲請或聲明案件 

交聲更 「交聲」之更審案件 

少年其他 

少聲 少年其他聲請或聲明案件 

少聲更 「少聲」之更審案件 

少連聲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其他聲請或聲明案件 

少連聲更 「少連聲」之更審案件 

刑事感訓抗告 

感抗 感訓抗告案件（102.08 刪除） 

感聲抗 感訓聲請抗告案件（102.08 刪除） 

感重抗 感訓重新審理抗告案件（102.08 刪除） 

感拘抗 輔導中聲請裁定拘留案件之抗告案件（102.08 刪除） 

感執抗 感訓處分執行案件之抗告案件（102.08 刪除） 

刑事提審 提 提審案件（103.07 刪除） 

刑事感重 感重 感訓重新審理案件（102.08 刪除） 

軍審案件 

軍上 高等法院受理之軍事審判第三審上訴案件（102.08 刪除） 

軍抗 高等法院受理之軍事審判第三審抗告案件（102.08 刪除） 

軍聲 高等法院受理之其他軍事審判聲請或聲明案件（102.08 刪除） 

通訊監察案件 

聲同 
國家安全局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七條第二項聲請臺灣高等

法院專責法官同意核發通訊監察書案件 

聲同續 

國家安全局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七條第二項聲請臺灣高等

法院專責法官同意核發通訊監察書案件，期滿聲請繼續通訊

監察案件 

急聲同 

國家安全局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七條第二項之情況急迫監

察案件，聲請臺灣高等法院專責法官補同意核發通訊監察書

案件 

職監 法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案件 

職監續 
法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案件，期滿繼續依職權核發通訊

監察之案件 

聲監 檢察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案件 

聲監續 
檢察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案件，期滿聲請繼續通訊監察案

件 

監通 
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十五條第一項陳報法院通知受監察人

案件，及同條第三項補通知受監察人案件 

監通檢 
法院命執行機關定期檢討通訊監察不通知受監察人之原因是

否消滅案件 

聲調 
檢察官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及

第四項聲請法院核發調取票案件（103.01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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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急聲調 

檢察官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緊急調取通

信紀錄及通信使用者資料，聲請法院補發調取票案件（103.04

新增） 

聲監可 

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執行通訊

監察，取得其他案件之內容者，於發現後七日內補行陳報法

院，聲請法院審查認可案件（103.01 新增） 

性侵害犯罪二審 

侵上訴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規定之性侵害犯罪刑事訴訟案件

（下稱性侵害犯罪）第二審通常訴訟案件（100.01 新增） 

侵上訴緝 
「侵上」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100.01

新增） 

侵上易 第二審性侵害犯罪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100.01 新增） 

侵上易緝 
「侵上易緝」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侵上重訴 第二審重大性侵害犯罪案件（100.01 新增） 

侵上重訴緝 
「侵上重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性侵害犯罪二審

更審 

侵上更 「侵上」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上更緝 
「侵上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重侵上更 
發回三次以上之性侵害犯罪案件或自第一審收案時起，迄本

次分案時止，已逾四年之久懸案件（100.01 新增） 

侵上重更 「侵上重訴」之更審案件（100.06 新增） 

性侵害犯罪再審 

侵聲再 性侵害犯罪聲請再審案件（100.01 新增） 

侵聲再緝 
「侵聲再緝」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侵聲再更 「侵聲再」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性侵害犯罪抗告 
侵抗 性侵害犯罪抗告案件（100.01 新增） 

侵抗更 「侵抗」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性侵害犯罪附民 

侵附民上 附帶民事訴訟上訴案件（100.01 新增） 

侵附民上更 「侵附民上」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重侵附民上 重大性侵害犯罪附帶民事上訴案件（100.01 新增） 

重侵附民上更 「重侵附民上」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性侵害犯罪其他 
侵聲 性侵害犯罪其他聲請或聲明案件（100.01 新增） 

侵聲更 「侵聲」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年性侵害犯罪

二審上訴 

少侵上訴 第二審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上訴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上易 
第二審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上訴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

者（100.01 新增） 

少侵上重訴 
第二審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重大刑事訴訟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上訴 
第二審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上訴案件

（100.01 新增） 

少連侵上易 
第二審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上訴案

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100.01 新增） 

少連侵上重訴 
第二審少年法庭審理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上訴重大

刑事訴訟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上訴緝 
「少侵上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侵上易緝 
「少侵上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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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少侵上重訴緝 
「少侵上重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連侵上訴緝 
「少連侵上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連侵上易緝 
「少連侵上易」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少連侵上重訴緝 
「少連侵上重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

者（100.01 新增） 

少年性侵害犯罪

二審更審 

少侵上更 「少侵上訴」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上更緝 
「少侵上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重少侵上更 

「少侵上訴」發回三次以上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更審案件或

自第一審收案時起，迄本次分案時止，已逾四年之久懸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上重更 「少侵上重訴」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上更 「少連侵上訴」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上更緝 
「少連侵上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0.01 新增） 

重少連侵上更 

「少連侵上訴」發回三次以上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更審案件

或自第一審收案時起，迄本次分案時止，已逾四年之久懸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上重更 「少連侵上重訴」發回一次或二次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年性侵害犯罪

聲再 

少侵聲再 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聲請再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聲再更 「少侵聲再」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聲再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聲請再審案件

（100.01 新增） 

少連侵聲再更 「少連侵聲再」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年性侵害犯罪

抗告 

少侵抗 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抗告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抗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抗告案件

（100.01 新增） 

少年性侵害犯罪

附民上訴 

少侵附民上 少年附帶民事訴訟上訴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附民上更 「少侵附民上」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重少侵附民上 
重大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附帶民事上訴案件（100.01 新

增） 

重少侵附民上更 「重少侵附民上」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附民上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附帶民事訴訟上

訴案件（100.01 新增） 

重少連侵附民上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重大附帶民事訴

訟上訴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附民上更 「少連侵附民上」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重少連侵附民上

更 

「重少連侵附民上」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年性侵害犯罪

其他 

少侵聲 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其他聲請或聲明案件（100.01 新增） 

少侵聲更 「少侵聲」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聲 
少年法庭管轄之非少年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其他聲請或聲明

案件（100.01 新增） 

少連侵聲更 「少連侵聲」之更審案件（100.01 新增） 

軍事案件 

軍上訴 第二審軍事上訴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上訴緝 
「軍上訴」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51 

案 件 種 類 案 號 字 別 名 稱 案 件 種 類 說 明 

軍上易 
第二審軍事上訴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 102.08 新增）

（104.08 刪除） 

軍上易緝 
「軍上易」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上更 「軍上訴」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上更緝 
「軍上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重上更 

「軍上訴」發回三次以上之更審案件或自第一審收案時起，

迄本次分案時止已逾四年之久懸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重上更緝 
「軍重上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上重訴 第二審重大軍事上訴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上重訴緝 
「軍上重訴」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上重更 「軍上重訴」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上重更緝 
「軍上重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再 軍事聲請再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再更 「軍聲再」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抗 軍事抗告事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附民 軍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重附民 
新台幣六百萬元以上之軍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02.08 新增）

（104.08 刪除） 

軍附民更 「軍附民」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重附民更 「軍重附民」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附民上 軍事附帶民事訴訟上訴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附民上更 「軍附民上」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重附民上 重大軍事附帶民事訴訟上訴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重附民上更 「軍重附民上」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上 
高等法院受理之軍事審判第三審上訴案件（ 102.08 新增）

（104.08 刪除） 

軍聲 
高等法院受理之其他軍事審判聲請或聲明（二、三審）案件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聲更 「軍聲」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軍訴 
第一審軍事（陸海空軍刑法及其特別法之罪，下同）通常訴

訟案件（102.10 新增）（104.08 刪除） 

軍訴緝 
「軍訴」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2.10 新增）（104.08 刪除） 

軍訴更 「軍訴」之更審案件（102.10 新增）（104.08 刪除） 

軍訴更緝 
「軍訴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2.10 新增）（104.08 刪除） 

軍再 第一審軍事開始再審案件（102.10 新增）（104.08 刪除） 

軍自 第一審軍事自訴案件（102.10 新增）（104.08 刪除） 

軍自更 「軍自」之更審案件（102.10 新增）（104.08 刪除） 

軍自更緝 
「軍自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2.10 新增）（104.08 刪除） 

少年軍事案件 

少軍上訴 第二審少年軍事上訴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上訴緝 
「少軍上訴」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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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軍上易 
第二審少年軍事上訴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者（102.08 新增）

（104.08 刪除） 

少軍上易緝 
「少軍上易」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上更 「少軍上訴」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上更緝 
「少軍上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重上更 

「少軍上訴」發回三次以上之更審案件或自第一審收案時

起，迄本次分案時止已逾四年之久懸案件（ 102.08 新增）

（104.08 刪除） 

少軍重上更緝 
「少軍重上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上重訴 第二審重大少年軍事上訴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上重訴緝 
「少軍上重訴」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

者（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上重更 「少軍上重訴」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上重更緝 
「少軍上重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報結而緝獲歸案者

（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聲再 少年軍事聲請再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聲再更 「少軍聲再」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抗 少年軍事抗告（二、三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附民 少年軍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重附民 
新台幣六百萬元以上之少年軍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附民更 「少軍附民」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重附民更 「少軍重附民」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附民上 少年軍事附帶民事訴訟上訴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附民上更 「少軍附民上」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重附民上 
重大少年軍事附帶民事訴訟上訴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重附民上更 「少軍重附民上」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上 
高等法院受理之少年軍事審判第三審上訴案件（102.08 新增）

（104.08 刪除） 

少軍聲 
高等法院受理之其他少年軍事審判聲請或聲明（二、三審）

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聲更 「少軍聲」之更審案件（102.08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訴 
第一審少年軍事（陸海空軍刑法及其特別法之罪，下同）通

常訴訟案件（102.10 新增）（104.08 刪除） 

少軍訴緝 
「少軍訴」字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後而緝獲歸案者

（102.10 新增）（104.08 刪除） 

少年刑事一審 

少訴 第一審少年通常訴訟案件（102.10 新增） 

少訴緝 
「少訴」案件審判中，被告經通緝結案而緝獲歸案者（102.10

新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