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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445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5229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檢察機關對應法院獨立行使犯罪
偵查及訴追職權，與法院間並無隸屬關係，應於機關名稱「
去法院化」，以符審檢分隸原則，本院亦於 107 年 5 月 8 日
三讀通過法院組織法增訂法院組織法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條文
，並已於同月 23 日公布施行，法務部所屬各級檢察署並於同
月 25 日完成更名，惟法官法部分條文於各級檢察署等之名稱
尚未配合修正，爰擬具「法官法第八十六條、第八十七條及
第九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邱顯智 王婉諭 陳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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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法第八十六條、第八十七條及第九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十六條 檢察官代表國家
依法追訴處罰犯罪，為維護
社會秩序之公益代表人。檢
察官須超出黨派以外，維護
憲法及法律保護之公共利益
，公正超然、勤慎執行檢察
職務。
本法所稱檢察官，指下

第八十六條 檢察官代表國家
依法追訴處罰犯罪，為維護
社會秩序之公益代表人。檢
察官須超出黨派以外，維護
憲法及法律保護之公共利益
，公正超然、勤慎執行檢察
職務。
本法所稱檢察官，指下

一、第一、三、四項未修正。
二、檢察機關對應法院獨立行
使犯罪偵查及訴追職權，與
法院間並無隸屬關係，為避
免檢察機關隸屬法院之誤解
，並符審檢分隸原則，法院
組織法已於 107 年 5 月 8 日
三讀通過法院組織法增訂第

列各款人員：
一、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主任檢察官、檢察官。
二、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
察署及其檢察分署檢察長
、主任檢察官、檢察官。
前項第二款所稱之檢察
官，除有特別規定外，包括
試署檢察官、候補檢察官。
本法所稱實任檢察官，
係指試署服務成績審查及格
，予以實授者。

列各款人員：
一、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
長、主任檢察官、檢察官
。
二、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
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長、
主任檢察官、檢察官。
前項第二款所稱之檢察
官，除有特別規定外，包括
試署檢察官、候補檢察官。
本法所稱實任檢察官，
係指試署服務成績審查及格

一百十四條之二條文，並於
同月 23 日公布施行，法院
部所屬各級檢察署已於同月
25 日正式更名。但第二項
規定之檢察機關名稱仍維持
未「去法院化」之「最高法
院檢察署」、「高等法院以
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
」等機關名稱，仍易生檢察
機關隸屬法院之誤解，爰修
正第一項規定，以資明確。

，予以實授者。
第八十七條 地方檢察署或其
檢察分署檢察官，應就具有
下列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經法官、檢察官考試及
格。
二、曾任法官。
三、曾任檢察官。
四、曾任公設辯護人六年以
上。
五、曾實際執行律師職務六
年以上，成績優良，具擬
任職務任用資格。
六、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
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曾任教育
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
學院專任教授、副教授或

第八十七條 地方法院或其分
院檢察署檢察官，應就具有
下列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經法官、檢察官考試及
格。
二、曾任法官。
三、曾任檢察官。
四、曾任公設辯護人六年以
上。
五、曾實際執行律師職務六
年以上，成績優良，具擬
任職務任用資格。
六、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
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曾任教育
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
學院專任教授、副教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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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察機關對應法院獨立行
使犯罪偵查及訴追職權，與
法院間並無隸屬關係，為避
免檢察機關隸屬法院之誤解
，並符審檢分隸原則，法院
組織法已於 107 年 5 月 8 日
三讀通過法院組織法增訂第
一百十四條之二條文，並於
同月 23 日公布施行，法院
部所屬各級檢察署已於同月
25 日正式更名。但第一、
二、三項規定之檢察機關名
稱仍維持未「去法院化」之
「地方法院及或其分院檢察
署」、「高等法院或其分院
檢察署」及「最高法院檢察
署」等機關名稱，仍易生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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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合計六年以上，

助理教授合計六年以上，

察機關隸屬法院之誤解，爰

講授主要法律科目二年以
上，有法律專門著作，具
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高等檢察署或其檢察分

講授主要法律科目二年以
上，有法律專門著作，具
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檢察

修正第一項規定，以資明確
。
二、第四、五、六、七項未修
正。

署檢察官，應就具有下列資
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地方法院或其分院
實任法官、地方檢察署或

署檢察官，應就具有下列資
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地方法院或其分院
實任法官、地方法院或其

其檢察分署實任檢察官二
年以上，成績優良。
二、曾實際執行律師職務十
四年以上，成績優良，具

分院檢察署實任檢察官二
年以上，成績優良。
二、曾實際執行律師職務十
四年以上，成績優良，具

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最高檢察署檢察官，應
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任用
之：

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任用之：

一、曾任高等法院或其分院
實任法官、高等檢察署或
其檢察分署實任檢察官四
年以上，成績優良。

一、曾任高等法院或其分院
實任法官、高等法院或其
分院檢察署實任檢察官四
年以上，成績優良。

二、曾任高等法院或其分院
實任法官、高等檢察署或
其檢察分署實任檢察官，
並任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兼

二、曾任高等法院或其分院
實任法官、高等法院或其
分院檢察署實任檢察官，
並任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兼

任院長之法官、地方檢察
署或其檢察分署檢察長合
計四年以上，成績優良。
三、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
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曾任教育
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
學院專任教授，講授主要
法律科目，有法律專門著
作，並曾任高等法院或其
分院法官、高等檢察署或
其檢察分署檢察官。
第一項第六款、前項第
三款所稱主要法律科目，指
憲法、民法、刑法、國際私
法、商事法、行政法、民事
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

任院長之法官、地方法院
或其分院檢察署檢察長合
計四年以上，成績優良。
三、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
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或
其研究所畢業，曾任教育
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
學院專任教授，講授主要
法律科目，有法律專門著
作，並曾任高等法院或其
分院法官、高等法院或其
分院檢察署檢察官。
第一項第六款、前項第
三款所稱主要法律科目，指
憲法、民法、刑法、國際私
法、商事法、行政法、民事
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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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法、強制執行法、破產

訴訟法、強制執行法、破產

法及其他經考試院指定為主
要法律科目者。
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之律師、教授、副教授及助

法及其他經考試院指定為主
要法律科目者。
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
之律師、教授、副教授及助

理教授，其擬任職務任用資
格取得之考試，得採筆試、
口試及審查著作發明、審查
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之

理教授，其擬任職務任用資
格取得之考試，得採筆試、
口試及審查著作發明、審查
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之

考試方式行之，其考試辦法
由考試院定之。
經依前項通過擬任職務
任用資格考試及格者，僅取

考試方式行之，其考試辦法
由考試院定之。
經依前項通過擬任職務
任用資格考試及格者，僅取

得參加由考試院委託法務部
依第八十八條辦理之檢察官
遴選之資格。
法務部為辦理前項檢察

得參加由考試院委託法務部
依第八十八條辦理之檢察官
遴選之資格。
法務部為辦理前項檢察

官遴選，其遴選標準、遴選
程序、被遴選人員年齡之限
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定之

官遴選，其遴選標準、遴選
程序、被遴選人員年齡之限
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定之

。

。

第九十四條

各級檢察署及其

第九十四條

各級法院及其分

一、檢察機關對應法院獨立行

檢察分署行政之監督，依下
列規定：
一、法務部部長監督各級檢
察署及其檢察分署。
二、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監
督該檢察署。
三、高等檢察署檢察長監督
該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與
所屬地方檢察署及其檢察
分署。
四、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
察分署檢察長監督該分署

院檢察署行政之監督，依下
列規定：
一、法務部部長監督各級法
院及分院檢察署。
二、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
長監督該檢察署。
三、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監督該檢察署及其分院檢
察署與所屬地方法院及其
分院檢察署。
四、高等法院檢察署智慧財
產分署檢察長監督該分署

使犯罪偵查及訴追職權，與
法院間並無隸屬關係，為避
免檢察機關隸屬法院之誤解
，並符審檢分隸原則，法院
組織法已於 107 年 5 月 8 日
三讀通過法院組織法增訂第
一百十四條之二條文，並於
同月 23 日公布施行，法院
部所屬各級檢察署已於同月
25 日正式更名。但第一項
規定之檢察機關名稱仍維持
未「去法院化」之「各級法

。
五、高等檢察署之檢察分署
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與轄
區內地方檢察署及其檢察
分署。
六、地方檢察署檢察長監督
該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

。
五、高等法院分院檢察署檢
察長監督該檢察署與轄區
內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
署。
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監督該檢察署及其分院檢

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最
高法院檢察署」、「高等法
院檢察署」、「分院檢察署
」、「高等法院分院檢察署
」、「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
察署」及「地方法院分院檢
察署」等機關名稱，仍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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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方檢察署之檢察分署

察署。

檢察機關隸屬法院之誤解，

檢察長監督該檢察署。
前項行政監督權人為行
使監督權，得就一般檢察行
政事務頒布行政規則，督促

七、地方法院分院檢察署檢
察長監督該檢察署。
前項行政監督權人為行
使監督權，得就一般檢察行

全體檢察官注意辦理。但法
務部部長不得就個別檢察案
件對檢察總長、檢察長、主
任檢察官、檢察官為具體之

政事務頒布行政規則，督促
全體檢察官注意辦理。但法
務部部長不得就個別檢察案
件對檢察總長、檢察長、主

指揮、命令。

任檢察官、檢察官為具體之
指揮、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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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修正第一項規定，以資明
確。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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