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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64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5月1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647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宜瑾等 18 人，有鑑於檢察機關應獨立對法院行使
其犯罪偵查及追訴之職權，與法院平行而無上下隸屬關係，
然現行法院組織法第五十八條等條文易生前者隸屬於後者之
誤解。復考量《法院組織法》已於 2018 年 05 月 23 日公布增
訂第一百十四條之二，修正各級檢察署之名稱，爰擬具「法
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檢察機關應獨立對法院行使其犯罪偵查及追訴之職權，與法院平行而無上下隸屬關係，然現
行《法院組織法》第五十八條等條文易生前者隸屬於後者之誤解。復考量《法院組織法》
已於 2018 年 05 月 23 日公布增訂第一百十四條之二，修正各級檢察署之名稱。

提案人：林宜瑾
連署人：何志偉

吳秉叡

管碧玲

莊瑞雄

沈發惠

劉建國

洪申翰

王美惠

湯蕙禎

余

羅美玲

李昆澤

林俊憲

蔡易餘

蘇巧慧

賴惠員

林楚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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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五十八條

條

文

各級法院及分院

對應設置檢察署及檢察分署
。

現

行

第五十八條

條

文

各級法院及分院

各配置檢察署。

說

明

一、檢察機關應獨立對法院行
使其犯罪偵查及追訴之職權
，與法院平行而無上下隸屬

前項所稱檢察署，分下
列三級：

關係，然本條文易生前者隸
屬於後者之誤解。復考量《

一、地方檢察署。
二、高等檢察署。

法院組織法》已基此於
2018 年 05 月 23 日公布增

三、最高檢察署。

訂第一百十四條之二，爰修
正第一項文字。
二、參考本法第一條之體例，
增訂第二項，明定檢察機關
之級別。

第五十九條

各級檢察署及檢

各級法院及分院

配合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檢察機

察分署置檢察官，最高檢察
署以一人為檢察總長，其他

檢察署置檢察官，最高法院
檢察署以一人為檢察總長，

關名稱之改稱，修正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二項文字。

檢察署及檢察分署各以一人
為檢察長，分別綜理各該署

其他法院及分院檢察署各以
一人為檢察長，分別綜理各

行政事務。
各級檢察署及檢察分署

該署行政事務。
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署

檢察官員額在六人以上者，
得分組辦事，每組以一人為

檢察官員額在六人以上者，
得分組辦事，每組以一人為

主任檢察官，監督各該組事
務。

主任檢察官，監督各該組事
務。

第六十三條 檢察總長依本法
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指揮監

第六十三條 檢察總長依本法
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指揮監

一、配合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檢
察機關名稱之改稱，修正現

督該署檢察官及高等檢察署
以下各級檢察署及檢察分署

督該署檢察官及高等法院以
下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署檢

行條文第一項文字。
二、第二項、第三項未修正。

檢察官。
檢察長依本法及其他法

察官。
檢察長依本法及其他法

律之規定，指揮監督該署檢
察官及其所屬檢察署檢察官

律之規定，指揮監督該署檢
察官及其所屬檢察署檢察官

。

。
檢察官應服從前二項指

揮監督長官之命令。
第六十三條之一

高等檢察署

第五十九條

檢察官應服從前二項指
揮監督長官之命令。
第六十三條之一

高等法院以

一、配合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檢

以下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
署為辦理重大貪瀆、經濟犯

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
為辦理重大貪瀆、經濟犯罪

察機關名稱之改稱，修正現
行條文第一項、第二項文字

罪、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案件

、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案件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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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得借調相關機關之專
業人員協助偵查。

要，得借調相關機關之專業
人員協助偵查。

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
察署及其檢察分署檢察官執

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
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官執行

行前項職務時，得經臺灣高
等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

前項職務時，得經臺灣高等
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

之指定，執行各該審級檢察
官之職權，不受第六十二條

長之指定，執行各該審級檢
察官之職權，不受第六十二

之限制。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

條之限制。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

一月十八日修正之本條規定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

一月十八日修正之本條規定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

行。

行。

第六十五條

高等檢察署及地

高等法院及地方

配合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檢察機

方檢察署檢察長，得派本署
檢察官兼行其檢察分署檢察

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得派本
署檢察官兼行其分院檢察署

關名稱之改稱，修正現行條文
文字。

官之職務。

檢察官之職務。

第六十六條之二

各級檢察署

第六十五條

二、第三項未修正。

第六十六條之二

各級法院及

配合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檢察機

及其檢察分署設檢察事務官
室，置檢察事務官；檢察事

其分院檢察署設檢察事務官
室，置檢察事務官；檢察事

關名稱之改稱，修正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二項文字。

務官在二人以上者，置主任
檢察事務官；並得視業務需

務官在二人以上者，置主任
檢察事務官；並得視業務需

要分組辦事，各組組長由檢
察事務官兼任，不另列等。

要分組辦事，各組組長由檢
察事務官兼任，不另列等。

檢察事務官，薦任第七
職等至第九職等，第七十三

檢察事務官，薦任第七
職等至第九職等，第七十三

條第一項附表所定第一類地
方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之檢

條第一項附表所定第一類地
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之檢

察事務官，其中二人得列簡
任第十職等；主任檢察事務

察事務官，其中二人得列簡
任第十職等；主任檢察事務

官，薦任第九職等或簡任第
十職等。

官，薦任第九職等或簡任第
十職等。

第六十六條之四 檢察事務官
，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第六十六條之四 檢察事務官
，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配合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檢
察機關名稱之改稱，修正現

任用之：
一、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

任用之：
一、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

行條文第二項文字。
二、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

司法人員特種考試相當等
級之檢察事務官考試及格

司法人員特種考試相當等
級之檢察事務官考試及格

者。
二、經律師考試及格，並具

者。
二、經律師考試及格，並具

有薦任職任用資格者。

有薦任職任用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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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曾任警察官或法務部調
查局調查人員三年以上，

三、曾任警察官或法務部調
查局調查人員三年以上，

成績優良，並具有薦任職
任用資格者。

成績優良，並具有薦任職
任用資格者。

四、具有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

四、具有公立或經立案之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

歷，曾任法院或檢察署書
記官，辦理民刑事紀錄三

歷，曾任法院或檢察署書
記官，辦理民刑事紀錄三

年以上，成績優良，具有
薦任職任用資格者。

年以上，成績優良，具有
薦任職任用資格者。

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
署為辦理陸海空軍刑法或其

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
署為辦理陸海空軍刑法或其

他涉及軍事、國家與社會安
全及相關案件需要，得借調

他涉及軍事、國家與社會安
全及相關案件需要，得借調

國防部所屬具軍法官資格三
年以上之人員，辦理檢察事

國防部所屬具軍法官資格三
年以上之人員，辦理檢察事

務官事務，並準用前條第二
項規定。借調期間不得逾四

務官事務，並準用前條第二
項規定。借調期間不得逾四

年，其借調方式、年資、待
遇、給與、考績、獎懲及相

年，其借調方式、年資、待
遇、給與、考績、獎懲及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會
同國防部定之。

關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會
同國防部定之。

主任檢察事務官，應就
具有檢察事務官及擬任職等

主任檢察事務官，應就
具有檢察事務官及擬任職等

任用資格，並具有領導才能
者遴任之。

任用資格，並具有領導才能
者遴任之。

具律師執業資格者任檢
察事務官期間，計入其律師

具律師執業資格者任檢
察事務官期間，計入其律師

執業年資。

執業年資。

第六十七條

地方檢察署及檢

第六十七條

地方法院及分院

配合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檢察機

察分署設觀護人室，置觀護
人、臨床心理師及佐理員。

檢察署設觀護人室，置觀護
人、臨床心理師及佐理員。

關名稱之改稱，修正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二項文字。

觀護人在二人以上者，置主
任觀護人；在六人以上者，

觀護人在二人以上者，置主
任觀護人；在六人以上者，

得分組辦事，組長由觀護人
兼任，不另列等。

得分組辦事，組長由觀護人
兼任，不另列等。

觀護人，薦任第七職等
至第九職等，第七十三條第

觀護人，薦任第七職等
至第九職等，第七十三條第

一項附表所定第一類地方檢
察署及其檢察分署之觀護人

一項附表所定第一類地方法
院及其分院檢察署之觀護人

，其中二人得列簡任第十職
等；主任觀護人，薦任第九

，其中二人得列簡任第十職
等；主任觀護人，薦任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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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等或簡任第十職等；臨床
心理師，列師(三)級；佐理

職等或簡任第十職等；臨床
心理師，列師(三)級；佐理

員，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
等，其中二分之一得列薦任

員，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
等，其中二分之一得列薦任

第六職等。

第六職等。

第六十八條

高等法院以下各

配合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檢察機

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
置法醫師，法醫師在二人以

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置
法醫師，法醫師在二人以上

關名稱之改稱，修正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二項文字。

上者，置主任法醫師。法醫
師，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

者，置主任法醫師。法醫師
，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

等；主任法醫師，薦任第九
職等或簡任第十職等。但地

；主任法醫師，薦任第九職
等或簡任第十職等。但地方

方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法醫
師得列委任第五職等。

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法醫師
得列委任第五職等。

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
察署及其檢察分署，置檢驗

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
及其分院檢察署，置檢驗員

員，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
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

，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

等。

。

第六十九條

高等檢察署以下

第二十二條、第

第六十八條

第六十九條

第二十二條、第

配合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檢察機

二十三條第三項、第三十八
條、第五十二條之規定，於

二十三條第三項、第三十八
條、第五十二條之規定，於

關名稱之改稱，修正現行條文
第一項至第三項文字。

地方檢察署或其檢察分署、
高等檢察署或其檢察分署、

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
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

最高檢察署分別準用之。
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

最高法院檢察署分別準用之
。

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得設執
行科，掌理關於刑事執行事

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
及其分院檢察署，得設執行

務，並得分股辦事。科長由
一等書記官兼任；股長由一

科，掌理關於刑事執行事務
，並得分股辦事。科長由一

等書記官或二等書記官兼任
，均不另列等。

等書記官兼任；股長由一等
書記官或二等書記官兼任，

高等檢察署或其檢察分
署，得設所務科，掌理關於

均不另列等。
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檢察

監督看守所及少年觀護所之
行政事務，並得分股辦事。

署，得設所務科，掌理關於
監督看守所及少年觀護所之

置科長一人，薦任第九職等
；科員，委任第五職等或薦

行政事務，並得分股辦事。
置科長一人，薦任第九職等

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書
記，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

；科員，委任第五職等或薦
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書

等；股長由薦任科員兼任，
不另列等。

記，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
等；股長由薦任科員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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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另列等。
第七十條

最高檢察署、高等

第七十條

最高法院檢察署、

一、配合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檢

檢察署及檢察分署置一等通
譯，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

高等法院及分院檢察署置一
等通譯，薦任第八職等至第

察機關名稱之改稱，修正現
行條文第一項、第二項文字

等；二等通譯，薦任第六職
等至第七職等；三等通譯，

九職等；二等通譯，薦任第
六職等至第七職等；三等通

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技士，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

譯，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
等；技士，委任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地方檢察署及檢察分署

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地方法院及分院檢察署

置一等通譯，薦任第七職等
至第八職等；二等通譯，薦

置一等通譯，薦任第七職等
至第八職等；二等通譯，薦

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三
等通譯，委任第四職等至第

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三
等通譯，委任第四職等至第

五職等；技士，委任第五職
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

五職等；技士，委任第五職
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

等。

等。
前二項一等通譯、二等

前二項一等通譯、二等

通譯總額，不得逾同一檢察
署一等通譯、二等通譯、三

通譯總額，不得逾同一檢察
署一等通譯、二等通譯、三

等通譯總額二分之一。

等通譯總額二分之一。

第七十一條

各級法院及分院

配合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檢察機

察分署置錄事，委任第一職
等至第三職等。

檢察署置錄事，委任第一職
等至第三職等。

關名稱之改稱，修正現行條文
文字。

第七十二條 第二十四條至第
二十六條、第四十條至第四

第七十二條 第二十四條至第
二十六條、第四十條至第四

配合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檢察機
關名稱之改稱，修正現行條文

十二條、第五十四條至第五
十六條之規定，於地方檢察

十二條、第五十四條至第五
十六條之規定，於地方法院

署或其檢察分署、高等檢察
署或其檢察分署、最高檢察

或其分院檢察署、高等法院
或其分院檢察署、最高法院

署分別準用之。

檢察署分別準用之。

第七十三條

各級檢察署及檢

配合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檢察機

檢察分署之類別及員額，依
附表之規定。

院檢察署之類別及員額，依
附表之規定。

關名稱之改稱，修正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二項及附表文字。

各地方檢察署或其檢察
分署應適用之類別及其變更

各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
察署應適用之類別及其變更

，由行政院定之。

，由行政院定之。

高等檢察署或其

第七十三條

文字。

地方法院或其分

第七十四條

地方檢察署或其

第七十一條

。
二、第三項未修正。

第七十四條

高等法院或其分

配合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檢察機

檢察分署之類別及員額，依
附表之規定。

院檢察署之類別及員額，依
附表之規定。

關名稱之改稱，修正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二項及附表文字。

高等檢察署或其檢察分

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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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應適用之類別及其變更，
由行政院定之。

署應適用之類別及其變更，
由行政院定之。

第七十五條 最高檢察署員額
，依附表之規定。

第七十五條 最高法院檢察署
員額，依附表之規定。

配合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檢察機
關名稱之改稱，修正現行條文
及附表文字。

第七十八條

各級法院及分院

配合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檢察機

與各級檢察署及檢察分署之
處務規程，分別由司法院與

與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署之
處務規程，分別由司法院與

關名稱之改稱，修正現行條文
文字。

法務部定之。

法務部定之。

第八十三條

各級法院及分院

各級法院及分院

第七十八條

各級法院及分院

一、配合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檢

應定期出版公報或以其他適
當方式，公開裁判書。但其

應定期出版公報或以其他適
當方式，公開裁判書。但其

察機關名稱之改稱，修正現
行條文第三項文字。

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
定。

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
定。

二、第一項、第二項未修正。

前項公開，除自然人之
姓名外，得不含自然人之身

前項公開，除自然人之
姓名外，得不含自然人之身

分證統一編號及其他足資識
別該個人之資料。

分證統一編號及其他足資識
別該個人之資料。

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
察署及其檢察分署，應於第

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
及其分院檢察署，應於第一

一審裁判書公開後，公開起
訴書，並準用前二項規定。

審裁判書公開後，公開起訴
書，並準用前二項規定。

第一百十一條 各級檢察署行
政之監督，依下列規定：

第一百十一條 各級法院檢察
署行政之監督，依左列規定

一、法務部部長監督各級檢
察署及檢察分署。

：
一、法務部部長監督各級法

二、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監
督該檢察署。

院及分院檢察署。
二、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

三、高等檢察署檢察長監督
該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與

長監督該檢察署。
三、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所屬地方檢察署及其檢察
分署。

監督該檢察署及其分院檢
察署與所屬地方法院及其

四、高等檢察分署檢察長監
督該檢察署與轄區內地方

分院檢察署。
四、高等法院分院檢察署檢

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
五、地方檢察署檢察長監督

察長監督該檢察署與轄區
內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

該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
六、地方檢察分署檢察長監

署。
五、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督該檢察署。

第八十三條

監督該檢察署及其分院檢
察署。
六、地方法院分院檢察署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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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長監督該檢察署。
第一百十四條之一

各級法院

第一百十四條之一

各級法院

配合第一百十四條之二檢察機

及各級檢察署原依雇員管理
規則進用之現職執達員、法

及各級法院檢察署原依雇員
管理規則進用之現職執達員

關名稱之改稱，修正現行條文
文字。

警、錄事、庭務員、雇員，
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

、法警、錄事、庭務員、雇
員，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

，得占用原職之職缺，繼續
僱用至離職時為止。

格者，得占用原職之職缺，
繼續僱用至離職時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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