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的組織與功能 

 

觀察中紀委如何處理貪污腐敗問題之前，有必要針對紀檢委的功能與其機構

設置的情形等加以說明，因為中紀委擁有的特殊權限以及其行使時所必要的步

驟，足以影響處置腐敗的運作，尤其是對執法機關更有指揮性的作用。在此，將

分析中共官方發布的黨風廉政建設有關文獻，以呈現出紀檢委的容貌並指出特

徵。 

 

第一節  任務 

根據中共十五大黨章第四十四條規定，紀檢委的主要任務為：「維護黨的章

程和其他黨內法規，協助黨的委員會加強黨風建設，檢查黨的路線、方針、政策

和決議的執行情況。」1胡錦濤在 2005 年 1月 11日的中紀委第五次全體會議上

強調：「反腐倡廉能力是黨的執政能力的重要體現，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

保障。」2若提高黨的執政能力為黨的方針，那麼加強反腐敗的力度以協助政策

的執行為可謂目前紀檢委最重要的任務。為了維護黨章和黨內法規，紀檢委進行

紀律教育，檢查處理違反黨紀的案件，決定或取消對這些案件中的黨員的處分，

受理黨員的控告和申訴。3以上內容通常被總結為紀檢機關的教育、監督、懲處、

保護四項職能，其中，保護的意涵是採取有效措施保護辦案人員和舉報人，並嚴

肅處理報復行為以支援執紀人員依法辦案，4另外還有：「為了保障檢舉、控告人

依法行使檢舉、控告的權利，維護檢舉、控告人的合法權益」的內容，5可謂監

                                                 
1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編，第一卷（北京：中國

方正出版社，2001 年 6月），頁 733。 
2人民日報（內地版）2005 年 1月 12日，第一版。 
3十五大黨章第四十四條，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
編，第一卷，頁 733。 
4中央紀委發布的「中共中央紀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監察部關於採取

有力措施保護執紀執法辦案人員合法權利的通知」，中央紀委監察部研究室編，紀檢監察機關辦
案權限、程序和方法（北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 年 12月），頁 245-246。 
5中央紀委於 1996 年 2月 15日發布的「中共中央紀委、監察部關於保護檢舉、控告人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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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一個附帶功能。若將包含保護的監督作為事中監督，那麼教育為著重於防範

的，以宣傳、培訓為主要途徑的警示教育，即事先監督。 

黨章四十四條言明：「受理黨員的控告和申訴，檢查處理違反黨紀的案件，

決定或取消對這些案件中的黨員的處分」，相當於監督和懲處職能，也是紀檢委

任務中最重要的環節。具體而言，由「受理」、「立案調查」、「審理」、「處理」部

分構成。在各個環節的具體職權內容則在後續進行分析。 

 

第二節  組織 

中紀委經過黨代會選舉產生，中紀委全體會議選舉常委會和書紀、副書紀並

報黨的中央委員會批准，紀檢委的每屆任期與同級黨委會相同。6

1997 年 9月 19日十五屆一中全會批准產生的中紀委領導成員為 115人，常

委以上的成員為如下。7

表 3-1：十六大中紀委領導幹部之資歷 
        現職                      前職 
書紀    吳官正                    山東省委書紀 
副書紀  何勇                      監察部副部長 

夏贊忠                    湖南省委常委 
        李至倫                    中國共產主義青年團中央委員會 
        張樹田                    解放軍總政治部群工部部長 
        劉錫榮                    浙江省委常務委員 
        張惠新                    上海市紀委副書紀 
        劉峰岩                    天津市紀委書紀 
秘書長  幹以勝                    監察部副部長 
資料來源：胡馳、周潔，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機關機構沿革及領導人、歷次中央紀委全會專輯，

（北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 年 2月），頁 254以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人名綠編輯委員會編著，

中共人名錄（臺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9 年 7月），頁 118、159、289、359、373、

567、583，自行整理。 

                                                                                                                                            
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編，第六卷（北京：中國

方正出版社，2001 年 6月），頁 805。 
6十五大黨章第四十三條，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
編，第一卷，頁 732-733。 
7書紀、副書紀以及秘書長都兼任常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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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書紀以上的中紀委成員的各個經歷都十分豐富，但可分為兩種類型；一 

是升到省部級職務後轉入中紀委任委員的具有地方背景的、二是在共青團或解放

軍中升到部級職務後同樣轉入的具有中央背景的。在表三中列出的職務中既未曾

任中紀委委員的，又未見曾任這些職稱的副書紀以上職務的成員。似乎副書紀被

定位為政務職，而這些機構的定位為行政職。 

除了在重大案件的處理親自指揮的情形之外，實際負責調查相關業務工作的

是紀檢監察室等各個部署，按照「關於中央紀委、監察部機關合署辦公和機關設

置有關問題的請示」的內容，合署後的中紀委組織編制為如下。 

 
表 3-2：中紀委組織編制 

機構名稱       級別          負責範圍以及職務內容 
紀檢監察一室    司級正職      工業系統 

或部級副職                   

紀檢監察二室    同            財經、外事系統 

紀檢監察三室    同            科技、文衛系統 

紀檢監察四室    同            農林、建設、交通系統 

紀檢監察五室    同            政法、黨群系統 

紀檢監察六室    同            東北、華北地區 

紀檢監察七室    同            華東地區 

紀檢監察八室    同            中南地區 

紀檢監察九室    同            西北、西南地區 

辦公廳          同            起草工作計劃、報告、總結、通知、通報和有關文件 

研究室          同            工作、政策和理論研究 

法規室          同            起草、解釋紀檢監察法規，答覆有關政策法規問題 

宣傳教育室      同            黨風黨紀教育和紀檢幹部教育培訓 

案件審理室      同            審理、復查案件 

信訪室          同            處理群眾來信 

幹部室          同            現職人員人事業務 

老幹部局                      離退休幹部組織工作及退撫福利事項 

機關黨委、                    財務資產管理後勤服務及其他行政工作 

機關事務管理局           

監察綜合室      同            收集、綜合行政監察工作情況和處理日常行政監察業務 

執法監察室      同            監督檢查貫徹執行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和國家法律、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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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2：中紀委組織編制 

和決定、命令的情況 

黨風廉政建設室  同            監督檢查、綜合分析黨風廉政建設的情況，履行國務院糾正 

黨風廉政建設室  同            行業不正之風辦公室的職責 

外事局                        對外聯絡工作、機關及系統出訪團組的翻譯、服務工作、 

國外有關部門來訪的翻譯、服務工作 

管理局                        機關財務工作 

兩案審理辦公室                不明 

資料來源：「關於中央紀委、監察部機關合署辦公和機關設置有關問題的請示」，中共中央紀律檢

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編，第八卷（北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

年 6月），頁 185。2002 年度中央紀委、監察部招考簡章，詳見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kejiao/230/3917/3920/20011103/597223.html。 

除了上述室、局之外還有培訓中心等事業單位：北戴河紀檢監察幹部培訓中心、

北京紀檢監察幹部培訓中心、中央紀委監察部杭州培訓中心、資訊中心、電化教

育中心、中國紀檢監察報  中央紀委監察部機關報、中國監察雜誌社  中央紀委

監察部主管 中國監察雜誌社出版的重要刊物、中國方正出版社、紀檢監察研究

所。8在表四中，每個室設主任一人，配正局（司）長級或副部長級幹部；副主

任二至三人，配副局（司）長級或正局（司）長級幹部。9

    至於政府機關內的機構設置方面，根據 1993 年 5月 18日發布的「中央紀委、

監察部關於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國家機關紀檢、監察機構設置的意見」內容，大

致為如下。 

（一）保留中央紀委、監察部雙派駐的： 

國家教委、地質礦產部、建設部、冶金工業部、化學工業部、郵電部、對

外貿易經濟合作部、文化部、廣播電影電視部、中國人民銀行的金融系統

和海關總署、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華通訊社、人民日報社、

最高人民檢察院 

                                                 
8張益槐，中國大陸監察制度（台北：唐山出版社，1998 年 4月），頁 135-136。魏明鐸主編，中
國共產黨紀律檢查工作全書（石家莊：河北人民出版社，1992 年 10月），頁 582。 
9中央紀委、中共中央組織部於 1988 年 6月 6日發布的「關於頒發『關於黨的各級紀委內部機構
和幹部職務設置的若干規定』的通知」，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
政建設文獻選編，第八卷，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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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察部已派駐、另設派駐紀檢組的： 

國家計委、國家科委、民政部、司法部、財政部、交通部、水利部、農業

部、衛生部、國家體委和審計署 

（三）只有派駐紀檢組或監察機構，需增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的： 

新聞出版署、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家工商局、國家旅遊局 

（四）黨組紀檢組改為派駐紀檢組，並保留內設監察機構的： 

最高人民法院 

（五）保留黨組紀檢組、派駐監察機構的： 

外交部、公安部、國家安全部、鐵道部、中國民用航空總局、國家海洋局 

（六）保留黨組紀檢組、增派監察機構的： 

國家地震局 

（七）保留派駐監察機構的： 

人事部、勞動部 

（八）中紀委、監察部建議設立黨組紀檢組、監察機構的： 

國務院機關事務管理局、國家環保局、國家土地局、中國輕工總會、中國

紡織總會、中國氣象局、中國核工業總公司、中國兵器工業總公司、中國

船舶工業總公司、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中國行天工業總公司、中國有色

金屬工業總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國工商銀行、中國人民建設銀

行、中國農業銀行、中國銀行、交通銀行、中國人民保險公司 

     

中紀委的組織編制的網絡，可分為黨中央的各個系統、國務院各部委以及各

省級黨委、政府的四個方面。其中，負責各個地區的紀檢監察室的存在為比較特

殊的，因為每個省委組織中皆有省級的紀檢機關，本來在各省的管轄範圍內負責

紀檢業務的就是這些紀檢機關，中紀委的紀檢監察室應當不必過問。但由於其領

導體制的設計，使得省級紀檢機關無法針對同級黨委展開監督，此時作為上級紀

委的各個紀檢監察室必須直接插手，針對省級領導的問題進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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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監督對象與管轄範圍 

    紀檢委受理檢舉、控告、申訴的範圍是：對黨員、黨組織違反黨章和其他黨

內法規，違反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和決議，利用職權謀取私利和其他敗壞黨風

行為的檢舉、控告，10黨紀案件檢查的對象主要涉及到各級黨組織以及各級黨

委、紀委、人大、政府、政協、法院、檢察院、工會、共青團、婦聯、武裝部等

機關團體和各類企事業單位中的中共黨員和黨組織。11當然一個紀檢委的管轄不

是包含所有的各級黨組織，是分層管理的。其具體情形為如下。 

 

1.同級黨委委員、紀委委員的違紀問題 

2.屬上級黨委管理在本地區、本部門工作的黨員幹部的違紀問題 

3.同級黨委管理的黨員幹部的違紀問題 

4.下一級黨組織的違紀問題 

5.領導交辦的反映其他黨員和黨組織的違紀問題 

屬下級黨委管理的黨員和黨組織重大、典型的違紀問題，必要時也可以受理。12

 

就中紀委而言，管轄範圍為中央級的違紀問題，即在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

機構、各辦事機構等任職的黨員和這些組織的紀檢組成員、省級黨委委員（含省

紀委）以及在省級政府任職的黨員以及紀檢組成員。可謂即使身為黨外組織，但

只要有著黨員身分就會受到黨紀的約束。與此同時，中紀委本身難以向黨的中央

委員會進行監督，是因為「中紀委在黨中委的領導下進行工作」，13這可謂是民

主集中制原則所使然的。其實這種情形在各級黨組織中普遍存在，並不是只有中

                                                 
10「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機關控告申訴工作條例」第三條，中央紀委監察部研究室編，前引書，

頁 4。 
11魏明鐸主編，前引書，頁 122。 
12「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工作案件檢察工作條例」第十條，中央紀委監察部研究室編，前引書，

頁 4。 
13十五大黨章第四十三條，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
編，第一卷，頁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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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委面臨的困境。但省級以下層次的違紀案件可由中紀委出面解決，而對於黨中

委的違紀案件，雖涵蓋在中紀委的管轄範圍中，但卻難以解決（見圖三）。 

處於領導體制最頂端的黨的中央委員會成員基本上不會受到中紀委的監督，「只

打蒼蠅不打老虎」是指反腐敗工作中的偏向性，但領導體制的如此設計似乎將這

種狀態給固定下來。紀委難以向黨委監督的情形，使得以黨委書記為首的黨組織

在各個行政區域中享有相當程度的獨立性，並能夠相當程度地排除來自於同級紀

委的調查。 

例如原河北省委書記程維高在接受中紀委的調查之前，對於揭發他的問題的

石家莊市建委原工程處處長郭光允從 1995 年 11月進行包括非法羈押、勞教和開

除黨籍的打擊報復，其過程當中，紀委領導幹部也參與提審，14等到 1999 年中

央三講教育巡視組到河北，負責人陰法唐重視後逐漸受到中紀委的注意，2003

年 8月中紀委宣佈開除程維高的黨籍。這種情況剛好屬於上述第 5項的「領導交

辦的反映其他黨員和黨組織的違紀問題」的濫用，也是領導體制破壞紀檢工作正

常運作的典型例子。可見辦案業務的領導最後歸結於黨委的情形，足以影響紀檢

辦案工作的內容。 

 

第四節 領導體系 

中紀委的調查活動中的不公正性可歸結於黨中委，這是案件處理上的偏向性

的形式呈現出來。但是實際上到底哪些案件是不正當處理的結果，這是涉及到內

部運作而無法獲知。但制度設計中包含著這種危險。 

黨中委到底透過哪些途徑反映其意向？此時應特別關注的就是業務以及人

事上的領導關係。業務上如何行使影響力的其架構方面，擬在業務程序部分進行

論述。在此，描述一般的領導內容以及人事權的歸屬方面。 

    上下級紀委之間的領導關係，基本上屬於作為黨內監督執行單位之間的業務

                                                 
14張君，「程維高與他的諸侯統治」，民主與法制（北京），2003 年，第十期，總第 396，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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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繫，但可以發現規範雙方互動的一般性規定中，也出現黨委參與的場合。其實

考慮到黨委進行領導的立場，黨委的出現並不足為奇，但監督工作中的獨立性還

是受到一些限制，在第三節說明的程維高的案例足以說明這種弊端。以下為上下

級紀委的領導規範。 

一、傳達領導機關有關紀檢工作的指示、決定、工作部署，並對下級紀委的工作

經常進行檢查。 

二、在貫徹黨的紀檢工作方針、政策及紀檢業務方面進行指導，交流經驗。 

三、幫助解決下級紀檢工作中的困難和問題。 

四、對下級紀委報批的案件的處理意見及時審定，對下級紀委與同級黨委處理意

見不同、下級紀委請求複查的案件認真與以複查。 

五、下級紀委發現同級黨委或它的成員有違犯紀律的問題而該同級黨委不予解決

或不予正確解決時，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提出的申訴，應堅持原則，在認真核

實情況的基礎上實事求是地予以解決。注意經常考察下級紀委領導幹部的情

況，對於下級紀委主要領導幹部的任免、調動，負責地提出意見，幫助搞好下

級紀委領導班子建設，做好培訓下級紀委幹部的工作等。15

從上述的部分內容可知，紀委在辦案過程當中處處可見同級黨委介入的情

形。其實同級黨委在辦案業務中，透過審批權限的行使，發揮絕對性的影響力（在

第七節業務程序部分後述），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同級黨委可透過人事權的行使影響紀委調查業務，任免、考核等內容皆是人

事權的範圍，而如下為任免審批權限的基本內容。「省、自治區、直轄市紀委換

屆時，紀委書紀、副書紀、常委候選人由省、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提出，爭得中

央紀委同意後，報中央審批。黨大會閉會期間的省級紀委書紀、副書紀的調整也

如此。」16黨政領導幹部的選拔由同級黨委（黨組）或上級組織（人事）部門主

                                                 
15
萬福義主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大辭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年 5月），頁 478。 

16「關於省、自治區、直轄市紀委和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紀檢組（紀委）領導幹部任免審批程

序的通知」，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編，第八卷，
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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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17

圖 3-1：黨委和紀委領導、監督體系    
中央黨組織               

黨中委             中紀委   
  
中共中央全國代表大會 

     中央級政府 
                              國務院      紀檢組 

                                 
                                   省級黨組織 
                           省黨委              省紀委 
                                          
   中共省級代表大會 

                                        省級政府 

                                   省政府      紀檢組 
                                     

                                    市級黨組織 
                           市黨委              市紀委 

                                 
  中共市級代表大會 

                                         市級政府 
                              市政府      紀檢組 
                                   

                                   縣級黨組織 

                        縣黨委             縣紀委 
                                      

  中共縣級代表大會 
                                    縣級政府 
                              縣政府      紀檢組 
                                     

領導關係                 鄉鎮級黨組織 

          監督             鄉黨委               鄉紀委 

          領導、選舉                        
資料來源：十五大黨章第四十三條，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
設文獻選編，第一卷，頁 732-733。「關於中央紀委派駐紀檢組和各部門黨組紀檢組（紀委）若

干問題的規定（試行）」，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編，

                                                 
17「黨政領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暫行條例」第九條，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
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編，第八卷，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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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卷，頁 683。 

 

    選拔任用一般經過考察、醞釀、討論決定等過程，就醞釀而言，在呈報之前，

應當「在黨委（黨組）...等有關領導成員中進行」後，18須按照幹部管理權限由

黨委（黨組）集體討論做出任免決定，屬於上級黨委管理的幹部，本級黨委可以

提出選拔任用建議。19可見最後關口緊緊掌握在黨委手中。這些領導架構形成將

雙重領導變為以同級黨委領導為主，使得紀委完全依附於同級黨委的情形提供條

件。20

 

第五節 巡視制度 

面對領導體制所引起的監督缺陷的存在，如何有效地找出並去除腐敗現象，

這是黨風廉政建設的一個關鍵議題。為此，中紀委規定一些非常規的辦法，其中

「巡視制度」就其靈活性以及權威性而言，可謂具有代表性的途徑。 

根據 1996 年 3月中紀委常委會通過的「中共中央紀委關於建立巡視組制度

的試行辦法」規定，「巡視制度」的內容為已離開領導崗位的正部級幹部到地方

和部門巡視的制度。21年齡限制為七十歲以下，人選的方法為中紀委辦公廳和幹

部室提出名單後，徵求中央組織部意見，由中紀委常委會研究確定。22巡視幹部

的任務為瞭解省、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央、國家機關部委領導班子及其成員的政

治紀律和廉政情況。為了執行上述任務，巡視幹部享有列席黨委常委或部委黨組

的會議、直接找領導班子成員談話、召開有關人員參加的座談會或有關人員談話

                                                 
18「黨政領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例」第三十條，詳見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8/content_695422.htm。 
19「黨政領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例」第三十二條，詳見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8/content_695422.htm。 
20黃宏、王壽林，「正視問題，健全黨內監督」，中國黨政幹部論壇（北京），1998 年 10月，頁
36。周雲華、毛政相，「關於改革和完善黨的紀律檢查體制的思考」，求索（長沙），2002 年 5月，
頁 77。 
21「中共中央紀委關於建立巡視組制度的試行辦法」，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
共產黨黨風廉政文獻選編，第六卷，頁 810。 
22同前註，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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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利。至於巡視時間為視任務需要而定。23

「巡視制度」所針對的對象，就國家機關部委而言是指部正副級職務，公務

員級別中相當於三到五級，不包括級別二級以上的職務，即國務院副總理、國務

委員以及國務院總理。巡視幹部本身的最終級別為正部級，因此或許即使是資深

的老幹部也似乎得重視級別的輕重，無法突破黨中央的階級性。 

 
圖 3-2：巡視組領導關係 

         
黨中央 

                    中紀委常委會 
重要情況的報告    中紀委 

                                        中紀委辦公廳 
                      報告工作  直接負責       負責組織、聯絡、協調 
                      巡視幹部                       紀檢監察室 
                                    派一名工作人員協助 

                           列席座談會、找人談話 

                      巡視對象 
 
資料來源：「中共中央紀委關於建立巡視組制度的試行辦法」，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

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文獻選編，第六卷，頁 810-811。自行整理。 

 

第六節 權限及行使程序 

領導架構的設計使得中紀委的調查權限無法到達黨中委，但這樣的關係當雙

方在調查上獲得一致的立場時，發揮無比的威力。除了黨中委的後台作用之外，

其實還有強化中紀委調查職能的因素，以下透過中紀委的權限內容分析，尋找其

因素。 

 

一、權限 

（一）檢查權 

1.有權列席、參加或召集有關會議。24

                                                 
23同前註，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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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詢問權：對紀檢活動之任何一環節有權詢問，被檢查的黨組織或黨員有義務回

答詢問，不得以任何理由拒絕。 

3.檢舉權：發現同級黨委會委員之違反黨紀行為，有權向同級黨委會檢舉之。發

現中委會委員、中紀委常委之違反黨紀，經中紀委瞭解確認後，有權向中委會

檢舉之。25

4.上級紀委有權檢查下級紀委的工作。26

 

（二）調查權 

調查組有權按照規定，採取以下措施調查取證，有關組織和個人必須如實提供證

據，不得拒絕和阻擾。 

1.查閱、複制與案件有關的文件、資料、帳冊、單據、會議記錄、工作筆記等書

面材料 

2.要求有關組織提供與案件有關的文件、資料等書面材料以及其他必要的情況 

3.要求有關人員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就案件所涉及的問題作出說明 

4.必要時可以對與案件有關的人員和事項，進行錄音、拍照、攝影 

5.對案件所涉及的專門性問題，提請有關的專門機構或人員作出鑑定結論 

6.經縣級以上（含縣級）紀檢機關負責人批准，暫予扣留、封存可以證明違紀行

為的文件、資料、帳冊、單據、物品和非法所得 

7.經縣級以上（含縣級）紀檢機關負責人批准，可以對被調查對象在銀行或其他

金融機構的存款進行查核，並可以通知銀行或其他金融機構暫停支付 

8.收集其他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切證據。27

 
                                                                                                                                            
24十五大黨章第四十五條，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
編，第一卷，頁 733。 
25張益槐，中國大陸監察制度（台北：唐山出版社，1998 年 4月），頁 253。 
26十五大黨章第四十五條，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
編，第一卷，頁 733-734。 
27「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例」第二十八條，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

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編，第六卷，頁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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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權 

1.有權對被調查對象之主管黨委或政府部門，提出停止被檢查對象之黨職，及含

政府職務在內之其他黨外職務的建議。28

2.凡屬妨礙案件查處的行為，都是違犯黨的紀律。同時違犯政紀或違犯法律的，

黨組織可建議移送行政或司法機關予以處理。29

3.調查中，若發現違紀黨員同時又觸犯刑律，應適時將案件材料移送有關司法機

關處理。30

4.有權提出建議，有關黨組織如無正當理由，應予採納。31

5.黨的地方各級紀委和基層紀委若對同級黨委處理案件的決定有不同意見，可以

請求上級紀委予以複查。 

6.若發現同級黨委或它的成員有違犯黨的紀律的情況，在同級黨委不給予解決或

不給予正確解決時，有權向上級紀委提出申訴，請求協助處理。32

7.地方黨委和部門的紀委（紀檢組）發現同級黨委（黨組）或它的成員有違反黨

的紀律的情況，有權進行初步核實，並直接向上級紀委報告。33

 

（四）處分權 

1.調查案件的黨紀處分，一般均以調查報告方式，送交被檢查人所在單位黨組

織，以建議其做出某種黨紀處分；但在特殊情況下，縣級以上紀檢機關要對被

                                                 
28「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例」第二十六條，同前註，頁 736。 
29「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關於對妨礙違紀案件查處的黨組織和黨員黨紀處分的規定（試

行）」，第三條，中央紀委監察部研究室編，紀檢監察機關辦案權限、程序和方法（北京：中國

方正出版社，2003 年 12月），頁 226。妨礙案件查處的行為：違反黨章、「準則」和國家法律、

法規的手段，對抗、阻擾、幹擾、破壞對於違紀案件的查處，使案件查處工作不能順利進行的

行為。「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關於對妨礙違紀案件查處的黨組織和黨員黨紀處分的規定（試

行）」，第二條，同前註，頁 226。 
30「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例」，第三十七條，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

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編，第六卷，頁 739。 
31「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例實施細則」，第十一條，同前註，頁 745。 
32十五大黨章第四十五條，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
編，第一卷，頁 734。 
33「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關於重申和建立黨內監督五項制度的實施辦法」，第二款，中央紀

委監察部研究室編，前引書，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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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人做出直接黨紀處分。 

2.各級紀委在一般情況下，對所屬範圍內的黨員各有不同程度的批准處分權限。

34

3.有權批准和改變下級紀律檢查委員會對於案件所作的決定，若要改變下級紀委

的決定，已得到同級黨委的批准，這種改變必須經過它的上級黨委批准。35

 

上述調查權第 6、8項內容可見於刑訴法第 114條：「在勘查，搜查中發現的

可用以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的各種物品和文件，應當扣押」36，以及第

117條：「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規定查詢、凍結犯罪嫌疑人的存款、

匯款。」37這兩條規定的主要實施主體為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其他機關本該無

法擁有這些權限。 

除此之外，調查權第 3項內容「要求有關人員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就案件所

涉及的問題作出說明」的所謂「兩規」措施，不僅涉及刑訴法的有關規定，其實

在第二章部分提到的負責檢察院內部監督的紀檢組也擁有相同的權限。38「兩規」

措施是否在紀檢組的內部監督所需要，當然是視情況而定的。但實踐中「兩規」

措施往往用於貪汙腐敗的調查中，那麼與監督範圍限定在「必須是檢察活動中的

行為」、「具行政意義的行為」39的紀檢組的活動如何劃定界線，以及「兩規」的

執行會否壟斷刑訴法程序等問題，隨著紀檢委和刑訴法權限的重疊安排而引起衝

突。如此設計使得紀檢委的調查威力獲得提昇，也有利於辦案的解決，但同時孕

育著黨紀和法律的矛盾。 

 

                                                 
34張益槐，前引書，頁 254。 
35十五大黨章第四十五條，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
編，第一卷，頁 734。 
36劉家琛主編，新刑事訴訟法條文釋義（北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 年 6月），頁 284。 
37同前註，頁 291。 
38人民檢察院監察工作條例第 18條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
http://www.spp.gov.cn/site2005/scripts/pageRead.asp?d_id=200106230049480700。 
39張益槐，前引書，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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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使程序 

（一）、受理、初步核實 

    受理條件如同前述管轄範圍，因此不再重述。受理違紀問題後，做出是否進

行初步核實的決定。需要初步核實的，應及時派人進行，必要時也可委託下級

紀委辦理。40初步核實可採取的措施有以下內容。 

（一）查閱、複製與案件有關的文件、資料、賬冊、單據、會議記錄、工作筆記

等書面材料。 

（二）要求有關組織提供與案件有關的文件、資料等書面材料以及其他必要的情

況。 

（三）要求有關人員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就案件所涉及的問題作出說明。 

（四）必要時可以對與案件有關的人員和事項，進行錄音、拍照、攝像。 

（五）對案件所涉及的專門性問題，提請有關的專門機構或人員作出鑑定結論。 

（六）收集其他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切證據。41

經初步核實，確有違紀事實，需要追究黨紀責任的，應予立案。42

 

（二）、立案 

立案的批准權限為是否啟動調查的一個關口，「黨的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

紀律檢查會委員違犯黨紀問題，由中央紀委報請中央批准立案。」43的規定可知，

凡是中央不批准的，就不能調查。同時，「屬於下級紀委立案範圍的重大違紀問

題，必要時上級紀委可直接決定立案。」44的規定，可理解為給予紀委立案決定

權。但上級紀委決定立案時，是否必要同級黨委的批准一事都沒有明確的規範。

                                                 
40「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例」，第十一條，本書編寫組，紀檢監察辦案程序
規定（北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 年 7月），頁 209。 
41「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例」，第十三條、第二十八條，中共中央紀律檢查

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編，第六卷，頁 734、736-737。 
42「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例」，第十四條，第三款，同前註，頁 734。 
43「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例」，第十七條，第一、第二款，同前註，同頁。 
44「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例」，第二十條，同前註，頁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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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立案的決定由紀委常委會會議討論決定，45然後經過黨委的批准才能

付諸實施。 

 

（三）、調查 

立案後，中紀委組織調查組，調查組可採取前述八項調查權。調查中需要公

安、司法機關和其他執法部門等提供與違紀案件有關的證據材料，有關機關應予

積極配合。46調查結束後，調查組應經集體討論，寫出調查報告。 

 

（四）、審理 

審理部門在本級黨委、紀委決定或批准決定之前，需要進行審理。此時應指

定承辦人，審理特別重大複雜的案件時，審議組需要二人以上。經過審理部門的

集體審議後，寫出審議報告。所徵求的有關部門意見以及審理報告和下級紀委或

黨委報來的材料皆是紀委常委會審批的內容。47

 

（五）、移送審理 

    移送審理時所需要的材料為如下。 

1.分館領導同意移送審理的批示 

2.立案依據 

3.調查報告和承辦紀檢室的意見 

4.全部證據材料 

5.與被調查人見面的錯誤事實材料 

6.被調查人對錯誤事實材料的書面意見和檢討材料 

                                                 
45「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例實施細則」，第十八條，本書編寫組，前引書，

頁 221。 
46「中國共產黨紀律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例」，第三十條，本書編寫組，前引書，頁 213。 
47「黨的紀律檢察機關案件審理工作條例」，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三、第二十五、第二十

六條，中央紀委監察部研究室編，前引書，頁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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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調查組對被調查人意見的說明。48

 

一般情況下，案件經過審理並在紀委常委會討論後，調查報告、書面意見等

的複製件，送交被調查人所在單位黨組織做出處理決定。49亦即處分決定權在黨

組織手中，而不是紀檢委。但在特殊情況下，紀檢委可以直接做出處分決定。此

時，黨組織只是被徵求意見而已。由於中紀委紀檢室處理的案件可謂大都是屬於

這種特殊的案件，因此直接做出決定。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知，若焦點放在黨中委和中紀委的關係，那麼中紀委獨立

發揮其權能空間不大。但若將兩者視為合而為一的監督主體，能夠行使部分檢察

職權的中紀委之威力，其他執法機關根本無能相比的。這是中紀委作為監督機構

擁有強大力量的環境基礎，同時如此情形意味著不受到其他執法機關的牽制，使

得中紀委成為危險的存在。 

 
圖 3-3：調查程序 

【第一階段】 
受理舉報材料             報黨的委員會批准 

         
初步審查        

「進行初核之前先向上級紀委報告」  「報黨委主要領導」 

初步核實         

                    「初核結果和意見書面報告上級紀委」 

立案          報同級黨委批准                
 
   【第二階段】                                

  調查準備         組成調查組       實施調查 
                                                           

「與揭發人、知情人談話」  「現場查看」  「查閱文件資料」 「與被調查人談話」50

                                                           

                                                 
48「黨的紀律檢察機關案件審理工作條例」，第四十一條，本書編寫組，前引書，頁 215。 
49「黨的紀律檢察機關案件審理工作條例」，第四十二條，同前註，頁 215。 
50其中，需要「兩規」措施的，由紀委書記或分管案件的副書紀批准並向同級黨委報告，「關於

紀檢機關使用兩規措施的辦法（試行）」，第四款，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
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編，第六卷，頁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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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定性處理意見                                           

                                                                                   

綜合分析調查情況 

續，圖三、調查程序 
                                                           
與被調查人核對錯誤事實材料                               

 
提出定性處理意見 

 

寫出調查報告            「向被調查人所在單位通報主要報告內容」 
                          「若觸犯刑律案件材料移送司法機關」 

【第三階段】 

審理案件       

                    「與犯錯誤的    「與有關部門交換意見」 

                         黨員談話」 

草擬審理報告 

 
集體審議  

                「徵求有關部門意見時，在常委審定前進行」 

 
續、調查程式 

 
紀委常委會審批決定               必要時報同級黨委或上級黨委 

                                       批復 

  【第四階段】 

起草處分決定文稿 

 

準備處分決定、所依據的事實材料        

與犯錯誤黨員見面 

 
該黨員簽署同意            將處理結果向同級 

黨的委員會報告 

 
宣佈執行  

 
資料來源：中國共產黨紀律檢察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例，第 33條、34條、37條。 

黨的紀律檢查機關案件審理工作條例，第 17條。 

中共中央紀委關於審理黨員違紀案件工作程式的規定，第 14條、第 17條、第 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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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條、第 26條。本書編寫組，紀檢監察程序規定（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209-215、頁 269、頁 275-277。 

中央紀委辦公廳關於中央、中央紀委決定或批准的對犯錯誤黨員的處分執行程式的通

知。同前註，頁 283。 

中共中央紀委辦公廳關於印發「關於紀檢機關使用兩規措施的辦法（試行）」的通知， 

        中共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黨風廉政建設文獻選編，第六卷，頁

854。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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