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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檢察官之身分保障 

    在檢察官司法性格較強烈的大陸法系國家，在確保檢察官獨立性

的制度上設計，雷同於法官，以身分保障為主，已如前述，本章將針

對檢察官之身分保障證述。 

    檢察權行使的品質，攸關刑事訴訟程序的良窳與否，而檢察官為

檢察權行使之關鍵，賦予檢察官身分保障，並不是最終的目的，身分

保障只是一種配套手段，為了使檢察官功能能夠發揮，刑事訴訟臻於

至善的配套制度。司法改革是牽涉多端的工程，從程序法、組織法，

以至於身分法，循序漸進，始得以竟其功。 

    正如學者林鈺雄在強調檢察官身分保障時所述：「制度上若欠缺必

要的身分保障，等而下之的承辦檢察官，亟思揣摩上意還來不及，哪

裡需要動用上命下從？等而上之者，但求獨善其身，哪裡敢挺身而出

對抗違法指令？至於極其少數不思『力爭上游』、膽敢撫其逆鱗的檢察

官，欠缺後盾撐腰，何能發揮蜉蝣撼樹的功效？」1，身分保障制度的

建立，雖然不是司法改革的萬靈丹，但至少是開端法門。 

 

                                                
1  林鈺雄，〈談檢察官之監督與制衡─兼論檢察一體之目的〉，收錄於《檢察官論》一書，

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第 112 頁以下(第 1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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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理論根據 

第一目  從比較法的觀點論賦予檢察官身分保障 

    檢察官係為因應廢除糾問式訴訟，改採彈劾制訴訟，並以公訴取

代私人追訴而產生，之後隨著拿破崙帝國的建立及版圖的擴充，將法

國的檢察制度散播至其他歐陸各國，嗣並橫越大西洋而移植至美國及

加拿大。日本則係於明治維新之後，仿效法國設立檢察官制度。我國

古代原先一直採行糾問式訴訟制度，是以並無類似檢察官之角色，清

末變法時，始仿照當時日本，設置各級檢察廳1。 

    從檢察官的演進歷程可以發現，檢察官是由兩個不同的方向演化

而來，一個是在古典控訴式訴訟之下，代表國王的利益的當事人之一，

另一個是在糾問制度過渡到彈劾制度過程中，從糾問法官分權而來的

司法官員，於是造就了檢察官的雙重性格。因著這兩個方向，形成了

檢察官制度不同的走向，有的著重在司法分權，於是將檢察官定義為

準司法官；有的國家著重在檢察官原告的身分，於是將之定義為行政

官。如果以天平來表示，天平的兩端分別是行政及司法，各國的檢察

官制度分別在這當中尋求一個定位，有偏向行政性格的檢察官，也有

偏向司法性格的檢察官。前者以美國為代表，後者以大陸法系國家為

                                                
1  黃東熊，《中外檢察制度之比較》，中央文物供應社，1986 年，第 1 頁。 
   董保城，蔡志方，林輝煌，陳子平，〈我國司法制度上檢察官之地位〉，憲政時代，第

16 卷第 4 期，1991，第 46 頁。 
   林鈺雄，《我國檢察官之法律地位──以指令權及其限制之探討為中心》，國立台灣大

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6 月，第 7-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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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刑事訴訟所強調的重點不同，影響了訴訟制度，也影響了檢察官

的定位，更影響了檢察官的身分保障。關於檢察官身分之保障，各國

制度不同。在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官是國家的公務員(civil servant)，

且為公益代表人(represent the public interest)2，具有較濃厚的司法性

格(an officer of the court)，因此多半賦予類似法官之身分保障。而在

英美法系國家，檢察官直接由律師擔任，並沒有特別的身分保障。 

    不論在美英法系或大陸法系，都要求檢察官應有公正及公益義

務，但何以大陸法系國家賦予檢察官類似法官的身分保障，而美英法

系國家則否？ 

    首先，與檢察機關的組織架構有關，即達馬斯卡(Damaska)所謂

的「階層式組織架構(Hierarchical Officialdom)」3，或「同儕式的組

織架構(Coordinate Officialdom)」。大陸法系的檢察機關為上下階層明

顯的組織架構，有專業的檢察官員，強調上命下從的檢察一體原則。

檢察官在檢察總長的指揮下，而檢察長又在司法部長的指揮下，檢察

官等於間接受到政治力的干擾4。 

    為了確保獨立行使職權，並不只賦予身分保障一端，大陸法系的

檢察官之所以賦予身分保障的原因，不只因為在組織上位於階層式架

構之下，還因為每一個檢察官都是獨立的官署，檢察官除了獨立，還

勢單力孤「獨自」行使職權，與合議制機構不同，無從因合議機制獲

                                                
2  Mary Ann Glendon, Michael Wallace Cordon, Paolo G. Carozza, Comparative Legal 

Traditions, Second Edition, 1999, West Group, p.82. 
3  「Staarsanwalt als hierachische aufgebaute Justizbehöde」 
   Roland Kalkofen, Die Staatsanwaltschaft, 1. Auflage, GRIN Verlag, 2007, S.7 
4  Carlo Guarnieri, Patrizia Pederzoli(Authors), C. A. Thomas( English Editor), The 

Power of Judg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urts and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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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獨立性的確保。 

    其次是與民主化的程度有關。英格蘭因為檢察官並未享有公訴獨

占權，且另有自訴制度以為平衡，兼以檢察制度生根未久，對於其檢

察官受制於上級機關的情形，較難觀察比較；就以美國為例，美國的

檢察官，或係來自政治任命(聯邦檢察官)，往往獲有層峰的信賴與賞

識，則對於因理念不合而去職，視為是理所當然之事；或係來自選舉(地

方檢察官)，而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礎，則因為有任期的因素(任期保障)，

檢察官並不期待久任其職，因此對於上級的不當指示的抗壓性相對較

大。且素有民主素養的英美法國家，國會對於檢察機關的監督，雖然

有時流於民粹，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提供檢察官支持後盾，某種程度

上補足了檢察官身分保障不足的問題。此外，大陪審團制度之採用，

也為檢察官提供了獨立性的保障，於是，檢察官身分保障的問題，壓

根就不存在。 

    反觀大陸法系的檢察機關，因為民主化的程度不若美英法系國

家，又因多由考試錄用，檢察機關自成一個幾近封閉的專業團體，檢

察官身為職業官僚體系的一員，久居架構之中，少有來自外界的交流

與支持，其耐受力難免較弱，於是，即不難想見有為五斗米折腰的情

形。 

    饒是如此，美國遇有檢察功能無法伸張時，另闢蹊竅，以指派特

別檢察官或獨立檢察官，負責特殊案件之偵查起訴。可見檢察官職務

獨立的必要性，英美法國家以來自體制外的力量(大陪審團、獨立檢察

官、選任律師擔任控訴者)來確保，而大陸法系國家則偏向以身分保障

來確保檢察官職務獨立。 

    檢察官身分保障已為世界共識，聯合國「檢察官角色指引」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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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即規定：「適宜的檢察官工作條件、適足的薪給，以及在可能的情況

下，其任期、退休金以及退休年齡，應以法律、頒布的規程或規章明

定之。」5；歐洲理事會部長會議通過的「刑事司法體系中公訴之原則」，

也強調國家應致力於以法律來規範檢察官的法律地位、權限，及其在

訴訟程序上的角色，使人們不致於對法官的獨立、公正產生懷疑6。 

 

                                                
5  Reasonable conditions of service of prosecutors, adequate remuneration and, 

where applicable, tenure, pension and age of retirement shall be set out by law or 
published rules or regulations. 

6  States should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the legal status, the 
competencies and the procedural role of public prosecutors are established by law 
in a way that there can be no legitimate doubt about the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of the court ju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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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從檢察權之定位論賦予檢察官身分保障 

第一款  檢察權之性質 

一、檢察官在英美法國家之定位 

    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將政府權力分為三種：立法權、執

行權，外交權。孟德斯鳩 (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1689~1755)將執行權改為司法權，改外交權為行政權，並進一步說明

行政權應包括一切立法的執行1，將國家權力分為三種，三種權力應分

屬三個機關，並互相制衡。第一種權力為君主或執政官制定臨時或永

久性法律，並修正或廢止已制定之法律之權，即制定一般的，抽象的

規範之立法權(legislative power)，立法權足以表現國家的共通意志

(the general will of the state)，應屬於全體人民；第二種權力為關於

萬民法事項的執行權(executive power)，包括媾和、宣戰、派遣或接

受大使、維持治安或防禦入侵；第三種為處罰犯罪，或裁判個人爭訟

之權，即關於裁判之司法權(judicial power)，交由獨立審判的法官來

行使2。孟德斯鳩的理論對於美國聯邦憲法影響甚遠。 

    基於所有國家權力都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歸屬的理念，檢察官也應

                                                
1  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三冊)，《政治學辭典》，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第 171-172

頁。 
2  陳思成，《檢察官在國家權力體系與刑事訴訟程序上之地位》，國立中興大學法律研究

所碩士論文，1998 年 7 月，第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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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歸屬於三權之一，檢察官並非行使第一權，顯無疑義；其次，檢察

官也不是受憲法獨立性保障的法官，而是受上級指令拘束的官員，因

此檢察權應屬於行政權，這是美國將檢察官定位於行政官的主要邏輯。 

    儘管美國學者通說，是將檢察權列於三權分立架構中的行政權，

但憲法學者雷斯許 (Lessig)和桑斯坦 (Sunstein)就此有所質疑與辯

論，認為美國憲法本文及制憲者並未作如此安排。因為在美國立憲當

時，對於犯罪的追訴方式仍然十分鬆散，並沒有明確統一的刑事訴訟

制度，甚至也還有由私人進行追訴的情形，因此很難就此斷定立憲當

時已經設定好，要把檢察權放在總統所掌控的行政權之下。或許檢察

權應該是一種特例(an anomaly)，而不應適用通常由總統所領銜之行

政機關之原則。但如此，緊接著面臨的問題即為，檢察權應該向那個

機關負責，以及如何負責？不過，雷斯許及桑斯坦教授隨即推翻檢察

官是憲政特例的假設，而認為應該重新審視制憲者所認知的行政權為

何，以究明檢察官是否符合制憲者所建構的一元化的行政權(A unitary 

executive)的圖象裡，這樣做並未變更原本的憲法價值(constitutional 

values)，而只是將憲法價值運用在現今這個，迥異於制憲當時的複雜

社會而已3。 

    當然有學者反對這種見解，認為檢察官就是屬於行政權，經由總

統對人民負責，早期的檢察官或許並不在司法部長的直接管轄之下，

但總統始終有權指揮聯邦檢察官，縱使有私人追訴的情形，也不至於

影響檢察官屬於行政權的事實4。 

                                                
3  Lawrence Lessig & Cass R. Sunstein, “The President and the Administration”, 94 

Colum. L. Rev. 1(22), 1994 
   Cited from Angela J. Davis, “The American Prosecutor: Independence, Power, and 

the Threat of Tyranny”, 86 Iowa L. Rev. 393(454), January, 2001. 
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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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樣的辯證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在強調分權制衡的美

國，不管是憲法文義上，或是歷史經驗上，從來不可能會去支持獨立

而不受監督的檢察官。權責相符(Accountability)是美國憲法的核心價

值，制憲者設置強大的單一行政權，就是因為分散不完整(fragmented)

的行政權更容易逃避監督5。 

    也有人認為應該將檢察權視為單獨的行政權(the strong unitary 

executive)，但並不屬於總統管轄，並且使檢察官透過選舉的方式，

直接對人民負責。但這種建議馬上被駁斥，用選舉的方式來監督不僅

緩不濟急，而且效果也不彰，因為隨著社會日趨複雜，檢察機關的權

限不斷擴大，早已非制憲者始料所及。再者，事實證明美國的司法權

根本不能有效的制衡檢察權6，而立法權只會不斷增加檢察機關的權限

7。尤其在經歷過獨立檢察官制度的洗禮試鍊之後，篤信制衡的美國人

民更不能讓檢察機關成為美國憲法體制中的大怪獸。 

    回到孟德斯鳩撰述「法意」的時代，孟德斯鳩所定義的第三權是

「處罰犯罪，或裁判個人爭訟之權」，而在當時法國糾問式刑事訴訟程

序之下，偵查、起訴和審判同屬司法權的一環8，也或許因為在這種情

況下，司法權對人民而言是十分可怕的，因此不能交給常設的機關，

而應由人民選出來的人來行使，這些人所組成的裁判所並不是經常性

的，其存在的時日，視情形而定，而就制衡的觀點來看，司法權等於

是「無物」(nothing)9，而有鑑於檢察官之壯大，與孟德斯鳩當年所主

                                                
5  Ibid. 
6  美國採取的是起訴審查，對於不起訴處分的決定，法院並不能發揮多大的監督制衡功

效。 
7  Angela J. Davis, ibid. 
8  蘇永欽，〈司法院重新定位〉，收錄於《司法改革的再改革》一書，元照出版公司，1998，

第 207 頁以下(第 271 頁)。 
9  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三冊)，《政治學辭典》，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第 1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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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的「無物」有間，而在制衡的考量之下，就將檢察權置於行政權之

下了。 

二、檢察官在大陸法系國家之定位 

    美國從責任及監督的角度出發，很輕易地將檢察權定位在行政

權，但如果從國家權力本質的角度出發，卻可發現檢察官定位的迷離

與混沌。 

    審判為典型的司法權的表現，其特徵包括個案性、爭議性、被動

性、事後性、客觀性、中立性、獨立性、終局性等。 

    檢察權表現在行政特性方面，主要顯現在檢察官應積極主動行使

的犯罪偵查權，及檢察一體的組織架構及運作模式上面，檢察機關為

具有階層式的組織架構特定之機關，類似一般行政機關；而且檢察官

應受上級檢察首長指令之拘束10，上級檢察首長享有職務收取權及職

務移轉權11，因此認為檢察權並不具有終局性、被動性及獨立性的特

質，因此應該屬於行政權。但「偵查」只是檢察官權限的一部分，檢

察官在刑事訴訟上仍有其他權限，而且檢察官也應嚴格遵守客觀義

務，對於法院獨立行使職權等特性，均無法以此加以解說。 

    主張檢察官為行政官者，主要是根據組織法而來，但在訴訟法上

幾乎找不到支持行政官說的規範基礎12。 

                                                
10 我國法院組織法第 63 條第 3 項。 
11 我國法院組織法第 64 條。 
12 林鈺雄，〈談檢察官之雙重定位─行政官？(司)法官？〉，收錄於《檢察官論》一書，

1999 年，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第 63 頁以下(第 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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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察權表現在司法特性方面，主要是表現在公訴權、訴訟活動中

的獨立性與公益性上。公訴權為檢察權的核心，並因而行使具有司法

性質的不起訴裁量權；此外檢察官為法律的守護者，以實現正義，維

護公益為檢察權的宗旨；檢察官為獨立的官署，對於法院獨立行使職

權13，以檢察官個人的名義在起訴書或不起訴處分書具名14，而非以檢

察機關的名義，凡此都與司法權的特性較為接近。但儘管再怎麼接近

司法權，仍無法清楚說明，檢察官積極主動偵查追訴犯罪，服從上級

檢察長官指令的檢察一體原則，這些與司法權格格不入的特性。 

    大陸法系國家，雖然也像美英法系國家一樣，把檢察機關列在司

法部轄下，但因為德、法等國並沒有相當於我國司法院的組織，一般

法院的行政業務，也都是由司法部來負責，因此並不能以此即認大陸

法系國家的檢察機關屬於行政權。相反的，大陸法系國家因見識過糾

問法官的專擅、跋扈，在創設檢察制度時，即將檢察官設計為分散法

官權力的司法機關15。 

    我國檢察制度源自於大陸法系，回溯到現代檢察制度建立之時，

當時並未把檢察官列為政府代言人之一般行政官，但也未採納完全獨

立自主式的雙法官模式，早已種下檢察官的雙重性格，使檢察官立於

法官與警察之間，成為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間的中介樞紐16，是一個承

先啟後的角色，既要追訴犯罪，也要保護被告免於法官恣意及警察濫

                                                
13 我國法院組織法第 61 條。 
14 台灣花蓮地方法院 93 年度選訴字第 2 號案(俗稱「頭目津貼」賄選案)，檢察官的起訴

書未經檢察長核章，逕以郵寄方式連同卷宗證物，寄達地方法院，法院裁定認為檢察

官的起訴程序合法。 
15 Raoul Muhm, “The role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 in Germany”, The Irish Jurist, 

Volume XXXVIII, New Series 2003, The Law Faculty,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16 林鈺雄，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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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其所要代表的是國家的法律意志，而不是政治意志17。 

第二款  我國實務上之見解 

    為了確保司法權之獨立行使，現代法治國家莫不以法官之身分保

障，作為審判獨立的後盾，我國憲法第八十一條即規定：「法官為終身

職，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告，不得免職。非依法律，

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至於具有雙重性格的檢察官，則未見於憲

法，但在大法官會議解釋中則呼應檢察官的雙重性格。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十三號解釋，否定檢察官為憲法上的法官，但

肯定實任檢察官之保障，除轉調外，與實任法官同。符合檢察官在組

織架構上的行政官署階層性格，以及職權行使獨立性的司法性格18。 

    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確定受憲法保障獨立行使職權之國家機

關，監察院對之調查權，以及立法院的調閱文件，應受到限制19。另

在解釋理由中對於檢察官之職權加以說明，認為檢察官之偵查20，是

國家刑罰權正確行使之重要程序，與審判有密切關係，除受檢察一體

之拘束外，檢察官對外行使職權之獨立性應受保障。並再次重申釋字

                                                
17 蘇永欽，前揭文。 
18 至於大法官釋字第 13 號解釋，就轉調與轉任之認定問題，將在下一小節詳述。。 
19 「…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如司法機關審理案件所表示之法律見

解、考試機關對於應考人成績之評定、監察委員為糾彈或糾正與否之判斷，以及訴訟

案件在裁判確定前就偵查、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等，監察院對之行使調查權，本

受有限制，基於同一理由，立法院之調閱文件，亦同受限制。」。 
20 檢察官之偵查，並不是檢察官具有司法性格的原因，(司法)警察(官)知有犯罪嫌疑者，

應即開始調查(刑事訴訟法第 230 條第 2 項、第 231 條第 2 項)，並不待檢察官指揮，

但並不因為警察也具有犯罪偵查權，即認為警察也在行使司法權。檢察官之司法性

格，來自於其公訴(之決定及維持)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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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號關於檢察官的身分保障21，強調檢察官內部受檢察一體之拘

束，對外獨立行使職權，並應予身分保障22。但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

主要是處理立法院調閱文件之問題，並未就檢察權的性質多加闡述。 

    廣受矚目關於檢察官羈押權的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對於檢察機

關及檢察權作了較為明確的認定，認為檢察機關為廣義的司法機關(憲

法第八條)，檢察機關所行使之「偵查」、「訴追」、「執行」之職權，屬

於廣義的司法作用23，但仍然強調檢察官受檢察一體之拘束24。 

    有訴外裁判之嫌，攸關司法權架構的釋字第五三０號解釋，對於

檢察機關及檢察權之論述，並未逾越法規及先前解釋的範疇，只是在

闡述司法自主性及獨立性的同時，再次強調檢察一體的檢察官與審判

獨立的法官之差異25。 

                                                
21 釋字第 325 解釋理由：「而檢察官之偵查與法官之刑事審判，同為國家刑罰權正確行

使之重要程序，兩者具有密切關係，除受檢察一體之拘束外，其對外獨立行使職權，

亦應同受保障。本院釋字第十三號解釋並認實任檢察官之保障，除轉調外，與實任推

事（法官）同，可供參證。」。 
22 釋字第 461 號解釋理由，亦強調檢察官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外部干涉。 
23 釋字第 392 號解釋文：「司法權之一之刑事訴訟、即刑事司法之裁判，係以實現國家

刑罰權為目的之司法程序，其審判乃以追訴而開始，追訴必須實施偵查，迨判決確定，

尚須執行始能實現裁判之內容。是以此等程序悉與審判、處罰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

亦即偵查、訴追、審判、刑之執行均屬刑事司法之過程，其間代表國家從事『偵查』

『訴追』『執行』之檢察機關，其所行使之職權，目的既亦在達成刑事司法之任務，

則在此一範圍內之國家作用，當應屬廣義司法之一。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規定之「司

法機關」，自非僅指同法第七十七條規定之司法機關而言，而係包括檢察機關在內之

廣義司法機關。…」。 
24 釋字第 392 號釋理由書有謂：「…雖其在訴訟上仍單獨遂行職務（法院組織法第六十

一條參見），但關於其職務之執行則有服從上級長官命令之義務（法院組織法第六十

三條），此與行使職權時對外不受任何其他國家機關之干涉，對內其審判案件僅依據

法律以為裁判之審判權獨立，迥不相侔。」。 
25 「…檢察官偵查刑事案件之檢察事務，依檢察一體之原則，檢察總長及檢察長有法院

組織法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四條所定檢察事務指令權，是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執行職

務，係受檢察總長或其所屬檢察長之指揮監督，與法官之審判獨立尚屬有間。…」。 
   解釋理由書謂：「…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行使偵查權有關之職務，例如實施偵查、提

起公訴、實行公訴、擔當自訴、執行判決等，本於檢察一體之原則，在上開規定範圍

內，係受檢察總長或其所屬檢察長之指揮監督，與法官之審判獨立尚屬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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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實務上的看法，並不否認檢察官的雙重性格，或者更精確而

言，是勉予同意檢察官的身分保障，但一再強調檢察官應服膺檢察一

體原則，以弱化檢察官的司法性格；但在現實方面，檢察一體原則在

實際運作時，卻有點像父子騎驢，而進退失據。 

    「檢察一體」原則的主要目的，在於統一犯罪追訴的標準，以及

防範濫權不起訴26。但實務上就此卻著墨不多，很多時候應該發揮檢

察一體功能時，卻仍按兵不動27。反而是將「檢察一體」原則用在對

個案的不當指示或干預，以致讓人對「檢察一體」始終存著負面的觀

感，甚至被污名化28。 

    其實，我國多數檢察官在行事時，很少取決於上級長官的意旨，

檢察首長對下級檢察官之指令束縛，並不如外界所想像的嚴重。比較

讓人疑慮的是，上級檢察首長不著痕跡，不見諸陽光，對個案的不當

指示或干預，既乏明確的流程標準可循，也沒有留下任何可供事後驗

核的資料，等事情爆發見諸輿論，不是流於各說各話，就是讓個別檢

察官揹了黑鍋29。 

    為避免上級機關不當干涉，維護檢察官必要獨立性，法務部在一

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頒布「檢察一體制度透明化實施方案」，明定職

                                                
26 林鈺雄，〈談檢察官之監督與制衡─兼論檢察一體之目的〉，收錄於《檢察官論》一書，

1999 年，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第 112 頁以下(第 126 頁)。 
27 例如：2008 年 5 月 19 日檢察總長召開全國檢察長會議，訂定「首長特別費偵辦原則」

(見 5 月 20 日聯合報第四版)。這是在首長特別費案件蜂湧進入各地檢署一年多之後，

耗費了不少社會成本及信賴，在輿論及各方要求之下才作成的。 
28 陳運財，〈檢察獨立與檢察一體之分際〉，月旦法學雜誌社，第 124 期，2005 年 9 月，

第 5 頁以下。 
29 最近的例子，就是高雄捷運工程泰籍勞工暴動案所引發的弊案(高雄高分院 96 年度矚

上更(一)字第 4 號)，檢察官在實行公訴時指出，檢察長指示選擇性辦案，但為當事人

所否認，嗣經法務部調查，認為並無其事。 
  〈高捷案 檢察官當庭指陳聰明干預〉，聯合報，2008 年 5 月 29 日，A14 版。 
  〈高捷案挨批 法部還陳聰明清白〉，聯合報，2008 年 6 月 13 日，A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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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承繼權及職務移轉權行使的要件與方式。檢察官自主成立的「檢察

官改革協會」也擬定有「檢察一體陽光法案」，明文規定檢察首長指令

權的行使，應以書面附理由方式為之，並予受指示的檢察官異議，以

及事後檢視指令是否違法的機會30。惟上開檢改會的草案，及法務部

的方案，均尚未具有法律位階。有鑑於此，司法院的法官法草案將此

法制化，明定檢察首長指令權行使之事由及方式31。 

 

                                                
30 吳東都，〈「檢察一體」陽光法〉，律師雜誌，第 226 期，第 84 頁以下。 
   林鈺雄，〈評檢改會檢察一體陽光草案〉，收錄於《檢察官論》一書，學林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1999 年，第 254 頁以下。 
31 96 年 3 月 20 日法官法草案第 88、89 條。 
   司法院印行，《法官法草案研究彙編(十六)》，96 年 12 月，第 434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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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從檢察官之職務論賦予檢察官身分保障 

    當糾問制度弊端叢生，各國紛紛進行訴訟制度的變革，引進控訴

制 度 中 的 重 要 因 素 ─ 公 開 審 判 (publicity) 及 對 抗 式 辯 論

(confrontation)，作為安全閥。法官的權限被判弱了，但檢察官卻可能

是，在這歷程中所留下，擁有空前強大權力，當然也是飽受質疑的機

關1。 

第一款  檢察官是刑事訴訟的樞紐 

    現代檢察制度的創設，一方面是為了實現起訴與審判分離，以確

保審判的公正；另一方面，也是透過檢察官在偵查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篩選、過濾，以控制偵查過程的合法性，避免警察國家的產生。 

    在刑事訴訟上，檢察官的角色貫穿了偵查、起訴、審判(實行公

訴)，及判決之執行。審判權是被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實行公訴、提

起上訴及執行裁判等檢察權限所包圍。 

    檢察官是偵查的主導者、訴訟程序的開啟者、法官裁判的把關者、

裁判的執行者，並且有法定性義務、客觀性義務2。法院雖然獨立審判，

                                                
1  Adhemar Esmein,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rance, Translated by John Simpson, with an editorial preface by 
William E. Mikell and introductions by Norman M. Trenholme and by William 
Renwick Riddell,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3, Reprinted 2000 by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New Jersey, p.3. 

2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四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 9 月，第 121 頁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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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院受不告不理原則的拘束，檢察官如果未能獨立行使職權，人民

所期待的公正審判，將如緣木求魚，審判獨立也只是半調子的，無法

確保正義實現，空有審判獨立，也是枉然3。尤其是現代法治國家，即

便是採用起訴法定原則，檢察官仍有相當大的不起訴裁量權，對於證

據確鑿的案件，檢察官仍有可能因為公益或其他因素之考量，而裁量

不予起訴，檢察官因為行使裁量權，篩選過濾案件，如檢察官不能獨

立行使職權，其弊端實不亞於法官未能獨立審判。 

    而為了確保檢察官獨立行使職權，身分上的保障乃有必要。如果

檢察官欠缺身分保障，則行政權便有機會透過人事操縱，間接控制檢

察權，果真如此，則所謂的審判獨立，也僅能在經過行政權篩選後的

案件中體現。審判獨立變成審判孤立，審判權即不夠完整4；尤其是檢

察官有檢察一體原則之適用，其獨立行使職權之疑慮，遠較法官為高，

則更應該有身分保障之明文規定。 

第二款  檢察官並不是純粹的當事人 

    正如被告不僅是訴訟的參與者，同時也是訊問的對象，更是證據

方法之一；檢察官也不是單純的當事人(nicht Partei)5，檢察官在案件

中並無個人爭端之因素，自不能視之為一造當事人，法官與檢察官同

                                                
3  蘇永欽，〈檢察權獨立 重建司法信賴〉，聯合報，2004 年 4 月 19 日，A15 版。 
4  林鈺雄，〈談檢察官之雙重定位─行政官？(司)法官？〉，收錄於《檢察官論》一書，

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第 101 頁。 
5  Peter Collin, “Wächter der Gesetze” oder “Organ der Staatsregierung”?: 

Konzipierung, Einrichtung und Anleitung der Staatsanwaltschaft durch das 
preußische Justizministerium Von den Anfängen bis 1860,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00, S.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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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負有特定職責的國家公務員6，檢察官是與法官平行的刑事司法機

關。其實，最直接的當事人應是另有其人，即犯罪被害人，如果真要

落實更直接的當事人進行式的訴訟，不如就以被害人或其家屬直接擔

任原告的角色，而進行當事人主義，豈不更直接7，然而為何刑事訴訟

法卻捨此不由？那是因為刑事訴訟的本質，本就具有公益性。檢察官

是典型的公益律師(quintessential public interest lawyer)，即使是在強

調當事人進行主義的美國，檢察官的責任也在於追求正義，而不是追

求勝利(to seek justice, not merely to convict)8。 

    檢察官擔任原告的角色，並不是以維護「被害人的利益」作為唯

一目的，檢察官應該維護的是公眾的權益，當然(甚至)也包括被告的

利益9。此外，檢察官也並不是用來對抗被告的，而是在協助法官發現

真實，監督法官認事用法，防止法官恣意，化解糾問制度中法院過大

的權限10。 

    檢察官具有準司法及當事人角色(The role of prosecutor involves 

aspects of both a quasi-judicial and adversavial nature.)11，檢察官雖

然有強大的裁量權，但這個裁量權是否確實能發揮功效，亦端賴其獨

立性而定。 

                                                
6  朱石炎，〈土耳其憲法法院保障檢察官之案例〉，憲政思潮，第 51 期，1980 年，第

231 頁。 
7  陳志龍，〈解魅刑事訴訟法審判主義的變革？(上)─檢察官與法官的法庭儀式改變？或

實質證據認知方法的改變？〉，律師雜誌，第 236 期，1999 年 5 月，第 88 頁以下(第
97 頁)。 

8  Duncan v. Louisiana, 391 U.S. 145, 157(1968) 
   William T. Pizzi, Trials Without Truth,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7. 
9  Alan Vinegrad, “The Role of the Prosecutor: Serving the Interests of all the People”, 

Hofstra Law Review 28 no4, 895-903 Summ 2000. 
10 Carlo Guarnieri, Patrizia Pederzoli(Authors), C. A. Thomas( English Editor), The 

Power of Judg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urts and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8f. 

11 William C. Gourlie, “Role of the Prosecutor: Fair Minister of Jusice with Firm 
Convictions”, U.B.C. Law Review, Vol 16:2, 295(298),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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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控訴制度或糾問制度，訴訟的目的都在發現真實(to elicit 

the truth)，檢察官的職責在於使被告受到公正合理的裁判(fair trial)，

因此檢察官應保持內心的公正，以及外在的客觀性(retain an inward 

sense of impartiality and display outward objectivity)12。在對抗式訴

訟(adversary process)之下，檢察官應該是公正客觀的正義使者(the 

fair minister of justice)，因此應該克制(refrain)自己，避免去承擔原告

律師或被告辯護人(advocate)的角色，檢察官應儘力維護民眾的信

賴，克服並調和兩個角色的衝突13。 

    檢察官應該中立客觀，不受外界影響。身分保障為職務獨立的後

盾，為杜絕以人事政策操縱獨立司法的管道，各國率皆明文揭示法官

人身之獨立性，羅列其身分保障事項。人事操縱，在處於階層式組織

結構，負有上命下從義務的獨立官署的檢察官，其可能性並不遜於對

於法官，因此賦予自主司法官署的檢察官身分保障，乃有必要，否則

檢察官將會過度屈從統治者的期待，而違背其獨立客觀行使職權之義

務。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三條雖然規定：「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

自訴人及被告。」，但這只呈現檢察官的一個面貌而已，同為原告當

事人的自訴人，並不享有檢察官所享有的訴訟上的權利，也並不負有

檢察官的客觀義務。但同法第二條規定，檢察官就該管案件，應於被

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檢察官得為被告利益提起上訴14，

但自訴人如非為被告之不利益上訴，應屬上訴不合法，應從程序上駁

回上訴15；關於法官迴避的規定，對於檢察官也準用16，凡此在在說明

                                                
12 Ibid. 
13 Ibid. 
14 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第 4 項。 
15 最高法院 82 年度台上字第 388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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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檢察官並不是純粹的當事人。而就一般民眾對檢察官角色的期待，

也並不安於檢察官只當一名當事人而已17。如果期待檢察官能發揮積

極、主動打擊犯罪，對抗強權、不懼惡勢力，則自然應該賦予檢察官

能獨立行使職權的後盾。 

    檢察官自我期許，也不只是充當原告當事人而已。以下是一位檢

察官自我期許，並勉勵同仁的文章：「這個世上如果有英雄，那就是

檢察官，我們沒有當事人，更沒有審判後微笑看著我們說聲感謝的當

事人，沒有人感謝檢察官，因為我們只為國家做事，我們的感謝只是

來自於我們深知外面有個浪潮，一個名叫『罪惡』的浪潮，如果我們

不加以制止，國人將無真正的自由可言。這個浪潮將剝奪所有人自由

的權利，使人不敢在暗巷行走，連提領個二十美元都害怕被搶，而國

會議員只會耍嘴皮子，只有檢察官真正付諸實行，下場作戰，日復一

日，檢察官做牛做馬，沒人感謝，沒人鼓勵，但是我們仍然繼續，因

為我們是『鬥士』─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因為我們深知沒有安全感

就沒有真正的自由…」18，雖似有些煽情，但卻也反應出檢察官的使

命感與自我期許。 

 

                                                                                                                                          
16 刑事訴訟法第 26 條。 
17 王文玲，〈人民期待的檢察官〉，「檢察官─法治國的守護人」學術研討會，最高法院檢

察署、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主辦，2005 年 3 月 26 日，第 5 頁以下。 
   瞿海源，〈民間期待檢察體系積極改革〉，同上述研討會，第 1 頁以下。 
18 黃元冠，〈檢察官在刑事程序新制的定位與展望──由美國當事人主義與日本起訴猶豫

制度的背景談起〉，「檢察官─法治國的守護人」學術研討會，最高法院檢察署、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主辦，2005 年 3 月 26 日，第 19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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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從司法權制衡的觀點論檢察官之身分保障 

    在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中，司法權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法官

所參與的事務也越來越多，法官的角色也越來越趨於主動、積極1；但

相對的，如何制衡法官(How to guard the guardians)，也成為必要2。 

    檢察制度創設緣由，一言以蔽之，就是「制衡」。為了制衡審判機

關，檢察官一方面在入口把關，決定案件是否應該進入審判程序，另

一方面在審判過程中全程參與，並在裁判後針對裁判品質監督。為了

制衡警察機關，檢察官做為偵查之主體，指揮警察機關，並行使或發

動強制處分權之行使，並保護人權3。 

    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檢察官與法官一直有著相互制衡的關

係。對於檢察官的起訴獨占、濫行起訴、濫行不起訴、及強制處分權

之行使，透過法定起訴原則、中間程序4、強制起訴5，以及事前或事

後對於強制處分權的審查程序來加以制衡。而檢察官則手握開啟訴訟

之鑰，訴訟程序中的聲請、對於裁判之上訴及抗告，來監督受不告不

理原則拘束的法官。 

    身分獨立是職務獨立的基礎，為了避免藉由人事的安插或干預，

影響司法審判，現代法治國家在憲法裡明文捍衛司法獨立時，除了保

                                                
1  例如：偵查法官。 
2  Carlo Guarnieri, Patrizia Pederzoli(Authors), C. A. Thomas( English Editor), The 

Power of Judg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urts and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3. 

3  林鈺雄，〈檢察官在訴訟法上之任務與義務〉，收錄於《檢察官論》一書，學林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1999 年，第 12 頁以下。 
4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2 項；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99 條至第 211 條。 
5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58-1 條；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72 條至第 17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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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法官的職務獨立，均另外明文保障法官的人身獨立，以杜絕透過人

事政策操縱司法。而站在法官對立面的檢察官，如果沒有類似的身分

保障，當權者就很容易地藉由操縱檢察官的人事，間接操縱了司法，

則所謂的司法獨立，也只是當權者操弄下的樣板而已。 

    檢察官與法官職權容或有異，這是司法分權的結果，但所要實現

的刑事訴訟的目的卻是相同的。雖然日本帝國法院組織法第一百五十

二條曾規定，對於法官之職務監督，不得委由檢察官行之6，但這並非

指訴訟上監督，檢察官透過訴訟活動，對訴訟程序之進行及判決結果

進行監督，原本即是現任檢察制度產生之原由，檢察官不應只是「侏

儒法官」7。 

 

                                                
6  陳運財，〈檢察官─法治國的守護人淺論〉，「檢察官─法治國的守護人」學術研討會，

2005 年 3 月 26 日，最高法院檢察署、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主辦。 
7  林鈺雄，〈談檢察官之雙重定位─行政官？(司)法官？〉，收錄於《檢察官論》一書，

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第 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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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檢察官的身分保障 

第一目  身分保障之真締 

    是否應賦予檢察官身分保障？學者間有不同的看法，有認為賦予

檢察官終身職身分保障，不僅有作賤檢察官之嫌，且復有腐蝕檢察制

度之虞1。惟所謂「終身職保障」，不應拘泥於文義，認為即便是老邁

昏庸之人，仍不能令其去職；此所以德國對於終身職法官（Richter auf 

Lebenszeit），也有退休年齡的規定，屆滿一定年齡即應退休，且不得

延退2。 

    身分保障並不是目的，它只是手段，藉由制度的建立，使檢察官

能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勇於任事，獨立行使職權，而不致於屈從

上意，畏首畏尾，讓檢察權能發揮應有的功能。 

    此外，建立健全的人事制度的最終目的，在於使人盡其才。一方

面創設公平完善的選任制度，來挑選優秀的人才；另一方面在任用之

後，給予合理的身分保障，使其能安心久任；再輔以健全的評鑑、糾

彈制度，使不適任者去職，以去蕪存菁，並確保能發揮最佳的打擊犯

罪之職能。是以，賦予檢察官身分保障，尚非僅有負面價值。所應討

論的是，所賦予的身分保障，是否能恰如其分地使檢察官能不受(不懼)

外界的干擾，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而發揮檢察權應有的功能？ 

                                                
1  林朝榮，《檢察制度民主化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年 6

月，第 338 頁。 
2  德國法官法第 48、7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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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國對於檢察官的身分保障，除轉調外與法官同，但因司法

人員人事條例對於檢察官之身分保障，規定得並不詳盡週延，很多零

星的規定，並不具有法律位階；規劃中的「法官法」，多年來一直未能

出立法院之門，而且草案中雖然就檢察官身分保障部分，有準用有關

法官身分保障之規定，但也有停止適用之提議，設有落日條款3，因此

乃有探討之必要。以下將就現行相關規定，參照法官法草案相關規定

析論之4。 

 

                                                
3  司法院、考試院及行政院於 96 年 4 月 2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之法官法草案第 95 條，

司法院版訂有兩年的落日期間。「民間推動法官法行動聯盟」所建議的草案，也有俟

檢察官法立法之後，停止準用之規定。黃版法官法草案也有落日條款之規定。 
   司法院印行，《法官法草案研究彙編(十六)》，2007 年 12 月，第 222 頁以下，及第

434 頁以下。 
4  比較參考的草案版本，除了司法院版法官法草案(下稱「司院版」)外，另有三份立法

院尚在審查中的草案，分別是：第七屆立法院第一會期，立法委員黃淑英等人提出「院

總第 445 號委員提案第 8078 號法官法草案」(97 年 5 月 2 日，以下稱「黃版」)、立

法委員孫大千等人提出「院總第 445 號委員提案第 7895 號司法官法草案」(97 年 4
月 8 日，下稱「孫版」)、立法委員謝國樑等人提出「院總第 445 號委員提案第 7785
號法官法草案」(97 年 2 月 29 日，下稱「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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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檢察官身分保障之內涵 

    檢察官身分保障已是國際趨勢1。法國檢察官享有和法官相同的身

分保障；日本檢察廳法也有檢察官的身分保障之規定，確認檢察官與

一般國家公務員有異，檢察官薪資另以法律規定2。檢察官非經檢察官

適格審查會，依法定程式審查決議，不得免職3。 

    我國現行檢察官的身分保障，規定在司法人員人事條例中，檢察

官與法官合稱司法官4，除了轉任與調動(包括審級調動及地區調動)

外，檢察官之身分保障與法官相同5，與法官相較，檢察官的保障仍較

為不足，很多細節有賴行政命令補充，且缺乏完整的程序保障。本節

將討論檢察官身分保障應有之內涵，期能勾劃出檢察官身分保障制度

之藍圖。檢察官身分保障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第一款  任命 

    檢察官的選任方式，不單只是專業能力的問題，而且關係到職場

生態或職場文化的營造，更進而影響其獨立性。檢察官已經處於金字

塔型階層式組織架構，受檢察一體原則拘束的體系之下，如果任命方

式不當，很難期待檢察官有獨立性。 

                                                
1  聯合國〈檢察官角色指引〉第 6 條；國際檢察官協會〈檢察官專業責任標準和基本職

責及權利聲明〉第 6 條。 
2  第 21 條。 
3  第 23-25 條。 
4  該條例第 3 條。 
5  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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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選任方式，代表著對檢察體制專業能力、檢察獨立及多元

價值重視的程度6。考試制度是我國自古以來特有的取士方式。經由考

試錄用檢察官，讓大學生在畢業後就應考，沒有社會歷練，雖然比較

沒有包袱，但年輕識淺也容易受到影響，如果再接受集中式，軍隊式

的訓練，學到了紀律和服從，但卻沒能學到獨立性；如果在生涯規劃

方面，再循階級的升遷方式晉級，直到退休，造成暮氣沉沉的檢察生

態，乃可想見。 

    法國的司法官學院限定二十七歲以下的法學院畢業生才可以參加

入學考試，而對於有四年以上公務員資歷者，放寬報考年齡至四十歲

7。美國的檢察官大部分是選舉產生，或因政治因素任命，通常並無久

任其職的打算。助理檢察官則係由檢察官選任，選任時不完全以學養、

操守為挑選的標準，反而常須考慮政黨的意見，當檢察官改選或離職，

助理檢察官通常也隨之更換。美國的檢察官及助理檢察官常因地位、

待遇不高，又無升遷機會，而變成其他職位的跳板8。 

    基於檢察工作的積極主動性，經由考試方式錄用年輕有活力的大

學畢業生，從事檢察工作，應能有效發揮檢察功能，打擊犯罪。但為

避免一元文化形成偏執，造成盲點，而與民眾的期待脫節，應該要有

多元的晉用管道。目前的司法人員人事條例，以及立法院審議中的法

官法或司法官法草案，都已有從律師及教授選任檢察官的規定，也授

權制定法官檢察官互調辦法9，雖可稍補一元考訓的缺點，但實際上因

                                                
6  蘇永欽，〈從司法官的選任制度看法系的分道和匯流〉，檢察新論，第 4 期，2008 年 7

月，第 12 頁以下。 
7  Daniel Ludet, “The French System for Recruiting Judges and Public Prosecutors”, 

from The training of judges and public prosecutors in Europe, Centre for Judicial 
Studies, Lisbon, Council of Europe, 1996, p.19f. 

8  吳巡龍，〈各國檢察官地位與檢察官偵查權行使制度之比較〉，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

署八十六年度研究發展報告，1997 年 7 月，第 46 頁。 
9  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 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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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職業生涯的差異，由律師轉任檢察官者並不多，由教授轉任者更是

鳳毛麟角。 

    目前我國初任檢察官者先派充候補檢察官，候補期間原則上為五

年，候補期滿成績審查及格，為試署檢察官，試署期間為一年。試署

期滿審查及格，才成為實任檢察官。各版本草案在這部分，除了試署

年限外，與現行法的差別並不大。 

    目前雖有規定候補或試署期滿，「應」陳報審查其品德操守、敬業

精神及相關書類，如不及格者，延長候補或試署期間，期滿經再予審

查，仍不及格者，就停止候補或試署，並予解職。但實際上的作法，

卻是並未強制進行審查，以致有檢察官長久候補或試署的情形。 

    實則，候補及試署檢察官所處理的案件，與實任檢察官並無多大

差異，基於檢察官職務之重要性，應將候補及試署的期間定為法定的

不變期間，應強制規定如未能在期間內通過考核，即應調整職務。但

是否應不問情節(未通過候補或試署)一律解職，即值得商榷。蓋檢察

官的候補及試署考核，遠較一般公務員的試用為嚴格10，如果已經通

過候補階段之考核，只因未能通過第二關的試署階段考核，就強令其

接受與未通過候補考核相同的「解職」待遇，難免有失公允，應在立

法時作更細緻的區別，使未通過試署考核者，有改任其他公務員職務

之機會。 

                                                
10 參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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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俸給 

    薪俸為養廉的最基本保證，如果未能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只是

高談闊論廉潔公正或無私奉獻，未免陳義過高。為使檢察官無後顧之

憂，不為五斗米折腰，健全的薪資結構是必要的。 

    為確保証司法的公正及廉潔，各國對檢察官的薪資待遇保障均頗

為重視。國際檢察官協會「檢察官專業責任標準和基本職責及權利聲

明」11，以及聯合國「檢察官角色指引」12，亦分別就檢察官之薪金有

所說明。英格蘭檢察總長和檢察長的薪金相當高，總檢察長的薪金僅

次於首相，比部長的薪金高出很多，但與法官相較則遜色得多；法國

及德國的檢察官的薪資則與法官相同，二００六年兩國最高階的檢察

官，其年薪分別為十萬餘(105,317)及八萬餘(86,478)歐元13。 

    在日本檢察官的薪資雖略低於法官，但遠高於國家公務員14。日

本最高法院院長月薪為一百八十九萬餘元日圓，而最高檢察廳檢事總

長月薪為一百五十四萬餘元日圓；日本最高法院法官月薪約為一百四

十萬日圓，而最高檢察廳一級檢事月薪則為一百二十三萬餘元日圓。

根据一九九一年六月的統計，日本國家公務員平均月薪為四十萬日

圓，檢察官則約為五十六萬，高於國家公務員平均月薪約百分之四十

                                                
11 第 6 條第 4 項。 
12 第 6 條。 
13 European Comission for the Efficiency of Justice, European Judicial Systems: 

Edition 2008 (data 2006) :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Justice, Council of Europe, 
2008, p.186, Table 92 

14 日本檢察廳法第 21 條規定，檢察官之薪俸，另以其他法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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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美國的情形也差不多，初任檢察官的薪資雖並不甚豐，一九九一

年至一九九二年會計年度，初任檢察官的平均年薪，剛從法學院畢業

者約為二萬六千美元，到有工作經驗者約為三萬二千美元16。但較高

職等檢察官的薪資則明顯拉高，地方檢察官的薪資因地而異，一九八

九到九０會計年度，中階檢察官年薪約在五萬美元左右，檢察長則在

七萬到十萬之間17。 

    薪俸為維持有尊嚴的生活所必要，目前我國檢察官的薪資與法官

相同，比照薦任第六職等公務員起敘，並有專業加給及主管加給18。

司院版法官法草案第八章明定法官的給與，檢察官並準用之19，其他

各版本也有類似的規定20。 

    法定、檢察官減俸的原因，均為公務員懲戒法所規定，共有三種

情形：(一)因受降級之懲戒處分，依其現職之俸給降一級或二級改敘，

自改敘之日起，二年內不得晉敘、升職或調任主管職務。受降級處分

而無級可降者，按每級差額，減其月俸，其期間為二年，而造成減俸

之效果21。(二)因受減俸之懲戒處分，依其現職之月俸減百分之十或百

分之二十支給，其期間為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22。(三)因一年內受記

過處分三次，而依其現職之俸級降一級改敘，無級可降者，按每級差

                                                
15 江禮華主編，《日本檢察制度》，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6 年，第 198-199 頁。 
16 Philip P. Purpura, Criminal Justice: An Introduction, Butterworth-Heinemann, 1996, 

p.218. 
17 Lynne N. Ross, State Attorneys General: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torneys General, 1990, p.344-345. 
18 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 38 條。 
19 司院版法官法草案第 85 條。 
20 謝版第 69 條。 
21 公務員懲戒法第 13 條。 
22 公務員懲戒法第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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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減其月俸，其期間為二年23。另根據公務人員俸給法之規定，檢

察官曠職或請事假超過規定之日數，應依法扣除曠職或超過規定事假

日數之俸給24(第二十二條)，亦造成減俸之效果。 

    檢察官受懲戒而減俸，應依公務員懲戒程序處理，原則上應由公

務員懲戒委員會受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列第三種情形，因一年內

受記過處分三次而降級改敘或減俸之情形，對於九職等或相當於九職

等以下公務員之記過處分，得逕由其主管長官行之25，既未經法院以

裁判方式為之，受懲戒人只能循申訴、再申訴管道救濟26，並未予法

院事後審查之機會，對於受此懲戒之檢察官，未本於正當法律程序原

則，給予充分的程序保障，尚嫌疏漏。擬議中的公務員懲戒法草案第

二十七條已將此首長逕行懲處之規定刪除，並將公務員懲戒程序審判

化，以補其不足。 

第三款  職位之保障：免職及調職 

    檢察官的職務調動，與其獨立行使職權有密切關係，一個終日惶

惶不安，擔憂職位的檢察官，必不能獨立行使職權。檢察官為了順利

調動，巴結上司，游說關說，均非屬正道。而上級長官若以職務的調

動為誘餌，攏絡下屬，或將承辦敏感案件的檢察官調動職務，避免檢

察官鍥而不捨繼續追查弊案，或以明升暗降的方式，整肅服從性不高

的檢察官，均足以令人對檢察權公正獨立行使，產生疑慮。為了不使

                                                
23 公務員懲戒法第 15 條、公務員俸給法第 20 條。 
24 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22 條。 
25 公務員懲戒法第 9 條第 3 項。 
26 公務員保障法第 77 條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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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時時懸念自己的職位，而屈從上意，悖離公正執法，檢察官職

位保障乃有其必要，且為檢察官身分保障的核心。 

一、免職 

    免職制度，消極而言，是保障檢察官之職位，不得任意使檢察官

去職；積極而言，則是建立制度，去蕪存菁，淘汰不適任之人，維持

檢察官之素質。對於不能或不適於擔任檢察官職務時，即應令其去職。

依事件發生的時間可區分為下列兩種情形，一為任命時即欠缺擔任公

務員或檢察官之資格，一為任命之後始發生欠缺擔任檢察官之能力或

資格，屬狹義的免職之範疇。 

    關於任命時即欠缺擔任檢察官之資格，例如：被任命為檢察官當

時不具有我國國籍，或兼有他國國籍，或為遭褫奪公權者，理論上應

屬任命無效或任命撤銷的問題，但我國並無任命無效的規定27，相關

法規雖有任命撤銷之規定28，且基於信賴保護及法安定性之考量，任

命撤銷並不生溯及之效果，撤銷之前所為之職務行為，並不因而失效。

似此情形，應參照德國法對於法官任命無效之規定，允許當事人循「法

院組織不合法」之規定，對該法官所參與之裁判，以上訴或再審的方

式救濟之29；在檢察官獨立行使職務的部分，例如：不起訴處分或實

行公訴30，是否容許以當事人不適格為理由，對於檢察官所為之不起

                                                
27 德國法官法第 18 條。 
28 法官法草案第 12 條第 2 項、公務員任用法第 28 條。 
29 鍾鳳玲，《從西德法官法論我國法官身分保障應有之取向》，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

碩士論文，1989 年，第 104 頁。 
30 起訴部分，因為尚須經過法院的審理程序，對於當事人並不致於有太大的影響；但不

起訴部分，因為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60 條賦予不起訴處分有實質的確定力；而實行

公訴部分，也涉及是否合乎一造辯論判決，連帶的也影響到判決是否有違背法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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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處分，判定為無效之不起訴處分，循訴訟法途徑尋求救濟，值得探

討。 

    關於檢察官免職的原因，因為準用關於法官的規定，為憲法第八

十一條所規定之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告。司法人員人事

條例第三十二條具體規定了免職原因如下：(一)受撤職之懲戒處分；(二)

受禁治產之宣告；(三)刑事處分部分，則根據罪名及刑度細分為：因

內亂、外患、貪污、瀆職行為或不名譽之罪，受刑事處分裁判確定；

以及因其他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事處分之裁判確定，未經宣告緩

刑，或准予易科罰金。並排除公務人員考績法關於免職規定之適用，

如有因考績免職之事由，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的規定將檢察官移付懲戒。 

    檢察官之任官關係，因免職之裁判確定時應即生效，事後另發免

職令，應該只有確認或宣示的作用而已，因此現行的免職原因中，所

謂「因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裁判確定，未准予易科罰金」，已涉及判決

確定後，指揮刑之執行時的裁量問題；是否准予易科罰金，應俟判決

確定後，由執行檢察官考量受判決人的身體、教育、職業或家庭等因

素，認為執行顯有困難，而決定是否准予易科罰金。司法人員人事條

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但書之是項規定，無異於將是否應把涉案

檢察官免職，另繫於執行檢察官是否准予易科罰金而定，此種立法方

式，並不妥當31。而第一款的所謂的犯「不名譽之罪」，其範圍過於籠

統，不夠明確32。實則，檢察官位高權重，手握國家名器，只要是故

意犯罪，均足以使人民喪失對檢察官的信賴，而損及檢察官的聲譽。 

                                                                                                                                          
形。 

31 鍾鳳玲，前揭文，224-225 頁。 
32 蔡志方，〈司法院「法官法草案初稿」試評(上) 〉，植根雜誌，第 7 卷第 11 期，2001

年，第 24 頁以下(第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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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二十日版法官法草案第四十條，已將准予易科

罰金之考量排除，並將所謂「不名譽之罪」修正為「犯內亂、外患、

瀆職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損法官尊嚴者」，較原規

定週延些。其他各版本規定除了用語(黃版使用「貪污罪」)外，其他

版本草案規定則完全相同。 

    免職為向後消滅檢察官的任官關係，為保障檢察官獨立行使職

權，應有一定的程序保障。其中刑事犯罪及受禁治產宣告，均可經由

法院以司法程序加以確認；而就受撤職之懲戒處分部分，涉及公務員

懲戒制度之變革。就此，德、法兩國均設置有，由同儕檢察官參與的

職務法庭，或最高司法會議來審理檢察官的懲戒事宜。法官法草案也

規劃設置職務法庭來審理法官懲戒事宜33，檢察官因同法八十五條之

規定，對檢察官之懲戒亦由司法院職務法庭審理，移送及審理準用關

於法官之懲戒程序，以便能在程序保障前提下，淘汰不適任檢察官，

惟因我國並未採用參審法官制，職務法庭審理評議時，可能會欠缺來

自檢察體系內部的觀點。 

二、停職 

    所謂停職處分，係指在一定期間內暫時停止其職務的行使，停職

期間原本公務員身分並未喪失，本質上屬於定暫時狀態的一種措施34。 

    停止職務之行使，並不在公務員懲戒法第九條所規定的懲戒處分

                                                
33 司院版第 45 條以下。 
34 王廷懋，〈停職、休職與復職之分析研究〉，收錄於其所著《公務員彈劾、懲戒、懲處

論叢》，初版，中國人權協會發行，2004 年，第 192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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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列，並非懲戒處分，但受停職處分之人，其俸給收入受到影響35，

且如果復職遙遙無期，或是毫無復職的可能性，則無異於撤職或免職，

因此關於停職之事由，應有法律明文規定，並應有正當法律程序的保

障，並有行政救濟之途徑。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條第一項即規定，公務人員非依法律，不得

予以停職。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三條也規定，實任司法官非有法

律規定公務員停職之原因，不得停止其職務。關於檢察官停職之原因，

詳列如下： 

    (一)因懲戒之原因而停職 

    根據公務員懲戒法第三條之規定，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其職務當然停止，包括：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依刑事

確定判決受褫奪公權宣告、依刑事確定判決受徒刑宣告且在執行中。

除了法定當然停職之外，尚有職權裁定停職，即在懲戒案件進行中，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認為情節重大，有先行停止職務之必要時，得通

知該公務員之主管長官，先停止其職務。主管長官將所屬公務員移送

監察院或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如認情節重大，也可以依職權先停止該

公務員之職務36。 

    監察委員認為公務員有違法或失職之行為，根據監察法第十九條

第一項行使糾舉權時，通知被糾舉人之主管長官或上級長官，依公務

                                                
35 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依法停職人員，於停職期間，得發給半數之本

俸(年功俸)，至其復職、撤職、休職、免職或辭職時為止。 
36 公務員懲戒法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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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懲戒法之規定處理，並先予停職或為其他急速處分37。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八條規定，公務員年終考績及專案考績應予

免職人員，在案件尚未確定前，服務機關得先行予以停職處分。但根

據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實任檢察官並不適用

公務人員考績法關於免職之規定，因而檢察官因為考績的原因而應先

予停職者，應依正式懲戒程序來處置。 

    因懲戒程序進行中暫時停止檢察官務，實有其必要，但公務員懲

戒法及監察法有關公務員職權停職之規定，賦予主管長官過多裁量

權，恐會影響到檢察官公正獨立行使職權。為此，法務部於八十五年

發布「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38，設置檢察官人事

審議委員會，負責審議各級法院檢察署候補檢察官、檢察官、主任檢

察官之任用、升遷、轉調、重大獎懲及申訴案件暨辦案書類成績審查

等事項39。然該設置要點仍屬行政命令位階，於是九十五年二月法院

組織法修正時，增列第五十九條之一，正式將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

法制化，以符保障檢察官身分之意旨。 

    (二)因違背執行職務之義務而停職 

    公務員(包括檢察官)有執行職務之義務40，如果因為事實上或法律

上的原因，一時無法履行其職務義務，亦可為停職之事由，而此種事

由包括可歸責，及不可歸責於公務員之事由，分述如下。 

                                                
37 監察法第 21 條。 
38 民國 95 年 6 月 30 日廢止。 
39 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2 點。 
40 公務員服務法第 7 條至第 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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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

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與監察人，也不得

利用權力、公款或公務上之秘密消息圖利。違反該條規定者，應先予

撤職(同條第四項)，此處所謂「先予撤職」意義不明，「撤職」為公務

員懲戒法中的處分，並不能逕由機關首長行使之，故此所謂「先予撤

職」，實際上應係先行停職之意41，應與公務員懲戒法第四條第二項之

「先行停職」做相同的解釋，即由主管長官依職權發動職權停職，再

將公務員移送懲戒。 

    根據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二所訂定之「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規定，

公務員請病假或公假達到法定上限42，仍不能銷假者，應予留職停薪

43。但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為授權命令，並未具有法律位階，並不適合

作為公務員停職之依據，該規定有逾越母法授權之嫌。 

    但檢察官如確實因病或其他原因，事實上無法行使職權，亦無由

讓其久佔國家名器，因此應建立制度，明定檢察官無法擔任檢察官或

不能執行職務時，應先予停職，再依資遣、優遇或退休程序處理。 

    司法院版法官法草案第四十一條明定法官停職之事由44，檢察官

並準用之，其中除第六款，所涉刑事、懲戒案件情節重大，而停止其

職務，屬於懲戒法上的原因外，其餘均屬法律上或事實上不能執行職

務之情形，包括：喪失公務員任用資格45、喪失我國國籍或兼具外國

國籍、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因刑事

                                                
41 司法院院解字第 4017 號：「(三)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四項所謂先予撤職，即係先

行停職之意，撤職後仍應依法送請懲戒，…」。 
42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2，第 4 條第 6 款。 
43 該規則第 5 條第 1 項。 
44 其他各版本草案規定雷同。 
45 任職前不具公務員任用資格者，屬於任命撤銷之問題(法官法草案第 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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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判決之執行其自由受拘束、因身心障礙或其他事由不能勝任職務。 

    (三)復職 

    停職期間，檢察官身分並未消失，但其在停職期間所為之職務行

為，並不生效力46。停職畢竟不是「終局判決」，只是定暫時狀態，尤

其是因懲戒原因而停職，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更不應遽為不利於公務

員之處置。為了照顧停職人員及其眷屬的生活，公務人員俸給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依法停職人員，於停職期間，得發給半數之本俸(年功

俸)，至其復職、撤職、休職、免職或辭職時為止。如順利復職，仍可

請求其餘半數本俸或年功俸(同條第二項)，至於專業加給、職務加給、

主管加給及其他津貼等，停職人員喪失這類加給的請求權。司法官薪

資結構中，司法專業加給占大部分47，為此司法院版法官法草案第四

十一條第三項特別規定，實任法官(檢察官準用)因身心障礙或其他事

由不能勝任職務而停職者，支給本俸及加給之三分之一，但期限最長

不得逾三年，以配合同法第七十七條關於資遣之規定。但這項規定有

商榷的餘地，法官(檢察官)的職務加給是基於履行職務而來，如因故

無法執行職務，即不應有領取職務加給，法官法草案的這種規定，突

顯的是我國司法官薪資結構的不合理之處。 

    檢察官依法停職，其期間多長，視其停職的原因而定，停職原因

消滅後即應許其復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經依法停

職之公務人員，於停職事由消滅後三個月內，得申請復職，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應許其復職，並自受理之日起三
                                                
46 公務員懲戒法第 5 條。 
47 約占薪資總額三分之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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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內通知其復職。司法院版法官法草案第四十一條第二項亦有類似

的規定；但如另有其他停職或免職的原因(例如：因通緝而停職，撤銷

通緝之後，又受徒刑判決)，則仍可再予停職，或進行免職程序。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三三號解釋，明示現行公務員懲戒法關於撤

職停止任用期間及休職期間無上限之規定，對於公務員權益不無影

響，應由有關機關檢討修正48。公務人員之停職也有類似的問題。檢

察官停職之原因不一，其停職之期間也無從事先預定，如果長期處於

不確定狀態，對受停職人而言，精神、經濟的壓力均構成不小的折磨，

因此對檢察官身分影響甚鉅，因此對於停職之處置應慎重為之。 

    對於停職之處置，根據目前的制度，檢察官得循復審程序，行政

訴訟方式救濟49。法官法通過之後，則將改由法官職務法庭負責救濟

事宜。 

三、轉任或轉調 

    檢察官與法官身分保障，差別最大之處，厥為轉調(轉任)部分。 

    檢察官的職位調整或變動50，應可包括下列三種情形：(一)職務調

動，指調任充當檢察官以外的其他職位，例如：調到法務部擔任行政

                                                
48 就此公務員懲戒法草案第 31 條第 1 項，已將撤職停止任用期間，定為一年以上五年

以下；第 32 條第 1 項，將休職期間定為六月以上三年以下。 
49 復審程序之標的為行政處分，保訓會於審理再復審案例中，肯認停職處分屬復審程序

中之合法標的。 
   林明鏘，〈我國公務人員保障法之研究〉，收錄於其所著《公務員法研究(一)》，第二

版，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第 153 頁以下(第 177 頁以下)。 
50 在此暫且不用「轉任」、「轉調」、「遷調」等名詞，以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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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或至行政執行署51。(二)地區調動，指將檢察官由甲地區調往乙

地區。(三)兼有職務調動及地區調動意味之審級調動，例如：將下級

法院檢察署的檢察官調往上級法院檢察署，或將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

官調往下級法院檢察署。 

    「轉任」為憲法第八十一條之用語，就文義解釋而言，「轉任」應

是指第一種情形而言52，是一種已經改變檢察官身分屬性的職務調

整。為了確保檢察官獨立行使職權，姑不論檢察官是否屬於憲法第八

十條所稱之「法官」，檢察官均應受到憲法第八十一條所稱：「非受刑

事或懲戒處分，不得免職；非依法律，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之保

障。 

    (一)從釋字第十三號解釋談起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十三號解釋，將憲法第八十一條的「轉任」，擴

大為「轉調」53，似乎涵蓋了「轉任」及「遷調」，即涵蓋了上列三種

職務調整的情形。但該號解釋遷就了當時的法院組織法第四十條的用

語，將「轉任」擴大到「轉調」，擴大了法官的身分保障，同時也排除

檢察官關於「轉任」的保障，無形中縮減了檢察官身分保障的範圍54。

                                                
51 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9 條。 
  法務部訂有「檢察官轉任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處職務及回任檢察官作業要點」。 
52 此由軍法人員轉任司法官條例(民國 33 年 10 月 18 日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

任公務人員條例(民國 94 年 12 月 14 日修正)、「司法院遴選律師、教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講師轉任法院法官審查辦法」(民國 95 年 11 月 6 日修正)等法規之用語，都

是轉換到另一種身分，可以推知。 
53 釋字第 13 號解釋文：「憲法第八十一條所稱之法官，係指同法第八十條之法官而言，

不包含檢察官在內。但實任檢察官之保障，依同法第八十二條，及法院組織法第四十

條第二項之規定，除轉調外，與實任推事同。」。 
54 假設檢察官原來只有「遷調」不受保障。法院組織法第四十條所說的「轉調」，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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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現行的法院組織法第五十九之一條第一項，則配合援用「轉任」

及「遷調」用語。於是檢察官的「轉任」也不受保障了。 

    釋字第十三號解釋作成於半個世紀以前(民國四十二年一月三十

一日)，為其後每論及檢察官身分保障時所引用，饒有探討之必要。 

    該號解釋文十分簡短，又無解釋理由書可循，但探其緣由，該解

釋是由監察院所聲請，起因於最高法院檢察長(即現在的檢察總長)免

職事件，而對於是否有憲法保障之適用，發生疑義。監察院公函稱：「…

查法院組織法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實任推事，非有法定原因，並依

法定程序，不得將其停職、免職、轉調或減俸。第二項規定：前項規

定，除轉調外，於實任檢察官準用之，是對於實任推事及實任檢察官，

轉調程序，顯有區別。但依憲法第八十一條規定：法官為終身職，非

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告，不得免職；非依法律，不得停

職、轉任或減俸，對於轉任一節，又無實任推事與實任檢察官不同之

規定，究竟憲法第八十一條所謂法官，是否包含法院組織法第四十條

第二項所規定之實任檢察官在內，擬提報院會後，由院函請大法官會

議解釋。」。令監察院困惑的是，法院組織法對於實檢察官與實任推事，

在轉調方面有差別待遇，但在憲法上又看不到相類似的規定，檢察官

到底是什麼？是否憲法所指的法官？ 

    大法官會議遷就行憲前所制定的法院組織法，順勢在推事和檢察

官之間劃下一道鴻溝，把法院組織法的「轉調」套用到憲法的「轉任」

                                                                                                                                          
是「遷調」之意，釋字第十三號解釋確定了檢察官非屬憲法第八十條所稱的法官，又

認為憲法第八十條及第八十一條所稱的法官，應該是同一個範圍，所以檢察官也不受

憲法第八十一條之保障，憲法第八十一條所規定的免職、停職、轉任、減俸保障，檢

察官即無法全部「享用」，配合法院組織法第四十條之規定，「轉任」就雀屏中選了。

實則，改變檢察官任官屬性的「轉任」，對於檢察官影響甚鉅，堪可與停職、減俸比

擬，亦應該以法律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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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將檢察官排除轉調的法律保障，同時也排除了檢察官轉任的法律

保障55。 

    當時的法院組織法是在行憲之前所制定，其規定之內容與憲法條

文尚有出入56，憲法第八十一條明定法官免職的事由，而將停職、轉

任及減俸的原因授權法律規定；而當時的法院組織法第四十條，則是

把免職、停職、轉調及減俸的事由，全都委由法律來規定，並使用「轉

調」一詞，而非憲法所稱的「轉任」。 

    當時法院組織法第四十條的立法者用字遣詞的深意已不可考，但

個人以為，該條所稱的「轉調」，應係指「不改變任官身分屬性的職務

調整」，也就是現行法院組織法第五十九條之一所稱的「遷調」；至於

改變身分屬性的職務變動(轉任)，因為已經使被調整職務之人轉任到

其他非檢察官之職位，失去了檢察官之本質，應該要有法律的明文規

定。 

    法院組織法第四十條的規定，一直持續到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二

十二日，法院組織法全面修正時，才由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的條文所取

代。新的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七條，

是關於實任司法官之免職、停職及減俸之規定，一體適用於法官及檢

察官；但第三十四條(規範轉任法官以外職務)、第三十五條(規範地區

調動)、第三十六條(規範審級調動)，則僅適用於法官，至於檢察官的

轉任、地區或審級調動，是否全然不受保障，則付之闕如。 

    「轉任」與「轉調」的意義是否相同，不得而知，但在由法院組

                                                
55 可是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3 號劃下的這道鴻溝並不夠深，沒能斷然切斷檢察官與法官

的連結，以致至今一直留下「檢察官身世之謎」。如果當年是由釋字第 530 號解釋的

大法官來作成這號解釋，現在的結果可能就不一樣了。 
56 林紀東，《大法官會議憲法解釋析論》，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3 年 11 月，第 1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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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法過渡到司法人員人事條例時，憲法所規定的「轉任」的保障，落

實到司法人員人事條例時，擴大為全面包括上列三種情形。檢察官則

由法院組織法上不受「轉調」的保障，一路淪為不受憲法「轉任」的

保障，下一步是否將因此而失去司法屬性，而淪為純粹的行政官，則

在未定之天了。 

    (二)檢察官之調動 

    檢察官的轉任或遷調，既然不適用法官的保障規定，理論上即應

適用一般公務人員之調動規定，惟目前一般公務人員之調動，並未建

立一套完整而透明的制度57。關於公務人員的陞遷制度，我國一直未

有專法58；最早的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五條雖規定：「公務人員之保

障，另以法律定之。」59，但公務人員保障法也是直到民國八十五年

十月才制定公布，該法第九條規定：「公務人員之身分應予保障，非依

法律不得剝奪。基於身分之請求權，其保障亦同。」，而同法第十二條

只就因機關裁撤、組織變更或業務緊縮時，規定由上級機關或承受業

務之機關，予以輔導、訓練，並辦理轉任或派職，且除自願降低官等

者外，其轉任後的官等職等應與原任職務之官等職等相當，且其俸給

仍受公務人員俸給法之保障。凡此，卻只是零星的規定，尚未形成完

整的調動制度。 

    職務調整及地區調動，為調濟人才，經驗傳承，規劃調配人力資

                                                
57 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第 48 條規定：「常務人員及司法審檢人員之陞遷，應本資績並重

原則，兼顧機關特性與職務需要，採公平、公正之方式辦理。前項陞遷有關事項，另

以法律定之。」。 
58 公務人員陞遷法直到中華民國 89 年 5 月 17 日才制定公布。 
59 該條在民國 43 年 1 月公務人員任用法全面修正時刪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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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所必須，然而城鄉繁榮程度的差異，交通便給與否，與家人共敘天

倫的考量，都可能對地區產生好惡及抉擇，如果全然遵循一般公務人

員的調動方式，則可能使得調動成為首長整肅的工具。因此，健全的

轉調制度是必要的。 

    健全檢察官轉調制度，可以從實體及程序兩方面著手。在實體方

面，應建立公正客觀的轉調標準，而且不應將轉調作為懲戒的工具，

以免糢糊了焦點60。而在程序方面，調動決策時不能黑箱作業，而且

最重要的是，要讓不服調動的檢察官有申訴救濟的管道。 

    關於調動的模式，有定期輪調制，避免久任其職，致滋生弊端，

而為了兼顧家庭，可以在合理的車程範圍內調動；第二種模式，採用

經檢察官同意而調動為原則，例外不須經其同意。第三種模式則為德

國式的，區別暫時性調動或長期調動，暫時性調動(未逾三個月)，毋

庸經公務員同意，逾三個月之長期性調動，除須經機關公務員協會同

意外，並須得到當事人之同意，這種調動採取久任制為原則，公務人

員也可以請求調動61。 

    向來法務部在進行例行年度調動時，會先統計職缺，並請所有檢

察官填具志願調查及考核表，有時會先定下一些調動原則，例如：法

務部在民國八十五年曾頒布「為配合法訓所司法官班卅四期結業分發

派職，各地檢察署檢察官之地區遷調原則」，其中第二點規定：「各檢

察署之檢察官，凡人地不宜、工作不力或風評欠佳者，應調整職務，

不受其志願調動服務機關地區之限制。」62，可管窺法務部的部分調

                                                
60 如果以轉調作為懲處之工具，除了有一事二罰之疑慮，也有歧視特定地區民眾之嫌。 
61 林明鏘，〈建立司法官的調動制度〉，收錄於其所著《公務員法研究(一)》，第二版，新

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第 111 頁以下(第 118 頁以下)。 
62 這類原則為法務部內部文件，外人不易取得，上開內容是引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的保障案件決定書內法務部的答復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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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原則，而檢察官的調動志願表為調動之參考，法務部辦理檢察官調

職，雖儘量依照檢察官之意願，惟基於機關業務或其他特殊因素考量

時，仍無法盡如人意。 

    從有限的檢察官調動申訴案例，可以歸納出法務部在違反當事人

之意思，調動檢察官時，其可能的原因如下：(一)以調動作為懲處的

手段。將怠惰的檢察官63、或有影響司法威信疑慮的檢察官64，調往偏

遠的檢察署以為懲儆。(二)避免夫婦在同一地檢署服務，把持該地檢

署的業務65。(三)避免發生司法風紀事件，把調動作為預防措施66。總

而言之，「人地不宜」是未經檢察官同意而調動的最主要原因。 

    為了避免調動爭議，確立檢察官調動的標準，法務部於八十七年

七月訂定「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官及主任檢察官遴選要點」

67，訂定升任主任檢察官，及上級審檢察署檢察官之資格，作為陞遷

                                                
63 86 公申決字第 0010 號：「屏東地檢署候補檢察官，辦案遲延未結，限期三個月查催，

效果不彰，除建請予以記過一次處分外，亦請調整至事務較簡之檢察機關。案經法務

部檢察官審議委員會審議予以記過一次，並於年度檢察官人事調整時，決議將其調整

至台東地檢署。 
64 86 公申決字第 0010 號：「檢察官之妻任職律師，在屏東地區執業，受理案件較多，

院方亦有微詞，為免外界質疑影響司法公信力，並衡酌業務需要，於年度檢察官人事

調整時，決議將其調整至轄區較繁榮、案件質量較繁重及增加職務歷練之台南地檢

署。」。 
65 法務部檢審會第 112 次會議臨時動議第五點決議：「因臺灣台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有二

對夫婦同為檢察官，台東地區民意代表迭有反應有關再議案件，可能再分案至夫婦之

另一人承辦，恐有不公之情事，基此考量，限明年內(85 年)由該等自行選擇地區調整，

並請該署檢察長從中協調，再無意願時，由本部檢察官審議委員會主動調整。」──
引自 86 年公申決字第 0040 號保障案件決定書。 

66 86 公申決字第 0006 號：「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政風室根據事實轉陳報以，吳檢察官

到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工作有五年之久，與地方曾有涉案之人交往過密，且辦案

時遭法官議論，顯有人地不宜之嫌，為期防患於未然，並端正政風及維護檢察官之形

象，業經簽奉檢察長核定建請上級重新考量調任其他服務單位。準此，於辦理年度檢

察官人事調整時，爰提本部檢察官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將再申訴人調至臺灣屏東地方

法院檢察署。調動再申訴人至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服務，係為使其免於在原任職

地區所承受之外界議論，期其在新職地區可以有更純淨寬廣之工作空間，俾得發揮所

長，與全體檢察官同仁，共同為提昇檢察官形象而奉獻心力。」。 
67 該遴選要點最近一次修正是在 9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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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審級調動之依據。 

    法務部另於九十二年八月頒布「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

檢察署檢察官通案調動原則」68，作為調動的原則，根據該要點，年

度調動時，應先與司法院協調辦理法官與檢察官互調作業(轉任)，而

後才進行檢察官內部調動，該原則第三點規定調動順序，先平調(地區

調動)後調升，先處理上級審後下級審。如為平調，以尊重當事人志願

服務機關為原則，如有二以上檢察官志願相同時，該調動原則訂有評

比的標準，以決定優先調動的人選。如有下列特殊情事，得不依其志

願調動，包括：未結或逾期未結案件太多而超過一定比例、受申誡以

上處分(含懲戒處分)、有具體事證經認定不宜異動或不宜在原機關繼

續服務者(該原則第四點)。為避免調動結果造成經驗傳承的斷層，該

原則也確立各地檢署新進檢察官所占的比例上限，以避免由資淺的候

補檢察官成為地檢署的主力之情形(第五點)。 

    上開調動原則兼顧了公平、公開原則，但美中不足的是並不具有

法律位階，而規定稍嫌簡略，且仍舊以調動作為懲處的手段。 

    司法院版法官法草案對此規定較為詳盡69，具有法律位階，並準

用於檢察官。其中關於轉任檢察官以外職務，除法律規定或經本人同

意外，不得為之70；至於地區的調動，則除經本人同意外，非有下列

原因之一，不得為地區調動：(一)因檢察署設立、裁併或員額增減；(二)

因業務量之需要，急需人員補充；(三)依法停職原因消滅而復職；(四)

有相當原因足資釋明不適合繼續在原地區任職；(五)因業務需要，無

適當人員志願前往，調派同級檢察署檢察官至該檢察署任職或辦理檢

                                                
68 法務部公報第 311 期，第 15-16 頁。 
69 其他版本草案之規定雷同。 
70 法官法草案第 4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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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業務，其期間不得逾二年，期滿回任原檢察署71。至於審級的調動，

除經本人同意外，非有下列原因不得為之：(一)因檢察署設立、裁併

或員額增減，而調派至直接下級檢察署；(二)於高等法院檢察署繼續

服務二年以上，為堅實事實審功能，調派至直接下級檢察署72。 

    法官法草案以負面表列之方式，列舉調動之事由，凡列舉事項以

外，非得檢察官之同意，不得為之，增加調動結果的可預測性，不失

為妥當週延的規定。 

    (三)檢察官調動之程序保障與救濟 

    關於檢察官調動的程序，法務部於八十五年七月訂定發布「法務

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73，負責審議各級法院檢察署候

補檢察官、檢察官、主任檢察官之任用、升遷、轉調、重大獎懲及申

訴案件暨辦案書類成績審查等事項(該要點第一點)。惟此等攸關檢察

官身分、權益的事項，由法務部以行政命令方式規定，似有違法律保

留原則。 

    法院組織法於九十五年三月修正時，為貫徹「檢察業務」及「檢

察行政」嚴格分屬檢察總長及法務部部長職權之理念，基於檢察機關

之職權主要在於落實國家刑罰權，與落實對於犯罪之訴追，並避免國

家主權之行政力介入檢察官之人事，因此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簡稱

檢審會)予以法制化與民主化，以貫徹「檢察業務之訴追犯罪本旨」，

                                                
71 法官法草案第 43 條。 
72 法官法草案第 44 條。 
73 已於民國 95 年 6 月 30 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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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符合現代國家法制化之機制74。 

    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審議高等法院檢察署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檢察官之任免、轉任、遷調、考核及獎懲事項(第

一項)。檢審會共有十七名檢審委員，由法務部長指派四人(法務部長

並指派其中具司法官身分之次長為主任委員)、檢察總長及其指派之三

人，全體檢察官以秘密、無記名及單記直接選出之代表九人組成(第

四、六項)。選任的檢審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第五項)。 

    關於檢察官之任免、轉任、遷調、考核及獎懲等等人事事項，應

由該委員會先行審議，審議後之決議，再報請法務部長核定後並公告

之(第二項)，以貫徹檢審會組織之獨立性與超然性，以維持檢察事務

之功能，並保障檢察官之人事權益。法務部並於九十五年六月另行訂

定「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委員會審議規則」以為因應。 

第四款  退休、優遇、撫恤與資遣 

一、退休與優遇 

    憲法第八十一條規定，法官為終身職。法官地位安定，容易培養

專業精神，保持超然獨立的立場，但也容易形成保守的性格。高齡法

官體力衰退，如仍強令其承擔審判重任，也是不人道的折磨，更會使

人事管道阻塞，而無法新陳代謝。因此多數國家雖然明定法官為終身

                                                
74 法院組織法第 59-1 條之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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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但也建立法官退休制度75。法官終身職之真意，並不在於「終身

任職」或「終生任職」之意，而是享有終身身分保障之意76，以避免

法官因為擔憂退休後的生活依靠，而影響其獨立公正審判。而相較之

下，職司偵查、公訴的檢察官，對於主動、積極的要求，更甚於法官，

更無永久任職之理。 

    但我國囿於「終身職」的字面意義，因此對於法官(包括檢察官)

並無一般公務員命令退休之適用77，但為了體諒高齡檢察官，鼓勵檢

察官屆齡自願退休，以促進人事新陳代謝，檢察官自願退休者，除了

公務員退休法所規定的退休金外，還將原為資遣性質之退養金，擴大

包括退休之情形，並訂定「司法官退養金給與辦法」。 

    司法官領取退養金，源於之前法院組織法第四十三條：「推事、檢

察官任職在十五年以上，因積勞不能服務而亂職者，應給退養金。」

之規定，司法院並在民國六十三年訂定「司法官退養金給與辦法」，直

到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司法人員人事條例制定，正式將司法官退休領

取退養金法制，成為司法官退休的額外給付，並依據退休時的年紀，

給予不同成數的退養金，最高達退休金的百分一百之四十。 

    因執著於「終身職」之迷思，又為兼顧人事管道順暢，如果高齡

司法官不肯自願退休，勢必影響業務之進行，為此，我國法制創設「優

遇」制度，對於年事過高或體力衰退者，放寬其工作之數量，減少辦

理案件，甚或停止辦理案件，但仍支領原薪，及享受其他原有的一切

                                                
75 德國法官法設有退休年齡之限制，且其退休之開始不得延緩(法官法第 48 條第 2 項、

第 76 條第 2 項)，以避免法官為獲得延緩退休，而體察上意；也避免其受外界之壓力

干涉而提早退休。 
   奧地利的終身職法官也強制在年滿 65 歲的年底退休。參照：Nigel G. Foster, Austrian 

legal system & laws, Routledge Cavendish, 2003, p.67. 
76 鍾鳳玲，前揭文，第 178 頁。 
77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5 條、第 1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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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現行制度，司法官任職十五年以上，年滿六十五歲，得減少辦

理案件；年滿七十歲者，應停止辦理案件，從事研究工作。任職十五

年以上，年滿六十五歲，如因身體衰弱，不能勝任職務者，亦停止辦

理案件78。 

    其實，司法官的優遇制度已有命令退休的意味。法官法草案仍舊

保留「優遇」制度，與現制不同之處，在於俸給方面，停止辦理審判

案件之法官，支領俸給總額之三分之二79，以減少司法官請求優遇的

誘因，逐漸回歸退休制度。 

    我國因囿於法官終身職之迷思，法官、檢察官並無退休年齡之規

定。為達到人事更新之目的，所設的優遇及給付退養金制度，相較於

公務員退休制度，顯得十分突兀。司法官在職時已享有優渥的俸祿，

退休時也有可觀的退休給付，實不宜再另闢蹊徑，而破壞公務員法制。 

二、資遣與撫恤 

    一般公務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了符合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二

條之留用人員之情形外，即有受資遣的可能：(一)因機關裁撤、組織

變更或業務緊縮而須裁減人員。(二)不適任現職工作，或現職已無工

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三)經公立醫院證明身體衰弱不能勝

任工作80。 

    對於檢察官而言，組織裁撤，人員縮編，為檢察官地區調動的原

                                                
78 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 40 條。 
79 法官法草案第 75 條。 
80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9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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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一；然如經過調整，仍無適當職缺，基於檢察官職位的特殊性，

並不宜逕依資遣程序處理；應可建立制度，讓檢察官得以留職停薪、

帶職進修(從事研究工作)，或停職的方式，解決員額過剩之問題81。似

此情況，日本檢察廳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遇有檢察官員額過剩時，得

以支付半數薪俸的方式，讓檢察官等待空缺82。 

    至於檢察官能力或體力不足以勝任目前的工作，而又無適當的工

作可供調任，則屬於檢察官違背職務義務之行為，可依法先予停職，

再按資遣程序辦理。但應注意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二條之規定。 

    根據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四十二條之規定，司法官之資遣給與，

是比照適用一般公務員，而在法官法草案第七十七條則增訂，除了資

遣費外，另比照退休的情形，加給退養金，但退養金不合體制，已如

前述，在此不再贅言。 

    所謂撫恤，是指公務人員因病故、因公或意外死亡83，支付撫恤

金以照顧遺族的生活。目前我國公務員的退撫制度，已從傳統的恩給

制，改為類似儲金制─提撥基金制84，根據公務員的服務年資計算撫

恤金的數額，司法人事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司法官之撫卹，適用公

務人員撫卹法之規定85。 

                                                
81 惟以目前的工作量，檢察官增員及離職的速率，要形成檢察官員額過剩，恐怕是天方

夜譚。 
82 這與我國的停職制度類似，但我國的停職有預支懲處之意味，且只能支領本俸的半

數，尚不適合用以處理員額過剩的問題。 
83 考試院於 95 年 4 月送請立法院審議之公務員撫恤法草案，增列公務人員自殺死亡者，

比照病故者給與遺族撫卹金。 
84 蔡良文，《人事行政學─論現行考銓制度》，三版一刷，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6 年

10 月，第 641 頁。 
85 司法人事條例第 43 條，法官法草案第 7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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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考績、彈劾與懲戒 

一、考績與評鑑 

    現行法關於公務員的考績，分為年終考績及專案考績兩種86，考

績的功能有四：決定能否獲得考績獎金、決定是否晉俸、決定是否遭

免職、影響升等87。 

    現行司法人員人事條例對於檢察官之考績，除了規定不適用考績

免職外，別無特別的規定，於是應適用一般公務人員考績相關法規。

目前各機關根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五條的規定，都設有考績委員

會，負責考績及獎懲事宜。 

    其實，獨立性所伴隨而來的應該是責任，檢察官在享有高度職務

獨立的同時，就應該為其決定負責，每年定期，或有特殊情況時專案

考績，以檢視其工作成效是必要的。對於起訴的案件，檢察官應對法

官及被告負責，應該在公訴時提出事證，說服法官與被告，因此不應

該從審判庭缺席，也不應只是虛應故事；對於不起訴的案件，應該對

公眾及被害人負責，說明起訴裁量權的行使情形88。因此，對於檢察

官的考核項目，也應該從這些方面著手，所以辦案成果應該是考績的

                                                
86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3 條。 
87 蘇永欽，〈法官該不該考核〉，收錄於《司法改革的再改革》一書，元照出版社，1998

年，第 261 頁以下。 
88 關於這一點，在我國卻有相反的趨勢。檢察官的書類是表現其思緒決定的最佳媒介，

檢察官的不起訴處分書應詳述理由，不過，我國檢察官看到美國檢察官的情形，一心

嚮往之，卻未究明制度的根由。檢察官怠惰，違背委任契約，將案件甚至是書類，都

交由檢察事務官處理，實在有虧職守。長此以往，將會有不利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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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根據。 

    目前各檢察署都設有統計室，按月統計各檢察官的辦案情形，法

務部也有頒布「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官辦案成

績考查實施要點」及「檢察官辦理公訴案件辦案成績考查實施方式」，

用以評斷檢察官的辦案成績。但遺憾的是，這些審核標準流於形式，

未必能真正反應辦案的績效和用心，作帳式地美化辦案成績並非難

事；而且年度考績的評斷，有時未必和辦案成績有必然的關係，反而

常因人情因素，而流於分配制。其實，案件的辦理情形，很難以量化

方式表現，對辦案工作的付出程度也未必能反映在辦案成績上面，機

械式的成績考查方式，有時反而誘使檢察官出現扭曲的辦案行為89。 

    對於辦案成績的考核，必須注意不能影響職權獨立行使，則由誰

來進行考核，就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檢察首長已經握有指令權，

如再令其掌握考核權限，則無疑的會影響檢察官的獨立性，因此考績

委員會的組成，就不能再以檢察首長的人馬為主要成員。惟目前考績

委員會只有三分之一是由普選產生，其餘為當然委員及首長指定90，

則考績可能成為規避指令權透明化的巧門。 

    除了黃版法官法草案，其他幾個草案版本都有提到考核的問題，

規定的內容也類似，由首長於每年年終辦理(司)法官職務評定，報送

司法院或法務部核定，職務評定的項目包括學識能力、品德操守、敬

                                                
89 例如：以案件處理量做為辦案成績，造成檢察官「製造」案件，把當事人遞送的狀子

送去重複分案，形成同一個案件有很多案號的情形。起訴案件只要不被判有罪，都屬

辦案正確，可以拿到分數，造成檢察官枉顧法律專業，將數個犯罪以裁判上一罪的方

式，以同一份起訴書起訴，造成法官裁判的困擾。或者上訴案件被駁回時，因職權上

訴及當事人聲請上訴，而有不同的分數計算方式，而規避依職權上訴，改以當事人聲

請上訴辦理(央請當事人補一份聲請書)。至於倒填結案日期，縮短平均結案日數；捏

造辦案進行單，造成案件持續進行，並未怠惰或遲延的假象，更是稀鬆平常之事。 
90 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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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精神及裁判、偵查或公訴品質91。與現行制度相同，依舊將考核的

事項交由首長處理，但為避免流於干涉，草案中都試圖降低首長對評

定的影響力，亦即如果評定優良而無負面表列情形，即應列為甲等，

不受甲等員額比例的影響。 

    考績是機關內部自己評斷，但因人情因素，未必能真正反映實情。

真正能貼近民意的考核監督，應屬來自外部的評鑑了。檢察官所處理

的個別案件，因為已有訴訟機制救濟，為免流於報復，影響檢察官的

獨立性，應該避免就個別案件之處理評鑑個別檢察官，而應是對檢察

官適任與否的評價。 

    目前法務部訂有「檢察官評鑑辦法」，評鑑委員會設有委員七人，

其中三人為檢察官，至少有一名與受評鑑人同一審級，其餘委員則由

法官、學者、律師、社會公正人士擔任。評鑑事由包括檢察官濫權或

侵害人權、品德操守不良、敬業精神不佳、辦案態度不佳、嚴重違反

辦案程序規定、長期執行職務不力，或其他違反職務規定情節重大者

92。評鑑之申請人包括受評鑑人之長官、法務部、司法院、所配置之

法院、受評鑑人所屬檢察署檢察官三人以上、管轄區域之律師公會，

以及依法設立登記，章程宗旨或任務與健全司法有關之全國性人民團

體，排除案件當事人申請，特殊的是檢察官本人認其遭受誤解有應受

評鑑之事項，而有澄清之必要時，也可以先下手為強，自行或請求所

屬檢察署申請評鑑93。評鑑結果如確有其事，則送請法務部檢察官人

事審議委員會參處，並得建議懲處的內容94。 

                                                
91 孫版司法官法第 100 條第，謝版法官法第 71 條，司院版法官法第 70 條。 
92 第 5 條。 
93 第 6 條。 
94 第 12 條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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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上述「檢察官評鑑辦法」，純係為了應付司法改革浪潮而

定，其內容十分保守，從委員會的組成，申請人資格的限制等，都可

以看出意欲掌控評鑑結果的斧鑿痕跡，因此自該評鑑辦法公布以來，

只有個位數檢察官接受過評鑑。 

    目前立法院審議中的每個草案，也都有評鑑制度的設計，值得注

意的是評鑑委員會的組成，以及受評鑑的事由。每個草案版本都定為

十一人，司法院版、黃版法官法，及孫版司法官法草案都規定由檢察

官二人、法官一人、律師二人、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共十一人組成95，

謝版則增加檢察官及律師各一人，社會人士減為四人。 

    至於評鑑的事由，則準用法官評鑑之規定，黃版及謝版均為：(一)

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審判案件有顯然重大違誤；(二)違反職務上之

義務或怠於執行職務；(三)違反參加政黨、兼職之規定，或有損及其

職依尊嚴或職務信任之行為，或違反守密義務。(四)違反法官倫理規

範。黃版法官法草案另外慎重地為法官設置「財團法人法官評鑑基金

會」，由司法院編列預算捐助成立。至於孫版的司法官法，一併規範檢

察官與法官(合稱司法官)之評鑑96，體例比較完整週延，而該草案關於

評鑑事由，比其他幾個版本增列了：「因精神或身體健康狀況，已不堪

執行職務」、「為他人關說或受他人關說案件，影響司法公正情節重大

者」、「長期執行職務不力、或辦案草率、品質低劣、問案態度惡劣，

已嚴重影響司法信譽者」、「因犯罪經羈押或提起公訴，有損司法官職

位之尊嚴者」等過於枝節的事由，並似乎企圖想將自律的事項，藉由

他律來處理，以規避必須自清門戶的人情壓力。 

    孫版司法官法另有特殊之處，在於仿效日本檢察廳法第二十三條
                                                
95 第 85 條第 5 項。 
96 第 2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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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之規定，建立每五年定期實施全面評鑑的制度97，評鑑項目為

品德操守、敬業精神、辦案品質、精神及身體健康狀況；除了這種五

年定期的全面評鑑，司法院和法務部認為有必要時，還可以命為地區

性或局部性的全面評鑑。關於評鑑細節尚待司法院及法務部訂定實施

辦法，但如果立法通過，可以想見這種大拜拜式的全面評鑑，流於形

式的可能性不小。如果檢察官每年都接受年度考績的檢驗，又有個案

評鑑機制，是否還須要每五年再來一次全面的評鑑，值得再考慮。 

二、彈劾與懲戒 

    關於官箴之維護，彈劾與懲戒是兩種不同的制度，公法上向來有

「事務官不受彈劾，政務官不受懲戒」的原則，但我國將兩種制度合

而為一，使彈劾作為懲戒的前提。另又在公務員考績法增訂懲處的規

定，形成雙軌並行的特殊制度98。 

    彈劾是憲法上的制度，偏重政治責任之追究，在法官與檢察官而

言，應係指其行為違背憲法原則、善良風俗或其他法規，導致人民對

其喪失信賴。而懲戒則為公務員法上之制度，由行政長官追究其部屬

違紀失職的責任，以維持公務員之紀律及提高行政效率，對於事務官

之違法失職，輕微違失之懲戒授權由監督長官為之。 

    彈劾制度起源於英格蘭，當時議會行使彈劾的主要目的，在於抑

制國王所寵信的權臣之胡作非為，因此彈劾的對象多為達官顯貴，至

                                                
97 第 60 條。 
98 王廷懋，〈我國公務員彈劾懲戒問題〉，全國律師月刊，第 4 卷第 1 期，2000 年 1 月，

第 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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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級以下官吏，既無特殊的權力，縱有違法也可以經由直屬長官的

監督權，以及法院之處罰制裁，就不須要勞動議會行使彈劾權99。因

此彈劾乃國會為了追究政府高級官員憲法上的責任而創設，主要目的

僅在使其去職。法官獨立行使職權，位高權重，是以各國亦多以法官

為彈劾的對象100。至於檢察官則多半不在彈劾之列。 

    美國憲法第二條第四項之規定，美國眾議院提出的彈劾案，以總

統、副總統及聯邦一切文官(civil officers)為對象，其彈劾適用的對象

非常廣泛101，但實務運作上，法官是彈劾的主要對象。日本憲法第七

十八條也有彈劾法官之規定，並因而制定有「裁判官彈劾法」。 

    德國基本法第九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聯邦法官在職務上或職務外

違背基本法的原則，或違背一邦的憲法秩序時，聯邦憲法法院因聯邦

眾議院(Bundestag)之聲請，得以三分之二多數決，命其轉任他職或退

休。如違反係出於故意者，並得予以免職。」102，聯邦憲法法院法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並特別規定了法官彈劾之管轄及

審理程序，惟自基本法公布以來，德國法官彈劾制度(Richteranklage)

尚未實際運作過103。至於檢察官則並無彈劾之適用，而應適用懲戒程

序。德國對於檢察官的正式懲戒程序，由法官之職務法庭裁判之，但

合議庭中非常任陪席法官，由終身職檢察官擔任，由聯邦司法部長向

                                                
99 呂清池，《我國行憲政司法官彈劾案之研究》，台大碩士論文，1972 年 6 月，第 16 頁

以下，第 181 頁以下。 
100 同前註。 
101 朱志宏譯，〈美國彈劾法官的憲法問題〉，憲政思潮，第 38 期，1977 年 6 月，第 120

頁。 
102 Axel Tschentscher, The Basic Law (Grundgesetz):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May 23rd, 1949), Second Edition, Jurisprudentia Verlag, 
Würzburg, 2008, p.77. 

103 Fabian Wittreck, Die Verwaltung der Dritten Gewalt, Mohr Siebeck, 2006, S.16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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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法庭提名104。 

    我國關於檢察官之彈劾與懲戒，並沒有特別的規定，因此應適用

一般公務員的規定。我國將彈劾案與懲戒案的審理機關，同歸於公務

員懲戒委員會105。對於高階檢察官之懲戒，應先經監察院彈劾程序。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三項規定，經監察委員二人以上之提議，

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即可對違法失職的檢察官提出彈劾案。至於

九職等以下的檢察官則不用經監察院審議，可以直接由主管長官逕送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106。因此，有權將檢察官移送懲戒之機關有監

察院及法務部。 

    九十五年二月法院組織法修正時，將法務部行之有年的檢察官人

事審議委員會法制化107，凡是獎懲事項應送該委員會審議，決議後報

請法務部長核定。雖然由獨立的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處理檢察官懲

戒事宜，避免主管長官恣意妄為，但因中國人重人情，除非違法犯紀

太過離譜的情況，否則往往基於同事情誼而姑息下來，使得不適任者

繼續留任。 

    目前我國關檢察官懲戒案件，是由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

理，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九六號解釋，揭櫫公務員懲戒機關應採法院

之體制，且懲戒案件之審議，亦應本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對交付懲

戒人予以充分之程序保障。大法官會議對公務員懲戒制度作成多號解

釋，惟公務員懲戒法修正草案一直未經立法院通過。 
                                                
104 德國法官法第 122 條第 4 項。 
105 有學者認為彈劾屬於憲法上之機制，應由憲法法院審理。 
   翁岳生，〈憲法之維護者〉，收錄於《行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1985 年，第 475 頁以

下(第 480 頁)。 
106 公務員懲戒法第 19 條。 
107 法務部於八十五年頒布「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在法院組織法第 59-1

條制定之後已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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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懲戒法修正草案，擬將一般公務員的懲戒，改由司法院或

高等行政法院審理108；至於法官的懲戒，則仿效德國設置職務法庭，

除了孫版的司法官法將職務法庭直接適用於包括檢察官在內的司法官

外，其他三個版本的法官法草案，都規定檢察官之懲戒案件由法官職

務法庭審理，而職務法庭的審判長，司法院版及黃版由大法官擔任，

而其他版本則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擔任。 

    至於懲戒處分的類別，每個版本都是撤職、免除審判職務轉任審

判以外之其他職務、減俸、申誡；但司法院版刪除減俸，改為罰款。

這是因為配合公務員懲戒法草案第二十九條之規定，將法官、檢察官

比照政務人員之規定，不適用休職、降級及減俸(薪)之懲戒處分；司

法官身分及職務與一般公務員有別，理應謹言慎行、廉潔自持，對於

違法失職情事輕微，得斟酌為申誡、罰款之懲戒；如有不適任之情事，

即應為撤職之懲戒，以示重懲。 

                                                
108 公務員懲戒法草案第 2 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