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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立法的比較評析 

    我國採法定起訴原則，訴訟法明定提起公訴之人為檢察官，而非

檢察署或檢察長，法院組織法也規定檢察官對於法院獨立行使職權。

因此，我國的檢察權是由獨任制官署─檢察官所行使。而檢察署，並

不是行政官機關，而是數個檢察官(署)集合的辦公處所1。為了避免各

個檢察官(署)的追訴標準不一，形成追訴不公，於是在內部建構金字

塔型的中央集權式指揮體系，基於檢察一體的原則，檢察官須服從檢

察長之事務承接權及移轉權，以便統一全國追訴標準。 

    在應然面上檢察官應獨立行使職權，但在實然面上，檢察官的獨

立性一再受到質疑，不易獲得社會的信賴2，其中主要原因在於「檢察

一體原則」運用不當，而檢察官人事制度未臻健全，更加遽這種疑慮。

在一貫的「重推輕檢」觀念下，檢察官一直被認為是法官的附屬品，

檢察官的身分保障並不受重視，通常只是附掛在法官的相關規定中，

或者零星的散落在單行法規之中，缺乏完整的體系，更有些只具行政

命令位階，而有些可能相互排斥(例如：資遣和停職的關係)，有些則

付之闕如，而且缺乏程序的保障。就在法官法立法急如星火之際，也

該是好好思考檢察官身分保障這一問題的時刻了。司法改革如果缺少

檢察機關這一塊，是無法竟其功的。 

 

                                                
1  參照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25、416 號解釋。 
2  隋杜卿，〈檢察官受制行政長官 難獲信任〉，中華日報，2007 年 9 月 24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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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立法的比較評析 

第一目  修憲或修法？ 

    憲法中並沒有「檢察官」之稱謂1，是因為立憲時我國法治尚未健

全，法律制度的選擇有很大的彈性，選擇制度後也還有後續發展的空

間，應留待法律來補足，但這並不表示檢察官應該在國家司法權的行

使中缺席。 

    在行憲之前，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所制定公布的

「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即規定：「推事及檢察官非有左列資格之

一者不得任用：一、經『司法官』考試及格並實習期滿者。」，該條規

定一直到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為新訂立的司法人員人

事條例第九條所取代，該條例第三條定義司法官為：最高法院院長、

兼任庭長之法官、法官，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兼任院長或

庭長之法官、法官，以及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主任檢察官、檢

察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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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我國早就把檢察官列為法院的一員，把法官及檢

察官同視為司法官。 

    檢察官是否屬於憲法第八十條所稱之「法官」，並不在本文討論之

列，本文也無意在此多生枝節；但檢察官應享有適當的身分保障，且

                                                
1  行憲當時及其後很長一段時間，在法院負責審判業務者的職稱是「推事」，而不是憲

法上的稱謂「法官」，所以憲法也沒有當時的審判者──「推事」的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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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優於一般公務員的身分保障，已為國際共識而無庸置疑。具體而言，

檢察官的身分保障，除了轉調(指審級及地區之調動)外，應與法官相

同，此亦為多數的共識。問題在於應如何落實在法規之中？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認為，檢察機關是代表國家從事

偵查、訴追、執行，達成刑事司法任務的司法機關，為憲法第八條所

稱的司法機關；但卻不在「最高司法機關」轄下，亦即，檢察機關並

不屬於憲法第七十七條所稱的司法機關。這是法制的「實然面」，卻不

是「應然面」。 

    檢察官確實異於法官，但檢察官是否不受憲法第八十一條「轉任」

之保障，檢察官是否不屬於憲法上所稱的「法官」，其實仍有討論的空

間。但當我國的裁判者從「推事」改稱「法官」2，壟斷、獨占了憲法

上「法官」的稱號之後，檢察機關就註定成為漂泊、徘徊於「最高司

法機關」門外的「司法機關」了。 

    雖然如此，但檢察官是廣義的司法機關，行使的是廣義的司法權，

從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十三號解釋開始，檢察官的身分保障，除轉調外，

與法官相同。七十八年的司法人員人事條例也做了相同的規劃，並不

因「檢察官」的字樣未出現在憲法中而受影響。因此，並無迫切需要

透過修憲，才能賦予檢察官身分保障。 

    更何況，制憲當時的法院組織法已經有檢察官一職，但制憲者卻

未在憲法中為檢察官保有一席之地，應該認為這是制憲者已經認同當

時的制度設計，認為並無贅詞更動的必要；也或者是制憲者有意的留

白，蓋檢察官舞台在刑事訴訟程序，而刑事訴訟制度，以及檢察制度

                                                
2  中華民國 78 年 12 月 22 日總統全面修正公布法院組織法，及制定公布司法人員人事

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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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選擇空間很大，大可留待後人立法，或以學說及實務來補足，

在這制度選擇的過程中如果稍有差遲，所展現的風貌和司法文化就會

完全不同，因此並無為此修憲的必要，以保留發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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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法官法或司法官法 

    我國關於檢察官之身分保障，從制憲前的法院組織法，到大法官

會議釋字第十三號解釋，除轉調外，一直與法官相同。七十八年的司

法人員人事條例便做了相同的規劃，但該條例雖然以司法官為規範的

重點，不過規範得過於龐雜，還包括其他司法人員；而且在身分保障

部分規定得並不夠詳盡，並且缺乏程序保障的設計。我國因為與美國

交流較為頻繁，受美國制度影響，一直有將檢察官行政官化的呼聲。

不過，從檢察官的歷史沿革，及比較法的觀察上，可以得知純粹行政

官化的檢察官，並不契合我國社會，如果執意行事，等於是從根拔起，

另植新株，將會有一番奮戰。 

    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司法院召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其中關於檢察

官之人事改革，列為分組討論第三組的議題。其中「以法律明定檢察

官之司法官地位，並確立檢察官之公益代表人身分，以執行法院組織

法而賦予之任命」、「制定檢察官(署)法，並明定檢察官之身分保障」

均列為討論議題。前者，達成結論：「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三九二號

解釋，檢察官行使職權，其作用當屬廣義司法之一，檢察機關亦屬廣

義司法機關，檢察官具公益代表人身分，但與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之法

官究有不同。」；至於後者，達成結論為：「檢察官之待遇及身分保障

與法官相同，應以法律定之。」，但究竟應以何種法律方式規定，則未

能達成共識，有主張準用法官法，有主張制定檢察官法、司法官法、

檢察署法。關於法官之人事事項，同一次會議也達成「法官人事有關

事項，應另定法律予以規範。」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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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制定(修定)檢察官的身分保障制度，首先應思考或釐清的

是，檢察官的身分與定位，以及檢察官身分保障與法官身分保障的關

係。有學者則主張，應配合司法院的改造，釜底抽薪，在於把整個檢

察體系移轉到司法院1。如此，一部司法官法即足以一併規範檢察官與

法官身分保障，而這也是現階段法務部所推動的2。 

    司法院及律師界的看法則大異其趣，司法院及黃版法官法，都設

定檢察官「準用」法官法裡性質相同的條款，但是定有二年的落日期

限(或於檢察官相關法律制定之後失效)，將檢察官排除在法官法之外

3。一旦排除之後，檢察官的身分保障該如何處置？律師界4曾透過立

法委員提案方式，將草擬的檢察官法草案提出於立法院5，嗣因法案過

屆不連續，暫無後續進展。 

    多年來法官法一直無法通過立法，除了因法案內容顛覆或超越了

我國傳統文官體系及架構，一時尚未獲得共識外，很大一部分原因來

自檢察官的定位未明，無法切實將法官與檢察官分割，而如果分割不

當，可能形成「截肢」，而影響司法權之行使。 

    目前立法院審議中的相關法律草案有三，司法官法(孫版)，排除

檢察官的法官法(黃版)，以及包括檢察官的法官法(謝版)。 

    謝版法官法草案(包括檢察官)，在立法架構上，以法官為重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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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法部催生司法官法 納入檢察官〉，聯合報，2008 年 6 月 5 日，第 A13 版。 
   司法官法草案及法官法草案均已透過委員提案的方式，提出於立法院第 7 屆第 1 會期

(2008 年 2 月 1 日開議)。 
3  司院版法官法草案第 95 條、第 85 條；黃版第 75 條、第 85 條。 
4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林峰正，〈救救檢察體系，趕快立檢察官法！〉中國時報，2008 年 6 月 1 日，Ａ15

版。 
5  立法院第 6 屆第 5 會期第 5 次會議，院總第 1224 號委員提案第 7374 號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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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章總則，依次為「法官之任用」、「法官職務之執行與監督」、「法

官會議」、「法官評鑑」、「法官之保障」、「職務法庭」、「法官之給與」、

「法官之考察、進修及請假」、「檢察官」及「附則」，共十一章。在檢

察官專章中，除了定義檢察官外6；第八十五條龐雜地列舉了檢察官準

用法官的條文，還規定了審檢互調、檢察官評鑑委員會、檢察官懲戒

交由職務法庭審理、檢察官轉任之法務部長、政務次長及檢察總長之

薪俸支給，以及遴選、候補、試署、服務成績審查辦法，以及檢察首

長調動辦法由法務部另定等等7。這些事項洋洋灑灑地列了八大項，彼

此間其實沒有什麼關連度，在立法技術方面值得斟酌。第八十六條以

下則是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檢察官會議，檢察首長指令權之行使

等，原本規定在法院組織法的事項。其中除了明確規定指令權行使的

要件及程式外，和法院組織法的規定比起來，並無特別的新義。黃版

法官法草案也有相同的情形。 

    論者或謂，德國法官法也是如此，但德國法官法當年是在匆促之

中立法，慌忙間加入一條關於檢察官的條文，這樣的安排受到學者嚴

厲的批評，認為是立法錯誤，事後也一直想方設法補救8。 

    排除了立法技術的問題，法官法列入檢察官準用規定的安排，首

先應先釐清的是，何以要在法官法裡規定檢察官專章?檢察官與法官

的關係如何？原本的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的規定是否有誤，抑或只是不

夠週延？如果司法人員人事條例沒有同時修正，則該條例與法官法的

關係又如何？新訂定的法官法與其他相關法律(例如法院組織法)的關

                                                
6  第 84 條。 
7  黃版第 75 條也有相同的情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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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頁以下(第 1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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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又如何？司法院高層向來服膺「頭過身就過」9的名言，如果單獨處

理法官法，而置其他法規於不顧，則恐怕會是另一場災難的開始。 

    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三條將檢察官及法官同列為司法官，檢察官

與法官一體、直接適用該條例有關身分保障之規定；現在突然要制定

通過法官法，裡面有類似的身分保障規定，司法官之一的法官「適用」

新的法律，司法官的另一員(檢察官)突然變成「準用」法官法的規定。

同時有兩部法規，時而適用，時而準用，十足令人錯亂。 

    黃版及司法院版的法官法草案都有落日條款的規定，如果通過，

可預見的未來，檢察官就不須要再「準用」法官法的規定了，這種錯

亂的情形是否會改觀？恐怕不會，因為司法人員人事條例及法院組織

法及相關訴訟規，如果未全盤考慮，一併修正，這種矛盾依然會存在。

而且，既然要排除檢察官的司法官署地位，自始就不應該讓檢察官寄

生在法官法中，反正讓檢察官繼續適用既有的法規，也不會發生立即

的風險。 

    其實，要完全顛覆原有司法官的概念，另立檢察官(署)法，在理

論上並非不可，但這就像是連體嬰的分割手術一樣，要分割司法連體

嬰，所要處理的器官很多，遠從形成的背景歷史，近到刑事訴訟程序

的設計、法院組織、甚至法學教育等，都得一併釐清，並不是簡單地

完成一部立法就可以達成的，須要有長一點的時間來營造與醞釀。奧

地利整整花了一百三十七年，歷經波折，才制定檢察機關法

(Staatsanwaltschaftsgesetz，StAG)10，但奧地利關於檢察官的人事事

項，是和法官一起規定在二００八年一月一日生效的法官與檢察官職

                                                
9  這是刑事訴訟制度改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訴訟時，司法院高層的說詞，結果是「頭

已經過了」(第一審已經已成為堅實的事實審)，「身體還卡在外面」(第二審仍舊維持

複審制，並未改成事後審)，而一直無法完成其他刑事訴訟程序的修法，形成荒謬的

刑事訴訟制度。 
10 林鈺雄，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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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法(Richter- und Staatsanwaltschaftsdienstgesetz，RStDG)，並廢

止原來的法官職務法(Richterdienstgesetz，RDG)；日本如果不是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軍占領時期，在高壓之下進行系列改革，也不

會有今日的檢察官署法。以我國根深蒂固的司法官觀念，以及人民對

檢察權的高度期待(當然，可能還包括檢察體系頑強地抗拒改革！11)，

我國目前似尚無單獨制定檢察官法的政治及立法條件12。 

    立法應有連貫性，新制定的法規要能與現存的法規體系脈胳相

承，如果突然轉變方向，我們不禁要問，在這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變

化轉折，讓檢察官一夕之間變了性格，不再具有司法官署地位，或者

立法者突然發現先前的立法謬誤，亟待糾正？這恐怕應該要有詳盡的

學理論述13，而不是簡單一句「檢察官就是行政官」的「唯名論」說

法14，就可以打發掉的了。如果認為檢察官不具司法性格，則在法官

法立法時，一開始就不應該讓檢察官「準用」法官法的規定。 

    因此，就理論的一貫性、與既有法律相容性，以及立法技術及立

法成本而言，檢察官與法官的身分保障具體差異又不大，即便是在轉

調方面，都可一體適用15，合併立法當可收節約之效。因此訂定「司

法官法」，統籌規範法官與檢察官的法律地位及身分保障事宜，既標舉

檢察官為獨立司法官署，又無將檢察官誤為法官之可能16，應屬現階

                                                
11 不過，檢察體系也不全然是反對檢察官(署)法的。 
   邱美育、戴東麗、簡光昌、吳義聰，〈法務部所屬檢察官 94 年度考察日本報告〉(內

容包括 1、外國人犯罪及無條約協定司法互助經驗；2、日本婦幼案件司法保護制度

研究；3、日本的檢察官之角色定位、身分保障及檢察廳法；4、日本法之日本法之「羈

押」與「抗告」制度研究)，2005 年 10 月，第 15 頁以下。 
12 林鈺雄，前揭文。 
13 蔡志方，〈司法院「法官法草案初稿」試評(下)〉，植根雜誌，第 7 卷第 12 期，2001

年，第 1 頁以下(第 3 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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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謝版第 85 條，及司法院版的法官法草案第 86 條，都規定關於法官轉任、地區調動、

審級調動的規定，於檢察官準用之。 
16 林鈺雄，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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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最便捷的途徑。 

    公務員基準法草案17第三條，將檢察官與法官同列特殊公務員。

其中第六條規定：「法官與檢察官，指下列人員：…二、各級法院檢察

署之實任、試署及候補檢察官。法官與檢察官之任用、給與、保障及

權利義務等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而司法官法正可以與之相呼

應。 

 

                                                
17 公務人員基準法為規範公務員之權利義務的基準法規，由考試院與行政院於 95 年 6

月 16 日送請立法院審議，該法立法通過之後，將廢除公務員服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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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事自主與程序保障 

    身分獨立是職務獨立的保障，人事制度的設計原則，最能興利防

弊者，乃踐行專業自治與內部民主1。而為了確保檢察權之獨立行使，

檢察官的高度自治也是必要的2，檢察官人事的自主化3及民主化即應

成為身分保障制度的重要一環。 

    具體完善的身分保障內容固然重要，但周密完備的保障程序才能

將保障的內容加以落實。 

    因此，首應建立人事審查機構，成員由具有民意基礎的檢察官組

成，權限則為掌理有關檢察官的重大人事事項，尤其是升遷及轉調。

其次，涉及檢察官懲處事項，或身分得喪變更之任免問題，應以司法

機關以訴訟的方式來審理，設置職務法院，予受處分的檢察官申訴的

管道及救濟的機會，且職務法庭應儘可能讓具有檢察官背景者參與審

判。 

    關於淘汰不適任的檢察官，如果要求完全由檢察官內部自主發

動，就會像是從老鼠窩裡找出去幫貓咪戴上鈴鐺的勇士一樣，幾乎是

緣木求魚。因此，來自外部的節制機制是必要的，在不影響檢察官職

權行使的範圍內，應容許有評鑑制度4存在，容許由外部人士向人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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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頁)。 
2  Raoul Muhm, Der unabhängige Staatsanwalt, Rechtsphilosophische Hefte Nr. 6, 

1996, S. 55 ff. 
3  黃裕峰，〈獻金疑雲與司法獨立──丟掉魔戒，釋出檢察人事權〉，聯合報，2004 年 3

月 5 日，Ａ15 版。 
4  法務部於中華民國 85 年 7 月 15 日訂定「檢察官評鑑辦法」，最新一次修正是 89 年 6

月 29 日，但並不具有法律位階，具體成效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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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委員會提案，啟動懲戒機制。至於檢察官獨立行使職權部分之制衡，

則不應該是來自上級，而是來自訴訟體制的規劃。 

    目前法務部雖設有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檢察官之任免、轉任、

遷調、考核及獎懲事項。但該委員會的決議，仍待法務部長核定公告

才發生效力，亦即人事審議委員會的決議內容僅係供部長參考，與法

國最高司法會議的情形類似，然法國為了符合國際趨勢，曾擬定改革

方案，希望能解除司法部長對檢察官人事的掌控，以避免因為掌控人

事進而影響檢察權的獨立行使，雖然功敗垂成，但至少顯示潮流所趨，

我國應該也可以往這個方向思考規劃。 

    現階段縱使尚未能強制法務部長，受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議決

內容拘束，就一般檢察官的人事案，應容許當事人有救濟的途徑；就

檢察首長的人事案，因檢察首長有藉由行使指令權5，干涉檢察官獨立

行使職權之可能，對於檢察首長的遴選，應更加慎重；應使人事審議

委員會發揮類似雙重確認的機制，以確保檢察首長人選之適才適所。

目前的做法是由檢審委員提出職缺兩倍的人選，供部長圈選。但可以

改進的部地方是，當部長圈妥人選後，應再送人事審議委員會再次確

認。在黃版和謝版法官法草案，關於檢察首長的遷調案已有類似設計，

但對於檢察首長的遴選則沒有。 

    對於人事案的申訴救濟，以及懲戒案的審理，不管是司法院版，

還是立法委院提案的版本，都提出仿效德國設置職務法庭的設計。 

    德國聯邦職務法庭(Dienstgericht des Bundes)，是針對聯邦法官

                                                
5  在行的檢察首長，不須要藉由指令權的行使，就可以左右案件的偵辦方向。檢察官的

辦案風格不一，當檢察首長熟知各檢察官的辦案風格之後，可以從分案人員著手，直

接從源頭不著痕跡地，將案件指分給特定檢察官偵辦，偵辦結果就可在檢察首長的掌

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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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受理檢察官的案件 )懲戒事項及職務事項  (disziplinarrechtliche 

und dienstrechtliche Fragen)所設的法庭6，設在聯邦最高普通法院，

由一位審判長及四名陪席法官組成合議庭，審判長及二名常任陪席法

官，均為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至於另二名非常任的陪席法官，則視

被告的身分，由與被告屬於同一系統法院系統的終身職法官，或終身

職檢察官擔任7，掌有司法行政權的院長、及副院長，為免有球員兼裁

判之嫌，不得擔任職務法庭的法官。 

    職務法庭的審判權限頗為廣泛，並不限於懲戒案件，還包括法官

的轉調、任命、免職、命令退休、借調、派任兼職，以及因職務監督

所生之爭議。職務法庭在審理懲戒案件時，視為刑事庭，適用聯邦懲

戒法(Bundesdisziplinarordnung)之規定；而在轉調及其他程序中，視

為民事庭。但聯邦檢察官只有在正式懲戒程序，才由聯邦職務法庭審

理，其他事項則仍循一般公務員的申訴管道進行。 

    懲戒程序分為程序前調查及正式懲戒程序。前者係由檢察官之長

官對於檢察官之失職情形為必要的調查，經調查後如認不宜或不應為

懲戒處分時，即停止程序，並通知聯邦懲戒檢察官；如認確有失職，

但情節尚屬輕微，得本於職權為適當的處置；但如認事態嚴重，非其

權限內足以懲處，則聲請職務法庭裁定開始正式懲戒程序8。正式懲戒

程 序 採 用 訴 訟 模 式 ， 由 聯 邦 檢 察 長 兼 行 聯 邦 懲 戒 檢 察 官

(Bundesdisziplinaranwalt)之職務 9，制作起訴書 (Anschuldigungs- 

schrift)連同卷證移送職務法庭審理。審理時採言詞辯論，但並不對外

公開。 

                                                
6  邦職務法庭由各邦立法定之。 
7  德國法官法第 61 條第 2 項、第 122 條第 4 項。 
8  德國法官法第 63 條第 2 項。 
9  德國法官法第 63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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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各版本草案對於職務法庭的設計大同小異，都根據大法官會

議解釋採用言詞辯論訴訟模式，然雖然有規定當事人10，但並沒有類

似德國懲戒檢察官的角色，審判長於必要時，得命受命法官先行準備

程序，闡明起訴之事由11。職務法庭的很多事項，都準用公務員懲戒

法的規定，然因我國公務員懲戒制度尚待修正，目前尚難評斷職務法

庭的具體功能。 

    黃版、謝版及司法院版法官法草案所規劃的職務法庭，只審理檢

察官之懲戒事項，至於其他身分保障、職務監督事項，則不包括在內，

應另循公務員保障制度的管道救濟。至於孫版的司法官法，則將職務

法庭的所有功能一併適用於檢察官，對於檢察官的保障固然較多，但

檢察官職務監督事項，有些是涉及首長指令權之行使，是否適合讓審

判權介入，還是在介入之前先讓檢察機關有自我檢視、糾正的機會，

應在指令權之行使程序做更精確詳細的規劃。 

 

                                                
10 黃版、謝版及司院版第 54 條。 
11 黃版、謝版及司院版第 5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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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因為立法生態之故，目前在立法院審議中的(司)法官法，都是由

「代理人」提出的，其實每一個版本，關於檢察官身分保障的內容差

異並不大。除了孫版司法官法草案，明文將法官與檢察官同列為司法

官，其他版本都以法官為主，在其中設專章規範檢察官，並規定檢察

官「準用」部分相關規定，黃版及司院版則在準用方面，另外定了落

日條款，以終結準用的狀態。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1。檢察官的

身分保障是隨著其職權行使而來，而其職權的行使則涉及其定位問

題。而檢察官的定位又隨著歷史因素、訴訟制度、社會期許、法學教

育等而變動，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檢察官定位的癥結問題未能形成

共識，並加以釐清之前，法官法立法過程中的紛擾是無法避免的。 

                                                
1  論語子路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