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署歷史沿革  

本署源於1896年日據時期之「臺灣總督府高等
法院檢察局」，臺灣光復後，國民政府司法行
政部於1945年11月1 日派員來臺接收該局業務，
由蔣慰祖先生擔任在臺首任首席檢察官，並更
名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獨立於法院之
外行使職權，此即本署前身。1980年7月1日
檢審分隸制度開始實施，司法行政部改制為法
務部，本署隸屬於法務部。1989年12月24日
配合法院組織法之修正，更名為「臺灣高等法
院檢察署」，機關首長亦同時改稱檢察長。   



• 
 

•1895(日明治28年)以日令發布「臺
灣總督府法院職制」，以「 法院」
稱呼司法審判機關，並未特別設置
檢事或其他專司檢察事務之人。  

•1896(日明治29年) 臺灣總督府發布
律令第1號「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
據此而設之「臺灣總督府法院」，
自1896年7月15日開始運作。其同時
設置檢察官，判官、檢察官均由臺
灣總督任用（第4-5、7條）。（檢
察制度在臺灣正式設置。） 

•1898(日明治31年) 修正臺灣總督府
法院條例，其第9條規定：「各法
院附置檢察局。檢察局直屬臺灣總
督，其管轄區域與各法院管轄區域
相同，各檢察局設置檢察官。」第
11條規定：「於各檢察局內設置檢
察官長。…檢察官長指揮監督檢察
局之事務。」 

•1899(日明治32年) 以訓令發布之
「臺灣總督府法院及檢察官事務章
程」，具體地落實檢察一體原則。
依該章程，檢察官長對於個案之司
法判斷，擁有院長所無法相應之權
力，亦即檢察官在做成起訴與否之
處分時，尤其是對政治性案件，必
須受到檢察官長之指揮，上訴須以
檢察官長之名義（等於須取得其同
意），又例如做移轉管轄、或在預
審終結時提出免訴或管轄錯誤之意
見，也應受檢察官長指揮。  

 



 
 

• 西元1906 (清光緒32年)  
清廷將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其
下設各級審判廳，並頒行「大
理院審判編制法，其第12條：
凡大理院以下審判廳局，均須
設有檢察官，其檢 
察局附屬該衙署之內。第13條：
檢察官於刑事有提起公訴之責，
檢察官可請求用正當之法律，
檢察官監視判決後正當施行。
（中華民國檢察制度之濫觴） 
 
 
 
 
 

• 西元1907 (清光緒33年)  
編成「法院編制法」仿歐陸法
制在「審判廳」外設置 「檢
察廳」，以「推事及檢察官」
稱呼承辦審判、檢察事務之官
員。同時頒布「高等以下各級
審判廳及檢 察廳試辦章程」，
設京師、天津高等以下審判廳
及各 級檢察廳，明定審判與
檢察2廳獨立行使職權，檢察 
制度至此正式確立。   
 
 

   
 
 



• 西元1909 年 (清宣統元年)  
先後頒行「各省城商埠各
級審判檢察廳編制大綱」
及「法院編制法」，依該
法規定檢察官職權、   檢察
廳對法院獨立行使職權，
檢察官不得干涉審   判或掌
理審判職務、檢察官均應
服從長官之命令  ；大理院
審判特別權限之訴訟案件
時，與該案有關之各檢察
官應服從檢察廳檢察長之
命令辦理一切事務；檢察
官遇有必須代理情形，得
代所屬檢察廳檢察官；地
方及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總檢察廳檢察長，有親自
處理各該管區域內檢察官
事務之權限，並有將該管
區域內檢察官之事務移轉
他檢察官處理之權。該法
已具4級3審、審檢分立及檢
察一體之特色。另凡檢察
廳俱有指揮司法警察之權
。（建立4級3審、審檢分立
及檢察一體之特色，及建
立檢察廳指揮司法警察之
權限。） 
  

 



1912 (民國元年)  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下令：「現
在民國法律未經議定頒布，所有從前施行之法律
及新刑律除與民國國體牴觸各條應失效外，餘均
暫行援用，以資遵守」。   

1913 (民國2年) 
 司法部令頒「檢察廳指揮司法警察證暫行細則」 

   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令制定「推事檢察官律師書記
官服制令」，其第2條規定檢察官制服之鑲邊為紫
絨色。  

 司法部令頒「推事檢察官律師書記官服制施行
令」。   

1914 (民國3年) 
  司法部令頒「地方審判廳刑事簡易庭暫行規則」、

「審檢廳處理簡易案件暫行細則」。 

 大總統令頒「檢察廳調度司法警察章程」。   

 大總統令頒「縣知事兼理司法事務暫行條例」，
第1條：凡未設法院各縣之司法事務委由縣知事處
理之。 大總統令頒「縣知事審理訴訟暫行章程」，
第1條：凡未設審檢廳各縣第一審應屬初級或地方
廳管轄之民刑訴訟均由縣知事審理。 

  司法部令頒「司法講習所規程」，第1條：司法部
設司法講習所以植養司法人材為旨。（我國最早
之司法官訓練機關）   



西元1934年（民國23年）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修正公布司法行政部再

次隸屬司法院。  

 司法院院長居正兼代司法行政部部長。   

 王任賓任司法行政部部長。   

西元1935年（民國24年） 
 國民政府制定公布「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並

定同年7月1日施行。  

  國民政府制定修正公布「中華民國刑法」，並定
同年7月1日施行。 
 8.17 國民政府令頒「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員資格審
查辦法」。  

 司法行政部令頒「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
項」。   

 西元1936年（民國25年） 
 司法行政部公布「推事檢察官任用資格審查規則」

及「司法官審查委員會規則」。 

  司法行政部訓令所屬各級法院院長及檢察處首席
檢察官務須一律兼辦案件。   

 國民政府公布「調度司法警察章程」。   

 司法行政部令頒「調查司法警察要點」。   

 西元1937年（民國26年） 
 國民政府公布「暫行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員官等官

俸表」。  



•西元1928年(民國17年)國民政
府公布「刑法」，定同年9月1日
施行。（即今稱舊刑法） 國民政
府公布「刑事訴訟法」及「刑事
訴訟法施行條例」。（現行刑事
訴訟法正式公布）國民政府公布
五院組織法，司法院內設司法行
政署。 司法部部長魏道明到職。
國民政府令公布修正「司法院組
織法」將司法行政署改為司法行
政部，仍隸屬司法院。國民政府
公布「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組織
法」。 

•西元1929年（民國18年）國民
政府司法院令公布「推事檢察官
書記官律師 制服制條例」，其第
2條規定檢察官制服務鑲邊 為紫
色，帽章用青天白日中嵌篆文
「法」字。 國民政府司法院訓令
司法行政部籌設法官訓練所。   

司法行政部公布「檢察官指揮司
法警察暫行細則」。  

國民政府公布「司法院司法行政
部組織法」。司法院通令廢除
「斬刑」。   

 

 

 

 

•西元1932年（民國21年）司法行政部改隸行政院，羅文幹任部長。 

司法行政部公布「司法官任用迴避辦法」。國民政府公布「法院 

組織法」，24年7月1日施行，廢除4級3審制，改為3級3審制，僅最 

高法院設檢察署，置檢察官若干人，置檢察長1人，其他各級法院 

各設置檢察官若干人，以1人為首席檢察官。檢察官服從監督長官 

之命令，檢察長及首席檢察官 得親自處理所屬檢察官之事務，並 

得將所屬檢察之事務移轉於其他檢察官處理。檢察官對於法 院仍 

獨立行使職權，但經費及其他行政權則操之法院。 

 



                                  

 

 

西元1945年(民國34年) 
  司法行政部派蔣慰祖先生為首任臺灣高

等法院首席檢察官，接收「臺灣總督府高
等法院檢察局」，並更改名稱為「臺灣高
等法院檢察處」，各地方法院「檢察局」
更名為「檢察處」。至35年1月10日始全
部接收完竣。   

 行政院公布「檢察官推事指揮司法警察細
則」及「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職務聯繫
辦法」。   

西元1946年（(民國35年） 
 國民政府公布「臺灣法院接收刑事案件處理條

例」。（為檢察官辦理刑案的重要參考法條） 

  國民政府公布「羈押法」。   

西元1947年（民國36年) 6.1在臺南新
設「臺灣高等法院第一分院」，翌年1月1
日改稱「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西元1950年(民國39年) 

最高法院檢察署遷台辦公，司法
行政部指令裁撤台灣辦事處。 

林彬繼任司法行政部長。（政府
遷台後首任司法行政部部長。）   

司法行政部頒布「司法行政部司
法人員訓練辦法」設置「司法人
員訓練班」，首度在台辦理司法

人員訓練。   

西元1951年(民國40年)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發布「臺灣
各法院檢察處辦理案件及一般業
務應行注意事項」。 

  設置福建高等法院廈門分院檢察
處。   

西兀1952年(民國41年)最高法院檢
察署檢察長趙琛到職。   

 



 

西元1958年(民國47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處黃向堅檢察官，

不服第一審法院判決南投縣長李國楨涉
嫌貪污案件被判無罪，決意提起上訴，
延首席檢察官遲未准其上訴，乃以承辦
檢察官身分逕向法院聲明上訴，再以簽
呈夾上訴理由書送首席檢察官核辦，延
首席在簽呈上批示：「奉令不上訴」後
退回。本案後被雜誌披露，嗣後監察院
展開調查，延首席受撤職處分。李國禎
最後因不能證明犯罪由第二審法院判決
無罪確定。  

西元1960年 
（民國國49年)司法行政部鄭彥棻到職。   

西元 1967年(民國56年)查良鑑任司法行政部
部長。   

西元1968年(民國57年)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
成立「臺灣地區刑事資料中心」。   

西元1969年(民國58年)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王建今視事。   

1970年(民國59年)總統特任王任遠為司法行政
部部長。   

  
 



  西元1946年(民國65年)  汪道淵任司法行政部

部長。   

西元1978年(民國67年) 李元簇任司法行政部

部長。 

西元1979年宣告將實施審檢分隸 
釋字第86號解釋要求法院改隸司法院，近20年後，
蔣經國總統為因應臺美斷交，擬營造「政治革新」
形象，乃於1979（民國68）年4月4日，在中國國
民黨中常會裡宣告將實施「審檢分隸」。行政、
立法部門，隨即辦理改隸事宜，並完成立法。 

西元1979年(民國68年) 司法行政部配合審檢分
隸有關法規之從速修正，依照行政院規定，組
「審檢分隸法規整理工作小組」，置研究委員18

人，由該部及司法院指定之人擔任之。   



 

西元1980年(民國69年)  
 司法行政部部長李元簇在立法院說明實施審檢

分隸，「司法行政部」更名「法務部」之內部
組織及職掌。 

 立法院司法、法制兩委員會，審查通過「司法
行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   

 總統公布「法務部組織法」，首任法務部部長
李元簇。   

 總統公布「法院組織法」，第5章章名「檢察署
及檢察官之配置」修正為「檢察機關」，將原
來配置於法院之檢察官修正為獨立之檢察機關。
各級檢察機關（最高法院檢察署及高等法院以
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處）一面隸屬於法務
部，一面配置於各級法院，而與同級法院平行，
不相隸屬。  

  高等以下各級法院改隸司法院；司法行政部更
名為法務部，最高法院檢察署及高等法院以下
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處隸屬於法務部。審判
行政與檢察行政各自分離。   

 

西元1981年(民國70年) 檢察機關第1套電腦主

機誕生，刑案卡片資料陸續建檔。   
西元1982年(民國71年)法務部訂頒「地方法院

及其分院檢察處處務規程」及「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檢
察處處務規程」，同日施行。  
 



刑事訴訟法改革萌芽 
因1982（民國71）年4月4日發生臺灣史上第一樁銀
行搶案，承辦警員私行逼供，造成王迎先跳水自
盡，輿論要求檢討刑事訴訟程序被告權益之保障，
立法院乃於同年7月完成修正刑事訴訟法。   

西元1982年(民國71年） 
        因王迎先命案之影響，刑事訴訟法第27條偵查中

得選任辯護人及第88條之1「緊急逮捕」修正條文
及增列第71條之1經立法院3讀通過。（此條為王迎
先條款，為臺灣刑事人權保障重要條款）   

西元1983年(民國72年） 
        司法院發布「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新建或整建

法庭法台及席位暫行規定  

西元 1984年（民國73年〕 總統特任施啟揚為
法務部部長。   

西元1986年(民國75年)石明江任最高法院檢察
署檢察長。   

西元1987年(民國76年） 
        臺灣地區自本日零時起解除戒嚴，象徵我國政治、

經濟及社會均將邁入新紀元。臺灣政權由威權邁
向民主，隨著政經環境之改變，人權意識之高漲，
人民對於自由權之保障要求標準提高，陸續開放
黨禁、報禁，檢察官內部改革運動也開始風起雲
湧。   



西元1987年(民國76年） 

•12.8立法院3讀通過「法院組織法」修正
條文，規定各級法院及分院各配置「檢
察署」，第1、2級檢察機首長名稱由
「首席檢察官」更名為「檢察長」，最
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改稱為「檢察
總長」。當時檢察總長為石明江。   

•12.12 立法院3讀通過「司法人員人事條
例」。   

•12.22 總統公布「法院組織法」修正條文、

「司法人員人事條例」。  

西元1988年(民國77年)  

•7.1 法務部為使刑事偵查案件之筆錄，符
合正確詳明之原則，訂定「檢察處使用
錄音錄影輔助偵查紀錄實施要點」，規
定高等以下各級法院檢察處應置錄音設
備，以輔助偵查紀錄。各檢察處全面實
施錄音錄影。   

• 7.22 蕭天讚任法務部部長。  



西元1991年(民國80年)  
• 2.7 法務部訂頒「檢察機關辦理案件防止遲延實施要

點」，分行實施。（偵查案件偵辦期限依檢察署辦案期
限規則規定）   

• 5.25 法務部核頒「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暨所屬各檢察署
檢察官慎重羈押要點」。 
法務部核頒「檢察機關法警戒護人犯使用手銬戒具應行
注意要點」。 
法務部核頒「檢察機關發布新聞應行注意事項」，以落
實查不公開原則。   

西元1992年(民國81年)  
•  5.16 總統公布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100條條文。   
• 5.18 陳涵任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 11.26 法務部訂頒「檢察機關實施通訊監察應行注意要

點」。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於民國88年7月14日由總統公布）  

西元 1993年(民國82年) 
•  2.27 馬英九任法務部部長。   
• 9.29 法務部核定「檢察警察暨調查機關偵辦刑事案件新

聞處理注意要點」，規定警察暨調查機關辦理案件，在
偵查終結前，依本要點發布新聞，應經其上級機關首長
核定。檢察機關發布新聞，應經檢察長或檢察總長核定，
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於10月7日通函分行實施。   

西元1995年(民國84年) 
• 3.8法務部頒布「檢察官搜索政府機關應行注意事項」 



 
西元1989年(民國78年) 
 司法院第四廳廳長夫婦，遭人舉發向檢察官關說、

行賄，被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處檢察官高新武
在未報告首席檢察官情形下，率新竹調查站人員
越區到臺北拘提，受到矚目。且在拘提前1日，
首席檢察官已將案件下令移轉給畢雲主任檢察官
偵辦，高新武檢察官抗拒交出案卷。   

 法務部部長蕭天讚被指在行政院政務院委員任內
涉嫌為第一高爾夫球場弊案關說一案而辭職。   

 11.27呂有文任法務部部長。   

 
西元1990年(民國79年) 
  司法院發布「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法庭席位布

置規則」，將檢察官席位由與推事並排座移至檯
下，檢察官席設置於法官席左右兩端正前方20公
分處，與辯護人席對座。   

  行政院核定發布「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
院檢察署檢察長職期調任辦法」，任期定為4年，
得連任1次。滿70歲者，不得擔任檢察長。   

 司法院、行政院會銜發布「法官、檢察官、公設
辯護人、律師及書記官服制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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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995年(民國84年) 
• 10.19法務部部長馬英九親率所屬至憲法法庭就檢

察官羈押權是否違憲陳述意見。（此為憲法法庭
首次開辯論庭，亦是首位法務部長至憲法法庭陳
述意見。）   

• 10.20總統公布「刑事訴訟法」第253、376條等部
分修正條文，擴大檢察官得職權不起訴處分之範
圍。   

• 12.22  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392號解釋，宣告
檢察官行使羈押權違憲，並定下該違憲規定應於
2年內失效之落日條款。並肯認檢察官雖非法官，

但「檢察機關。」仍為「司法機關」。   

西元1996年(民國85年) 
• 6.10廖正豪任法務部部長。   

• 6.24法務部訂頒「檢察官守則」。   

• 7.1法務部為審議檢察官人事案件，建立公平、公
正之人事制度，設置「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
審查檢察官之任用、升遷、轉調、重大奬懲及申
訴案件暨辦案書類成績審查等事項。   



•7.15法務部頒布實施「檢察官評鑑辦法」、
「檢察官個案評鑑要點」。   

•  8.10 自本日起，全面展開掃黑行動。據統
計，截至9月1日，各地檢署共偵辦包括竹
聯、四海、天道、沙地及15神虎幫首惡及
其成員共72人，其中36人依法予以羈押。   

西元 1997年(民國86年) 
• 5.5盧仁發任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 12.19總統公布「刑事訴訟法」第91至93條、100至
103條等部分修正條文，羈押權改由法院行使(決
定)。   

•  12.21自本日零時起，偵查中羈押權改由法院行使
(決定)。自此檢察官不再擁有強制處分權。（臺灣
地區檢察官自901年擁有近一世紀之羈押權）   

西元1998年(民國87年) 
• 1.6法務部為充分發揮檢察功能，本於檢察一體原則，

建立協同辦案，研擬「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協同
辦案實施要點」，於本月6日通函分行實施。   



• 1.21總統公布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條文，規定
除非急迫情況，否則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
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建立訊問筆錄之
公信力，擔保程序之合法）   

• 5.4一群基層檢察官為捍衛檢察官之司法官性質，
至立法院成功阻止「民間版法官法」進入一讀
程序，會中並散發「給我一根槓桿，我能移動
整個地球」文宣。   

• 5.16劉惟宗、陳瑞仁等10名檢察官在新竹市參加
「一、二審檢察官業務座談會」時，於凱撒飯
店發起成立「檢察官改革協會」，掀起了檢察
體系基層改革運動。   

• 7.15城仲模任法務部部長。   
• 11.20法務部頒布「檢察一體制度透明化實施方

案」，釐清檢察一體之上命下從關係及指令權
之界限，並建立指令書面化原則。   

西元1999年(民國88年) 
•  1.12立法院3讀通過「法院組織法」修正案，增

設檢察事務官，協助檢察官辦案。在檢察體系
內，檢察事務官被稱為「王朝、馬漢條款」，
為檢察官辦案增加生力軍。   

• 2.1葉金鳳任法務部部長。   
• 2.3總統公布「法院組織法」第66條之2至第66條

之4部分修正條文，各檢察署得設檢察事務
官。   

•  3.31法務部公布「檢察改革白皮書」，以「人
民的司法」為主軸，期建立一公正客觀積極效
率廉潔親和團隊紀律之檢察新形象，並提出8項
檢察改革方向。   

•   



• 7.6－7.8司法院舉辦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在
臺北國際會議中心召開，會中確立刑事訴訟採
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改革方向。   

西元2000年(民國89年） 
• 5.20政黨輪替，新政府上任。 

陳定南任法務部部長。   

• 6.1法務部甄選之第1期100名檢察事務官，正式
分發各地檢署，以紓緩檢察官業務，並提高偵
查效率及品質。   

• 6.1法務部擇定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及苗栗
地方法院檢察署成立「公訴組」，率先實施
「檢察官專責蒞庭制」全程到庭實行公訴，為
刑事訴訟新制作準備。   

• 6.1臺高檢署成立「查緝黑金行動中心」正式掛
牌運作，在臺北、臺中、臺南、高雄等四個二
審檢察署設特別偵查組，專責辦理重大黑金案
件。   

• 7.1法務部提出「掃除黑金行動方案」，結合一、
二審檢察官及調查員、警察、憲兵與相關專業
人員合署辦公，展開主動蒐報、即時行動、團
隊作戰之查緝黑金行動。   

• 7.6訂定「法務部所屬一、二審檢察署檢察長遴
選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首度建立檢察首長
任命前之人選諮詢制度。   

• 8.16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奇美假
股票案，搜索立法委員廖福本國會辦公室及宿
舍，引發立法院高度關切。   



• 10.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國安局前出納
組長劉冠軍洗錢案之洩密案，為追查中時晚報刊
載三名關鍵人筆錄之來源，搜索中時晚報報社及
綜合新聞中心主任宋○○、社會組組長廖○○住
處。引發報社抗議及各界討論新聞自由與檢察官

搜索偵查之界限。  

西元2001(民國90年)   
• 1.1司法院與法務部通函各級法院、檢察署即日起

改善法庭設施，設置指認室，以加強證人及被害
人保護。   

• 1.3立法院三讀通過「刑事訴訟法」有關搜索權部
分修正條文，經總統於同月12日公布。偵查中搜
索票改由法院核發。   

• 1.16法務部訂定「法務部所屬各檢察機關處理假
性財產犯罪案件改進方案」，以減輕檢察官辦理
假性財產犯罪案件之負擔。   

• 4.11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警方到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搜索，查扣14台擅自下載
國內版權流行音樂之個人電腦，引起校園震
撼。   

• 10.22法務部訂定「法務部所屬監院所校遠距接見
要點」，使民眾可利用遠距視訊接見在法務部所
屬各監院所校內之受刑人等。   

 



• 11.14「台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由我國駐美代
表程建人和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完成
草簽。   

• 11.21行政院會議議決通過「駐美國台北經濟文
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間之刑事司法互助協

定」草案，並送立法院審議。   

西元2002年(民國91年) 
• 2.8總統公布「刑事訴訟法」第161、163條及第

253之1至 253之3條等部分修正條文，確立改良
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方向，檢察官應負實質舉
證責任，法官職權調查改為補充性質，並增訂
緩起訴制度，擴大檢察官之裁量權。另外檢察
官緊急搜索權又再次遭到限縮。   

• 3.26（美東時間）在美國華府，我國與美國簽訂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
間之刑事司法互助協定」   



• 8.24法務部針對立法院通過「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
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發布新聞稿，除對立法院
強行表決通過該條例，其內容嚴重侵犯司法偵查
權、明顯違反憲政上正當法律程序及權力分立原
則，表達強烈遺憾外，並重申「支持調查，反對
違憲」之立場。   

• 9.1 吳英昭任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 9.27法務部長陳定南率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所長林
輝煌至憲法法庭陳述法務部對「三一九槍擊事件
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釋憲案之法律意見。   

• 10.16由基層檢察官組成之「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
召開成立大會。該會以追求檢察官對外獨立行使
職權、推動司法改革、促進國際司法交流為宗旨，
為第一個正式設立登記之檢察官社團。   

• 12.1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李子春未經檢
察長核閱，逕行起訴游盈隆涉嫌頭目津貼賄選案，
引起檢察界震撼。花蓮法院嗣認定程序合法起訴
有效，於94年11月3日判決無罪。   

 

 



• 8.27法務部與美國完成「台美刑事司法互助協
定」後，完成第1件美國司法部請求協助調查
之重大跨國洗錢及詐欺案，涉案人嗣遭美國
法院羈押。   

• 11.20法務部向美方提出首件司法互助案件，
並聯繫美方我國將指派檢察官就「蘇澳興隆
號漁船疑遭挾持案」赴美訊問證人，以期釐
清真相。 

   西元2003年(民國92年) 
• 2.26總統公布「刑事訴訟法」第12章證據等部

分修正條文，建立交互詰問制度及傳聞法則
等證據法則。   

• 9.1刑事訴訟法新制實施，全面實施檢察官全
程蒞庭。從此檢察官回到公訴法庭，負起實
質舉證責任，法庭活動產生嶄新之面貌。  
 

西元2004年(民國93年） 
•  )3.19陳水扁總統及呂秀蓮副總統於是日下午1

時45分許，在臺南市連袂掃街拜票從事正副
總統競選活動時，於車上同遭槍擊，臺灣臺
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隨即展開偵辦。至
94年8月17日最高法院檢察署公布槍擊案偵結
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認定陳義雄
涉案，但以其已死亡為由，處分不起
訴。   3.26最高法院檢察署成立「319鑑識專
案小組」，由檢察總長盧仁發擔任召集人，
小組成員包括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等人。   

• 4.7總統公布「刑事訴訟法」增訂第7編之1協
商程序條文，引進審判中由檢察官發動進行
之量刑協商程序。   

 



西元2005年(民國94年) 
• 1.7立法院3讀通過具歷史意義「中華民國刑法」

及「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本次修正之主要方向為落實「寬嚴並濟的刑事
政策」，為七十年來刑法之最大幅度修正。   

• 2.1施茂林任法務部部長。   

• 2.2總統公布修正「中華民國刑法」條文及「中
華民國刑法施行法」條文。   

• 11.15為慶祝檢察制度實施一世紀，法務部舉辦
「檢察官：法治國的守護人－檢察世紀回顧與
展望」座談會，期使檢察官堅守追訴犯罪、保
護無辜之使命 



西元2006年(民國95年) 
• 2.3總統公布「法院組織法」修正條文，第66條

規定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由總統提名，經
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任期4年，不得連任。第63
條之1規定最高法院檢察署設特別偵查組，職司
偵辦涉及總統、副總統、五院院長、部會首長
或上將階級軍職人員貪瀆案件、選務機關、政
黨或候選人於總統、副總統或立法委員選舉時，
涉嫌全國性舞弊事件或妨害選舉案件及特殊重
大貪瀆、經濟犯罪、危害社會秩序，經最高法
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指定之案件。   

• 3.29當日凌晨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承辦檢察
官凌晨啟動台美司法互助協定，透過視訊對在
美國聯邦司法部偵訊室內之91年中華航空公司
在澎湖外海失事之關鍵證人，進行我國司法史
上第1次跨國視訊偵訊。   

 

 



• 4.3法務部發布「法務部遴派檢察官進駐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辦事要點」，以加強本部暨所
屬檢察機關與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監業務
相互聯繫與協調配合，提升偵辦重大金融犯罪案
件之效能。   

• 4.11檢察總長被提名人謝文定，因立法院朝野對
抗，遭在野黨委員杯葛，未能通過立法院同意任
命。謝文定於立法院未能同意該人事任命案後，
立即發表聲明明確表達檢察官拒絕政治施壓之堅
持。6.5法務部於6月5日至28日舉辦「傳承歷史．
航向未來－檢察世紀文物展」。   

• 7.10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全國矚目之台
開弊案，陳水扁總統女婿趙建銘與其父趙玉柱等
多名被告因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內線交易、刑法
侵占、背信等罪嫌，嚴重破壞國內金融秩序，遭
檢察官起訴。之後引發社會一連串反貪腐的風潮，
導致政情動盪。（我國司法史上首位元首女婿及
其父等遭起訴案件。）   

 



• 8.12-8.19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於95年8月12日至
19日分別至北京、天津、福州、泉州、廈門等
地，訪問當地檢察機關，開啟兩岸檢察官首次
檢察業務交流，深具歷史意義。（兩岸檢察官
首次檢察業務交流。）   

• 11.3 
 全民矚目之國務機要費一案偵結，臺灣高等法
院檢察署查緝黑金行動中心特偵組檢察官陳瑞
仁協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法
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縝密偵查後，依共同
貪污及偽造文書罪嫌對總統夫人吳淑珍提起公
訴，震撼國內政情。之後並引發對總統行使偵
查權界限的憲法爭議。（我國司法史上首位第
一夫人等遭起訴之案件。）   

 

西元2007年(民國96年)   
• 1.18立法院同意總統提名之檢察總長被提名人陳

聰明出任檢察總長。（我國史上第一位由總統
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檢察總長。）   

• 1.24檢察總長陳聰明到職。   

 



•  2.13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因擔任臺北市市長期間，
市長特別費使用問題，遭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查緝黑金行動中心特偵組檢察官侯寛仁協同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貪污罪起訴，
震撼政壇。7月3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辯論終結，
辯論終結前公訴檢察官追加起訴公務背信罪。8
月1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特別費具實質補
貼性質」宣判無罪，並認定起訴認事用法都有
誤。8月1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特別費具實
質補貼性質」宣判無罪，並認定起訴認事用法
都有誤。8月17日臺北地檢署提起上訴，12月28
日臺灣高等法院以「特別費屬補貼性質、領據
部分不應過問」宣判無罪。97年1月19日臺灣高
等法院檢察署不服二審無罪判決，列四理由上
訴最高法院，並稱上訴目的是讓最高法院以終
審法院地位，對首長特別費作統一見解。該案
於97年4月24日最高法院駁回檢察官上訴，無罪
判決定讞。      

• 3.12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臺南市長許添財特
別費案，獲不起訴處分。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對首長特別費使用方式法律
見解不同，出現歧異結果，引起輿論譁然，並呼籲最
高法院應研議統一見解。  

 

 



• 3.29此次全國檢察長人事調動，因9名票選檢審
委員，質疑有政治力介入，要求再次召開徵詢
會議，惟屆時卻拒絕出席會議，法務部遂於是
日晚間公布調動名單，檢協會及檢改會發表聲
明，要求說明調動理由，法務部為避免引起不
必要誤會，乃於4月4日再次召開檢審會，聴取9
位票選委員意見，完成徵詢程序。（法院組織
法第59條之1規定法務部部長遴任檢察長前，檢
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應提出職缺二倍人選，由
法務部部長圈選之。檢察長之遷調應送檢察官
人事審議委員會徵詢意見）  4.2最高法院檢察署
特別偵查組揭牌成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查
緝黑金中心解散。 
經檢審會通過名單為陳雲南主任檢察官、朱朝
亮、周志榮、沈明倫、吳文忠、越芳如、侯寛
仁、周士榆、李海龍、林嚞慧。   

 

 



• 5.8檢察總長陳聰明召開全國檢察長會議，研商
偵辦特別費統一法律見解問題，會中決議認因
現已月特別費案件在法院審理中，此刻不宜討
論此一法律問題，故並未訂出偵辦特別費案的
統一見解。此一結論遭致各界抨擊「檢察不一
體」、造成人民對司法不信賴。  

•  5.16檢察總長陳聰明第一次依95年2月3日修正公
佈之法院組織法第66條規定為法律案（法官法
草案）到立法院備詢。 

•  6.14最高法院檢察署拉法葉軍購弊案特調小組
經過多年與瑞士司法當局交涉結果，透過司法
互助程序，瑞士已將涉及拉法葉案佣金被凍結
在瑞士銀行的三千五百萬美元﹛約合新台幣十
一億五千八百萬元）歸還給我國政府，為我國
多年來司法互助所獲致最豐碩的成果。 

  

 



•  6.15立法院三讀通過「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
正條文，檢察官之通訊監察書核發權改為由檢
察官向法官聲請核發。7月11日由總統公布，公
布後五個月施行。   

• 9.21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偵辦民進黨四大
天王特別費一案偵結，檢察官依貪污及偽造文
書罪嫌對副總統呂秀蓮、民進黨主席游錫堃、
總統府秘書長陳唐山提起公訴，民進黨總統候
選人謝長廷，副總統候選人蘇貞昌獲不起處分。  

西元2008年(民國97年) 
• 2.5司法院修正發布「法庭席位布置規則」將，

學習司法官修正為學習法官（檢察官）席。 

• 7.15 96年5月間由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告發之首長 
特別費案，第一階段經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
查組終結，其中9人經檢察官以違反貪污治罪條
例等罪名提起公訴，包括前法務部長施茂林、
前內政部長李逸洋、前教育部長杜正勝、前考
選部長林嘉誠及前銓敘部長朱武獻等前政務官
均遭起訴。          

•   

 



• 8.16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偵辨第一家庭洗
錢等弊案，搜索前總統陳水扁臺北住宅及辨公
室、夫人吳淑珍胞兄吳景茂臺南住處等地，並
訪談吳淑珍。 

• 11.11前總統陳水扁涉及國務機要費、洗錢等弊
案，經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檢察官於本
日聲請法院羈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合議庭於
次日（11月12日）凌晨7時07分裁定准予羈押禁 
見，是中華民國史上第一位因貪污等弊案羈押
的卸任元首。 

• 12.12 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偵辦陳前總統
水扁等人淑及國務機要費、洗錢等弊案，於本
日偵查終結，檢察官將陳水扁、吳淑珍、陳致
中、黃睿靚、吳景茂等14名被告分別依貪污治
罪條例、偽造文書、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名提 
起公訴。 全案移審臺北地方法院，由周占春審
判長之合議庭審理，該合議庭於次日（12月 13
日）凌晨當庭裁定無條件釋放陳水扁，引起社
會譁然。 

• 12.16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就臺北地方法
院合議庭無條件釋放陳水扁一案，於本日提出
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原裁定 發回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同年月1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再度開庭審理後，仍維持原裁定。           



• 12.26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就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合議庭就臺北地方法院合議庭無條件釋放陳
水扁一案，於本日再提起抗告，臺灣高等法院再
度撤銷原裁定，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在各界爭議聲中，決議將該改併由審
理國務機要費之蔡守訓法官審理。 

• 12.29臺北地方法院合議庭於本日下午再度庭審理
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下稱特偵組）抗告
案，並於次日（12月30日）更行裁定羈押陳水扁，
特偵組之抗告終獲法院支持。   

西元2009年（民國98年） 
• 1.23 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654號解釋，宣告羈

押法第23條第3項、第28條有關受羈押被告與辯護
人接見時監聽、錄音部分措施違憲，自98年5月1
日起失其效力。法務部立即函令各檢察機關及看
守所、自2 月5日起，除檢察官認為被告與辯護人
有串證、湮滅證據、勾串共犯之虞，仍可依刑事
訴訟法規定，以書面載明期間，指揮看守所對辯
護人接見特定被告時為監聽、錄音者外，於辯護
人接見被告時不得監聽、錄音，確保辯護人之秘
見權。                       



• 4.26我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中國大陸海
峽兩岸關係協會在南京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
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為1949年以來兩岸首
次簽署之司法協議，我國並以法務部為兩岸司
法互助事務之單一窗口，未來檢察官將可正式
循司法互助程序，自中國大陸取得偵審所需之
證據及相關司法協助。 

• 6.12 立法院三讀通過刑事訴訟法第93條修正案，
明定法院於受理檢察官之羈押聲請後，原則上
應即時訊問被告，惟至深夜（午後11時）仍未
訊問完畢，或深夜始受理聲請者，被告、辯護
人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得請求法院於翌日日
間訊間。本修正條文自99年1月1日起施行，未 

     來檢察官聲押庭挑燈夜戰之場景可望大幅減少，
亦有助於被告人權之維護。 

• 9.1新修正刑法第41條增訂「易服社會勞動」制
度，自本日施行。對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之聲
請，由檢察官依職權指揮執行之。 

• 12.28 為充分保障受訊問人權利，全國各檢察機
關全面在偵查庭中建置受訊問人之電腦螢幕，
以利受訊問人即時閱覽訊問筆錄，核對筆錄與
陳述內容是否相符，以確保偵查筆錄之正確性。                                 

 



•民國38年國民政府遷臺後，
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辭職，新
任部長梅汝璈未就職，由次長
趙琛代理部務。張知本任司法
行政部長。 最高法院檢察署公
布施行「最高法院檢察署臺灣
辦事處」在臺北設置臺灣辦事
處。 分別籌設屏東地方法院、
澎湖地方法院、臺東地方法院。
上開法院內均附置檢察處。朱
煥虨接任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
長。（遷台後第1任最高法院
檢察署檢察長。） 

•西元1954年(民國43年)最高法
院檢察署檢察長趙琛，以便條明
文下令台灣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
嚴密偵查吳國楨詆毀政府及涉嫌
貪污案。司法行政部長谷鳯翔到
職。 

 
•西元1955年(民國44年)司法官
訓練所成立，第1期司法官訓練
開訓。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趙
琛，書面指令同署檢察官偵辦李
宗仁叛亂案。 
•西元1956年(民國45年)1.30司法
行政部辦理民國45年第1次司法
官任用資格審查。   



１９８０年７
月１日審
檢分隸，
司法行政
部更名為
法務部 

 



• 西元1980年(民國69年)  

 司法行政部部長李元簇在立法
院說明實施審檢分隸，「司法
行政部」更名「法務部」之內
部組織及職掌。 

 立法院司法、法制兩委員會，
審查通過「司法行政部組織法
修正草案」。   

 總統公布「法務部組織法」，
首任法務部部長李元簇。   

 總統公布「法院組織法」，第5

章章名「檢察署及檢察官之配
置」修正為「檢察機關」，將
原來配置於法院之檢察官修正
為獨立之檢察機關。各級檢察
機關（最高法院檢察署及高等
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
察處）一面隸屬於法務部，一
面配置於各級法院，而與同級
法院平行，不相隸屬。  

  高等以下各級法院改隸司法院；
司法行政部更名為法務部，最
高法院檢察署及高等法院以下
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處隸屬
於法務部。審判行政與檢察行
政各自分離。   

 

 西元1981年(民國70年) 檢察機
關第1套電腦主機誕生，刑案卡
片資料陸續建檔。   

 西元1982年(民國71年)法務部訂
頒「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處
處務規程」及「高等法院及其
分院檢察處處務規程」，同日
施行。  

 

 

扭轉外界審檢不分、院檢一家的 

詬病，是我國司法改革重要里程碑 



 

1989年開始檢察官之法庭地位， 

 從臺上移到臺下，改變了 

審、檢、辯三方關係  



•2002年刑事訴訟法由職
權主義改為改良式當事人
進行主義，同時增訂緩起 
訴處分制度，擴大檢察官 
起訴裁量權。 
•2001年臺南地檢署檢察
官偵辦學生違法下載mp3音
樂案，檢察官一連串搜索
成功大學學生宿舍，引發
各界檢討檢察官搜索權，
促成立法委員提案修正刑
事訴訟法，將偵查中檢察

官搜決定權交給法官。          

         

 



 
 
 
 
 
 
 
 
 
•2006年1月 13日立法院修正法 
院組織法，規定檢察總長改由 
總統 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 
命。並在最高法院檢察署設置 
特別偵查組，專辦政府高層及 
重大貪瀆弊案。 
 
  
 

•2003年修正刑事訴訟法有關證據
之規定，引進美式證據排除法則，
傳聞法則及交互詰問制度，同年9月
1日檢察官全面實施蒞庭實施公訴， 

現行檢察官之法袍 

• 西元2003年(民國92年) 

2.26總統公布「刑事訴訟法」第12章證
據等部分修正條文，建立交互詰問制度
及傳聞法則等證據法則。   

9.1刑事訴訟法新制實施，全面實施檢
察官全程蒞庭。從此檢察官回到公訴法
庭，負起實質舉證責任，法庭活動產生
嶄新之面貌。  

•西元2004年(民國93年） 

 )3.19陳水扁總統及呂秀蓮副總統於是
日下午1時45分許，在臺南市連袂掃街
拜票從事正副總統競選活動時，於車上
同遭槍擊，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隨即展開偵辦。至94年8月17日最
高法院檢察署公布槍擊案偵結報告，臺
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認定陳義雄涉案，
但以其已死亡為由，處分不起
訴。   3.26最高法院檢察署成立「319鑑
識專案小組」，由檢察總長盧仁發擔任
召集人，小組成員包括鑑識專家李昌鈺
博士等人。   

4.7總統公布「刑事訴訟法」增訂第7編
之1協商程序條文，引進審判中由檢察
官發動進行之量刑協商程序。   

 



 本署歷任檢察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