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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辦理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應行
注意事項 
一、為使檢察機關於偵查中辦理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有相關規

範，俾資遵循，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適用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之案件為殺人罪、重傷罪、強盜

罪、擄人勒贖罪、性侵害犯罪，或其他攸關被害人權益而經檢察官

認有必要者。但不包括少年刑事案件。 

三、犯罪之被害人得聲請檢察機關透過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提

供第九點之案件資訊。但被害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或死亡

者，得由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

姻親或家長、家屬為之。 

四、聲請人應填具聲請狀（如附件）向現正偵辦案件之檢察機關聲請開

啟使用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如聲請人非犯罪之被害人

時，應提供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聲請人誤向前項以外之檢察機關提出聲請者，收受之檢察機關應將

聲請狀移由應受理之檢察機關，並通知聲請人。 

五、檢察機關收受聲請人之聲請書狀，應儘速分案，並將聲請書狀另行

彌封單獨附卷。 

六、檢察機關受理聲請後，應建立被害人資訊，並將核准與否之結果通

知聲請人；聲請經核准後，由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發送帳

號通知訊息，於聲請人變更密碼後，再發送案件資訊通知訊息。 

七、檢察機關僅提供自核准聲請後發生或繼續存在之案件資訊。 

八、聲請人填具聲請狀（如附件）聲請停止獲知案件資訊時，即終止通

知。 

九、偵查中聲請人透過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可獲悉檢察官對被

告諭知強制處分結果、偵查結果、被告通緝到案案件資訊。但檢察

官認通知有妨礙偵查程序之進行時，得不通知。 

前項情形，於妨礙之事由消滅後，檢察官應繼續通知。 

十、偵查中被告經檢察官諭知強制處分之結果，由檢察機關將案件資訊

提供予聲請人；被告經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由法院諭知強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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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結果，則由法院將案件資訊提供予聲請人。 

十一、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以傳送電子郵件方式，將案件資訊

通知聲請人；檢察官亦得視具體個案情形，將案件資訊併以其他

方式通知聲請人。 

 



1 

檢察機關辦理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應行
注意事項總說明 
    為回應外界對於司法機關保護被害人訴訟資訊之期待，藉由建立被

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使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中，對於訴訟之進行、

結果及與被害人權益相關資訊能清楚掌握，被害人透過對於案件資訊之

瞭解，使其免於不確定之心理擔憂，並可兼顧其人身安全，如此賦予被

害人更完整之保障。為使檢察機關辦理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有

相關規範，俾資遵循，爰訂定「檢察機關辦理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

平台應行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本注意事項)，共計十一點，其要點如下： 

一、本注意事項之訂定目的、適用範圍。（第一點及第二點) 

二、有權聲請獲知案件資訊之人。（第三點) 

三、聲請方式、受理機關及聲請狀保存方式。（第四點及第五點) 

四、受理聲請後之作業流程。（第六點) 

五、提供案件資訊之時間點及終止通知。（第七點及第八點) 

六、被害人透過平台得獲知之案件資訊。（第九點） 

七、偵查中強制處分結果之通知機關。（第十點） 

八、通知方式。（第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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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辦理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應行
注意事項 

規   定 說   明 

一、為使檢察機關於偵查中辦理被害人刑

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有相關規範，俾

資遵循，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本注意事項訂定之目的。 

二、適用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之

案件為殺人罪、重傷罪、強盜罪、擄

人勒贖罪、性侵害犯罪，或其他攸關

被害人權益而經檢察官認有必要者。

但不包括少年刑事案件。 

一、鑑於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在

我國初步運作，提供即時且正確資訊

實屬重要，考慮偵查之浮動性，故以

告訴或司法警察機關移送之罪名為殺

人罪、重傷罪、強盜罪、擄人勒贖罪

、性侵害犯罪等重大案件，為適用範

圍；另因上開罪名以外之其他案件，

可能案件資訊攸關被害人權益，為使

實務上檢察官得以視具體個案狀況彈

性運用，如社會矚目性、被害權益重

大性、侵害持續性等因素，該等案件

經檢察官審酌後認有必要告知被害人

案件資訊者，亦可適用。另因少年刑

事案件，涉及對少年保護而依少年事

件處理法規定，核與一般刑事案件有

間，故將少年刑事案件排除之。 

二、本點所稱之「性侵害犯罪」被害人，

與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三條第二款之

犯罪被害人範圍相同。 

三、犯罪之被害人得聲請檢察機關透過被

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提供第九

點之案件資訊。但被害人無行為能力

或限制行為能力或死亡者，得由其配

偶、直系血親、三親等以內之旁系血

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為

之。 

本點規範得向檢察機關聲請透過平台獲

知第九點案件資訊之聲請人，主要係第二

點犯罪案件之被害人；惟若被害人無行為

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或死亡者，參考刑事

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被害

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以內之旁系

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亦

得提出聲請而獲知案件資訊。 

四、聲請人應填具聲請狀（如附件）向現

正偵辦案件之檢察機關聲請開啟使用

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如聲

請人非犯罪之被害人時，應提供相關

身分證明文件。 

聲請人誤向前項以外之檢察機關提出

聲請者，收受之檢察機關應將聲請狀

移由應受理之檢察機關，並通知聲請

人。 

一、為使檢察機關便於審查，被害人或前

項得提出聲請之人，向檢察機關聲請

開啟使用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

平台，應檢附檢察機關所採用之書狀

格式；若被害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

為能力或死亡，而由被害人之配偶、

直系血親、三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

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提出聲

請時，聲請人應一併提供相關身分證

明文件以供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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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聲請人誤向非現正偵辦案件之檢察

機關提出聲請者，收受之檢察機關應

儘速將聲請狀移由應受理之檢察機

關，例如案件業經地方檢察署為不起

訴處分，案件於臺灣高等檢察署進行

再議審核中，此時若聲請人誤向地方

檢察署提出聲請，則地方檢察署應儘

速將聲請狀移由臺灣高等檢察署處

理，同時通知聲請人，使其知悉。 

五、檢察機關收受聲請人之聲請書狀，應

儘速分案，並將聲請書狀另行彌封單

獨附卷。 

 

為保障被害人能即時獲知案件資訊，故被

害人提出聲請後，檢察機關應儘速分案處

理（例如「聲」案）；同時考量為免滋生

困擾或被害人憂慮日後遭被告知悉而影

響其提出聲請之意願，爰規定檢察機關應

將聲請人之聲請書狀予以彌封，單獨附

卷。 

六、檢察機關受理聲請後，應建立被害人

資訊，並將核准與否之結果通知聲請

人；聲請經核准後，由被害人刑事訴

訟資訊獲知平台發送帳號通知訊息，

於聲請人變更密碼後，再發送案件資

訊通知訊息。 

受理之檢察機關於受理聲請後，應先建立

被害人資訊，並審酌是否符合本注意事項

規定之適用案件範圍、聲請人是否有權提

出聲請，並將核准與否之結果通知聲請

人；聲請經核准後，為確認聲請人所留之

電子郵件信箱得有效接收案件資訊，則由

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發送帳號

通知訊息，於聲請人變更密碼後，再續行

發送案件資訊通知訊息。 

七、檢察機關僅提供自核准聲請後發生或

繼續存在之案件資訊。 

為使檢察機關提供案件資訊之時點明

確，明訂檢察機關僅提供核准聲請後發生

之案件資訊。惟對於繼續存在之強制處分

結果（例如被告羈押之狀態），因攸關被

害人權益，為使被害人明瞭，亦應一併通

知。 

八、聲請人填具聲請狀（如附件）聲請停

止獲知案件資訊時，即終止通知。 

檢察機關核准聲請後，被害人刑事訴訟資

訊獲知平台即開始啟用，被害人於訴訟過

程中所關心之事項，包括在偵查中檢察官

對被告諭知強制處分結果、偵查結果、被

告通緝到案；審判中包括法院判決結果、

審判中強制處分情形等；執行中，包括受

刑人入監、申請假釋及出監之情形，平台

均會通知聲請人至案件執行完畢。惟為尊

重聲請人意願，當聲請人不願繼續接收案

件資訊時，亦可隨時具狀聲請停止獲知案

件資訊，此時檢察機關即終止通知，爰明

確規範之。 

九、偵查中聲請人透過被害人刑事訴訟資 一、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下，聲請人透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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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獲知平台可獲悉檢察官對被告諭知

強制處分結果、偵查結果、被告通緝

到案案件資訊。但檢察官認通知有妨

礙偵查程序之進行時，得不通知。 

前項情形，於妨礙之事由消滅後，檢

察官應繼續通知。 

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所得獲

知之資訊應予明訂，包括檢察官對被

告諭知之強制處分結果（例如具保、

責付、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一百

十六條之二第一項各款羈押替代處

分、聲請羈押、停止羈押等）、偵查

結果、被告通緝到案之案件資訊。 

二、本點所稱偵查結果，係指案件終結情

形，於一審檢察機關包括提起公訴、

緩起訴處分、不起訴處分、通緝、移

轉管轄、移送法院併辦、簽分偵案、

簽結或其他終結情形；於二審檢察機

關則包括告訴人聲請再議案件、依職

權再議案件之終結情形。 

三、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之獲知須基於不

妨礙偵查目的之前提下，故檢察官認

將案件資訊通知聲請人，有妨礙偵查

程序之進行時，例如檢察官因密行偵

查，對被告所為之限制出境、出海或

通訊監察等強制處分，得不通知。 

四、為明確檢察官於妨礙偵查之事由消滅

後，自該時起仍應繼續通知案件資

訊，爰明訂之，以保被害人權益。 

十、偵查中被告經檢察官諭知強制處分之

結果，由檢察機關將案件資訊提供予

聲請人；被告經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

押，由法院諭知強制處分之結果，則

由法院將案件資訊提供予聲請人。 

在偵查程序中，為使聲請人得即時、迅速

獲知被告經檢察官或法院諭知之強制處

分結果，不會因卷證之傳送而使獲知時間

遲延，故明訂由諭知之檢察官或法院，直

接將強制處分結果透過被害人刑事訴訟

資訊獲知平台通知聲請人。 

十一、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以傳

送電子郵件方式，將案件資訊通知

聲請人；檢察官亦得視具體個案情

形，將案件資訊併以其他方式通知

聲請人。 

原則上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以

傳送電子郵件方式，將案件資訊通知聲請

人；惟具體個案中亦賦予檢察官得彈性運

用各種通知方式，例如檢察官亟需確認聲

請人確實已親自獲悉案件資訊，亦得另以

電話通知聲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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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聲請狀 

案 號    年度    字第      號 承辦股別  

稱 謂 姓 名 
依序填寫：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性別、出生年

月日、住居所、郵遞區號、電話。 

聲 請 人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     生日：   

住： 

郵遞區號：     電話： 

一、 案件類型（不包括少年刑事案件）： 

□殺人    □重傷害    □強盜    □擄人勒贖    □性侵害 

□其他案件 

二、 聲請資訊獲知案件之被告姓名：＿＿＿＿＿＿ 

三、 聲請人係案件之 

□被害人   

□被害人（姓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或死亡者： 

□被害人之配偶 

□被害人之直系血親 

□被害人之三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 

□被害人之二親等內之姻親 

□被害人之家長、家屬 

四、聲請項目 

□資訊獲知開啟 

□資訊獲知停止 

五、接受通知之 E-Mail（以一組為限）如下： 

E-Mail：                                      。 

六、□：附件（檢附身分證明文件）。 

  此致 

○○○○地方檢察署 公鑒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聲請人             簽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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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提供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之目的： 

司法機關保護被害人訴訟資訊之期待，秉持司法為民之理念，以期

落實溫暖而富有同理心之司法。 

二、得聲請之人： 

(一)殺人罪、重傷罪、強盜罪、擄人勒贖罪、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

或其他攸關被害人權益而經檢察官認有必要通知者。但不包括少

年刑事案件之被害人。 

(二)若上開特定案件之被害人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或死亡

者，被害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

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 

三、聲請方法： 

得聲請之人，填寫「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聲請狀」後，於偵查

中向偵辦案件之檢察機關、於審判中向審理之法院、於執行中向執

行之矯正機關提出聲請。 

四、告知方式： 

受理機關核准聲請後，即開始建立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並上傳至

「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遇有應告知之案件資訊，則以電

子郵件寄送通知予聲請人。 

五、告知事項： 

被害人於訴訟過程中所關心之事項，包括在偵查中檢察官對被告諭

知強制處分結果（例如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聲請羈押、停止羈

押等）、偵查結果、被告通緝到案；審判中包括法院判決結果、審判

中強制處分情形等；執行中，包括受刑人入監、申請假釋及出監之

情形。 

六、 程序之停止： 

聲請人得隨時以書狀提出聲請，停止獲知案件資訊。 

七、 檢察機關僅提供自核准聲請後發生或繼續存在之案件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