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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行法定職掌 

(一) 機關主要職掌：依法院組織法規定，對於有關刑事案件，實施犯罪偵查、

提起公訴、實行公訴、協助自訴、擔當自訴、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及其

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等。 

(二) 內部分層業務：置檢察長、主任檢察官、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法醫師、

設觀護人室、書記處、法警室、人事室、會計室、統計室、資訊室及政

風室等單位，其主要工作內容說明如下： 

1. 檢察長：綜理全署事務。 

2. 主任檢察官、檢察官：辦理刑事案件，實施犯罪偵查、提起公訴、實

行公訴、協助自訴、擔當自訴、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等。 

3. 檢察事務官：協助檢察官辦理檢察事務。 

4. 觀護人室：執行成年人之保護管束案件、緩起訴社區處遇案件及負責

司法保護範疇之相關業務。 

5. 法醫師：辦理相驗、檢驗、刑事鑑定及解剖等事務。 

6. 書記處：辦理案件收管與執行、訴訟輔導、資料搜集與管理、研究考

核、文書及總務等事務。 

7. 法警室：辦理文書送達、人犯拘提及安全防護等事務。 

8. 人事、會計、統計、資訊、政風室：分別辦理人事、歲計(會計)、統

計、資訊及政風之相關事務。 

(三) 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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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cc.moj.gov.tw/ct.asp?xItem=69029&ctNode=15593
http://www.tcc.moj.gov.tw/content.asp?CuItem=65718
http://www.tcc.moj.gov.tw/ct.asp?xItem=63091&CtNode=15593
http://www.tcc.moj.gov.tw/ct.asp?xItem=63091&CtNode=1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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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算員額說明表 
                                                                         單位：人  

員    額    數 

職員 法警 駐警 工友 技工 駕駛 聘用 合計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37 37 10 10 - - 2 2 1 1 4 4 - - 54 54 

二、 施政目標與重點 

加強犯罪追訴與刑罰執行，保障人民權益，維護社會安寧，徹底掃除黑金

，加強偵辦貪污、瀆職、毒品、走私，及危害婦幼安全等案件。嚴守偵查不公

開原則，審慎行使強制處分權及通訊監察權。配合當前刑事政策，重罪從嚴追

訴，以有效遏阻，輕罪則推行微罪不舉，或運用緩起訴制度，以勵自新，並對

於妨害國家法益案件，厲行自動檢舉，辦案力求合法、妥適、迅速、詳實，期

毋枉毋縱。此外，並加強辦理為民服務工作，積極執行部頒服務躍升實施計畫

，以建立親民、禮民的機關，達成「司法為民」服務理念；提昇檢察品質，樹

立司法威信，推廣法律知識，宏揚法治精神，以獲取人民的信賴與尊重，追求

祥和社會。 

本署依據行政院 111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經

情勢變化及本署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111 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要執行策

略如次： 

(一) 年度施政目標 

1.隨時檢討改進行政效能：強化為民服務工作，提昇機關形象。 

2.加強檢察業務，提高辦案績效：加強犯罪追訴，積極調查不法犯罪，保

障人民權益。 

3.確實控制預算執行：節約經常門經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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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一般行政 一 確實執行公文時效管

制，提高公文處理績

效 

依照「文書處理手冊」及「文書流程管理手冊」規定，

辦理公文管制與稽催，掌握公文處理時效，防止積延，

按月統計辦理成果並依規定陳報上級核備。 

二 加強推行為民服務工

作，訂定年度為民服

務工作計畫 

成立為民服務中心，實施櫃台一元化作業，強化為民服

務工作，擴大服務層面，爭取民眾對檢察工作之信賴與

支持。 

二、檢察業務 

 
 
 
 

 
 
 
 
 
 
 
 
 
 
 

 
 
 
 
 
 
 
 
 
 

 

一 辦理刑事案件偵查

及執行業務 

加強犯罪追訴、積極調查不法。 

二 嚴辦毒、電、炸魚案

件；加強偵辦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等案件 

加強防制毒、電、炸魚案件，維護澎湖海域生態環境及

淺海漁業資源；另成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執行小

組，專責辦理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犯罪。 

三 加強偵辦毒品犯罪案

件 

 

成立「緝毒執行小組」統合轄內檢、調、警及有關機關

人力，全力查緝毒品犯罪，縝密蒐證，從速偵查，從嚴

追訴，並切實執行公訴，向法院具體求刑，以期及時懲

儆，肅清毒品。 

四 加強運用職權不起訴

處分及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 

 

一、督請檢察官偵辦案件，應發揮公正果敢負責崇法精

神，依審慎起訴及微罪不舉宗旨辦理，認宜以不起

訴處分為適當者，發揮道德勇氣，依職權不起訴處

分，給予被告自新機會。 

二、督請檢察官對於輕微案件儘量以簡易程序行之，可

收輕罪輕罰之效，節省時間、人力，達訴訟經濟目

標。 

五 加強及督導緩起訴制

度之運用 

督請主任檢察官及各檢察官對於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

本刑 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能審酌刑法第 57條

各款所列情節，依刑事訴訟法第 253條之1規定，認宜

以緩起訴處分為適當者，運用緩起訴處分機制，俾被告

以實際行動彌補社會及被害人，同時使被害人的損失能

迅速得到補償，為社會增添公益力量，節省司法資源，

且兼顧公正與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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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 前(109)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 一般行政：確

實執行公文時效

管制，提高公文

處理績效 

依照「文書處理手冊」及「文書流程管理手冊」規

定，辦理公文管制與稽催，掌握公文處理時效，防

止積延，按月統計辦理成果並依規定陳報上級核備。 

 

109年截至 12月止受理一

般行政公文 3,739 件，其

中 3,182 件為電子收文，

紙本收文 557 件，公文線

上簽核比率為 60.60%。總

發文 855 件，其中 571 件

為電子交換傳遞。均按作

業流程稽催，尚無積壓、

延宕情事發生。 

二、一般行政：加

強推行為民服務

工作，訂定年度

為民服務工作 

成立為民服務中心，實施櫃台一元化作業，強化為

民服務工作，擴大服務層面，爭取民眾對檢察工作

之信賴與支持。 

 

109年截至 12月止撰繕書

狀 544 件、發出民眾意見

調查表 1,029 件、免費供

應聲請書表 544 件、補發

相驗證明書 14件、補發結

案書類 71件、線上申辦宣

導 527件。 

三、 檢察業務：辦

理刑事案件偵

查及執行業務 

 

加強犯罪追訴、積極調查不法。 

 
加強犯罪追訴、積極調查

不法，共終結 1,350 件；

執行判決確定 864件。 

四、 檢察業務：嚴

辦毒、電、炸魚

案件；加強偵辦

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案件 

加強防制毒、電、炸魚案件，維護澎湖海域生態環

境及淺海漁業資源；另成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執行小組，專責辦理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犯罪。 

 

辦理違反漁業法案件 13

件；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

3件；妨害性自主案件13件。 

五、檢察業務：加

強偵辦毒品犯罪

案件 

成立「緝毒執行小組」統合轄內檢、調、警及有關

機關人力，全力查緝毒品犯罪，縝密蒐證，從速偵

查，從嚴追訴，並切實執行公訴，向法院具體求刑，

以期及時懲儆，肅清毒品。 

 

辦理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案件 12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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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六、檢察業務：加

強運用職權不起

訴處分及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 

 

(一) 督請檢察官偵辦案件，應發揮公正果敢負責崇

法精神，依審慎起訴及微罪不舉宗旨辦理，認

宜以不起訴處分為適當者，發揮道德勇氣，依

職權不起訴處分，給予被告自新機會。  

(二)督請檢察官對於輕微案件儘量以簡易程序行

之，可收輕罪輕罰之效，節省時間、人力，達訴

訟經濟目標。 

職權不起訴處分案件共 8

件，不起訴處分正確性，1

至 12 月達 96.72%；運用

簡易判決處刑共 386 件，

平均每月 33 件，佔起訴、

簡易判決處刑、緩起訴案

件 49.05％。 

七、檢察業務：加

強及督導緩起訴

制度之運用 

督請主任檢察官及各檢察官對於 3年以下有期徒刑

之罪，能審酌刑法第 57條各款所列情節，依刑事訴

訟法第 253條之1規定，認宜以緩起訴處分為適當

者，運用緩起訴處分機制，俾被告以實際行動彌補

社會及被害人，同時使被害人的損失能迅速得到補

償，為社會增添公益力量，節省司法資源，且兼顧

公正與人權。 

運用緩起訴處分共 236

件，平均每月 20件，佔起

訴、簡易判決處刑、緩起

訴案件 29.99％。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110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一般行政：確實

執行公文時效管

制，提高公文處理

績效 

依照「文書處理手冊」及「文書流程管理手冊」

規定，辦理公文管制與稽催，掌握公文處理時

效，防止積延，按月統計辦理成果並依規定陳報

上級核備。 

 

110年 1-6月受理一般行政公

文 2,302件，其中 1,980件為

電子收文，紙本收文 322件，

公 文 線 上 簽 核 比 率 為

61.79%。總發文 375件，其中

251件為電子交換傳遞。均按

作業流程稽催，尚無積壓、延

宕情事發生。 

 

二、一般行政：加強

推行為民服務工

作，訂定年度為民

服務工作計畫 

成立為民服務中心，實施櫃台一元化作業，強化

為民服務工作，擴大服務層面，爭取民眾對檢察

工作之信賴與支持。 

 

110 年 1-6 月撰繕書狀 228

件、發出民眾意見調查表 396

件、免費供應聲請書表 228

件、補發相驗屍體證明書 8

件、補發結案書類 32件、線

上申辦宣導 21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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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三、檢察業務：辦理

刑事案件偵查及

執行業務 

加強犯罪追訴、積極調查不法。 

 

加強犯罪追訴、積極調查不

法，共終結 689 件；執行裁

判確定 411件。 

四、檢察業務：嚴辦

毒、電、炸魚案件；

加強偵辦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案件 

加強防制毒、電、炸魚案件，維護澎湖海域生態

環境及淺海漁業資源；另成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執行小組，專責辦理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犯罪。 

 

辦理違反漁業法案件 4 件；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 2 件；

妨害性自主案件7件。 

五、檢察業務：加強

偵辦毒品犯罪案件 

 

成立「緝毒執行小組」統合轄內檢、調、警及有

關機關人力，全力查緝毒品犯罪，縝密蒐證，從

速偵查，從嚴追訴，並切實執行公訴，向法院具

體求刑，以期及時懲儆，肅清毒品。 

 

辦理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案件 74件。 

六、檢察業務：加強

運用職權不起訴處

分及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 

 

(一)督請檢察官偵辦案件，應發揮公正果敢負責

崇法精神，依審慎起訴及微罪不舉宗旨辦

理，認宜以不起訴處分為適當者，發揮道德

勇氣，依職權不起訴處分，給予被告自新機

會。 

(二)督請檢察官對於輕微案件儘量以簡易程序

行之，可收輕罪輕罰之效，節省時間、人力，

達訴訟經濟目標。 

職權不起訴處分案件共 17

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189

件，平均每月 32件，佔起訴、

簡易判決處刑、緩起訴案件

48.21％。 

七、檢察業務：加強

及督導緩起訴制度

之運用 

督請主任檢察官及各檢察官對於3年以下有期徒

刑之罪，能審酌刑法第 57 條各款所列情節，依

刑事訴訟法第 253條之1規定，認宜以緩起訴處

分為適當者，運用緩起訴處分機制，俾被告以實

際行動彌補社會及被害人，同時使被害人的損失

能迅速得到補償，為社會增添公益力量，節省司

法資源，且兼顧公正與人權。 

 

緩起訴處分 112件，平均每月

19 件，佔起訴、簡易判決處

刑、緩起訴案件 28.57％。 

八、檢察機關擴(遷)

建計畫：臺灣澎湖

地方檢察署司法

新村宿舍遷建計

畫 

預定於「馬公段 273地號」辦理臺灣澎湖地方檢

察署司法新村宿舍遷建計畫 

本署於 109年 12月 18日陳報

高檢署函報法務部，法務部

於 110年 1月 19日函退回遷

建計畫，本署目前修訂計畫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