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中程施政計畫（106至 109年度）

壹、施政綱要

一、嚴正執行法律、推動司法互助

（一）防制毒品沒收犯罪所得
１、強化並落實毒品防制策略：各查緝機關成立緝毒專組，嚴格查緝毒品及製造工廠，斷
絕製造、運輸、販賣管道，以達「拔根斷源、阻斷供給」之目標；另採取「公共衛生
三級預防」模式，反毒政策轉向重視拒毒與戒毒，以防止新犯並降低再犯；結合政府
資源及民間力量，協調、整合與執行各項毒品防制措施，以深化全民反毒觀念；修正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推動設立毒品防制基金，課以特定營業場所自我管理及通報
責任，建立無毒場所標章認證機制，以全面提升反毒綜效。

２、強化沒收效率，斷絕犯罪利基：頒訂「追討犯罪所得專責實行要點」，於各地檢署成
立「追討犯罪所得專組」，並由臺高檢署定期督導執行。

（二）推動並深化國際及兩岸司法互助
１、建立打擊跨境犯罪模式，肩負統合樞紐重任。
２、健全國內相關法制，研擬並修正司法互助相關法案。
３、推動洽簽條約協定，強化司法合作基礎。
４、拓展兩岸多元司法互助，建立制度化合作機制。
５、強化人道關懷，確保訴訟權益保障。

二、建立廉能政府、重建司法信賴

（一）執行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全民監督政府
１、推動廉政評鑑，精進廉政作為；擇定高風險業務辦理專案稽核，強化風險管理；推動
行政作業流程透明化；強化公務機密及機關安全維護。

２、推動政府部門、民眾、社區、學校及企業團體等廉潔誠信教育宣導。
３、整合肅貪能量，提升動能與效率；鼓勵舉發貪瀆，型塑「貪污零容忍」社會風氣；強
化蒐報貪瀆線索；鎖定高風險業務進行專案清查。

４、精緻偵查，提升貪瀆定罪率：落實「降低貪瀆犯罪率、提高貪瀆定罪率、保障人權」
之目標，強化廉政革新，精進查緝偵辦作為。

５、加強教育訓練，培育廉政人才；參與及舉辦國際廉政會議；強化反貪腐國際互助及聯
繫網絡。

（二）提升檢察效能，強化刑事正義
１、參酌「2017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結論，回應人民殷切期待；落實檢察官評鑑及懲戒制
度，端正司法風紀，重建民眾司法信賴。

２、推動檢、調辦公廳舍擴遷建及內部裝修、設備採購計畫，提升檢驗技術與鑑驗效能，
持續研發通訊監察技術，建構完善功能與受理平台，並充實電腦及網路犯罪偵查設備、
數位鑑識專業軟、硬體工具，且運用新進科技替換傳統方法，提高鑑驗品質，維護司
法正義。

３、以 Open Data精神加速法規資料流通，提供民眾 My Law Data 服務，並推動行政執行命
令電子交換、廉政資源整合、司法人員教育資源整合、主管法規共用系統，及打造毒
品防制資料整合平台；另辦理檢察機關卷證數位化、獄政假釋流程電子化暨人別管理
多元機制，提升法務行政效能。

４、提供一致性的數位證據保全工具與標準作業程序，提升機關資安事故緊急應變能力；
從資訊安全技術面及管理面著手，增強本部資安防護體質，及強化系統資料備援備份
機制，以因應外在環境及民眾需求的快速變遷，保護法務智慧網絡資料即時分析基礎
環境，作為數位政府施政之後盾。

三、推動獄政改革、深化司法保護

（一）提升收容品質，擴增收容空間
１、建置智慧監控系統，擴增改遷建既有空間，紓解超額收容：透過遠端監控機制，成立

遠端監控指揮中心；另以擴增改遷建監所方式，提供新的收容空間，寬列房舍空間，
並將床鋪列為必要設施，分階段逐步朝一人一床位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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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強化收容人職能訓練，落實出獄轉介機制：結合勞動部開辦技能訓練課程，提升受刑
人職能培力；並與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合作，以有效落實出獄轉介機制。

（二）推動社區處遇、被害保護服務及相關犯罪預防與法律宣導
１、推動易服社會勞動制度。
２、推廣犯罪預防，加強法律宣導。
３、實施更生人認輔制度，推動個人及家庭整合性服務；深化更生人復歸社會機制，建構
以反毒為中心的司法安全防護網。

４、落實犯罪被害人保護。

四、保障人權完備法制、強化行政執行效能

（一）落實人權保障，完備民事及行政法制
１、定期發表兩公約國家報告，並邀請國際人權專家來臺審查，敦促政府施政符合國際人
權標準。

２、辦理人權宣導，由中央擴及至地方公務員、學校及一般民眾，深耕全民人權意識。
３、賡續辦理不符人權公約之法令檢討。
４、定期舉辦國家人權報告之國際審查及邀請國際人權專家來臺交流，俾接軌國際人權標

準。
５、體察民眾需求與國際趨勢，主動檢討修正法律：完備民事及行政法制，以適應社會變

遷並追求公益與私益之衡平。
（二）推廣多元便民措施，強化行政執行績效

１、加強執行滯欠大戶，持續關懷弱勢。
２、推動行政執行命令電子交換作業，開發建置「資料交換平台」。
３、推廣多元繳款便民措施，並建立跨機關視訊服務。
４、推動辦公廳舍自有化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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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未來四年重要計畫

施政綱要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期程 計畫類別

嚴正執行法

律、推動司

法互助

執行反毒策略 106-109 其它

偵辦經濟犯罪暨查扣犯罪所得 106-109 其它

健全國內法制，研修司法互助相關法案 106-109 其它

推動與外國民、刑事司法互助工作 106-109 其它

建立跨境打擊犯罪模式，共同打擊不法 106-109 其它

拓展兩岸司法互助機制 106-109 其它

建立廉能政

府、重建司

法信賴

執行肅貪工作 106-109 其它

推動聯合國反貪腐公約，與國際接軌 106-109 其它

掌握廉政趨勢，推動國際交流 106-109 其它

加強教育訓練，培育全方位廉政人才 106-109 其它

擇定機關高風險業務辦理專案稽核 106-109 其它

落實執行陽光法案建立廉能政府 108-109 其它

辦理廉潔誠信教育宣導 106-109 其它

強化肅貪機制，積極發掘偵查重大貪瀆不法 106-109 其它

推動維護工作，預防機關發生洩密及危安事件 106-109 其它

法務部廉政署、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及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共同撥用六合營區辦公廳舍整修計畫

108-108 社會發展

法務部測謊偵查效能精進暨服務躍升計畫

（1/2）－說謊行為徵候資料庫建立及測謊人才

培訓計畫

108-109 科技發展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第二辦公室（百世大樓）增設

計畫

107-108 社會發展

臺灣高等檢察署暨智慧財產檢察分署、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博一大樓辦公廳舍及舊有辦公室整修

工程中程計畫

104-108 社會發展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擴建辦公廳舍暨第一、二辦

公大樓整修工程中程計畫

98-108 社會發展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擴建辦公廳舍裝修、購置設

備及搬遷計畫

106-108 社會發展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暨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

署聯合遷建辦公廳舍計畫

105-112 公共建設

法務部中部聯合興辦大型檔案室及贓證物庫中長

程計畫

108-111 社會發展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擴遷建辦公廳舍計畫

108-112 社會發展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第一辦公大樓耐震補強工程 108-108 其它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院、檢合署辦公大樓前棟、

後棟耐震補強工程

108-108 其它

臺灣高等檢察署偵查資料中心設置整體計畫 108-108 其它

亞太電信新世代核心網路（NG Core）通訊監察

系統建置中程計畫

105-108 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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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綱要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期程 計畫類別

亞太電信行動寬頻業務（4G）通訊監察系統建置

中程計畫

106-109 社會發展

中華電信行動寬頻業務（4G）通訊監察系統建置

中程計畫

107-110 社會發展

法務部調查局強化科學偵查檢驗設備中程計畫 106-109 社會發展

法務部調查局行動調查暨智慧分析系統中程計畫 108-110 社會發展

法務部調查局中和調查園區新建辦公大樓計畫 105-114 公共建設

法務部調查局鑑識科技進階計畫 106-109 科技發展

法務部調查局法務資安整體防禦基礎建設計畫 106-109 科技發展

法務部測謊偵查效能精進暨服務躍升計畫

（1/2）－企業肅貪測謊效能精進計畫

108-109 科技發展

法務部調查局及外勤處站辦公房舍耐震補強計畫 108-108 其它

提昇法醫鑑識量能計畫（3/4） 106-109 科技發展

法務智慧網絡 i-Justice計畫 106-109 科技發展

主管法規共用系統推動計畫 106-109 科技發展

數位證據保全推動計畫 106-109 科技發展

法務部資料中心設置整體計畫 107-109 其它

推動獄政改

革、深化司

法保護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新（擴）建計畫 106-109 社會發展

法務部矯正署八德外役監獄新（擴）建計畫 106-111 社會發展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遷建計畫 107-112 社會發展

法務部矯正署社會復歸促進中心興建計畫 107-111 社會發展

矯正署所屬各矯正機關房舍、消防及戒護安全等

設施及設備維護、汰換及更新

106-109 社會發展

矯正機關建築物耐震補強 108-108 其它

國定古蹟嘉義舊監第二階段整修再利用計畫 108-109 社會發展

矯正機關智慧監控系統建置計畫（3/3） 106-108 科技發展

實施更生人輔導及追蹤，推動個人及家庭整合性

服務

106-109 其它

推動一路相伴法律專案 106-109 其它

落實推動易服社會勞動制度 106-109 其它

保障人權完

備法制、強

化行政執行

效能

定期發表兩公約國家報告，拓展國際人權交流 106-109 其它

加強兩公約宣導，賡續辦理兩公約法令檢討 106-109 其它

提供各機關法規諮商意見，舉辦法令宣導推廣活

動，以完備民事及行政法制

107-109 其它

推廣多元便民措施，強化行政執行績效 107-109 其它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辦公廳舍自有化中程

計畫

109-114 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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