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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遠距訊問作業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刑事訴訟

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五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刑事訴訟

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五項

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遠距訊

問，指法官、檢察官對未

到庭之證人，利用法庭與

證人所在處所之聲音及影

像相互同步傳送之科技設

備進行直接訊問。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遠距訊

問，指法官、檢察官對未

到庭之證人，利用法庭與

證人所在處所之聲音及影

像相互同步傳送之科技設

備進行直接訊問。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證人所在處所之政

府機關（構）設有遠距訊

問設備者，對遠距訊問應

依業務狀況配合辦理。 

證人所在處所無遠距

訊問設備者，法官、檢察

官得利用證人所在地法院

、檢察署之遠距訊問設備

訊問之。 

第三條 證人所在處所之政

府機關設有遠距訊問設備

者，對遠距訊問應依業務

狀況配合辦理。 

證人所在處所無遠距

訊問設備者，法官、檢察

官得利用證人所在地法院

、檢察署之遠距訊問設備

訊問之。 

為使遠距訊問之使用更具彈

性，爰修正第一項，將證人

所在地之處所，擴及至證人

所在地之政府機構，例如政

府所設立之研究、文教、醫

療、社福、矯正、收容、訓

練等機構。 

第四條 法院、檢察署作為

遠距訊問之法庭得依業務

狀況，指定時間供遠距訊

問專用，以十分鐘為一時

段，每次訊問最多可申請

六時段，必要時得經訊問

端機關首長核准延長。 

第四條 法院、檢察署作為

遠距訊問之法庭得依業務

狀況，指定時間供遠距訊

問專用，以半小時為一時

段，每次訊問最多可申請

二時段，必要時得經訊問

端機關首長核准延長。 

遠距訊問所需時間，常因審

理時之實際情況，包括證人

是否準時到庭、證人與案件

關係之深淺、程序進行是否

順暢等，而有所變化。為保

持彈性，俾充分運用時間，

爰將一時段半小時，修正為

十分鐘；每次訊問最多可申

請二時段，修正為六時段。 

第五條 法官、檢察官進行

遠距訊問前，應親自或授

權書記官，利用遠距訊問

第五條 法官、檢察官進行

遠距訊問前，應親自或授

權書記官，利用遠距訊問

一、為配合第三條第一項之

修正，酌為修正第二項

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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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程系統，於訊問前一日

下午三時前，登記使用訊

問端法庭；依第三條第二

項規定方式訊問者，並應

登記使用受訊問端法庭及

通知受訊問人準時至受訊

問端法庭應訊。 

因案情需要須緊急訊

問者，得不受前項規定之

限制。但應由訊問端機關

先行與受訊問端機關（構

）協調。 

第一項排程之登記，

以登記順序在前者優先選

擇，如同一日登記之排程

已屆滿，該日之排程即不

受理登記。 

依第一項排程登記後

，如有異動，法官、檢察

官應利用該系統為變更登

記。 

排程系統，於訊問前一日

下午三時前，登記使用訊

問端法庭；依第三條第二

項規定方式訊問者，並應

登記使用受訊問端法庭及

通知受訊問人準時至受訊

問端法庭應訊。 

因案情需要須緊急訊

問者，得不受前項規定之

限制。但應由訊問端機關

先行與受訊問端機關協調

。 

第一項排程之登記，

以登記順序在前者優先選

擇，如同一日登記之排程

已屆滿，該日之排程即不

受理登記。 

依第一項排程登記後

，如有異動，法官、檢察

官應利用該系統為變更登

記。 

二、其餘未修正。 

第六條 遠距訊問受訊問人

應依法具結者，由受訊問

人或受訊問端機關（構）

將結文以電信傳真或其他

科技設備傳送予訊問之法

官、檢察官。 

受訊問端機關（構）

應於訊問後一週內，將結

文原本寄回訊問端機關。 

第六條 遠距訊問受訊問人

應依法具結者，由受訊問

人或受訊問端機關將結文

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

備傳送予訊問之法官、檢

察官。 

受訊問端機關應於訊

問後一週內，將結文原本

寄回訊問端機關。 

為配合第三條第一項之修正

，酌為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

之文字。 

第七條 遠距訊問筆錄須受

訊問人簽名者，由訊問端

機關傳送至受訊問處所，

第七條 遠距訊問筆錄須受

訊問人簽名者，由訊問端

機關傳送至受訊問處所，

為配合第三條第一項之修正

，酌為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

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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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受訊問人確認內容無誤

並簽名後，由受訊問端機

關（構）將筆錄以電信傳

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回

訊問之法官、檢察官。 

受訊問端機關（構）

應於訊問後一週內將訊問

筆錄原本寄回訊問端機關

。 

經受訊問人確認內容無誤

並簽名後，由受訊問端機

關將筆錄以電信傳真或其

他科技設備，傳回訊問之

法官、檢察官。 

受訊問端機關應於訊

問後一週內將訊問筆錄原

本寄回訊問端機關。 

第八條 遠距訊問結束時，

訊問之法官、檢察官及書

記官應於證人日旅費領據

證明人項下簽名，傳真至

受訊問處所，證人於該傳

真簽章後，向受訊問端機

關（構），或訊問端機關

具領日旅費。 

第八條 遠距訊問結束時，

訊問之法官、檢察官及書

記官應於證人日旅費領據

證明人項下簽名，傳真至

受訊問處所，證人於該傳

真簽章後，向受訊問端或

訊問端機關具領日旅費。 

為配合第三條第一項之修正

，酌為修正文字。 

第九條 受訊問端機關（構

）依前條規定支付證人日

旅費者，得憑經證人簽章

之領據向訊問端機關辦理

核銷。 

第九條 受訊問端機關依前

條規定支付證人日旅費者

，得憑經證人簽章之領據

向訊問端機關辦理核銷。 

為配合第三條第一項之修正

，酌為修正文字。 

第十條 訊問端與受訊問端

機關（構）應指定庭務員

或專人負責下列事宜： 

一、視訊設備之開關機、

保管及維護。 

二、利用遠距訊問排程系

統列印庭期表並予張

貼。 

三、進行遠距訊問時在旁

協助視訊設備之操作

及使用。 

第十條 訊問端與受訊問端

機關應指定庭務員或專人

負責下列事宜： 

一、視訊設備之開關機、

保管及維護。 

二、利用遠距訊問排程系

統列印庭期表並予張

貼。 

三、進行遠距訊問時在旁

協助視訊設備之操作

及使用。 

為配合第三條第一項之修正

，酌為修正序文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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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六條及第七條有關

結文、訊問筆錄傳真

及補寄其原本回訊問

端機關等事宜。 

五、第八條有關證人日旅

費領據傳真等事宜。 

六、遇視訊設備故障或其

他原因致不能使用時

，於遠距訊問排程系

統標註停用期間，並

通知已登記之法官、

檢察官。 

四、第六條及第七條有關

結文、訊問筆錄傳真

及補寄其原本回訊問

端機關等事宜。 

五、第八條有關證人日旅

費領據傳真等事宜。 

六、遇視訊設備故障或其

他原因致不能使用時

，於遠距訊問排程系

統標註停用期間，並

通知已登記之法官、

檢察官。 

第十一條 法院、檢察署應

將負責前條事宜之庭務員

或專人及其代理人姓名、

職稱、電話號碼函報司法

院、法務部之資訊管理單

位。該等人員異動時，亦

同。 

第十一條 法院、檢察署應

將負責前條事宜之庭務員

或專人及其代理人姓名、

職稱、電話號碼函報司法

院、法務部之資訊管理單

位。該等人員異動時，亦

同。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二條 法官、檢察官對

鑑定人、共同被告為遠距

訊問或當事人、辯護人、

代理人對遠距訊問之受訊

問人行詰問、詢問時，準

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十二條 法官、檢察官對

鑑定人、共同被告為遠距

訊問或當事人、辯護人、

代理人對遠距訊問之受訊

問人行詰問、詢問時，準

用本辦法之規定。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三條 檢察事務官依刑

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六條

之一第二項及第一百七十

七條第四項規定詢問證人

時，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十三條 檢察事務官依刑

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六條

之一第二項及第一百七十

七條第四項規定詢問證人

時，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未條未修正。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本條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