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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類體系表
壹、憲法基本原則
民主原則

大法官解釋（憲法類體系表）

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 31 號－解釋文
值國家發生重大變故，事實上不能依法辦理次屆選舉並集會、召集以前，第 1 屆立法
委員、監察委員得繼續行使其職權。
釋字第 261 號－解釋文
民意代表之定期改選，為反映民意，貫徹民主憲政之途徑，由中央政府依憲法之精神、
本解釋之意旨及有關法規，適時辦理全國性之次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以確保憲政體
制之運作。第 1 屆中央民意代表須停止行使職權。
釋字第 499 號－解釋理由書
憲法條文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諸如：第 1 條所樹立之
民主共和國原則、第 2 條國民主權原則、第 2 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
與制衡之原則，如聽任修改條文予以變更，則憲法上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此
等修改之條文則失其應有之正當性。
基於國民主權原則，國民主權必須經由國民意見表達及意思形成之溝通程序予以確
保。易言之，國民主權之行使，表現於憲政制度及其運作之際，應公開透明以滿足
理性溝通之條件，方能賦予憲政國家之正當性基礎。
釋字第 520 號－解釋理由書
民主政治為民意政治，總統或立法委員任期屆滿即應改選，乃實現民意政治之途徑。
釋字第 644 號－林子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5 項規定，係修憲者引進類如德國基本法防衛性民主之理論，
亦為憲法對於政黨組織與活動明文之限制。該項修憲之目的係在維護中華民國之存在
及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釋字第 645 號－彭鳳至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
我國憲法本文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基本上係以代議民主為主幹，但同時留有直接民
主（公民投票）的空間，即憲法自第三章以下分章規定各該憲法機關之職權，形成一
套分權之代議體制，同時在人民權利義務章中規定人民的創制、複決權，作為代議民
主的補充。

法治國原則
拾壹﹑ 釋字

釋字第 574 號－解釋理由書
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
之遵守。
基本權利的保障（參見本表貳、基本權利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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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分立原則（參見本表肆、政府組織總論）
依法行政
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參見本表貳、基本權利總論）
法安定之要求
法律明確性原則
釋字第 426 號－解釋文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係主管機關根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0 條授權訂定，依
此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性質上屬於特別公課，與稅捐有別。上開法條之授權
規定，就空氣污染防制法整體所表明之關聯性意義判斷，尚難謂有欠具體明確。
釋字第 432 號－解釋文
會計師法有關會計師行為標準、注意義務及懲戒範圍等規定，係在確立會計師之
行為標準及注意義務所為之規定，非會計師不能預見，亦係維護專業素質，增進
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憲法保障工作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釋字第 445 號－解釋文
集會遊行法為不予許可之要件，有欠具體明確，對於在舉行集會、遊行以前，尚
無明顯而立即危險之事實狀態，僅憑將來有發生之可能，即由主管機關以此作為
集會、遊行准否之依據部分，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不符。
釋字第 491 號－解釋文
懲處處分之構成要件，法律以抽象概念表示者，其意義須非難以理解，且為一般
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方符法律明確性原則。
釋字第 522 號－解釋文（刑罰明確性）
對證券負責人及業務人員違反其業務上禁止、停止或限制命令之行為科處刑罰，
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其刑罰之構成要件，應由法律定之；若法律就其構成要件，
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其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而自授權之
法律規定中得預見其行為之可罰，方符刑罰明確性原則。
釋字第 545 號－解釋文
所謂「業務上之不正當行為」則指醫療業務行為雖未達違法之程度，但有悖於醫
學學理及醫學倫理上之要求而不具正當性應予避免之行為。法律就前揭違法或不
正當行為無從鉅細靡遺悉加規定，因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予以規範，惟其涵義於個
案中並非不能經由適當組成之機構依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斷，並
可由司法審查予以確認，則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不合，於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
意旨亦無牴觸。
釋字第 577 號－解釋文
行政法規常分別規定行為要件與法律效果，必須合併觀察，以確定其規範對象、
適用範圍與法律效果。菸害防制法第 8 條第 1 項乃行為要件之規定，其行為主體
及違反效果則規定於同法第 21 條，二者合併觀之，其規範對象、所規範之行為
及法律效果皆屬明確，並未違背法治國家法律明確性原則。
釋字第 594 號－解釋理由書
82 年修正之商標法第 77 條侵害標章處刑罰之規定，應以行為人所附加之商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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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與他人註冊商標或標章是否相同或近似，依相關消費者施以通常之注意力，
猶不免發生混淆誤認之虞為斷，其範圍應屬可得確定，從合理謹慎受規範行為人
立場，施以通常注意力即可預見，無悖於罪刑法定原則中之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
釋字第 602 號－解釋文
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第 1 項中所稱「主要」、「合理市價」之認定標準，係以參
加人取得經濟利益之來源，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價格為判斷，其範圍應屬可
得確定。且不正當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行為人，對於參加人所取得之經濟利益，主
要係基於介紹他人加入，而非基於參加人所推廣或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合理市價，
依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非不得預見，並可由司法審查予以認定及判斷，符合
法律明確性原則。
釋字第 604 號－解釋理由書
鑑於交通違規之動態與特性，進行舉發並不以違規行為人在場者為限，則立法者
欲藉連續舉發以警惕及遏阻違規行為人任由違規事實繼續存在者，自得授權主管
機關考量道路交通安全等相關因素，將連續舉發之條件及前後舉發之間隔及期間
以命令為明確之規範。
釋字第 617 號－解釋理由書
刑法第 235 條規定所稱猥褻之資訊、物品，其中「猥褻」雖屬評價性之不確定法
律概念，然所謂猥褻，指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其內容可與性器官、性行
為及性文化之描繪與論述聯結，且須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
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為限，其意義並非一般人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
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
釋字第 623 號－解釋理由書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9 條規定之「引誘、媒介、暗示」雖屬評價性之
不確定法律概念，然其意義依其文義及該法之立法目的解釋，並非一般人難以理
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
無違背。
釋字第 635 號－解釋理由書
非自行耕作者以農民名義購農業用地應補徵土地增值稅之財政部函釋，乃主管機
關本於法定職權所為具體明確之解釋性行政規則，並未逾越對人民正當合理之稅
課範圍，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牴觸。
釋字第 636 號－解釋文
檢肅流氓條例第 2 條第 3 款關於欺壓善良之規定，以及第 5 款關於品行惡劣、遊
蕩無賴之規定，與法律明確性原則不符。
釋字第 638 號－彭鳳至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憲法就處罰性法規之合憲要件，未設特別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針對刑罰或行政處
罰法規所進行的法規違憲審查，絕大部分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防衛公權力
恣意侵害的功能出發，而以憲法第 23 條所規定的法律保留原則與比例原則為基
礎。可是近年來，大法官顯然藉助若干憲法第 23 條以外的憲法原則，如法治國
原則對法律明確性之要求、罪刑法定原則中之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刑罰明確性
原則等（釋字第 522 號、第 594 號解釋參照），以作為審查個案處罰性法規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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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憲法第 23 條之理由。
釋字第 644 號－林子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法律規定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其判斷標準應在於受規範之一般人民對於法
律規定內容之意義是否可以理解，以及其因此對於其行為是否受該法律規範有預
見可能性。如不符合此要件，即使該系爭法律規定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仍
屬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釋字第 644 號－許玉秀大法官一部協同、一部不同意見書
憲法保障基本權意旨所要求的法明確性原則，在立法層面，應明確說明立法
目的、內容、範圍，亦即給予執法者的指示必須明確，以避免恣意解釋。符
合法明確要求的法律規定，可以使人民易於理解而產生法的忠誠，具有促進
公民社會形成共同多數的功能，同時使人民得以預測違反規定的法律效果，
而得及時尋求救濟。
釋字第 659 號－解釋文
中華民國 86 年 6 月 18 日修正公布之私立學校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關於董事
會因發生糾紛，致無法召開會議或有違反教育法令情事部分，其意義依法條文義
及立法目的，非受規範之董事難以理解，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與法律明
確性原則尚無違背。
釋字第 664 號－解釋文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第 2 款第 3 目規定中，關於「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規定，
易致認定範圍過廣之虞，且逃學或逃家之原因非盡可歸責於少年，或雖有該等行
為但未具社會危險性，均須依該目規定由少年法院處理；至「依其性格及環境，
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所指涉之具體行為、性格或環境條件為何，亦有未盡
明確之處。
釋字第 702 號－解釋理由書
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教師
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六、行為不檢有
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一○一年一月四日修正增訂同條第一項第三
款，原條文移列同項第七款）其以「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為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構成要件……此一規定之行為不檢有損師道，其意義非
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之教師得以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與法律明
確性原則尚無違背。惟所謂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之行為態樣，於實務形成相當明確
之類型後，為提高其可預見性，以明文規定於法律為宜，並配合社會變遷隨時檢
討調整，併此指明。
信賴保護原則
釋字第 525 號－解釋理由書
法治國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誠實信用
原則之遵守。人民對公權力行使結果所生之合理信賴，法律自應予以適當保
障，此乃信賴保護之法理基礎。
行政法規除預先定有施行期間或經有權機關認定係因情事變遷而停止適用，不
生信賴保護問題外，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固得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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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應兼顧規範對象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而給予適當保障，方符憲法保障人民
權利之意旨。
釋字第 529 號－解釋文
國防部、內政部關於以 64 年次男子為金馬地區徵兵對象之函釋，有違信賴保護
原則。
釋字第 538 號－解釋文
營造業管理規則就原戰地營造業換領登記證書之規定，符合平等及信賴保護
原則。
釋字第 589 號－解釋理由書
至於如何保障其信賴利益，究係採取減輕或避免其損害，或避免影響其依法所取
得法律上地位等方法，則須衡酌法秩序變動所追求之政策目的、國家財政負擔能
力等公益因素及信賴利益之輕重、信賴利益所依據之基礎法規所表現之意義與價
值等為合理之規定。
釋字第 605 號－解釋理由書
惟人民依舊法規預期可取得之利益並非一律可以主張信賴保護，仍須視該預期可
取得之利益，依舊法規所須具備之重要要件是否已具備，尚未具備之要件是否客
觀上可合理期待其實現，或經當事人繼續施以主觀之努力，該要件有實現之可能
等因素決定。
釋字第 605 號－許玉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審查信賴保護是否必要，以及信賴保護程度或範圍是否合理時，正是在依比例
原則及平等原則審查信賴保護原則。
在每個信賴保護原則的審查中，只要涉及公私法益的權衡，就會涉及比例原則
的審查，但未必涉及平等原則的審查。
法安定性原則
釋字第 747 號－解釋理由書
為維護法之安定性，土地所有權人依本解釋意旨請求徵收地上權之憲法上權利，
仍應於一定期限內行使。有關機關於修正系爭規定二時，除應規定土地所有權人
得自知悉其權利受侵害時起一定期間內，行使上開請求權外，並應規定至遲自穿
越工程完工之日起，經過一定較長期間後，其請求權消滅。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釋字第 574 號－解釋理由書
法律一旦發生變動，除法律有溯及適用之特別規定者外，原則上係自法律公布生效
日起，向將來發生效力。
釋字第 577 號－解釋理由書
新訂生效之法規，對於法規生效前「已發生事件」，原則上不得適用，是謂法律適
用上之不溯既往原則。
釋字第 605 號－曾有田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係法律主治（rule of law）的本質意涵，乃指人民按行為時
法律所創設之秩序規範決定其舉措，因為在法治國家，不能期待人民於現在行為時
遵守未來制訂之法令，此為法治國家基本原則之一。
釋字第 620 號－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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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條／解釋爭點／解釋文）

釋字第 1 號（38.01.06）

相關法條：憲 75
解釋爭點
立委就任官吏時仍保有立委職位？
解釋文
立法委員依憲法第七十五條之規定不得兼任官吏，
如願就任官吏，即應辭去立法委員。其未經辭職而
就任官吏者，亦顯有不繼續任立法委員之意思，應
於其就任官吏之時視為辭職。

釋字第 2 號（38.01.06）

相關法條：憲（36.01.01）78、173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37.09.15）4
解釋爭點
機關聲請統一解釋之條件有提統一解釋
必要？
解釋文
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
法律及命令之權，其於憲法則曰解釋，其於法律及
命令則曰統一解釋，兩者意義顯有不同，憲法第一
百七十三條規定憲法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故中央
或地方機關於其職權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時，即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法律及命令與憲法有無牴觸，發
生疑義時亦同。至適用法律或命令發生其他疑義
時，則有適用職權之中央或地方機關，皆應自行研
究，以確定其意義而為適用，殊無許其聲請司法院
解釋之理由，惟此項機關適用法律或命令時所持見
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
表示之見解有異者，苟非該機關依法應受本機關或
他機關見解之拘束，或得變更其見解，則對同一法
律或命令之解釋必將發生歧異之結果，於是乃有統
一解釋之必要，故限於有此種情形時始得聲請統一
解釋。本件行政院轉請解釋，未據原請機關說明所
持見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時所已表示
之見解有異，應不予解釋。

釋字第 3 號（41.05.21）

相關法條：憲（36.01.01）34、53、62、

64、71、77、83、87、90
解釋爭點
監察院關於所掌事項得提法律案？
解釋文
監察院關於所掌事項是否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憲法無明文規定，而同法第八十七條則稱考試院關
於所掌事項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論者因執「省
略規定之事項應認為有意省略」
（Casus omissus pro
omisso habendus est）以及「明示規定其一者應認為
排除其他」（expressio unius est exclusio alterius）之
拉丁法諺，認為監察院不得向立法院提案，實則此
項法諺並非在任何情形之下均可援用，如法律條文
顯有闕漏或有關法條尚有解釋之餘地時，則此項法
諺，即不復適用，我國憲法間有闕文，例如憲法上
由選舉產生之機關，對於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院立
法委員之選舉，憲法則以第三十四條、第六十四條
第二項載明「以法律定之」
。獨對於監察院監察委員
之選舉則並無類似之規定，此項闕文，自不能認為
監察委員之選舉可無需法律規定，或憲法對此有意
省略，或故予排除，要甚明顯。
憲法第七十一條，即憲草第七十三條，原規定「立
法院開會時，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得出席陳述
意見」
，經制憲當時出席代表提出修正，將「行政院
院長」改為「關係院院長」
。其理由為「考試院、司
法院、監察院就其主管事項之法律案，關係院院長
自得列席立法院陳述意見」，經大會接受修正如今
文，足見關係院院長係包括立法院以外之各院院長
而言。又憲法第八十七條，即憲草第九十二條，經
出席代表提案修正，主張將該條所定「考試院關於
所掌事項提出法律案時，由考試院秘書長出席立法
院說明之」
。予以刪除，其理由即為「考試院關於主
管事項之法律案，可向立法院提送，與他院同，如
須出席立法院說明，應由負責之院長或其所派人員
出席，不必於憲法中規定秘書長出席」
，足徵各院皆
可提案，為當時制憲代表所不爭，遍查國民大會實
錄及國民大會代表全部提案，對於此項問題曾無一
人有任何反對或相異之言論，亦無考試院應較司法
監察兩院有何特殊理由，獨需提案之主張。
我國憲法依據 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而
制定，載在前言，依憲法第五十三條（行政）
、第六

大法官解釋（釋字第一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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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解釋（釋字第四一一號）

十二條（立法）
、第七十七條（司法）
、第八十三條
（考試）
、第九十條（監察）等規定建置五院。本憲
法原始賦與之職權各於所掌範圍內，為國家最高機
關獨立行使職權，相互平等，初無軒輊。以職務需
要言，監察、司法兩院，各就所掌事項，需向立法
院提案，與考試院同。考試院對於所掌事項，既得
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憲法對於司法、監察兩院，
就其所掌事項之提案，亦初無有意省略或故予排除
之理由。法律案之議決雖為專屬立法院之職權，而
其他各院關於所掌事項知之較稔，得各向立法院提
出法律案，以為立法意見之提供者，於理於法均無
不合。
綜上所述，考試院關於所掌事項，依憲法第八十七
條，既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基於五權分治，平
等相維之體制，參以該條及第七十一條之制訂經
過，監察院關於所掌事項，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實與憲法之精神相符。

釋字第 4 號（41.06.20）

相關法條：憲（36.01.01）75
解釋爭點
聯合國韓國委員會我國副代表為官吏？
解釋文
聯合國韓國委員會我國副代表，既係由政府派充，
且定有一年任期，不問其機構為臨時抑屬常設性
質，應認其係憲法第七十五條所稱之官吏。

釋字第 5 號（41.08.16）

相關法條：刑（37.11.07）10
解釋爭點
行憲後各政黨黨務人員為刑法上公務員？
解釋文
行憲後各政黨辦理黨務人員，不能認為刑法上所稱
之公務員。

釋字第 6 號（41.09.29）

相關法條：公服（36.07.11）14Ｉ
解釋爭點
公務員得兼新聞紙類等之發行人、編輯？
解釋文
公務員對於新聞紙類及雜誌之發行人、編輯人，除
法令別有規定外，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之規定，不得兼任。

釋字第 7 號（41.09.29）

 相 關 法 條 ： 刑 （ 37.11.07 ） 10 ； 公 服
（36.07.11）14Ｉ
司法院院字第 2234、2578 號解釋
解釋爭點
行憲後各政黨黨部書記長為公務員？
解釋文

行憲後各政黨、各級黨部之書記長，不得認為公
務員。

釋字第 8 號（41.10.27）

相關法條：刑（37.11.07）10；國營事業
管理法（38.01.20）3
解釋爭點
公營事業機關人員為刑法上公務員？
解釋文
原呈所稱之股份有限公司，政府股份既在百分之五
十以上，縱依公司法組織，亦係公營事業機關，其
依法令從事於該公司職務之人員，自應認為刑法上
所稱之公務員。

釋字第 9 號（41.10.27）

相關法條：憲（36.01.01）172；司法院
大法官會議規則（41.04.14）4；刑訴
（34.12.26）374；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
急治罪條例 1、12
解釋爭點
當事人得於訴狀理由內指摘裁判違憲？
解釋文
裁判如有違憲情形，在訴訟程序進行中，當事人
自得於理由內指摘之。
來文所稱第二點，未據說明所持見解與本機關或
其他機關所已表示之見解有何歧異，核與大法官
會議規則第四條之規定不合，礙難解答。

釋字第 10 號（41.11.22）

相關法條：戰時交通器材防護條例
（34.08.16）1、14、15
解釋爭點
特定之鐵道在戰時被盜，適用戰時交通器材
防護條例？
解釋文
公私營事業機關所敷設之鐵道，事實上已負公共運
輸責任，又同受交通主管機關之監督管理者。其器
材被盜，在戰時自得適用戰時交通器材防護條例之
規定，至輕便軌道（俗稱車線）既有別於通常鐵道，
即不得併予援用。

釋字第 11 號（41.11.22）

相關法條：公服（36.07.11）14Ｉ
司法院釋字第 6 號解釋
解釋爭點
公務員得兼新聞紙類等之社長或其他職
職務？
解釋文
公務員不得兼任新聞紙類及雜誌之編輯人、發行
人，業經本院釋字第六號解釋有案，至社長、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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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名 稱

簡 稱

頁數

3劃
大學法

法

規 名

稱

簡

稱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
大學

大陸礁層公約

頁數
參-34

貳-395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參-203 公海公約

參-199

工會法

工會

貳-643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公寓

肆-431

工會法施行細則

工會施則

貳-649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公寓施則

肆-442

土地法

土

肆-471 公證法

公證

伍-387

公證施則

伍-401

公

陸-3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 土三四之一要 肆-492 公證法施行細則
點
土地登記規則

土登

公司法
肆-496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

4劃

陸-218

託書規則

中華民國憲法

憲

壹-3 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憲增

壹-51 管理辦法

陸-225

中央法規標準法

中標

壹-58 公平交易法

公交

柒-176

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

中選

壹-71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公交施細

柒-184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中組基

壹-242 戶籍法

戶籍

貳-388

中央行政機關總員額法

總員額

壹-246 少年事件處理法

少事

玖-362

中華民國刑法

刑

少家法組

玖-373

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

刑施

拾-30 立法院組織法

立組

壹-124
壹-130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章程

捌-3 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
捌-213

5劃

公民投票法

公投

壹-73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立權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選罷

壹 - 1 0 0 司法院組織法

司組

壹-173

公務人員考試法

公考

貳-428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大審

壹-195

公務人員任用法

公任

貳-432 司法人員人事條例

司人條例

貳-411

公務員服務法

公服

貳-441 世界人權宣言

公務人員保障法

公保

貳-445 民法

民

肆-3

公務人員俸給法

公俸

貳-461 民法總則施行法

民總施

肆-46

公務人員考績法

公考

貳-465 民法債編施行法

民債施

肆-208

公務人員陞遷法

公陞

貳-469 民法物權編施行法

民物施

肆-319

公教人員保險法

公教保

貳-472 民法親屬編施行法

民親施

肆-377

公務人員退休法

公退

貳-484 民法繼承編施行法

民繼施

肆-406

公務人員撫卹法

公撫

貳-494 民事訴訟法

民訴

貳-498 民事訴訟法施行法

民訴施

伍-166

行政組

壹-176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公務員懲戒法

公懲

貳-522
參-20 行政法院組織法

參-17

伍-3

6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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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法規名稱暨簡稱索引表（三六劃）

法規名稱暨簡稱索引表

拾貳-4

拾貳、索引表

法規名稱暨簡稱索引表（七一○劃）

法 規 名 稱

簡 稱

行政院組織法

行組

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

行暫

行政程序法

行程

頁數

法

規 名

稱

簡

稱

壹-235 法院適用刑事妥速審判法應行注
壹-237 意事項

頁數
玖-319

貳-3 法官法

拾-3

行政訴訟法

行訴

貳-115 法官倫理規範

拾-23

行政訴訟法施行法

行訴施

貳-233 法官社交及理財自律事項

拾-29
9劃

行政執行法

行執

貳-241

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

行執施則

貳-315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港澳條例

行政罰法

行罰

貳-320 政治獻金法

政獻

壹-325

行政法人法

行人法

貳-379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

前瞻

壹-332

地方制度法

地制

壹-281 政府採購法

政府採購

貳-74

仲裁法

仲裁

伍-279 政府資訊公開法

資訊公開

貳-352

有限合夥法

壹-274

陸-118 信託法

信託

肆-425

企業併購法

企併

陸-124 保險法

保

陸-303

全民健康保險法

健保

陸-389 保險法施行細則

保施

陸-378

刑事訴訟法

刑訴

軍審

玖-340

刑事訴訟法施行法

刑訴施

玖-274 律師法

刑事妥速審判法

妥審

玖-278 律師倫理規範

拾-41

拾-26 律師職前訓練規則

拾-46

各級法院法官自律實施辦法

玖-3 軍事審判法

7劃

律師懲戒規則
參-222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參-235 財政收支劃分法

8劃
法組

拾-50
10 劃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法院組織法

拾-34

財政收支

壹-307

捕魚及養護公海生物資源公約

參-208

壹-138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參-237
參-243

社會秩序維護法

社維

貳-538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

所得稅法

所得

貳-667 行法

兒童權利公約

參-211 消費者保護法

消保

肆-409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參-221 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

消保施則

肆-422
伍-354

非訟事件法

非訟

伍-372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債務清償

非訟事件法施行細則

非訟施則

伍-385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涉民

肆-448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毒品

捌-233 家事事件法

家事

伍-196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性侵

捌-248 家事事件法施行細則

家事施

伍-260

性騷擾防治法

性騷擾

捌-254 家事事件審理細則

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刑訴事項

玖-284 破產法

法院辦理刑事訴訟協商程序案件 刑訴協商事項 玖-314 破產法施行法
應行注意事項
海商法

拾貳﹑索引表

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件 刑訴簡易事項 玖-317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
應行注意事項
助協議

伍-262
破產

伍-342

破施

伍-353

海

陸-274
玖-3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