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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學校畢業後即順利進入公職服務至

今，一路走來也已有二十餘年，其間歷

經屏東縣政府主計室書記、臺灣鐵路局

屏東貨運服務所會計室課員、臺灣屏東

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室書記官、臺灣高

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室書記官、臺灣

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主任、臺灣高

雄監獄統計主任、臺灣屏東監獄統計主

任、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主任

等等。在各機關服務期間承蒙各級長官

不吝指導及栽培，所以在每一公職任內

皆能圓滿完成上級長官及機關首長交代

的各項任務。回憶離開屏東縣政府主計

室，欲赴臺灣鐵路局屏東貨運服務所會

計室報到時，主任曾勉勵我：「年青人

要多做、多問、多學習，不要怕做事，

要膽大心細。」主任的訓示我都牢記在

心裏，並且在工作崗位上盡我所知、所

學做一個稱職的公職人員。如今己經歷

了將近二十餘年的公職生涯，我還是牢

記主任的訓示：多做、多問、多學習的

精神。為了多學習增廣見聞及業務需

要，也參加行政院主計處與中山大學企

業管理學系共同辦理主計人員碩士學分

班研習及各種電腦訓練課程，藉由各種

訓練課程來充實在業務上所無法學習的

知識技能，以提昇本身素養及技能，俾

利接受各種不同任務工作的挑戰，做好

公職應盡的職責及本分。

表資料。貳、統計工作概況
（一）統計主任的工作職掌：    民國76年12月由臺灣鐵路局屏東貨

1、綜理本署統計業務。運服務所會計室課員轉調屏東地方法院

2、公務統計、檢察官辦案成績年報檢察署統計室書記官，會計與統計兩者

表、員工獎懲月報表之編審及有工作性質截然不同，因12月中旬適值統

關年月報之審核。計工作的尖峰期間，當時尚未有電腦設

3、統計資料輸入、分析設計及提供備輔助，所以平時建檔以登錄卡片後再

各科室資料的程式編撰。根據卡片資料依蒐集各項資料一一排列

後編表，每編一張報表其卡片須重新排 4、提供各科室相關業務統計資料。

列組合，編十張表則須排列十次，其工 5、上級長官及機關首長交辦事宜。

作雖沒有困難度但很費時，剛調入時經 （二）書記官（侯漢家）的工作職掌：

常需要加班，因新手上路關係常須把工 1、執行案件〈新收、終結〉、公訴

作帶回家請先生幫忙排列卡片，以利我 案件及觀護業務等統計資料輸入

編製報表，當時月報表趕完又須趕年報 刑案系統。

表，每每忙到凌晨且經常須看眼科醫 2、編製年報、月報表等之統計業
生，地檢署統計工作是沒有元旦假期， 務。
往例每年元旦統計室都需要加班趕工作

3、提供各科室相關業務統計資料。
及編製檢察官辦案成績，當時有點後悔

4、其他交辦事宜。
換錯跑道誤闖入統計工作領域，彷彿小

（三）書記官（蔡曜至）的工作職掌： 
白兔誤入叢林般的驚恐，後來統計建檔

1、偵查、再議、相驗、其他案件等
工作電腦化作業，大大提昇工作效能而

統計資料輸入刑案系統。
縮短編表的時間。但統計工作量亦隨政

2、編製年報、月報等之統計業務。
策措施變革及業務職權不斷擴增而有增

3、提供各科室相關業務統計資料。
無減，統計工作負荷量仍然相當沈重。

4、其他交辦事宜。以下簡介統計工作的概況：

一、科室概況
二、工作範疇    本室編制統計主任一人與統計書記
1、協助建立刑案資料及賡續擴充統計官二人。在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統計主

個案任之指揮監督及依法受本署檢察長之指

依照「檢察案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揮下，依授權範圍從事各項統計工作。

實施要點」及「犯罪被害補償及求主任於平時收集有關檢察官辦理成績資

償事件編號分案報結實施要點」規料及建置底稿資料，俾利於年終編製檢

定，詳實蒐集各項資料，以配合刑察官辦案成績報表。書記官分別辦理偵

案資訊整合系統之需求，協助建立查、執行案件資料的輸入及產出公務統

該系統資料，並賡續擴充統計個案計報表（月報、半年報及年報），並配

資料庫，以提高統計運用彈性。合各科室的需求提供有關本署的相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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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編製公務統計報表 月蒐集統計檢察官辦案成績，每屆年

終，編製統計考查檢察官辦案成績年依照「公務統計方案」規定，

報表及清冊，提供人事單位辦理考詳確記錄與統計機關職務執行經過

核。與 結 果 ， 查 編 本 機 關 月 報 、 半 年

報、年報等公務統計報表，並按規 5、定期發布統計資料

定日期陳報，供施政及業務參考。 每月擇取重要統計資料項目，透

3、建置統計應用資料 過網際網路登載於機關網頁，以落實

行政資訊公開及便利各界參考，擴大依定期查編之公務統計報表、其

他統計報告及統計刊物中之各種統計 服務層面。(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應

資料，賡續擴充統計應用資料庫，以 增列書刊發行資料之發布事項)
增進統計資料管理效率。 6、與機關業務密切結合

4、統計考查檢察官辦案成績 隨時應機關業務需求，運用統計
依照「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 個案資料庫或統計應用資料庫，適時

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官辦案成績考 產生相關統計資料提供參考應用。
查實施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按

三、 統計工作負荷量漸趨沈重

    本署近十年來受理案件分別為民國 集的資料附記也越來越多，如八八水

88年47,753件，89年54,396 件，90年 災、重大刑案、國土保持、經濟犯罪、

53,554 件 ， 91年 51,479 件 ， 92年 具體求刑及認罪協商等等，統計工作負

52,186件，迄民國97年底已達70,228 荷量漸趨沈重，各業務科室人力隨業務

件，10年來案件量成長22,475件，較民 量的成長不斷的增加擴充中，反觀行政

國88年 受 理 案 件 成 長 比 例 高 達47.06 科室人力並未隨業務量的成長而增加人

%。統計工作量與本署的業務量有正相 力。

關的關聯性，即統計工作量伴隨著本署

的業務量增加而增加，因政策措施變革

及業務職權不斷擴增而有增無減，如增

加緩起訴處分作業、犯罪被害補償及求

償業務及最近社會易服勞動等政策措

施，導致案件量日益增加，且須登打蒐

資料來源: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室 資料來源: 臺灣法務統計專輯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88-97年12月底現有員工人數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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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十年本署檢察業務受理案件

1 受理案件

本署近十年來受理案件分別為民國88年47,753件，89年54,396 件，90年

53,554 件，91年51,479 件，92年52,186 件，迄民國97年底已達70,228件， 

10年來案件量成長22,475件，較民國88年受理案件成長比例高達47.06 %，民國

88至97年的平均受理案件為55,621件，平均終結案件為50,140件，民國97年

70,228件較10年平均數成長14,607 件，民國89至95年間受理案件均維持在

51,000至55,000件左右，民國96及97年受理案件驟增為60,373及70,228件。

2、新收情形

本署近十年來平均新收案件50,437件，其中十年平均偵查案件為10,752

件，平均執行案件為10,478件，平均其他案件為29,207件，由民國88至94年新

收案件均在5萬件以下，民國95年超過5萬件，民國97年突破6萬件以上。

、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88-97年總案件收結統計表  單位:件

資料來源: 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室 資料來源: 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室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88-97年檢察案件新收情形  單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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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室

資料來源: 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室

至新收案件的前第三名，應與刑法於民3、新收前五名案件類別

國88年4月21日大幅增訂公共危險罪章條    近十年來本署偵查新收件數前五名

文有關。毒品案件為本署偵查案件數之分別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竊盜、公共

最大宗，其次為竊盜案件，公共危險案危險、傷害、詐欺，僅於民國88年公共

件自民國90年以後暴增至新收案件的前危險案件未列入前五名新收案件中，由

第三名，詐欺案件因近年來詐騙集團利殺人451件位居民國88年新收案件的第

用電話詐欺恐嚇犯罪有增加趨勢。五名。公共危險案件類型於民國89年

656件位居第五名，民國90年以後暴增

144

145



4 毒品案件 舉辦之音樂季「春天的吶喊」，檢、警

     墾丁國家公園內的「春天吶喊」 都會以專案方式查緝音樂節各音樂會現

樂團表演始自民國82年間，現已成每年 場、墾丁大街、民宿或遊艇上發生之毒

春假時期（3月底4月初），由音樂業者 品交易或施用，希望藉此杜絕不良份子

籌資，在恆春半島各地區舉辦各式各樣 為圖己利而藉機販售或施用毒品。因

的音樂演唱會，每年均吸引逾10萬名年 此，不論是藥頭或施用毒品者，只要經

輕朋友及音樂愛好者參與此一盛事，毒 查獲有販賣、施用、持有、甚至製造之

品與藥頭往往趁著每年4月間，屏東墾 事實者，檢警單位絕不寬待，皆會使其

丁地區舉辦「春天吶喊」、「春浪音樂 面臨法律之處罰。

節 」的活動伺機而動，現場的狂歡氣      根據本署民國88年至97年之統計資

氛，容易誘使參加者失去戒心，而接受 料，毒品案件均為本署偵查新收案件之

施用毒品之邀約。因此，為了保護國民 最大宗，其中以民國89年及94年為兩大

的身心健康，本署對於運輸及販賣毒 高峰，民國95年以後則有趨緩之現象，

品、施用毒品等案件，除成立毒品防制 民國96年及97年則微幅上揚。

專責小組外，對於一年一度在墾丁地區

、 5、竊盜案件

    根據本署民國88年至97年之統計資

料，竊盜案件位居近十年來為本署偵查

新收案件數第二位，近十年來竊盜新收

案 件 分 別 為 民 國88年 1,164件 、 89年

1,224件、90年1,453件、91年1,470件

逐年微幅上揚，民國92年1,287、93年

1,483件、94年1,125件則各有增減，民

國94年為近十年來最低峰，民國95年

1,326件、96年1,577件、97年1,906件

則逐年攀升，民國97年為近十年來最高

峰。新修正刑法自民國95年7月1日起正

式上路，修正的內容包括將把過去犯數

案併案審理的「連續犯」規定刪除，改

為「一罪一罰」，因此，自民國95年以

後竊盜新收案件有增加趨勢。

資料來源: 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室資料來源: 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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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1311、1002、877、1101、1019、6、

1135、1282、1499件，此一案件類型於   本署公共危險案件於民國88年間，

民國88至89年間暴增，應與刑法於民國其收案量原為第7名，民國89年為本署

88年4月21日大幅增訂公共危險罪章條新收的第5名，自民國90至95年皆位居第

文相關，其中應以第185條之3影響最3名，民國96至97下降為第4名。自民國

大。88年近十年來，其收案量分別為305、

公共危險案件     為因應詐欺案件的增加，本署成立 辦此類案件，積極布線，全力蒐證，以

「加強查緝電話詐欺恐嚇專案小組」， 嚇阻犯罪。

由檢察長擔任召集人，協調指揮警、

調、電信、財政等相關單位專責迅速嚴

嚴重破壞金融交易秩序，更造成許多民7、

眾的損失。    近年來不法詐騙集團利用國內經濟

    根據本署統計民國88至97年新收的不景氣及人性貪婪的特性，從傳統之刮

詐欺案件分別為766、806、604、455、刮樂、手機及電子郵件簡訊中獎、假應

404、 507、 687、 1,044、 1,586、徵真詐財等手法，演變至今，以巧言令

1,595件，由88-97年詐欺案件統計圖可色配合時事如報稅期間之假退稅真詐

看出自民國88年新收案件766件逐年下財、SARS專案期間之防疫補助款詐騙、

降 至 民 國92年404件 為 近 十 年 來 最 低網路購物詐欺、假綁票案及利用地檢署

峰，再逐年增加至民國97年1,595件，或法院名義行使詐騙行為等，且不時推

尤以民國96及97年暴增為民國88年新收陳出新，還會視被害人經濟情況詐騙，

案件量的兩倍。「有錢者，騙錢；沒錢者，騙人頭」，

詐欺案件

資料來源: 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室

資料來源: 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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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被發現，因此，未來對資料定義參、統計工作的展望
與蒐集管道的整合，反而將會變成統計一、「政府統計」的兩難
人的一股強大壓力。

1、當統計數據與部門績效產生負面效應
三、提升「政府統計」在機關內部時。

的形象2、當統計資料遭社會大眾質疑時。

1、發揮使用者導向之統計服務功能。3、當統計資料遭偏差性的運用及誤用

2、統計人員應跨越統計專業領域，掌握時。

經濟社會變遷脈動，培養社經多元化4、統計強調品質、時效性及有用性，實

及全球化專業領域知識。務上如何兼顧此原則，對統計人員而

3、擴大導入資訊科技之應用，精進統計言是一種挑戰，例如一方面資訊要符

方法，引進資訊科技，促使資料處理合首長需求，但一方面要強調統計專

流程標準化。使統計資料能迅速、準業性與中性的特質。

確的產生，以支援各單位對統計資訊二、建立「政府統計」的專業形象
的需求，提供首長決策參考。    統計數字會說話，許多理論研究的驗

4、善用業務單位統計資源，業務單位為證及政策績效的解釋及執行情況都需要
政府統計資料之最大使用者與供應靠統計數字來說明、分析、檢驗，所以
者，所以善用業務單位統計資源，能統計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不論在民間企
讓統計業務更能順利推展。業、學術團體或政府部門都普遍運用統

5、統計人員應加強與業務單位溝通協調計分析技巧，皆能獲得良好的績效，因
能力，並建立公共關係，對統計業務為統計數字可以發現潛在問題、潛在顧
的推展有很大的助益。客、潛在利潤、影響因素等等，進而可

6、統計應以服務為目的，支援各單位對以解決問題、開發新的顧客群、創造最
統計資訊的需求，提供首長決策的參大的利潤。而「政府統計」具有支援政
考，以發揮統計服務的功能。府政策制訂、執行與評估的特殊功能，

並可藉以瞭解經濟、社會狀況，政策執

行的績效成果，進而發現政策執行的缺 肆、結語
失及尋找解決缺失的方案，使政策執行     當統計數據與部門績效產生負面效應

績效更臻完美，故統計的數據是非常重 時、統計資料遭社會大眾質疑時、統計

要，因為統計數據會說話。在科技革命 資料遭偏差性的運用及誤用時及統計強

的e時代中，隨網際網路的興起，各界對 調品質、時效性及有用性時，「政府統

於統計的需求將會急遽增加，雖無法預 計」常會面臨兩難，實務上如何兼顧，

知資訊服務便利的所有後果，但無可避 對統計人員而言是一種挑戰，如何建立

免的會產生許多偏差性的運用及誤用， 「政府統計」的專業形象及提升「政府

媒體也會大量使用資料作為周遭事件的 統計」在機關內部的形象，將是從事統

佐證，或許有人會期望這股趨勢將帶動 計工作的統計人努力的方向。

新興統計的崛起，但對相同現象的各種

資料蒐集變得更容易時，其間的差異也

8、貪瀆案件 法務施政核心，亦為民眾所殷切期盼。

       屏東縣與其他都會區比較，少有中 根據本署統計資料，典型白領犯罪之貪

央機關之分支機構在此設址辦公，亦無 污治罪條例及瀆職偵查案件，在民國

規模龐大之公共工程或建設進行中，本 88年至92年均維持在40件與60件之間，

署偵辦有關貪污、瀆職或違反政府採購 民國93年驟降至27件，於民國95年則大

法之檢舉或告發，以鄉鎮市首長、承辦 幅攀升至116件為最高峰，民國96年及

人或基層公務員最多，掃除黑金為政府 97年逐年下降至32件。

9、野生動物保育案件

    每年8、9、10月間

（即中秋節前後時日）

，即有大批自北方渡海

至恆春半島過境之候鳥

，著名者如已列入保育

類動物之紅尾伯勞、灰

面鷲（俗稱之國慶鳥）

等，這些候鳥到來，不

僅活潑恆春半島之自然

生態，亦因大批有興趣

之民眾前往賞鳥、研究而對該地區帶來 為近十年來最高峰。

可觀之商業利益。但長期以來，恆春半     目前候鳥過境期間，恆春半島已不

島老一輩之居民，卻將此視為上天贈送 復見之前於馬路兩旁燒烤販賣伯勞鳥之

之額外財源，於是設法加以捕捉、宰 事件。為了將來不需要到鳥店才能聽到

殺、出售。尤以使用「鳥仔踏」捕捉紅 鳥叫聲、或欣賞鳥兒的可愛，呼籲國人

尾伯勞，加以宰殺後，陳列於前往墾丁 應該善待這群過客－愛牠，就不要傷害

國家公園之大道兩旁上燒烤販賣，及獵 牠，並讓牠們代表我們向全世界宣揚台

殺灰面鷲，製成標本出售予外人，不僅 灣人的和善，成為各種鳥兒的樂園。大

嚴重打擊生態保育工作，因該地常有外 家應團結起來『護野鳥、反獵鷹』－全

國遊客進出，目睹此情，亦對我國保育 民推行「不捕殺、不買賣、不食用」三

之國際形象產生不良之影響。 不運動，當候鳥保育的志工，共同營造

    根據本署民國88年至97年統計資 一個讓候鳥可以滿天自由翱翔的天空，

料，野生動物保育新收案件自民國88年 屆時候鳥為恆春半島居民所創造的觀光

17件逐年上揚至民國91年38件，民國 利潤，相信絕對是無限的商機，同時也

92年則逐年下滑至94年13件為近十年來 為我們的子孫留下美好的生態環境。

最低峰，隨後一路攀升至民國97年69件

資料來源: 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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