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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高雄地檢署在我的心目中，是一個非常美麗的檢察

署，因為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位居高雄都會的市中心

區，佔有交通便捷之利，又比鄰著美麗的愛河畔，並可眺

望鄰近蒼綠的壽山。每年高雄地區的元宵燈會、端午的龍

舟競賽或大型的煙火盛會，常常在愛河畔舉行，高雄地檢

署與高雄地方法院合署辦公所在的司法大廈，就成為觀賞

這些美景的最佳位置。無論是靜謐的清晨或是燈火倒映的

夜晚，高雄地檢署在美麗的愛河襯托之下，都展現出不同

的風貌之美。因著喜愛高雄地檢署的辦公環境，更因為高

雄是自己出生及年少成長的家鄉，有著一份濃郁的鄉情存

在，所以在民國 86 年 10 月能夠調回到高雄地檢署任職，

是檢察官生涯中非常快樂的一件事。而時光飛逝，轉眼間

今年即將屆滿一審主任檢察官之八年任期，不久之後的年

度職務異動，也許就要告別高雄地檢署了。值此時刻，適

逢建國百年的世紀禮讚，本署邢檢察長泰釗有意編撰署

史，個人認為此舉非常有意義，故不揣譾陋樂於為文共襄

盛舉。

二、襄閱職務的心得

個人在高雄地檢署的服務生涯，除了當檢察官時期

有機會偵辦各種不同案件外，在主任檢察官的任內，曾經

擔任過重大刑案組、公訴組、檢肅黑金專組的主任檢察

官，並督導過本署檢察事務官團隊及兼任 95 年高雄市市

長暨市議員選舉及 97 年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之查賄執行

秘書，這些不同的職務歷練，均帶給我眾多的學習機會及

成長空間，也使我個人受益良多。特別是在 98 年 9 月 3

日因鍾襄閱主任檢察官忠孝榮昇二審檢察官，本署襄閱主

任檢察官一職出缺，個人很榮幸獲當時江檢察長惠民指派

接任此一職務。剛接下襄閱職務時，心情甚為惶恐，覺得

此一重責大任壓在心頭感到無比沉重又忐忑不安，深怕自

己做不好，有辱檢察長的器重及影響署務的推展。但既然

能獲檢察長賞識及重用，乃暗自心中下定決心，無論如何

一定要全力以赴，以回報長官知遇之恩。

（一）我的好幫手

本署除襄閱主任檢察官外，尚有 15 位主任檢察官，

分別帶領檢肅黑金、緝毒、婦幼、重大刑案、國土環保、

民生犯罪、智慧產權、公訴、執行等各專組及督導檢察事

務官業務，幸賴有這 15 位主任同僚，成為我在檢察事務

方面最佳的得力幫手，他們除了及時把檢察官

的辦案狀況及意見適時反應給我之外，更重要

的是他們協助我將上級機關及檢察長的政策加

以落實並推展到本署的每一角落。再加上大家

幾乎都是多年的雄檢人，平日私交甚篤，未見

發生爭功諉過或互相較量誰比誰「紅」或劃分

小圈圈的情形。更因近年來上級很重視民意對

治安的觀感，所以在刑事政策方面研訂了很多

方案或目標，例如：「重大危害治安案件」、「霹

靂專案」、「排怨計畫」等，並採取績效管理

的手段來落實推動，所以各地檢署定期都必須

陳報數據及指標案件，而這些目標經由分工後，

必須由各專組主任檢察官協助緊盯及勸說檢察

官加以配合，以免影響本署的績效評比，所以

在擔任襄閱期間，有他們的協助，真是使我省

力不少。此外，在行政方面，前官長林明賢與

接任的代理官長葉淑文主任檢察官，二人都與

我合作無間，且理念相合，大家一同忠實無私

的為辦好署內行政事務而努力，工作上雖然忙

碌但甚為愉快。我也無比珍視與上開這些好幫

手們這段期間相處共事的情誼，因為沒有他們

的協助配合，襄閱的工作是絕對做不好的。

（二）行政業務

檢察官係以辦案為主，所以平時較少機會接

觸行政業務，雖然本署的主任檢察官歷來有受

分配督導不同行政科室業務的慣例，但畢竟只

是小範圍的。自接任襄閱之後，有機會瞭解及

接觸署內全面性的行政業務，因人、會、統、

政風、資訊等各個領域皆有其專業，故對於他

們的業務尚談不上指導，反而是我從他們身上

學習到很多。由於檢察署的任務係以辦案為首，

當然一切的行政資源都是為了支援檢察官辦案，

且歷來的檢察長到任後，也都不斷強調此一觀

念並要求各行政科室須全力配合，因此檢察官

的地位在地檢署是非常受到尊重的，檢察官的

需求也很受重視。但因資源有限，有時檢察官

的需求可能無法全數得到滿足，此時有賴檢察

官的包容及對行政同仁的相互尊重以及相關人

員的適度說明。基於個人的認知，襄閱的角色

有時就是需要扮演此一溝通平臺，猶記得本署

前官長林明賢因對於檢察官的要求，如有執行

上的困難時，他通常不便直接拒絕，而是先向

我說明無法配合的理由，由我瞭解事情全貌後

再親自向檢察官或其主任檢察官說明，通常也

都可獲得接受及諒解。此一方式使很多不愉快

的事情化解於無形，也避免讓檢察官有行政不

配合辦案的誤解。

在行政支援檢察官辦案方面，不僅是制度面

如此，個人認為更重要的是必須落實到具體個案

中。過去常有聽聞承辦專案的檢察官，在案件發

動搜索或訊問的階段，必須專注於案情及偵辦

方向，已經分身乏術，但有時還必須親自張羅

支援人力、車輛或便當，甚至支援專案檢察官所

配置的書記官因故無法參加時，還要代覓支援的

書記官，且因當時書記官的支援勤務缺乏公平機

制，基於人性弱點大家能躲就躲，如此當然影響

檢察官的專心辦案。為此，就任襄閱後，經報請

檢察長同意，便召集書記官長、檢察事務官蒐證

組組長、紀錄科長、總務科長等人，擬訂本署的

專案勤務支援機制及行政配套作為，使檢察官偵

辦專案時無須操心行政配合事項，一切另有專人

處理，書記官的專案支援勤務也公平合理解決，

使檢察官可以專心全力偵辦案件無須再分心於雜

務，目前此一方式運作尚稱順暢。

（三）檢察業務

襄閱的首要職務，顧名思義就是要襄助檢察

長核閱書類，而書類就是檢察官偵查終結的心

血，也是正式對外界昭告的宣示，因此書類正確

的重要性當然是不言可喻。但目前本署檢察官實

際在署辦公人數為 115 位左右，其中辦理偵查的

檢察官約有 70餘位，再加上 38股檢察事務官辦

理的分流案件，扣除一部分授權主任檢察官決

行的案件後，估計每月通常須由襄閱核閱的案

件數量約達四千三百餘件之多。由於平日上班

時間內須常常參加署內各種大小會議，或面對

媒體處理新聞事件，或解決署內一些行政事項，

或重要性案件須與檢察官討論案情，或接見前來

報請指揮案件之司法警察等等，已耗去不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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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可同步傳真給上級機關，使上級長官可

以即時瞭解本署的情形，毋須等到媒體的新聞

刊出後才知悉。

為滿足社會大眾知的權利，司法記者們很樂

於報導檢察官所偵辦案件中，具有特殊性及矚

目性的題材，尤其是檢察官主動積極偵辦者，對

於檢察官打擊犯罪伸張正義的形象，固有正面

提升的作用。但有時難免也有因受誤解而產生

的負面報導，甚至有的新聞標題下的相當聳動，

很容易對機關的形象造成傷害。此時及時的查明

真相加以澄清就很重要了。而且有時負面的新聞

具有感染性，尤其是目前的網路文化甚為盛行，

以訛傳訛的傳播速度相當快速，如不妥適處理，

後續還要多花數倍的精神或時間，或是造成不

好的效應，所以在新聞傳播無比快速的今日，

對於新聞的敏感性及負面消息的危機處理，亦

是重要的課題。

三、人物側寫

在高雄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的任內，有幸

追隨了二位檢察長，一位是江檢察長惠民，第

二位是邢檢察長泰釗，這二位檢察長的學識能力

及道德操守，幾乎都是零缺點，而且他們還有

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勇於任事，不畏得罪人，

身為襄閱，有機會比其他同仁與二位檢察長有

更多相處的機會，因此樂於將這二位的檢察長

的行事風範提出，供景仰者效法。

江檢察長惠民，過去曾在高雄地檢署服務，

本署很多資深的同仁均與他熟識，所以當消息發

布他要接任高雄地檢署檢察長時，本署很多人都

很高興，但同時也有人擔心，因為知道他做事的

個性，認為以後的日子可不好過了。江檢察長是

位很務實且尊重制度的檢察長，在他的任內，對

行政事務的要求是一切依規定辦理，尤其他曾擔

任過法務部檢察司司長，對於部頒的規定相當清

楚，本署當時的一些便宜做法，悉要求一律改正

照章辦理。因此本署過去很多的不良積習，此時

也被一一揪出檢討改進，猶如將鬆脫的螺絲釘重

新旋緊一樣。例如：贓證物庫一向是地檢署內較

不受重視之一隅，因此長年累積未處理贓證物越

來越多，常成為藏污納垢之處，江檢察長要求各

相關科室須全力配合清理，果然在短短一年內，

總共就清理了逾 10 年以上的贓證物計有 8千多

件，成果斐然。江檢察長為了使大家對於贓證物

庫堆積如山的情形有深刻印象，更親自率領全體

主任檢察官前往南區大型贓物庫參觀，在大家參

訪之後也更加清楚體認贓證物應積極處理及妥慎

保管的重要性。此外，對於檢察官暫行簽結的案

件，江檢察長也很重視，要求研考科、紀錄科、

檔案室須重新檢視暫行簽結的事由是否已經消

失，如消失應立即分案辦理，並建立定期檢討的

機制，以避免成為無人注意的黑案，影響當事人

的權益，當時暫行簽結的件數有 284 件，經過清

理及檢討後只剩 100 餘件。在核閱書類方面江檢

察長也很仔細，使得檢察官對於結案書類的撰

寫，也就更加用心，為了避免被請去檢察長辦公

室討論結案書類，大家都戰戰兢兢，對於辦案書

類品質的提升，有很大的助益。

江檢察長任內，大高雄地區因莫拉克颱風發

生八八水災，造成小林村滅村的不幸事件，當

時地檢署接獲不幸的消息傳來，但實際情形如何

尚屬不明，此時江檢察長立即召集相關主任檢察

官開會，組成危機處理小組，記得當時已知有多

人不幸罹難的消息，但因情況不明、道路不通，

有主任檢察官認為現在前往尚無濟於事，建議等

翌日情況明朗後，再派遣外勤檢察官前往相驗。

而江檢察長則立即裁示，不能等到情況明朗之

後，應於當日立即派出檢察官進駐到旗山地區，

以便待命隨時處理突發狀況。後來果然證明江

檢察長的指示是正確的，因為事後有民意代表質

疑發生了那麼大的天災，檢察官卻坐視而置身事

外，幸好實際上本署檢察官當天早已進駐到旗

山待命，經向外界及該位民意代表說明澄清後，

上述質疑便不攻自破，成功的被化解了，令我

對江檢察長的決斷力及危機處理能力印象深刻。

另外江檢察長也熱衷於運動，假日除了騎自行

車外，壘球是他的熱愛，他更是本署壘球隊的

大將，常常擔任先發投手的角色，在他親率出

征的戰役中，本署可說是戰果豐碩。同時，江

間，因此常常需要在夜間及例假日前來辦公室

加班核閱書類，但儘管如此，百密中總有一疏，

有時錯漏字未發現在所難免，但若是書類中對

於事實認定或法律見解交代的不夠周延或有誤，

我卻事先未發現而被檢察長核閱時發現了，有時

會與承辦檢察官一同被請去檢察長辦公室討論，

這下可就汗顏無比啦。

近年來政府非常重視民意，要求公務機關必

須加強為民服務並減少民怨，各檢察機關當然

無法置身事外，但案件的終局，如果有二造當事

人者，總是有一方勝一方敗，因此難免會得罪一

方，故接到陳情或抱怨，有時在所難免。雖然

如此，但辦案程序的正當性，卻是不可忽視的，

因為對於程序違反的陳訴，往往很難自圓其說，

嚴重時除證據能力被排除外，有時還會受到懲

處，所以程序正義已是基本要求。此外檢察官

須準時開庭、開庭時的問案態度等議題，最近

也是一再被提起，基於司法為民的理念，人民

的感受越來越受到重視，只是有些同仁可能沒

有注意到，未感受到外界氛圍的改變，此時基

於襄閱職責，善意的加以提醒仍屬必要。

（四）新聞處理

襄閱主任檢察官須兼任本署新聞發言人，所

以擔任襄閱期間須與媒體互動是絕對避免不了

的事。因為過去幾任襄閱一向都與媒體配合的不

錯，早已打下良好的基礎，自己接任後，照循

往例，也很快就能順利上手。此外，法務部為

使所屬各檢察機關發言人於主動發布新聞或接

受記者採訪時，能熟練應對技巧，掌握發言分

際，亦不定期舉辦「檢察機關發言人研習會」，

而我在 98 年剛接任襄閱時也參加過一次，課程

內容很充實，甚至邀請媒體名嘴來給我們上課，

並實地演練，收獲甚豐，對我擔任機關發言人

的角色助益不少。

依媒體的特性，總是希望對方「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但因偵查中的案件須遵守「偵查

不公開」之規定，且上級也訂頒了「檢察、警察

暨調查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要

求嚴格遵守，而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還成立「偵

查中案件新聞督導小組」，隨時在側錄電視新聞

或注意媒體報導，如一旦發現偵查中案件發布新

聞有違反規定情事時，即會要求改善，嚴重時甚

至會檢討議處，所以對於媒體的採訪，自己心中

常一再提醒自己要謹慎小心。特別是當電子媒體

採訪時，攝影機鏡頭照過來、麥克風湊過來時，

似乎有種魔力，記者問到甚麼，就會跟著他的問

題作答。有時記者還不免會使用套話的技倆，如

果一不小心，可能就會說溜了口，等到事後發現

要彌補就很費事了。所以在學乖了之後，爾後每

次要面對電子媒體之前，我會先把對方可能會問

的問題及自己可以提供的答案，在腦海中思考整

理一下，甚至復習個二遍。如果事先時間充裕的

話，在正式採訪之前，也會藉由寒喧的方式，先

探詢一下記者今天來採訪是關心甚麼議題，先給

自己有個心理準備。至於記者如果反覆套問到我

不能回答的問題，此時標準答案早已準備好了：

「基於偵查不公開，我不便回答此一問題」，而

且還要吃了秤砣鐵了心，不管他們怎麼問，就是

要堅定的回答這一句（通常這個畫面是不會被播

出來的）。如此一來，記者小姐先生看真的問不

出來也就包涵不再為難，終能化險為夷。

在文字媒體部分，因為他們通常有固定跑司

法新聞的記者，而且大家也相識多年，平日就很

融洽，所以在互動及配合上也都很好。剛接任襄

閱時，有記者抱怨過去曾因漏新聞而造成困擾，

所以我就與大家建立下面共識：一 .對各家媒體

在新聞發布上儘量做到公平，不私下透露獨家消

息給某一家媒體；二 .不對媒體說謊或反向誤導

媒體，如不能發言，就直接表示不便發言。而此

二項共識，也獲得大家的認同及支持，所以在互

動上，建立可貴的互信存在。在文字新聞發布方

面，除了配合記者發稿的時間儘量提早之外，本

署的新聞發布，通常採取新聞稿的方式處理，一

方面新聞稿的內容可事先經過斟酌且須陳核機

關首長，較不易出錯；另一方面，新聞稿的內容

是一致性的，不可能對這家媒體是這個說法，對

別家又是另一個不同的說法，且日後如有爭議，

可以調出來查閱；再一方面，新聞稿發布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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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醫鑑識是破案關鍵

法醫鑑識工作為司法檢察業務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個

案死因鑑定的正確性直接影響審判的公平性，不僅涉及個

人生命與社會正義，更影響國家人權及國際形象。世界各

國的民主政治中，法醫鑑識工作受重視程度，代表著國家

民主進步的象徵及人權保障的重要指標，先進國家莫不加

以重視。法醫鑑識常常會是破案的關鍵，在現實生活中亦

復如此，翻開歷來許多備受關注的重大刑案，如果沒有法

醫從旁協助，或許根本無法破案，近年因新的刑事訴訟法

施行，極重視科學犯罪證據之舉證，法醫死因鑑定與鑑識

科學的「鑑驗結果」，於偵查中提供了檢察官偵查方向

之邏輯參考，證據力的強弱扮演著案件起訴與否的關鍵鑰

匙，也是起訴後強有力的論告依據；死因「鑑驗結果」於

審判程序中，要讓歹徒百口莫辯、俯首認罪者，亦非它莫

屬，它也是論罪科刑的有力依據，亦是讓死者家屬解惑、

慰藉的一帖「良方」，建立嚴謹正確的科學證據能力、開

創鑑驗技能及提升法醫鑑識準確率乃司法取得人民信賴之

不二法門。

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當人民遭遇司法死亡案件時，法醫當應充分善用現代

法醫科技，「擔任屍體的代言人」釐清死者死因協助相關

鑑識及偵查工作，如此才能迅速得到司法正義，顧及往生

者的「尊嚴」及家屬的感受，使人心安定，信賴司法。古

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提供先進的現代

化法醫科技設備乃當務之急，國外曾統計，感染最高危險

期就在於屍體解剖時。反觀國內法醫相驗解剖，僅有簡便

防護措施，相關防護設備簡陋，只能提供防護衣、口罩等

個人防護消耗用品來做初級防護，往往解剖後，始發現死

者罹患肺結核或其他傳染病，嚴重忽略了因隔離不當而遭

傳染風險及保障參與人員的健康，這已讓國內屈指可數的

法醫們曝露於受感染的危險境地，故提升「安全」防護措

施及「衛生」硬體設備等級的建構，乃留住專業法醫人才、

保護其人身安全及預防傳染病擴散即應著手改善刻不容緩

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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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長也鼓勵同仁下班後從事有益身心的運動，

所以在 99 年 6 月 9 日本署舉辦了一次全署的桌

球比賽，各科室同仁不分男女紛紛組隊報名參

加，獲得大家熱烈的迴響，在相互切磋球技之

中，除了增進不同科室同仁間彼此的交流及情

誼，更激發了團隊的士氣。而江檢察長在本署

的時間才僅短短的一年，就高昇榮調法務部常

務次長，同仁們均很不捨，但因上級另有重用，

大家也都衷心的祝福他。

邢檢察長泰釗於 99 年 7 月 28 日就任本署檢

察長，他在擔任檢察官及主任檢察官時，雖然

均在北部服務，但卻是道道地地在高雄長大，直

到唸大學的階段才北上求學，因此，邢檢察長時

常提起，能回到高雄服務鄉親，為故鄉盡點力，

是非常榮幸的一件事。邢檢察長的行政能力極

強，初到任時，本署的行政科室主管常因跟不上

檢察長的腳步及標準而膽顫心驚，再加上邢檢察

長的強大執行力，每每追問何時可以完成工作？

並予以追蹤管考，所以在邢檢察長的麾下做事，

想要推諉過關或敷衍了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就是因為他這種苦幹實幹的精神，所以高雄地檢

署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已經整修完成本

署一樓偵查庭區乾淨明亮提供開庭民眾使用的

廁所；三樓新設的法律新知推廣中心，窗明几

淨深受同仁好評，除了具備圖書室功能可服務

同仁之外，更可讓來署參訪的民眾及青年學子

有簡報導覽及聆聽說明之好所在；四樓檢察官

辦公區的二間案情研究室，給辦案中的檢察官

與司法警察有不受干擾可專心討論案情的空間。

此外，檢察官停車場新設堅固壯實的遮雨棚，

再也不怕會被颱風吹垮了；整建中的一樓中庭

庭園，雖因經費不足目前只進行一半，但已可

窺見未來完成後一定是秀麗盎然景色雅緻。凡

此，均足以彰顯邢檢察長是位肯做事的檢察長，

而且是位用心建設的檢察長。

邢檢察長同時也是位辦案高手，他除了對偵

辦貪瀆案件饒富心得並編撰有「圖利罪構成要見

解析」甚具參考價值之外，對於查賄案件更是全

力投入，因此本署在99年底的五都三合一選舉，

檢察長親自擬定了查賄策略，並激發檢察官的查

賄士氣，全署同仁上下一心全力投入，因而獲得

了豐碩的查賄成果，更難能可貴的是查獲數件上

下游結構完整的集團性大宗賄選案件，之後更奉

上級指示在本署辦理查賄觀摩會，將本署查賄的

心得及成果，展示在全國的檢察署檢察長及檢

察官代表面前。又大高雄地區因位居重工業區，

環境污染一向嚴重，邢檢察長到任後，特別關

切環保犯罪問題，推動結合各警察、環保單位、

民間環保團體等組成大高雄地區環境保護合作

組織，在本署更成立了「環保犯罪查緝中心」，

由專人專責偵辦環保犯罪案件，不僅迅速掌握辦

案時效，更向上溯源追出前手的不法業者，對

於遏阻環境生態遭受污染有很大的效果。此外，

邢檢察長也很關心同仁的心靈調適及身心健康，

當 100 年臺北市舉辦國際花卉博覽會時，便排除

萬難為本署同仁舉辦了一次前往參觀的二天一

夜自強活動，所有前往參觀的同仁都非常滿意讚

不絕口。再者，100 年的全國司法節桌羽球運動

會在高雄舉行，本署奉命辦理，在邢檢察長的領

導下，本署也是辦的有聲有色，頗受好評。更

特別的是，今年農曆春節年終業務檢討餐會（尾

牙），邢檢察長的悉心策劃安排下，在本署六樓

大禮堂舉行，現場除邀請數位書法大師揮毫書寫

春聯贈送同仁外，菜色豐富、節目精彩、盛況空

前，博得了滿堂彩。以上種種，足見邢檢察長是

位肯做事又能辦案且足智多謀的全方位人才。

四、結論

聖經彌迦書第六章八節說：「世人哪，耶和

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

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

行。」回首來時路，一路走來，只有感恩。有幸

能夠成為摘奸發伏的檢察官，有幸能夠與那麼多

位志同道合的夥伴一同在高雄地檢署服務打拼，

有幸能夠遇見那麼好的長官得以跟隨學習，最

後期勉自己未來在這條道路上繼續走下去時，能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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