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台」2套（固定式及移動式各1套）及X光機設

配合納入「高雄市政府殯葬園區（現址）整建

備1套，作為提昇鑑驗品質計畫之用，惟對於能

計畫」一併施工興建，但從規劃至工程完工驗

完全建構現代化解剖室的環境仍顯不足，在邢

收，需耗時四年，曠日廢時，為解燃眉之急，

檢察長籌劃指示下，為期畢其功於一役，以建

前後由黃俊嘉、劉宗慶、蕭宇誠三位主任檢察

構一個能達到生物安全等級2＋（BSL2＋）的解

官積極與高雄市政府協調下，獲高雄市政府回

剖室為宗旨，搭配法醫研究所添購的解剖台及X

應提供新台幣455,000元經費，在市政府全力配

光機設備，進行現有解剖室整建計劃，委由蕭

合下，該「解剖室暨臨時偵訊室增設視訊相關

主任檢察官宇誠擔任召集人並評選出林存城建

設備採購案」於同年8月5日順利發包，10月5日

築師事務所擔任規劃設計監造，編列現有解剖

竣工、11月12日驗收並正式啟用，勉強改善解

室所需整建工程預算經費新台幣497餘萬元，在

剖室及臨時偵查庭間之影像傳輸設備功能，讓

蕭主任檢察官宇誠積極協調高雄市政府，終獲

檢察官及家屬可在臨時偵查庭透過視訊系統與

高雄市政府動用99年度第二預備金，全數支應

法醫溝通，即時瞭解解剖情形並錄影存證，減

是項整修改建工程經費新台幣497餘萬元，並重

低了高感染風險。

新修繕兩間偵查庭與當事人休息室。由本署總

法務部推動及落實全台設立五大相驗解剖中

務科於99年12月2日順利執行發包採購，經碩亮

心，建構完善與現代化科技法醫解剖室，改善

工程有限公司得標承造。整建規劃初期，檢察

法醫解剖環境之政策，由法醫研究所規劃及執

長就細部規劃設計會議不但事必躬親，且多次

行，「高雄市相驗解剖中心」為該五大解剖中

蒞臨工地督視指導；蕭主任檢察官宇誠多次親

心之一，為順利執行此方案，本署特指派劉主

臨工地現場召開施工協調會、裴榮譽法醫師起

任檢察官宗慶向法醫研究所爭取相關經費，經

林及潘法醫師至信亦至現場指導，「高雄市政

劉主任檢察官宗慶多次北上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府民政局殯葬管理所解剖室整修工程採購案」

法醫鑑識工作乃司法檢察業務中極為重要的一環，鑑識工作攸關國家民主進

爭取、協調下，終獲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同意，

終於在100年1月15日竣工，1月25日驗收完竣。

步象徵及人權法治精神。近年因刑事訴訟法大舉翻修，就犯罪證據之科學舉證極

特專案編列新台幣300餘萬元，添購「抽氣式解

為重視，法醫就死因鑑定與鑑識科學的鑑驗結果不僅提供檢察機關起訴之參考亦
為法庭審判的依據，且直接影響社會正義、人權之保障，故建立嚴謹正確的科學
證據能力、開創鑑驗技能及提升鑑定品質的「專業」形象乃司法機關取得人民信
任之不二法門。
本署早期所行之解剖室環境極為簡陋，進行相驗或解剖時，毫無隔離及防護
措施，對往生者尊嚴及家屬感受毫無尊重，長期忽視下已間接影響民眾排斥解
剖，且爭議案件之遺體如未解剖，將衍生取證困難而直接影響司法偵審時效及人
民權益。法醫師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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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建前解剖室設備

家屬的感受，使人心安定，信任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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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國外統計，感染最高危險期就在於屍體解剖時。國內法醫相驗解剖時僅有
防護衣、口罩等個人防護消耗用品來做初級防護，惟於解剖後始發現死者罹患肺
結核或其他法定傳染病，嚴重忽略高傳染風險及保障參與人員的健康，這已使屈
指可數的法醫們暴露於高感染的險境，是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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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人身安全及預防傳染病擴散首
•邢檢察長泰釗多次蒞臨工地指導

重之事。
震鼓鑠法 340 高躍雄飛

震鼓鑠法 341 高躍雄飛

大事紀

高雄市相驗解剖中心

設施改善

鑑於上開需求，高雄地區前解剖室原係計畫

近年來，臺灣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已陸續完成地區型（localized）法醫解剖室，此些解剖室大多
已達生物安全第二加等級（Biosafety Level 2+, BSL 2+），強調二級防護（Secondary Barriers），
避免解剖室的廢棄物污染或感染外界。改建後之高雄地檢署法醫解剖室，除已達生物安全第二加等級
外，另具有以下特色：
一、生物安全第二加等級。
二、強調服務與人性，創立獨立的家屬休息室。

避免遺體移送醫院照

三、聘僱專人管理及維護解剖室。

射X光之不便，設置X

四、解剖室負壓。

光機設備，縮短相驗

五、固態廢棄物規劃比照醫療廢棄物處理。

解剖之期程，增進檢

六、廢水經消毒處理後排放。

察官辦案效率。

七、廢氣排放經高效率濾網過濾後排放。
八、具備X光機設備。
九、國內地檢署法醫解剖室佔地面積最大。
十、與解剖室外之臨時偵查庭有影音傳輸系統，檢察官與家屬不需進入解剖室，即可透過視訊與
法醫溝通、瞭解解剖情形與錄影採證，成為「安全、尊嚴、專業」之相驗解剖中心。
具全國最先進設備之現代化解剖室，包含有抽氣式解剖台、負壓
空調、無塵室專用氣密高功率燈具及紫外線殺菌燈、活動式不鏽
鋼工作檯、不鏽鋼無塵庫板、懸臂攝影機、腳踢開關、連接偵查
進入相驗解剖室採用自動門感應器

庭之視訊設備等。

整潔明亮的工作空間

震鼓鑠法 342 高躍雄飛

震鼓鑠法 343 高躍雄飛

全室採氣密處理，提供檢察官、法醫解剖後清潔、
衛生的盥洗設施。

負壓空調控制箱、連接偵查庭之視訊設備

整建後的「高雄市相驗解剖中心」已是一個乾淨、明亮的人性化環境，與前解剖室相比擬已不可
同日而語，擺脫了傳統解剖室給人溼冷、通風不良、陰暗的感受，除已達生物安全第二加等級外，又
強調服務與人性，且設有獨立的家屬休息室及聘僱專人管理解剖室，為預防病菌對外感染，解剖室採
完全負壓設計、固態廢棄物規劃「比照醫療廢棄物處理」、廢水及廢氣經廢水處理槽（高效濾網）消
毒處理過濾後排放並增設解剖室懸臂攝影機與偵查庭間相互連動影音傳輸錄影系統和先進的X光機設
備，檢察官與家屬不需進入解剖室，即可透過視訊與法醫溝通、瞭解解剖情形與錄影採證，更值得欣
慰的是，完工驗收後的「高雄市相驗解剖中心」目前已是國內各地檢署設備最新穎及占地面積最大的
現代化法醫解剖室。

高雄地檢署的一小步，無疑是臺灣法醫解剖的一大步。
法醫研究所潘法醫師至信親臨解剖室現場指導

施工團隊合影留念
本署前裴主任法醫師起林親臨解剖室現場指導

震鼓鑠法 344 高躍雄飛

震鼓鑠法 345 高躍雄飛

署內辦公環境

設施改善

設立檢察官案情研究室（一）（二）（三）
（含認罪協商室及會議室）
目前本署檢察官辦公室大抵為二～四人一間並有OA辦公家俱區隔
個人空間，平時檢察官間可以教學相長、經驗傳承，惟當有專案進行
之時，為免打擾辦公環境安寧，即須有專用空間以予討論案情，故有
設立檢察官案情研究室之必要；又刑事訴訟法新增「認罪協商」規定
（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以下）亦亟須設立專有空間以予討論案情，做
出最適切的合意提交法院裁判；本署十五人以下小型會議，目前僅以
簡報室充之，針對檢察官小組會議、主任檢察官會議、主管會報或其
他小型會議，常因會場不敷使用而延宕業務推展，是以，增設檢察官
案情研究室及認罪協商室偶充會議室使用以利業務推展。

震鼓鑠法 346 高躍雄飛

震鼓鑠法 347 高躍雄飛

檢察官停車場改建

中庭花園改建工程

本停車場前身為國防部空軍營舍，後本署延

中庭陳設及植栽已逾二十年，地板瓷磚或有

用為招待所以供蒞署長官夜宿之用，因殘破老

毀損或有剝落且有多處積水現像，植栽則因樹

舊維護不易，故報部核備拆除改建為檢察官專

種參差及天災折損略顯零亂。改善機關形象除

用停車場。初期僅將地上建築物拆除，地面鋪

軟體及人員素質提升外，硬體設施即為直接感

設柏油，後續加裝遮陽活動架，惟每遇颱風季

受，司法機關一向給人冰冷生硬感覺，如何強

節或偶遇疾風暴雨該遮陽活動架必有損害，且

化環境優雅舒適溫馨柔和亦為重要課題之一。

停放此處車輛亦常遭無妄之災，為求提供安全

本署就中庭整建分為三期進行，第一期已完成

之停車環境，幾經參酌設計集思廣益始定案。

地板舊有磁磚刨除，重新校準水平以防積水，

惟該改建工程因經費籌措不易故分期施作，目

第二期以至第三期則於完成發包後動工。

前第一期已完工啟用。

改建中

停車場改建前

中庭花園改建前

改建中

改建中

完工

完工

中庭花園(第一期)完工後，生氣盎然。
震鼓鑠法 348 高躍雄飛

震鼓鑠法 349 高躍雄飛

設施改善

三、結語

改建前

檔案是紀錄本署的施政作為與施政績效，
是本署的共同資產，必須妥善典藏及管理，俾
使這珍貴之文化資產，得以供本署全體同仁廣泛
應用，這次檔案管理設施改善中，感謝邢檢察長
泰釗在經費拮据的狀況下大力支持，工作才得
以順利進行，也感謝觀護人室程主任的人力支
改建後

援，當然更要感謝一群默默付出的社會勞動人，
沒有他們協助、幫忙，這項任務是無法達成的，
所以再次的感謝他們的辛勞。

檔案室革新

最後還有一項對檔案室更重要的事情，那
就是邢檢察長泰釗指派專人撰寫本署署史，凡
走過必留下痕跡，這是一項重大的工程，完成
後將是本署檔案室的鎮館之寶。

一、 檔案室簡介

二、檔案室改革歷程

自民國 69 年審檢分隸後，成立檔案室，保

本署檔案室於 89 年搬遷至現址已有 11 年之

管有 69 年 9 月審檢分隸後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及

久，由於案件逐年增加，造成檔案庫房容量不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高雄分院判決確定之刑

足之窘境，經多次協商討論，均無疾而終，最

事訴訟卷宗及行政簿冊；由於社會活動不斷發

後在 100 年 3 月 11、23 日由邢檢察長泰釗親自

展，犯罪手法推陳出新，檢察官業務因此漸入繁

召開檔案會議，指示檔案室與贓物庫重新分配

雜，且多元化，辦案人員陸續擴充，自 91 年 1

空間後，得以解決長久以來檔案庫房容量不足

月 1 日檔案法施行後，檔案管理進入資訊化，迄

的問題，並請觀護人室程主任遴派社會勞動人

96 年底至今歸檔之訴訟案卷件數約為 1018195

協助檔案室進行改善各項設施，改善情形如以

件，行政簿冊約 2612 件；永久保存之檢察官結

下列表所示：

改建中

改建後

檢察長於檔案室辦公處所召開檔案室改革會議議

案書類原本為 7472 卷。

改建前

改建中

震鼓鑠法 350 高躍雄飛

震鼓鑠法 351 高躍雄飛

改建後

項次

檢視項目

檢視重點及要領

現行改善情形

1

溫濕度及空氣

1、庫房應設置足夠之空調設備、除

1、現行第二庫房內設置二台水式冷氣機，第

濕設備（如冷氣機及除濕機），

一庫房及地下室尚未裝設，採逐年編列預

清淨控制

以調解檔案庫房，以符合溫濕度
標準。

算裝設。
2、檔案庫房內均設置大型抽風機，讓空氣循

2、機關檔案庫房紙質檔案溫度標

環。

準： 溫 度 27 ℃ 以 下， 濕 度：

照明設備

一、辦案中心內之各空間（包括中控室、偵查庭、測謊室、卷證分析室、候訊室）之間必須可以完全
隔音。並且有中控式之錄音、錄影設備。
二、律師休息室不用設置中控式之錄音錄影設備，候訊室一間改為鎮靜室，內部要有防撞的設施。

60％以下。
2

規劃成立辦案中心
三、候訊室之間需有隔音板，設有中控式之錄音、錄影設備，避免串供。

現有普通 40W 雙管日光燈照明。

本署為了配合節能減碳政策及減少紫外線對
檔卷存放的影響，減少在辦公處所及庫房內
之照明設施，減少用電量，並建請編列預算
逐年換裝低紫外線燈管。

四、廁所以供被訊問者使用為主，使用率較低，故改為男女共用一間即可，另一間可改為採尿室。
五、中控室必須裝設監控設施可以對辦案中心內之任何一區域或房間進行監控並錄音錄影，並裝設電
子白板（觸控式大型顯示器）供討論案情用。
六、中控室應研究裝設微波通訊設備之可能，以利掌控對外搜索行動細節。初期如無經費，應預留管

3

消防安全

1、設置偵煙感知器。

本署檔案室已全面設置海龍環保潔淨氣體滅

2、設置消防警報系統。

火器，符合檔案局庫房消防安全設施之規定。

3、設置自動細水霧滅火設備。

檔案架

1、本署目前卷宗及永久等檔案架嚴

門禁管制

九、偵查庭內亦需裝設電子白板，供訊問時提示資料之用。
本署檔案室檔卷存放空間不足，檢察長於 100

十、測謊室必須完全隔音，且須預留電源、線路等。

年 3 月 11 日指示，將左營贓物庫三樓之庫房

十一、儲藏室供存放卷宗、證物、扣押物等使用。

2、本署三樓檔案室設置密集式檔案

改由檔案室存放卷宗，並請觀護人室派遣社

十二、儲藏室須設置冰箱，供冰存證物用。另須設置角鋼架、鎖櫃或保險櫃，供存放上述證物之用。

架，逐年編列預算執行採購及設

會勞動人協助完成 282 座檔架改裝，1、2、3

十三、儲藏室須具備防火、防盜與防震之功能。

置。

樓粉刷牆面 700 坪。

重不足。

5

目前機械門鎖

檔案室 2、3 樓、地下室庫房等於 100 年 4 月
已改裝設置刷卡門鎖，管制庫房進出。

6

通訊系統

七、中控室內需有會議室之桌椅設置，以利案情研討。
八、卷證分析室與中控室相同，需有隔音，且設置電子白板，供研討案情使用。

4、設置手提乾粉滅火器
4

線以備未來加裝所需。

1、設置無線電話。

檔案室現已購置三支無線電對講機，供同仁

2、目前未設 2 樓、3 樓及地下室等

進入庫房時使用。

3 樓規劃方案示意圖

4 樓規劃方案示意圖

庫房對講機。
7

檔案應用處所

檔案室應設置檔案應用處所供民眾

檔案室已於二樓辦公處所設置檔案應用處所，

申請、閱覽之處所

備有影印機、文具等，並放置電腦供民眾查
閱使用。

8

永久保護區

檔卷永久保護應與定期保存作區

檔案室已完成設立專區保存永久檔案，並將

隔。

永久保護卷宗以去酸紙質檔案盒存放，防止
損壞。

9

其他

庫房設施改善設置情形

1、辦公處所設置 OA、地板清潔、牆壁粉刷等，
改善檔管人員辦公環境。
2、改善廁所地板積水及沖水器漏水問題。
3、改善二樓樓梯間之清潔整理。
4、第一、二庫房、樓梯間、電梯之粉刷。
5、整理行政類卷宗，以檔號裝箱存放。

震鼓鑠法 352 高躍雄飛

震鼓鑠法 353 高躍雄飛

法律新知推廣中心

設施改善

民主法治國家端賴人民知法守紀，惟國家新法施行因宣導不周或語焉不詳，
常造成百姓不黯法規而誤觸法網，且偏遠地區亦因資訊閉塞不易窺測，易使人民
失足成恨，雖經本署定期前往各區公所宣導及廣發手冊，惟地幅遼闊交通不易，
參與百姓意興闌珊，效果不盡理想。檢察長深知守法守紀必須深耕教育之上，且
讓學童就內容感興趣及推廣地點新穎聚光，即著手擘劃法律新知推廣中心，期許
知法守紀深耕民心。該中心自覓地、規劃、陳設、書籍等皆極具縝密，以期如沐
春風坐享法律知性之旅。平時，即做為同仁增廣見聞、熟稔法規之加油站或為會
議室之用。至截稿為止，中心計有藏書2155冊，法律宣導人次共389次。

震鼓鑠法 354 高躍雄飛

震鼓鑠法 355 高躍雄飛

搬遷，終於落腳現址（高雄市左營區重政路 79 號），贓物庫一開
始是位於「原高雄洲廳」建築物北側，既面對愛河右方空地上的一
間獨立倉庫。

二、贓物庫第 1 次搬遷
原高雄洲廳為現院、檢聯合辦公大樓前身，於民國 20 年（昭
和 6 年）3 月 20 日竣工，歷經 56 年餘的滄桑，加上第二次世界大
戰期間砲火的炸毀，雖經過多次整修，仍破舊不堪，每逢雨季到處
漏水，又因轄區人口激增、案件日趨膨脹及位在高雄市國際港口，
理應有規模宏偉的法院大廈，故於民國 76 年在原址拆除重建，始
有今日地上 6 層地下 2 層的院、檢聯合辦公大樓。原高雄洲廳拆除
後，院、檢即暫時搬遷至位於高雄市大勇路上的台糖大樓，租用該
處辦公，贓物庫也隨之搬至該大樓地下 1 樓執行贓物庫相關業務。

三、贓物庫第 2 次搬遷
民國 79 年 6 月 1 日院、檢聯合辦公大樓新建工程竣工後即由
暫時租用的大勇路台糖大樓遷入現址高雄市河東路 188 號本棟院、
檢聯合大樓辦公，贓物庫亦搬遷至此，並設於地下 1 樓。

四、贓物庫第 3 次搬遷

檔卷放置空間已不敷使用，贓物庫與檔案室同位

房不敷使用的窘境，於搬入新大樓的同時，時

於一處庫房（1、3 樓由贓物庫放置贓證物使用，

任張檢察長順吉（79 年 9 月 19 日～ 85 年 1 月

2 樓由檔案室放置檔卷使用），亦有放置贓物空

17 日任職本署檢察長）即未雨綢繆著手擬定興

間不敷使用的情形，兩科室此問題已存在多年，

建一座獨立的贓證物及檔案庫房，遂向法務部專

一直無法具體解決。邢檢察長泰釗（民國 99 年

案爭取購地及興建庫房經費，庫房興建總工程款

7 月到任至今）於民國 100 年 3 月發現此問題後

為新台幣 40,806,933 元，土地面積為 2230.4 平

即多次親臨「左營贓物及檔案庫」瞭解問題源

方公尺，於民國 81 年 6 月 10 開工，至民國 82

由，徹底解決問題，並裁示由贓物庫做搬遷調

年 8 月 28 日興建竣工，83 年 1 月 6 日驗收啟用，

整，將 3 樓贓物全數清空搬移，1 樓放置位置不

新建竣工後之左營贓證物及檔案庫房是一地上 3

做調整，將空出之 3 樓空間交由檔案室規劃放

層地下 1 層的獨立辦公室及庫房，總樓地板面積

置檔卷使用，庫房調整搬遷時程需於 100 年 5

共計 4610.99 平方公尺，第 1、3 層由贓物庫存

月底以前執行完畢。空間問題解決了，尚有置

放扣案贓證物，第 2 層由檔案室放置檔案，左營

物角鋼架及檔卷角鋼架不足之缺憾，邢檢察長

贓證物庫房啟用後僅先將大型扣案物放置於此，

泰釗亦發現此問題，隨即指示總務科彙整贓物

於民國 89 年 9 月 1 日贓物庫正式自本署搬離進

庫及檔案室需求，著手規劃進行共計 338 座「贓

駐現址。

物庫及檔案室角鋼置物架」招標採購事宜，該
採購案業於民國 100 年 5 月 18 日順利決標發包，

五、贓物庫第 4 次搬遷

決標金額為新台幣 529,941 元整，並於 100 年 5

由於政治、社會環境急遽變遷與人民對司法
信賴度提高，促使願選擇由司法程序解決紛爭

月 27 日竣工。本次搬遷在檢察長明確指示及要
求下，順利於同年 5 月 31 日搬遷完竣。

者，有逐年增加的趨勢，致訴訟案件急遽擴增，
案件量與日遽增的同時也造成檔卷的暴增，原有

黃煜程 撰
—

南區大型贓證物庫外觀

左營贓證物庫外觀

震鼓鑠法 356 高躍雄飛

震鼓鑠法 357 高躍雄飛

大事紀

本署贓物庫係於民國 69 年院、檢分隸後所設立，共歷經 4 次

為因應本署贓證物及檔案逐年增加所造成庫

贓物庫代理股長

南區大型贓證物庫設立及搬遷歷程
臺灣高雄地檢署左營贓證物庫、

設施改善

一、院、檢分隸後本署始設立贓物庫

提具「法院與檢察機關共同建置大型贓證物庫計

八、民國 82 年起派任股長一職

畫」。依該計畫，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犯罪證據之保全為司法業務重要的一環，但
由於以往對於大型之贓、證物品缺乏適當之保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及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檢察署分別負責執行北、中、南區大型贓證物

歷任贓物庫股長：
歷任股長

姓名

第一任

何甲恩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總務科 - 科長

第二任

林順來

本署紀錄科 - 科長

醫療器具、光碟壓片機等及數量龐大之違反智慧

第三任

林明賢

本署前書記官長（已退休）

財產權仿（偽）冒品等）無處可集中保管之窘

第四任

許秀美

本署紀錄科 - 股長

並命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邀集法院、檢察機關

第五任

陳國裕

已退休

及各相關司法警察機關會議研商並彙整意見後，

第六任

盧建賓

本署總務科 - 科長

第七任

董翠娥

本署紀錄科 - 股長

管存放場所，常造成勘驗或管理上之種種不便與
缺失，復為落實保護智慧財產權之政策，所扣
押之各種數量龐大之侵害智慧財產權贓證物品，
對於適當存放處所之需求更為殷切，為解決此
問題，爰奉

行政院指示，由法務部統籌規劃，

於北、中、南分區各設區域型大型贓、證物庫，

庫建置工作，以徹底杜絕廠商違規利用查扣機具

職

繼續生產盜版產品及一併解決各地院、檢查扣
之大型機具（如推土機、堆高機、貨卡車、汽車、

境，各該區所轄之繫屬法院及檢察機關分別為：

北區

臺北、士林、板橋、桃園、新竹、宜蘭、基隆地方法院及檢察署

中區

苗栗、臺中、南投、彰化地方法院及檢察署

南區

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屏東地方法院及檢察署

左營贓、證物庫增設置物架前

現

左營贓、證物庫第4次搬遷情形

左營贓、證物庫第4次搬遷情形

左營贓、證物庫贓證物放置現況

南區大型贓、證物庫贓證物放置現況

九、結語

七、南區大型贓證物庫土地及
地上物之取得及管理

轄之地方法院及檢察署組成「大型贓證物庫聯

「搬家」對一般人而言已是一件相當累人的

合管理小組」負責管理各項業務等事宜。又為簡

苦差事了，更何況是要將整個「倉庫」乾坤大

各該區所需土地及地上建物之取得係由財政

化流程、統一事權及避免人員更替所衍生之接

挪移。贓物庫的搬遷，舉凡事前規劃、證物下

部國有財產局無償提供撥用，籌備完成設立後，

續問題，南部地區於民國 94 年 10 月 6 日召開「南

架、分類、打包、運送途中危安、新庫位的編

於民國 92 年 1 月 31 日正式啟用，由於各區增設

區大型贓、證物庫聯合管理小組第一次會議」

碼、拆箱、上架、登錄…等林林總總瑣碎事務

大型贓、證物庫，使贓、證物之管理日趨完備，

決議廢除由南部地區各院檢機關輪派管理之制

均需面面俱到，絲毫馬虎不得，能夠順利執行

不但可避免因保管上所衍生的國賠紛爭事件，

度，由本署調派專人擔任統籌辦理南區大型贓、

各次贓物庫大搬遷，都應歸功於歷年任職於贓

亦符合國人對司法的期待，贓、證物之管理可

證物庫一切行政管理業務適宜，並抽調贓物庫

物庫的同仁與歷任股長們戰戰兢兢的辛苦付出，

謂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南區大型贓證物庫設於

委外人員一人回本署協辦有關贓證物業務及其

又贓物庫能正確的執行各項交辦業務也應感謝

高雄市前鎮區朝陽段 49、49-1 等地號共 24386

南區大型贓證物庫建置完成啟用後由各區所

他事務。

平方公尺，地上倉庫建物一棟（座落高雄市前

他們無私的傳承與奉獻，由衷的感謝，並向他
邢檢察長泰釗親臨贓物庫視察贓、證物管理情形

們至上最高敬意。

鎮區草衙二路 50 號）。
震鼓鑠法 358 高躍雄飛

震鼓鑠法 359 高躍雄飛

大事紀

六、成立南區大型贓證物庫

由於高雄地區社會環境之快速發展及變遷，致使訴訟業務量

二、地方協助用地取得 順利推動

供無償撥用，更有利於鳳山地檢署籌建計畫

計畫

之推動。

繁重，雖逐年配合擴編司法人員因應，但相對的，亦產生辦公廳

鳳山地檢署辦公廳舍坐落高雄市橋頭區

舍不足的問題。此外，高雄市轄區遼闊，地處較偏遠地區之民眾，

之高雄新市鎮特定區內，未來配合院檢成立

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及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洽公時，自有其

後，鳳山地檢署名稱得配合院檢管轄區劃，

交通上之不便，故有必要另籌建檢察署及地方法院，方便這些地

檢討正式設立名稱，於籌建階段，暫定名稱

區民眾洽公。是以，本署於 91 年 7 月奉行政院核准籌建臺灣鳳

為鳳山地檢署。鳳山地檢署用地於 92 年 12

山地方法院檢察署，而高雄地院亦奉司法院同意籌建臺灣鳳山地

月取得，土地面積 46,129 平方公尺，其中

方法院，俾提供便民的洽公環境，並可促進高雄新市鎮特定區內

辦公廳舍所在用地 20,659 平方公尺，因前

之建設發展及繁榮，而日後新成立院檢之運作，除可強化高雄地

高雄縣楊縣長秋興支持籌建鳳山地檢署，以

區之司法偵審效能，亦有助於追訴犯罪及保障人民訴訟權。

促進地方建設及繁榮，爰由前高雄縣政府提

三、完成工程發包 計畫推動邁入
新的里程碑
鳳山地檢署奉准籌建後，其辦公廳舍新
建計畫於 92 年 12 月獲行政院核定，核列計
畫經費新臺幣 1,480,611 千元（含土地 費
350,000 千元及工程費 1,130,611 千元），
並洽請專業機關內政部營建署代辦工程採
購。其後籌建過程，法務部對鳳山地檢署辦
公廳舍建築外觀立面造型甚為重視，希以前

完工模擬圖

上圖為地上樓層
鋼柱及鋼樑吊裝
完成。
左圖為基礎結構
鋼筋施工。

震鼓鑠法 360 高躍雄飛

震鼓鑠法 361 高躍雄飛

大事紀

臺灣鳳山地方法院檢察署辦公廳舍

設施改善

一、提供便民的洽公環境 促進地方建設繁榮

瞻性、長遠之眼光，作整體周詳之規劃設

5 月 18 日出席工地鋼骨構造起吊儀式及邢

是以，本計畫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即依「形、

級及監察審計單位之檢討，然本署配合上級

計，其思考面較為多元、深廣，力求達到真

檢察長於 99 年 10 月 28 日出席工地上樑典

意、雅」之原則，規劃公共藝術設置事宜。

指示，持續推動本計畫執行，終使本計畫工

善美之目標，以彰顯檢察機關司法特色與意

禮，更展現本署對本計畫工程之重視，而內

在辦理過程，執行小組為使本計畫設置之公

程順利動工興建。

象，並使設計具新穎性及現代性，展現檢

政部營建署每月所召開之工程施工協調會，

共藝術更盡完善，曾召開多次會議討論相關

惟興建檢察署廳舍涉及專業領域廣泛，

察機關專業、親民、活力、效能之公務形

本署均指派主任檢察官或書記官長參與，以

執行設置事項，本署邢檢察長並於 100 年 2

不論建築、水電或空調工程，其工程項目繁

象，致規劃方案審議選定過程相當嚴謹及耗

督促工程順利進行，因此，本計畫工程在代

月 21 日由書記官長葉主任檢察官淑文陪同

雜，整合設計及施工需求，確需結合各相關

時，爰法務部至 97 年 2 月始完成建築外觀

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監造單位及施工單位

至工地勘查公共藝術設置位置，至 100 年 5

專業人員，始竟其功，況又需兼顧建築法

立面造型之定案。其間另因遭逢營建物價上

之積極配合下，主體建築工程施工進度始終

月，本計畫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已完成設置理

令，且有預算經費編列執行及行政程序之限

漲，原核列計畫經費已顯不足，經再提報修

維持超前，截至 100 年 5 月止，已完成地下

念、設置位置、作品型式（包含立體作品及

制，是興建檢察署辦公廳舍從計畫核定、規

正計畫，於 98 年 3 月奉行政院同意匡列計

樓層結構工程、地上樓層鋼構柱樑工程吊

平面藝術創作）、徵選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訂

劃、設計、施工、驗收、接管、啟用，其過

畫經費額度為 2,002,670 千元 （含土地費

裝、地上樓層柱樑及外牆混凝土澆置等主體

定，俟據以完成設置計畫書送文化主管機關

程冗長，顧及層面廣泛，欲圓滿達成目標，

350,000 千元及工程費 1,652,670 千元），

建築工程。

審議定案，即得進行徵選及設置作業。

實非易事。

嗣於 98 年 5 月完成設計，惟行政院審查再
核減工程費為 1,547,270 千元，歷經各級長

五、形、意、雅之公共藝術設置

本計畫工程已完成 50％以上之工程進

六、結語

度，仍有待辦事項需繼續努力，而此亦需各

官之努力，終於 98 年 8 月完成空調工程及

本計畫除辦理辦公大樓工程之建造外，

本計畫於 98 年度以前，因工程未完成

水電工程發包，98 年 9 月完成建築暨植栽

依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規定，尚需由本署自辦

發包，計畫或政策執行之不確定性高，影響

工程發包，使本計畫推動邁入新的里程碑。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由於本計畫公共藝術設

已編列預算之執行效能，致其間本署常遭上

四、督促工程順利進行 施工進度
超前

級單位、長官再予支持及配合，俾利本計畫
工程順利完工啟用。

置經費高達 13,936 千元，本署依公共藝術
設置相關規定成立執行小組，其成員除本署
主任檢察官、書記官長外，亦遴聘視覺藝術

本計畫工程施工階段，其工程執行情形

專家學者參與，俾協助辦理本計畫公共藝術

為上級列管施政重點，亦攸關預算執行績

設置相關事項，而本署邢檢察長對本計畫公

效，故落實工程進度，即為施工階段之重點

共藝術之設置，強調應具司法關連性，符合

工作目標，本署江前檢察長惠民及邢檢察長

「形、意、雅」之原則，即「形」表形狀具

泰釗，為了解工程辦理情形，甚至親臨工地

莊嚴及正義之內涵；「意」表具有與司法有

視察施工進度，此外，江前檢察長於 99 年

關之特別意涵或詮釋；「雅」表外觀優雅，

外觀裝修材料選定色樣說明會

規劃裝修之地上 1 樓南向大廳連通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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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樓層外牆混凝土澆置完成

動土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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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前

大事紀

各項便民設施

設施改善

改建前

改建前

改建前

一樓廁所改建

改建前

一樓偵查庭旁的廁所，
因洽公民眾使用頻繁，歷經

電梯更新

多次整修亦無法消弭潮濕味
重之惡名，屢遭投訴。經檢

本署電梯共計四部，除一般搭載人員上下樓層外，公文運送亦相當頻繁，雖按時保養維修其故障

察長迭次勘查敬邀相關單位

率仍時有所聞，又廂體與樓板接合處及晃動感日趨擴大，且廂體內外因不銹鋼板自然風代造成銹蝕，

研商，解決之道乃「明亮潔

已影響安全及美觀。經更新廂體面板、操作系統及加強照明後，整體乾淨明亮度提升已非他日可相提

淨」，故如火如荼以飯店規

改建後

並論。為鼓勵同仁勤走樓梯以增進身心健康，予以管制停靠樓層，並嚴格執行人貨分離制，目前貨物
及公文運送皆使用貨梯，人員搭乘即以河東路電梯為主，以達到節能減碳之效。

格規劃設計=，為解決通風
明亮問題，將實牆換為全景
落地窗並用綠色植栽遮蔽窺
視，磁磚亦選用明亮乳白色
增強明亮度同時不失質感，
完成後實體令人耳目一新，
質感媲美五星級飯店等級。

改建後
改建後

改建後

改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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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後

改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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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便民行政業務
一、持續推動辦公室自動化、資訊化，提高工

金單一窗口」、「重大犯罪被害人申訴窗口」

考，利用各種會議針對檢察

作效率。

及「重大犯罪被害人申訴信箱」。為民服務

與行政業務之缺失，檢討改

二、全面對外實施電子公文交換，對內實施署

中心設置兩支專線電話－（07）2161467、

進。

內電子佈告欄及以電子郵件信箱傳遞公文。

（07）2161468 轉 3134 解答民眾諮詢事項，

十二、本署專屬網頁提供機關

三、為落實為民服務績效，就與民眾關係較密

現場除了提供訴訟輔導、申請補發書類、犯

簡 介、 民 眾 導 覽、 為 民 服

切之服務項目繪製工作流程圖，以利民眾參

罪被害人諮詢服務、申請加發相驗證明書、

務、訴訟輔導、法律宣導及

考。

收狀等服務項目，另設有專用桌椅、書寫文

教 育、 電 子 公 佈 欄、 相 關

具、老花眼鏡、書表例稿等，充分達到便民

網站連結等諮詢，歡迎民眾

之目標。

踴躍上網。配合行政院推展

四、積極推廣法律知識，建置學校法治教育及
社區法律推廣人才資料庫，加強政令宣導，
例如：反毒、反飆車、反賄選、婦幼保護、

七、結合社會資源，招募並組訓聘用具高度服務

政府網絡服務單一窗口及

各類法律常識之宣導。100 年 3 月正式成立

熱忱之退休公教人員與社會人士擔任司法志

法務部 e 化便民服務申辦事

「法律新知推廣中心」，除了具備圖書室之

工，採「走動式」服務，引導來署洽公或應

項， 本 署 網 址 亦 增 設 連 結

功能，並無償開放署外機關及團體預約參

訊民眾，由消極的便民進入積極的服務。另

「我的ｅ政府」及「法務部

訪，安排專人簡報及導覽，擴大宣導成效。

招募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反賄選志工、反

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

五、推廣以電話方式受理人民聲請案件，開辦

黑金志工，以嶄新風貌提昇為民服務績效，

逐年逐項增強服務項目，期

樹立司法新形象。

使民眾能不必出門，在家申

電子民意信箱，實施民意調查及檢察長實地
訪查，增加民眾申訴管道並廣納建言。（本

八、改善辦公場所環境，以利民眾洽公。

署電子民意信箱：Kscmail@mail.moj.gov.

九、加強門禁管制措施，維護機關整體安全。

tw）

十、舉辦各項在職訓練及心靈講座，充實員工

六、落實推動服務型政府之理念，建立多功能及

專業知能及服務態度，全面提昇服務品質。

自動化服務櫃檯作業，設置「發還刑事保證

十一、落實機關工作計畫及重要業務之執行管

建立多功能及自動化服務櫃檯作業。

本署司法志工積極的服務洽公或應訊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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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工作流程圖，以利民眾參考。

請相關服務。

樟山國小全校師生參訪本署，小朋友開心體驗穿法袍。

暖暖司法寒冬情 -100 年司法節寒冬送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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