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的行政團隊執行下，自發包至完工驗收僅花
了 45 日曆天，功不可沒，尤其是將原有的偵查

傳承

三、爭取經費，建構現代科學
解剖室

庭整建的莊嚴又沈穩並創設當事人休息室。

建構完善與現代化科技法醫解剖室，改善法
醫解剖環境，乃法務部法醫鑑定業務中所積極
推動落實的政策之一，為徹底改善解剖室環境，

「高雄市相驗解剖中心」既為 5 大解剖中心其
中之一。高雄地區前解剖室之軟、硬體設備早
已不符現代法醫鑑驗需求及人民對司法的期待，
邢檢察長泰釗對此問題念茲在茲相當的重視，乃

我在二辦的日子

法務部將陸續在全台設立 5 大相驗解剖中心，

五、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提供新
穎設備
有寬敞、明亮的場地也要有精密的科技儀器
始能算是現代化的解剖中心，法務部法醫研究
所，為充實設施，亦編列預算 300 餘萬元，購
置了「抽氣式解剖台」2 套及 X 光機設備 1 套，
讓「高雄市相驗解剖中心」內的設施更加完善。

指示建構一個符合現代化法醫鑑驗需求及符合
人民期待的新穎解剖室，為當務之急，非執行不

六、專業的司法讓家屬心服
死者的「權利」往往被忽略，生、老、病、

高雄地檢署報到任職第 3 天即奉 邢檢察長泰釗

死乃是人生正常現象，人生最後一張證書「死亡

命令，負責籌備興建「高雄市相驗解剖中心」，

證書」也應該是完全正確無誤；如有發生事故待

在毫無心裡準備下，虛心的擔負起這神聖的任

釐清，藉由此專業、尊嚴、安全、衛生的完善設

務，「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殯葬管理所解剖室整

施，由法醫充分善用現代法醫科技，「擔任屍體

修工程」所需費用由我負責與高雄市政府協調，

的代言人」釐清死者死因，讓真相大白，以告慰

爭取相關籌建經費。

死者在天之靈，使發生事故的家屬得到正確的

該採購案僅針對解剖室進行整修改建，忽略
了偵查庭裝修及當事人休息室的設置，檢察長於
100 年 2 月 1 日蒞臨解剖室督視指導時即發現此

「相驗證書」，讓家屬心服及信任專業的司法。

七、結語
陰暗潮濕、陰森森、血淋淋、腐爛的遺體、

休息室」的設置採購作業，經評估後，該採購

橫流的污水，這是之前解剖室給人的恐怖印象，

預算為新台幣 60 萬元左右，囿於本署經費擷据，

改裝完成的新解剖中心，空氣中沒有福爾馬林

於 100 年 2 月 18 日由我再度向高雄市政府協調

的異味和血腥味，不但配備有乾淨明亮無接縫

支援該案裝修設置經費，並獲回應，全數支付。

地板、不鏽鋼壁面、負壓空氣處理設備、錄影設

在本署總務科積極執行及高雄市政府殯葬管理

備、污水處理、獨立的家屬休息室、聘僱專人

處的配合下，偵查庭裝修及當事人休息室的設

管理解剖室及空調系統等設施，還設有即時錄

置，順利於 100 年 3 月底裝修設置竣工。

影設備，是相當現代化的高科技設備，對於執

四、高雄市政府支援新台幣
557萬元

行遺體相驗、解剖案件及襄助釐清案情等，有
莫大的幫助，為維護死者的尊嚴及家屬的感受，
家屬可在解剖室外觀看解剖過程，不必在解剖室

「高雄市相驗解剖中心」能順利整建完工，

內全程觀看解剖過程，不但較符合人性，也可

這都應感謝陳菊市長、市議會及市政府團隊支

避免不必要的病菌感染風險。更值得欣慰的是，

持，提供寬敞的場地及支援經費新台幣 497 萬

完工驗收啟用的「高雄市解剖中心」目前已是

元及 60 萬元共計新台幣 557 萬元，改善原有潮

國內各地檢署設備最新穎及占地面積最大的現

濕、陰暗的解剖室。在檢察長精心籌畫及所帶

代化法醫解剖中心。

震鼓鑠法 68 高躍雄飛

黃彩秀

問題，當場裁示儘速辦理「裝修偵查庭及當事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可。民國 99 年 9 月 1 日離開嘉義行政執行處到

那天為了辦理性侵害加害人出獄無縫接軌案件，到二辦（註 1）加班，停
好車轉身之際，旋被映入眼簾的景色勾攝住，那老舊房舍前的九重葛，燦爛、
恣意的開滿粉紅、紫紅的花朵，交錯映襯著樸實的牆面，陽光下竟美的令人
窒息，忍不住拿起相機捕捉這片刻的感動。這棟矮舊房屋，就位在二辦與三
辦間停車場鐵柵門前小巷內，是我每日往返本署與二辦必經之處，每天匆匆
來，匆匆去，竟未發現，今日驚鴻一瞥，真有夢裡尋他千百度的感覺。
二年光陰，倏忽即過，想起在執行科的這段時光，雖忙碌，但精彩，更
多感動與驚豔……。
圖／黃彩秀

震鼓鑠法 69 高躍雄飛

98 年 9 月 1 日，我在社會勞動新制上路之

專案來運用社會勞動人力。

一開始是被環境所逼（沒有錢找專業藝人），

男檢（三鐵 - 楊慶瑞主任檢察官及顏郁山、李

後來，在幾次的社會勞動機構視察，看到社

並想藉助檢察官的形象及號召力而請了幾位檢

廷輝檢察官）漂亮寶貝女檢 ( 葉逸如、陳麗琇、

運未卜，還有 88 風災重建、辦公室搬遷等問題

會勞動人由內而外的改變，更給予我們很大的

察官幫忙錄唱反賄選歌曲，沒想到宣傳效果奇

陳筱茜檢察官 )，在鏡頭前高喊「一機、一相、

（註 2）以及日漸重要的緩起訴金審查業務，心

鼓勵。這些社會勞動人，或是道德規範較差，

佳，廣受媒體注目，就越玩越 high，除了加碼

一袋、一千萬」、「反賄最高貴、全民都受惠」，

情之忐忑複雜，非筆墨所能形容。所幸歷任長官

或是意志力較薄弱，或是教育程度較低者，有

拍了反賄 MV 片外還拍起手機藍牙宣導短片，

勝利出擊，在未花任何費用下成功的宣導了反

都能給予鼓勵與指導，執行科以及觀護人室的

很多是受環境影響而誤入歧途或不小心觸犯法

最後甚至表演反賄選舞蹈。當時，承辦廠商提

賄選也博得了版面。後來「非常女」一炮而紅，

同仁都能體諒與協力，才能讓我在最短的時間

律的，如果貿然送進監獄，可能沾染不好的習

出拍 MV 宣傳片，以便在 KTV、車站、網路宣傳，

葉逸如與王清海檢察官還以同角色應邀參加法

內適應並逐步實現自己的一些想法。我常常想，

性或因而自暴自棄，但是透過社勞制度的運作、

並徵詢由一位女檢察官 cosplay 扮演古裝「非常

務部舉辦的反賄記者會，我的「經紀人」名號

人都有一些潛能，但總要一些環境刺激或因緣

機構的協助，非但可重建這些人的法治觀念，

女」（反賄選歌曲改編自黃妃主唱的霹靂布袋

也不脛而走。

際會才會被激發出來，社會勞動制度也是一樣，

導正他們的行為，更能協助他們再社會化。很

戲 - 非常女）之構想時，三位參加歌曲錄音的

手機藍牙短片的拍攝及反賄選舞蹈也是一

從一個理想、架構開始，到受到認同與肯定，

多社勞人都向我表示很感謝政府的這項德政，

女檢察官當下不止互相推讓，還互相「廝殺」，

樣，全靠檢察官同仁的無償幫忙。共有六段，由

除了立意良善外，時代的使命鞭策及執行者的

也很珍惜這個改過遷善的機會，這讓我真切的

最後在講求倫理的司法體制下，最資淺的學妹

六名檢察官（朱華君、黃齡慧、劉慕珊、陳建州、

實踐意志絕對是不可免的。一步一腳印，終於

感覺到鼓勵的力量遠勝於處罰。執行科的檢察

葉逸如只好「犧牲」了。其實看到角色版本時，

殷玉龍、陳永盛）擔綱演出，大家從表情僵硬生

我們看到了，也感覺到了。

官及觀護人室的觀護人、佐理員在每次的督核、

我這個「經紀人」也著實掙扎了一番，不能有

澀的唸台詞開始，到自己構想動作、創設口號，

當然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社會勞動開

考察也都有不同的收穫。其中發生的感人故事不

較柔美的造型嗎？一定要在頭髮旁綁二條像鬼

真的進步神速，最後越拍越大膽，還深入檢察

始實施之際，恰逢莫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後，

勝枚舉，有社勞人執行完畢後仍志願回社勞機構

的帶子（原來這是有名的布袋戲人物造型）嗎？

長辦公室拍攝。其中，陳建州檢察官的那段搞

當時，社會各界無不關心災後重建，江惠民檢

作志工，有原本酗酒成性的社勞人受感化而戒

後來是經過一番討論、角色琢磨、改換部分道具

笑演出（神秘兮兮的東張西望後，小心慎重的

察長（後榮調法務部常務次長）就特別指示我

酒並下決心徹底改變自己，有的善用專長回饋

才定裝搞定。錄影當天，酷熱無比，粉墨登場的

說：各位朋友阿，要注意喔！狗仔就在你身邊。

們要落實社會勞動新制所強調之公益關懷精神，

機構或居民……，回想當初，曾有多少人對這

逸如真的吃盡了苦頭，但後來各大電子及平面

現在除了嫖妓要小心，賣票也會被抓喔，如果

經過吳主任觀護人永達的精心策劃，在社會勞動

制度懷有疑慮？現在終於有撥雲見日的感覺了。

媒體爭相採訪、報導，本署就藉由三位陽光型

有人向你買票……）最是令人噴飯，大家都笑

上路第一天我們就發起「彩繪人生」專案計畫，

仔細想來，其實必須體會，要創新、要進步就

為旗山鎮水患最為嚴重的大德里受災戶粉刷。當

要實踐。不管是「知易行難」或「知難行易」，

時災區淤泥、道路經國軍和義工的幫助雖已整頓

重要的是真的是身體力行，否則再多理想，最後

的差不多，但是依然破舊，因此我們就想讓利用

也只是空談，只能付諸流水。而很多時候，是

社會勞動人力來協助災民粉刷毀損的牆面，一開

我們把自己設限在一個範圍內，導致躊躇不前，

始住戶登記的狀況並不熱絡，甚者有災民接到

無法突破、進步，尤其是法律人，身上背負著太

佐理員訪查電話以為是詐騙集團，慌忙掛電話，

多框架，久了就滿腦子的律條束縛，自然給人

沒想到只是一天的功夫，在稍有粉刷專長的社

過份保守的感覺，事實上，司法官可以作的不

勞人指導、帶動努力下，竟將一戶戶原本髒污

只是辦案，還有更多社會責任。在柔性司法上，

斑駁的牆面變得乾淨亮白。當看到社會勞動人

我們真的還有很多發揮的空間，而且只要有信

不畏烈日，以作善事的心境，認真踏實的投入

心，沒有克服不了的，也沒有辦不到的。

工作，住戶也由愁容滿面到漸展笑顏，甚而感

在執行科的日子，因工作關係，與觀護人室

激的握著我們的手說：「連日來看到滿目瘡痍，

及三大團體有較密切的接觸，也開啟我人生的

心中有無限辛酸及無力感，現在死了的心好像

另一頁，不但參與很多活動的計畫與執行，還當

復活了般」時，我第一次感動到這真是一個仁

起製作人、導演，甚至經紀人。99 年年底的反

愛的政策，後來這個專案受到廣大的迴嚮，災

賄選，在經費短缺下，很多檢察官就這樣被我

民奔相走告，前仆後繼前來探詢、登記，我們

設計、陷害而「潦」落去。有句話：「貧窮是

被迫展延專案執行日期，但心中是滿滿的收穫，

一所最好的大學」，真的一點也不錯，正因為

也因為有這個特別的開始激勵我們策劃更好的

沒有太多資源與經費，我們才能激盪許多創意。

震鼓鑠法 70 高躍雄飛

與美女檢座錄製反賄歌曲

震鼓鑠法 71 高躍雄飛

傳承

際，銜命到執行科，當時易刑處分新制實施，命

參加王貞治先生為籌辦 2011 年世界少棒賽舉辦

賄選嘉年華會自然就又動腦筋到檢察官身上，

的記者會，當日我們並未獲邀，是在得知地檢

其實那時已沒什麼時間練舞，那段時間，又逢

署運用緩起訴處分金成立、扶植的棒球隊—多

查察賄選最緊張的時刻，參加的檢察官（王清

納棒球隊獲邀參加後（當時只有甫打完世界盃

海、李英霆、徐弘儒、陳建州、林志祐、陳秉志、

回國的復興少棒隊及多納球隊獲邀參加），主

吳明駿）幾乎是博命演出（還好沒有爆肝），

動以經紀人的姿態帶隊前往，後來竟進而喧賓

尤其清海，應廣大粉絲的要求還得載歌載舞。

奪主，由路人甲、乙變成主角之一，成為媒體

有一次假日練舞，我去探班，看到志祐、弘儒、

焦點，大談緩起訴金制度及其運用，搶盡版面，

建州先後無精打彩的帶著黑眼圈姍姍來遲，一

除了竊喜，還有滿滿的成就感。當然能順利成

問之下才知大家都查賄到二、三點才回家，在

功的辦好這些活動，還是要感謝邢泰釗檢察長

場參加舞蹈表演的佐理員正妹們聞言無不動容。

的信任與支持，並不厭其煩的指導與鼓勵，如

後來東森新聞來採訪，林志祐檢察官儘管同手同

果沒有他的執著及鞭策「壓榨」，斷不可能在

腳脫序演出，還不忘調侃自己並打廣告，對著鏡

幾近不合理的時間及成本內完成那麼多的事情。

頭笑說：為了反賄選，一切的犧牲都是值得的！

很多人與事寫不盡、道不完。看著二辦鐵柵

是的，其實重要的不是我們的歌唱的好不好，

門前的九重葛由盛開而凋落，再慢慢長出新的

舞蹈精不精彩，而是我們真誠的信念與努力。

花朵，心中有無限感觸。時間不會為我們駐足，

傳承

連三、無三不成四，接下來在夢時代廣場的反

『珍』是難忘的一天

「行銷策略」。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去市政府

偵查點滴

說演技這麼精湛，以後不愁沒飯吃！所謂接二

三位承辦檢察官合影

■Part 1

檢察官王朝弘

充實、很精彩。因為柔性司法讓人更貼近人群，

不安的心情，前來美麗愛河畔的雄檢報到；轉眼倏忽，

因緣際會的主辦或參與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如

感覺天天在做善事，自然非常愉快。我常說她

愛河美景依舊，然小伙子的髮絲轉白，腰圍粗了，突覺

司法節院檢同仁文藝展、寒冬送暖、尾牙節目表

就像陋巷中的花朵，只要細心栽培，春天來了

十年光陰已過。時值本署編撰署史之際，於此野人獻曝，

演……等，期間我的最佳搭檔—大學學姐程主

就會散發迷人的丰采。有幸在檢察官生涯中參

任觀護人文珊給予我很大的協助，她聰慧的頭

與這些工作真是很難得也很難忘的機會與經驗，

腦及積極、明快的處事態度，一直為許多長官、

也感謝陪我共同走過的長官及同仁。

同仁所稱許，我也從她身上學習到很多，特別是

註 1：高雄地檢署地二辦公
室，位於高雄市中正
四路 249 號
註 2： 執 行 科 於 98 年 10 月
10 日自三辦遷移至二
辦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金舉辦的公益關懷活動及社會勞動業務外，也

黃彩秀

猶記過往，一個三十歲不到的毛頭小子，懷著忐忑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但總會留下一些東西。這些日子雖然忙碌，但很

王朝弘、林志祐

執行科這段期間，除了忙於各項運用緩起訴

撰述任職期間二、三事為誌。
十年期間，我國刑事制度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革，
如緩起訴制度、交互詰問制度、受刑人易服社會勞動制
度…等。吾人有幸，在任職期間參與了這些改變，見證
了讓我國刑事司法體系更加溫暖、人性化的過程。
在過去的一年多，吾人係在本署執行科服務。因緣
際會，在平面及電子媒體上喧鬧了數年之久，曾使國內
政經情勢動盪的一個案件，收尾的執行程序由本署黃彩
秀主任檢察官、林志祐檢察官和我，共同承辦。
本件受刑人的身體狀況不佳，舉國皆知；而其身分
之特殊，亦係令人難以忽略之情狀。「平常心、平常
心！」過程中我反覆如此提醒自己，但這卻是參與此案
件中最不可能出現的情緒反應。各種壓力在數月間不斷
累積，邢檢察長及王襄閱主任檢察官所召開各種形式的
會議、討論及沙盤推演，隨著 2 月 18 日這個日子的逼近，
次數更趨密集；然而隨著細節的逐漸確認，我們思緒也
開始篤定及沈澱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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