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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我國法醫制度沿革簡述

戰國時期商鞅廢除奴隸制度，中國開始了家僕制度，因家僕死亡恐有爭議，
秦律即立法規定，應有執法人員前往驗屍。宋朝時由宋慈所著的《洗冤集錄》
為世界上公認最早有關法醫學的著作，傳世名言包括：「事莫重於人命，罪莫
大於生死，設人者抵法固無恕，故成招定獄，全憑屍傷檢驗……」、「仵作，
賤役也，重任也，其役不齒於齊民，其授食不及於監犯，役賤而任重，利小而
害大。」顯示擔任法醫工作的「仵作」角色為判官的支差者。由《洗冤集錄》
之存在及散述，使中國法醫檢驗工作數百年一直以此為依據，而停留在屍表檢
驗上。

清末刑部曾舉辦「檢驗學習班」，初年開始有了「檢驗吏」，司法部於民
國（以下同）21、24 年分別成立上海及廣東法醫研究所，並陸續辦了幾次檢
驗訓練班，中央大學醫學院於 32 年成立法醫學科，並於 37 年受中央委託，成
立法醫研究所，隸屬於司法部，這段期間也制定了相關法律，例如 17 年施行
的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第 160 條第 2 項規定「檢驗屍體，應同醫師或檢驗吏
行之」，第 3 項規定「解剖屍體，應命醫師行之」；24 年修正中華民國刑事
訴訟法第 158 條第 2 項規定「檢驗屍體，應命醫師或檢驗員行之」，將「檢驗
吏」改為「檢驗員」；21 年制定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規定「地方法院及其分院
為檢驗屍傷除臨時指定專門人員外得置檢驗員」，其他尚訂有解剖規則（民國
2 年），及解剖規則修改版（17 年）。

臺灣在日治時代，醫學院校只有臺灣醫學校（第 1屆至第 28 屆，畢業於西
元（以下同）1902 年至 1929 年）；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門學校（第 1 屆畢業
於 1922 年，第 15 屆為末屆，畢業於 1936 年），日本為加速當時殖民地臺灣
地區的日本本土化，特於 1936 年成立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臺灣大學前身），
第1屆（1937年）至第11屆（1945年），當時即設有法醫學教室，其設備完整，
因日本醫學界均以最優秀、有抱負的人才投入法醫學領域研習，但中國人多忌
死人，因此法醫學科日本人占大多數。日治時代之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部長（即
醫學院院長）三田定則，原為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法醫學敎授，在日本極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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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由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部聘請來臺，擔任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法醫學科主任，
開設法醫學科（法醫學教室），後升任為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院）部（院）長，
最後再升任為臺北帝國大學校長。由此可知優秀法醫人才在當時受重視之程度。

臺灣在日治時代，法院裡未設法醫，而警察單位（警務署）則有法醫的編
制。臺灣光復後，法醫學科仍由日本人笛慊倉正雄助（副教授）留臺繼續教授
法醫學並兼警務處法醫。民國（以下同）35 年間笛慊倉正雄助被遣返日本，
在此交接期間，由當時的臺灣大學醫學院杜聰明院長囑臺北帝大醫學院第 1 屆
畢業生蕭道應醫師接任臺灣大學醫學院法醫學科主任，同時尚有黃岷川及葉昭
渠老師任助教職。當時臺大法醫學科設備匱乏，僅有極少量試管及實驗用儀器。
蕭員任職 3 年，於 41 年轉任調查局主持法醫業務。臺灣大學醫學院法醫學科
因無人接任，杜聰明院長離開後，法醫學科併入病理科。省警務處法醫則由葉
昭渠接省警務處法醫職，再由楊日松博士接任，整編成立法醫室。

38 年間隨國民政府遷臺之司法院法醫研究所，於 46 至 47 年因無功能而
遭裁撤，致全國無法醫檢驗機構，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在改組時，成立了第六處，
又在第六處成立了「科技中心」，在第六處編制中有第四科（法醫科）對外接
受司法治安單位所委託有關法醫學之各類法醫解剖及檢驗鑑定工作，委由蕭道
應醫師負責，另有第一科（毒物科）主掌法醫毒物檢驗工作，自 47 年起至 78
年的 30 年間，共接受了 5,000 餘件死因鑑定及數百件親子關係鑑定、處女膜
檢查及各種證物鑑定與檢驗工作，奠定了臺灣法醫案件鑑定之基礎。

為辦理新竹以北司法解剖案件，46 至 47 年間於司法院右側設立北區解剖
室，建立臺灣唯一的司法解剖室，當時解剖室為調查局負責使用及管理，設備
包括司法解剖檯、臟器貯存室、動物實驗室（飼養各類動物包括有猴子、雞、
老鼠，為遇有疑似中毒案件初步篩檢用）、冷凍遺體櫃及 1 臺專使用於遺體攝
影的 X光機（當時全臺 X光機不超過 10 臺），並在其後 30 年間執行約 2,000
件的解剖案件，至 78 年間解剖室拆除改建成司法大廈停車場。此外，調查局
亦於 50 年左右，在司法院大樓旁，即現在臺灣高等檢察署資訊大樓位置，興
建科技大樓，成立調查局第六處（科技中心），為供檢驗鑑定的主要設施所在，
內有四個科室加上照相室，除了刑事鑑識外，主要的毒物科（第一科）及法醫
科（第四科）的法醫鑑定工作，包括毒物檢驗、DNA、病理組織切片製作、內
臟組織蠟塊貯存、顯微鏡觀察與特殊電子顯微鏡檢查等，奠定了臺灣法醫鑑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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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亦為法醫人才培訓的搖籃。調查局科技中心第四科（法醫科）歷屆科
長包括蕭道應、劉森熙、黎瑞明、蒲長恩等。第一科（毒物科）歷屆科長田汝常、
柳煌、陳理、林棟樑等，由 48 年至 70 年間，調查局亦聘任多位法醫病理醫師
包括方中民、何霖、鍾明燈、饒宇東等協助法醫解剖鑑定。

在法醫人員訓練方面，69 年審檢分隸，修正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高等法
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處，為檢驗屍傷，除臨時指定專門人員外，得置
法醫師、檢驗員」，因缺乏優厚待遇與工作環境，致各地檢處法醫人員呈現嚴
重缺額現象，故由本處請求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院長邱仕榮接受委託，任命臺大
醫院病理科方中民教授規劃培訓「軍醫官轉任法醫人員訓練班」，培訓軍醫官
成為法醫師及檢驗員，以解決法醫人員不足的窘境。自 50 名軍醫官（階級有
少尉至中校）中錄取 19 名，在臺大醫學院安排下，由方中民教授主導，接受
醫學再教育 1 年，除了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及解剖學為重點外，其中以病理課
程最多達 50%，奠定日後能順利擔任法醫師及檢驗員工作。為了要提昇他們
醫學學分，接受一年醫學再教育後，參加醫師特考，結果 16 人及格，考試及
格後改任各地檢署法醫師，包括臺北伊家祥、周序廣、臺中趙克蘭、高雄裴起
林，以及 3 位因少尉階級不能參加醫師特考，任為檢驗員等，共 19 員，為當
時法醫人員訓練班畢業出來加入法醫工作之生力軍，並堅守在全省各地檢署法
醫室，任勞任怨地執行相驗及解剖工作達 30 至 40 年。

38 至 76 年間，臺灣各大醫學院均無法醫學科之編制，直至 76 年，臺灣
大學醫學院再度將病理科法醫室擴編為法醫學科，方中民博士由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院院長，轉任臺灣大學醫學院法醫學科主任。配合調查局法醫解剖業務。

貳、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醫中心（79.10.22–87.6.30）

為解決國內長期以來欠缺法醫專責機構，原由調查局支援辦理法醫解剖鑑
定業務亦因業務轉型未能繼續辦理，導致各地檢署無法醫病理解剖及死因鑑定
窗口，79 年全國治安會議飭令本署以臨時任務編組成立「法醫中心」以應燃
眉之急，同時並積極研擬「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組織條例」草案。

行政院 80 年 12 月 4 日台 80 法字第 38606 號函修正核定本署法醫中心計
畫，計畫內容略以：法醫中心以任務編組，置主任 1 人，由本署主任檢察官一
人兼任，綜理中心事務。設檢驗鑑定組，聘請法醫顧問 5 人至 15 人及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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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專長之醫師 8人至 12 人共同組成，均為兼任，並以法醫顧問 1人為召集人，
共同負責辦理，關於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屍體之相驗、解剖、檢驗、鑑定事
項；死因不明案件之藥物、毒物化驗事項；其他有關法醫之事務。設事務組，
辦理一般行政事務，事務組由檢驗員邱莞美兼任，並以書記官長為召集人。

鑑定時，需有一般化驗技術人員提供毒物、生化等化驗資料以供研判，必
要時得洽請有關機關（構）支援。運作方式，由檢察機關檢察官實施相驗，解
剖後，得將屍體臟器，送請中心檢驗、鑑定，必要時得由中心指派法醫顧問或
醫師支援。檢察機關已與當地教學醫院訂立建教合作契約者，仍應依原訂契約
辦理。但必要時，亦得請求中心指派法醫顧問或醫師支援。各檢察機關送請中
心相驗、鑑定之屍體臟器，應按案情緩急，先後檢送，並應與中心以電話或公
文聯繫後，再行檢送。

鑑定報告刻用「臺灣高等法院
檢察署法醫中心」圓戳 1 顆，以供
檢驗鑑定組製作鑑定報告及其他書
表之用。中心製作之鑑定報告，由
參與鑑定之法醫顧問或醫師簽名或
蓋章，經檢驗鑑定小組召集人及中
心主任核章後，由高檢署備文寄發
原囑託之檢察機關。

相驗、解剖、鑑定費之支付，關於前往相驗及解剖者，按相驗一具屍體，
每人支給新臺幣 2,000 元，解剖一具屍體，每人支給 4,000 元，相驗併解剖
一具屍體每人支給 4,000 元，並得依規定標準補助其差旅費。關於屍體整體
臟器鑑定死因者，按件支給 15,000 元。關於部分鑑定者，按件支給 6,000 元。

79 年 10 月 22 日本署陳涵檢察長以臨時任務編組，在臺北市信義區嘉興
街 212 號成立法醫中心。聘請臺大醫學院法醫學科方中民博士擔任法醫顧問兼
召集人，其他法醫顧問包括多名醫學中心病理醫師如蕭道應、楊日松、何霖、
鍾明燈、饒宇東、石台平、吳木榮、孫家棟、盧納密、蕭開平及集合各專業領
域之顧問共 20 幾名，繼續接受各司法單位委託，執行有關法醫科學之鑑定工
作，並積極瞭解現行法醫工作之困境，從事人才培訓、整合法醫資源、規劃法
醫專責單位「法醫研究所」為國家級法醫權責機構。其他協助法醫工作單位，
尚有調查局、國防醫學院、臺灣大學及中央警官學校、刑事警察局等單位。

　陳涵檢察長（左二）、方中民顧問（左四）、
蕭道應顧問（左三）、謝文定書記官長（右前二）
在法醫中心門前合影。（本署資料照片）



657

第 陸 篇　行政科室

法醫中心接受各地檢署委託，執行法醫相關死因鑑定工作。其鑑識工作以
屍體檢查及法醫病理解剖為主體，並包括法齒學、法醫人類學、血清基因學、
法醫毒物學、法醫病理學及刑事鑑定科學等，目的在於分析刑事案件，檢驗死
者之死亡方式，如自然病死、自殺、意外、他殺等。並探討直接、間接之死亡
原因、死亡機轉及蒐集犯罪證據，提供檢警及司法人員之刑事破案線索，以為
偵辦及量刑之參考。法醫工作者能經由累積案件特性及形態，提供法務、醫學
生命統計分析數據及犯罪指標，以為施政之參考。

由本署法醫中心受理各地檢署法醫室相驗及解剖案件中，分析各地檢署的
相驗及解剖率，臺灣法醫相驗解剖率已達 10％至 12％，惟國內法醫仍存在人
力不足的現象。未來法醫案件資料之整理，應先重於建檔分析，進而建立法醫
學資料庫，期能在法醫制度及法律規範下尋找平衡點，及尋求提高法醫解剖率
的策略。臺灣法醫制度已初具規模，惟基本資料庫、人才培訓、法醫制度的相
關法律，尚待充實。近年來因應社會環境變遷及對法醫實務的實際需要，已於
94 年訂定法醫師法，明確規範法醫師之權責及定位，法醫師兼具有法律與醫
學專業知識，應為法律與醫學之橋樑，若賦予相當之職權，必能發揮功能，保
障社會及大眾的權益。

本署法醫中心運作期間，調查局在 79 年至 87 年仍然接受臺灣法醫中心委
託繼續擔任法醫業務的病理切片、血清 DNA 與毒物化學檢體鑑驗工作，其他
協助法醫檢鑑工作，尚有刑事警察局、中央警官學校、臺灣大學及國防醫學院
等學術單位。後因「技術人員任用條例」修改，軍職轉任受阻，法醫及檢驗員
欠缺，法醫中心更配合法務部訂定一連串培訓計劃。

法務部施啟揚前任部長、呂有文部長及時任之馬英九部長均相當關注法醫
業務。馬部長為解決燃眉之急，要求檢察司先行研究是否可以修改法院組織法，
並把檢驗員丙等特考提高為乙等，再商請考選部以特考方式錄取醫事技術相關
人員從事法醫工作，並於 83 年舉辦特考再度招訓法醫檢驗員，培植法醫人才，
並積極提高法醫人員待遇。法務部馬英九部長深知長遠之計劃要健全法醫制
度，仍以籌設直屬法務部的「法醫研究所」才能解決法醫師的培訓及法醫實務
問題，在馬部長催生下，時任行政院丘宏達政務委員在 83 年離任政務委員前
一天，將「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組織法由行政院送入立法院，「法醫研究所」
終於在 87 年 7 月 1 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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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司法特考招收之檢驗員、法醫師

期別 檢驗員 法醫師

第 1 期 84 年 鍾如惠、唐淑美、傅靜子、魏南榮、孫孝賢、
黃哲信、毛俊中、王頌鴻 李慶榮

第 2 期 85 年 黃純英、李世宗、許逸文、秦永泰

第 3 期 86 年 鍾 芳 君、 蔡 勝 州、 周 石、 李 漢 宗、 張 禎 容、 
王金英、楊敏昇、林俶慧  蘇耿志

第 4 期 87 年 黃灶生、劉啟冬、謝進洋、張文賓 陳明宏、尹莘玲、許倬憲、洪業晃

　法醫師第 2 期、檢驗員第 3 期訓練班。（本署資
料照片）

　法醫師檢驗員第 1 期訓練班。（本署資料照片）

　法醫師第 3 期、檢驗員第 4 期訓練班。（本署資
料照片）

檢驗員第 2 期訓練班。（本署資料照片）

參、法醫中心期間處理重大案件

一、83 年大陸千島湖搶劫慘案

83年 3月 31日，發生24位臺灣旅客乘坐「海瑞號」在大陸千島湖觀光時，
與 6名中國大陸船員及 2名導遊，共 32 人在船艙內被燒死的事件。

（本署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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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年 4 月 1 日上午，本來應該在 3月 31 日晚間返航的「海瑞號」遊輪被
發現正在燃燒。當地民眾一度誤認為是火災並馬上報警。由於救援期間在遊船
甲板及客艙未發現遇難者，浙江省政府要求迅速查找船上失蹤人員。為此，淳
安縣出動 20 餘艘船艇、千餘人，對案發水域及附近 40 多公里的水面、山灣、
島嶼進行搜尋，並通過有線廣播要求湖區群眾提供線索。駐浙空軍出動了飛機、
潛水員、使用了水下探測儀進行尋找救援工作，東海艦隊也派人參加搜尋救援。
當「海瑞號」大火撲滅降溫後，縣公安局劉勇健刑偵支隊長下底艙勘察，發現有
遇難者遺體。經排水清點，發現32名船上人員遺體都在底艙。當日即4月1日，
夜 23 時，杭州市公安局法醫室丁宏主任趕赴現場，帶領其他 3名幹警進入「海
瑞號」底艙勘察遇難者遺體，連續工作至次日凌晨 4時。

隔日 4月 2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抽調 14 名法醫對所有遺體進行檢驗。
法醫屍檢結論為：遇難者進入底艙前並未死亡，死亡係窒息燒烤而致。痕跡專家
經勘驗發現及刑偵專家分析認為，船上人員極可能受暴力脅迫進入底艙，爾後被
焚致死。大陸公安機關確定，此案件是一起有預謀、有準備的大型圖財害命案，
並正式立案偵查。至83年4月15日，3名犯罪嫌疑人被傳訊。3日後之4月17日，
浙江省公安機關宣布破案，公布是「特大搶劫縱火殺人案」，逮捕了 3名嫌犯。
4月 18 日，當時的中國大陸國務院李鵬總理發表談話，對案件進行了說明。83
年 5 月 8 日，政府決定組團前往現場瞭解案情。海基會許惠祐副秘書長帶 6位
鑑識刑偵專家包括法醫教授方中民、翁景惠、侯友宜和法醫、律師以及 7位罹
難者家屬抵達杭州。

6月 19 日，3名罪犯被執行槍決。方中民教授在徵詢大陸公安單位及所提
供的檢驗結果，發現他們每個罹難者遺體進行一氧化碳血紅素檢測，可以知道死
者死亡位置與一氧化碳血紅素濃度有其相關性，而且都已經達到一氧化碳中毒的
程度。依據公安法醫檢驗偵查結果，支持死者的確是被關在「海瑞號」底艙縱
火於密閉艙內，遭縱火燃燒於密閉空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結果。方中民
事後作為臺灣方面的專家，由許惠祐帶團由本署法醫中心方中民教授與侯友宜、
刑事警察局翁景惠、火場鑑識專家施多喜等，共同前往千島湖參與破案。他深知
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會觸動原本就十分敏感的兩岸神經，所以他謹言慎行，但是絕
不放過一個細節。最終，對於大陸方面的鑑定，方中民教授表示 :「站在專家與
專家之間的立場，我們不能否定大陸方面檢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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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3 年蘇澳港海上旅館海難

83 年 7 月 23 日強烈颱風「添姆」襲擊臺灣，一艘日常供大陸漁業勞務工人
住宿的「海上旅館——上好三號」，在宜蘭蘇澳港被風浪掀沉，初時疑似撈獲
12 名大陸漁工葬身怒海。此事件在大陸千島湖臺胞遭殺害，臺方認為陸方不仁
道事件的發生後，因臺灣訂有禁止大陸漁工上岸和處罰進港避風大陸漁工的有關
法令和規定，使漁業公司不敢貿然在強颱下進行快速應變處理，致 90 多名大陸
漁工在翻覆後致 12 人失蹤死亡。

本署立即責令官長指派法醫中心召集人方中民帶領蕭開平顧問等前往採樣
並進行人身鑑別工作，初步認定有 2位為本地漁民，大陸籍漁工落水、溺水死
亡為 10 人。初步採取血型及部分DNA檢體，事後家屬前來認屍時才發現大陸
籍家屬均非直系親屬或未知死者或父母親之血型，文化差異頗大，鑑定醫師當機
立斷採取體質人類學特徵及外在衣服飾物，一一比對，成功比對落海漁工，並經
由宜蘭地檢署檢察官及早發返遺體，以降低家屬的躁慮，安撫情緒。事後臺灣海
基會焦仁和秘書長還特地赴本署法醫中心及宜蘭地檢署表達感謝之意，並舉行的
兩岸兩會事務性商談中，協調「海上旅館」事件不再重演，在海峽兩岸和平發展
及人民互相諒解中做出一定的貢獻。

三、87 年新竹外海空難事件

87 年 3 月 18 日國華航空班機（SAAB340，編號 12255 號）於晚間 7時 29
分從新竹機場起飛後 2分鐘墜海，當時機上有 5名機員及 8名乘客。隔日本署
法醫中心方中民教授率領蕭開平顧問醫師協同新竹地檢署前往蒐集遺體進行體
質人類學及採取遺體組織血清DNA型別之工作，並成功完成人身鑑別工作。這
架失事的國華班機開航新竹、高雄航線才第 3天，這架班機也是首航班機。

四、87 年大園空難

中華航空 676 號班機空難（CAL676,	CI676），又稱為大園空難。87 年 2
月 16 日，由中華航空公司編號 B-1814 的空中巴士，自印尼峇里島飛返臺灣中
正國際機場（今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發生墜機事件，造成機上乘客與機組人員共
196 人全數罹難，並且波及民宅與汽車，導致地面上 6人死亡，總計這場空難造
成 202 人罹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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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時由桃園地檢署施茂林檢察長率領桃園地檢署法醫室同仁、義務法醫師，
請桃園縣醫師公會及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航警局及桃園縣警察局會同刑事
警察局經由體質人類學及法齒學特徵確認身分後（部分DNA由中央警察大學支
援），在第一波中，於 87 年 2 月 17 日至 3月 7日共辨識 185 人，發現尚有 17
位罹難者無法辨認身分，經由媒體報導引起行政院的重視，行政院蕭萬長院長
於 87 年 3 月 7日特令本署法醫中心方中民顧問召集人會同桃園地檢署主任檢察
官，經由法醫中心蕭開平顧問，會同刑事警察局翁景惠科長及程曉桂、調查局第
六處第四科黎瑞明科長及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及孫孝賢法醫、本署與各地檢署支援
的法醫人員 5位、刑事鑑識同仁 5位，刑事警察 10 位，加上殯葬業者 5人等，
分成 5組，包括 1位法醫負責觀察遺體屍塊及採樣本，1位負責蒐取編號，1位
負責紀錄，1位鑑識同仁負責照相，而 1位殯葬業者負責搬運屍體，在分工合
作下，終於完成 263 件單一屍塊的採樣程序，再交由刑事警察局生物科及調查
局六處四科日以繼夜的在 87 年 3 月 12 日完成約 263 件 DNA型別的檢驗及電
腦識別比對，也完成其餘 17 位罹難者遺體的人身鑑別工作。此次跨部會的合作
及工作分組尊定了日後各個機關的通力合作的基礎，亦為我國第 1次採用DNA	
Profiler 技術，全盤啟動DNA進行人身鑑別工作，而體質人類學與法齒學為輔
的人別鑑識流程。

肆、法醫中心期間法醫師培訓

法醫中心時期完成薦送病理專科醫師赴美接受法醫專業訓練共有 9位，其
中吳木榮、石台平以自費方式完成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法醫中心法醫病理醫師
訓練一年，其他 7位如下表。

法醫中心時期完成薦送病理專科醫師

姓名 出國時任職 出國年月 受訓機構 專長

簡崇和 成功大學法醫學科 81.8.1–82.7.31
美國南加州

州立大學病理部法醫科

法醫病理學
臨床法醫學
性犯罪防治

孫家棟
臺大醫院

病理部主治醫師
81.11.1–82.10.31

美國馬里蘭州
巴爾的摩法醫中心

法醫病理學
毒物學

盧納密
嘉義市聖馬爾定

天主教醫院病理科主任
81.11.1–82.10.31

美國馬里蘭州
巴爾的摩法醫中心

法醫組織病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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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國時任職 出國年月 受訓機構 專長

尹莘玲 本所法醫病理組研究員 83.7.1–84.6.30
美國加州洛杉磯

法醫中心
法醫病理學
法醫人類學

劉景勳
臺北國泰醫院

病理科主治醫師
83.7.1–84.6.30

美國佛羅里達州
邁阿密法醫中心

法醫病理學
法齒學

胡璟
行政院衛生署

屏東醫院病理科主任
85.5.1–86.4.29

美國佛羅里達州
邁阿密法醫中心

法醫病理學

羅澤華
敏盛醫院

病理檢驗科病理室主任
87.6.20–88.6.18

美國佛羅里達州
邁阿密法醫中心

法醫病理學
組織病理學
細胞病理學

伍、籌設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完成階段性任務

臺灣的法醫業務，在本署以臨時任務編組成立之「法醫中心」協調推動下已
稍具規模。但因法醫業務千頭萬緒，為使其一元化，本署積極推動設立法醫鑑定
專責機關「法醫研究所」。86 年 4 月 8 日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組織條例經立法院
三讀通過，並經總統於 86 年 4 月 23 日公布施行後，87 年 5 月 30 日成立法務
部法醫研究所籌設小組。87 年 7 月 1 日，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正式成立，原屬臨
時任務編組之本署法醫中心業務併入該所。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成立後，先後有 2
位本署主任檢察官王崇儀及涂達人，奉派調任該所所長。　

一、王崇儀所長 （91.4.11–97.9.9）

（一）學經歷

王崇儀所長畢業於國立中興大學（現臺北大
學）法律學士，國立中山大學管理碩士，司法官
訓練所司法官第 15 期結業。曾任福建金門地方法
院檢察署檢察長、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
長、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本署主任
檢察官、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所長、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署長。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所長王崇儀。
（本署資料照片）

( 續上表 )

（本署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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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內之重要工作項目與推動成果

1.	為解決當時法醫制度及薪資結構，無法吸引優秀人才從事法醫業務。推動法
醫師法，94 年完成法醫師法草案送法務部審議，同年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
議法醫師法草案，並經立法院於當年底三讀通過法醫師法，同年 12 月 28
日總統令制定公布全文 53 條。

2.	制定法醫研究所典章制度：諸如為節省公帑，建立法醫研究所採購制度以及
因應法醫鑑驗時效案件管控，制定分案與稽催等相關規範。

3.	為使法醫研究所能有良好辦公環境，尋得現址新北市中和區民安街 123 號。

二、涂達人所長（104.6.1–108.3.21）

（一）學經歷

涂達人所長畢業於國立中興大學（現臺北大學）法律系畢業，司法官訓練所司法官
第21期結業。曾任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本署主任檢察官、法務部法醫研究
所所長。

（二）任內之重要工作項目與推動成果

1.	為縮短鑑定時效，提昇行政效率，並撙節每年
支付 2,000 多萬元法醫解剖及鑑定費用，於
104 年度成立中、南區辦公室，實施集中解剖
制度，除縮短解剖人員前往各地檢署、殯儀館
距離與時間外，更減少兼任研究員分案件數，
改由法醫所編制內具有法醫師資格者及臺中地
檢署主任法醫師進行解剖，節省解剖經費，提
昇經濟效益。

2.	為解決法醫人力不足，結合各大醫院設置法醫
部門，中國醫大已先行成立，陸續還在進行中。

3.	建立法醫研究所人才調配制度，充分利用人力
資源。

　法醫研究所所長涂達人。（本
署資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