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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記官甘苦談

(一)進入公務體系

在母親的指示下，我進入了她所謂「鐵飯

碗」的公務體系擔任法警工作，然而待遇與當

時的石化業相比，足足差了一倍，為了給家人

更充裕的生活，也因為不服輸的個性，一路力

爭上游，考上委任書記官、薦任書記官，也如

願修習了大學法律系、研究所…到現在通過了

簡任官等訓練，當中的付出，如今回憶起來，

所有辛苦都變得甘甜。

書記官工作真是多樣、辛苦又有趣，紀錄

書記官必須面對堆積如山的卷宗、雪片般來自

四面八方的文書，自創出一套整理哲學，一位

初派任書記官的女同事到署報到後指定跟我實

習，理由是「你的櫃子是空的」，讓我引以為

豪的是，運用這套自創的“獨門武功”，帶領

不少新進，輕鬆的進入工作狀況。

(二)主管的心路歷程

於台東地檢署擔任書記官期間，因參加公務

員文書訓練班，以第一名成績結訓，為當時的

檢察長趙昌平拔擢為文書主科長，當時的我29

歲；因為妻子工作關係，毅然決定放棄科長職

位，輾轉由台南地檢到南投地檢，在南投地檢

期間擔任過總務科科長、紀錄科科長職務。因

為孩子逐漸成長，考量到將來求學之便，最後

選擇再度回到第二個故鄉－高雄。未久，再次

接任總務科科長工作，高雄地檢署組織龐大，

員額編制也大，總務工作之繁重可想而知，加

上當時的施茂林檢察長，工作步調快，思維創

新，總務科內一位科長、二位書記官及二位錄

事，為了跟上檢察長的服務理念，我和工作團

隊們重新調整工作內容，把採購工作按性質區

分，分配給每位同仁，大家從早到晚忙到焦頭

爛額，為的希望能做到面面俱到，服務「包

君滿意」；這樣吃重的工作，和團隊同仁一起

撐過了四年，也完成了贓物庫、檔案室遷至左

營大型贓物庫、本署辦公室重新規劃、本署招

待所改建為檢察官停車場、第二辦公室二度搬

遷、鳳山地檢署之購地案、鳳山地檢署規劃案

並委託內政部營建署興建辦公大樓、設立南區

大型贓物庫及撥用土地與倉庫等等重大工程，

被當時陳部長定南譽為最有效率之行政團隊。

後來幾經請命，最後得到朱楠檢察長同意調任

資料科科長。

99年5月帶著一顆忐忑的心，接掌一個全然

未曾接觸過的領域－執行科，面對大大小小的

挑戰，我始終抱著邊做邊學的心情，一年來，

不敢說自己在工作上有任何專業精進，但自忖

面對工作勇於任事，面對同仁公平真誠，現在

之執行科已是一個絕佳效率的工作團隊。

三、淺談執行工作

司法之良窳，攸關社會之治亂；一套完整

的司法制度，如果沒有迅速有效的刑事執行政

策，再好的法律也只是形同虛設，法院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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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屬於我的光陰故事

87年底再回到高雄，我已經走過台東、台

南、南投等三個地檢署，也繞了半個臺灣。

猶記得當年在小學6年級的驪歌聲中，跟

隨母親舉家遷到高雄，自此，在愛河的懷抱裡

成長，在木棉花的陪伴下求學。自幼失怙，僅

能靠母親維持家計，認真好學的我雖然成績亮

眼，卻也不得不向現實環境低頭；高中聯考前

夕，母親一句「無法讓你升學」的話，有如晴

天霹靂般，把我從充滿希望的雲端打到了谷

底，雖然考上高中，亦不能報到，只能選擇就

讀夜間職校，白天在石化工廠工作，半工半讀

地完成學業。

或許是毅力感動了天，也或許是自己的努力

得到回報，感謝上天在我多舛的命運中，安排

了許多的貴人，在半工半讀與軍戎生涯中，遇

到了支持和鼓勵我的好長官、好同事，讓我順

利完成學業，也讓我取得此生中第一個榮耀，

即是於短短二年服義務役期間，獲得四枚勳獎

章，其中一枚更是軍人的最高榮耀─國軍英雄

─。

圖／黃彩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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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時之變革

1.硬體備設上之變革

民國70年代之執行科，並沒有任何為民服務

之措施，只有在牆壁旁有著一排木椅，椅背上

有著幾付手銬，等待著扣上受刑人，以便交法

警帶回拘留室，送監獄發監執行。從為民服務

之角度而言是一大諷刺。但於當時存在於法院

及檢察機關一般職員之思想，即「法院是治權

機關，非政權機關」、「公務員是考上的，非

民選的」，可以不談為民服務，民主思想難以

落實。

在現時之執行科，已不見那留有手銬之木

椅，在等候區內有著一排排椅子，等著來洽辦

執行業務之民眾使用，無論洽辦之人是否受刑

人，均一併禮遇之。但沒變的是那高高的櫃

檯，一樣隔閡著人民。

2.人員心態上之變革

時至今日民主思想之發展，取而代之的是

「政府機關存在之目的，即是為民眾服務」，

已不再區分政權機關及治權機關，民眾來洽辦

執行事宜，已不再區分一般民眾與受刑人，承

辦人對待一般民眾與受刑人之態度已然相同，

且人民與承辦人間處於對等之地位，唯仍缺乏

關懷、尊重與親切的態度，尚有改善空間。

(二)日後變革方向之建議

1.硬體備設上之變革

在時代進步神速之下，檢察機關於硬體設施

上之改變，必須掌時代之潮流，且不失檢察機

關莊嚴之原則進行規劃，以下僅區分成專有之

洽辦公務等候區、尊重人民之低櫃檯說明之。

(1)專有等候區

目前各地檢署大都有民眾等候區，但於該等

候區內除了椅子別無他物，多次觀察民眾於等

候區內作何事，做最多的是發呆，其次是小孩

喧鬧聲，不是讓時間虛耗，就是有著無辜的小

孩，此為等待區之設計未盡理想所致。

人民要如何利用等待時間，進行閱謮、填表

等，以節省洽公時間，甚或利用等待時間看看即

時新聞報導或上網等，以增加時間之利用，非無

改善空間，但本署目前受限於場地恐一時難以改

變，僅期待日後調整空間時可一併改善之。

(2)改採低櫃檯

高櫃檯給人的第一印象即為隔閡，要區分內

外、要區分公務員與民眾，內外有明顯區別，

且洽公民眾只能站著，不能坐著。高櫃檯使著

職員不能接觸民眾，與民眾有著一道很遠的心

理距離，很難突破。早期檢察機關所有之櫃檯

均如此，今日本署為民服務櫃檯已改善，惟執

行科之櫃檯仍然維持不變。

低櫃檯已是所有政府關所採用之服務窗口，

其給人第一印象即為親切、尊重人民、無官僚

氣息，凡人民來洽辦公務一定可以坐著辦，執

行科於辦理執行業務之同時，亦肩負為民服務

之工作，沒有理由與民眾保持距離，更沒有理

由不親民、禮民，故應及早終結高櫃檯之時

代。 

2.人員心態上之變革

心態之變革是一件知難行易之事，如果與人

民異地而處，你到公務機關辦事，希望得到何

種待遇，那就是人民所要的，也就是公務員該

給的，此無須教育，亦不必大費周章之訓練，

心態一變即可達變革之目的，為此提出主動服

務之態度及以客為尊之態度供參考。

(1)主動服務之態度

以戶政事務所為例，民眾一進門，即有引導

與送茶服務，給民眾之感受即親切、主動、積

極，更顯示出該機關有活力，這種服務態已從

戶政機關快速傳遍其他行政機關，唯獨檢察機

關未有所動。

為因應新時代的來臨，檢察機關應展現出主

動積極之作為，就執行業務而言，主動替受刑

人聲請定執行刑、聲請減刑及其他行政作為等

等，均應秉為民服務之理念而有所作為，亦即

執行科雖係執行拘束人民自由與財產之工作，

但皆不影響為民服務之本質。本科經年輕一輩

同仁換血後，服務態度已大幅提升，但與其他

行政機關相比，仍有改善空間。

(2)親民及禮民之服務態度

決，最終仍須仰賴刑事執行業務的貫徹，才能

使社會正義真正得到實現。執行的每一位業務

承辦人員，除了對刑事執行相關法令需有基本

的嫻熟度外，面對日益增加的龐大工作量，還

必須有過人的體力及耐力，而承辦人的工作態

度，更往往是決定刑事執行任務的貫徹與否的

關鍵，進而為伸張社會正義畫下完美的句點。

謹就一年來之觀察與心得，淺談有關刑事執行

之傳承與變革。

面對時代的洪流，科技的進步，不難察覺各

行各業演進的腳步都不曾停歇；刑事執行業務

在許多前輩的努力及經驗薪傳下，奠定了今天

的基礎，然而隨著法律變革，民主及人權意識

的抬頭，在接受前人的傳承的同時，還必須隨

時調整心態及作法，才能跟上時代的腳步。

四、刑事執行之傳承

法諺「法律是正義的最後防線」，而正義的

維護者當係檢察官與法官，更分別於偵查與審

判階段中將法的正義落實於個案中，執行階段

仍係由檢察官主導，並由檢察官帶領一群書記

官來執行法院之判決，實現具體之法的正義，

使為非做歹之徒難逃法網制裁。然，欲完成本

項任務，並非易事，尤需借重前輩們的知識與

經驗，本文擬從知識與經驗之傳承二方面說明

之。

(一)知識之傳承

刑事執行之業務上當然除刑事判決之執行，

尚包含聲請再審、非常上訴等等其他事項，惟

從執行書記官之角度而言，刑事判決之執行與

執行書記官關連性較大，故僅就刑事判決之執

行述之。刑事執行，從開始之案件分案、核

對、進行、傳喚、拘提、通緝及發監執行等事

項，主要規範於刑事訴訟法第八編執行。

就刑事訴訟法第八編執行之法條而言，從

第458條至486條共28條，僅能就執行之制度及

重要事項為規範，無法鉅細靡遺就瑣碎之事項

予以明列，故如何執行方能合法及體現公平正

義，無先人之知識難以竟功，尤以對新進同仁

而言，師徒制更形重要，這都是先人對知識之

傳承。「刑罰執行手冊」蒐集了先人之知識所

彙整之重要執行書籍，現「刑罰執行手冊」仍

不斷的修改與增加，智慧不斷的累積，足見先

人知識傳承之重要。

(二)經驗之傳承

有了刑事訴訟法及刑事執行手冊，為何刑事

執行業務仍然無法辦好？亦即有些刑事執行上

的竅門，未列於刑事訴訟法及刑事執行手冊之

內，此即顯現出刑事執行經驗傳承之重要性。

在應對上，執行書記官係直接面對當事人之

服務窗口，無論受刑人係以聲請狀、電話或直

接到署洽辦執行事宜，均先與執行書記官為第

一次接觸，大都以停止執行、暫緩執行、易科

罰金、易服社會勞動、分期繳納罰金、發還刑

事保證金或處理贓證物等事項，面對受刑人之

理由，承辦人如何於合法之範圍內權衡受刑人

之聲請，使受刑人願意主動接受刑罰執行之應

對技巧，在在均有賴先人之經驗傳承。

在傳承上當然不只知識與經驗二者，如民主

思想、為民服務等等都是傳承項目之一，但民

主思想會因時代之進步而大幅躍進，而欲落實

民主思想當從為民服務著手最為適切，當檢察

機關重視為民服務時，刑事執行之作為亦應有

所改變，此即為刑事執行之變革討論之範疇。

五、刑事執行之變革

在傳承中，當然有著良莠與不合時宜之傳

承，不可全部繼受，如何達去蕪存菁，有賴現

職人員及日後賢輩們共同創造，以達刑事執行

變革之目的。

刑事執行之變革的手段甚多，諸如體制之變

革、執行內容之變革、為民服務之變革等等，

而體制之變革、執行內容之變革所涉及之層面

甚廣，在本段中無法一一臚列，亦非本文所能

討論之範疇。故本段僅就在落實為民服務之變

革談談現時之變革及日後變革方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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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總務者，乃總管事務。舊唐書，卷十一，代宗本紀：

「雖西漢以二府分理，東京以三公總務。」而現今總務科

是為協助機關達成組織目標，處理一般行政事務的幕僚單

位。總務科的任務，是為本署全體長官、同仁提供優良、

舒適的辦公環境，進而供應來署接洽公務及開庭的當事人

優質之洽公、開庭場所。因此本科工作使命，應是讓檢察

官辦案得意，長官、同仁辦公樂意，洽公民眾及當事人覺

得滿意。然在有限資源下，如何滿足上述需求，即成了總

務科最大的挑戰。

貳、總務科所辦業務經驗傳承與工程

雜記

一、依前言意旨暨如何做好總務科服務一事，茲將本人自

98年8月25日調任總務科以來之實務經驗，提出分享

及淺見如下：

（一）建立總務科聯繫網

總務科的工作，其相關採購業務之法令經常修

改，且本署服務性設施亦不斷改良，因此，總務科

成員本身的進修學習非常重要，但因學無止境，如

遇較專業之工作，即明顯無法得心應手。因此，如

能建立總務科聯繫制度，讓各地檢總務科的經驗得

以互相交流，進而分享集體智慧，且就主、會、審

計或相關單位的查核缺失檢討事項，共同研商討

論，提出檢討改進的措施，如此，應可增進總務科

成員的成長，進而提升對本署長官、同仁、甚至當

事人的服務品質。

（二）妥善做好指揮與管理

明列科員、司機、技工、工友之工作執掌及作

業流程，不定期召開工作協調暨改進會議。鼓勵同

仁學習新的事務，培養第二專長，並期發揮互助合

作的精神。對長官交辦之事務，總務科長要站在至

高點，做全面思考，且規劃、指揮清楚，避免雜亂

無章的決定，或因計畫錯誤而修改工作方向。

（三）消耗與非消耗物品之管理

本署之辦公設備、事務機器暨消耗及非消耗物

品之督導與管理，是總務科經常性的工作。辦公設

備建立借用及管理人制度，充分提供長官、同仁使

用，以期發揮最大效益。事務機器等設備，應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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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年代初入法院時，同仁普遍存在之觀念

為「做奸犯科之人有什麼好尊重」、「入監執

行是其做壞事應得之報應」等等之觀念，對受

刑人甚不尊重，令初入公職的我甚感訝異。

今日人權高漲，民主思想傳遍社會每一角

落，尚有何政府關可不做為民服務工作，執行

科亦然，在執行拘束人身自由與財產之同時並

非不能進行為民服務，而為民服務之先決條件

即尊重人民，不應其曾作奸犯科而有所差別待

遇。

親民及禮民之服務精神，可拉近民眾與公務

員之距離，民眾可以充分表達其意見，服務人

員更可替人民解決問題，所謂「人在公門好修

行」即可展現。惟此種改變並不難，只要同仁

們的心態調整即一蹴可成，期待大家再努力。

六、感恩

愛河在高雄文化傳承具有指標性意義，談高

雄文化如果不談愛河，那高雄文化即空洞乏味

而不具代表性，當愛河傳承著高雄文化同時，

愛河本身亦不斷在蛻變。同理，談司法，高雄

地檢署占有一席之地，無論從案件量、人員編

制、經費等，本署一向獨占鰲頭，故於本署之

傳承與變革，將是司法變革之重要部分。愛河

在蛻變後變亮、變美、變的很多人想親近她。

本署亦在變，辦公環境變的更美麗、更親切、

更便民，此從訴訟輔導科與本科最近分別完成

之「雄署介紹」與「刑事執行簡述手冊」即可

印證。為瞭解民意，本署亦完成多次民意座談

會，充分表現出本署為民服務之具體作為，更

落實民主思想於檢察機關之中，這一切均應歸

功於歷任首席檢察官與檢察長，尤以本署現任

邢檢察長更是不遺餘力的推展。

本署成立已六十餘載，執行科之業務可以

順利執行，我們必須感謝劉文成、李連慶、林

天岸、田哲先、胡槐興、陳勝雄、林明賢、林

順來等有作為之歷任主科與科長，使執行科之

業務可以蒸蒸日上。當然本科現有同仁之努力

更是不容小覷，由於大家的努力，使執行績效

日益成長，尤以最近追徵、追繳案件績效不斷

提升與突破，如此，執行科方有榮譽存在，有

榮譽即會成長。但不可諱言本科尚有改善之空

間，且是我們一定可以做到的，期待大家再度

共同努力予以完成。

燈塔於夜間放出光芒，使船隻可以在黑夜中

辨別分向。檢察署是正義的化身，無論於白天

與晝夜，均指引著社會，指導著人民走正途、

走康莊大道，最後以一張照片做結尾，她就是

正義的代表，同時散發出無限的光芒，我們以

她為榮。

法院／陳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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