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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縱谷，溪澗綿延。環山臨海，雄

奇壯闊。閭里民風，端厚淳善。洄瀾斯民，

胸懷灑落。寶桑黎庶，和樂無諍。日照後

山，法鑑明察。

今年適逢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檢察

署 ( 簡稱花高分檢 ) 成立五十週年，為傳

承司法史實，提振司法威信，花高分檢廣

邀審、檢、警、調，撰寫實例，析理究事，

洞燭幽微。央請學界、媒體，詳述見聞，

細膩剖析，鞭辟入裡。專論鴻文，結集出

版《花東法鑑》特刊。

全書涵括：史實、傳承、柔性司法、

司法之友、花東檢影、大事紀及展望等七

篇。內容記載花蓮、台東地方法院院史，

及兩地檢察署署史。重大案件探討、訴訟

制度反思，傳承廉政、政風、矯正、查察、

海防、行政及觀護業務等經驗。摘錄新聞

剪輯、生活剪影、查賄及設施改善。

法鑑，即以「法」為「鑑」。西方學

者孔茲註（Edward Conze，1904 年 -1979

年）認為，中國的「法」有四層涵義：「一

是事物的經驗，二是法則，三是教法，四

是真理。」《法鑑》特刊蒐羅東部發生重

要之司法事件，藉以傳承經驗，並供檢、

審參酌考量；繼之以利偵查、起訴、審理

之法則，俾益法界準則教法，最終達到端

正綱紀、追求真理之目的，全書普攝含融

「法」的範疇。

鑑者，鏡也。唐太宗言：「夫以銅為

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

以人為鏡，以明得失。」本書以花、東兩

縣歷年司法事件為經，法治理念為緯，淬

鍊司法觀點，留存司法史料，見往知來，

鑑古知今。一言以蔽之，法鑑即「知民情、

明事理、正綱紀」。

司法之終極目標在於「保障人權、維

護公義」，執行上恪遵「程序正義」，方

符民主真諦，亦為民情之依歸。花高分檢

戮力提升司法公信，邀集方家撰寫專文，

結集成冊，欣見付梓，樂為之序。

最高法院檢察署 檢察總長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以法為鑑 - 知民情 明事理 正綱紀

皇華東臺 1 鑠法薪傳



序序 東檢憶往

皇華東臺 2 鑠法薪傳

宋•蘇軾詩：“人生到處知何似 ?

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

那復計東西。” 

回想我於 86 年 8 月由法務部參事一

職轉任臺東地檢署檢察長，此前由於公訴

業務的擴張及人員的增加，東檢從 78 年

起就有遷建辦公廳舍的規劃，惟我到任

當時仍在前置作業階段。甫上任，我首先

協調了當時的臺灣省住都處協助辦理遷建

辦公廳舍之建築師甄選、設計審查、工程

發包、施工管理及工程驗收等事項，但嗣

後在用地的實際取回過程却發生了不少難

題。臺東縣政府雖無償撥用了 16 筆土地

供東檢新建辦公廳舍，但這些土地最早被

規畫為機關用地時，縣政府忖量並非要馬

上建築，就核發了臨時執照給民間使用，

用地上面後來有了靈骨塔和游泳池等設

施；之後靈骨塔順利遷葬其他地方，但是

游泳池等建物的拆除却面臨了極多阻難，

除了民眾強烈拒絕拆遷，還有議會對縣府

的施壓，最後是在 87 年的 7 月縣府終訂

了強制執行拆除日期，並有東檢指派檢察

官到場指揮，才得以順利完成是項任務。

記得我到職初期，全國選舉查賄陸

續如火如荼的開展，87 年間署內偵辦了

當時全國最早的一件議長賄選案件，之後

還意外延伸出議員集體貪瀆案件，包含當

時議長在內的 41 名前、後任議員因涉貪

小型工程款等同時被起訴，該案纏訟十五

年，最後結果是其中 26 人有罪定讞。其

實，當年的縣市議員選舉還有一個花絮，

就是因為選舉結果得票數相差不大，有落

敗候選人集結民眾在法院大門口不願離

去，機關近要陷入被包圍的危機，後經我

向民眾說明，請其先向法院聲請證據保全

俾利後續選舉驗票，申請如被法院駁回，

亦可向花蓮高分院提起抗告，民眾覺得訴

求有獲得回應才願意離去。

在臺東服務期間，除了廳舍遷建和

前述囑目案件印象銘刻很深外，就是榮譽

法醫制度的建立。臺東極為缺乏法醫師，

都是靠區內熱心醫師義務協助相驗事務，

我遂帶領建立榮譽法醫師的團隊。但因

為臺東地區域幅員遼闊，法醫師的時間配

合亦有難度，整體相驗工作的執行頗是辛

苦，離島地區的相驗尤為困難，記得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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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華東臺 3 鑠法薪傳

綠島民眾還曾遠赴立法院陳情，認為地檢

署不重視離島，我還特別前去綠島說明緣

由，民眾的不滿也才稍獲平息。

離開臺東迄今已近 19 年，時常懷憶

在東檢服務的時光，雖然因為山脈阻隔導

致交通的不便，各類資源相較北部或西部

地區也明顯缺乏，但東部地區的山海風情

却常令人有彷入畫境之感，兢業從公之餘

或有苦澀也多能藉以抒緩。今逢花蓮高分

檢編纂五十週年史實特刊，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檢察署同仁用心彙整史蹟，呈現

花東司法樣貌，今行將付梓成書，欣見其

成，爰分享出任東檢檢察長期間的雪泥鴻

爪，共襄美舉。

花蓮山景寫生 (作者不詳 )/ 顧我洄瀾 /花蓮縣文化局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序 緣起與怡行序

皇華東臺 4 鑠法薪傳

花蓮、台東兩縣占台灣本島面積約

四分之一弱 ( 花蓮縣 4,628.6 平方公里，

台東縣 3,515.2 平方公里，8,143.8 平方

公里 )。花蓮縣人口 331,945 人，台東縣

222,452 人 )，合計 554,397 人，約占台

灣人口數四十分之一弱，可謂地廣人稀。

早期交通建設不發達，花東地區二審司法

案件，由在台北的台灣高等法院管轄，相

關訴訟當事人要到台北出庭，可謂需翻山

越嶺，來回非二日以上不可。

前司法行政部基於便民之意旨並順

應地方輿情，於民國 54 年 5 月 1 日先行

設立台灣高等法院花蓮臨時庭，因二審

刑事案件仍需檢察官到庭執行公訴職務，

因此設立的機構名稱為：台灣高等法院花

蓮臨時庭暨檢察官辦公室。嗣於民國 61

年 7 月 15 日正式成立台灣高等法院花蓮

分院，管轄花蓮、台東兩個地方法院之第

二審上訴、抗告案件及該地區屬於高等法

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當然也同時成立台

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檢察署 ( 當時稱檢察

處 )，以執行二審檢察官之職務。

由於花、東兩縣幅員實在太遼闊，

台東市到花蓮市距離 200 公里，在台東市

更南的太麻里、大武等地區，距離更遠。

台東地區鄉親到花蓮市出庭一次，最少

也要一天的時間，實在不甚經濟。因此，

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於民國 88 年 1 月

22 日奉司法院令設立台東臨時庭，自同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受理台東地區，不服台

東地方法院裁判而上訴、抗告二審之民、

刑事案件，以及高等法院所管轄之一審案

件，以減輕當地民眾從台東往返花蓮，長

途跋涉之辛苦暨往返訴訟之勞費。更於民

國 102 年 1 月 21 日起正式定名為台灣高

等法院花蓮分院台東庭。花蓮高分院檢察

署雖未另成立台東辦公室，但花蓮高分院

台東地區刑事案件開庭時，高分院檢察署

的檢察官均配合南下開庭。雖說花東地區

好山好水，但長途跋涉觀光旅遊，偶一為

之，尚屬新奇；若長期定時為工作往返長

途跋涉，實在是一種負擔。在此要感謝檢

方同仁的支持跟配合。

花東地區除了地理環境特殊外，人

文環境也與西部地區不同。在花蓮縣 33

萬多住民中，原住民超過 9 萬人，占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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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書已編輯完成，囑余為序。不揣

簡陋，樂於為之，爰略述台灣高等法

院花蓮分院成立暨花蓮分院台東庭設

立之經過，以為序。

之一強；台東縣 22 萬多住民中，原住民

有 7 萬 9 千多人，占近三分之一。加以在

兩縣行政轄區中，山地範圍頗廣，屬國有

林地多，因此涉及的森林法、山坡地保育

條例、野生動物保育法以及原住民相關案

件，比例上比西部地區多。雖然地廣人

稀，偶而也會有重大刑事案件的發生，偵

辦起來也有相對的困難度。台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檢察署邢泰釗檢察長具文藝氣

質，到任之初即告訴我他想編輯高分檢所

轄曾經發生的刑案記事。不意不到一年時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院長

吳景源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花東縱谷孕育因雄山巨海爭鋒孕生，

坐落於世間最大洋與活動最頻繁之板塊

帶，間有花蓮、秀姑巒、卑南等溪奔流，

奇靈聳峨，真美地也。

花蓮古稱「奇萊」、「崇爻」，台

東舊名「寶桑」、「卑南」，地處臺灣東

部，中央山脈橫斷其間，限制文化、經濟

交流，習稱「後山」1。19世紀中葉以前，

後山仍屬蠻荒化外之地，多有罪犯竄匿，

常民視為畏途；清治時期，廢除渡臺禁令，

開山撫蕃，胼胝拓殖，聚民生養，設卑南

廳，後有臺東直隸州；日治時期則設有臺

東廳、花蓮港廳，逐漸消弭山前、山後隔

閡，正所謂「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一頁後山墾拓史，形塑多元族群，

除了相對臺灣其他縣市最多原住民族人口

數，尚有早期移墾東部的閩、客家、外省

族群，及近十年快速增加的新住民，多元

的族群豐富了花東地區血緣與文化。深海

濱洋、縱谷綠野、崇山峻嶺、河溪縱橫；

多族融和、玉藝石雕 2、林材萱草、文旦

釋迦、麻糬扁食是花東地區景觀、人文特

色，更是日出東方、觀山望海首選勝地。

本署半世紀前建制於花蓮，先德篳

路藍縷，卓然有成。同仁忠誠勤樸，敬業

樂羣，辦公新舍，經由陳清碧、陳豊吉檢

察長努力，堪稱完善，然因時序更迭與搬

遷、相關事績、文物闕如，尤曩昔司法治

安變遷沿革與司法人員宵衣旰食之辛勞，

頗有佚失，殊為可惜。史者，民族之精神，

人羣之龜鑑，得失盈虛，均在其間。民國

一百零四年五月余有幸奉派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檢察署 ( 下稱花高檢 ) 服務，

親炙先進前賢慘澹經營之辛勞，自期能貢

獻所學，對花、東司法略盡棉薄之力，年

來經同仁全心努力，業務仍有諸多成長空

間。去年 7 月花蓮高分檢適逢成立 50 週

年 ( 本署成立於民國 54 年 7 月 1 日 )，

歷史因緣際會，有幸躬逢，亟思滙整相關

資料，回眸檢視，繼往開來。 

昔余編纂「桃花心木下的回眸」

（2008 年、雲林地檢署）；「大武法鑑」

1.清領時期係指稱臺灣中央山脈山脊東斜而下的狹長平原，即為土著族群所居住的番界地區。見陳顯忠，談臺灣後山之開發、臺灣文獻、32 卷 2 論、184 頁

2. 玉質臺灣、花蓮縣文化局、2014 年 6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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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華東臺 鑠法薪傳

序



（2010 年、屏東地檢署）；「高雄法鑑」

（2011 年、高雄地檢署）；「金馬法鑑」

（2013 年、金高檢署）；「藍眼淚の春」

(2015 年、福建更生保護會 )，總結經驗

以為本署為二審檢察署，重點工作除一審

檢察業務督導及公訴外。加強地區法學與

刑事犯罪之研究，亦為本署著力方向。期

望透過各不同領域、機關之異業報告，經

由數據與案例研究，進行交叉比對分析，

研究地區犯罪之特性，擬定對策，同時進

行有效之法律宣導。因治安範圍廣泛，欲

進行有效之法律宣導，相關數據與案例十

分重要，故本署廣邀各司法、治安、矯正

機關撰述，爬梳剔抉分析趨勢，提供刑事

案件規劃與預防參考。

秉此理念，聚焦花、東特性 , 編輯

規劃方向有四：1、傳承本署史實。2、還

原早期花東地區之司法狀況。３、以「檢

察官」與「案例」為核心，彰顯檢察業務

主軸。４、商請各司法、治安、矯正機關

協助，展現花東司法業務全貌。此一司法

史實特刊模式，前尚未有嘗試者。經臺灣

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吳景源院長諸多鼓勵。

復經張浴美、林錦村、黃和村等司法與警

察、調查、海巡、政風、矯正機關首長惠

允支持，決定勉力一試。迺邀集各司法、

治安機關先進賜文，承蒙各界鼎力相助，

始克成刊，永銘五內。尤其各機關首長，

百忙之中，撥冗賜稿，沒齒難忘。

全冊段落如次：首為序；本文第一

篇：署史；第二篇：傳承；第三篇：柔性

司法；第四篇：司法之友；第五篇：花東

檢影；第六篇：大事紀；第七篇：展望─

２０１６年花東地區檢察業務之檢討與策

進。

法務部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顏大和

先生督率各級檢察官，開宗首序，榮邀其

賜文勉勵。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長王添盛先生，

86 年間任職臺東地檢署檢察長，績效卓

著，足為後進楷模，敬邀為文勉勵。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吳院長景源

係余實習之指導老師，飽學敬業謂為典

範，特請其撰序傳承吾地司法精神。

首篇史實：由任職花高檢 12 年之陳

復華撰述，期間材料蒐詢匪易，陳君排除

萬難，勉力為文，文啟清日，縱橫上下，

鉅細靡遺，於焉史成。又花東地區司法史

實密不可分，互有關連。承蒙臺灣高等法

院花蓮分院、花蓮地方法院、臺東地方法

院、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臺東地方法院

檢察署不吝提供相關史實資料，共構東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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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史實的完整性，渠等胸襟毋任紉感。

第二篇傳承分為鑠法薪傳、司法論

著、司法論壇、行政薪傳等四章。鑠法

薪傳：專訪曾對花東地區有貢獻之司法先

進，訪錄其服務之經歷與省思，繼往開

來。司法論著：惠請司法界與花東素有淵

源之先進，提供相關論文，供有司參考。

司法論壇：商請歷年來在院、檢、調、

警、巡防、政風、矯正等，長期服務不同

崗位、年資之司法碩彥惠賜卓文、以為鑑

往知來。行政薪傳：邀請行政同仁分享志

業心得，毋任感荷。

第三篇柔性司法：邀請花蓮、臺東

地檢署歐惠婷、佘青樺主任觀護人、張再

明、姚武雄君介紹花東地區司法保護業務

之特色，以為經驗之交流與切磋。第四篇

司法之友：邀稿轄內傑出新聞、廣播記者，

藉由第三方視角紀錄花東重大案例、關懷

更生人及法律宣導之事績。第五篇：花東

檢影：本篇相關相片，闕失甚多，儘經

蒐尋，頗多遺珠，尚祈見諒。也特別感謝

同仁慨允提供珍藏寫真，摭回往昔時光。

第六篇大事紀：則就近年來重要工作紀錄

做一回顧。第七篇展望：2016 年花東地

區檢察業務之檢討與策進─該文就「前瞻

性」、「策略性」、「實效性」方向中程

規劃東臺地區特殊刑案之偵查與預防作

為。「前瞻性」方面，掌握本轄特殊犯罪

型態可能發展情勢，研採相關策進作為，

「策略性」方面，自實證案例作系統性研

究，釐清脈絡，研擬適當期程偵查與預防

之對策。「實效性」方面，則自「宏觀」、

「微觀」角度，統合相關機關，監督行政

機關，其能自上游防弊進而興利。

五十週年特刊，以花東地區司法案

例、事功集鑑，題名：「花東法鑑」。副

標「皇華東臺、鑠法薪傳」，意寓優勝美

地、淬礪日新、弘揚法治之意。本刊編製

由同仁以最儉約之方式自力完成，以「求

真、求實」目標，向與花東地區曾有淵源

之各界徵求稿件、相片，黃怡君檢察官負

責審查，編輯工作委請中原大學機械工程

學系學士劉又菁、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學士谷淑貞、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環境工程

衛生系莊淵智等擔綱；封面圖作委請畫家

溫瑞和大師繪製；相片部分由田德財、崔

紀鎮、陳復華、林振和等君提供；書名內

頁由東華大學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班學士

林彥志與莊淵智共同設計；姚秀中、王鈞

陶、載麗華、余金月、陳復華、許鈴敏、

黃雅美、吳枝顏、陳龍義、張世志、陳婷

婷、邱嫈惠、吳淑瑜、莊崧沇、張素惠、



謝志宏、黃家峰、凌嘉宏、宋天財、郭得

龍、洪國富、康玉琴、彭美惠、孫偉齡、

彭桂金、沈義舜、林永康、張文環、林欽

能、李開文、林彥志、沈厚佑等同仁提供

行政協助。其中劉又菁、谷淑貞及替代役

莊淵智、林彥志編輯居功厥偉；陳復華、

許鈴敏、黃雅美在行政支援著力甚深；昔

金高檢同事孫緗妮、蔡湛財、周玟虹、吳

宜霏友情相助，俱難能可貴。成刊過程，

諸君為求「真善美」的境界，嘔心瀝血，

始克竟功。本署僅 39 人，齊心共擎艾服

盛事，團隊智能與精神，無愧傑出之褒，

余深感能與等共事為榮並特致謝忱。

105 年 5 月付梓成刊，撫今追昔，當

下點滴耕耘，均將蔚為司法長河，眾志成

城必能宏開勝境。出版前夕，謹此為誌，

時間倥傯，疏謬難免，尚祈先進指正，至

感為幸。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檢察署檢察長

 邢泰釗
中華民國 105 年５月  美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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