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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 期學習司法官 周亞蒨

◆ 結論以科學證據為主，   
但有顆體諒的心

老先生的屍體就如電影中的木乃

伊一般，惡臭陣陣襲來，雖然已經在屍

身上找到身分證件，但檢察官依法還是

要複驗採取 DNA 進行鑑定，更重要的

是：嘗試看看能否找到老先生的死因。

因為每天爬山成習慣的一位退休老師，

就這樣突然間消失在山中，經過大規模

搜救，始終找不到人，直到 2 個多月

後，山友才在隱蔽不易接近的山壁崖洞

中發現抱著身軀的屍體，不僅家屬急著

知道老先生的死因，檢察官和法醫也對

老先生是怎麼到達洞穴？怎麼會在一座

平常被當作休閒遊樂用、不艱難攀爬的

山地迷路並且死亡？一切在相驗結束的

當天，充滿了各種疑問。媒體與網路上

也充斥著各種猜測與怪力亂神之詞。

直到進了解剖室，隨著法醫一刀

一刀慢慢地割入，一片一片緩緩地撥

開，才發現死者的脊椎與肋骨均有不尋

常斷面，推測是因高速墜落所致的壓迫

性骨折，則在死者已經壓迫性骨折的情

況下，可知當時他的下半身已經無力行

動，只剩上半身能夠攀爬而已。隨著法

醫的解說，死者生前所經歷的一切，好

像開始清晰浮現在眼前，現在一切正式

的結論就等待法醫的 DNA 鑑定報告與

解剖報告書了。

回到設在市立殯儀館的簡易偵訊

室，又看到了老先生的家屬，相較於相

驗日那天的悲傷、一臉不可置信的樣

子，當時他們看來是已經接受了老先生

死亡的結果，也在殯儀館外等待解剖結

束很長一段時間。指導老師平常雖然待

人很開朗活潑，但我印象很深刻，無論

在相驗或複驗的偵訊過程，老師都是很

溫和卻又很慎重地和死者家屬互動，讓

我看到老師對家屬的尊重和同理，還有

一個檢察官能夠自在調整好自己的態度

去應對各種場合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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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 ~ 請問⋯我們能問一下

我爸爸有沒有外傷嗎？」

老先生的兒子問老師。他們還是

很想知道死者是不是有外傷，急著想知

道爸爸到底是怎麼死亡的。

其實，老師只要回答家屬「有」

或「沒有」就可以了。但老師那時卻告

訴家屬：「我了解你們都很想知道死者

是怎麼死亡的，想知道他有沒有外傷，

所以你們也在外面等很久了，想要知道

結果。而我也不希望讓你們空等，還要

再等很久。有些東西我可以先告訴你

們，就是他沒有外傷。但正式的死亡結

果和判斷都要以最終法醫的報告為主。

所以我可以先告訴你們一些剛才看到的

情況，但最終仍要以證據判斷的結論為

主，希望你們能體諒⋯」然後老師把法

醫觀察到的現象告訴家屬，那時，我看

到家屬很專心的聽著，而當他們知道死

者的情況後，明顯地表情透露出如釋重

負的感受。後來，我忘記他們說了幾次

謝謝，但我記得他們離開的時候，眼睛

中是帶著溫和感恩的光芒。

老師多花了一點時間跟死者家屬

說明解剖情形，也花了不少時間跟死者

家屬解釋暫時性相驗證明書和正式相驗

證明書後續的發給作業，讓家屬知道

真相，卻沒有踰越檢察官能做的權限範

圍，不但嚴守應以科學證據做為結論應

有的認知，卻也沒忘記一顆人文關懷體

諒家屬的心。

◆ 不害怕威脅利誘

無論在偵查庭上或書狀中，被告

都認為老師偏袒身為名人的告訴人一

方，甚至用了極度誇張的言辭「依附權

勢」、「偏袒權貴」去指摘檢察官辦案不

公。因為被告身為媒體人，所以在辦案

過程中一直持續寄送自家發行的雜誌給

老師，似乎意圖透過該雜誌刊行的司法

議題報導，暗示自己有能力報導任何司

法事件，同時，被告每次回應老師的函

詢，都以正式公文加蓋「司革會法官檢

察官評鑑小組組長」印章之方式回應，

也似乎意有所指。

指導老師透過以上案件告知我，

日後若碰到類似的當事人，明示或暗

示自己的能力或權力，意圖影響檢察

官的判斷及偵辦，絕不能受到其等的

影響。檢察官依法偵查、依法訊問，

也依法判斷，只要自己行正做直，不

1	 	關於地方法院或其分院之類別，依法院組織法第 11條附表說明，係以各地方法院或其分院
每年受理案件（實際受理之民事事件、刑事案件及民事執行事件）之數量為基準而區分為八
種類別。

2 參司法院 103年 02月 21日核定之所屬地方法院「法院類別」（自 103年 04月 0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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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害怕擔心當事人的威脅利誘，應該

怎麼做就怎麼做。

老師也分享成為檢察官或法官

後，日後遇到類似的當事人或時常對己

興訟的情形，甚為常見。只要自己能對

得起自己的良心，做好該做的，就不須

害怕。

◆ 對案情保持開放的態度，
但始終用證據說話

還記得老師一再分享：對案情應

保持開放的態度，不設限，不執著在某

個立場。所以在黑金組實習時，我一直

抱持著這樣的觀念去看所碰到的案件，

直到有一次開庭，對以上分享有更深的

體會： 

「報告檢座 ! 我當初真的只是為軍

方好，覺得要買就要買最好的東西 ! 我

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 而我們當時聽軍中

前輩都說如果用最有利標或限制性招

標，之後會出事，所以我們才沒採呀

⋯」從開庭到現在一直都保持著上半身

90 度直角、坐得直挺挺的那位軍官，

說到激動處，終於彎下身，擦拭鏡片後

已經泛紅的雙眼。

「你們既然覺得他的東西最好，

不是就應該用最有利標或限制性招標

嗎？」老師問，也是我心裡閱卷完後最

大的疑問。

軍方為了採購儀器，辦理公開招

標，但決標後卻遭人檢舉過程疑似有綁

標、圍標之嫌疑。其中，今天到庭的軍

官和廠商負責人嫌移最大，而他們向老

師辯稱調查局斷章取義，只擷取 skype

對話中對他們不利的部分，所以他們要

求老師應該看完 skype 譯文全文，再判

斷雙方是否只是單純學長學弟間的閒

談，或真的有綁標之情。

聽完軍官和廠商的答辯，還有看

見軍官義憤填膺的樣貌，以及後續講到

激動處落淚的樣子，我也不禁動搖：是

否真的是因為軍方慣習，導致這群想要

軍方好的軍官，不敢用最有利標或限制

性招，又因為他們不熟稔政府採購法規

定，才誤觸法網？但當我把這個想法告

知老師後，老師告訴我待會仔細聆聽訊

問內容。

只見老師開始翻起一本厚重的

skype 譯文，查找之前做好記號的螢光

筆劃線處，開始一一訊問軍官和廠商負

責人。

（以下對話內容為虛構）

「106/1/6 早 上 1 點 43 分， 你

說：規格這麼高，他們玩不起了。這段

話是什麼意思？」

「106/2/3 晚 上 11 點 5 分， 你

說：他們發現了，我們要小心點，低調

點。這段話的意思是什麼？」

「106/2/15 晚 上 12 點 10 分， 你



第127期Judicial Aspirations司法新聲

94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說：這個目前是最新最高的規格，國內

其他廠商都不具備，他們都拿不到的。

這是什麼意思？」⋯

老師開始比對譯文，一句一句鉅

細靡遺地問兩位被告。我越聽譯文內

容，再聽兩人答辯，心證越來越明確。

如此熱絡的互動連繫、如此奇怪的通訊

時間、如此不合常情卻又清楚的對話內

容，慢慢讓我理解為什麼那位軍官的情

緒開始激動，甚至流下眼淚。

結訊前，老師告訴軍官本案會依

法偵辦，但會酌情考量他抗辯的內容，

也就是他是為軍方利益著想一事。

事後，老師告訴我，雖然對案情

要抱著開放的態度，對當事人的訊問也

應該溫和懇切，但一切就讓證據說話 !

老師也使用證據讓被告說話。今天的案

件也許有情節可憫的地方，但透過譯文

證據的呈現及被告的陳述，案情不明朗

處應該也已經明朗，而後續即應依法律

規定判斷，這就是檢察官的職責。但老

師也說，會再好好斟酌軍官的抗辯。我

想，老師的開放態度，不只是放在案情

不明朗的偵辦階段，老師其實也用在案

情已經明朗，但被告有特殊情況的時

候。老師的判斷最終是什麼，我不知

道，但我曉得過程中，老師讓我知道：

檢察官應該公正循法而做，但仍應近乎

人情。

◆ 熱血中的穩健自持

複訊完結束已經接近凌晨 1點了，

走過地檢署的走廊，發現大部分象徵著

加班的燈光都已經熄滅了，只剩下指導

老師的辦公室門口還散發出一絲光線。

從早上的搜索一直到凌晨的複訊，

如果再加上前一天的勤前教育，老師已

經連續一整天投入本案的執行準備與後

續作業。對在黑金組的老師來說，這樣

緊張刺激又忙碌的工作型態可能已相當

習慣。但對第一次參與完整執行過程的

我而言，還是屬於很新鮮的體驗，這也

是我第一次覺得檢察官的工作很熱血，

但同時也感受到了現實的壓力及包袱。

剛好碰到這次的社會矚目案件，

我其實也有些期待參與案件審理過程，

也有幸參加複訊相關人士與本案的執

行。知道自己參與的案件每天有記者

和 SNG 車在外追蹤採訪，而每天打開

新聞都有名嘴正天花亂墜地討論，一開

始心中難免會有興奮之感，也會對本案

更加關注，但跟隨老師偵辦以後，實際

聽到承辦檢察官與老師的討論過程，心

情卻無法興奮起來，尤其在看到網路報

導下面附隨的網友留言，充滿許多偏激

且不明究理的批評，不禁讓我想起在學

院內聽到黃謀信講座分享的「媒體兩面

刃」經驗，還有社會對檢察官的許多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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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指摘。

社會與媒體都有「獵奇」之心，

但我們檢察官不應該隨著風向起舞，是

我這週跟老師學習到最大的心得。

看到老師一方面必須配合承辦檢

察官的進度，在極大的壓力與關注下協

同偵辦，以適時回應外界期待與建立穩

健的辦案步驟，一方面仍然要進行自己

的案件 -- 同等的重要，相較起來也不

見得較不複雜 -- 同時，又必須帶領我

這個學官從基礎案件看起，進階到比較

深度的案件，帶領我一起討論案件為什

麼膠著？研究辦案時勾稽證據的方法，

還有如何突破現狀的可能做法，此外，

老師還必須與調查官、刑警，甚至襄閱

主任檢察官、主任檢察官時常討論案情

發展等細節，還必須對應記者不預期的

突襲到訪。我想，老師只有很清楚自己

的目標和節奏，並且很穩健的進行每個

環節，才有辦法同時間面對這麼多的

人、處理這麼多的事情吧 ! 同時，又能

夠謹守「偵查不公開」的界線，在說與

不說之間、做與不做之間找到一個最佳

的平衡點。

老師曾語重心長的告訴我：可能

會有各種方式，想透過媒體介入我們的

辦案，但檢察官切記不可以被影響。我

們可以利用媒體，但千萬不可被媒體操

控。還有，別讓法律的議題淪為政治。

對於本案，其實我也只是略窺端

倪，看到比較多的是一個矚目案件偵

辦的幕後甘苦：整個檢方團隊團結起

來，全心全力蒐集證據、訊問嫌疑人

和關係人、開會討論如何突破盲點、

與不同單位間的溝通協調、和媒體間

的折衝樽俎，還有每個檢察官間彼此

關心打氣，互相協助⋯身為其中的一

份子，會覺得相當熱血，更有種使命

感可以敦促著自己忘記疲勞壓力也要

繼續檢驗堆積如山的證物、熬夜訊問

早已有備而來的當事人 ! 但是，我也看

到現實社會對檢察官的要求 - 有些甚至

是不切實際或矮化檢察官的尊嚴 - 除了

要能把案件辦好以外，甚至要能配合

政府的各種請求，要能回應媒體或大

眾每天無數的質疑，好像要檢察官如

同齊天大聖一般上山下海，信手拈來

就寫出一份精闢的起訴書，還要能給

社會大眾一個滿意的交代。

很幸運能在學習階段看到上面

這樣的難題，雖然目前的我遇不到這

樣的狀況，也還不知道該如何妥善地

解決。但感謝老師在這段期間讓我參

與本案的偵辦過程，使我有機會思考

這些問題，同時在老師的指導及身教

下，明白在感到熱血的時候，仍然要

穩健自持的把當下的工作與每個環節

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