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宣旭施宣旭
臺北地檢署 /檢察官

司法官班第42期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
臺北地檢署檢察官

法

眼

明

察

獎

[102/2/1] [案件類型/民生犯罪]

首先感謝楊檢察長、蔡主任檢察官在偵辦期間全力支持，並給予我豐沛的人
力、物力支援，尤其是在年底大夥最忙碌之際，楊檢察長願意撥補人力，組成
一支辦案團隊，使我在偵辦此案上可以無後顧之憂，全力偵辦，在此謝謝楊檢
察長、蔡主任的支持。另要感謝楊大智、黃玉婷、陳舒怡等學長的協助，尤其
楊大智學長於搜索當日下午4時遠赴雲林麥寮查扣過期商品，回到本署時已近晚
上12時許，黃玉婷、陳舒怡學姐也多次協同我漏夜偵訊相關人員，渠等在年底
結案繁忙之際還願提供協助，深表感謝。另外還要特別感謝黃國立、劉璟鴻、
李淑芬、曾貴枝、鍾惠琴、曾繼逸等事務官組成的偵辦團隊，本案無論是前往
倉庫清點、查扣存貨或前往公司調取帳冊，大部分之偵查作為均由上開偵辦團
隊一手包辦，且渠等亦多次於假日全日加班，甚且漏夜解讀帳冊至翌日，備極
辛勞，在次特別感謝感謝黃國立等事務官一個多月的努力。最後當然還要感謝
我的家人，去年12月妹妹剛出生2個月，這是最忙的時刻，感謝母親與妻子全力
的付出，讓我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專心在案件偵辦上。這是一件地檢署自行組成
偵辦團隊偵辦完成的案件，雖然一開始案情並不樂觀，但經過眾人的努力，最
終還是得以順利起訴，顯示只要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地檢署絕對有能力自行
偵辦任何案件。最後，再次感謝大家這段時間的支持與協助，使本人能順利完
成案件的偵辦，謝謝各位！

本件係蘋果日報於民國100年12月13日以頭版報導0暐、0瑜公司涉嫌將過期食
品之變造有效日期後販售予下游業者。楊檢察長於同日上午指示蔡興華主任
檢察官分案由本人偵辦。經本人會同檢察事務官連日前往0暐、0瑜公司調取
帳冊解讀，於100年12月20日對0暐、0瑜公司及負責人沈0英等住處執行搜索，
同日並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羈押沈0英獲准。後經持續蒐證及訊問相關證
人，沈0英坦承犯行，本署於101年1月18日偵查終結，對沈0英提起公訴並求刑
有期徒刑4年。



邱智宏邱智宏
士林地檢署 / 檢察官

[102/2/1] [案件類型/ 民生犯罪]

司法官班38期
士林地檢署檢察官
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理、監事
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
法務部檢察司調部辦事事務官
美國史丹佛大學法律學院訪問學者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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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係士林地檢署於100年12月14日接獲民眾檢舉家○公司偽造健康食品檢驗報告
欺騙消費者，檢察長即指派檢察官迅速偵訊檢舉人，要求其提供佐證資料，確認其
檢舉內容之可信度，之後即先後於101年1月4日、同年2月14日，透過搜索查扣家○
公司從事檢驗報告修改、偽造之電腦及偽造檢驗報告之電子檔、行使偽造檢驗報告
及虛偽標示產品來源之健康食品品，總計本案共扣得上開偽造檢驗報告及虛偽標示
產品來源之健康食品，總計顆粒狀218萬6,340顆，液態1,379萬7812毫升。上述產品
均未經合格檢驗，其成分、品質是否合乎規定均不無疑問，幸經檢察官及時扣押，
而防止未經合格檢驗之食品繼續流入市面，危害國民身體健康。

我國於去（100）年年中爆發塑化劑事件後，民眾對於食品安全已經人人自危，因而更加仰
賴檢驗機構為食品把關，本案被告卻反而更利用上述國人倚靠檢驗機構把關食品安全之心
態，偽造檢驗報告、體格檢查報告及虛偽標示產地來源，大肆販售高價健康食品，詐騙消費
者，獲取鉅額暴利。經此次強力偵辦，打擊投機份子魚目混珠之惡行後，促進檢驗機構更審
慎為送驗食品把關，本來心存僥倖業者從此不敢再恣意竄改檢驗報告，並能照實標示產品來
源，從而保障民眾吃的安全。另外，本次偵辦過程中，檢察官發現不肖業者竟擅自偽造醫院
體檢報報，在電視購物頻道，強力放送，以誇大造假食用其健康食品前後之效果，而詐騙消
費者動心購買該產品之犯罪手法。經檢察官起訴此犯行後，讓不肖業者及電視購物臺知所警
惕，不敢再以此手法訛詐民眾。此外，本件檢察官於101年1月5日執行搜索同時，並指揮檢
察事務官前往金融機構同步扣押被告等人存放不法所得之金融帳戶，總計扣得不法所得達新
臺幣9,183萬4,581元。而本件經檢察官偵結時，以各通路廠商回函有發票明細之資料統計，
被告等人行使偽造檢驗報告及虛偽標示產品來源而詐騙之被害人，高達132,306位消費者，
換言之，至少有13萬消費者及其親友在過去3年間，已經誤信被告之詐欺手法，食用未經合
格檢驗之產品，並損失高額之金錢，莫怪乎本署偵辦本案以及終結起訴之訊息經媒體披露
後，除檢察官陸續接獲民眾來信指訴被告公司惡行外，據各通路廠商反應，其等接獲大量民
眾去電請求退貨，可見被告犯行之受害消費者眾多。尚幸，檢察官於偵查中已及時扣押被告
帳戶內不法所得9,183萬4,581元，將來各通路廠商及消費者如有請求賠償之必要，將有所保
障，不僅有效排除民怨，更大幅提升檢察機關的公義形象。



高如應高如應
彰化地檢署 / 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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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是首度將詐騙集團幕後首腦及金庫一起查獲，於過程中辦案團隊可說是費盡心思
進行佈局。彙整曾０哲多年來涉案之卷證資料，完整串聯各項事證而足以證明曾０哲
多年來進行詐騙之犯行，經整理曾０晢之詐騙手法即有5種，已查明之犯行次數即達
191次，被害人數達2百餘人、被害金額為新臺幣2千多萬元。但經推算，曾０哲對其
他不特定之被害人進行詐騙所得至少高達新臺幣4億元。本案查扣犯罪所得金額龐
大，單現金部分即高達141,066,650元，另查扣3輛名貴轎車，其中1輛已變價為
2,273,000元，使眾多被害人有機會透過司法程序獲得全額賠償。而於偵辦過程，將
查扣之名貴車輛進行拍賣程序，使偵查中查扣車輛後迅速貶值之風險降低，減少保管
成本，並使部頒「檢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偵查中扣押物變價應行注意事項」具有實踐
意義。偵辦期間因遇到羈押期限問題，遂將收押之詐騙集團共犯廖０暐、余０宸、余
０騰3人先行於101年1月12日起訴，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於101年3月23日判決廖０
暐有期徒刑2年6月，余０宸有期徒刑3年，余０騰有期徒刑1年6月，並將該3人處查
扣之犯罪所得共25,024,000元予以宣告沒收，該案經被告等人上訴後於101年6月26
日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駁回上訴後確定，將該3名被告發監執行。

司法官班4２期
律師
國會(立法院)助理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彰化地檢署檢察官

本次獲獎，是彰化地檢署、彰化縣警察局及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所組成辦案團隊的共

同榮耀，同時也要感謝雲林地檢署、士林地檢署、台北地檢署、板橋地檢署的學長

們歷年來在偵辦首腦曾O哲的共犯案件中，將有關曾O哲涉案之證據保留完整，讓本

案的起訴書可以猶如寫史般將首腦曾O哲的詐騙歷程完整呈現，這也是另一種型式的

團隊辦案；因此本案的偵破，充分展現出檢察官無私付出、成功不必在我的團隊精

神。每次專案的執行，都必須辛勞家人協助照護小孩，其中最辛苦當然是我太太，

「老婆，辛苦了，感謝您每次在我無法回家時默默地支持我」。



林逸群林逸群
花蓮地檢署 /檢察官

[102/2/1] [案件類型/民生案件]

司法官班49期
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
96年司法官特考及格
95年律師高考及格
花蓮地檢署檢察官
法務部「整合性偵查資料庫」專案小組及工作小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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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松聯幫龍堂陳○政為首之犯罪集團，為圖得花蓮縣南區玉里鎮、富里鄉、卓溪鄉等地之龐大工程利
益，自民國98年起，即指揮、操縱以其子陳○仁為主要幹部之暴力圍標集團，並與在玉里鎮公所擔任
工友之玉里鎮代會主席之子李○溢及相關營造業者詹○霖等人配合，針對上開花蓮縣南區之工程案件，
以事前站崗、開小標、黑白掛勾等方式，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牟
取龐大不法利益，不願配合或以郵寄投標之業者，則以持槍恐嚇、傷害或毀損等暴力手段逼使就範，長
期控制花蓮南區公共工程之投開標，嚴重影響花蓮縣南區公共工程之品質。
本件暴力圍標集團人數眾多，其等自98年間即以暴力手段把持地方工程，花蓮縣南區一帶業者均敢怒
不敢言，且因當地暴力犯罪頻仍，當地民眾亦均知其等之黑道背景而任其魚肉，不敢反抗，多年來均生
活於恐懼之中，且造成花蓮縣南區之公共工程品質低下。經指揮花蓮縣警察局刑警大隊及各分局警力，
除事前以監聽、喬裝蒐證等方式鞏固證據外，於案件執行後，成功聲請法院就本案主要被告4人羈押禁
見，並透過與花蓮看守所之密切聯繫，查獲共犯間於羈押禁見期間，以泡麵夾藏紙條之方式串證；且有
效策反集團首腦陳○政之子陳○仁以取得關鍵證詞，一一突破兼具被告與被害人身份之圍標廠商心防，
而得以一舉掃蕩此暴力圍標集團。嗣並指揮法務部調查局東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深入追查，破獲集團成員
詹○霖、李○溢勾結南通土資場技工，以裡應外合方式詐領土尾清運工程款，及以廢土充當合格混凝土
(CLSM)施作工程之偷工減料情事。當地民眾應可明顯感受治安情況轉佳，且使花蓮縣南區之公共工程
招標終能回歸價格競爭機制，改善花蓮縣南區之公共工程品質，有效排除民怨。

本案能夠獲獎，要感謝的人真的非常多，有幸可以分發在花蓮地檢署，回憶起當時
將本案指分給我偵辦時，距離結訓分發才1年3月，資歷甚淺，沒甚麼偵辦重大案件
的經驗，非常感謝林檢察長慶宗、許主任檢察官建榮對我的信任，「這件案子很有
挑戰性喔！試試看！」這是許主任檢察官建榮當時對我的鼓勵，至今仍讓我印象深
刻；而偵辦本案的過程中，林檢察長慶宗、許主任檢察官建榮及王主任檢察官以文
均全力支持，並傳授我非常多辦案的經驗與技巧，也得到很多地檢署同仁如同期的
黃秀敏、吳怡嫺檢察官的支援，另外配合本件偵辦的花蓮縣警察局刑警大隊、各分
局的員警、法務部調查局東部地區機動工作站調查官及本署書記官等相關人員的辛
勞也不在話下，一併致謝。
最後要感謝的就是我的老婆黃秀敏，在辦公室，她是我的堅強戰友，有需要支援她
總是第一順位；在家中，她則是我身心最佳的避風港。要同時扮演好檢察官與賢妻
的角色，著實辛苦且不易，我想對她說「有妳真好！」，並與她分享這份榮耀。



王正皓王正皓
花蓮地檢署 /主任檢察官

[102/2/1] [案件類型/貪瀆案件]

司法官班40期
花蓮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板橋地檢署檢察官
中華民國第47屆十大傑出青年（98年）
「檢察機關排怨計畫」績優檢察官（99年）
法務部「公訴檢察官進階班」貪瀆案件實務講座（99、
100年）
臺灣金融研訓院金融犯罪偵防實務講座（95至100年）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及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中心信用卡
犯罪偵防實務講座（98至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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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O勝應召集團在新北市板橋區猖獗已久，其有恃無恐之大膽程度，甚至公
開在新北市板橋府中捷運站街頭發放色情傳單，違背社會善良風俗，報紙亦
多次報導，人民積怨已久，而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多次針對新北市府中捷運站
周邊10家旅賓館實施臨檢、取締以加強取締色情，惟因與楊O勝掛勾之員警
之通風報信而查無績效，本案在板橋地檢署大力掃蕩下，成功瓦解新北市板
橋區最大色情應召業者楊O勝集團及與之掛勾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中心
及板橋分局員警，順利排除積怨已久之民怨。

色情是人類最原始的產業，人民常會對轄區員警無法有效查緝住宅區或小孩學
區內之色情應召站，感到難以接受，甚至懷疑員警是否有包庇業者之黑白掛勾
的情形。先前媒體就大幅報導過新北市板橋區的居民對板橋府中捷運站附近常
有色情應召站廣告刊登及發送相當不滿，認為警方放任不管甚至包庇，而本案
係在查緝色情應召站時，赫然發現竟有員警在應召站內泡茶聊天，經檢察長指
示徹底清查轄區警察有無包庇色情業者以呼應人民之期待後，板橋地檢署檢肅
黑金專組以團隊辦案之力量，徹底瓦解人民痛恨的色情應召站，並查獲5名包
庇應召站之偵查隊及派出所員警，這是板橋地檢署排除民怨的具體成果之一。



林文中林文中
苗栗地檢署 / 檢察官

紅O海吸金集團自92年底起，在台灣中北部各縣市設置「生O道」、「心O講座」
等據點，並約定存款新台幣1百萬元每8個月1 期，每期8萬元之優渥利息方式以吸
引各界存款人存款，至100年3月17日查獲時止，共計存款人8056人、吸金總金額
199億6千萬元，因認被告黃O映等三人涉嫌違反銀行法之非法存款罪嫌。此案件
查獲後，陸續查扣犯罪所得，包括現金4億餘萬元、黃金16公斤、存款2億餘萬
完、高價家具118組、高價古董170組、高價手錶36支、高價汽車4輛、股票141萬
股、基金63萬美元、設立及投資其他公司款項1億3千餘萬元、購買預售屋價金1億
4千餘萬元、海外資金660萬元美金及85筆不動產等，依據101年11月16日宣判之
一審刑事有罪判決估算，目前查扣犯罪所得總計約24億餘元，該案目前仍在二審
上訴程序中。

司法官班36期
經濟部工業局組員
交通部地下鐵路工程處科員
苗栗地檢署檢察官

法

眼

明

察

獎

辦案辛苦自是不在話下，能得獎，除了感謝苗栗地檢署長官、同仁之支持
與協助外，最要感謝的人是老婆。記得100年3月17日偵辦「紅O海集團吸金
案」當天清晨5時，自苗栗搭乘公務車前往台北陽明山等處執行搜索時，車
上攜帶案件基本資料外，並帶著幸福早餐，老婆自製現煮的熱豆漿、熱飯
糰及一盒3樣不同的水果，以提供一天體力的健康泉源；且自我擔任檢察官
14年以來，老婆早已辭去原屬不錯的工作，相夫教子、持續如一，使我辦
案無後顧之憂，老婆真的辛苦妳了。

[102/2/1] [案件類型/經濟犯罪]



董良造董良造
彰化地檢署 / 檢察官

[102/2/1] [案件類型/毒品]

法

眼

明

察

獎

司法官班42期
中興大學法律系畢
臺中地檢署檢察官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
彰化地檢署檢察官

本案是相繼在桃園、臺中破獲3處愷他命及一處鹽酸羥亞胺毒品製造工廠，

共查獲人犯8人，破獲的鹽酸羥亞胺工廠所查扣之化學原料高達124桶(約25

噸)、半成品約2噸。

在查緝製造毒品案件，常在斟酌攻堅的時點，若太早攻堅，嫌犯可能還在籌

備階段，若太晚攻堅，嫌犯可能已把製成的毒品運出現場，故如何掌握嫌犯

製造毒品的每個環結，以決定攻堅時點，有賴有效情資的取得，故在監聽階

段，本案採取現譯作業，發現嫌犯有新的使用門號或共犯出現時，執行員警

立即向院方聲請擴線，俾能全面監控嫌犯的動態，必要時亦以跟監方法取得

情資。又對毒品的製造工法、時程，也須有所認識，才能透過嫌犯間之對話

內容及觀察現場環境的變化(如人員進出情形、氣味、煙霧的產生)來判斷嫌犯

是否已開始進行製毒及進行到何階段，如此向院方聲請搜索票時，才能更精

確的擇選搜索票的執行期間。本案由於執行員警均有前開的認知，才得以順

利的完成任務。



葉益發葉益發
桃園地檢署 / 檢察官

[102/2/1] [案件類型/毒品]

司法官班45期
中央警官學校第五十七期
中央警察大學法律研究所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

法

眼

明

察

獎

本案在於倉儲人員被運毒集團吸收，利用空運貨櫃快速通關，以裏應外合方式用香
菇夾藏毒品走私。 本案係林君於100年10月間，委託蔣君自大陸地區以乾香菇夾藏
毒品運輸至臺灣，蔣君並委託報關業負責人蘇君，辦理運輸毒品之領貨事宜，蘇君
另請貨物承攬業者、倉儲人員協助，將快遞貨物以調包方式，自大陸地區運輸毒品
至臺灣，並同時協助完成在管制區內領取本件，夾藏第2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第3
級毒品愷他命之貨物,再以其他貨物頂替報關。
本件夾藏毒品貨物之件數為56件，毒品數量約434公斤。嗣於101年2月4日凌晨5時
許，上開夾藏毒品之貨物，由中華航空第CI6862號班機，自香港運抵臺灣桃園國際
機場,經本署指揮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人員即會同財政部臺北關稅局等
單位，在該貨品中查獲甲基安非他命57公斤、愷他命387公斤及乾香菇乙批。

近年來，愷他命毒品因成癮性不若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且價格便宜，施用
愷他命亦無刑責，年輕族群或因好奇，或因於舞廳、夜店及KTV等娛樂場所容
易取得及助興，已成毒品人口大宗，因此目前毒品市場需求量逐漸攀升，而且
施用愷他命的年齡層愈來愈低，對青少年身心發展影響甚鉅。而愷他命屬第三
級毒品，走私販賣刑責相對於第一、二級毒品較輕，販毒集團為牟取暴利，走
私愷他命已為近年毒品走私之大宗。
從事緝毒工作四年，深深感覺到，工作是一連串的學習，案件偵查有經驗法則
可循，但無公式可套用。老子說：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辦案要如同
流水一般，只有有韌性，堅持下去，終能有成。本案就是最佳說明。



李廷輝李廷輝
高雄地檢署 / 檢察官

本案係利用貨櫃自中國大陸以進口新鮮青椒之名義，將大量之第二級毒品ＭＤＭ
Ａ及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夾藏在青椒中，並以複寫紙及牛皮紙包裹毒品，用以躲過
海關Ｘ光檢查儀之檢查，且事先之犯罪計畫十分週詳，係收購他人之身分證影本
以他人名義充當進口人，亦收購他人申辦之行動電話作為與報關行聯絡之管道，
故要查出真正之罪犯十分困難。惟百密一疏，專案小組員警在本人要求下，依通
聯紀錄查訪諸多證人，終查出在台灣之主導者係尤O宏。且本案因蒐證十分完
整，故被告尤O宏雖於到案後仍始終否認犯行，然因其謊言遭諸多證人戳破，致
其已無辯解空間，是以本案於１００年１２月１９日起訴後，高雄地方法院旋於
１０１年３月５日作出一審判決，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亦於１０１年９月１８日即
作出二審判決，均判處被告尤O宏有期徒刑１５年。

司法官班40期
中興大學法律系畢業
前桃園地方法院書記官
88年度司法官特考及格
88年度律師高考及格
高雄地檢署檢察官

法

眼

明

察

獎

毒品是社會治安的亂源,故本人對於靠毒品牟取暴利，卻嚴重毒害社會之人深惡

痛絕,對於查緝製造、運輸、販賣毒品之犯罪更是不遺餘力。本人自民國90年分

發至高雄地檢署服務迄今,擔任緝毒專組成員已有8年餘，期間於99年及100年2
度獲得本署肯定而推薦競逐緝毒有功人員，惟均未獲幸運之神眷顧，與獎項擦

身而過。如今終於獲得本獎項殊榮，首先要感謝本署蔡檢察長及緝毒專組楊慶

瑞主任的推薦，讓本人的檢察官生涯得以留下光榮印記。當然，更要感謝專案

小組的保三總隊第二大隊員警們為了本案南北奔波數次，還要忍受本人求好心

切下的責難，始能在大家集思廣益下抽絲剝繭，將真正的罪犯繩之以法！又承

辦本案期間先、後搭配本人之林粲宸、張簡嬿如書記官，多次加班製作數份內

容繁雜之訊問筆錄及整理案卷，亦備極辛勞。最後，本人在此獎項的加持下，

承諾必定會堅守檢察工作崗位，為實現社會正義而努力不懈。

[102/2/1] [案件類型/毒品]



胡晟榮胡晟榮
臺東地檢署 / 檢察官

[102/2/1] [案件類型/毒品]

司法官班48期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畢業
臺東地檢署檢察官

法

眼

明

察

獎

台東縣為臺灣第三大縣，其地勢狹長，南北海岸線長達176公里，是全台海岸線最長的縣份，
其雖具有優美之自然景觀，然而由於全縣總人口數只有寥寥約24萬人，且大多集中於台東市
區等少數城鎮之中，因此台東縣即常成為不肖份子選擇進行海上走私之熱門地區之一，並以
獲利頗豐之各類毒品為其大宗。本案起源於民眾報案在台東縣長濱鄉八桑安海灘上發現數包
以黑色垃圾袋包裹之不明物品，嗣由員警前往勘查，而發現為疑似毒品之物後，當地轄區分
局隨即派員在該海灘周圍進行擴大搜索，方知竟有不法之徒已趁黑夜之時，私運合計總重約
600公斤之第3級毒品愷他命入台，惟因不詳原因棄置於該處海灘之上。因為該海灘位置偏
僻，案發之時又是深夜時分，偵辦之初並無得以繼續追查犯罪人之任何線索，一度使偵辦陷
入膠著，直至在海灘上發現的一張超商發票後，方扭轉了僵局，而順利開啟了日後偵破本案
之大門，此時回想此案，深覺身為執法人員在遭遇瓶頸時，更應當保持樂觀進取之態度面
對，並稟持「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之信念堅持下去，如此一來必定有機會看見破案的暏 光
出現。當得知獲獎時，心中雖然欣喜，但也知道若非有台東縣刑事警察局、台東縣警察局台
東分局、行政院海巡署海岸巡防總局第十五隊、岸巡總局八二大隊等各單位人員之全心投入
及台東地檢署諸多同仁之大力襄助，單憑本人一己之力絕無法順利偵破本案，因此除感謝法
務部肯定此案對於社會治安之些許貢獻外，也藉此機會向所有參與偵辦本案之司法工作者及
默默在背後支持我的家人說聲感謝。

101年3月2日台東縣警察局成功分局發覺於台東縣長濱鄉寧埔海灘上發現大批走私入台
之第3級毒品愷他命後，隨即報請台東地檢署以專案進行偵辦，其後根據現場所遺留
之物品及訪查當地附近居民當日晚間之所見後，陸續清查得悉涉有重嫌之劉O綜等
人，嗣於突破負責路上搬運毒品工作之劉O綜等5人心房後，案情始由晦轉明，又再陸
續緝獲其他涉入此案之幕後金主、船長、船員等6人歸案，並先後扣得用以載運毒品
入台之膠筏、漁船及不法所得新台幣319萬9,000元等物。本案所私運進口之第3級毒品
愷他命數量甚鉅，其純質淨重高達約594公斤（毛重約近600公斤），為毒品走私史上
所罕見，若流出市面，顯然助長毒品之氾濫，將嚴重危害國人身體之健康，對於社會
治安亦將造成難以平復之影響，而本件毒品走私之偵破除充分展現我國檢警對於杜絕
毒品氾濫之決心，亦就此重挫毒品走私集團之氣焰，使有心走私毒品之人士不敢再輕
易為之。



洪淑姿洪淑姿
臺中地檢署 / 檢察官

[102/2/1] [案件類型/性侵害案件]

司法官班39期
臺中地檢署檢察官
臺中地檢署「推動修復式司法計畫 委員會」委員
臺中地檢署婦幼專組執行祕書
前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委員

法

眼

明

察

獎

本件係重啟調查民國95年5月間，發生在臺中縣龍井鄉（現改制為臺中市龍井區）之徧 避山區之林姓女子
遭強制性交未遂而殺害之命案。因係重啟調查之案件，且距離案發時間已經5年多，心裡非常惶恐，因此
立即調閲卷宗詳細閱卷，並通知案發當時承辦該案件之所有員警、鑑識人員召開專案會議，數次履勘現
場，並請刑事警察局鑑識中心程曉桂主任與其團隊專程到臺中召開專案會議、重新檢視證物並重新送鑑
定。而此案首先需突破者就是要找出現場所遺留之血掌印究為何人所有，惟人海茫茫，毫無頭緒，只好
指揮司法警察清查與案發現場有地緣關係之所有性侵害犯罪前科之名單，俾利比對掌紋，清查結果共計
約400餘人。惟經與程曉桂主任討論結果，因為掌紋比對之困難度遠超過指紋比對百倍，且清查人數眾
多，恐難以執行。適自己在臺中地檢署擔任婦幼專組檢察官多年，辦理眾多妨害性自主案件，於回想自
己所承辦之案件中，發現之前所承辦之被告蘇O誠所犯之妨害性自主案件與本案之犯罪手法雷同，且與
命案現場有地緣關係，故將之列為首要清查對象。經取得被告蘇O誠之指紋、掌紋後，經送比對結果，
居然與現場所留之2枚掌紋完全相符，命中率百分之百。接獲比對結果當天，心情激動異常，自己居然找
出血掌紋之所有人，當天馬上拘提被告蘇O誠並聲押獲准。惟被告蘇O誠雖坦承曾出現在案發現場，惟仍
否認犯行，為此請鑑識人員進行現場重建，並進行現場擬模，透過現場及證物之重建及各種現場之擬
模，逐一戳破被告蘇O誠之謊言。本件起訴後獲得法院之支持，判處被告蘇O誠無期徒刑在案，不僅將元
凶繩之於法，更還原案被告柯OO之清白。透過本案之偵辦，讓我了解到生物跡證、現場重建與鑑識專業
之重要性，惟有將上開各個環節緊緊相扣，縱使沒有被告之自白，仍然能將之定罪。而本案能順利偵
破，首要感謝本署張檢察長斗輝、李主任翠玲之全力支持，也非常感謝同事林芬芳檢察官之大力相助。
透過本案自己深深覺得檢察官要培養專業敏感度及精緻辦案之能力，在此期許自己能始終如一，堅持當
時選擇當檢察官之初衷，為司法盡一份力。

本件發生於民國95年5月10日，死者林00在臺中縣龍井鄉(現改制為臺中市龍井區)龍新路與水
裡社路以西200公尺處，遭人以石頭重擊頭部而死亡。於案發後，承辦司法警察機關根據目擊
證人之指訴、現場相關跡證，認具有強制猥褻前科之柯姓嫌疑人涉有重嫌，據以移送本署。
經本署以涉嫌傷害、殺人及妨害性自主未遂等犯行，向法院聲押獲准並提起公訴。柯姓嫌疑
人並因涉犯上開犯行，迭經法院判決有罪，科處無期徒刑。嗣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更
（三）、更（四）審時判決無罪。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檢察官林綉 惠（現為臺灣澎
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因而於100年2月間發交本署重啟偵查。本署檢察長旋即指派洪檢
察官淑姿承辦。經洪檢察官抽絲剝繭並仔細過濾後，發現本案之犯罪手法，與其於98年間所
偵辦之被告蘇O誠妨害性自主案件之犯罪手法相似，且被告蘇O誠亦有地緣關係。故洪檢察官
於被告蘇O誠執行前案完畢出監前3日即100年6月10日， 提訊被告蘇O誠並採集其指、掌紋，
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與95年案發當時在命案現場所採集之死者安全帽上之掌紋及現場
沾血之水泥塊上之血掌紋進行比對結果，完全相符。洪檢察官於6月16日接獲鑑定報告後，隨
即核發拘票指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提拘被告蘇O誠 到案因而偵破本案。本案檢察官
積極主動指揮司法警察，發揮偵查主體之功能，並展現專業敏感度及精緻辦案能力，落實保
障基本人權，貫徹勿枉勿縱之精神。



黃珮瑜黃珮瑜
臺北地檢署 / 檢察官

[102/2/1] [案件類型/兒少]

司法官班39期
東海大學法律系畢業
臺北地檢署黑金組檢察官，司法警察勾結保險理賠
員之保險理賠詐欺案、黃季敏貪瀆案之承辦檢察官

法

眼

明

察

獎

本案緣起偵辦某經紀公司涉犯妨害風化案件，因查獲幾位未滿18歲之女子均在鴻
海酒店從事脫衣陪酒的工作，引起承辦檢察官高度注意，並決定前往鴻海酒店一
探究竟。
搜索當天順利查獲22位未滿18歲女子在該酒店從事脫衣陪酒的工作，這些女子多
是輟學或逃家的孩子，因為無力謀生而前往酒店工作，最年輕的少女僅13歲。後
來這22位少女，有的由家長帶回管教、有的被安置，再陸陸續續回到正常的生
活。酒店的負責人、工作人員等均繩之以法，獲判重刑。

年輕少女本應洋溢著青春氣息，懷著浪漫與理想去追逐她們的天使夢想，但是這群

無知少女，卻折了翼誤入歧途、出賣靈魂，過著出賣年經肉體脫衣陪酒的日子，是

誰害了她們？誤了她們？當時身為婦幼專組檢察官的我，必須挺身而出，告訴她們

雖然社會一時遺忘了妳們，但檢察官不會放棄妳們，我們有義務也有責任協助妳們

重生。

偵辦本案時，深覺需各單位資源的整合，也深知各單位共同合作的重要性，檢察

長、襄閱、主任檢察官的支持及指導，讓承辦檢察官有充分資源得以全力投入案

件，親自前往搜索現場坐鎮指揮，再加上員警人力的支援與配合，順利掌控現場、

查扣相關證據資料，而後續社工人員陪同少女偵訊及安置，安撫少女徬徨及無助的

心靈。藉由大家的通力合作，始能有效打擊犯罪，並使少女重獲新生。



王正皓王正皓
花蓮地檢署 /主任檢察官

[102/2/1] [案件類型/選舉查察]

法

眼

明

察

獎

在案件背後，因立委選舉牽涉眾多利益糾葛，故個人在偵辦期間數度遭受到黑道

勢力威脅人身安全，甚至有黑衣人意圖攔阻本人趕赴法院聲押庭蒞庭，幸有妻子

在後全力支持，讓本人無後顧之憂，堅信邪不能勝正，堅持到底，終能成功追回

買票賄款150餘萬元而破獲本案，端正選舉風氣，彰顯司法正義。

司法官班40期
花蓮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板橋地檢署檢察官
中華民國第47屆十大傑出青年（98年）
「檢察機關排怨計畫」績優檢察官（99年）
法務部「公訴檢察官進階班」貪瀆案件實務講座
（99、100年）
臺灣金融研訓院金融犯罪偵防實務講座（95至100年）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及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中心信用卡

犯罪偵防實務講座（98至100年）

本案乃去年立委選舉中全國唯一一件查獲區域立委候選人現金賄選之案件，
於選前十天成功收押區域立委候選人曾0振，並讓其最後以高票落選，成功
防止賄選者當選，且因蒐證齊全，讓被告於第一審法院審理中即全部認罪。



楊聰輝楊聰輝
屏東地檢署 /主任檢察官

[102/2/1] [案件類型/選舉查察]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畢業
88年律師高考及格
南投地檢署檢察官
彰化地檢署檢察官
屏東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法

眼

明

察

獎

前立法委員林0春為求其子林0邦當選立法委員，乃透過遠親鄭0堆滲入彰化縣鹿港鎮富麗大鎮國宅社區(全
區有6百多戶)，與該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陳0麗、副主任委員黃0文等多名幹部，共同將上開社區視為
禁臠，利用該社區係封閉型之大樓國宅社區其他候選人不易進入爭取支持之機會，共同向上開社區選民行
賄買票。嗣林0春以「人錢分離」防免司法機關查緝之方式，將買票賄款送至上開社區，由鄭金堆交付予
其他樁腳轉向社區選民買票。翌日，本署接獲佈建之「地雷」情資反應表示「錢已經撒下去了」，立即指
揮警、調單位著手收網，從勸諭選民坦承收賄開始，到供出小樁腳，又從小樁腳查到其餘執行買票任務之
共犯，再從其中往上突破，查知係由林0春之親屬鄭0堆負責打入上開社區並執行賄選計劃，並佐以其他在
第一時間蒐得及保全之證據，證明全案是由林0春在幕後操盤，因而由下往上共四層查獲以林0春為首之買
票共犯結構。案經起訴後，法院認為罪證明確，且認被告林0春腐蝕整個社區管理委員會幹部，甘願為其
有組織地進行買票，惡性至鉅，從重量處有期徒刑4年2月，至其餘起訴之被告亦均經法院判決有罪。因本
署檢察官指揮警、調機關積極查緝賄選，並在本案聲請法院羈押大、小樁腳，且往上溯源追查，使該選區
其他鄉鎮之樁腳聞風縮手不敢再為候選人林0邦出面買票。開票結果，候選人王0美(其選票基本上係與候
選人林0邦重疊)以4百票之些微差距勝過候選人陳0丁而當選。本案有助提昇我司法機關打擊賄選不法之正
義形象、導正賄選歪風而減除民怨，使優秀人才得以透過公平、乾淨之選舉，進入議會專業立法及監督政
府。

臺灣從推行基層選舉開始，選舉制度的發展已有四、五十餘年的光景。然而，買票及暴力等介入選舉
之現象，卻仍無法盡除，所引發的民怨，已嚴重斲傷我國民對政府斷絕黑金政治之信心。尤其，立法
委員依憲法規定有議決法律案及預算案等國家重要事項之職權，且全國僅有113席(其中由選舉產生之
區域立法委員僅73席)，其攸關我國家進步發展之重要性，不言可喻。若我司法機關能以積極之偵查作
為杜絕買票賄選，為國家創造一乾淨、公平的選舉環境，使優秀人才得以進入國會，為民謀福，則提
昇國會效能、深化我民主法治發展的目標，將指日可待。得以查獲此案，個人不敢居功。在此要特別
感謝本署鄭檢察長與王邦安主任檢察官平日的指教，及本署葉建成檢察官與朱健福檢察官的鼎力相
助，若非長官與學長的指導及協助，憑我一己之力怕是難以將有二、三十年民意代表資歷、老謀深算
的林0春繩之以法。另也要感謝內人吳怡盈檢察官，支持我專心偵辦案件。 另要一提的是，警察與檢
察機關的生態不同，警察機關向來憚於地方政治勢力，對於查賄選的心態基本上是較為背動，但誠如
部裡長官指示檢察官要確實進駐分局指揮查賄，本件若非本人與葉建成、朱健福檢察官堅持鎮駐分
局，耐心地對樁腳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幕後的主謀者至今恐仍逍遙法外。猶記得本案樁腳在最後終
於鬆口供出大樁腳鄭0堆的那一刻，我和鹿港偵查隊長在分局外討論案情時，當時天冷且東方已見朝
陽微光，不知是太累、太冷還是太感動(終於有機會抓到「你」了)，我倆身體竟都不自主地顫抖著，
那一份悸動，我迄今印象深刻。
因本署檢察官指揮警、調機關積極查緝賄選，並在本案聲請法院羈押大、小樁腳，且往上溯源追查，
使該選區其他鄉鎮之樁腳聞風縮手不敢再為候選人林0邦出面買票。開票結果，候選人王0美(其選票基
本上係與候選人林0邦重疊)以4百票之些微差距勝過候選人陳0丁而當選。若非本署檢察官及時查獲林0
春等人賄選案件，整個選舉極可能產生翻盤之結果。檢察官職位，除追訴一般犯罪外，間亦有影響國
家政經發展之可能。倘若個人棉薄之力有些許提昇我司法機關打擊賄選不法之正義形象、導正賄選歪
風而減除民怨，使優秀人才得以透過公平、乾淨之選舉，進入議會專業立法及監督政府，檢察官生涯
的成就惑，莫過於此。



邱奕智邱奕智
臺東地檢署 / 檢察官

洪0治係現任第17屆桃園縣議員，亦為第8屆立法委員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下稱平地原住民立委選
舉）登記號次2號之候選人，陳0彰係洪O治競選總部選舉活動臺東地區縱谷線執行長，陳0富係臺東市
區執行長，顏0國係臺東後援會執行長，陳0榮係洪0治競選總部臺東縣分部南迴線大武地區執行長，尤0
坤係南迴線太麻里地區執行長。洪0治為求順利當選，與陳0彰、陳0富、顏0國、陳0榮、尤0基於對有投
票權之人行求、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共同犯意聯絡，其等為避免遭刑事執法人員查緝
賄選，即商定以舉辦說明會、發放洪O治文宣、插宣傳旗幟、設立服務處、宣傳車等名義作為掩飾，除
進行上開競選活動外，並同時進行投票行賄行為，復議定如確遭執法人員查獲，要以支付工作費為辯
解，以避免遭追訴，並由洪0治自100年11月某日起至101年1月13日止，提供競選費用及買票現金予尤0
坤、陳0榮、陳0彰、陳0富、顏0國，再由尤0坤、陳0榮、陳0彰、陳0富、顏0國在其上開所負責區域為
賄選行為 。本件有效運用團隊辦案模式，指定專股檢察官積極偵辦，並指揮司法警察上線監聽、監控
樁腳行蹤，於時機成熟時再協調各股檢察官同步搜索、拘提、訊問，發揮團隊合作精神，通力合作而循
線查獲。
查獲後本署即向法院聲請羈押洪0治、陳0章、陳0富、陳0榮、尤0坤及劉0義等6人，經法院裁定羈押5
人，羈押核准率達83.33%。被告洪0治以最高票落選，且被告洪O治由一審判處4年徒刑、褫奪公權4年，
而負責買票的尤0坤等台東5名樁腳，分別判處1年6個月至2年10個月不等徒刑。本案對端正選風亦有立
竿見影之效果。

司法官班46期
政治大學法律系畢業、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畢業。
93年律師考試及格
臺東地檢署檢察官
彰化地檢署檢察官

法

眼

明

察

獎

檢察官偵辦案件是團體行動，因為有范文豪檢察長、吳怡明及劉河山主任檢察官指
揮臺東地檢署全體檢察官全力投入本案，在偵查中鞏固各重要證人之證言，且協調
警調單位共同合作偵辦，搜索地點達25處、訊問相關被告人次達80次，方能達成向
臺東地方法院聲請羈押洪0治、陳0章、陳0富、陳0榮、尤0坤及劉0義等6人，經法
院裁定羈押5人，羈押核准率達83.33%，且於起訴後6個月內（判決日期：101年9
月4日）即判處被告9人有期徒刑4年不等之刑期。另外，必須感謝林0宏檢察官，因
為有學長的指導及陪伴，共同撰寫起訴書、共同蒞庭，讓我看見到學長的風範，這
個獎由我代大家領取。
最後，感謝我太太家瑜及父母，願意讓我在抬頭所見都是藍天、白雲的環境工作，
太太並專職照顧我的兩個小孩，你們是我最大的感謝。

[102/2/1] [案件類型/選舉查察]



薛植和薛植和
宜蘭地檢署 / 檢察官

[102/2/1] [案件類型/環保]

●司法官班44期
桃園大溪鴻禧山莊游泳教練
遠東商銀總行法務人員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
宜蘭地檢署檢察官
宜蘭地檢署緩起訴處分審議小組會議委員
法律扶助基金會宜蘭分會審查委員
宜蘭縣政府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會議委員

法

眼

明

察

獎

101年2月中旬，知悉盜林集團砍伐樹齡高達2仟餘年之扁柏神木，旋啟動 「檢 警
林聯合查緝機制」，偵辦期間動員本署、宜蘭縣刑大、林務局羅東林管處及新竹
林管處、森保處等高達920人次以行動搜證、勘查現場、分析通聯、實施監聽、搜
索、訊問被告等以蒐集事證，為確定山老鼠實際砍伐之林木係那一棵，並了解山
林浩劫狀況，多次實際與被告至山區盜伐現場指認、勘驗。偵查 終結計起訴22
人，移送1名少年；查扣扁柏、紅檜贓物207具，價值共951萬9351元，查獲盜伐樹
量為40棵之扁柏、紅檜生立木，損失達數仟萬元； 係國內查獲森林盜伐人數最
多、砍伐數量及損害最鉅之案件。
本案偵辦期間羈押16名被告，首次追查至第三層收贓大盤，查獲國內收買樹瘤贓
物最具規模者，將收贓業者7名全部羈押禁見，並對收贓者求以重刑；且為鑑定查
獲物品之狀況，請羅東林管處、森保處共同成立7人所組成之鑑 定小組。
針對收贓者以毒品控制山老鼠、山老鼠持槍上山盜伐以恫嚇巡山員等情，查扣槍
枝、毒品，予以追查起訴，以遏止此情。

辦案靠團隊，惟有檢、警、林同仁群策群力之協助，才能集思廣義，共同辦妥專
案，在此感謝宜蘭地檢署、宜蘭縣刑警大隊、林務局、森保處全體參與、協助此
案偵辦之同仁。森林係珍貴的地球資源；車子被偷了，可以再買一部一樣的新
車，但神木被砍倒了，就再也看不到了；神木倒了不只是破壞了1棵樹，而是危
害了整個生態環境。在地球暖化問題日趨嚴重之今日，保護森林資源實在係一項
重要之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