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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地區 110年度檢警聯席暨公民投票選舉查察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10年 12月 1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本署 3樓簡報室 

主    席：檢察長  蔡宗熙                     

上級指導長官：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檢察長 朱家崎 

列席人員：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庭長 蔡立群 

出席人員：詳簽名冊                          紀錄：林杏蓉 

 

壹、 主席致詞： 

花蓮高分檢朱檢察長、海巡署東部分署陳分署長、臺

東縣調查站謝主任、臺東縣政風處余處長、臺東縣警察局

葉局長、臺東林管處吳處長、第八河川局李局長、臺東專

勤隊黃隊長、臺東地院蔡庭長、本署兩位主任檢察官，今

天邀集檢、警、調、政風、憲兵、消防、海巡、專勤隊、

林管處、河川局等單位，參加本次檢警聯繫會議，謝謝大

家今天的與會。 

歲末年終本署依慣例召開檢警聯繫會議，就今年檢、

警、調相關業務及工作內容提出年度報告，希望對彼此間

的業務進行密切聯繫。今年適逢 12 月 18 日將舉行全國性

公民投票，也是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公民投票與公職人員

選舉分開舉辦。全國性公民投票與公職人員選舉屬性不同，

各項犯罪型態有所差異，今天一併舉行公民投票選舉查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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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邀請臺東縣警察局及臺東縣調查站就公民投票選舉

相關查察作為提出各項報告，也務必請司法警察單位讓轄

區的公民投票能順利圓滿完成。 

今年度緝毒、重大刑案以及查緝詐欺集團犯罪，在檢、

警、調同仁的密切合作下都有相當好的成績。肅貪及防貪

的工作，在檢、廉、政風同仁的努力下，也有非常不錯的

成績。本署召開今年度檢、警、調聯繫會議，希望大家在

各項議題中充分的交流，也促成檢警調及所有相關機關的

共同合作，在未來一年發揮更好的專業，展現更佳的績效，

謝謝大家今天的與會。 

貳、 上級指導長官花蓮高分檢朱檢察長： 

  蔡檢察長、蔡庭長、臺東縣警察局葉局長、臺東縣調

查站謝主任、東機站劉副主任、海巡署東部分署陳分署

長、十巡防區黃主任、13 岸巡隊蔡隊長、臺東縣政府政風

處余處長、廉政署南調組張專門委員、臺東憲兵隊陳隊

長、臺東專勤隊黃隊長、林管處吳處長、八河局李局長，

各位主任檢察官、檢察官們，還有在座警調、海巡、憲兵

代表的夥伴弟兄們，大家午安大家好。 

一、全國各縣市民眾對治安滿意度的調查，臺東地區人民 

對於整體治安滿意度、晚上外出活動安全感受、發生

暴力犯罪嚴重情形、發生竊盜案件嚴重情形、警察執

勤表現滿意情形、受理報案服務態度滿意情形、整體

服務品質滿意情形等六項個別指標，在本島再次勇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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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誠屬難得可貴。我們知道創業維艱，守成

不易，如果沒有各位的努力與付出，不會有如此亮麗

的成績，有機會表達個人的敬意和謝意，十分感謝。 

 二、這二年全國老百姓最為關切的議題，大概是防疫工作 

  的問題。為了做好防疫，不管中央或地方，不問公部

門或私部門，大家都貢獻各自的心力，臺東地區在檢

警調同仁的通力合作下，速查嚴辦多起相關防疫刑

案，比如即時查處傳播、散布假訊息違反傳染病防治

法案件 18 案。快速偵結 15 案，偵結後並即時對外澄

清，避免以訛傳訛，有效遏阻干擾及妨害防疫的脫軌

現象，保護人民、安定民心，也守護了「法治國」人

民憲法保障的基本權，至表感謝。 

三、「溯毒、追人、斷金流」是反毒最為關鍵的總目標，臺 

東地區各偵查及治安機關人員，在資源有限預算不足 

下，屢破重大國際走私毒品案件，以實際行動貫徹上 

級政策，並宣誓掃蕩毒品犯罪的決心，十分了不起， 

即使極少數個案有些地方有點爭議，或產生些許後遺 

症，都無礙其輝煌與成就，特別表示個人的尊崇。 

四、隨著網民在社群網路攻擊聲浪的高漲及擴散效應的影 

響，民眾對政府批評的聲音或不滿的情緒，也日趨高 

昂及強烈。希望各位夥伴在偵查作為實施前後，多動 

點腦筋，冷靜思考，再展身手。超商店員「規勸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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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口罩，因此斷送寶貴性命」不幸的社會事件，期望 

第一線執法的警、調、海巡、憲兵同仁，要多注意自 

身安全。檢察官更要體認街頭執法始終的危險性，做 

他們的後盾，保障人民免於恐懼的自由。 

參、 各機關首長致詞： 

一、 臺東縣調查站謝主任： 

很榮幸今天來參加臺東地區 110 年度檢警聯繫會議，

會議的主要目的是促進各單位相關情資，以及檢警單

位的合作，為國家安全及社會的治安盡最大的努力。

很高興藉此機會看到在地友軍單位，我們調查站隨時

都可以與各位合作，努力執行任務。 

二、 臺東縣警察局葉局長： 

花蓮高分檢朱檢察長、臺東地檢蔡檢察長、各與會的

機關首長及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新到任的警察局

長，來臺東正好三個月，在地檢署的指導下，彼此之

間溝通都非常好，在查緝方面，地檢署做了很多的指

導。希望透過檢警聯繫會議這個溝通平台，讓各單位

更了解各個機關。 

肆、 業務報告：(詳附件 1資料) 

一、 臺東地檢署報告-案件收結情形 

二、 臺東縣警察局報告-全般刑案業務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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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黃大隊長的報告，報告資料請各位與會的同仁參

閱。臺東縣警察局今年度以來相關績效都非常卓越，其

中攔阻了 13 件詐欺案件，新臺幣 427 萬 7,328 元，攔

阻 1 件詐欺案件，有可能就救了 1 個家庭，對整個社會

秩序的維護，產生正面重大的影響。這次報告看到了警

察機關一整年的辛勞，查緝槍枝、黑幫，竊盜案件也有

非常高的破案率。轄區的治安多虧警察同仁，可以維持

穩定的環境。 

三、 臺東縣消防局報告-檢警消縱火聯防業務 

 主席裁示： 

火災原因的研判就檢察官及法院而言，最大的一個困擾

在報告最後一頁的最後一欄「無法排除…可能性」，在

法院的審判及檢察官起訴的過程中，可不可以認定就是

這個因素所引起的? 

 消防局鄭科員回應： 

無法排除的火災原因，係因沒有一定的人證、物證(包

括監視器)，只能就針對現場所有可能的火源一一排

除，因此，還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證據力，比如說在客廳

未看到煮食的鍋物，就不會是引火不慎，這部分就會排

除掉。 

 主席裁示： 

謝謝鄭科員的說明，這一點將來是檢察官或法院審判可

以參考的一項依據。 

四、 臺東縣政府政風處報告-工程督導小組執行 

 主席裁示： 

公共工程督導小組在轄區的政風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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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重於肅貪，公共工程督導小組如果確實督核相關工程

有確實施作，很多貪污案件可以即早預防。非常感謝政

風處精彩的報告。  

伍、 專題報告-國民法官法之交互詰問技巧：(詳附件 2資料) 

 主席裁示： 

本署特別在今年度的檢警聯繫會議進行交互詰問技巧專

題報告，因應 112 年國民法官法即將上路，對檢察官而

言是一個新的戰場，必需讓國民法官接受檢方的主張，

而檢察官提出的證據中有一項非常重要的證據-人證，

人證有可能是參與偵辦案件的司法警察同仁，執法的合

法性、證據的同一性、證述的完整性及真實性等，都是

將來在法庭審判時必需面對的挑戰。國民法官法實施以

後，本署除了加強檢察官教育訓練以外，在未來 13 個

月內會積極辦理相關法庭演練，將來才有能力在法庭上

面對律師提出的各項質疑，讓被告予以定罪，希望大家

共同努力，也感謝蔡庭長為我們詳盡的報告。 

陸、 全國性公民投票查察報告：(詳附件 3資料) 

一、臺東縣警察局-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查察報告 

 主席裁示： 

謝謝警察局黃大隊長的報告。本次公民投票與一般公職

人員選舉一樣，都是影響國家未來發展的一項重要投

票。與公職人員選舉不一樣的地方是賄選的可能性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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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查察的重點在如何維繫公民投票的秩序，讓投票公

平順利完成。謝謝警察單位提出的報告，也謝謝警察單

位的辛勞。 

二、臺東縣調查站-公民投票查察現況報告 

 主席裁示： 

謝謝調查站黃組長的報告。公民投票查察工作是透過相

關事證的蒐集及事先的防範，讓整個公民投票秩序能順

利完成。謝謝調查站所有同仁的付出與努力。 

三、臺東地檢署-公投法查察報告  

 主席裁示： 

謝謝本署謝主任檢察官的報告。本署有製作「110 年全

國性公民投票」分區查察配置表，警、調同仁在公民投

票執法過程中有任何疑異，除了內勤檢察官以外，分區

查察表上皆有聯繫方式，可與各區檢察官聯絡。謝主任

檢察官在報告中有提出「執法明確性」相關案例，警察

被判國賠的案件請大家參酌。警察同仁在群眾運動中，

如何適當妥適執法，警察機關需多加訓練及經驗傳承，

讓基層員警對執法的界線有更清楚的了解。 

柒、 立案審查流程簡介：(詳附件 4資料) 

 主席： 

這部分會直接影響警察同仁第一線辦案，我想請教葉局

長及所有的警察同仁對於這方面的業務有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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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縣警察局葉局長： 

我們還是先配合地檢署的作法，過一段時間再召開相關

會議檢視有無調整之方式。 

 主席裁示： 

謝謝臺東縣警察局葉局長及警察局所有同仁的配合，本

署建立立案審查很重要的目的是縮短辦案的期程，案件

進入警察機關，若將案件做完整的調查，再移送至地檢

署，所有事證皆已明確，即可縮短偵辦期程。本署辦理

核退、發查的同仁將來會整理出我們要求的具體標準，

也請第一線警察同仁有任何的意見隨時提供，我們也隨

時與司法警察同仁進行溝通、檢視、檢討，並做進一步

調整，藉此提高司法警察同仁辦案品質，縮短辦案期

程，維護當事人權益。 

捌、 移送書例稿化簡介：(詳附件 5資料) 

 主席裁示： 

謝謝陳檢察官的報告。移送書例稿化的推動，首先感謝

臺東縣警察局葉局長及警察局所有同仁的配合，也感謝

主任檢察官及檢察官的幫忙。本署原則上在不增加司法

警察過多負擔的情況下，將移送書的內容做調整，以避

免司法資源對同一件事情的重覆浪費，改善司法工作的

品質及效率。目前先從酒醉駕車、施用毒品及詐欺的案

件開始，未來其他案件也可以朝這方面進行。當司法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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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習慣看法官的判決書及檢察官的書類時，在辦案的第

一線人員就會知道法院在認定構成要件所需的證據，透

過這樣的方式希望司法警察對於相關的法令，及實務上

在執法時的蒐證有更高的素養。 

玖、 討論提案及臨時動議： 

一、討論提案：無 

二、臨時動議： 

 (一) 謝主任檢察官長夏： 

本署執行科傳喚當事人到庭執行，當事人不到庭執 

行，即發拘票(一併檢附判決書)請司法警察拘捕。

惟部分司法警察單位拘到當事人，解送至本署時未

一併檢附判決書，致本署內勤檢察官無法得知當事

人判決情形。請司法警察單位若拘到當事人，一併

將判決書送至本署。 

 刑事警察大隊黃大隊長回應：轉知本局各單位遵照

辦理。 

 主席裁示：請警察單位協助配合。 

(二) 第八河川局李局長： 

 本局關於明年度卑南溪疏濬工程，請地檢署協助到

場查察。另河川內被傾倒廢棄物，若有涉及刑事部

分也請地檢署協助偵辦。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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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李局長的建議。若河川局有相關疏濬案件，請

事先將資料檢送至本署，貴局也可指派一位承辦人

與本署檢察官針對疏濬案的方式向地檢署進行說

明，本署對於疏濬案後續辦理過程也會持續關注。

如同前面政風處提出的報告，強調防貪重於肅貪，

疏濬一開始就要防治盜採，而不是盜採以後再來

查。 

壹拾、 上級長官講評： 

一、今天各機關報告的內容，都很充實及完整，言之有物，

又深具實用性。比如年關將近，各地火災發生頻率通常

會增加。消防局的火場勘查要領及火災調查鑒定書撰寫

說明，對於第一線的檢警，顯然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縣政府政風處，就工程實際督導所發現缺失的各項具體

狀況，對於檢調偵辦公共工程的貪污舞弊案，可以提供

檢查方向。 

二、國民法官法新制，是國家重大的司法政策，關係刑事訴

訟品質是否有效提升、偵查成果是否不被法外因素左

右，至為重大，影響偵查機關未來走向極其深遠。感謝

蔡庭長，本著深厚紥實的學養，豐富的實務經驗，深入

淺出，以簡淺易懂的方式，豪不保留地傳授「國民法官

交互詰問技巧」，至表感謝，這份教材十分寶貴，各位夥

伴有事看一看沒事翻一翻，相信個中認知及功力必能大

大提升。 

三、臺東地檢署針對轄區特性，分別由謝主任檢察官介紹

「立案審查流程」，陳檢察官説明「移送書類例稿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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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精進業務的簡介，除了蔡檢察長所言，可以縮短辦案

期程，保障當事人權益外，對於減少檢察官處理瑣碎及

濫訴案件的負擔，或提升偵查輔助機關的專業性，都有

正面的意義和價值。有葉局長當面的背書和擔待，相信

未來會有好的發展。 

四、刑法第一五〇條修法後的執行實績，因為事關社會安全

網有無破口，上級十分重視、各界非常關注、相關有權

的監督者也屢有質疑，不僅是數字問題，更是品質的問

題。就移送、起訴、判決的數據，加以分析比較，我們

檢警之間，的確改善的空間。其中行為人有無妨害秩序

的主觀犯意，檢警因為時機不同，事證不太一樣，判斷

上屢有「有無不同」的出入。希望在座擔負偵查實務工

作成敗的首長及中堅幹部們，能加以正視，對於具體個

案關係事實認知，法律的評價等重要信息及細節，能淸

楚交換，不要遺漏，就事論事、相互溝通，互相協助，

以守護基層同仁辛苦及冒險而得來不易的成果。 

五、有關未成年的毒品問題，地檢署所建立院、檢、警、

教、衛合作平臺，依上級指示，應定期邀請少年法庭法

官等開會，深化交流，溝通校園查緝藥頭困境與各項偵

查作為之要件、標準，以免歧異，造成偵查的破口。比

如少年法官費盡心思，促使少年供出上手，然而，當案

件送到檢察署，承辦檢察官三二下，即以單一指證為

由，將之處分不起訴。引發外界批評，就是聯繫不到

位，最好的事例之一。 

六、人命關天，古有明訓，92 年 2 月 23 日臺東縣臺東市漢中

街 247 巷 32 號，被害人蔡連春遭歹徒綑綁砍傷死亡案，



 

12 

 

迄今未破，受到偵查不公開原則規範的限制，體制外的

冷案處理中心，即使有心幫忙也很難找到著力點。所

以，唯有賴體制內的精英們，自己費神，才有突破或進

展可能。蔡檢察長在二審任職期間，屢有將死案活辦的

神表現，葉局長又是刑事體系最幹練的辦案高手，期待

二位首長，可以找比較有經驗幹員，再花點心思調卷審

視，看看有沒有破案的機會。 

壹拾壹、 主席結論： 

謝謝朱檢察長給我們的提示，包括刑法妨害秩序罪，

以及檢警之間密切的聯繫，避免因為單一指述直接不起訴

處分的狀況。有關蔡連春死亡案件，是否有新的鑑定方式

進行鑑定，重新檢視這件案子，本署及轄區的檢警同仁會

盡最大的努力重新查辦。 

今天本來僅召開檢警聯繫會議，因為公民投票的關

係，加入公民投票的議程，開會時間稍微延長。感謝本

署、警察局、消防局及政風處提出的業務報告，經由轄區

的檢、警、調、廉、憲兵及其他司法警察同仁的密切合

作，讓本署今年度以來的各項業務推展的非常順利，也都

有相當好的成效，相信明年會有更好的成績。 

感謝臺東地院蔡庭長在百忙之中，對國民法官實施後

的法庭詰問技巧提出專業的報告。112 年國民法官法即將實

施，對檢察官而言會是一個新的戰場，對司法警察來說會

是一個新的挑戰，大家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另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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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在 12 月 13、27 日舉行兩場次國民法官法的講習，明年

仍會持續推動國民法官法相關訓練，有機會將邀請各位來

參與。 

公民投票即將在 12 月 18 日舉行，請所有的檢、警、

調、廉的同仁，密切注意各項公民投票違法的舉措，適時

遏止，妥適執法。 

今年 7 月發生一件女子被熱水燙死的案子，本件檢察

官已起訴。8 月 31 日查緝詐欺集團的案件。10 月 13 日在

長濱查獲製毒工廠。臺東人口數不多，這些重大案件在檢

警合作下，短時間快速偵破，部分也已提起公訴，希望將

來這些案件可以順利定罪。 

酒醉駕車的案件在 108年 1,692件，109年 1,327 件，

本年度到 10 月底 971 件，酒醉駕車的案件佔今年刑事案件

的 20.17%，感謝第一線警察同仁的嚴厲執法，案件數確實

降低許多。 

外界誤傳本署晚間 10 點以後不收人犯。本署進行清查

後，在 10 月份晚上 10 點以後接收人犯有 34 位，11 月份晚

上 10 點以後接收人犯有 31 位。本署新收人犯不多，以 10

月及 11 月份的統計數據，晚上 10 點以後接收人犯佔的比

率蠻高。各地檢署的狀況不一樣，本署確實沒有檢察官晚

上 10 點以後不訊問或是不接收人犯的情況，我要為本署檢

察官作出一個澄清，本署檢察官是沒有這樣的狀況，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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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全體檢察官的努力與付出。 

 

今年以來感謝葉局長所帶領的警察局同仁，對本署今

年度推動的警察移送書例稿化作業，以及核退、發查工作

的支持與配合，相關工作希望透過檢、警密切的聯繫，讓

業務可以順利推展，除了提高警察的辦案品質外，更進一

步縮短辦案的期程，維護當事人權益。未來會再推動警察

局移送書檢核表，相關警詢筆錄本署會再提示一些重點，

希望所有警察局在製作各類案件的警詢筆錄時，有些要點

需逐一修正，透過這樣的方式，加強檢警之間的聯繫，提

升檢警之間的辦案品質，有效縮短辦案期程，並且達到可

以追訴犯罪的目的。 

因本署轄區的特性，下列工作希望今天與會的檢、

警、調、廉及相關司法警察同仁，一起持續的努力： 

一、 有關執行緝毒安居專案： 

本署轄區的毒品幾乎都是外地來的，希望未來一年

檢、警、調同仁在查緝毒品案件時，對毒品來源需進

一步詳加追查，斬斷毒品來源，讓臺東地方毒品犯罪

情況有所改善。 

二、 關於農藥法的案件： 

 臺東除了觀光旅遊外，農業生產是主要的經濟來源，

目前有農藥法的查緝專案在推動，但在臺東農藥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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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量比較少，目前為止沒有比較好的成效，這部分

請所有相關同仁一起來努力。 

三、 臺東有「就是愛臺東」、「就是礙臺東」以及「臺東大

小事」3 個臉書網站，有一些疑似可能涉及詐欺、色

情，更誇張的甚至有賣槍、賣假鈔的訊息，這部分需

偏勞警察同仁，若看到臉書網站有上列訊息，第一，

社群管理者需做適當的聯繫，怎麼避免讓這類訊息在

網站上散布。第二，是查緝面的問題，徜若涉及犯

罪，請轄區警察同仁密切注意，有必要時詳加偵辦。

本署不會拒絕任何案件的偵辦，有必要得報請地檢署

指揮。 

四、 明年 11 月即將進行九合一大選，檢、警、調、政風的

同仁在明年的年初至年中，提前規畫即早佈局。請調

查及政風同仁留意轄區的各項動態，將來可能涉及到

轄區的涉貪或疑似貪瀆的一些情資。 

五、 山林環境的部分，請林管處與警察機關及本署密切配

合，繼續維護山林環境。臺東轄區盜伐的狀況比其他

地方好很多，感謝林管處與警察單位的付出與努力，

有任何重要的案件，可報請本署指揮。 

六、高檢署指示有關綠能建設相關犯罪的防範及查緝，轉知

與會的司法警察同仁，本署轄區的綠能建設相對少，

在知本及池上有綠能建設，但沒有相關的犯罪，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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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現象，我們沒有必要查到，但如果能事先防範是最

好的狀況。 

七、警察機關移送有關人頭帳戶及人頭手機，這類的幫助洗

錢及幫助詐欺案件，全國各地的警察機關都一樣，需

移送到「住居所」的檢察署，而非「犯罪地」。 

八、本署在 1月 31日、4月 17日、8月 24日及 10月 27 日

收受內勤案件，從解送人犯身上找到違禁物品，請警

察局轉達基層同仁，違禁物品的搜身是對執法人員安

全維護的重要事項，身體上有違禁物品，第一個可能

遭到危害的是執法同仁。一定要提醒第一線執法同仁

務必確實搜身。 

九、本署奉行政院交辦，法務部指定辦理「性侵害減述作業

遠距視訊試辦業務」，請警察單位幫忙，本署會留下試

辦過程完整的資料及紀錄，明年提交相關試辦報告，

做為法務部及行政院將來決策的依據。 

十、目前轄區警察機關移送的刑法第 150 條妨害秩序罪案

件，多數情況下，起訴比率不高，有幾個重大事由，

第一是第一線蒐證部分，第二是有關移送部分。如果

是比較大的案件，歡迎警察機關隨時與主任檢察官、

檢察官逕行聯繫，後續怎麼移送，怎麼偵辦會比較妥

當，可以事先聯繫好後再辦理。 

個人擔任檢察官 25 年，檢、警、調、政風同仁及與會



 

17 

 

所有司法警察同仁，在我歷練的過程當中都是我的伙伴及

戰友，我也將所有司法警察同仁當作我的兄弟，所有檢、

警、調、司法警察同仁大家彼此信賴互相支持，在辦案時

一起熬夜，一起奮戰，一起撐過來。大家團結努力，檢警

一心其利斷金，我們可以無堅不摧，無案不破，希望將來

在我個人，包括葉局長、調查站謝主任、政風處余處長、

海巡署陳分署長，及司法警察單位同仁共同努力之下，在

明年可以創造臺東地區更好的成績，謝謝大家。 

壹拾貳、 散會(下午 5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