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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北市、新北市為例 



緣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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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 律師 

• 收容人 

 

• 里長 

• 犯罪被害人家屬與
保護工作者 

檢察機關 
司法滿意度 

社會安全 
感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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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 律師8名：於臺北市或新北市執業5年以上。 

 

• 收容人6名：受管轄臺北或新北之法院審理，
宣告有期徒刑1年以上、執行刑期1年以內。 

 

• 里長7名：臺北市4名、新北市3名。 

 

• 犯罪被害人家屬4名：居於臺北市或新北市、 

                     被害人近5年內遇害。 

• 保護工作者3名：具3年以上被害保護經驗。 



民眾對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 

• 律師 

• 收容人 

• 里長 

• 犯罪被害人家屬
與保護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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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律師 

• 偵查階段 

• 司法機關無法定理由限制律師與當事人訴
訟防禦權 

1) 「律師你不要進來，我是跟你當事人聊天
而已……等我們正式做筆錄你再進來。」
結果他們問的就是聊天內容。 

2) 陪訊完到地檢署這段期間，有時候我們只
是問問他身體還好嗎……調查員就會制
止……「不准跟他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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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律師 

• 檢察事務官與書記官更易影響當事人感受 

1) 要能夠直接跟檢察官接觸是非常困難
的……書記官接電話態度好壞會影響人民
對司法的觀感……檢察事務官願意跟你直
接接觸的機率也比檢察官多很多……。 

2) 對民眾來講他會接觸到誰？他接觸不到檢
察官、他接觸不到檢察事務官，他會接觸
到書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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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律師 

• 檢察官與檢察事務官的之案件釐清方式 

1) 檢察官跟檢察事務官沒那麼對拍，檢察官
作檢察官的調，檢察事務官作檢察事務官
的調，造成完全沒有交集。 

2) 有些時候可能檢察官沒注意到，律師要提
醒他調查重點，他會用立場來質疑你……

律師可以協助檢察官來抽絲剝繭，抓出一
個頭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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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律師 

• 檢察機關現行聯繫方式可能形成程序突襲 

1) 還有就是盡量不要用程序上的東西來突襲
律師，像剛剛其他律師講的，很多檢察官
「不准改期」、「我這時候就是要」，或
者是偷偷移送臨時才打電話、臨時要開庭。 

2) 地檢署大概只有不起訴處分是用掛號……

那一般就是平信的方式寄，所以有時候會
有很多爭議，譬如說有些被告根本就沒收
到啊，那檢察官就說隨便你在亂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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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律師 

• 偵查不公開的實務操作空間廣泛 

1) 對於偵查階段會有比較多的無力感……就是
偵查不公開……偵查機關給你的回應大概就
是這樣，就是一個霧裡看花……。 

• 偵查庭設備配置與當庭筆錄閱讀問題 

1) 進到偵查庭裡面，螢幕只有前面那一臺而
已……我們在後面根本看不到……「報告檢
察官，我們可以往前去看嗎？」有的檢察官
可以，可是我之前就被檢察官訓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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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律師 

• 希望同理當事人面對司法的壓力與無助 

1)「律師，我們今天是以證人的身分傳訊
的…….你就不用在這邊了。」……這也會
影響到人民對司法的觀感、信賴，除了說
讓你有充分的表達、態度謙和之外，他同
時也需要一個安全的心理。 

2) 如果也會通知我們，本次庭期只通知一造，
只是這樣一句話，就面對當事人情緒或
者…如何安撫當事人，會更加貼心、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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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律師 
• 實行公訴階段 

• 偵查檢察官與公訴檢察官非同一人之疑義 

1) 我們會發現，公訴檢察官某程度會積極把
岌岌可危的案子鞏固，所以在公訴與偵查
都不是合一的情況下，檢察官都未必能持
平看待案件，更何況公訴與偵查合一。 

• 公訴檢察官出庭態度 

1) 他表現太好，不是會增加我們防禦的難度？
所以他如果都是行禮如儀，我反而沒什麼
意見，這是個很衝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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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收容人 
• 偵查階段 

• 集中探討檢察官之無罪推定義務 

1) 雖然所有證據對我不利，但他（檢察官）一
直積極的去找證據，他其實堅持的就是無罪
推定……你可以去為一個千夫所指的人，用
你專業的法律素養想辦法去找真正的事實。 

2) 你要說我有罪，你就要把罪證找出來，但往
往就是，你認罪我就輕判，不認就重判，那
往往很多人就是在這種掙扎的邊緣上妥協
嘛……。 



14 

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收容人 
• 實行公訴：偵查與公訴檢察官不一致爭議 

1) 偵查他從頭陪你到尾，地院的（檢察官）
只看書面能了解嗎？ 

2) 蒞庭的檢察官……能掌控的程度其實很
低，我覺得他們會照所謂的程序來……他
們能做的也許就是一些（訴訟）技巧。 

• 刑罰執行階段：與書記官的互動模式 

1) 他（書記官）會跟你講，什麼樣的方式可
以達到你要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人
民公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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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里長 
• 檢察官應同理被害人對加害人的恐懼 

1) 我們不在意我們的損失多少，我們在意的
是嫌犯讓大家的恐懼感……我要的是，這
個人怎樣受到制裁，然後不要再來騷擾我。 

2) 我們注重的是被害的恐懼，檢察官注重的
是案件裡面損失的部分，對我們心理感受
沒辦法直接去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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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里長 
• 媒體報導角度影響民眾對檢察機關滿意度 

1) 一個事情發生，我們只是看到報導……為
什麼會這樣我們也不曉得，政府也沒有人
出來跟我們講……。 

2) 對檢察機關他們的表現我都是從電視上看
來的，但是我感覺到真的蠻離譜的，他們
求刑很嚴很具體，但是法官判刑時落差很
大，就會有恐龍法官的稱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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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被害方 
• 被害人之訴訟地位與責任界定 

1) 常常聽家屬在分享，他們覺得自己在法庭
上好像沒有什麼說話的地位跟時間……等
於說他們去了、講了，然後又怎樣的感覺。 

2) 我如何去得知他（被告）哪裡有銀行帳戶，
我們沒有辦法，可是你（檢察機關）要做
這部分的執行卻是要我們受害者去提供才
能夠去查扣……體系之下應該有權行文查
帳戶，而不是要我們自己去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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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被害方 
• 訴訟程序多仰賴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協助 

1) 政府設了犯保協會，不會讓我們家屬不知
所措……對我們來講，法律常識沒有那麼
足夠，即使找律師都沒辦法這麼快速解決
相關疑問。 

2) 對於介入的案件，都會跟家屬說得非常清
楚，如果他們在訴訟的過程當中有任何疑
義，我們大概都會去協助家屬釐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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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被害方 
• 訴訟程序前後的人身安全保護問題 

1) 對方律師去閱卷的話，等於（被害方）個
資全部都暴露給對方，可以有我們這邊的
地址啦，身分證字號這些，其實對於家屬
來講那是非常不安全的。 

2) 法官有問我們，有沒有需要把加害人先移
開……他就會先移置……在保護當證人的
家屬的一些考量，我覺得蠻貼心的。 



社會安全感受度 

• 里長 

• 犯罪被害人家屬
與保護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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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安全感受度－里長 
• 鄰里犯罪類別以毒品、詐欺犯罪為主軸 

• 分租套房易潛藏犯罪行為 

1) 投資客買房，裝潢成套房出租，也沒有好
好管理。現在警察機關沒有戶口檢查，發
生很多事情，吸毒、自殺、製毒都有。 

2) 出租套房本身比較狹小，可能裡面住的份
子也比較複雜，大家如果看不對眼就比較
會發生一些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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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安全感受度－里長 
• 無法掌握里內住戶資訊，難能發現犯罪 

1) 因為個資法的問題我們不曉得里內住誰，
只能請派出所協助……。 

2) 里民很少打架，很少發生刑案……感覺治
安壞的緣由是外來人口，因為外來人口，
警察也不能去插手，我們也不會去認識。 

3) 最少還是要給警察一個查戶口的權力……
不然房子裡面怎樣，你沒辦法啊。我們瞭
解之後，可以預防，也可以勸阻，所以最
重要的是加強管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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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安全感受度－被害方 
• 感受不到加害人悔意，則會希望從重量刑 

1) 以他這樣子的狀態，他判十五年、十年就出
來了，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十年後他出來
還是一樣會繼續去危害社會……他從頭到尾
根本沒有要賠償，也沒有要道歉，完全沒有
任何的悔意……。 

2) 我覺得只要你有悔意，這是我後來的想法。
當時我當然是希望以命償命，到現在我也是
這樣覺得，因為我們到現在都沒有收到他任
何的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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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安全感受度－被害方 
• 被害人賠償、補償制度執行問題 

1) 法院判下來債權憑證……剩下都是你們被害者
自己的事情……拿不到錢……我想政府是不是
應該說有別的處理方法，如果加害者不肯賠償，
有其他方法可以對他們加強什麼的，不然被害
者什麼辦法都沒有。 

2) 補償金有一些限制，還有一些除外條款，譬如
說可以維持生活之類的，但是對於一個被害的
家屬來講，當他拿到決定書的時候，可能因為
他有財產所以不給，這對家屬的打擊其實蠻大
的，還有覺得不公義。 



25 

社會安全感受度－被害方 
• 希望能藉官方得知加害人刑罰執行與假釋狀態 

1) 他被關我不曉得，我只收到判決書，知道他
被判刑而已，但什麼時候被關？……如果萬
一有些人是保釋之後，或判刑之後的空窗期
也不曉得，還有他出來的時間。所以這可能
是我們被害者家屬會擔心的。 

2) 是不是可以讓被害者家屬知道他們（加害者）
什麼時候放出來，讓我們這些被害者有一些
心理準備，才不會他們出來，想怎樣我們都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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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安全感受度－被害方 
• 社會治安發生的主因是以教育、媒體為主軸 

1) 教育層面可能會帶來一些影響，特別是現在手機
其實蠻普遍的，因為在更早期沒有這麼多手機或
者是電腦遊戲的時候，我覺得相比現在來說，之
前的社會是比較安定一點。 

2) 現在媒體真的是太過腥羶色，報導的全都不是比
較溫馨的畫面。……（人權團體）一直在替他們
（加害者）講話，然後媒體又這樣一直在報
導……媒體讓我們覺得，報導沒有辦法去分辨是
對或是錯，他們（加害者）甚至會去學習，因為
他們覺得反正頂多就是這樣子而已也沒有差。 



各組座（訪）談內容交叉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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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共同焦點 
• 希望政府機關能同理一般民眾進入訴訟體
系的恐懼與無助，以及自主調查證據不易
的現象 

律師與當事人 

檢察機關訊
(詢)問時能
否適時安撫
與傾聽 

警察應
否於律
見時在
場觀看 

非被告之人
仍須律師在
場陪伴 

兩造在
庭上適
時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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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共同焦點 

里長 

檢察機關察覺民
眾的被害恐懼 

調查證據的責任
不應轉嫁給民眾 

擔心因對造閱卷、法
庭螢幕投影，暴露自

己身分與住處 

缺乏公權力下，蒐
集證據之困境 

犯罪被害人家屬與保護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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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共同焦點 
• 偵查檢察官與公訴檢察官對同一案件的銜
接問題： 

• 留意偵查階段與公訴階段，兩方檢察官對
於案情的掌握程度與證據調查方向的一致
性，以避免使當事人因不同階段的資訊落
差而無所適從，並生訴訟延宕的效果。 



32 

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分組焦點 
• 律師與當事人： 

1) 檢察機關之行政程序與裁量事項是否兼顧
同樣身為程序主體的當事人與辯護人？ 

2) 其他偵查機關是否無正當理由剝奪當事人
防衛權與律師接見權利？ 

• 收容人： 

1) 尊重其身為人的本質。 

2) 尊重於程序中，尚未定罪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身分，共同釐清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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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分組焦點 
• 里長：民眾對於檢察機關感受，多源自新
聞媒體報導之第二手素材，故於政策執行
上須加以留意。 

• 犯罪被害人家屬與保護工作者： 

1) 身分限制下協助檢察機關蒐集證據的難
題。 

2) 訴訟程序之協助與人身安全之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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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安全感受度－分組焦點 
• 里長： 

1) 在地經驗點出分租套房之犯罪問題。 

2) 無法藉由掌握里內人口脈動以事先預防犯
罪問題。 

• 犯罪被害人家屬與保護工作者 

1) 自新聞媒體感受到犯罪與教育、媒體的關
聯性。 

2) 需要能得知加害人刑罰執行與假釋狀態的
資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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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安全感受度－分組焦點 
• 犯罪被害人家屬與保護工作者 

3) 聲請補償金的行政程序與決定書面，之於
被害人與家屬的感受與不利益承擔問題。 

4) 加重刑責的訴求僅在結果層面，重點應為：
如何讓加害人於案發後，在符合法規與法
理的前提下，藉由輔導使其心生悔悟之情，
進而積極面對、修復被害人與家屬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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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的主體，是人 
讓制度的運轉更有人味，是關鍵 



請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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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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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輸入 

2.點選 

3.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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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輸入https://www.sli.do/，或上網搜尋：sli.do 

2. 請輸入序號：6695 

3. 請選擇題為「民眾對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與 

      社會安全感受度之調查研究」的討論區 

4. 敬請不吝指教，可以具名或匿名方式表達意見 

https://www.sli.do/
https://www.sli.do/
https://www.sli.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