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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圓滿的正義女神－

專訪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陳玉萍襄閱主任檢察官

對於陳檢察官的認識，始於108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得獎

專輯中的陳檢察官，如同鄰家女孩般綻放親切溫和笑容，難以想像

她在職場中的角色，是剛正不阿、打擊不法、實現正義的檢察官。

檢察官的形象不外是嚴肅、犀利、不苟言笑，但透過專訪，我們看

到了不一樣的檢察官。

陳玉萍襄閱主任檢察官：「希望案子到地檢署，都會被好好處理，而處

理結果也讓民眾可以理解並放下，這就是圓滿的狀態。」

從社會底層開始的人生

陳檢察官幼年生活辛苦，卻能積極樂觀、刻苦求學、充實自我

，並選擇了檢察官作為志業，勇於也樂於承擔挺身公義的護「法」

使者。令人不禁好奇，是怎樣的人生歷程，造就了這位開朗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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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藹親切，辦起案來卻是雷霆萬鈞、一絲不苟的檢察官。

陳檢察官娓娓道來：「我八、九歲的時候，母親就過世，家裡環

境不好，父親也沒有工作。當年高中、高職、五專聯招等各項升學

考試，都是分開報名，我連報名費都沒有，父親的觀念也認為女生

不用念太多書，所以我就沒有參加考試繼續升學。當時想，我只要

有一技之長就不會餓死，所以國中畢業後就開始工作，擔任印刷學

徒，邊做邊學，當時當印刷學徒很辛苦，整天站著，師傅沒讓你坐

，你自己不敢坐；師傅沒教你，你就自己在一旁默默看，能看到什

麼是你的本事。如果看不到，就是要繼續磨練。」

當年陳檢察官除了當學徒，還兼了很多工作，希望能多賺一點

錢改善家裡的環境。「哥哥、姊姊都已經開始工作，可以養活自己，

但我還有一個妹妹需要照顧，她還在念書。」陳檢察官帶著我們走

進時光隧道，「小時候我也曾被選入合唱團，但參加一兩天就退出

了，因為後續要買服裝，需要繳費，家裡無法供應，只能退出。因

為自己這樣的經歷，我不想讓妹妹和我一樣，有這種『不得不』的

遺憾，希望只要有機會，她都可以多方嘗試，試了之後才知道自己

擅長之處，也才有機會選擇是否繼續發展這項專長。」陳檢察官這

份遺憾，成了推動自己人生和妹妹成長的動力。

心田裡種下學習法律的種子

從一開始只求有一技之長的女孩，到後來成為拼命三娘般的檢

察官，生命中有何轉折造成巨大的轉變？陳檢察官提到，國中畢業

後開始工作，某天叔叔問起「你讀哪裡？」，當時靦腆的回答「沒有

」，叔叔以為是姪女覺得就讀的學校太差不好意思講，並不曉得姪

女其實是沒有繼續升學。叔叔知道實情後非常訝異，同時也伸出援

手，提供第一學期的學費，於是陳檢察官便在開南補校繼續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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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檢察官補校畢業後工作了幾年，某天突發奇想覺得，自己跟

國父一樣，都是生在11月，國父這麼偉大讓後人為他立銅像，自己

沒有少一隻手、一隻眼，跟國父先天上沒有不同，為什麼他被立銅

像紀念，自己卻在原地自嘆自怨。當時很單純的認為，國父可以，

我應該也可以，若不試試，怎麼知道？因著這個天真的念頭，已經

終止學業的女孩決定辭職去考大學。

「考大學時最想讀的是法律系！」為什麼呢？陳檢察官說了一

段往事：「小時候我們住在大伯家的房子，有一天媽媽在院子裡洗

衣服，我在外面玩耍，看見鄰居來找媽媽，他說有一包東西掛在我

家門口腳踏車把手上，不見了。他認為是我拿的，我告訴媽媽我沒

拿，媽媽相信我，卻向鄰居道歉，當時我心裡好受傷，也很氣媽媽

，不解她既然相信我，為何還要道歉，還跟媽媽大發脾氣。」檢察

官帶著遺憾說道：「長大後才明白，當時的環境、時點，媽媽不得不

道歉，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好對不起她！以前年紀小沒想太多，媽

媽也不會跟小孩講這些事，我只覺得太不正義、不公道。這件事是

一顆種子，讓我產生學習法律的念頭，這顆小種子一直放在我心裡

，慢慢萌芽。」

要不要試一試考大學？

還有一段小插曲，也影響後來的決定，陳檢察官說：「促使我

想升學念書，還有個轉機。我以前下課以後就是回家煮飯，等到開

始工作，沒時間交朋友，唯一的朋友就是我妹妹。有一次和妹妹在

校園附近外食，看到一群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應該是大學生，他

們突然哄堂大笑，我問妹妹，『我看起來跟他們一樣嗎？』妹妹回

答『完全不一樣』，她說我不會像他們這樣，有自己的朋友圈，也沒

有像他們那麼放得開，可以開懷大笑。個性加上成長過程的緣故，



4

妹妹說很少看到我像他們那樣大笑。我當時心裡想，我沒有認真去

念書，怎麼知道我念不好，也許我也能成為大學生。」

陳檢察官還透露了一個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公司要我送急件，

坐在計程車上，司機問我念那間學校，那時候我開南剛畢業，沒念

大學，我就回答他說沒有。司機突然要我記住他的名字，他鼓勵我

一定要念大學。這些片段、微小的事件，像種子一樣種在我心田，

心裡有一個聲音告訴自己，要不要試試看！」

不服輸的個性為自己設定目標努力向上

那個不曾開朗大笑的女孩終於決定辭掉所有的工作、兼差，準

備考大學。然而高職和高中的課程完全不同，沒有歷史、地理科目，

英文也很差，去補習班報名時，對方還再三確認這位報名者到底要

念高中班還是高職班。陳檢察官說：「我心想既然學費一樣，當然

選高中班。老師提醒我可能會跟不上，但我心想遇強則強，我一定

要上高中班。」

陳檢察官骨子裡有不服輸的個性，意志始終堅強：「當我周遭

都是強手，我會打拼；反之，我會以為已經夠了，容易鬆懈。我習

慣在生活上設定目標，如此結果雖不中亦不遠矣。年少時我設定的

目標是今年要賺多少錢，應保留多少存款。考大學時我設定第一志

願是政治大學，最後一個目標是文化大學。以我高職補校的背景，

後來果真考上文化大學。考研究所也是如此，我設定的目標第一個

是臺大，最後一個是文化，結果考上了文化大學。」文化大學在一

般人的眼中，或許不是最頂尖的學校，但陳檢察官卻以身為文化人

為榮，她感恩的說，「在每個階段，是文化大學給了我機會，讓我可

以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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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職場上的委屈滋養了包容心

「上大學後預計開始專心念書，我妹妹後來也念文化大學，不

包含生活雜費，光我們倆的學費一學期就要10萬元，我國中畢業工

作的存款就這樣用光了。大三只好又開始打工，有一年暑假，一日

三班制的工作，我就兼了兩班，剩下的時間只能用來睡覺。」

辛苦的工讀身影，彷彿歷歷在目，陳檢察官臉上仍然漾著笑容

談著來時路：「好不容易有念大學的機會，我認為放假期間，就應

該複習、預習課業，然而因為經濟壓力，那年暑假我沒辦法做到。

其實打工賺不了什麼錢，都是靠體力的工作，毫無技術性，任何人

都可以做，我卻花了這麼多的時間，那時候覺得好痛苦，幫人家洗

碗，打破碗被罵，心裡想賠錢就好，為何要為一個碗罵到臭頭。」

年少在職場上遭受委屈及挫折，滋養著一顆包容的心，陳檢察

官表示，這樣的經歷對於擔任檢察官很有幫助，因為檢察官的工作

常常要和爭吵、心懷怨懟的人接觸。陳檢察官回憶道：「我從事過

很多行業，當時只有國中學歷，能夠做的多是勞力性質的底層工作

，但我覺得很幸運，這樣的歷練讓我體驗不同階層的生活，更能了

解別人的心情，更能將心比心，站在別人的立場思考，我的心更寬

廣、更包容。我可以接受當事人覺得不平的觀點，因為我也曾感受

過不平，所以我大概可以體會當事人的感受。」

定目標、作計畫，讓生活有安全感

陳檢察官大學畢業本來沒打算考研究所，而是以國家考試為目

標，「從大三開始，每次的期中考、期末考，我都把它當成國家考試

在作答，我也清楚文化大學應屆畢業生考上公職畢竟較少，所以我

不敢跟別人說我要應屆畢業考取。為了避免參加國考過於緊張，我

要求自己把每次期中考、期末考當成國家考試全力以赴，後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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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研究所，也是把研究所考試當成國家考試來練筆。」陳檢察官

的實現目標的堅定意志以及敏於策略由此可見。

當時陳檢察官和妹妹在學校附近租了小房間，每天焚膏繼晷地

念書，可是法條背過又忘了，「我對自己很殘忍，還拿著法典往頭

上砸，自我懲罰，每天畫正字記錄念了幾小時的書，要求自己一天

要有 2個正字以上。」雖然還在大學修習學分上課，陳檢察官便已

規劃準備國家考試的讀書進度，她強調：「計畫很重要，會讓我的

生活有安全感。」

民國88年的司法官考試前夕發生921大地震，距離考試沒幾天

，因為停電，陳檢察官每天點兩根蠟燭念書，但那次沒考上，「印象

中好像差1到2分，沒有達到錄取標準，就表示自己能力還不夠。」

那年地震影響到很多考生，隔年1月加考了一次司法官特考，陳檢

察官就在加考那一次上榜。「與學長、學姐比起來，我算是很順利

了。國家考試需要融會貫通，但我有點死腦筋，不知那些才是重點

，乾脆就地毯式的讀書。」

嚴以律己：紮實念書，嚴謹工作

司法特考錄取率甚低，陳檢察官卻如願應屆就考取，我們請她

分享念書的訣竅，陳檢察官不藏私：「我認為體系很重要，書本的

目錄是其架構，考試時若遇到有點陌生的題目，就用目錄的架構思

考，我會想這個題目的上位概念、旁支、下位概念各是什麼？加上

相異點、相斥點等，用這樣的體系作答，即使真的不會，光寫完這

些就洋洋灑灑一篇了。」

陳檢察官還提到，有時書本的編排方式跟自己的理解有落差，

她會修改目錄，陳檢察官認為：「念了法律之後懂得邏輯思考，知

道可以透過演繹、歸納的方式協助記憶。讀書沒有捷徑，要念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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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實，考到任何點，都知道如何發揮。不是死背，而是全部融會貫

通！」雖然地毯式的念書很辛苦，但個性使然，這種態度一直延續

到擔任檢察官，仍是認真工作，「我不會在不知道事情的全盤狀況

下，輕易結案。」

陳檢察官提到，檢察官的工作需要嚴謹的個性，加上現今社會

要求公務員做事要又快又好，她也總是這樣自我要求，所以經常廢

寢忘食的工作，但如此一來犧牲的是生活品質。「我近來開始反思

，這種個性在某些方面其實是缺點，應該要適度調整，不可能凡事

均事必躬親，一定要懂得分工與合作，這是很重要的工作態度。」

仔細耐煩不退縮，辦案不查個水落石出絕對不罷休

若要說辦案的經驗，以陳檢察官的歷練，應該有一籮筐的故事

，她提到了前立委破壞國土案，完全是誤打誤撞，不小心就將小案

辦成了大案。她說到：「地檢署的案子很多，一個檢察官每月分到

將近100件，在量這麼多的情形下，其實檢察官並沒有時間去主動

挖掘所謂的重大案件，但主動發掘是我的興趣，不一樣的案件會讓

我覺得很有趣，承辦過程中會有成就感。有些事你不查，怎麼知道

有沒有問題？如果挖出來發現有問題就繼續辦，如果沒問題就自己

默默結案。」

「處理本案也是類似的情形，它就是一般的輪分案件（編輯按

：經由地檢署「電腦輪分系統」決定承辦檢察官），類似案件很多，

過去大多不起訴，但我審理中隱約覺得有問題。嫌犯在開庭時與在

警局受訊問時，供詞不一，所以我就想查查看。」陳檢察官心想，

這種案子警察不可能違法取供，從案卷中也看不出有什麼大問題，

她說，「既然嫌犯不承認，我就盡力去查，安排去看現場，到了現場

，才發現土地開挖情形相當嚴重，看起來並不是第一天開挖，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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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一段時間了。詭異的是，整片土地很大，挖土機、貨車就停在

那邊，但是都沒有人，如果沒有開挖施工，挖土機、貨車不應該在

那裡，應該是有人通報檢察官要去看現場，人就撤光了。」這種情

形很不尋常，陳檢察官繼續追查，查了很久、也調閱那塊地附近的

案子，才發現之前都是不起訴處分，破壞土地的人大概是認為檢察

官查不到，沒有直接證據，被逮到的人只要否認到底，地檢署也沒

轍。

陳檢察官未就此放棄，「這種案件如果只處理逮到的現行犯，

罪刑很輕，但沒有意義，因為土地仍然被亂挖，必須找到幕後的犯

罪集團，才有可能一勞永逸根本解決。」陳檢察官於是調閱有關這

塊地的所有卷宗，抽絲剝繭細細研究，經過比對，發現涉及這塊土

地的相關案件，付保證金的人有關連，律師之間有關連，開挖的車

輛所屬車行也有關連，表示一定有更高層的人士參與，經過一連串

追查，才發現幕後的藏鏡人是位前立委。

回想當時辦案過程，陳檢察官說：「我就是慢慢地查，發現土

地移轉很複雜，地號非常繁雜，要逐筆比對，後來查到這個集團還

有涉及證交法的其他案件」，因為要向法院聲請搜索，必須讓法官

了解這個集團相當龐大，陳檢察官還自己畫了一個組織圖。當時她

搜索了數個據點，「搜索時沒有找當地警察分局協助，畢竟嫌疑者

在地方根深蒂固，有一定的影響力與人脈，為避免風聲走漏，就直

接動員地檢署的事務官，當時動員了好多人，對於當時協助本案的

事務官，真的很感恩。」我們忘我的聽著精采辦案推理鬥智過程，

一邊讚嘆陳檢察官的毅力與敏銳。

「當時有一個很能幹的中間人，是逾期居留的大陸人，必須抓

到他才有直接證據，但我們完全沒有他的長相、身高等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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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立委家裡時，搜到一張入境申請書之類的文件，這份申請書上

只有姓名和大頭照，其他資料都沒有，為了找這個人，只好透過刑

事局幫忙，經由各種通聯紀錄的追查，知道他跟誰常通電話，以及

通話活動範圍等，相關的通聯紀錄密密麻麻。」在陳檢察官協同辦

案人員努力不懈下，終於追到關鍵人物，再由警察調閱監視器，發

現固定出現的車輛及行駛路線等，透過層層的線索，好不容易找到

有利的證據，最後順利起訴。陳檢察官表示，很感謝協助本案的警

察，他們都是長期合作辦案的夥伴，願意幫忙，她感懷於心。

將心比心，檢察官處事也可以圓融

陳檢察官91年分發到地檢署任職，一路走來歷練了不少工作，

陳檢察官說：「我做事很專注，全心全力投入，好處是較易發現問

題，但壞處是忽略其他事情，觸角不夠廣，擔任檢察官的我不太關

心人的部分，全神貫注在案件的處理。」陳檢察官100年到司法官

學院當導師，工作內容不再是處理案件，而是輔導即將步入同樣職

場的司法官特考錄取人，「我發現這是很好的歷練，讓我把對案件

的關注提升到不同的層次，過去我會體諒當事人，但當了導師後，

才發現自己所謂的體諒還是不夠深，以前自認比其他檢察官更具同

理心，後來卻發現自己不夠關心人，與人的互動不足。」

檢察官說：「在司法官學院看到學生煩惱，心想這點小事也能

讓人煩惱到吃不好、睡不著？但其實每個人對事情在意程度不一樣

，我體會到將心比心，儘量不要把自己的理解套用在別人身上。」

又有一次，陳檢察官胞兄被傳喚出庭，她認為這只是小事，不會怎

麼樣，只覺得哥哥看起來有點緊張，結束出庭後哥哥卻說緊張得胃

快痛死了！「我才恍然了解，原來當事人在庭下那種忐忑不安的感

受是很強烈的，我自以為已經可以將心比心，其實還是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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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檢察官認為，檢察官在第一線與人接觸，你願意為當事人著

想，樂意站在別人的立場思考，事情便會產生「做得對」與「做得

好」的差別。例如要訊問當事人，最常見是發傳票請人過來，此外

也有其他選項。假如當事人住在高雄，小孩很小，家裡沒有其他親

人可以幫忙照顧，當他收到傳票還要帶著小孩從高雄北上、在接受

訊問時小孩要由誰照顧？「這些對當事人的種種不便，其實可以透

過其他方式解決，如利用遠距訊問設備，只要請當事人到高雄地檢

署，帶著小孩也可以。」陳檢察官再舉一個較極端的例子，「如果是

臥病在床無法行動的人士，檢察官發傳票要你來，若無合理理由而

不來，檢察官可以拘提。雖然合法，但合情理嗎？其實檢察官也可

以過去問當事人，並無法規限制我不能去。在合法的範圍內有很多

的選項，但如何能花費較少的社會成本，還能讓當事人覺得最自在

，需要檢察官帶著同理心思考後抉擇。」

讓當事人充分表達、充分了解

陳檢察官承認自己是個性很急的人，但現在她會提醒自己不要

急，要沉得住氣，事緩則圓。她說：「我不喜歡拖泥帶水，但我現在

了解一定要耐煩，必須克服急性子。如果我半天排10個案件開庭，

當事人只能講10分鐘，我們一急，態度就不太好，會讓當事人覺得

你只問你要問的。後來我開庭時間都安排得比較寬鬆，寧願花多一

點時間開庭，讓當事人可以完整地表達。」

陳檢察官提到某個案件的被告被她起訴，後來卻寫了卡片來謝

謝她。這位被告被前夫提告偽造文書，檢察官在開庭時讓她充分說

明，被告放心吐露辛酸委屈，檢察官告訴她，雖然了解她的狀況，

但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已經達成，還是必須起訴。陳檢察官提到當

時的情況，「我希望法官能夠處輕刑，我情感上覺得有一點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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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情感上她很可憐，但在法律上，她確實站不住腳，當時我也

怕自己被情感帶著走，仍然依法起訴。後來收到她的卡片有點驚訝

。她謝謝我願意讓她傾訴。」在收到這位被告的卡片後，陳檢察官

釋懷了，因為她明白，不管有罪無罪，這位被告都不會想再爭執，

法律規定如此，被告也了解檢察官為什麼要起訴她，她不會帶著不

平面對後續的司法程序。

陳檢察官說，「我開庭一定讓當事人了解他為什麼要出庭；如

果起訴，也會讓當事人清清楚楚知道原因，不會讓當事人不明不白

就離開法庭。對證人也是如此，有些人收到證人傳票會很緊張，我

會告訴他們不要緊張，讓他們知道是來幫忙釐清事實的，並且謝謝

他們。」有些證人是阿嬤、小孩，為了要讓他們能理解，陳檢察官

會用臺語和他們交談，原本臺語不太輪轉的她，透過一次次的開庭，

慢慢把臺語練好了。

走過近二十年仍熱愛檢察官工作

陳檢察官透過職場工作看到人生百態，當年司法官結業分發時

，以她的性格，同學們都覺得她會選擇擔任法官，當時她也這麼覺

得，後來因為個人因素，選擇擔任檢察官，剛開始還有些猶豫，但

走過近二十年，陳檢察官說：「我還是好愛檢察官這份工作，我很

幸運可以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也因為如此，陳檢察官一直秉持

堅持與負責的心態工作。

陳檢察官講了一個她剛分發到地檢署的小故事，自覺是很好的

機會教育：「有一個案子很簡單，我做好不起訴處分後送到主任辦

公室，書類裡有一張手寫字跡的紙條，主任問我這是什麼？我說我

也不知道，這應該不重要。主任當場表示『有不知道的東西在卷宗

裡，竟然就結案！』後來我弄清楚那張紙條的來龍去脈，結論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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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不起訴，但這件事給我一個教訓，經手的東西，都應該要清楚

，你以為不重要，其實是你不清楚，而不是真的不重要，必須弄清

楚以後，才能說重要或不重要。」

她說：「當檢察官的自制力要很強，國家給我們的權力很大，

一定要時時反省，而且這個職場不太會有人跟你說這樣不對，因為

沒人想被誤會意圖左右辦案方向，所以通常不會有人告訴你做錯了

，一定要自己小心謹慎，我也會擔心是否做錯了，只能常常自我檢

視。即使有人告訴你，你也要獨立判斷對錯。」除此之外，陳檢察

官特別提到當檢察官體力、身體健康也很重要，因為工作繁重，有

時候必須通宵達旦，體能維持是這行必備的條件。

陳玉萍襄閱主任檢察官：「我還是好愛檢察官這份工作，我很幸運可以

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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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翻轉公眾對檢察官的印象

談到檢察官給公眾的印象，陳檢察官無奈地說：「『有錢判生、

沒錢判死』這種說法一直困擾我，剛入行時親友也會這麼說，經我

反駁長輩們卻更質疑。後來我就改以舉例說明，當他們對案件有疑

義，我會讓他們感受過去的謠言或刻板印象是不存在的。」

陳檢察官強調，檢察官工作如此辛苦，卻一直無法扭轉大眾的

印象，一萬件中可能只有一件執法過程不當引起爭議，但其他 9999

件的辛苦成果卻被忽略。她只能以身作則，在自己接觸的每一個個

案中儘量做好，讓當事人了解，也希望檢察官正面的形象能散播。

這也是當初臺北地檢署願意接受邀請拍攝網路節目「一日檢察官」

的原因之一，希望拉近與民眾的距離，讓民眾不再覺得檢察官很遙

遠，能了解檢察官的工作型態與繁忙情形，讓民眾知道有正常管道

與方式可以和檢察官溝通。陳檢察官堅定的說明，「雖然單一個案

無法直接反轉民眾舊有既定的觀感，但只要是我接觸的個案，我會

避免讓民眾有不好的印象，希望藉此慢慢往正向發展。」

陳檢察官也說，「宣導業務其實不是檢察官的本職，但如果有

法律宣導工作，我都會儘量參加，剛開始我很抗拒，因為我不喜歡

上台，後來我卻勸別人多參加，畢竟一般人的法治觀念不是很夠，

就是因為不了解才會對檢察官有錯誤的觀念，如果多作法律宣導，

不管對象是教師、大學生，只要台下聽眾有一個聽進去就夠了。」

陳檢察官舉例：「性侵案件令人同情，但若證據不足，還是無

法起訴。」透過法律宣導，可以讓大家知道檢察官面對的限制，「以

前我都會出去宣導，而且還鼓勵學弟妹們儘量參加，不要嫌煩，不

要覺得這不是辦案就不想去。能讓更多的人有法治觀念，了解檢察

官的限制，我覺得滿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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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檢察官微笑的說：「我能做的只有這樣了，雖還不足以翻轉

公眾對檢察官的印象，但我相信慢慢地，這種批評的聲音會越來越

少，尤其每年都產生一批年輕的司法官，大家努力做事，多一些正

向的案例，還是有改變的可能。早期有些不好的例子，是極少數，

以前這個體系容許存在這種現象，但現在環境已經不同。」

籌劃法律宣導行銷影片締造高收視紀錄

我們專訪陳檢察官前，已經看過網路上人氣超旺的影片「一日

檢察官」，據悉這支影片播出短短4天半，觀看次數就破百萬，創下

司法史上法律宣導節目收視最高紀錄，在影片中屢次看見「學姊」

陳檢察官的身影，採訪小組當然要請學姊談談「從影心得」。

陳檢察官略帶害羞的侃侃談起：「這是個機緣，製作單位主動

探詢地檢署的意願，一開始我們也猶豫，擔心外界觀感認為不夠莊

重。」她澄清自己不是主角，「我擔任幕僚工作，負責和製作單位協

調溝通。」拍攝期間地檢署和製作單位雙方不斷溝通、開會，討論

編排、場景、設備，希望能真實呈現檢察官的工作實況，讓外界一

探究竟，然而地檢署有很多工作內容不宜真實入鏡，因此只能把情

境表演出來。「比如說外勤部分，不可能在真實有人死亡的情形下

，帶製作單位拍攝檢察官相驗的實況；內勤部分，偵查不公開，訊

問人犯的過程也不可能拍。所以整個拍攝過程，需要調動很多的資

源，相當繁雜細瑣。」

陳檢察官表示，當時評估是否接受拍攝任務也很掙扎，如果接

受，勢必在本務之外多花許多時間與精力籌劃，不免思考是否有必

要？「我之前沒看過這個節目，在考慮時看了幾集，覺得很不錯，

非常接地氣，應該是很好的行銷方式，既然人家主動找我們合作，

也不花錢，怎能不把握機會？所以後來地檢署決定同意拍攝。」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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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統籌本案所有規劃工作，包含事前接洽與拍攝細節，非常辛

苦費神，但她認為這是個很好的經驗。

鑑於民眾多不清楚檢察官工作內容，規劃腳本時便決定表現檢

查官主要工作項目，原本考量拍攝不便打算拿掉相驗項目，但陳檢

察官認為這是檢察官工作重要的部分，卻有很多人不知道，透過溝

通，才讓影片兼顧檢察官工作的真實樣貌及拍攝便利。影片在網路

上的高點閱率堪稱是最成功的全民法律教育，陳檢察官欣慰的說，

影片引起的廣大迴響讓她鬆了一口氣。陳檢察官期待透過影片降低

檢察官工作的神秘感，民眾可以減少一些錯誤印象。

期許檢察官的工作能圓滿

法官、檢察官社會地位高，司法官特考每年吸引法律學子前仆

後繼投入，身為資深前輩的陳檢察官對檢察工作有何展望？期盼新

血加入後為職場帶來何種風貌？聽到這個問題，陳檢察官脫口而出

「圓滿」兩字。她解釋，「其實檢察官工作的困境是－案件最後的

結果，一定有一方不滿，甲告乙，檢方起訴乙，乙方不服；檢方不

起訴乙，甲方不滿。」即便最後法院判被告無罪，他也不一定服氣

，反而質疑當初檢方浮濫起訴。陳檢察官不諱言地說：「檢察官的

案件太多，實在很難精緻處理每一個個案，這是比較可惜的。如果

將來人力、經費許可，希望檢察官都能把案件處理得圓滿，讓被起

訴的人能知道為何被起訴，讓雙方對於爭執的事件為何這樣處理可

以理解並且放下。」陳檢察官也盼望入行的新血，能認同這樣的態

度。

畢竟地檢署已是最後一道關卡，雙方會來到地檢署，表示之前

在法院以外的調解及溝通都不成功，已經撕破臉，但檢察官在處理

案件時，可以思考如何讓雙方放下，並嘗試耐著性子告訴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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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方會儘快處理，同時規勸當事人不要一直放在心裡。陳檢察官期

待檢察官能讓人民信賴，「案子到地檢署，都會被好好處理，而處

理結果也讓民眾可以理解，這就是圓滿的狀態。」

深刻感受檢察體系留才困境

檢察官、法官受訓分發後就各自在選擇的體系任職，對於每個

人的選擇，陳檢察官並無特別想法，但看到優秀的現職檢察官轉任

法官，心裡很沉重，檢察官職場環境資源不夠，常常爆肝工作，實

在無法期望優秀人才留下來，當看到有人要離開檢察體系，她的感

受特別深刻，「畢竟法官的設備、待遇與環境的確比較好，不管是

機關層級或是一般民眾尊崇的程度，都不一樣，雖然我們是同一考

試出身，但客觀上不可否認的是檢察官的資源確實比較少。」

陳檢察官在司法官學院擔任導師時，學員們問她要選檢方或院

方，「我只會告訴他們我當檢察官的快樂或痛苦，雖然喜歡這個工

作，但過程中難免參雜成就感與失落。相較之下，法官的工作比較

靜態，沒有太多高低起伏。」

陳檢察官說：「在職場上我也曾有過低潮，自己不小心捲入紛

擾，疲累不堪，那時想轉調院方。後來反覆思考自己到底是無法忍

受痛苦夾著尾巴逃走？還是想挑戰院方不同的工作？這是我第一

次動念想轉任，在思考後，發現是自己抗壓性不夠，無法面對困境

，尚待磨練，所以我決定留下來。」

陳檢察官笑著說，曾看過文章寫到諾貝爾獎得主都比較長壽，

「得獎者獲得肯定，心態上比較健康，壽命自然較長。如果認真做

事一直未獲肯定，很難有動力繼續努力。」若僅以公平正義為理念

，要求檢察官任勞任怨，她覺得太空泛了，也不符合人性；倘若檢

察體系的升遷能暢通些，檢察官們對自己的辛勞付出或許心理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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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也比較能留住人才。

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妹妹也是好朋友

雖是正式的專訪，但陳檢察官真誠親切知無不言，猶如好友相

聚輕鬆暢談，讓我們更了解檢察官的日常，也對她萌生憐惜，嬌小

瘦弱的她擔任襄閱主任檢察官，工作量大、又常常宵旰勤勞，長時

間埋首卷宗忘了吃飯，令人不禁好奇，生命中是否有賴以支撐的肩

膀？

陳檢察官坦承因為工作性質的緣故，人際交往較封閉，較少跟

不同群體的人接觸，「妹妹是我帶大的，小時候，我好像扮演媽媽

的角色，她的家長會都是我參加、簽名的；長大以後，我掉眼淚都

是她安慰我，我最痛苦的時候，也是她陪我走過來，我考上司法官，

第一個想分享的人就是妹妹，對我來說，她是妹妹，也是我的好朋

友。」陳檢察官說自己吐露心事的對象是妹妹，「以前我從不在妹

妹面前掉眼淚，因為我自認是長輩，她是晚輩，我是她的榜樣，怎

可掉眼淚？」當妹妹對她說，「要不是有你，我的人生不會這麼正

向樂觀，因為我知道你永遠都在身邊」。這番話讓陳檢察官不禁感

動落淚，姊妹從小相依為命，長大後互相倚靠，妹妹是她人生最重

要的支柱，很多時候工作煩悶心情不好，在妹妹勸說開導下就釋懷

了，整個人也豁然開朗。

除了妹妹，陳檢察官感懷人生旅程中也幸運受到許多貴人的恩

惠，集合許多人的幫助，才有今天的自己。工作忙碌的她，沒多照

顧自己，本想用力燃燒完此生就好，「但妹妹和我約定我不能比她

先走，她會難過。為了妹妹這句話，我要好好照顧身體。」在剽悍

辦案的鋼鐵外表下，陳檢察官的內心還好有妹妹的撫慰得以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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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媽媽的想像也是一種依靠

陳檢察官辦公桌上擺著媽媽的照片，當我們問起，似乎觸動她

內心柔軟卻遺憾的部分，早逝的媽媽也是陳檢察官生命中的重要依

靠。「長輩都說，媽媽有一張年輕時的照片就像現在的我，媽媽早

走是我一直以來的遺憾，她的個性、形象其實是我描繪、想像出來

的，例如我覺得我要堅強，因為我覺得媽媽很堅強。」

陳玉萍襄閱主任檢察官辦公桌上擺著媽媽的照片，在我們詢問下，她特地取

來給我們看看。

因為這樣的遺憾，陳檢察官把對媽媽的愛，轉移在爸爸身上，

檢察官豁達的說：「照顧爸爸不是孝順，是不想再有遺憾，我也不

認為照顧長輩需要勉強，我有能力，我就做。」

家人的關懷是消除疲勞的特效藥

陳檢察官的妹妹已經結婚有自己的家庭，無法像以前一樣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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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伴身旁，妹妹也知道她忙，所以隔三差五就讓外甥們視訊連線通

話，給她關心打氣，但每次視訊時她幾乎都還在辦公室加班。在我

們專訪前有個三天連假，陳檢察官「循例」加班，她笑著說，「放假

前已經連續加班好幾天，身體很疲累，所以放假第一天加班後，第

二天就休息到中午，第三天又去加班，妹妹的孩子剛好來臺北，對

我說：『小阿姨你都在加班，沒有加班就在睡覺。』」童言童語聽的

我們也哈哈笑，由此也可見陳檢察官工作辛勞之一斑。陳檢察官內

疚地問外甥們，「小阿姨都沒有時間陪你們，你們會不會覺得小阿

姨不愛你們啊？」小朋友貼心的回答「小阿姨工作時間那麼長，當

然需要睡久一點了。」

我們心想，還好有這強大後盾支持著勞心勞力的陳檢察官，否

則我們也心疼！陳檢察官滿足地說，「我只要看到妹妹跟孩子們的

照片，心情就很好。」

訪談的時間過得飛快，倏忽兩小時，襄閱主任檢察官辦公室外

頭一陣騷動，傳來熙熙攘攘人群窸窣的說話聲，陳檢察官解釋，此

時是她和媒體約好的見面時間，媒體朋友們已在門口守候。編輯群

意猶未盡，但不敢打擾她的既定行程，一邊走出辦公室，一邊望著

眼前這位仰之彌高，卻笑容可掬像春風一樣的檢察官，就像朋友一

般，叮囑她記得吃飯、好好照顧自己，並真心祝福她身體健康、工

作順利。

(採訪者：考選部陳玉貞、王詩慧、陳靜蘭，攝影者：王詩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