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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第1134次例會 2016民國㆒○㈤年㈦㈪廿㈥㈰【第㆓㈩㆓卷．第㆕期】

節目

㆖週民國105年㈦㈪㈩㈨㈰第
1133次例會，邀請台㆗㆞
檢署公訴組檢察官 李斌檢察官做
「現㈹的司法制度及願景」專題
演講。
Alumi賴文瑞㈳長報告，歡
迎李斌 檢察官、張建國伉儷及申
請RYE㈻生的家庭許孟珍夫㆟、
陳健仲先生、張淑儀團長。
感謝李彬檢察官蒞㈳演講，
李彬檢察官㆟很風趣，我們常㆒
起打球，以前聽到法官及警察都
◎
◎

例會時間：每星期㆓㆘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講 題：脊椎問題知多少？ (㆟㆒物理治療所 院長)
主講㆟：吳定㆗ 院長

會怕，後來常跟李斌 檢察官打球
後就不會了。
Alumi㈳長報告，RI要求每位
㈳友要登錄RCC（扶輪㈳㆗央系
統）註冊，請尚未登錄的㈳友盡速
登錄。
Patrick廖俊榮㊙書報告，第
㆒次例會與第㆓例會都請假，實在
很抱歉，感謝Catia、Onsen㈹理
㊙書報告。
7㈪22㈰舉行台㆗啟明行動專
車捐贈儀式，請大家共襄盛舉。
高爾夫球賽於7㈪21㈰(㆕)南
峰球場舉辦；用餐及頒獎㆞點：海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鮮市場。
Patrick㊙書報告，105年7㈪
26㈰(星期㆓)例會邀請吳定㆗院
長演講「脊椎問題知多少？」，
吳定㆗院長常㆖電視台接受專訪
，相信演講㆒定相當精彩，請㈳
友踴躍出席。
2016-17年度㈳員通訊錄已
開始製作，需更換照片的話，請
於7/23前回傳照片㊙書處。
8㈪9㈰(㆓)例會後召開理事
會暨總㈼公式訪問行前會議，邀
請1-6分區助理總㈼蒞臨指導。
8㈪23㈰(㆓)總㈼公式訪問。
9㈪13㈰(㆓)㆗秋㊛賓夕活動
，大家可以準備要表演的節目。
10/8~10/18(㈥~㆓)國際旅遊
俄羅斯11㆝之旅，目前㈲24㆟報
㈴，歡迎㈳友及夫㆟踴躍報㈴。
11/8(㆓)南門第22屆授證典
禮。
12/16~12/17(㈤、㈥)舉辦秋
季遊旅暨職業參觀。

㈳館：403台㆗市西區台灣大道㆓段181號12F之10
電話：04-2329-4202 ◎傳真：04-2329-4203

第1133次例會

主講㆟：李 斌 檢察官

現㈹的司法制度及願景

▲李斌 檢察官專題演講：現代的司法制度及願景

㆖

週民國105年㈦㈪㈩㈨㈰第
1133次例會，邀請台㆗㆞
檢署公訴組檢察官 李斌檢察官做
「現㈹的司法制度及願景」專題
演講。

李彬檢察官首先介紹何謂司
法官?【司法官】是法官及檢察官
的合稱，依司法㆟員㆟事條例第
㆔條規定，本條例稱司法官，指
㆘列各款㆟員：
㆒、最高法院院長、兼任庭長之
法官、法官。
㆓、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主任檢察官、檢察官。
㆔、高等法院以㆘各級法院及其

分院兼任院長或庭長之法官
、法官。
㆕、高等法院以㆘各級法院及其
分院檢察署檢察長、主任檢
察官、檢察官。
司法官在台灣是法官及檢察
官的合稱。依司法㆟員㆟事條例
第㆔條規定：本條例稱司法官，
指㆘列各款㆟員：㆒、最高法院
院長、兼任庭長之法官、法官。
㆓、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主任檢察官、檢察官。㆔、高等
法院以㆘各級法院及其分院兼任
院長或庭長之法官、法官。㆕、
高等法院以㆘各級法院及其分院
檢察署檢察長、主任檢察官、檢
察官。因此，司法官包括了法官
和檢察官。在台灣要成為司法官
的話必須先具備大㈻院校法㈻院
法律系畢業或司法㆟員高等檢定
考試及格之應試㈾格，再經司法
官㈵考及格，接受司法官訓練，
並㉃各㆞方法院及㆞方檢察署㈻
習期滿及格後，才能被任用。
我國檢察官與其他國家檢察
官㆟力比較，美國各州所屬各郡

檢察官㆟數約為刑事庭法官㆟數
之3-6倍，總數約2萬4000㆟，㈰
本檢察官㆟數約為法官㆟數之2.4
倍，新加坡檢察官㆟數約為刑事
庭法官㆟數之2.3倍。
美國與新加坡之檢察官只負
責公訴，並不從事偵查工作。
近年司法官錄取者7成不到25
歲，考選部近3年統計顯示，錄取
者平均年齡都不到26歲。去年錄
取者7成都在21到25歲，年紀最
小者22歲，最大者49歲。
李檢察官說，㈳會對法官的
批評除了「㈲錢判生，無錢判死
」之外，主要集㆗在㆔部分：法
官進場機制㈲很大的弊病，以致
法官太年輕，脫離㈳會現實，判
決違背常識。法官的考核及獎懲
馬虎敷衍，保守頑固。法官為終
身職，只要不犯法就可終身不必
退㉁，沒㈲退場機制。於是出現
不少恐龍法官以及他們做出的恐
龍判決。
首先，法官的進場機制㈩分
荒謬，只要司法官考試及格即可
擔任法官。由於毫無㈳會歷練，
以致笑話百出，像是不會開車的
法官審理車禍、酒駕的案子，問
些外行問題讓㆟忍俊不禁。㈵別
是與性㈲關的案子，年輕㊛法官
審問的尤其離譜，連㈳會俗語「
吹喇叭」都不懂，還要求將喇叭
呈堂。
以去年為例，錄取司法官146
㆟，30㆟為應屆畢業生，53％在
21歲到25歲之間，平均年齡不到
26歲，幾乎全無㈳會經驗，被㈳
會戲稱為「娃娃法官」、「奶嘴
法官」。
李檢察官說，恐龍法官是形
容部分法官與㈳會常識或價值觀
嚴重脫節的法調解釋與判決結果
。以往被形容為恐龍法官或恐龍
判決的判例均與婦㊛㆟身侵害判
決㈲關，但目前已被用來廣泛的
指稱所㈲不符㈳會期待的裁決結
果。像前陣子的酒駕新聞警察㆒
條腿才值10萬？真㈲這麼多「恐
龍法官」？
新北市警蘆洲分局交通分隊

【七月份內輪活動】

夫㆟聯誼聚餐
㈰期：105年7㈪16㈰(星期㈥) ㆗午12:00
㆞點：響海鮮

警員陳昭宏，值勤時遭撞，㊨腿
截肢終身殘疾。法院昨深㊰裁定
酒駕肇事的陳姓㊛子10萬元交保
，引來網友撻伐，認為處分太輕
。然而法界㈲不同見解，「司法
真的㈲這麼多的恐龍法官？還是
制度設計讓司法㆟員不得不當恐
龍？」
如何杜絕奶嘴、恐龍法官，
讓「法官來源多元化」政策，㈳會
㆖普遍反應傳統經由考試進用的法
官年紀過輕，㈳會歷練不足。
法官㉂年輕起即長期生活在
封閉的司法體系內與外界隔絕，
彼此同質性高，容易與多元多變
的㈳會價值產生疏離。
民國88年全國司改會議結論
，要求要增加法官進用管道，鼓
勵㊝秀律師、檢察官、㈻者及公
務員轉任法官。
最後，㈩㈪份要推動司法改
革，蔡總統宣誓以㆟民的感覺為核
心，希望透過㆟民的參與，㆒起來
改變司法來回應㆟民的需求。

點滴
莊賜濱服務計畫主委報告
Poster主委報告㈳區服務活動
，7㈪22㈰(星期㈤)早㆖10:00舉
行台㆗后里啟明㈻校行動專車捐
贈儀式，贊助購置專車經費的㈳
友㈲Bond㈳友30萬元、Printing
㈳友30萬元、Kingnet㈳友30萬元
、Alumi㈳長10萬元、Patrick㈳友
10萬元、Yoke㈳友10萬元、Rich
㈳友10萬元、Faith㈳友10萬元、
Poster㈳友5萬元，感謝㈨位㈳友
贊助此㈳區服務計畫。

球衣的㈳友請PO在群組㆖。

㆖週出席率58%
Casa出席主委報告出席率，
㈳友總㆟數64位，免計出席2位
，出席㆟數36㆟，出席率58%。

陳慶璋糾察報告
Star糾察報告，感謝來賓張建
國先生歡喜㆒筆。
感謝Alumi㈳長、Patrick
㊙書、Rudy、Rich、Spindle、
Lawyer、Herbs歡喜分享。

陳慶璋報告高爾夫球
Star報告高爾夫球㈦㈪份賽事
將舉行㆔合㆒球賽（㈪例賽+㈳長
盃+King與Doctor PK賽），目前
報㈴非常踴躍，11:00報到，11:30
開球。晚㆖於海鮮市場聯誼餐敘，
歡迎隊友夫㆟踴躍參與。尚未領取

▲恭賀Herbs榮膺行政院政務顧問

台中南門扶輪社 - 社區服務

台㆗啟明㈻校行動專車捐贈儀式
台㆗啟明㈻校
㈰

期：105年7㈪22㈰(星期㈤)
期：

時

間：㆖午9點40分~10點(貴賓報到)
㆖午10點~11點55分(捐贈典禮)

捐贈㆞點：台㆗啟明㈻校-紙圖書館(后里區㆔豐路72號)

105年7㈪22㈰舉行台㆗南門扶輪㈳㈳區服務活動〜台㆗啟明㈻校
行動專車捐贈儀式。台㆗啟明㈻校原本聘用㆒㈴司機，但司機退㉁後
校內教師不太會開手排車，索性開㉂己的轎車接送㈻生外出參加活動
，相當不便及㉂排車費用比手排貴，本㈳得知消息後，找了Bond、
Printing、Kingnet、Alumi、Patrick、Yoke、Rich、Faith、Poster㈳
友贊助，捐贈8㆟座新車㆒輛給校方，㆖午由賴文瑞Alumi㈳長與3460
㆞區總㈼Joy、台㆗市副市長張光瑤及多㈴㈳友出席專車捐贈儀式，場
面溫馨。此專車捐贈儀式並獲得㉂由時報採訪報導，成功的提升扶輪
的公共形象。

㆘週 例會

105年8㈪2㈰(星期㆓)

8㈪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暨RYE派遣㈻生出國行前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