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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係落實與推動刑事政策及檢察行政政策之重

要機關，更在規範所屬檢察機關行政作業與整合辦案資源上扮演

重要角色。而在偵查業務方面，臺灣高等檢察署本於檢察一體原

則，依法督導案件辦理，以確保辦案品質及效能，守護法秩序之

公平正義，發揮檢察官公益代表人之角色功能，故臺灣高等檢察

署為檢察體系健全運作之重要樞紐。

臺灣高等檢察署自創署以來，隨著時代演進，歷經數次組織變革，為因應社會

環境變遷，強化督導功能，精進各項辦案資源，精緻化檢察行政作業流程，在此遞

嬗過程中，為臺灣司法史留下極為寶貴的資產。臺灣高等檢察署為呈現與時俱進之

成果，期達傳承經驗、鑑往知來之效，特編纂臺灣法鑑一書，依循歷史軌跡，收集

留存珍稀檢察史料，記錄檢察制度及機關發展沿革、重大案件紀實、司法保護推動

等事蹟，同時展現剛性司法的公益與柔性司法的關懷，末以展望為結語，承先啟後，

為後人開啟一段新里程。

蔡英文總統於 2020 年 5 月 20 日連任就職演說中表示「…未來，臺灣更要和

國際進一步接軌，我們將在雙語國家及數位領域上，培養更多的本土人才和菁英，

讓產業有更強的國際競爭力…」。在全球化浪潮下，擁有國際溝通能力與國際化視

野，為提升國家競爭力關鍵，臺灣高等檢察署特以中英文雙語撰述臺灣法鑑一書，

以與國際接軌並呼應國家雙語政策，更為將來日益頻繁的國際交流奠下基礎，促進

檢察業務國際化。值臺灣法鑑中英文版付梓之際，共襄美舉，特此為序。

法務部部長



西班牙文學家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曾

言「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時間抗衡，把遺聞舊事保藏下來；

它是往古的跡象，當代的鑒戒，後世的教訓」。臺灣高等檢察

署體認「鑑往知來」，將創署至今之歷史，刻書於典籍，編撰

成冊，客觀重現過去軌跡，彙整前人智慧；亦觀現今各類事務

走向全球化，犯罪偵查業已跨越國境籓籬，國際司法互助日益

頻繁，我國既為地球村成員之一，自不能置身於外，為與國際接軌，特以中英文撰述出

刊，與世界各國分享臺灣高等檢察署傳承經驗、研案究理歷程，進而提昇我國司法機關

國際形象，個人認為極具價值與意義。

觀此部署誌內容，除保留許多珍貴歷史圖文，主要包含回顧檢察制度百年發展、編寫

機關組織與業務、概述所屬檢察機關發展歷程及重大案件，得以具體展現我國檢察機關

發展縮影及檢察業務之主軸。此刊另就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運作現況為紀錄，顯示檢察官追求維護法律正當程序同時，亦深具守護被害者及社會弱

勢團體之公益色彩。刊末之展望篇章，就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業務與行政為檢討，鑑往

知來，以觀念調整、流程再造、資訊革新以因應策進，展望未來，強化偵查效能。

 梁啟超先生有云：「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能」，

透過史料，歷史才能說話，臺灣高等檢察署以世界各國共通語言之英文撰述此署誌，進

一步使世界各國瞭解我國檢察組織及偵查實務運作沿革及現況，以利世界各國對我國檢

察制度之實踐能有更深入瞭解，並增進對我國高度法治化之認知，而能彼此信賴相互提

升偵查智能，共同打擊犯罪，維護司法正義。期許同仁以史為鑑，承襲前人精神，同為

檢察業務再創新猷，特此為序。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史者，民族之精神，人群之龜鑑，得失盈虛，均在其間。

本署源於 1896 年日據時期之「臺灣總督府高等法院檢察

局」，臺灣光復後，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於 1945 年 11 月 1

日由蔣慰祖先生受遴派接收臺灣總督府高等法院檢察局，並

更名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此即本署前身。1980 年 7

月 1 日檢審分隸制度開始實施，司法行政部改制為法務部。

後因法院組織法修正，於 1989 年 12 月 24 日更名為「臺灣

高等法院檢察署」。而為保障智慧財產權，2008 年 7 月 1 日臺灣高等法院檢察

署設置智慧財產分署。2013年8月6日修正軍事審判法，實現國家司法權一元化，

併同解嚴後的內亂、外患、妨害國交案件，回歸刑事訴訟法。2018 年 5 月 25 日

配合法院組織法增訂，檢察機關名稱不再冠以「法院」二字，更名為「臺灣高等

檢察署」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此一連串的變遷與更迭，足見證

法制換軌及司法文化轉型過程。

2020年3月余有幸奉派臺灣高等檢察署服務，親炙先進前賢慘澹經營之辛勞，

自期能貢獻所學，對司法略盡棉薄之力。昔曾與任職之署內同仁編纂多本地檢署、

高分檢署之史實紀要：「桃花心木下的回眸」（2008 年，雲林地檢署）；「大

武法鑑」（2010 年，屏東地檢署）；「高雄法鑑」（2011 年，高雄地檢署）；

「金馬法鑑」（2013 年，金高檢署）；「藍眼淚の春」（2015 年，福建更生保

護會）；花東法鑑（2017 年，花高檢署）；臺北法鑑（2019 年，臺北地檢署），

總結經驗以為本署為二審檢察署，重點工作除一審檢察業務督導及公訴外，貫徹

國家刑事政策、協調查緝全國性犯罪、解決各檢察機關業務需求、化解法律見解

及辦案歧見、加強地區法學與刑事犯罪之研究等等，均為本署著力方向。年來端

賴全體同仁全心努力，戮力以付，惟仍有諸多成長空間。

Richard Allen PosnerRichard Allen Posner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臺灣高等檢察署歷史悠久，需要「維持」與「改變」。

「維持」(continuity)：維持其既有的價值、優秀表現及專注。

「改變」(change)：在需要時，改變事情的優先順序、所使用的科技和應對的策略。

臺灣高等檢察署如果只是站在浪頭上，隨著時間過去，水流會漸漸將我們帶離岸邊。

2020 年 11 月適逢本署成立 75 週年，亟思彙整相關資料，回眸檢視，繼往開來；

復於全球化浪潮下，我國身為地球村成員之一，是為與國際接軌，與世界各國分享

本署傳承經驗，進而提昇我國司法機關國際形象，本刊編輯規劃方向有三：1、傳承

本署及所屬檢察機關史實。2、聚焦檢察業務未來展望。3、放眼國際，雙語呈現。

段落如次：首為序；本文第一篇：檢察機關沿革；第二篇：臺灣高等檢察署組織與

業務；第三篇：所屬檢察機關概述；第四篇：附錄；第五篇：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

護會；第六篇：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第七篇：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第八篇：展望－ 2022 年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行政與業務之檢討與策進。

法務部蔡清祥部長望重士林，領導全國法務行政，開宗首序，榮邀其賜文嘉勉。

最高法院檢察署江惠民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特邀賜文勉勵。

首篇檢察機關沿革：回顧檢察制度百年發展，文啟清日，縱橫上下，鉅細靡遺，

於焉史成。

第二篇臺灣高等檢察署組織與業務：就組織架構、行政科室業務等為綜覽，訪錄

歷屆首長，以為來者勗勉；彙整為因應犯罪模式日新月異而成立之督導、研究審查

小組及專責中心，群策群力打擊犯罪；另特增設重大災害與癘疫專章，就臺鐵太魯

閣號 408 次列車事故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期間偵查、相驗及執行案

件等應變及權宜作法為因應作為，提供後續處理此類案件之參考。

第三、四篇所屬檢察機關概述及附錄：承蒙所屬各地檢署及檢察分署不吝提供相

關史實資料及選篩重要案件，共構臺灣司法史實完整性，毋任紉感。

Richard Allen PosnerRichard Allen Posner



第五、六、七篇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財團法

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此三篇章商請該會同仁簡明介紹更生保護、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之歷史背景、組織架構與變革、重要業務推展及服務措施等，在在呈現司法

保護的專業性、公益性及工作同仁熱忱。

第八篇展望 -2022 年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行政與業務之檢討與策進，就「前瞻

性」、「策略性」、「實效性」方向為中程規劃：「前瞻性」方面，掌握特殊犯罪

型態可能發展情勢，研採相關策進作為；「策略性」方面，爬梳剔抉分析趨勢，研

擬適當因應與預防對策；「實效性」方面，則自「宏觀」、「微觀」角度，統合相

關資源，防弊興利。

本刊題名「臺灣檢察法鑑」，副標「皇華臺灣、鑠法薪傳」，意寓風華正茂、

淬礪日新、周行不殆、弘揚法治之意。

 本刊編製由同仁以最儉約之方式自力完成，以「求真、求實」為目標，向本署

同仁徵求稿件、相片，承蒙國家文藝獎得主梁丹丰女士之細緻手稿、多次獲得日本、

法國等國際美展大獎翁大成先生之豐潤畫作、封面委請溫瑞和先生繪製、歷任首長

畫像由葉子欣小姐擬真詮釋；相片部分由內政部營建署、交通部觀光局、國家圖書

館、臺灣國定古蹟編纂研究小組、邱錫澍先生無償提供，均豐富本書面向。最後，

中文顧問吳怡明前官長、陳佳秀官長、陳淑雲檢察官、林宏松檢察官；英文顧問林

黛利檢察官、張安箴檢察官；英文審查小組蘇佩鈺檢察官、邱智宏檢察官、古慧珍

檢察官、廖先志檢察官、許祥珍檢察官、黃紋綦檢察官、黃正雄主任檢察官、王珮

儒檢察官、羅韋淵檢察官、黃柏翔檢察官、陳昱奉檢察官、曹增皓檢察事務官兼組

長、李維哲檢察事務官、王品君研究員；所屬機關案件審查張安箴檢察官；各科室

主管、黃若男書記官、吳若箏錄事在公忙之餘無私付出，齊心共擎，始克竟功，特

致謝忱。

  壬寅杏月付梓成刊，撫今追昔，當下點滴耕耘，均將蔚為司法長河，眾志成

城必能宏開勝境，聿煥新猶。出版前夕，僅此為誌，時間倥傯，疏謬難免，尚祈先

進指正，至感為幸。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

邢泰釗



高山杜鵑岩縫生輝 /2015 年 /162 x 120 cm‧ 油彩、畫布 / 陳勤妹高山杜鵑岩縫生輝 /2015 年 /162 x 120 cm‧ 油彩、畫布 / 陳勤妹





新霽 /1931 年 /133 x 191.5 cm‧ 膠彩、絹 / 郭雪湖 /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新霽 /1931 年 /133 x 191.5 cm‧ 膠彩、絹 / 郭雪湖 /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