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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最高法院遷臺舊檔」為1949年政府遷臺時，隨最高法院箱運來臺
的檔案，包括其於戰前中國大陸各地管轄的民刑案卷與法院司法行
政文書。此批檔案近期重獲重視，開箱清理並進行數位化。
本計畫擬透過一手檔案中難得的司法人事紀錄，搭配實際判決案件
的解讀，深入分析民國時期最高層級法院體系的人事來源、背景、
組成，探討具指標性意義之司法人員的法律知識與技能，如何展現
運用於特定案件，進一步探討戰前中國法律專門職業人員之素質、
專業性與司法文化，增進對傳統中國法律近代化與司法文化變遷歷
程之理解。

中文關鍵詞： 最高法院、臺灣、舊檔、法律專業人員、司法、司法人事、 法官、
司法獨立、 黨化

英 文 摘 要 ： In 1949,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ROC moved from Nanking
to Taipei.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documents and archives concerning the judicial
administrations and various courts’ verdicts were
carried along within the boxes belonging to the Supreme
Court. Recently, researchers were aware of
the value of these documents. They opened up those boxes
and digitalized the containing
documents.
By this project, the researcher intends to examine the
records about the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the judicial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above-mentioned first-
hand archival source. In doing so, the
researcher will reconstruct the promotional paths of
individua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articular
cases and related verdict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ROC
before the WWI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s
biographical factors. The crucial personnel in
the judicial system will be examined to see how they
applied knowledge and craft of law while dealing with
meaningful cases. Further, this study will also discuss the
judicial culture,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educational quality of the judicial professional
personnel at the tim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rails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judicial culture.

英文關鍵詞： The Supreme Court, Taiwan, Pre-War Archives, Judicial
Professional Personnel, Judicial
Institution, Personnel Management, Judge, Judicial
Independence, Party-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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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中文摘要 

計畫名稱：最高法院遷臺舊檔之司法人事研究 

 

「最高法院遷臺舊檔」為 1949 年政府遷臺時，隨最高法院箱運來臺的檔案，包括其於戰

前中國大陸各地管轄的民刑案卷與法院司法行政文書。此批檔案近期重獲重視，開箱清理並進

行數位化。 

本計畫擬透過一手檔案中難得的司法人事紀錄，搭配實際判決案件的解讀，深入分析民國

時期最高層級法院體系的人事來源、背景、組成，探討具指標性意義之司法人員的法律知識與

技能，如何展現運用於特定案件，進一步探討戰前中國法律專門職業人員之素質、專業性與司

法文化，增進對傳統中國法律近代化與司法文化變遷歷程之理解。 

 

關鍵字： 

最高法院、臺灣、舊檔、法律專業人員、司法、司法人事、 法官、 司法獨立、 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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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英文摘要 

Title: 

A Study on the Judicial Personnel of the Taiwan Supreme Court Old Archives  

 

In 1949,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ROC moved from Nanking to Taipei.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documents and archives concerning the judicial administrations and various 

courts’ verdicts were carried along within the boxes belonging to the Supreme Court. 

Recently, researchers were aware of the value of these documents. They opened up those 

boxes and digitalized the containing documents. 

 

By this project, the researcher intends to examine the records about the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the judicial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above-mentioned first-hand 

archival source. In doing so, the researcher will reconstruct the promotional paths 

of individua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articular cases and related verdict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ROC before the WWI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s biographical factors. The crucial personnel in the 

judicial system will be examined to see how they applied knowledge and craft of law 

while dealing with meaningful cases. Further, this study will also discuss the judicial 

culture,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educational quality of the judicial professional 

personnel at the tim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rails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judicial culture. 

 

Keywords:  

The Supreme Court, Taiwan, Pre-War Archives, Judicial Professional Personnel, 

Judicial Institution, Personnel Management, Judge, Judicial Independence, 

Party-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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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言 

本計畫主要擬針對「最高法院遷台舊檔」（Taiwan Supreme Court Old Archives, 得縮寫

為”TSCOA”）中的司法行政檔案，尤其是司法人事資料部分，進行分析研究。 

所謂「最高法院遷台舊檔」，指的是 1949年政府遷臺時，最高法院裝箱運送來臺的檔案文

書。包含當時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至行憲後中華民國政府時期，最高法院在中國大陸時

期所管轄，各省人民上訴之民、刑事案件相關檔案（除判決原本、各級審級聲請、抗告及假執

行相關審判文書外，還包括案件相關卷證資料，如民事事件涉案之帳簿、買賣契約、婚書等承

審證物），以及法院內部運作各項司法行政文書。 

此批資料隨著八年對日抗戰政府機關的遷徙而移動，在司法行政部分，主要為遷至四川之

後的在渝檔案。而中華民國政府中央機關遷臺之後，曾於 1955年初，進行清查列冊，隨即封

存於最高法院的木柵檔庫。歷經數十載，直至 2008 年，此批資料重新受到學界與實務界重視，

為維護珍貴歷史檔案文件，防止其繼續劣化乃至消逝，各方積極合作、編列計畫，由最高法院

提供場地、經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共同合作，自 2010年起至 2012

年，以三年為期，規劃執行「最高法院遷臺舊檔數位典藏計畫」，進行檔案之開箱實體文件清

理、目錄整編保存，以及數位化掃描等基礎數位典藏工作。因檔案總數高達 5,000餘案冊、約

計 100萬頁，數量龐大，且狀況不佳，截至目前為止，雖已編目整理完成，保存於台灣的最高

法院庫房，並將掃描之數位檔案，建置資料庫上網，開放給公眾運用，但基礎整理工作繁雜，

迄今仍有部分未及數位化，有待繼續努力。1 

因目前數位化提供公眾使用的部分，主要為檔案中的民事部分（仍有刑事、司法行政部分，

尚待未來進一步數位化），現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線上公布的「臺灣史檔案資源

系統」，選擇以「最高法院遷臺舊檔民事訴訟案」為檔案題名。2但對於整批檔案，仍宜以「最

高法院遷台舊檔」作為總稱。再者，由於研究者個人歷來研究興趣與過去之學術積累，多數集

中在法律專門職業人員、司法人事部分，本次研究計畫，仍擬利用既有之目錄，選擇親赴最高

法院檔案庫藏地，針對未及數位化之司法行政部分實體文件，就司法人事資料部分，進行分析

研究，並不宜以「最高法院遷臺舊檔民事訴訟案」為名稱呼。 

由於「最高法院遷台舊檔」目前完成部分檔案資料的初步基礎數位典藏工作，在實際內容

方面，尚無太多相關研究成果產出。此前，在 2016 年 6月 25日台灣法律史學會與台灣法學會

等單位合辦之「台灣法律史學會 2016年度春季研討會：檔案與法律史研究」研討會中，曾由

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主任王麗蕉博士，以〈最高法院遷台舊檔與法律史研究〉為題，進行檔案

介紹，並由參與整理計畫之台大法律系王泰升教授與中研院台史所鍾淑敏副研究員進行與談。

近期，則依序有清大科法所副教授陳宛妤《民國時代中國土地關係之權利化--以最高法院遷台

                         
1
 參見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最高法院遷臺舊檔數位內容加值應用計畫」之計畫摘要簡介，

http://ascdc.sinica.edu.tw/single_project_page.jsp?projectId=91 ，點閱日期 2016/12/28 。 
2
 參見 「最高法院遷臺舊檔民事訴訟案」，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Level1.jsp?xmlId=0000276540 ，點閱日期

2016/12/28 。  

http://ascdc.sinica.edu.tw/single_project_page.jsp?projectI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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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檔為中心》、中研院台史所所副研究員曾文亮《從最高法院遷台舊檔看國民政府時期的司法

實踐》、台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陳韻如《姦拐的多元法律傳統與現代性轉換: 以淡新檔案、日

治法院檔案與中華民國遷台舊檔為中心》等計畫，進行研究。 

 

（四）研究目的與預期影響 

由於過去有關最高法院之研究，限囿於資料，多半集中在司法制度、法院組織或判決判例

決議解釋之研究。亦即，著重規範面及制度面的探討，在憲政架構、司法組織、訴訟法等相關

法律規範裡，進行法釋義學為主之操作分析，並針對其實際應用帶來的民行案件特定運作疑

義，以憲法或法律層次問題的形態，進行討論。  

本研究希望透過此次一手官方檔案，另闢蹊徑，以過去筆者對日治及戰前中國司法人員、

戰後司訓所及檢察體系、大法官等法律專門職業人員的考察經驗為基礎，透過長時期、歷史性

的人事考察，輔以其他官方文書、檔案、訪談、回憶錄等各項史料，分析、呈現過去司法院大

法官人事規劃上的特性。這樣的研究取徑，試圖在一般性的法釋義學或制度史之外，透過人事

的研究，從抽象的應然面的法律解釋適用，再回到具體的人事時地物的實然面的條件，將抽象

的法律文化運作，放置於人的面向上，進行考察，有助於我們超越一般制度史對特定制度運作

情況的排比、掌握，更進一步去思考在中華民歷來法制實踐的背後，執政者對最高司法人事安

排之考量，以及其實際產生之影響。 

目前本批資料甫經初步整理完成、對外公開，尚無實質具體研究產出。然不少國際學者，

尤其是關心近代中國法議題之學者，均十分重視此份官方檔案。在歷史的機緣巧合下，此批檔

案落腳臺灣，雖然案件內容幾乎均發生在戰前中國大陸，但誠如前述，由於政權嬗遞，制度與

人事之承接，其對臺灣戰後司法發展，亦有具歷史延續性之一定影響力。 

 

（五）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本項研究計畫因資料取得不易，為爭取時間以求調閱更多檔案，申請遞延為兩年進行。由

於本計畫相關的部分主要仍未數位化，先以人工方式搜尋、整理，並加以數位文字檔化，以便

進行進一步比較分析，程序上較為繁雜耗時。 

其次，再透過同時期其他國史館、檔案局、司法院等典藏或出版的既有史料或資料庫，逐

筆進行比對、檢索、校正，進一步逐位考查檔案中記載之司法人員（以推事、庭長為主）之個

人生平、重要事蹟等，並立於過去之研究基礎，延續既有之研究成果，擇定特定議題，進行深

入探討。 

 

（六）重要參考文獻  

由於特定議題之重要文獻，將於正式論文發表中註記並進一步對話，以下僅羅列在初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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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分析上之重要參考資料或網頁。 

1. 官方出版品 

司法院《司法院史實紀要史實紀要》一至三冊、《大法官釋憲史料》、《司法例規》；司法院

秘書處《大理院判決全書》、《大理院解釋例全文》；司法行政部《戰時司法紀要》；最高法院《最

高法院判例要旨 中華民國十六年至九十四年》；國民大會《中華民國行憲四十年》、《中華民國

行憲五十年》等。 

 

2.重要參考工具書 

中研院近史所《國民政府職官年表》、中華書局《民國職官年表》、《國民政府最高法院判

例彙編》、《最高法院刑事判例匯刊》、《最高法院民事判例匯刊》等。 

3.重要史料與判決等之資料庫 

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

https://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 ；檔管局 〈國家檔案資訊網〉

https://aa.archives.gov.tw/index.aspx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https://law.judicial.gov.tw/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open_dropdown ；〈Lawsnote 七法－法學資

料庫〉 https://www.lawsnote.com/ 。 

 

（七）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等 

本計畫主持人近年來之研究，有一塊即針對司法人事，即有關法律專門職業社群養成、資

格取得與職業生涯等議題，例如針對二戰前、二戰後，在中國或臺灣之司法人員及其相關法律

社群養成之法學教育之研究。3過去既有研究，包括計畫主持人個人之研究，多半針對職業群

體進行制度性概論，4或是特定法學者個人發展的探究，5對於法律人員，尤其是司法人員與司

                         
3
 劉恆妏，〈清末法吏到民國法官：從「無朝不成院」的北京朝陽大學談起〉，《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8 期，

頁 185-225，2011.03；劉恆妏，2010.12，〈戰後初期臺灣司法接收（1945-1949）:人事、語言與文化的轉換〉，

《臺灣史研究》，17 卷 4期，頁 33-80；劉恆妏，2010.12，〈「以學干祿」的污名—清末廢科舉對近代中國法學教

育之影響〉，《法制史研究》，第 18期，135-170；劉恆妏，2010.10，〈二次戰前中國法學教育發展的頓挫—1932

年教育改革方案〉，《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31 期，頁 163-206；劉恆妏，2008.12，〈戰後初期遷臺法律專

業人員資格取得之研究－以國史館檔案為主之考察〉，《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 》，

台北：國史館；劉恆妏，2013.08.30-31，〈「黨化司法」對戰後臺灣司法人事的影響〉，【戰後臺灣歷史的多元鑲

嵌與主體創造】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 3 樓第一會議室。

劉恆妏，2002.03，〈戰後台灣司法人之研究—以司法官訓練所文化為主的觀察〉，載於《思與言》，第 40 卷 1 期；

劉恆妏，2014，〈戰後臺灣司法人才養成背景的日本因素〉，收於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臺

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頁 387-414；劉恆妏著，大野絢也譯，2013.11，〈戦後台湾の司法における日

本的要素―司法人材養成の背景を中心として〉，馬場毅、許雪姬、謝國興、黃英哲編，《近代台湾の経濟社会の

変遷》，東京：東方書店，頁 131-154；劉恆妏，2004.01，〈日治與國治政權交替前後台籍法律人之研究—以取

得終戰前之日本法曹資格者為中心〉，《戰鬥的法律人—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社。 
4
 曾文亮、王泰升(合著) 2007/06 〈被併吞的滋味：戰後初期台灣在地法律人才的處境與遭遇〉，《台灣史

https://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
https://aa.archives.gov.tw/index.aspx
https://law.judicial.gov.tw/
http://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open_dropdown
https://www.lawsno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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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實務間的關係，則較難有所發揮。某程度而言，本計畫為計畫主持人十餘年來對民國時期中

國與戰後臺灣法律社群、司法人事研究之有機延續，得以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進行更深入之

探討。 

首先，本計畫能使研究者透過第一手之資料，校正網路資料部分錯漏或以訛傳訛，取得較

為正確的司法人員個人資料，作為相關討論之基礎。甚至在查對各單位出版史料或搜尋資料庫

的過程中，亦有相互校正抓錯的情形。6 

其次，本計畫發現，由於遷台舊檔中的司法人事資料，主要為當時「最高法院」之資料，

尤其是抗戰時期隨著中央政府遷往四川之「在渝」時期人事檔案。然而，跟隨中央政府遷至四

川之司法人員，在 1949年之後，雖有選擇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者（例如曾任最高法院院長李

茇、夏勤；曾任最高法院庭長、大法官的洪文瀾），亦有不少人繼續跟隨中央政府遷往臺灣。

在戰後臺灣，繼續服務於最高法院，或轉任司法院大法官（例如葉在均、張于潯、何蔚、徐步

垣、曾劭勳）、成為駐日本國大使館參事（章任堪）、大學法律系教授（章任堪、曾劭勳）等，

成為戰後遷台法學菁英的高層與中堅份子，也是我們認識、理解戰後早期臺灣法學實務上不可

或缺的重要群體。 

從戰前中國最高法院法官的履歷裡，我們可以看到戰前中國司法菁英指標，在學歷規格上

的變化。從早期清末學堂法政科（例如葉在均，為京師法政學堂法律政科畢業），逐漸演變到

北京、朝陽、東吳等大學法學士；在留學國部分，也從日本（如日本大學、明治大學、法政大

學、早稻田大學等），逐漸轉至法國、美國多國，甚至有首位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畢業的章

任堪，7進入最高法院服務。 

或因「法官不語」等文化，在法律社群中，相對於法學者與律師，如非從事司法行政，或

是曾辦理重大社會矚目案件，司法官群體的面貌，總是相對模糊，不易認識，此類司法人事行

                                                                                   

研究》14(2)，頁 89-160；王泰升，台灣社會中律師的角色：鬥士乎？生意人乎？。台灣法學雜誌，186，6-16，

2011。李在全(2008)。民國初年的司法官制度變革和人員改組。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5)，

113-119；侯欣一(2009)。黨治下的司法―南京國民政府訓政時期執政黨與國家司法關係之構建。華東政法大學

學報，2009(3)，3-31；李在全(2008)。民國初年的司法官制度變革和人員改組。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2008(5)，113-119。 
5
 例如江照信(2010)。中國法律「看不見中國」：居正司法時期（1932-1948）研究。 

6
 例如在比對《國民政府職官年表》、《民國職官年表》等重要參考工具書時，即可發現兩者記載年代或人名

不一致，或是與檔案之一手官方紀錄細部不相符之情形。另在比對國史館典藏民國史料時，即發現由於原始史料

年代久遠，檔案破損缺漏，或者因早年手寫字跡難以辨識，以及輸入人員對相關人員的陌生，資料庫中不少筆資

料之重要人名有誤。即在研究過程中透過系統線上回報，協助其校正。例如國民政府時期曾任最高法院院長之「李

茇（音「ㄅㄚˊ」）」，即經常被誤輸入為「李發」；而最高法院推事「殷曰序」，其姓名典出《孟子》滕文公篇「夏

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但「曰」字極易被誤為「日」。 
7
 章任堪（1904—？），浙江上虞人，復旦大學文學士（1927年）、東吳大學法學士（1928年），哈佛大學法

學碩士（1930年）、法學博士學位(SJD) （1931年），其為首位哈佛法學博士，博論題目為《英美衝突法規則的

基本原則》(“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Anglo-American rules of conflict of laws”)。其歷任北平、

南京、上海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檢察官、推事，1939年署理最高法院推事，1942年任最高法院推事。抗戰期間

任朝陽學院(重慶)教授，講授國際私法和民法。1949年隨政府遷台，1951年任駐日本大使館參事，1957 年返台

任律師，在東吳法律系授課。參見王偉，《中國近代留洋法學博士考 1905-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亦曾因合於「曾任最高法院推事十年以上」條款，出現在 1951 年司法院呈送的〈建議大法官正副人選等參

考名單〉，見〈中央政府人事 （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101-000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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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資料的出現，有助於填補過去較為不易研究的部分。例如，過去對大法官之研究，限囿於資

料，難免著重在法學者等群體，司法實務界出身者，即較少資料能進行細部討論，未來有關早

期大法官之研究，乃至有關國民政府時期、戒嚴時期司法之研究，亦能進行研究上的串連，進

行較為深入的探討。 

另就具體判決的對應解讀而言，延續清末以來「法部」與「大理院」間「部院之爭」，司

法行政權限的歸屬不明，多次更迭。最高法院作為審級上的上級審，在訴訟案件上，囊括了普

通法院體系上訴的各類案件；但在行政上，並不同時具備高等以下各級法院的司法行政權限，

相關的人事行政資料有限，僅限於最高法院本身，而且以在渝時期為主。再者，由於遷台舊檔

主要是「未結案」，多數案件已上訴繫屬於最高法院，但是最高法院本身尚未對之作出判決。

是以，舊檔中的司法人事資料與舊檔中訴訟文書之間，關連反而較為薄弱，難以直接對應作為

解讀的基礎。 

換言之，遷台舊檔中的司法人事行政檔案，對研究遷台舊檔本身典藏的案件檔案而言，關

連或許並不直接，但適宜應用於目前國史館保存之各項國民政府檔案、司法院院解字、8司法

院關於聲請案件之「審查報告」（目前典藏絕大多數為聲請大法官解釋之不受理案），以及司法

院各項判解函釋、早期之大法官解釋等。 

值得注意也較為遺憾的是，無論戰前中國或戰後臺灣，過去司法實務在判解彙編等資料的

整理上，多半僅重視抽象法律見解的擷取、摘錄，去脈絡性的進行編輯。長期以來，不但原因

案件的案件事實與論證理由被裁減，也沒有標註作成案件之司法人員姓名的習慣，均一併被簡

省刪除。重新考掘司法文書檔案，設法取得更完整的判解函釋全文內容，在法學上，有助於重

新回歸具體個案，也能幫助我們重新連結、找回個別法官與特定判決間的關係。 

抽離案件事實與論證理由進行討論，可能產生的弊病，常被學界討論；但刪除個別案件作

成之司法人員姓名可能產生的問題，卻很少被論及。作成判解函釋的法官姓名，在編輯過程被

抹去，使後人無從考察追究，不但使個別司法人員在個案中的付出與貢獻，無法被後人看到，

相對於法學者或是律師，成為法律社群中面容模糊的一群；甚至，其等對特定個案應負擔之責

任，也一併被消除，使之隱身在流水編碼的判決字號與抽象的法律見解之後。更進一步的，特

定司法人員對個案的各種可能影響，也無從被檢視。某種程度，這種情形，更使人造成司法具

一體性、集體性的錯覺。 

而判決文書檔案的重新整理出現，不僅具基礎史料保留的意義，在法學上，亦帶來重行檢

視各判解函釋，重新理解司法實務的契機。目前此類針對判決文書檔案之研究尚稱零星，但未

來倘若這樣的研究成果甚至研究方法更為普遍，不限於此時期與此份檔案資料，不僅帶來重新

認識個別判解函釋的機會，帶來司法實務見解上的異動；亦有可能重建個別司法官對經手個案

的責任感與榮譽心，理解到簽名在某件判決文件上，不僅是個案當事人勝敗利益、個人該年度

                         
8
 依司法院網站之註解，依據釋字 771號解釋，過去行憲前司法院的「院字」、「院解字」解釋之性質，為司

法院依當時法令，以最高司法機關地位，就相關法令之統一解釋，所發布之命令。於現行憲政體制下，法官於審

判案件時，固可予以引用，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並不受其拘束。例如曾任最高法院院長的李

茇，即參與作成 10 號以上的院字解釋（民國 31 年 05 月 22 日院字第 2336 號至民國 34 年 04 月 18 日院

字第 285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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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績考成或獎懲責任議題，亦有可能受到後世歷史檢視與評價。甚至，有可能逐漸改變我們這

種法律後進國家法學界習於「去脈絡化」的學習理解習慣，把抽象的判解函釋放回案件既有脈

絡重行認識。 

綜言之，本研究計畫累積的成果，未來能作為探討最高法院民、刑事審判之基礎，亦為戰

前民國乃至戰後臺灣司法人事以及實務之學術研究，開啟不同的研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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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訓政時期「黨化司法」政策對戰前中國司法的影響：以最高法院院長宣誓之「文官誓詞」為例 

 1935年 11 月 29日 最高法院院長 焦易堂 

「余恪遵 總理遺囑，服從黨義，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於本職」 

（底圖有國旗、黨旗及國父遺像） 

 

 

 1941年 2 月 17日 最高法院院長 李茇 

「恪遵 總理遺囑，服從黨義，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於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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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 8 月 27日 最高法院院長 夏勤 

「恪遵 國父遺囑，奉行三民主義，服從法令、忠心及努力於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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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 1940年 4 月〈最高法院在渝全體職員名冊〉中，9獲提名任中華民國第一、二屆大法官者10 

 

姓名 別號 
1940年 

之年齡 
籍貫 

職

別 
職級 出身 介紹聯絡人 大法官 

葉在均 乃崇 54 
福建 

閩侯 

刑

一

庭

推

事

庭

長 

簡任 

一級 

京師法政學堂法律

政科畢業 
林□章 

第一屆 

（1951 病逝） 

未參與解釋 

張于潯 惠民 51 
江西 

南昌 

推

事

兼

庭

長 

簡任 

二級 

日本東京振武學校

畢業 

法國國立巴黎大學

法科畢業 

係由中央特

種刑事臨時

法庭審判員

轉任而來，故

無介紹人 

第一屆 

（1951 病逝） 

釋字第 1、2號解釋 

何蔚 慎其 58 
廣東 

興甯 

推

事

兼

庭

長 

簡任 

二級 

日本東京日本大學

法科、同大學專攻

科畢業法律學士 

林翔 

第一屆 

（1952/04/01-1958/09） 

釋字第 3-79號解釋 

洪文瀾 賦林 50 
浙江 

富陽 

推

事

兼

庭

長 

簡任 

三級 

浙江公立法政專門

學校法律科畢業 

民國 2年應甄拔司

法人員考試合格 

無 

第一屆 

（未遷台） 

釋字第 1-2號解釋 

張式彝 藍田 60 
河南 

光山 

推

事

兼

庭

長 

簡任 

三級 

前直隸法律專門學

校畢業 
由本院派令 

第一屆 

（1948/11 病逝） 

未參與解釋 

                         
9
 箱號 05-1801-〈最高法院在渝全體職員名冊〉 

10
 第一屆大法官（1948-1958 年）、第二屆大法官（1958-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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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別號 
1940年 

之年齡 
籍貫 

職

別 
職級 出身 介紹聯絡人 大法官 

曾劭勳 伯猷 48 
湖北 

漢陽 

推

事 

簡任 

六級 

國立北京大學法學

士 

由浙江高等

法院庭長奉

調來院. 

第一、二屆 

（1964/01） 

釋字第 3-100號 

徐步垣 咸皎 52 
江西 

德興 

推

事 

簡任 

六級 

北京中央政法專門

學校法律專科畢業 
  

第一、二屆 

（1958/09） 

釋字第 3-1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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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

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

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

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號、合

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洽談中  

□無 

其他：（以 2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

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本計畫研究「最高法院遷臺舊檔」中的司法人事資料，透過難得的一手司法人事紀錄，搭配實

際判解函釋進行解讀，能深入理解中華民國最高層級法院體系的人事來源、背景、組成，幫助

我們探討法律專門職業人員專業性與司法文化，並進一步分析傳統中國法律近代化與司法文化

變遷之形成過程。 

過去對法律社群之研究，限囿於資料，難免著重在法學者、律師等個體性較強的群體，司法實

務界出身者，則因司法文化等因素，較少留下資料能進行細部討論，未來有關早期大法官之研

究，乃至有關國民政府時期、戒嚴時期司法之研究，亦能進行人事與法律見解上的串連，進行

較為深入的探討。 

遷台舊檔中的司法人事行政檔案，對研究遷台舊檔本身典藏的案件檔案而言，關連或許並不直

接，但能進一步應用於目前國史館保存之各項國民政府檔案、司法院院解字、司法院關於聲請

案件之「審查報告」（目前典藏絕大多數為聲請大法官解釋之不受理案），以及司法院各項判解

函釋、早期之大法官解釋等檔案，豐富未來對戰前中國以及戰後臺灣司法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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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  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_______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 150 字為限) 

本計畫針對近期公開之最高法院遷臺舊檔，加強司法人事研究之歷史縱深，從歷史文化面向，

將抽象法律規則的操作表述，重新帶回具體案件，進行脈絡考察，在歷來有關最高法院判決判

例的釋義學之外，建立法律史及法律文化的研究取徑，發掘背後之人事網絡及論述脈絡。期望

未來能透過此研究，進行比較研究，拓展台灣研究的國際化。 

日期：108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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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計

畫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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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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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碩士生 0  

博士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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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於 2019年 12月 21日，在台大法律學院霖

澤館七樓第一會議室，參加台灣法律史學會、

台大法律學院法律與社會研究中心主辦之「遷

臺舊檔研討會」（會議名稱暫訂），發表本計畫

〈最高法院遷臺舊檔之司法人事研究〉相關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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