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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文摘要 

 

題目：戰後初期台灣法律專業人員資格取得之研究 

本研究以筆者過去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希望透過近來開放的各類一手官書、檔案、訪談、回憶錄

等資料，探究戰後初期台灣法律專業人員之資格取得情形，並嘗試分析此類人事運作，對戰後台灣司

法所造成之影響。 

本文以 1950年國民政府各部會遷台為界，分門別類探討 1945年至 1949年間，於不同政權交替之

際，政府對各種法律專業人員資格之政策、規範與實踐情形。亦即，嘗試分析各類人士如何透過諸多

不同管道，取得國家專業資格認證之司法官（包括推事、檢察官）與律師資格。當時之司法人事制度，

是如何去認可各類法律專業人員之執業證照與派任資格。此等人事任用政策，包括直接依學歷證件轉

換、透過國家考試考選、對前政權專門職業證照之認證、特定職業資格之轉換、乃至於從政黨黨務工

作人員、特務工作人員中甄選等，如何具體運作。其後，更進一步探究當時政權對司法人事政策之考

量，以及透過人事之延續性，對於戰後台灣司法所產生之影響。 

 

關鍵字：台灣,法律專業人員,資格取得,法官 ,律師, 檢察官,司法獨立,司法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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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英文摘要 

 

Title：The study of transitions in obtaining the leg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in post-war Taiwan during 1945-1949 

 

In this study I will survey the first hand historical sources as the recent declassified public archives, 

official publications, interviews and memoirs to illuminate how the personnel in legal professions 

obtained their valid qualifications during the first several decays after World War II in Taiwa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my previous researches, this study shall illustrate what impacts may result form these 

verifying procedures upon the Taiwan judicial system in the later years. 

 

Employing those materials I shall examine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al 

policies about the verifying procedures towards the personnel in legal professions, including both the 

institutional aspect and practical aspect. For example, to analyze how different sorts of personnel in legal 

professions obtained their state-sanctioned qualification through different paths to reach the status as 

prosecutors, judges and lawyers. Those state-sanctioned paths are including the conversion of specific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licenses (issued by other political entities), the official exam for public 

selection, the special selection within political party members and secret agents. The real practices of 

above operations will be the object of this observation. Further more, it may possibly disclose how the 

authority shaped the character of the post-war juridical institutions by manipulating the recruit-policy and 

maintaining senior personnel in legal system. 

 

Keywords: Taiwan, leg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judge, lawyer, prosecutor,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the personnel matters of the judic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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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一、前言 

本研究以筆者過去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希望透過近來開放的各類一手官書、檔案、訪談、回憶錄

等資料，探究戰後初期台灣法律專業人員之資格取得情形，並嘗試分析此類人事運作，對戰後台灣司

法所造成之影響。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 1950 年國民政府各部會遷台為界，分門別類探討 1945 年至 1949 年間，於不同政權交替

之際，政府對各種法律專業人員資格之政策、規範與實踐情形。 

首先，本研究嘗試分析各類人士如何透過諸多不同管道，取得國家專業資格認證之司法官（包括

推事、檢察官）與律師資格。考察當時司法人事制度，如何認可各類法律專業人員之執業證照與派任

資格。分析之人事任用政策包括：直接依學歷證件轉換、透過國家考試考選、對前政權專門職業證照

之認證、特定職業資格之轉換、乃至於從政黨黨務工作人員、特務工作人員中甄選等。 

其次，本研究更進一步探究當時政權對司法人事政策之考量，以及探討這類政策透過人事的延續

性，對戰後台灣司法產生如何之影響。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嘗試在過去既有的基礎上，繼續探索台灣早年法律人的背景等歷史資料，建構台灣法律史

上重要事實基礎。針對戰後台灣法律人資格取得，從現有資料庫及國史館等處之相關文獻，透過法律

知識社會學與台灣法律史等取徑，重建戰後台灣法律人的資格與來源。 

首先，本計畫定位由基礎性資料耙梳整理做起。將以史學式文獻探討與檔案研究為主要之研究方

法，在眾多宏觀研究之基礎上，進行更為細緻的微觀考察與分析。其次，將針對法律方面的規範，進

行應然面的法學式實證法律分析，更細密的整理過去較少被揭露，因而少被論及的行政函釋與個別派

令等的規範意義，進而討論其實然面的實踐成果。此外，區別規範與實踐，將其中可能的法規範實效

性的落差，也視為觀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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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學式文獻探討與檔案研究方面，除考察二手文獻資料等既有研究成果外，本研究希望透過台

灣方面的各類一手檔案，進行檔案研究。預定參考之檔案如前述國史館所典藏之國民政府檔案、蔣中

正檔案、司法院檔案、司法行政部檔案等，以及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典藏之相關檔案。如有可能，亦希

望能有機會利用司法院或司法行政部、法務部、律師公會等各機關團體之有關檔案。 

四、執行情形 

本計畫依序進行考察、彙總，並加以數位化整理之工作項目如下：A.國史館典藏相關法制、司法

有關的檔案（國民政府檔案約計 112筆、司法行政部檔案約計 104筆、司法院等其他單位檔案約計 18

筆）；B.抄錄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典藏有關的檔案（約計 215 筆）；C.考察其他機關團體（如司法院、法

務部、各地律師公會等）典藏之有關檔案（整理各級名錄約 3冊數千筆人事資料）。 

此外，亦蒐羅彙整其他相關文獻與二手研究成果等，延續舊有研究成果，修改完成有關之論述〈戰

後初期臺灣司法接收（1945-1949）:人事、語言與文化的轉換〉計一篇，預定發表於中研院台史所《臺

灣史研究》17卷 4 期（2008起列入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收錄期刊名單），未來

仍將繼續利用相關資料，撰寫其他研究成果。 

五、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透過目前的研究可以發現，由於國民政府將臺灣定位為「光復區」，與其他「收復區」敵我分明的

接收方式不同，1945 年接收臺灣時，並未立刻從事激進的全面轉型工作、否定前政權的一切法效力。

在將日治時期臺灣殖民式的司法體制納入中國黨國司法體制的過程中，國民政府將日本人逐步排除，

並進一步遣返。由於這項去日本化、去殖民的工作，並不是由過去被統治的臺灣本地人自行進行。臺

灣的去殖民過程，並未帶來在地化、本土化。不過，至少在形式上，接收者也沒有以「殖民協力者」

或「臺奸」等方式，全面系統性地排除、整肅所有曾在日本殖民政府任職的臺籍人士，否定其專業。

反而一度廣納這些具備法律專業的臺籍法律人，權宜性地授予職位，邀請其等協助司法接收之工作。 

但這些只是接收初期，因接收人力單薄而採的權宜措施。最初，在法院方面，中央派來負責接收

的高等法院院長楊鵬，對於接收臺灣司法的人事任用，一度享有相當程度實質主導權。楊鵬決定權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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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與在地司法人才合作，大量晉用臺籍法律人，這也是 1946年初，臺籍司法人才在司法體系中，一

度過半的重要原因。在檢察體系方面，國民政府派出從國民黨黨工中考選出來的蔣慰祖為首席檢察官，

負責接收臺灣檢察系統的工作。在中央部派人馬遲遲未至下，其個人對臺灣檢察人事亦有相當主導權

限。除援用臺人外，蔣慰祖選擇就近大量進用自己在福建的人脈，雖然實際到任人數沒有他預期宣稱

的多，但也造就了接收初期臺灣司法體系中設籍福建者，佔一定比例的情形。惟在接收情勢穩固之後，

中央便積極行使人事任命與考核任用的權限，以各省來台的部派人員，汰換掉楊鵬與蔣慰祖以院令暫

時任命的人馬。 

而 1947年春二二八事變發生，造成 20多名外省籍司法人員離職，一時之間，要從中國內地招募

新人不易，司法行政部並不考慮延攬臺人，決議降低臺灣司法人員之任用標準，擴大主管機關用人的

彈性，讓臺灣破格適用《邊遠省分公務員任用資格暫行條例》等規定，一口氣引入 20多名原本不具任

用資格者，進入臺灣司法體系任職。而這樣違反《法院組織法》等法律的權宜性人事命令，一直在臺

灣被援用至 1950年代初期。具有實質人事決定權的，顯然是中央的司法行政部。在國民政府黨國體制

下主導的人事任命，搭配這樣的法規，在掄才標準上，並不以專業能力為準據，有著其他更多的統治

上的考量，有待日後進一步探討。 

由於這樣的接收政策與人事任用政策，造成了 1945年後來臺的各省人員，人數加總後之比例，始

終未能超過全台總人口數的 15%，卻在掌握人事任用權的政府強力主導下，逐漸取得並壟斷大部分臺灣

的司法資源，將戰後的臺灣省籍人員邊緣化。雖然在接收之初，因為權宜任用的政策，1946年，本省

籍的推檢在當時全台所有推檢人數中，一度過半。但至 1955 年，在高院以下全體推檢中，僅佔 5.59

％；而 1947年時，本省籍司法人員在整體司法人員中，約佔 40%強，但至 1955 年，本省籍司法人員，

僅在高院以下全體司法人員中佔有約 18.2％。此類數據顯示，戰後臺灣司法體系的成員，顯然已被大

量臺灣省籍以外的其他省籍司法人員稀釋與置換。而臺灣各級法院的司法體制，至少在人事層面上，

已逐漸由日式體制，轉型為以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省份外省籍人事為主的中式體制。 

（二）建議 

依據目前的研究成果，我們知道，戰前以特殊方式（如黨工司法官考試、甄選黨部工作人員任抗

戰時期檢察官）任用之司法人員，跟隨國民政府遷台之後，頗受重用，不少人身居司法要職多年。然

其工作的詳細情形與實際影響，以及對戰後臺灣司法運作發展的影響，可於日後進一步專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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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計畫重新建構本土實證研究與理論，對法律史學與法律文化之研究而言，屬奠基的基礎

研究。未來除透過蒐集之資料從事量化統計外，尚可依據審查建議，進一步進行跨學科專家深度訪談，

強化研究過程中與史學研究者及實務專家間的對話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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