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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新聞稿 
發稿日期：110 年 7 月 23 日 

發稿單位：法務部人事處 

連絡電話：(02)21910189 

           編號：057 
 

法務部 110年檢察官人事調整案，業於 110年 7月 2日、7月 9日、

7月 12日及 7月 23日經本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第 135次、136次、

第 137次及第 138次會議審議通過，核定調動名單如下（110年 8月 26

日生效，並向新職機關報到）：  

一、 二審檢察官調動部分計 18位： 

(一)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施清火調派為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

檢察分署檢察官。 

(二) 本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分署長林弘政回任臺灣高等檢察

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 

(三) 本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分署長謝耀德回任臺灣高等檢察

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 

(四)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陳昱旗調派為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

檢察分署檢察官。 

(五) 本部法制司副司長王全成回任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

署檢察官。 

(六)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黃元冠調派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

檢察分署檢察官。 

(七)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郭靜文調升為臺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官。 

(八)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沈念祖調升為臺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官。 

(九)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黃珮瑜調升為臺灣高等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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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署檢察官。 

(十)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白忠志調升為臺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官。 

(十一)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廖先志調升為臺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官。 

(十二)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陳玉華調升為臺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官。 

(十三)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朱婉綺調升為臺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官。 

(十四)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襄閱主任檢察官張瑞娟調升為臺灣高

等檢察署檢察官。 

(十五)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王亞樵調升為臺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官。 

(十六)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劉俊杰調升為臺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官。 

(十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李宛凌調升為臺灣高等檢

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 

(十八)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王盛輝調升為福建高等檢

察署金門檢察分署檢察官。 

二、 一審主任檢察官調動部分計 45位： 

(一)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謝奇孟調派為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二)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林珮菁調派為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三)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謝雨青調派為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四)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劉仕國調派為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五)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調本部檢察司辦事鄧巧羚



  
第 3 頁，共 7 頁 

調派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仍以新職調部辦事。 

(六)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王碩志調派為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七)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曾揚嶺調派為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八)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周芳怡調派為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並以新職調本部檢察司辦事。 

(九)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曾開源調派為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 

(十) 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王俊棠調派為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並以新職調本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辦

事。 

(十一) 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朱華君調派為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並以新職調本部檢察司辦事。 

(十二) 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呂象吾調派為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十三)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劉偉誠調派為臺灣苗栗地

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十四)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吳錦龍調派為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十五)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黃嘉生調派為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十六)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江金星調派為臺灣嘉義地

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十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莊玲如調派為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十八)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董秀菁調派為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十九)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呂建興調派為臺灣高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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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二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陳彥竹調派為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二十一)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王聖豪調派為臺灣橋頭

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二十二)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陳怡龍調派為臺灣基隆

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二十三)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黃筵銘調升為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二十四)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范孟珊調升為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二十五)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蕭擁溱調升為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二十六)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張靜薰調升為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二十七)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李秀玲調升為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二十八)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賴建如調升為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二十九)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劉文瀚調升為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三十)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洪國朝調升為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三十一)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朱啟仁調升為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三十二)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葉益發調升為臺灣新竹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三十三)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洪松標調升為臺灣新竹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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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謝志遠調升為臺灣南投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三十五)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姜智仁調升為臺灣雲林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三十六)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陳淑蓉調升為臺灣雲林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三十七)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黃淑妤調升為臺灣橋頭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三十八)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蔡明達調升為臺灣屏東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三十九)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張志杰調升為臺灣屏東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四十)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陳筱茜調升為臺灣臺東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四十一)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俊廷調升為臺灣花蓮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四十二)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陳貞卉調升為臺灣花蓮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四十三)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黃偉調升為臺灣澎湖地方檢

察署主任檢察官。 

(四十四)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李仲仁調升為福建金門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四十五)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黃振倫調升為福建連江地方

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三、 一審檢察官（含試署、候補檢察官）調動部分計 40位： 

(一)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許祥珍調派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二)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蔡名堯調派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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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翁珮嫻調派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四)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吳怡明調派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五)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周士榆調派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六)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林黛利調派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七) 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檢察官王鑫健調派為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八)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調最高檢察署訴訟組辦事林俊言調派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仍以新職調最高檢察署訴訟組辦事。 

(九)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調臺灣高等檢察署辦事楊淑芬調派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十)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借調本部司法官學院辦事李安蕣調派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 

(十一)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劉孟昕調派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 

(十二) 本部行政執行署副署長陳盈錦回任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 

(十三)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法官葉育宏調派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十四)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鄭皓文調派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十五)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鄭朝光調派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十六)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江佩蓉調派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十七)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郭智安調派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十八)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簡志祥調派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十九)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陳建勳調派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二十)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李亞蓓調派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二十一)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林圳義調派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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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怡廷調派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二十三)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張永政調派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二十四)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童志曜調派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二十五)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蔡岱霖調派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 

(二十六)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郭志明調派為臺灣嘉義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二十七)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王鈺玟調派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二十八)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楊碧瑛調派為臺灣

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二十九)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詹美鈴調派為臺灣高雄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三十)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蘇聰榮調派為臺灣高雄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三十一)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吳聆嘉調派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三十二)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周容調派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三十三) 本部行政執行署屏東分署分署長李門騫回任臺灣橋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 

(三十四)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黃楷中調派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三十五)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孫源志調派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三十六)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張君如調派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三十七) 本部行政執行署宜蘭分署分署長洪景明回任臺灣宜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 

(三十八)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韓茂山調派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 

(三十九)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唐先恆調派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 

(四十)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藍巧玲調派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