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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代表團與我國駐美代表處高大使碩泰會談
訪團飛抵華府當天中午，我國駐美代表處高碩泰大使夫婦在
Kenwood Golf Country Club’s restaurant 宴請代表團成員，並就首次參
加全美州檢察長協會首都論壇交換意見。高大使為外交部基層公務員
出身，曾擔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長、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副代表、駐美
代表處副代表、匈牙利代表、義大利代表等職務，於 2016 年 6 月 5
日出任駐美代表迄今。高大使於席間暢談外交工作之甘苦，由於台灣
的國際處境特殊，駐外人員必須具備更高度的靈活性與創造力。他以
自身為例，因其熱愛運動，曾參加美國職棒開幕賽的開球典禮，藉此
讓台灣被更多人看見。

蔡部長與高大使夫婦於餐廳交換紀念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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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全美州檢察長協會（NAAG）介紹
一、 全美州檢察長協會簡介
（一） 概況
全 美 州檢 察長 協會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torneys General,
NAAG）於 1907 年成立，宗旨在於促進州檢察長實現檢察署所負之
責任，並且幫助在其轄區內提供高品質的法律服務。全美州檢察長協
會作為州檢察長及其團隊的溝通平台，希望有效地討論檢察署工作上
重要議題的合作，並提供資源支持州檢察長辦公室的運作，以捍衛法
律及美國憲法。協會的成員包括全美 50 州之檢察長、哥倫比亞特區
（District of Columbia）之檢察長，以及自由邦波多黎各、北馬里亞那
群島、關島、美屬薩摩亞及美屬維京群島之檢察長。
（二） 核心價值
1.奉獻（Dedication）
：當協會成員及其職員在服務轄內民眾時，提供
最傑出的後勤支援。
2.正直（Integrity）
：不忘協會成員對轄區內人民肩負任務，竭盡努力
堅持最高的個人及職業倫理。
3.合作（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當協會發現問題時，尋求協
會成員的不同觀點和經驗，也提供成員分享知識、經驗、洞見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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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流及包容（Engagement and Inclusiveness）：在信任及尊重的基礎
下，提供協會成員與志同道合的同事來往交流的討論平台。
5.領導（Leadership）
：即使協會成員的決策產生爭議，仍鼓勵、促進
成員展現—不論是在過去或當代的背景之下—具有公共利益及超
然目標的周全、良善、勇敢、許諾的領導力。
（三） 全美州檢察長訓練及研究機構（NAGTRI）
全美州檢察長協會於 2007 年在其轄下設立全美州檢察長訓練及
研究機構（National Attorneys General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e,
NAGTRI）
。NAGTRI 的任務是提供高品質、非政黨、創新的訓練及研
究，以及其他的發展資源支援各州檢察長辦公室。
目前 NAGTRI 每年執行超過 130 項的訓練計畫，出版為數眾多的
法律新聞及刊物。NAGTRI 持續穩定的成長，預期在未來的數年內繼
續倡議許多新議題。NAGTRI 的願景是在政府法務、執法及提起公訴
領域，被認可為美國國內頂尖的訓練及研究組織。
目前 NAGTRI 已經建立數個研究中心，在各領域專家的帶領下，
持續構築 NAGTRI 正面聲譽的成長：
 消費者保護中心 Center for Consumer Protection （CCP）
 倫理及廉政中心 Center for Ethics and Public Integrity （CEPI）
 國際夥伴及策略合作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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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rategic Collaboration
 領導發展中心 Center for Leadership Development
 法 律 倡 議 及 職 員 發 展 中 心 Center for Legal Advocacy and
Faculty Development （CLAFD）
NAGTRI 轄下的國際夥伴及策略合作中心將於 2020 年 6 月 5 日
至 14 日舉辦主題「打擊性暴力及家庭暴力之起訴與預防策略」訓練
課程，獲選參加者 NAGTRI 將贊助全額的旅費、住宿、用餐，在這為
期十日的課程內，密集閱讀資料、參與講課、小組討論、撰寫報告，
研究成果將來會在紐約市舉辦的研討會發表。本計畫我國亦受邀指派
檢察官前往共襄盛舉。
二、 全美州檢察長協會會員：州檢察長之定位
州檢察長辦公室是該州的首席法律辦公室，捍衛政府部門及提供
法律意見，也保護轄區內人民的權利。以本次論壇舉辦地點哥倫比亞
特區為例，特區檢察長辦公室下共設有兒童支援（Child Support
Services Division）、民刑訴訟（Civil Litigation Division、Office of the
Solicitor General）、商業（Commercial Division）、家庭服務（Family
Services Division）、法律諮詢（Legal Counsel Division）、消費者保護
（Office of Consumer Protection）
、人事、勞工及就業（Personnel, Labor
and Employment Division）
、公共倡議（Public Advocacy Division）
、公
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Division）
、公共安全（Public Safety Divi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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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服務部門（Support Services Division）
，業務種類繁多，可以說只
要是轄內的法律事務，都與檢察長辦公室息息相關。從此可知，州檢
察長性質上不只是政府的法律顧問，同時也是公益的代表人。
由於美國採取聯邦制度，各州具有高度自主性，故各州檢察長之
職權因州憲法及州法律賦予之權力不同而有所差異，相較於我國檢察
署主要職司刑事業務，更為廣泛。然州檢察長辦公室業務均有在民事、
刑事、行政案件中，由辦公室成員代表州政府在法院與對造進行訴訟，
概念上即可與我國檢察官至法院執行職務（例如刑事案件蒞庭、民法
聲請監護宣告、公司法聲請選任臨時管理人）進行對應。除了具體個
案的法庭活動之外，以前述特區檢察長辦公室的商業、消費者保護、
勞工及就業、公共倡議業務部門為例，可知州檢察長的辦公室業務也
相當程度涉入轄區內的公共政策。從此不難得知，州檢察長與州長在
政策面上的互動，便極為密切。
三、 州檢察長之產生方式
各州檢察長或法務首長之產生方式，依照各州憲法及法律之不同
而有所差異。其中絕大多數州（43 州）的州檢察長係透過選舉產生；
另有 5 州（阿拉斯加、夏威夷、新罕布夏、紐澤西、懷俄明）的州檢
察長係由州長指派；另緬因州與田納西州的檢察長產生方式較為特別，
緬因州係由該州議員以不記名投票選出州檢察長，田納西州則是由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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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指派州檢察長。至於本次論壇舉辦地哥倫比亞特區，因其不
具有州（state）的地位，故不歸屬於上述 50 州內，惟其檢察長仍如同
大多數州是由選舉所產生。而關於自由邦波多黎各、北馬里亞那群島、
關島、美屬薩摩亞及美屬維京群島之檢察長，其中北馬里亞那群島、
關島是經由選舉產生檢察長；波多黎各、美屬薩摩亞及維京群島則是
由州長指派。此外，各州檢察長亦有黨籍身分（民主黨、共和黨）
，再
參諸上述不同的產生方式，州檢察長執行職務時，將不同的政治因素
納入考慮，例如與州長關係、和法院互動、是否競選連任等，自不待
言。
四、 現任各州檢察長名單
包含哥倫比亞特區、前述美國屬地，現任州檢察長共計 56 位如下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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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2019 年全美州檢察長協會首都論壇（Capital Forum）
一、 首都論壇介紹
以往協會年度舉辦三場經常性會議，分別為夏季年會、秋季年會、
冬季年會。夏季年會舉辦地點由協會執行委員會通過決定，我國代表
團自 1987 年起受邀參加夏季年會，每年固定與美國執法機關交流，
擴展情誼及合作關係。惟從 2019 年起，協會的年度會議在名稱、形
式、地點上有所變更，改制成每年 12 月固定在哥倫比亞特區舉行首
都論壇，進行協會的領導人事改選、年度獎項頒發及新舊任州檢察長
交流，也開放給公眾報名；另外在春季間則是舉辦州檢察長研討會
（NAAG Attorney General Symposium），地點每年由協會執行委員會
決定，其中一半的議程屬於閉門會議，參加者僅限於州檢察長及其團
隊，另外一半的議程則開放給公眾報名。由於以往我國代表團例行與
會的夏季年會已取消，今年度協會邀請我國代表團出席首都論壇，這
也是代表團首次到美國首都哥倫比亞特區參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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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代表團成員名單
代表團

姓名

職稱

團長

蔡清祥

法務部部長

團員

郭瑜芳

法務部調部辦事主任檢察官

團員

戎婕

法務部調部辦事檢察官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試署檢察官

在地秘書

朱哲群
（派赴喬治城大學擔任訪問學者）

三、 論壇行程及會議內容
本次論壇在哥倫比亞特區的 Washington Hilton 飯店舉辦，議程從
2019 年 12 月 9 日起為期 3 天（12 月 9 日至 12 月 11 日）
。由於國內
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將至，本次出訪時間較為緊湊，故代表團在部長
致詞後，只出席第一天公開會議，並在場內會晤州檢察長，最後隨團
至美國最高法院參訪。
（一） 午間餐敘
在第一天全美州檢察長協會的檢察長及協會職員的閉門會議後，
2019 年全美州檢察長協會首都論壇以午宴的方式展開序幕。午宴安
排代表團與阿拉斯加州檢察長 Kevin Clarkson、哥倫比亞特區檢察長
Karl Racine、奧瑞岡州檢察長 Ellen Rosenblum、南達科他州檢察長
Jason Ravnsborg 同桌。會場中首先由時任全美州檢察長協會主席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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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斯安那州檢察長 Jeff Landry 擔任午宴主持人，再由地主的哥倫比
亞特區檢察長 Karl Racine 歡迎致詞。Karl Racine 檢察長在致詞結尾
表示：
「中華民國法務部是 NAAG 的好朋友，我在今年 10 月時與阿
拉斯加州檢察長 Kevin Clarkson 一起前往臺灣訪問，臺灣美麗友善的
環境、高素質的檢察官及一切我在那受到的熱情款待，都讓我至今難
忘。

中午餐敘代表團與同桌的奧瑞岡州檢察長 Ellen Rosenblum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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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長致詞

蔡部長於 NAAG 冬季年會開幕儀式致詞

接下來由蔡部長以英語致詞。首先他對協會表示感謝，述及
NAAG 訪團來臺時愉快的相聚回憶。部長接著敘述自己與美國的深厚
淵源，不僅在美國進修、職業生涯中亦經常前往美國參與大小會議、
與美國檢察官並肩合作，對美國具有一份特殊的情感。而近期臺灣與
美國的國際合作不斷有所突破，今年中方才與美國加州檢察官、移民
暨海關執法局等一同瓦解跨境詐欺集團，將高額不法所得沒收後，償
還被害人。然而犯罪型態不斷翻新，臺灣此時因為總統及立委選舉的
關係，受到境外勢力的干擾，檢察機關必須在短時間內發展遏止網路
散布假消息犯罪之能力，渠認爲這樣的挑戰必然不僅發生在臺灣，因
此能來參與本次會議，也期待能與美國州檢察長們就此議題進行討論。
另外，臺灣近年來歷經了大規模的司法改革，檢察機關內部之任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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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年輕化、彈性化，除了傳統的犯罪偵查核心任務外，也持續精進
監獄制度，希望能完整實現刑事司法正義。最末，蔡部長也提及了香
港反送中事件的現況，部長對於香港發生的種種亂象感到十分遺憾，
臺灣與香港僅一海峽之隔，深切感受到民主自由得來不易，而臺灣檢
察官身為法律的守護者，更將堅守法制，細心呵護臺灣的民主制度，
使之茁壯。最後，蔡部長再次感謝 NAAG 的邀請，並重申對於能與
美國各州優秀的州檢察長共同與會，感到榮幸與珍惜（致詞稿全文請
參附件一）。
（三） 午餐演講
講者：Robert Gaudet 先生
Cajun Navy Foundation、Crowd Relief 創辦人
在中午餐敘期間，協會邀請 Robert Gaudet 先生進行主題演講。
Robert Gaudet 先生是 Cajun Navy Foundation 的創辦人，該基金會的
宗旨是成為行動導向（action-oriented）的智庫，由科技、社群媒體、
急難救助、救援專家組成，成員結構多元，目標是強化全國社群在面
臨災害時，能夠利用科技、社群媒體、手機應用程式迅速反應。基金
會的成立背景是於 2016 年時，路易斯安那州一場連續四天的無名暴
雨造成災難性的水患，最終造成 15 萬戶房屋被沖毀。由於美國幅員
廣大，政府的救災能量有限，因此來自民眾的協力格外重要。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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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稱「Cajun Navy」
，就是指由志願者組成的船隊，例如裝有馬達的
氣墊小船，在水災發生時運用小船協助搜索及救援。然而，縱使投入
民間的資源協同救災，但民眾間缺乏聯繫管道，各自為政的情形下能
夠發揮的力量有限。值得慶幸的是，由於科技的發展，受困的民眾利
用臉書、手機 APP 發布求救訊息，Robert Gaudet 的團隊開始整合資
源，派遣船隻前往救援，甚至預測洪水的走向，在洪水抵達前先行撤
離民眾。Robert Gaudet 在這次水災的義舉，讓他獲得了 2016-2017 年
度路易斯安那州州民榮譽。
Robert Gaudet 是一位電腦工程師，也是一位商業顧問，在此事件
後認知到社群媒體、臉書、手機 APP 在災難發生時的重要性，因此
決定成立 Cajun Navy Foundation，以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災難，並為
對於災難的應對加入更多的科技元素。在之後幾次的救援行動中，基
金會逐漸熟悉如何教導社群如何使用科技搜尋房屋、寵物及組織團隊
找尋失蹤民眾，也展示如何運用科技有效率的去安置災民，將生還者
迅速的帶到庇護所，以及何時將補給品派送到最需要的地方。除了第
一時間的救援之外，基金會也建立了 Crowd Relief 計畫，該計畫目標
是幫助災民重建生活，藉由網路平台媒合災民的需求，由其他民眾、
非營利組織、公司行號提供協助，使災民精準得到災後所需要的重建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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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的目標及善舉獲得在場聽眾的熱烈掌聲。但 Robert Gaudet
也坦言基金會有其困境，就是基金會絕大部分成員都是兼職，在災難
發生時才進行任務編組，大家都有一份正職工作，所以對於基金會的
救災跟重建投入可能因為日常工作受到影響。如前所說， Robert
Gaudet 是一位電腦工程師╱商業顧問，甚至他本人也面臨是否要將基
金會的工作當成正職的抉擇。無論如何，基金會才成立四年不到，
Robert Gaudet 跟他的團隊都還在摸索當中，從經驗中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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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題演講：聯邦公平委員會臉書和解案（ FTC Facebook
Settlement）
講者
Rohit Chopra

Christine S. Wilson

聯邦交易委員會委員

聯邦交易委員會委員

民主黨籍

共和黨籍

上圖：位於哥倫比亞特區的聯邦交易委員會大樓
右圖：夏威夷州檢察長 Clare Connors 在會場以中文
問候部長，表示幼年時曾隨父親至臺灣傳教

聯邦交易委員會由五名委員組成，出任必須經由總統提名、參議
院同意，任期為七年，同一政黨的委員不能超過三名，再由總統指定
一名委員擔任主席。委員會的成立宗旨是在適當的對合法商業活動課
予負擔下，透過執法行動、倡議、教育阻卻任何的防止競爭、欺騙、
不公平商業行為，以保護消費者權益及維護公平競爭，功能上與我國
公平交易委員會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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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演講的內容是聯邦交易委員會與臉書公司的和解案，由於本
案涉及全球最大的社群網站臉書，加上臉書近年來有數起違反用戶隱
私權爭議，以及本案達成的和解金額破紀錄高達美金 50 億元，因此
引起不只美國甚至全世界的高度矚目。
本件和解案的前因是於 2012 年，聯邦交易委員會指控臉書有 8 項
的隱私權規定違反，其中一項是認為臉書的使用條款欺騙了用戶，讓
用戶誤以為他們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個人資料，具體的內容是臉書允許
用戶設定某些重要訊息只限於「好友」存取觀看，但卻沒有適當揭露
另一項設定：同樣的訊息也會被分享給「好友」使用的臉書 APP 開
發商。例如，用戶 A 設定只有「好友」可以看他的個人資料，用戶 B
是用戶 A 的好友，恰巧用戶 B 有使用一個流行的臉書 APP，比方說
是個遊戲，則開發商可以透過用戶 B 對遊戲的授權去得到用戶 A 的
個人資料，即使從用戶 A 的角度來看，這些資料是對開發商設為隱私
的。在 2012 年的事件中，臉書選擇和解，並同意三項條件：第一，
禁止臉書再對使用者的隱私及資訊安全不實陳述；第二，禁止臉書不
實陳述其分享使用者資料的範圍；第三，要求臉書執行一個合理的隱
私保護計畫。
不過，臉書似乎沒有認真看待 2012 年聯邦交易委員所給予的命
令，即使違反命令會招致高額的民事賠償。經過調查，聯邦交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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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指控臉書不斷地對使用者不實陳述對隱私資料的控制範圍，在哥
倫比亞特區聯邦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賠償訴訟。聯邦交易委員指出四點
具體的控訴：
1.就算使用者設定最嚴格的隱私權選項，臉書仍然讓臉書 APP 開
發商透過使用者的朋友存取其個人資料，例如正在閱讀的書籍、交友
關係、宗教信仰、政治傾向、工作經歷等都會被揭露蒐集。臉書雖然
在 2014 年的開發商會議上宣布，不再讓第三方開發商透過 APP 使用
者蒐集其好友資料，但卻個別的告知各開發商，現有平台上的 APP 仍
然可以再運作一年蒐集個人資料。即使一年已屆滿，臉書又開放特定
開發商繼續蒐集使用者資料一年。直到 2018 年 6 月，臉書才真正中
止第三方開發商的存取權限。
2.在開發商將其 APP 註冊到臉書 APP 平台時，除了讓開發商點
選「我同意使用者條款」以外，臉書並沒有實際上檢視開發商或他們
的 APP，就讓開發商存取大量使用者設定為隱私的資料。在這樣的錯
誤政策之下，這些資訊就成為助長身分盜用跟詐欺的養分。另外，對
於臉書更嚴厲的指控是，當臉書得知開發商違反了使用者條款，臉書
的內部執法行動常受開發商投入了多少廣告預算而影響。
3.另外一項與科技有關，而臉書不實陳述使用者可以控制自己資
料 的 範 圍 ， 引 起 眾 多 消 費 者 關 注 的 議 題 是 ： 臉 部 辨 識 （ fa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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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臉書在 2018 年 4 月更新個資政策，表示只有「同意」
新條款才能使用在照片、影像、鏡頭辨識臉部的功能。不過，報告指
出，這項條款欺騙數以百萬計的使用者，因為臉部標示建議（Tag
Suggestions）預設上是打開的，與更新的個資條款所稱使用者必須選
擇加入這個功能才開啟等語，根本不同。
4.此外，本次的訴訟也指出臉書有新違反聯邦交易法的情事。為
了避免帳號入侵或身分盜用，臉書要求使用者提供手機門號加強安全
性或用來重設密碼，不過臉書並沒有誠實的告訴使用者，所提供的門
號同時被用來進行廣告行銷。
對於上述的隱私權違反，兩位委員深感憤怒，除了臉書公然違反
法律以外，也由於臉書是全球性的指標社群網站公司，可能影響的人
數遍及全球，應對自己的經營設立更高的誠信標準。臉書在 2012 年
事件時，曾發起了名稱為隱私權捷徑（Privacy Shortcut）
、隱私權確認
（Privacy Check）的內部改進措施，但被評為自我感覺良好，其成效
就如同本次提起的訴訟內容，漏洞百出。臉書先前因為劍橋分析事件，
聲譽已大受打擊，在短時間內又被聯邦公平委員會提起訴訟，為了維
護公司形象，展現誠意積極在訴訟外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洽談和解事宜。
聯邦交易委員會除了提起訴訟求取賠償以外，另外一項重點在於
往後如何防患未然。本次和解結果，臉書釋放出大量的內部權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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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力量進入公司，執行長 Mark Zuckerberg 希望防止再有隱私洩漏
的憾事。本次臉書同意的隱私權保護新措施，賦予聯邦交易委員會相
當大的權限，且措施不限於臉書，包括該公司旗下的 Instagram、
WhatsApp 或其他臉書掌控的平台及軟體，時間從現在開始到 2039 年
為止。具體新措施如下：
1.獨立隱私委員會（Independent Privacy Committee）
：由臉書的董
事會提名隱私委員會成員，臉書的任何一位員工—包括執行長 Mark
Zuckerberg 本人—都不許加入該委員會，以確保委員會的獨立性。委
員會主要的任務是彙整臉書公司所有的資料隱私風險跟議題。
2.專家法律遵循官（Expert Compliance Officers）
：由獨立隱私委員
會所指派，執行及維護臉書的隱私權計畫。遵循官工作內容主要是：
①鉅細靡遺紀錄下臉書每個重要的隱私權決定，每季將書面報告交給
第三方的評估委員跟執行長 Mark Zuckerberg；②每季向聯邦交易委
員會驗證臉書是否完全遵守隱私權計畫。如果臉書的隱私權計畫執行
不夠確實，遵循官將促請聯邦交易委員會採取更嚴格的監督模式。
3.第三方評估委員（Third-party Assessor）
：由隱私委員會提名、聯
邦交易委員會批准，其工作是每兩年評估一次臉書的隱私權計畫執行
結果。評估委員必須對臉書進行實質審查，而不是對經營階層的說詞
照單全收。此外，評估委員必須在臉書管理階層、職員都不在場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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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每年跟獨立隱私委員會舉行四次會議。同時，臉書也沒有權限
自己決定評估委員的去留，只有獨立隱私委員會能決定。
4.降低臉書執行長影響力：Mark Zuckerberg 只能夠取得臉書隱私
權計畫的書面報告，他無法控制獨立隱私委員會、專家法律遵循官、
或第三方評估委員。但是，這不代表本次和解與執行長毫無關係，他
必須每季認證臉書的隱私權計畫被確實遵循。否則的話，不實的認證
將伴隨民事賠償甚或刑事處罰。
最後，本件和解金額是破紀錄的 50 億美元。聯邦交易委員認為參
照過往經驗，透過訴訟是無法獲判上開金額的。同時，也希望這個金
額為往後的隱私權爭端解決樹立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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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會晤州檢察長

在聯邦公平委員會臉書和解案的演講結束後，下屆全美州檢察長
協會即蒙大拿州檢察長 Tim Fox（左二）
，陪同阿拉斯加州檢察長 Kevin
Clarkson（右二）、哥倫比亞特區檢察長 Karl Racine（左一）、康乃
狄克州檢察長 William Tong（右一）在會議室與代表團見面並交換禮
物。代表團贈送臺灣島型漆掛飾，上面繪製臺灣特色的原住民圖騰或
蘭花，協會則回贈協會徽章以示感謝。值得一提的是，康州檢察長
William Tong 是第二代臺裔移民，精通中文，同時也是康州首位透過
選舉產生的亞裔州憲法職位官員。Karl Racine 檢察長曾與 William
Tong 檢察長共事，對於 William Tong 檢察長的表現讚不絕口，認為
他是一顆閃耀的明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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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最高法院參訪

今日論壇最後一站行程是前往美國最高法院，由大法官 Elena
Kagan 在大法庭內接見州檢察長，一一回答州檢察長的提問。大法官
Elena Kagan 是歷年來第四位的女性大法官，在被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提名前，擔任了六年哈佛法學院院長，於 2010 年 5 月 10 日被提名為
大法官，經過參議院同意於同年 8 月 7 日就職。由於本次活動是交流
性質，州檢察長們並未提問具體法律問題，反而像好奇的學生向大法
官請教工作情形，例如與其他大法官的互動、對於州檢察長在法庭表
現的評價等，想要揭開大法官的神秘面紗。蒙大拿州檢察長 Tim Fox
也藉此向 Elena Kagan 大法官介紹來自臺灣的代表團，Elena Kagan 大
法官誠摯表示歡迎。

代表團與大法官 Elena Kagan 合影

最高法院參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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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NAAG 晚宴
NAAG 邀請部長及訪團晚宴，地點選擇在華盛頓特區內的 The
Monocle 餐廳。The Monocle 餐廳位在最高法院旁，歷史悠久，為許
多參眾議員、政府官員聚會地點。晚宴係設在餐廳二樓包廂，包廂為
長方形，設有一大型長桌，一旁則為吧台，牆上則掛著一個一個的方
框，是歷年曾來用餐的知名政界人士的照片。訪團一進門，調酒師兼
服務生即親切的問候並提供酒水飲料，在就坐前，來賓們即站在桌旁、
老照片牆旁彼此寒喧，別具一番華盛頓特區獨有的美式風情。
本日晚宴主人係 NAAG 執行長 Chris Toth，其他美方來賓還有
NAAG 副執行主任 Al Lama、愛荷華州檢察長 Lawrence Wasden、印
第安納州前檢察長 Greg Zoeller、NAGTRI 執行長 Amy Tenny Curren、
NAGTRI CIPS-C 執行長 Jeanette Manning、特別助理 Ryan Greenstein，
我方受邀賓客則為蔡部長清祥、我駐華盛頓薛副代表美瑜、政治組陳
咨議姿蓉、訪團成員郭主任檢察官瑜芳、戎檢察官婕、朱檢察官哲群。
晚宴氣氛十分輕鬆、愉快，Chris Toth 執行長首先表達對於蔡部長
遠從臺灣率團來參加首次的 NAAG 冬季年會的感佩之意，Chris 表示
NAAG 與臺灣法務部及檢察官的情誼悠久，每次的年會因為有臺灣代
表的出席，將亞洲觀點帶入會議，讓內容及交流變得多元豐富。蔡部
長在席間表示，NAAG 邀請台灣代表團參加首次的冬季年會，意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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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會議中受到各州檢察長們熱情的歡迎更感到非常溫暖；做為臺灣
的法務部長，即便是在非常特別的選舉期間，還是盡量在不影響公務
的情況下，前來參加這場盛會，希望能維繫 NAAG 與臺灣檢察官的
緊密關係。
Lawrence Wasden 檢察長則表示，他非常喜歡臺灣的檢察官，多年
來因為參加 NAAG 會議的關係，認識了許多臺灣檢察官好友，他錯
過了 NAAG 在 2019 年 10 月間來臺灣訪問的活動，非常期待下一次
能成行。而 Greg Zoeller 前檢察長和大家分享他即將於 2020 年 3 月
造訪臺灣，渠現為 World Trade Center Indianapolis 組織的主席，該組
織致力於發展印第安納州的商業活動及協助企業拓展國際市場，將於
來年 9 月份在臺北舉行 51 屆年會；Greg Zoeller 前檢察長目前所從事
的業務，雖然與檢察工作已不相關，然仍積極參與 NAAG 的會議，
並與其他州檢察長維持良好情誼，從渠言談間，體會到美國法律人對
於職業生涯發展的開放與彈性態度，也一窺美國檢察長橫跨法律及非
法律領域特殊的屬性。NAGTRI 的 Amy Tenny Curren 執行長也表示
每年都邀請臺灣青年檢察官參與會議及課程，未來還考慮拓展在亞洲
的計畫，希望能與臺灣合作。晚宴從八點開始進行到十點多方才結束，
席間賓主相談盡歡，幾位 NAAG 成員及州檢察長分享著彼此相識的
回憶、在各地開會時發生的趣事，帶來許多歡笑，也讓訪團度過了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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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愉快的夜晚。

與 NAAG 成員於 The Monocle 餐廳晚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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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訪問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一、 拜會 Jeffrey Rosen 副部長
副部長 Rosen 曾為全美最大律師事務所 Kirkland&Ellis 的合夥人，
於 2003 年開始轉任公職，先後擔任美國聯邦政府交通部法務長、美
國總統行政辦公室管理及預算部法務長，後於 2009 年又再度回到
Kirkland&Ellis，其間於 2015、2016 擔任美國律師協會行政法部門主
席，而於 2017 年 5 月 16 日被任命為交通部副部長，輔佐華裔女性部
長 Elain Chao。儘管 Rosen 從未曾擔任過檢察官，在司法部長 William
Barr 的舉薦下，Rosen 被美國總統川普提名為司法部副部長，經參議
院投票通過後，於 2019 年 5 月 22 日就任，成為美國司法部第二位階
之首長。
訪團抵達司法部後，由刑事部助理副部長 Bruce Swartz 前來迎接，
引導部長及訪團前往位在四樓的副部長辦公室。一路上欣賞了歷史悠
久的建築內部，包括典雅而莊重的挑高的天花板、圓形廊柱、弧形階
梯、石材地板，加上數幅美麗的室內壁畫，例如：描繪現代司法的
「Contemporary Justice」 及象徵世代傳承的「Man and Children」
，展
現出美國最高司法機關的高度與氣勢。抵達四樓後，部長及訪團在副
部長辦公室外訪客區等待會面，此時數位助理副部長均前來致意，並
為部長及訪團介紹牆上歷屆司法部長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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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副部長 Rosen 現身，首先表示歡迎部長及訪團到訪，渠二人
甫在數週前通過電話，今日能碰面，格外感到愉快；副部長也感謝我
國向來均密切與美國合作。
蔡部長則對副部長接待表達謝意，部長表示，此次因為 NAAG 年
度會議造訪華盛頓特區，到美國司法部拜會更是行程中極為重要之行
程。臺美之間簽有司法互助協定，在此協定下，臺灣法務部與美國司
法部長期進行密切合作，多年來完成許多案件合作，現在更有許多重
要案件進行中。Rosen 副部長表示非常感謝及尊敬我國檢察官的努力，
美方在接下來的階段，會持續配合我方需求，接下來將由刑事部及國
家安全部的主管和我方進行關於該案之工作會議，希望雙方能就各種
合作進行更深入的會談。
接著雙方進行禮物交換及合照，雙方及訪團愉快合照，而副部長
突然表示數週前與蔡部長通話時，便是在此會議室，渠指著會議室的
電話說：
「而且是用這支電話。」部長聽聞，立刻表示既然如此，兩人
應在電話旁留影，副部長欣然同意說：
「這樣便可重現當時場景了」
，
眾人在旁歡笑協助拍照。蔡部長與 Rosen 副部長的會面，便在歡樂而
和諧氣氛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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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事 部 助 理 副 部 長 Bruce

Rosen 副部長與蔡部長在副部

蔡部長與 Rosen 副部長在雙方

Swartz 及司法部檢察官同仁

長辦公室相見合影

通話時所使用之電話機前合

向部長及訪團介紹歷任司法

影

部部長

二、 與美國司法部刑事部、國家安全部之工作會議
（一） 刑事部（Criminal Division）簡介：
刑事部主管為助理部長 Brian Benczkowski，其下共有 93 位檢察
官，職司聯邦刑法之使用、執行及監督，負責督導全國聯邦檢察官之
案件，及重大刑案的追訴。除了個案追訴外，刑事部檢察官尚負責全
國敏感性刑事執法政策的建議，譬如通訊監察制度之建設等。刑事部
也是白宮總統行政辦公室的顧問，提供總統刑事法律意見，也給予全
國聯邦檢察官諮商，並協調跨州、跨國刑事案件之合作。
（二） 國家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簡介
國家安全部主管為助理部長 John Demers，該部係在 2006 年 3 月
創設，整合了原先智慧財產、反恐及反情報部門，其後又增設法律政
策及行政部門、海外被害人司法正義部門等。國家安全部的設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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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為藉由法律的執行維護美國國家安全，致力與統合傳統執法單位、
情報單位、聯邦檢察官，以期發揮最大效能。
（三） 工作會議過程

部長、訪團與刑事
部、國土安全部工
作會議實況

離開副部長辦公室後，刑事部助理副部長 Bruce Swartz 引導訪團
到達一樓會議室，與刑事部主管助理部長 Brian Benczkowski 及國家
安全部主管助理部長 John Demers 進行第二階段會談，美方與會者尚
包括國家安全部負責智財案件之副助理部長 Adam Hicky、國際事務
辦公室（OIA）負責亞洲司法互助案件主管 Jeff Olsen 及對臺灣聯繫
窗口 Peng Wu、口譯人員 Paul 及數位員工。Brian 及 John 均表示非常
歡迎蔡部長及訪團到訪，首先問候 NAAG 會議是否順利愉快，並表
示 NAAG 是美國州檢察長的重要組織，州檢察長們身兼法律與政治
角色，而各州運作模式及氛圍也大有不同，相信能讓訪團看到美國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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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檢察文化。而臺灣法務部向來與美國司法部互動較多，合作一向
緊密，但多半都是透過文書、電郵、電話往來，今日能夠碰面，對於
雙方關係的維繫別具意義。
蔡部長表示，渠此行是為了參與 NAAG 會議，了解美國州檢察長
的性質十分特殊，許多州檢察長也都有政治背景，能與州檢察長們相
識、建立友誼，感到十分愉快。而與司法部的檢察官們碰面，因為彼
此的工作均為更純粹的司法、法律業務，這種感覺非常親切而熟悉；
而雙方向來在跨境合作上有非常好的默契，在華府相聚、就議題做更
深入的討論，可謂極為重要的行程，也讓訪團此次訪美更有收穫。
Brian 助理部長首先說明許多跨境案件中，如牽涉經濟智財犯罪，
經常與刑事部及國家安全部均有關聯，因此在案件初始兩部門會共同
合作，發展到後案情較明朗時，才會交由其中一部門辦理。現今犯罪
中，越來越多是跨國界的犯罪，沒有良好的國際合作，無法將案件偵
破。蔡部長接著進一步提及，自從臺美司法互助協定簽立後，雙方完
成了許多重大案件合作，成果豐碩，未來應該拓展至包括受刑人移交、
引渡等的合作上，使打擊犯罪更加全面。例如臺灣八月間才與波蘭簽
署了全面性的司法合作協定，涵括刑事司法互助、引渡、受刑人移交、
法律及其實務見解、訴追犯罪及犯罪預防之資訊分享，臺美也應該朝
此方向推進。美方代表表示更密切的合作及更廣泛的協定也是渠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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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見的，也許可以從受刑人移交開始努力起。本次工作會談就在雙方
再次相互道謝、交換禮物及合影中順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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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喬治城大學法學院（Georgetown Law）訪問紀要
一、 緣由
於 2013 年參加全美州檢察長協會夏季年會時，法務部曾率團至
喬治城法學院訪問，當年是由院長 William Treanor 接待，討論我國實
務與該校交流的機會與模式。William Treanor 院長也曾於 2018 年與
該校亞洲中心（Center For Asian Law）執行長 Thomas Kellogg 先生，
藉由我國駐美代表處引介，至法務部拜會蔡清祥部長。本次剛好到哥
倫比亞特區參加論壇，期待再次與 William Treanor 院長及副院長
James Feinerman（亦為亞洲中心主任）見面，加深雙方情誼。但 William
Treanor 院長臨時有家庭要事，無法出席，故由副院長 James Feinerman
單獨招待代表團。
二、 喬治城法學院的臺灣元素
James Feinerman 教授是公司法專家，曾在中國、日本擔任研究員，
故熟悉亞洲事務。特別的是，教授與馬英九前總統是哈佛大學博士班
同學，曾經受邀至臺灣參加馬前總統的就職典禮，至今約訪問臺灣十
次左右，亦指導來自臺灣的博士生。同時教授也負責法學院的國際學
生業務，他表示目前包含 JD、LLM、SJD 法學院學生人數約二千六
百人，至於臺灣學生人數約十人。如果是來自臺灣的訪問學者，都會
繫屬於亞洲中心轄下。近期法學院關注臺灣蓬勃的公民運動，曾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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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間邀請我國婚姻平權大平台總召集人呂欣潔（Jennifer
Lu）
、副召集人鄧筑媛（Joyce Teng）分享婚姻平權的議題。此外，我
國富邦金控集團董事長蔡明忠也是喬治城法學院校友，其慷慨捐贈，
法學院將從明年度起提供全額獎學金（學費每年六萬六千五百美元）
給來自的台灣 LLM 學生，每年擇優二名，為期五年。
三、 喬治城法學院與實務的連結
喬治城法學院位處美國的政治中心，校內事務與政府機關高度聯
繫，尤其校區鄰近美國最高法院，校內設有最高法院模擬法庭（Moot
Court）
。法學院行政經理 David Mao 引導代表團參觀模擬法庭，他表
示學生可以登記旁聽，獲得邀請後會收到背景資料，也必須擔保自己
和當事人都沒有利害衝突，並且保守參與時所聽到的機密。模擬法庭
進行方式是單方言詞辯論，由校方邀請有豐富實務經驗的教授、律師
組成模擬法官，聆聽並對律師提出詰問。又法庭內的設備均比照最高
法院大法庭設置，比方說收放音設備、辯論席螢幕等，還原度極高。
因為法學院的模擬法庭提供了在大法庭辯論的最佳演練環境，所以幾
乎進入最高法院言詞辯論的案件（百分之九十八）
，都會申請到模擬
法庭進行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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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致贈紀念品交趾陶八卦中
獅頭，並與 James Feinerman 教授
合影留念

參訪喬治城大學模擬法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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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心得與建議
一、 我國與美國司法部及檢察機關交誼穩固
今年為法務部首次組團參加 NAAG 在首府華盛頓特區舉辦的首
都論壇。2018 年以前，我國每年均組團參加全美州檢察長夏季年會；
惟因夏季年會自 2019 年起停辦，NAAG 為維持長年與我國檢察界建
立之友情，故從 2019 年起，邀請我國參加每年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
冬季年會—首都論壇。
雖因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選舉查賄期間，工作十分繁忙，但蔡部
長不願雙方長期友誼因此中斷，爰以最精簡規模組團，以最短期間與
最緊湊的行程，參與冬季年會-首都論壇，以鞏固雙方長期合作情誼。
本次首都論壇共有 48 州檢察長親自參加。大會於首日安排歡迎
午宴，由華盛頓特區檢察長 Karl Racine 引言，邀請蔡部長致詞，讓我
方感到備受尊重。此外，許多州檢察長亦在會議期間與蔡部長及我方
團員交談，對於臺美司法交流發展極具意義。
藉著參加首都論壇的地利之便，訪問團也順道拜訪位在華府的司
法部，由司法部副部長 Jeffrey A. Rosen 在辦公室會見，隨後並與司法
部國家安全部、刑事部助理副部長等人，就營業秘密保護之議題進行
座談。除了拜會層級為歷年最高以外，交流內容亦十分深入且具體，
訪問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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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察官應積極培養論述表達能力
本次大會安排各州檢察長參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訪問團也隨同
參加。聯邦最高法院由大法官凱根女士接見，地點在聯邦最高法院的
法庭。由於聯邦最高法院經常進行言詞審理，許多州檢察長都有親自
到庭陳述意見之經驗。凱根大法官也是一樣，她在歐巴馬政府時代擔
任檢察總長，曾經數度代表司法部到最高法院陳述意見。如今擔任大
法官坐在審判席上，她仍相當懷念站在下面陳述意見的時光。
由於我國推動國民參審制已是勢在必行，檢察官在審判庭上如何
用簡單易懂的陳述，將複雜的事實、證據、法律表達清楚，以達到追
訴犯罪、實現正義目的，具備論述能力十分重要。建議在檢察官公訴
課程中，應有相關論述表達的實作項目，並鼓勵檢察署舉辦檢察官會
議時，安排檢察官輪流進行專題報告，或與社區學校結合，鼓勵檢察
官擔任法治教育課程的講師，創造更多機會讓檢察官磨練論述與表達
的能力，為國民參審制度實施預作準備。
三、 檢察官主動參與公共事務，體察民意，建立人民信賴關係
美國檢察官職司公益代表人，偵查犯罪案件並保護國家權益。除
了具體個案的法庭活動之外，凡商業、消費者保護、勞工及就業、公
共倡議業務，州檢察長辦公室亦積極參與，是美國檢察官對公共政策
事務之投入與影響力，值得我國檢察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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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次行政院主持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作
為為例，檢察官展現主動積極精神，參與中央防疫指揮中心的運作，

提供嚴正執法意見，並以防疫優先的原則，於相驗程序面，與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合作分工相關通報及採驗程序，並督導檢察機關
妥速進行相驗程序，適時與家屬詳盡說明，兼顧防疫必要及家屬需求，
共同防止疫情蔓延。且基於政府一體，結合檢、警、調、衛政、消費
者保護及公平交易等機關，做好相關防疫執法工作，以全力固守防疫
陣線，即為檢察官參與公共事務之最佳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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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蔡部長於 2019 NAAG 冬季首都論壇會議演說大綱
1081209

一、開場問候、感謝 NAAG 對臺灣代表團不間斷的邀請，今年是臺灣代
表團首次參與冬季首都論壇會議。次感謝地主州 AG Racine 的招待，
簡述今年方在臺灣招待 AG Racine 及 AG Clarkson 的愉快時光。
Good afternoon. Thank you, Attorney General Racine, for the kind
introduction. It is a great honor to be here today with all of you for the 2019
NAAG Capital Forum. I feel grateful a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the Taiwan
delegation as well as for myself to attend the meeting in winter. This
October, we have just hosted AG Racine, AG Clarkson and other good
friends from NAAG in Taiwan and it was truly a joyful time. Here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sincere appreciation for the continuous invitation by
NAAG to us since 1987. The friendship built up all along the way between
NAAG and Taiwan’s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Prosecutor Generals is
something we deeply cherish and are proud of.
二、 分享部長在職業生涯中，赴美進修，及在擔任主任檢察官及調查局
長時數度赴美考察、與美方進行合作，因而結交了許多好友，對美國
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I have been a prosecutor for 36 years and have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hold the office of 5 district chief prosecutors, the Academy for the Judiciary,
Ministry of Justice Investigation Bureau, and now serve as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In those positions, I was given many chances to visit and eve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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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in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s the visiting scholars program at Harvard
Law School and the 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great spirits of your nation and people’s
hospitality have deeply touched my heart and thus produced a special bond
between me and the U.S.
三、 透過國際司法合作打擊犯罪及維護區域安全是我國重要發展項目，
法務部近一年來成果豐碩（簽訂數個條約協定）。分享臺美近期在司
法互助領域無間的配合：我國檢調與美國檢察官、移民暨海關執法局，
於今年 8 月共同破獲臺灣人設立在加州之跨國電信詐欺機房，瓦解犯
罪集團，扣得上億不法所得，並返還被害人，使司法正義獲得伸張。

Working joint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allies to fight
transnational crimes and protect the regional security have long been the
priorities of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This year, we see fruitful results
of our decade-long efforts. Several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have been
concluded between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For example, this June, we
signed an Agreement on the Leg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 with
Poland, which is the first EU member state to sign a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greement with Taiwan. In addition, under the well-functioning USTaiwan MLA Agreement, a great example of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as just been carried out this August. Under the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ese prosecutors and law
enforcement, a notorious telecommunication fraud ring, after having fled
around half of the globe, was taken down in merely 3 weeks. A few weeks
later, the criminal proceeds that is more than 3 million USD has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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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scated and returned to victims accordingly.
四、 面對世界政經情勢劇烈的變動及不斷翻新的犯罪型態，法務部遇到許
多挑戰，也相應做出努力。以明年一月將近之臺灣總統總統大選為例，
臺灣和美國及許多國家類似，也受到境外勢力及假消息介入的犯罪威
脅。法務部目前透過雲端科技、大數據方法等科技偵查手段，對犯罪
情資進行蒐集分析，也積極借鏡外國政策、查緝方式及加強雙邊交流，
希望能有效遏止此等新興犯罪。

However, even with these successes, more challenges are awaiting us. In
this digital era, new types of crimes, amplified by the complicated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keep emerging and posing greater threats on
individuals and both our nations.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sign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with nearby
countri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fighting transnational crimes collaboratively.

Moreover, Taiwan is now in a battle fighting the “fake news” which
spreads through the internet, causes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even targets
to influence Taiwan’s upcom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he next January.
MOJ is applying new technology to investigation — such as the use of
cloud integration and big data to collect and analyze criminal intelligence.
We also look into foreign policy, strategies, ways of cooperation, in the
hope of finding a global solution to these new crimes.

五、除了犯罪偵查外，臺灣在檢察人事、獄政的革新上，也不斷努力。我
國在去年方進行了大規模司法改革，其中包括臺灣檢察官晉升方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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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年輕化，及監獄技能訓練之多元化，幫助受刑人順利回歸社會。
Last year, Taiwan had just gone through a big scale of judicial reform.
Since then, several remarkable changes have been steadily carried out by
MOJ. Inside the prosecutorial system, we adjusted the internal rules of
promoting prosecutors. Promotion of prosecutors and officers is now based
on diligence and ability instead of seniority.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advanced the correctional policies to adopt more diverse and customized
means of correction, which is expected to better facilitate the rehabilitation
of inmates. We hope the correctional system, as the last phase to realize
the criminal justice, to correct, to assist, and ultimately, to ensure the
wrongdoers can return to the society successfully.
六、表達對於近來發生在香港的紛亂及危機之遺憾，臺灣與香港相隔一
海峽之遙，深切感受到民主自由維護不易。作為法務部長，我深切感
受到唯有健全法治才能守護這些珍貴的價值。這也是為何，我對於包
括今次在內的每個與法律菁英的相聚都十分珍視，因為這些交流使我
們更能站在一起，捍衛共同的信念。
While marching firmly toward a brighter future, we regret to see that Hong
Kong, our neighbor, is suffering from losing its prosperity and people’s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My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Taiwan is now
facing tough challenges to democracy, to freedom of speech, to the will of
people and to all those fundamental values that our predecessors once
fought their lives for and that we could not bear to lose. As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I am deeply convinced that these values cannot be protected
without the existence of a sound and strong judicial system. This in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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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s why I deem every gathering with the like-minded spirits as today
extremely important as it unites us to firmly safeguard our beliefs.

七、最後感謝 NAAG 熱情招待，能在此分享我的想法讓本次旅程格具意
義。我非常期待接下來的會議，僅在此和預祝大會順利成功，謝謝！
Once again, my genuine thanks to NAAG for inviting me to attend this
wonderful event. The chance for me to share these thoughts with you have
brought an even more special meaning to my trip. I look forward to the rest
of the meeting and wish it a great succes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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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法務部自 76 年至 108 年參加全美州檢察長會議人員名冊
年度
76 年
77 年

參加會議人員
石明江、陳涵、邵良正
石明江、陳涵、陳耀東、林榮耀、謝尚徽、江明蒼、林
輝煌、 吳陳鐶、張清雲

78 年

石明江、陳涵、陳耀東、王和雄、林輝煌

79 年

陳涵、洪禎雄、林輝煌、陳耀東、鍾曜唐、邵良正

82 年

林榮耀、謝文定、顏大和、朱楠、蔡薰慧

83 年

馬英九、陳耀東、李光化、方萬富、費玲玲

84 年

洪禎雄、林偕得、蘇南桓、鍾鳳玲

86 年

盧仁發、王崇儀、管高岳、江惠民

87 年

盧仁發、顏大和、陳明堂、洪光煊

88 年

盧仁發、蔡清祥、李進誠、蘇維達

89 年

盧仁發、莊春山、謝榮盛、陳文琪

90 年

盧仁發、莊春山、陳守煌、林邦樑

91 年

吳國愛、施茂林、林玲玉、羅雪梅、陳瑞仁

92 年

陳聰明、王添盛、張斗輝、越方如

93 年

陳定南、蔡茂盛、朱楠、洪威華、孟玉梅、黃元冠、朱
坤茂、王志郎

94 年

吳英昭、江惠民、費玲玲、林良蓉、林黛利

95 年

謝文定、劉惟宗、蔡瑞宗、林良蓉

96 年

顏大和、施良波、吳慎志、蔡名堯、楊婉莉

97 年

陳聰明、劉家芳、張文政、楊婉莉、蘇佩鈺

98 年

陳時提、洪光煊、邢泰釗、廖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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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陳榮宗、賴哲雄、吳協展

100 年

楊治宇、涂達人、范文豪、劉文婷、杜慧玲

101 年

王添盛、蔡碧玉、羅榮乾、杜慧玲、劉文婷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曾勇夫、張斗輝、周志榮、林慶宗、陳文琪、楊婉莉、
洪三峰、呂俊儒、殷玉龍、陳昱奉
顏大和、呂文忠、杜慧玲
羅瑩雪、邢泰釗、郭珍妮、黃玉垣、余麗貞、陳昱奉、
蔡佩玲、劉怡婷
顏大和、江惠民、林錦村、杜慧玲、楊景婷
邱太三、謝榮盛、蔡秋明、朱兆民、柯麗鈴、陳靜慧、
蔡佩玲、王珮儒

107 年

江惠民、陳宏達、王俊力、吳協展、劉怡婷

108 年

蔡清祥、郭瑜芳、戎婕、朱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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