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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傳』桃園律師公會前理事長孔令則律師專訪（上）
（孔令則律師口述，採訪小組記述、整理、攝影）
今年開春以來，疫情變化不斷
，尤其年後因防疫政策配合國際調
整，染疫人數也持續升高，值此疫
情嚴峻而影響人心之際，感謝本會
前理事長孔令則律師仍應允於111
年5月5日接受採訪小組之訪問，使
會刊能順利出刊，延續『薪傳』不
斷，特表謝忱。
【選擇法律工作之緣起】
因孔律師之學經歷較為特別，採訪小組先請教孔律師為何當初選擇政
治作戰學校法律系就讀（註：原「政戰學校法律系所」已於78年併入當時
之國防管理學院，國防管理學院則於89年併入國防大學，更名為「國防大
學國防管理學院」；95年11月，配合軍事院校整併案，再次更名為「國防
大學管理學院」，當年「政戰學校法律系」現為「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
系」。），孔律師表示當時高中時就讀武陵高中，因父親為職業軍人，希
望孔律師能報考軍事院校報效國家，因著這樣機緣而選擇政戰學校法律系
就讀。孔律師由此回想起當年讀書時的情形，孔律師表示當時的法律系一
班只有15人，老師多為自大陸來台學者，包括著名民法學家梅仲協教授等
，都曾教導過孔律師，雖然老師們大部分都有濃重鄉音，但當時的同班同
學都很努力專心聽課。且因為是在軍校就讀，所以前三年的暑假要參加軍
事訓練，在這段期間跳過5次傘，而領有傘徽。那個時期軍法官特考兩年
才考一次，孔律師畢業時先分發至成功嶺擔任書記官，並報考當年度的軍
法官特考，也很順利地考上。當時軍法官很特別，考上受訓後分發為法官
、檢察官及公設辯護人，孔律師一開始是分發擔任公設辯護人，因人力不
足，如遇有案件，其中一個職位的人員如果因放（請）假或公出，為了避
免無法開庭或辦理案件，就會抽調其他職位人力支援，因此當時雖職位為
公設辯護人，但三個職位會隨時輪換，要看當日人力而定。這些特殊的經
歷，實非一般法律人能夠體驗，也讓採訪小組聽得嘖嘖稱奇。
【轉換跑道，由軍法官轉任律師】
採訪小組找出了考試院民國77年12月的考試院公報，其上列有『第二
一O批律師檢覈及格人員名單』，詢問孔律師當年軍法官檢覈律師的相關
規定及過程，孔律師回憶起當年的制度，如果是少校官階，要任滿2年，
才能報考參加筆試，如果是上校官階，則不用筆試。檢覈考試只有筆試，
沒有面試，考試內容則為民法、民訴、刑法及刑訴，但少校軍法官通過檢
覈考試的難度甚高，孔律師憶及同一年度與他一同通過筆試者僅有三人。
因為就讀軍校，所以必須服役15年才可以退伍，而孔律師擔任軍法官期間
，基於當時的時空背景，軍法官有時候不得不面臨基於鞏固領導目的而為
的決定；因此孔律師對於軍法官的工作已於心中萌生退意，恰好服務滿15
年，上級又表示要將孔律師調往南部，而先前孔律師已取得律師資格，因
此孔律師便利用這個機會選擇退伍轉任律師。
【拓展案源 建立口碑】
孔律師轉任律師後，
選擇回到桃園開設律師事
務所。然而孔律師認為律
師接案，不應該是為接案
而接案，要把案情及依照
所掌握的狀況跟當事人說
明清楚，不要給當事人有
超乎常情的期待。只要認
真辦案，就會建立口碑，
也才不會違反律師法或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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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倫理規範。有關拓展案源之方式，靠得是口耳相傳的口碑介紹，孔律師
特別提到曾因自己在法庭上的表現，讓旁聽者覺得孔律師認真且條理清楚
的辯論及論述，進而前來委任，這也是讓孔律師認為他擔任律師以來值得
欣慰之處。
【參與驗票】
在機緣使然下，孔律師自連戰先生第一次競選總統起即經遴聘擔任桃
園地區法律團的召集人，也因此有機會參與驗票，孔律師回想起當初要聲
請驗票，必須要趕著先寫書狀，包含地檢署的告發狀及民事庭的聲請狀，
且因為時間急迫，所以已工作一天了，晚上仍要趕著寫狀並且遞交，然後
當法院通知驗票後，還要趕快組織安排律師團參與驗票，因此動員了許多
桃園的律師協助，這也是他擔任律師執業生涯中難得的體驗，後續也辦理
多件選舉訴訟案件。

自我提升

擴展視野

（會刊編輯部）

自疫情蔓延全球
以來，透過網際網路
線上運用日深，本會
購置會館之初即已建
立在職進修之硬體設
備，因應疫情，又提
升本會相關軟硬體，
尤以丁理事長俊和任
內，更將軟硬體設備
之完善與利用，發揮
得淋漓盡致，以會館
之資源與其他友會乃至機關單位密切合作，推展在職訓練課程。尤其因應
司法資訊電子化之趨勢，經本會徐前理事長建弘之促成下與司法院合辦「
司法院律師單一登入及電子訴訟系統教育訓練」，期能使律師與法院間書
狀往來能透過電子化而得以迅速及無紙化。
又因應國民法官法以及勞動法規之法制變革，本會除與彰化律師公會
先後合辦111年度國民法官法實務教戰訓練營、111年最新勞動法規修訂解
析暨因應對策，另因桃園市近年來發生多起團體協約爭議，邀請國立陽明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邱雨凡副教授兼代理所長講授「團體協商與團體協
約爭議實務分析」，祈使在疫情期間以完善之設施裝備為基礎，建構與友
會合作推展進修課程之互助平台，增進律師同道之本職學能，及促進各地
律師同道之交流與進步。
本會前已於前理事長鄭仁壽律師任內與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簽署合
作備忘錄，本會為落實在地法律服務及法治教育，於111年3月22日在張副
理事長百欣、陳理事泓年、林理事哲倫、陳監事韻如及陳秘書長怡衡與開
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劉季綸院長、法律系游明得系主任，共同見證丁理事
長俊和與開南大學林玥秀校長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雙方未來將由該校法
律系推薦學生，經由本會引介前往律師事務所實習或進行參訪見習。該校
並提供在職進修、碩博士學分班、碩博士學位班等學術資源，以利本會會
員精進學能，將來並在現有基礎上繼續擴大舉行學術研討或專題講座。本
會並預畫結合該校法律服務社舉辦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安排在地優秀律師
至開南大學校區，提供在地師生與民眾法律諮詢，推廣平民法律服務及法
治教育。
另本會於111年2月19日承辦六師聯誼活動，蒙鄭文燦市長、黃世杰立
法委員蒞臨致詞並勉勵，法務局周春櫻局長、建築師公會韋多芳理事長、
會計師公會劉嘉松理事長、醫師公會莫振東理事長、中醫師公會姜智文理
事長、牙醫師公會葉忠武理事長等嘉賓均到場同歡並参與沉香手作，六師
友人及參與之律師會員透過沉香之介紹與現場體驗製作，增進對於沉香之
認識，使與會全體人員在輕鬆又知性的氛圍中進行不同職業領域之交流；
此外亦持續與日本仙台辯護士會聯繫維持交流之熱度與情感，除了對甫於
4月1日就任會長一職的伊東滿彥先生致以恭賀之意，本會並對於伊東會長
在就任記者會表達對新冠肺炎期間經濟弱勢族群進行債務協商之支持與關
懷，以及日本民法於今年4月將成年年齡修訂為18歲後，所可能衍生年輕
族群消費教育相關問題的擔憂，表示敬佩並多有共鳴，更規畫待疫情減緩
國門開放後，進行實質之拜會訪問，並期待仙台辯護士會的同道於112年
來台共襄盛舉，一同見證榮耀本會創立50周年之慶典。
值此疫情仍未見緩和，乃至染疫人數持續增長之際，本會除持續加強
執行各項防疫措施，希望會員同道多加利用各項線上資源滋養專業職能，
亦衷心祝願會員同道身心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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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多元性別平權法制發展概覽：
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
立法歷程為中心(上)】
（國際交流委員會

李翎瑋律師、張雅蘋律師）

一、前言

因素，無法遍覽臺灣關於多元性別保障之所有法規，將主要聚焦於
七四八施行法於臺灣立法之歷程，淺談背後之社會政治脈絡與法律
議題，並兼談目前法律之現況與缺失，最後列出關於其他多元性別
保障之現況與展望。
二、臺灣同性婚姻立法歷程
（一）臺灣婚姻平權前史

多元性別（sexual/gender diversity），又譯性別多元化、性別多樣

早在1958年，臺灣即有一對女同志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詢問同

性，雖然對其定義仍有不同見解，但一般認為其定義並不只單純指

性別者是否能結婚2，有資料顯示當時甚至曾聲請釋憲，爭取結婚的

性別方面的多元（女、男、其他非二元性別或無性別），同時還包

權利。但臺灣首次出現「同性婚姻」相關倡議，一般認為始於1986

含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的面向。多元性別的討論觸及到所有並

年，男同志祁家威提出與同性公證結婚遭到拒絕，因此開始一連串

非典型的性別與性傾向狀態，因為一般來說社會常規性假設任何人

的請願與抗爭。是年，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通過同婚，甚至甚

都是「順性別異性戀」，簡稱「順異常規性（cis/hetero-normativity）

少見同婚倡議，因此亦有論者認為同婚並非西風東漸，而是臺灣本

」，導致任一項不符合或皆不符合的人面對各種交叉性的不利處境

土化脈絡下誕生之產物。

，多元性別的關照也自此誕生，因此對於性傾向的平等保護與對於

然而，由於臺灣婚姻規範的主要法源為《民法》親屬編，當中

性別的平等保護難以互相獨立而論，且順性別異性戀之法制建基於

沒有明文保障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由國家政府認可，使一對同性

男女性別不平等的假設基礎，因此女性權利運動、兩性平權政策與

、異性結合之制度，並得到尤如婚姻關係的權利和責任，僅非以「

消除對女性歧視之倡議亦與多元性別議題深度相關。

婚姻」二字稱之。）之法律地位，此外，《民法》第972條稱「婚

一般將不符合傳統性別與性傾向期待者稱呼為「性少數」或「

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同法第980條則稱「男女未滿十

性小眾」，在論述上亦常通稱為 LGBT，包含 lesbian 女同志、gay 男

八歲者，不得結婚」。雖然該等法條於文義上，並不直接表示婚姻

同志、bisexual 雙性戀、transgender 跨性別，且該分類隨著時代更加

必須由一男一女所組成，然通說及實務皆解釋文字中提及「男女」

演進，目前多元並行許多不同稱呼，包含 genderqueer 酷兒、intersex

一詞，即表示婚約及婚姻應由一男一女之間締結之，以此反駁同性

雙性人、 asexual 無性戀等不下百種不同性別性傾向類別，簡稱亦繁

婚姻之合法性。

，如LGBTQ、LGBTI、LGBTQIA+……等。

2001年，法務部擬定人權保障基本法草案，該草案第24條寫到

臺灣社會向來注重包括LGBT權益的各種人權議題，不僅從西元

「國家應尊重同性戀者之權益。同性男女得依法組成家庭及收養子

（下同）2003年起舉辦台北同志遊行至今已19年、並自2019年起舉

女」，後更於2003年修正增加條文禁止性傾向歧視等內容3，雖然最

辦東亞首個跨性別遊行至今3年（2020年及2021年縱使受到疫情衝

終人權保障基本法草案並未送出行政院而胎死腹中，但仍可謂法制

擊，仍照常舉辦，其中2021年改為線上遊行辦理），截至目前，全

史上第一次出現明文保障同性戀者權益之文字。後於2006年，民進

國幾乎所有縣市都有每年民間自發舉辦的同志遊行，參加人數從數

黨執政時期，時任立法委員蕭美琴曾提出同性婚姻草案，惟因當時

百至數十萬不等，亦有為數眾多的同志團體進行倡議與建立支持系

仍屬朝小野大，國民黨掌握多數國會席次，未能推行通過一讀，法

統，同志運動團體與臺灣的婦女運動、勞權、人權團體等亦維持相

律亦胎死腹中。

當密切的互動與相互聲援關係。
除民間豐沛的動能外，臺灣關於性別平權、性別性傾向保障之

然而始於20世紀的同婚倡議諸多行動為後續同運增添養分，民
間團體仍鍥而不捨努力，為了使同性婚姻在中華民國法制化，自

法規亦繁，現行法制中多明文訂定禁止性別與性傾向的歧視，且應

2012年間起，開始了數年的馬拉松多元成家立法倡議。

重視性別平等教育等，相關法律如著重性別平等與多元性別教育的

（二）多元成家三法之提出與聲請大法官解釋

《性別平等教育法》，明列性別、性傾向、性別氣質與性別認同，

2012年，在民間團體推動下，開始出現史稱「多元成家三法」

教育政策也將「多元性別」知識融入性教育課程，而《性別工作平

的倡議行動，三部法典分別為：婚姻平權修法草案、伴侶法草案、

等法》亦明列性別與性傾向，力求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性騷

家屬制度法草案。其中婚姻平權修法草案主要針對《民法》進行修

擾防治法》中要件包含「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

正，另外兩套草案則為新的法案起草。

之行為」，而含有敵意或造成侮辱等，因此基於性別氣質、性傾向

婚姻平權草案，主要宗旨在於修改現有《民法》中，關於婚姻

、性別認同而生之騷擾行為，皆包含在性騷擾之範疇中。此外，臺

與家的描述，從原本的男、女兩性修改成中性，例如將夫妻改成配

灣雖非聯合國會員國，更主動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偶，將父母改成雙親，使得法律除了可以承認和保障男性與女性之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間的婚姻關係，也擴及同性戀、跨性別、多元性別者之間的婚姻關

CEDAW）》，當中不僅明定政府應致力消除一切對女性歧視，更包

係，同時也將婚約的年齡下限，從男女差異處理（男17歲、女15歲

含對同性戀、雙性戀女性與跨性別女性之保障措施，臺灣於簽署後

），改成統一17歲，結婚的年齡的限制，也從男女有分（男18歲、

致力施行，亦制定施行法，且定期舉辦國家報告審查會議，受到國

女16歲），統一改成18歲，除此之外，婚姻雙方的權利與義務，在

際諸多讚揚。可見臺灣之法規規定一直注重於均衡保障不同性別與

此法案中，並沒有做任何的變更。

性傾向者免受他人歧視性或不平等之對待，對於性別平權、性別意

伴侶法草案則以法國1999年修法通過之法國民事結合為基礎，

識之敏銳度亦高，在行政院性平處2021年依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

該法案並非締結婚姻關係，而是成年人二人，為共同生活簽訂之民

2019年性別不平等指數，臺灣資料代入計算後，性別平等表現為全

事契約，僅對雙方當事人發生效力，亦即在雙方當事人之外，不發

球第6名，亦居亞洲之冠1 。

生雙方血親成為姻親之法律效果。主要法律效果為：同一當事人，

在諸多性別平權成就中，臺灣近年最為國際稱道者即屬2019年

僅能於婚姻制度與伴侶制度之間擇一締結，伴侶法之基本精神為平

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等協商、照顧互助，締結成伴侶的雙方，法律地位原則上大致與婚

俗稱同性婚姻法或七四八施行法，成為亞洲第1個、全世界第26個

姻的配偶相當，與婚姻制度的不同，在於不以性關係為必要條件的

通過同性婚姻之國家。該法之制定不僅改寫婚姻原屬一男一女之既

成家方式，伴侶制的雙方，如無約定，採分別財產制，可協商繼承

定成見，更鬆動許多原本對於二元性別之刻板印象。本文由於篇幅

權，此外解除伴侶關係，無須雙方同意或《民法》訴訟離婚之嚴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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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單方意思表示即可解消。締結伴侶關係之雙方當事人亦無性
別之限制，無論同性異性皆可締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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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釋字748號解釋文內，主要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為違憲宣
告，大法官提及「民法第4編親屬第2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

最後家屬制度法草案，與伴侶法草案相似，並非婚姻，亦無

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

性關係之必要條件，亦不對性別設定條件，與伴侶法的主要差異

合關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條保

是可以於超過二人以上之人數締結形成親屬團體。在該草案中，

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而宣告違憲。第二部分則揭櫫違憲

家屬是二人，或二人以上，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形成的關係

之法律效果，大法官表示「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

。現行《民法》中對「家」的定義，是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

，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至於以何種形式達成

同居之親屬團體，該親屬團體主要為血親關係之親屬，而此套家

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屬立法形成之範圍。逾期未完成相關法律之

屬制度草案，則修改為不限於血親親屬，例如無血緣關係之友伴

修正或制定者，相同性別二人為成立上開永久結合關係，得依上開

家庭、病友團體、靈修團體等，均可成家，在戶政機關登記後，

婚姻章規定，持二人以上證人簽名之書面，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

獲得法律上的承認4。

記」。

當時以民間團體「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為主要號召者，提

我國《憲法》第7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

出此三套草案，並發起「多元成家，我支持！」倡議運動，其中婚

、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一般稱為平等權條款；《憲

姻平權法案受到數名立法委員之關注，成為後續立法倡議主流，伴

法》第22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

侶法與家屬法案則逐漸喪失社會關注。

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則屬一般憲法權之保障，具體內容留待司

婚姻平權修法草案之倡議於2012年時提出，同年即獲尤美女立

法解釋補充。

法委員支持，於程序委員會提出「民法第972、973、980條修正草

釋字748號解釋理由書提及，《憲法》第22條為一般性基本權

案」通過，進入司法法制委員會，亦召開公聽會，但仍未成功修法

之規定，其中釋字第362號解釋認為，適婚人民而無配偶者，本有

；2013年鄭麗君立法委員亦提出「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結婚自由，包含「是否結婚」暨「與何人結婚」之自由，為憲法第

，此時更加引發反同團體之關注，開始產生大量集結之反挫運動，

22條之保障內涵。異性戀結婚自由之權利現行已受到保障，然而同

稱婚姻平權法案為「毀家廢婚法案」，積極至政府機關、各級學校

性別者卻未受到保障，此則屬於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權之內容。基於

抗議關於婚姻平權法案之推動與多元性別教育等政策。

上開二點，宣告現行制度違憲。

當時的反對聲浪主要認為，雖同性戀者之存在應予以尊重，但
同性婚姻法制化會變動現行婚姻概念，動搖社會秩序，因此反對用

釋字第748號解釋被認為是一套相當進步之解釋，然而其仍留
下後續問題。

修改《民法》的方式保障相關權益，部分反對者認為，可另立專法

其一是，大法官宣告「定期失效」，亦即二年後該違憲之法律

來處理。然而，支持同婚的民法派認為，另立專法屬於隔離政策，

才會失去效力。此屬憲法解釋中認定違憲時，在立即失效與定期失

有歧視之嫌，立法技術上亦不如修改《民法》一般可提供一視同仁

效二種司法解釋模式的其中一種，定期失效之法律定位在法學上討

保障，對權益保障易掛一漏萬，徒增立法困擾。

論甚多，因為在定期失效的期間內，會發生「違憲之法律卻仍有有

同志團體不受到反同聲浪之挫傷，不僅積極進行立法遊說與提

效之法正當性外觀」之詭異情形 6 ，同時也衍生出司法實務在釋字

出此三套法案，更從司法訴訟方面進行倡議，協助祁家威就現行《

748號解釋公布後2年期間內，對於同性婚姻相關規範尚未完成立法

民法》不承認同性婚姻的現況，聲請登記結婚被拒後提出訴訟，更

前是否得類推適用《民法》相關規定之論斷侷限性。其中有關同性

在其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引起社會激辯。

伴侶能否收養對方的子女議題，最高法院多是明白揭示，在無立法

2014年因臺灣發生全民反對黑箱服貿運動，史稱三一八運動或

形成前，因《民法》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之法

太陽花運動，該運動影響臺灣整體政治生態，更導致2014年末地方

律上夫妻一方收養他方子女之規定，均與同性伴侶(事實上夫妻)間

選舉全面改選，臺北市政府市長乙職由無黨籍柯文哲當選，後推動

收養對方子女之性質之不同，並非相同或相似，在現有法律規範下

許多一般認為較為自由開放之政策改革，並開放同性伴侶得向戶政

，並無類推適用之餘地7。

事務所申請無法律效力之同性伴侶註記。2015年7月2日，臺北市政

其二是，大法官認為保障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屬於「立法形

府亦就有關現行《民法》親屬編等相關法令限制婚姻採一男一女之

成之範圍」，亦即立法形成自由，此亦即大法官認為由《民法》修

結合，是否違反我國《憲法》保障人民之自由權、平等權等，草擬

正或另行制定專法，可由立法機關決定，此一認定亦直接使同志團

釋憲文，聲請大法官解釋，最後大法官會議將此聲請案與祁家威之

體與反同勢力雙方之衝突白熱化，民間支持修改《民法》的「民法

聲請案併案審理。

派」與反對修改《民法》，支持另立專法的「專法派」也開始進行

其後，2016年初總統與全國民意代表選舉，民進黨取得國會多

動員與社會討論。

數席次，首次完全執政，多名民進黨立法委員再度提出婚姻平權修

1 行政院性平處，2021年性別圖像，2021年1月，

正草案，意外的是國民黨許毓仁立法委員亦提出《民法》親屬編修

網址：https://gec.ey.gov.tw/Page/8996A23EDB9871BE，最後瀏覽日：2021年10月27日。
2 尤美女，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歷程及同性家庭的法律需求，律師在職進修系列課程
（八七〇），台北律師公會律師在職進修委員會、家事法委員會，2019年9月17日，頁1。
3 同志新聞通訊社，臺灣「人權保障基本法」草案出爐 明定性傾向自由權利不應被歧視
，2003年7月25日，網址：http://www.gsrat.net/news/newsclipDetail.php?ncdata_id=1783，最
後瀏覽日：2021年10月27日。
4 草案簡介主要摘自：維基百科，多元成家立法草案，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zh-tw/
多元成家立法草案，最後瀏覽日：2021年10月27日。
5 尤美女，同註2，頁4-6。
6 不過，大法官在此號解釋也作了相當特殊的宣示，亦即直接作成「失效後之法律效果
」宣告，認為如立法機關未完成法律修正或制定，同性別之二人即可直接以民法婚姻章
之規定至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此代替立法機關作成法律效力訂定的解釋內容，在憲
法解釋的傳統上極為少見。
7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簡抗字第95號民事裁定、106年度台簡抗字第171號民事裁定、107
年度台簡抗字第97號民事裁定均是以此立論基礎駁回同性伴侶者個案認可收養未成年子
女之聲請駁回之再抗告。

正草案，獲得多數國民黨立法委員連署，自此朝野雙方幾乎取得共
識，勢必通過同性婚姻相關規定之修正，然而民間反對聲浪更大舉
行動，多次發動包圍立法院抗議，要求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停止審查，交付公投」5。
（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
2017年3月24日，司法院大法官公開針對法律未對同性婚姻提
供適當保障是否違憲之爭議，召開言詞辯論，為司法慣例上極為少
數大法官會議召開言詞辯論之案例。同年5月24日，司法院公布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文，宣布現行《民法》未保障同性二
人的婚姻自由及平等權已屬違憲，要求立法機關於兩年內完成相關
法律之修正或制定，以保障同性婚姻的權利，成為亞洲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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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京都的底蘊力（林茂松律師）
一、序言
日本自公元七九四年桓武
天皇奠都於平安京（即京都）
，迄明治天皇一八六八年遷都
東京，如此存續千年以上的首
都，一旦失去天皇，市民難免
會失魂落魄。在此關鍵時刻，
京都官民終能團結一致，發揮
底 蘊 力、運作智慧，更汲取新
知，使得京都逐漸進化，開花
結果。京都文明開化，可謂日
新月異，短短百年即變成日本
文化集大成的城市，吸引世界
各國人民不分種族膚色，皆喜
愛訪問的城市。誠然，京都過
去的歷史曾經遭受疫病、火災
、戰禍等等的襲擊，但是京都
皆能一一克服災厄，並且將其
轉化為進步的資源，留為後世發展的基礎，從此觀點，足見京都必定具備其特有
的底蘊力。以下分成京都的名牌力、京都的形象力、京都的美食力、京都的除厄
力等項目予以析述，供各位大律師參考。
二、京都的名牌力
京都城市本身就是名牌，旅客都憧憬那個名牌而造訪京都。它有其他城市所
沒有的稀奇性景象，觀光客的激增使得整個城市活動的群眾，幾乎都是非京都人
，公共交通機關的車輛乘客幾乎七成都是觀光客，譬如市公車二○六號路線，行
駛清水寺 — 京都第一紅十字會醫院 — 京都大學醫院等等大站，市民反而很難搭
乘；號稱京都「廚房」的錦市場，到處擠滿邊走邊吃著串章魚、天婦羅等的觀光
客，於是京都市民開始埋怨觀光公害，二○二○年初開始著手觀光減速，適又遭
遇新冠肺炎疫病流行，京都突變成寂靜城市。畢竟京都能否回復往日的盛況？鑑
於京都歷史上具備逢凶化吉的底蘊力，以及引人無限想像的媚力，回復觀光盛況
可說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而已。此外，京都有所謂「京言葉（語言）」，它並不
是一般的地方方言，而可說是一種耳聽的招牌，由於京都自古千年以上存在「御
所（皇居）」，因此產生「女房言葉（婦女用語）」，它是於「御所」這塊高貴
的場所使用的語言，所以創設了一種對任何人都不可無禮，裨使一切事情能得圓
滑進行的語言。本來應成為日本的標準語，但因明治時代遷都東京，所以東京語
言才成為標準日語。其實「京語言」蘊含著京都人的性格與想法，屬於一種柔性
語言，現在仍流傳於特殊族群。
三、京都的形象力
(一)乘機力—京都因具備乘機力，孕育出東西來，這就是京都。其中最顯著
的是「食」，大多數的京都觀光客，都標定「食」為附加目的，因此寺社佛閣的
參拜或參觀與享受美食，總連結成一套，經雜誌或電視大肆宣傳，無形中京食變
成「京名物」，譬如煎蛋捲三明治就是一例，它是源自「親子」而來，約三十年
前錦市場的「三木雞卵」店更是先驅，各位如有機會觀光京都，務必移駕錦市場
一嚐。其次，京都的和菓子土產品店，抹茶甜點也是很著名的。本來日本人有喝
茶的習慣，尤其是抹茶，而通常和菓子與抹茶是搭配成雙的，先吃甜甜的和菓子
，然後以喝抹茶中和之，這是茶道的醍醐味。不過茶道畢竟伴著繁文縟禮，於是
擅長乘機力的京都人便創造了抹茶甜點，真令人不得不佩服之至。京都老字號店
鋪或公司，也擅長乘機沾上歷史的光，喜歡在店名或公司名稱冠上「第幾代」，
因為在京都字號越老越受敬重，它能夠省掉自我介紹的時間。
(二)擬態力—京都對於其他府縣的人稱為「他所樣（外地人）」，京都有不
少他府縣的廚師來京開設料理店，譬如老店中的老店「本家尾張屋」是最佳的代
表。它是尾張（現在愛知縣尾張）地區在應仁之亂時代就存在的店，以好吃的蕎
麥麵而揚名。還有，一日限定營業二客以美食為主、住宿為副的客棧（Auberge）
的「懷石近又」料理店，它是江戶時代近江（現在滋賀縣）名叫「又八」的人開
設的店，現在已是第七代。它們以故鄉為榮，安居樂業博得京都人的尊崇。不過
，現在網路時代資訊發達，即使是外地人，如能設計營造京都的氣氛，品質又佳
，巧妙的擬態成功，也能吸引觀光客的
人氣而生意興隆，有喧賓奪主之勢。最
近也有不少各地方的料理店，運用京都
的擬態力遷移京都營業，期盼能在店名
冠以「京」字，而來揚名立萬。
四、京都的美食力
(一)京都的招牌—京都的招牌有兩種
，一種是可以目視的，另一種是無法目
視的。前者在整個城市洋溢著「京」字
，譬如「京豆腐」、「京野菜」、「京
漬物（泡菜）」、「京 菓 子」、「京都
肉」、「京料理」、「京割烹（烹飪）
」等等，不勝枚舉。後者就只有老京都
客才能意會到的，譬如不管有沒有「京
」字，在巷內深處，點著紙座燈，鋪著
石地板，操著「京語言」的招呼聲，掛
著殊勝的招牌，設計特殊的美食店，也

能吸引老京都客的光顧。
(二)京都美食的創造力—京都是東西北三面環山的盆地，地盤的深處是個巨
大的水甕，並且是軟水，挖鑿下去就成井水，何況又從琵琶湖疏水引進良水，使
得京豆腐成為美食，京南伏見區清酒成為銘酒，料理店熬煮的食物成為佳肴，真
是神奇。此外，都人（京都人）對美食的育成也功不可沒，尤其是花街中的「旦
那眾」（老闆層）那群人更重要，他們的功能不僅會育成藝妓、舞妓、茶屋，也
會育成料理店，因此有很強的發言力，相關業者都很敬畏「旦那眾」。
(三)閒談「京名品」的中餐—京都近來逐漸人氣上升的是以海鮮或功夫菜的
定食為號召的中餐，京都的美食藉這種中餐而聲名大噪。通常中餐比晚餐便宜，
譬如晚餐須花費壹萬圓的餐廳，中餐只須花五千圓或三千圓，因此一些饕客，喜
歡在中餐吃遍「京名品」以滿足口福，凡是以功夫菜譬如鮪魚、拼盤菜、海鮮或
天婦羅等為主的和式定食，都很叫座，不論觀光客或京都人。此外，自一九六七
年起在京都創業而聞名日本的「餃子的王將」，也顯示京都美食的一端。
五、京都的除厄力
(一)京都除厄力的原點是避開鬼門—京都到現代還存續著避開鬼門的習俗，
家家戶戶甚至店鋪、公司都不例外。所謂鬼，是降臨人身的全般災厄的總稱，鬼
門在丑寅（也就是東北角）的方位，鬼是不淨而厭惡乾淨的，因此東北角要經常
保持乾淨，不能施作衛浴或廚房等設備，並且要栽植柊木或南天竹的樹木，也可
以在迷路的時候，藉它定位。京都的道路仿自西安城像棋盤，很容易辨別方向。
所以民眾無不喜歡逛逛寺社佛閣或商店街，生活因而得以充實豐富，城市也因而
得以繁榮。
(二)祇園祭是最大的除厄祈福之祭—京都每年都有許多祭典，譬如二月中旬
（星期天）有佛教阿含宗的星祭大典等。其中最大的祭典莫過於源自九世紀後半
（八六九年）的貞觀年間（八五九—八七七年）祇園祭，因京都遭遇瘟疫等大災
害，東山祇園社(現在的八坂神社)乃將牛頭天王供為神祇舉辦祭祀祈福之後，瘟
疫果然終息。於是當年只於災害時才會在京都「神泉苑」舉辦的法會，自九七○
年起，便成為每年七月整月祇園祭相關的各種祭典活動，以祈求潔淨及消除瘟疫
。祇園祭的最高潮重頭戲是山鉾（大山車）巡行，代表京都各區的三十三座華麗
絢爛的大山鉾（八至三十噸一、二十公尺高）在四條河源町御池一帶巡行，氣勢
浩大，是畢生值得一見的日本無形文化財。
六、結語
隨著江戶時代進入明治時代，千年以上的國都遽然自京都遷往東京，天皇
也移駕東京，對都人而言可謂衝擊很大，際此關鍵時刻，京都不能只沉迷於
往日光彩，而須官民一體發揮京都的底 蘊 力，並逐漸汲取新事物，推行文明
開化，使得京都蛻變為重生的城市。京都文明開化的最大功臣，首推琵琶湖
疏水，它不僅帶給「京名物」美食，它的潺潺水流成就了京都哲學之道與多
數名園的景點，並且它的豐沛水資源發展的電力，促成京都路面電車路網，
也貢獻京都觀光事業很大。
至於發揚文化方面，京都有很多古剎神社，也有許多祭典活動，前述的祇園
祭便是日本三大祭典之一（其餘二大祭典為大阪天神祭、東京神田祭），一年吸
引五千三百五十二萬人次（二○一九年）觀光客，數量驚人，因此京都人有過度
觀光主義的怨言。不過，近來發生的新冠肺炎疫病，導致京都難得回復平靜，如
果京都能顯現以往的除厄力克服此次災禍，希望將它轉為一種教訓材料，並推行
改革，後世的京都底蘊力必定更加強韌無疑。

【攝影作品】（袁曉君律師）
228假期的最後
一日，天氣很好，一
時興起跟家人到永安
漁港走走。走過彩虹
橋，意外發現永安漁
港「永安海螺文化體
驗園區」超好拍的！
在2月底的黃昏時刻
，約下午5點多，剛
好太陽的餘暉映入海
螺館內，斜射光透過
玻璃帷幕的建築映入
海螺管內格柵形成光
影配上海螺館內特殊
的屋頂，恰巧有一名
遊客經過，好像從電
影中的異次元空間走
來，我看見覺得有趣
就用手機拍下，事後
用軟體透過影像微調
、色調對比調整成這
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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