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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傳』桃園律師公會前理事長孔令則律師專訪（下）
（孔令則律師口述，採訪小組記述、整理、攝影）
【擔任理事長 為律師權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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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孔律師希望能鼓勵在地律師參與公會活動，以凝聚向心力，且
不應僅限於休閒活動，公會的各項活動（如在職進修、研討會）、各委員
會都要鼓勵會員參加，只要多參加就能夠達到彼此認識、交流的目的，彼
此間也就更能互相尊重。
最後，孔律師也分享其擔任過勞動調解及勞動仲裁委員之經驗，認為調
解不是互相喊價，當調委要有耐心，並且適時提出法律見解，並鼓勵律師應
多多擔任調解委員，才能從法的立場出發，協助雙方溝通，消弭紛爭。
【後記】
採訪小組結束訪問後，已是下午五時，步出孔律師事務所時，天空仍

孔律師於96年擔任本會理事長任內，曾發生會計師

有些許陽光，就像今天訪問的過程一樣令人感到舒暢。孔律師對於後輩的

法修法，於該法第39條使會計師可執行律師業務，事前

提攜及關愛之心，在擔任桃園法扶分會長時已經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經過

律師界毫不知情，還是法務部通知當時中華民國律師公

訪談後，相信我們更能了解孔律師不平凡的經歷，也能給予律師界的後進

會全國聯合會（下稱全聯會）理事長林永發律師後，律

相當啟發。

師界始知此事。林永發理事長緊急召集全聯會理監事及
臺北律師公會代表，拜會當時民進黨立院黨團柯總召建

揮灑汗水 兼顧專業與健康

銘，並由柯總召安排會計師與律師協商並召開記者會，孔律師參加了該次

炎炎夏日，還一

協商會議及記者會，當時律師與會計師雙方爭執不休，最後雙方達成共

直坐在辦公室裡吹著

識，修正會計師法第39條第5、6款，經由民進黨團會同其他黨團總召提出

涼涼的冷氣避暑嗎？

復議，始避免律師核心業務遭會計師侵蝕。

或者還在為著自己坐

【擔任法扶分會長 尊重審查委員 參與公益】

下後圓滾滾的身材而

（會刊編輯部）

孔律師自接任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桃園分會（下稱桃園法扶）第

煩惱呢？是該盡情地

三任分會長一職後，孔律師即辭去其他法律扶助基金會職位及扶助律師職

揮灑汗水在這熾熱的

務，並積極參與桃園法扶與其他NGO團體的公益活動，也適逢桃園法扶原

土地上。本會慢速壘

辦公室租期屆滿，當時為尋覓搬遷地點一度造成困擾。終於覓得地點後，

球社身體力行，除了

緊接著又是規劃及搬遷。規劃時，孔律師即主張分會長的辦公室不需要太

於民國111年7月9日參加由新竹律師公會所舉辦之律師節司法盃，在經過

大，要給前來申請之民眾及工作人員較大的工作空間，同時也要保留一個

各隊一番激戰後，過關斬將，榮獲季軍外，更於同年7月23日由本會所舉

給予審查委員休息及私下討論空間。

辦之「111年桃律盃慢速壘球邀請賽」，歷經每隊戰況激烈之情形下，再

孔律師並給予擔任法律扶助律師之同道建議，面對民眾必須多給予耐
心以及同理心，如此即可減少不必要之誤會，並可獲得當事人信賴。
【重視律倫 彼此尊重】

次締造佳績，將冠軍留在桃園律師公會，在在彰顯與會人員之熱情洋溢，
以及桃園律師公會具有青春奔放之表徵。
為持續維繫與其他專業人士之交流，俾於未來雙方專業領域之協力合

孔律師曾擔任律師懲戒委員會委員，依孔律師的經驗，很多遭送懲戒

作，會計師公會全聯會於7月9日假天成大飯店TICC世貿會館舉辦「慶祝第

的律師是遭到當事人質疑拿錢不辦事，或是不盡責，也有未注意利益衝突

65屆會計師節聯歡晚會」，本會由丁理事長俊和律師代表與會，並致贈花

的狀況，孔律師亦表示當然能夠理解現在律師事務所經營成本很高，但也

籃，以示祝賀之意。

同時提醒不應該為了賺錢而忽視利益衝突的情況。

此外，為不斷持續地增進律師自身執業所需專業能力，本會在職進修

另外，律師同道間在開庭時或有立場不同，但是下了法庭彼此就不是

委員會本期策劃以家事法為主題，分別於6月11日邀請中央警察大學法律

敵對的，不論在法庭上或下了法庭都要彼此尊重，而不是互相攻擊。孔律

系鄧學仁教授講授「離婚之爭議問題與修正課題」、6月25日邀請楊晴翔

師特別表示，如果當事人來委任時對於先前的律師多所批評，那孔律師就

律師主講「談律師在家事事件中之角色與協助當事人共親職」、7月9日邀

會拒絕接受委任，因為這樣的當事人會挑撥律師，造成律師間的矛盾與不

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沈冠伶教授針對「家事事件之程序原則與聯

快，而且現在批評先前的律師，爾後也會批評自己，之後會影響自己的名

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之落實」進行線上講座，透過學界、實務界探討家事案

聲。

件相關課題，尤其楊晴翔律師曾擔任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法官，將其法官及

【對本會及後進的期許】

律師之經歷，分享律師在不同面向所需擔負起之職責與協力事項。藉由鄧

孔律師表示現在公會

學仁教授、沈冠伶教授之學界觀點，及楊晴翔律師實務經驗，結合國際法

理監事的表現都很優秀，

學潮流，提升律師於家事案件之專業職能。當然本會不僅僅著墨於家事案

會彼此互相協助，但是仍

件，本會除邀請王偉霖教授於8月6日講授「近年營業秘密法實務判決解

提醒公會要注意對社會議

析」、顏雅倫教授於8月20日講授「公司法修法與新創公司」，以增進會

題發聲，而且要協助會員

員相關法學專業外，另為因應國民法官法即將施行，延續先前所開設「

走專業路線，因此要舉辦

111年度國民法官法實務教戰訓練營」，邀請李燕秋老師於8月13日再次來

多樣化且深入的在職進修

會講授「簡報力UP視覺化簡報製作技巧」，此不僅於將來國民法官法案件

，同時要配合修法，讓律

中可加以運用外，亦能用於各類案件及本會會員受邀前往各單位講授課程

師能更專業。

之用，定能提升本會會員未來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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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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際交流委員會

李翎瑋律師、張雅蘋律師）

（四）「兩好三壞」：婚姻平權公投
同性婚姻與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公投提案，也有「婚姻平權公
投」、「反同公投」、「兩好三壞」等各種俗稱，下列一律稱「婚
姻平權公投」。指的是2018年11月24日出現的與LGBT權益有關的公
投，最主要涉及的問題即是應以何種形式保障同性伴侶的法律關
係、以及關於校園同志教育政策的規定。五項公投案分別是：
（公告案次10）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
（公告案次11）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國中及國小），教
育部及各級學校不應對學生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所定之同
志教育？
（公告案次12）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規定以外之其他形式來保障
同性別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
（公告案次14）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別二人建立婚
姻關係？
（公告案次15）你是否同意，以「性別平等教育法」明定在國民教
育各階段內實施性別平等教育，且內容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
同志教育等課程？
這場公投發生的背景原因，是臺灣2017年《公民投票法》（下
稱公投法）的法律修正，將這部2004年開始就已經在臺灣生效、但
因門檻太高而完全不曾實施過的法律做了大幅修改，將提出公民投
票的諸多相關規定放寬，導致民間團體開始大量提出各項公投提案
，這也是公投法下修之後第一次的全民公投。
該次修法重點，首先是將公投的主管機關列明為中央選舉委員
會（下稱中選會），並且將公投的投票年齡降為18歲（臺灣的公職
選舉投票資格年齡為20歲），也大幅降低提案、連署及通過門檻，
全國性公投提案門檻為總統選舉人的人數萬分之1、連署為1.5%，
公投結果則是只要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且有效同意票達投
票權人總額四分之一以上就算通過。因此，如果以第14任總統副總
統選舉人總數1,878萬2,991人為例計算，提案門檻為1,879人、連署
門檻為28萬1,745人，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且有效同
意票達投票權人總額1/4以上者，即為通過 8 。2004年通過《公投
法》時，因發起公投的條件太過嚴苛，被社會輿論戲稱為「鳥籠公
投」，因此在2016年政黨輪替後提出的政策改革之一「降低公民參
與政治門檻」，是引起這次《公投法》修正的原因。
因為《公投法》的修正將提出公投的門檻下降，在2018年開始
實施的第一次公投中，其實公投的項目不只有上述5項，該次公投一
共有10個提案最後付諸全民公投表決，公投主題的面向除了該5個
與婚姻平權及同志權益相關的提案之外，還涉及到臺灣的主權與國
際名稱、食品政策、能源政策、外交等等。
發起該次公投的主要原因是大法官釋憲內容保留了「以民法保
障同性結婚」或「以其他形式保障同性伴侶永久排他的親密關係」
的可能性，反同方早在釋字748號解釋做成前就號召勢力試圖影響
立法院，要求公投全民決定，在釋字748號解釋後更是直接開始發
動公投提案，形成了第10、11、12號公投。
為了回應這個提案，多名民間的知名挺同人士如出櫃同志政治
人物苗博雅發起「挺同公投小組」，成立「革命前夕，彩虹起義」
粉絲專頁，也開始連署提案挺同公投，原本有三個提案開始連署，
最後則由兩個提案形成第14、15號公投提案，民間也因此由多個同
志團體組織成立「婚姻平權大平台」（現名為彩虹平權大平台）開
始了正反雙方的激烈論辯，規模之大、衝擊之深，直到現在對於民
間社會都造成許多影響。
2018年11月24日中華民國全國性投票結果公布後，10、11案皆
得到超過700萬票，第12為640餘萬票，提案皆通過，而第14、15號
提案則僅得300多萬票，未超過通過門檻，且反對票多於同意。至

此，同性婚姻修法的「民法派」大致宣告倡議失敗，同性權益保障
會以修改《民法》以外的其他立法形式讓釋字748號釋憲案得以實
現。
該次公投後，民間也針對《公投法》本身的界線提出許多討
論，例如人權從來就有抗多數之性質，究竟人權事項是否可以交付
公投決定，事實上中選會也曾在許多提案審查時以「涉及違反憲
法」而要求補正或駁回，此部分之法體系討論，還有待未來學術實
務累積經驗以補充9。關於婚姻平權公投結果，司法院也發布聲明，
依此立法原則所審議完成之法律，仍屬法律位階，不得牴觸憲法，
亦不得牴觸具有相當憲法位階效力之司法院解釋，亦即該保障應仍
保障同性與異性之平等權，不得對同志有差別對待。
（五）法律過渡期間之政策：地方政府同性伴侶註記制度
由於大法官保留了兩年的定期失效期間，因此在2017年5月24
日起至2019年5月23日止，該兩年之間發生的同志伴侶個案如何處
理、行政機關於這兩年內應如何面對民眾的申請案件等，也引發討
論與關注。政府為了因應同婚通過、保障同志婚姻，最實際的作為
即為推動「同性伴侶註記」。
同性伴侶註記原為台北市政府與後續幾個縣市政府自發發起，
於釋字第748號解釋做成後，內政部更是以中央主管機關名義，發
函請未受理伴侶註記的縣市參酌開放，最後臺灣多數縣市政府開放
同性伴侶註記，僅四個縣市未開放10。
同性伴侶註記可向戶政機關提出，但非屬戶籍登記，故不會顯
示在身分證、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上，亦無完備的法律權益。後續
同性結婚於108年5月24日開放登記後，有過渡期間已辦理同性伴侶
註記者，是否需再為同性結婚登記之問題。而同性結婚登記屬戶籍
登記，依法會記載在身分證、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上，並具有法律
上賦予之權益，是「同性伴侶註記」與「同性結婚登記」二者仍有
所不同（在同性結婚登記開放後，內政部亦有函釋說明除尚無得在
台灣為同性結婚登記之跨國同性伴侶仍可辦理外，不再受理同性伴
侶註記。）11。
此外同性伴侶註記僅需單方申請即可解消，婚姻依我國《民
法》之規定則須雙方同意或經過法院裁判離婚，兩者的保障程度顯
有不同。不過因此為過渡期間之權宜政策，是也曾見論者認為法院
應以該註記，類推適用後來立法通過的相關施行法之規定，允許肯
認其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準用配偶相關規定，例
如喪偶得以配偶身分請領喪葬津貼12。
（六）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之誕生
釋字第748號解釋推出後，經過大量的討論，並經過2018年之
公投案確定由《民法》以外其他法律提供同性之保障，然而民間對
於「是否可以將同性伴侶關係稱為婚姻」仍極度欠缺共識，因此該
法案應稱呼為「同性婚姻法」或「同性結合法」形成嚴重的論戰。
在始終無法取得共識，但司法院的憲法解釋給予2年的限期失效效期
下，最後於2019年2月20日，行政院公開公布，根據釋憲案及公投
結果，提出確保同性婚姻之法律草案，針對最引起激辯的名稱問
題，以中性方式命名為《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下
稱施行法），該《施行法》在第2條規定，「相同性別之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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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關係。」
避免提及婚姻的字眼，後續法律內文之用語皆以「第二條關係」稱
之。
然而雖然法規內文小心翼翼避免提及婚姻字眼以免觸及社會敏
感神經，但處理具體配套事項的第4條則稱，「成立第二條關係應以
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依司法院
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之意旨及本法，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以「結婚登記」之字眼，仍然肯定該法規定的是「結婚」。
行政院最後提出之施行法版本，年滿18歲的同性伴侶可成立同
性婚姻關係，準用《民法》規定可繼承財產與收養有血緣的子女，
以及其他大部分之《民法》規定。同年5月17日，亦為世界不再恐
同、恐跨、恐雙日，《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於立法
院三讀通過，同年5月22日經時任臺灣總統蔡英文公布，法案於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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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正式生效，中華民國（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世界第27個實
行同性婚姻的國家。
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施行後之法律現況
（一）準用規定、配套措施等
因為社會對於同性能否形成「婚姻」，仍有許多強烈反對之聲
浪，而使現行有效之《施行法》以有意避開爭議稱呼的方式訂立，
法律內文之用語皆以「第二條關係」稱之，然而關於內涵絕大多數
都是與婚姻相同，已如上述。
除名稱不提及婚姻、結婚字眼之外，《施行法》之內容幾乎全
部比照《民法》婚姻相關規定辦理，《施行法》共27條條文，當中
有大量的準用規定，例如《施行法》第8條第3項、第10條第1項，
認定同性婚姻的無效、視為消滅、撤銷事由及解消後的法律效力比
照《民法》婚姻之無效、視為消滅、撤銷事由及解消後的法律效力
辦理；關於同性關係的財產制，《施行法》第15條明文「第二條關
係雙方當事人之財產制，準用《民法》親屬編第二章第四節關於夫
妻財產制之規定」；第二條關係解除時，子女親權之酌定及監護、
損害賠償、贍養費之給與及財產取回，《施行法》第19條也都規定
準用《民法》；雙方當事人之一方收養他方之親生子女時，《施行
法》第20條亦規定準用民法收養規定。《施行法》第24條概括準用
規定，則認為「關於夫妻、配偶、結婚或婚姻」的規定，在《民
法》總則、債編，以及《民法》以外的法律，除非另有規定，否則
全部準用《施行法》第2條關係。
政府亦開始提出各項配套措施，例如公證結婚之登記開始開放
給同性伴侶，三軍、警消的集團結婚典禮亦開放同性伴侶一同參
與，戶政事務所之結婚書約從原本的異性戀設計格式，增加同性可
選擇的版型，社會局的婚姻諮商等福利措施，亦開放同性婚姻伴侶
前往，政府銓敘、民間的婚假等就業相關規定，亦對締結同性婚姻
者開始適用。
（二）結婚不結姻的同婚制度
雖然《施行法》絕大多數準用《民法》的規定，然而也有一些
部分是明文排除，或是未予以準用，其中最經常被人提及的即為：
不準用姻親制度、不允許非本國籍的同性婚姻，以及同性配偶除了
得收養他方有血緣之親生子女外，不得共同收養子女、亦不得接受
人工生殖技術生養子女，亦即擁有子女、組成家庭之權利（下稱同
性配偶家庭權），以下分別介紹之。
關於同性配偶雙方家屬間不成立姻親關係，並非明文寫於《施
行法》內，而是列於《施行法》之立法理由中。《施行法》第5條，
主要為近親結婚禁止、姻親結婚禁止之規定，其該條立法理由第3點
稱：「三、又成立第二條關係之一方，並未與他方之血親成立姻親
關係，故本條所指之姻親，係指民法異性婚姻下之姻親關係，併此
敘明。」
對此，雖然社會或許有不同意見，不過亦有政治人物大力讚揚
表態支持，例如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即稱：「我覺得『結婚不結
姻』就是一個很棒的社會創新。」，其認為在臺灣早年結婚生效要
件採取儀式婚制度的時代，許多長輩認為婚姻的「姻」才是重點，
亦即兩個家庭的結合，但在2008年臺灣從「儀式婚」改成「純粹登
記婚」之後，婚姻就成了兩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13 ，樂見《施行
法》以法律明文承認此事。
然而另外兩項《施行法》未明文肯認的事項，就沒有這麼令人
樂觀其成。
（三）未竟之業（一）：跨國同婚
《施行法》雖然允許同性別二人為結婚登記，然而對於誰可以
適用這個法規，並沒有特別處理，惟748號解釋肯認同性婚姻所應
受保障的基本人權為婚姻自由權，無論婚姻的對象是內國人或外國
人，均應受婚姻自由的保障 14 。例如，不同國籍之二人如要在臺灣
締結施行法第二條關係，一般俗稱「跨國同婚」，在施行法的條文
當中並未有所規範。而因跨國同性婚姻事件有當事人之一方為外國
人，有「涉外成分（foreign elemets）」，在臺灣的法體系上稱為「
涉外民商事件」，法律基礎為「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以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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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民法）。若一個法律關係涉及到外國人，必須先依《涉外民
法》決定婚姻是否成立，若成立，方得依《施行法》為結婚登記。
本次施行法的修正過程中，《涉外民法》並未隨之修正，所以
未就同性婚姻衝突之情形加以規範，而《涉外民法》第46條前段規
定：「婚姻之成立，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該條對於婚姻之
要件採取並行適用主義，而並行適用各該當事人本國法之結果，則
因世界上仍有多數國家並不承認同性婚姻（未將同性婚姻法制化），
極易導致婚姻不成立，而無法依《施行法》為結婚登記 15 ，而臺灣
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同性婚姻之國家，亦為目前亞洲唯一之同婚合法
國家，在地緣關係上與亞洲人建立伴侶關係者亦繁，卻無法在臺灣
登記結婚，因此飽受批評。
對此，臺灣許多對跨國同性伴侶，以臺灣澳門、臺灣香港等中
文地區的伴侶為主要號召者，結合臺灣日本、臺灣蒙古、臺灣馬來
西亞等許多不同國家之伴侶，成立「臺灣跨國同婚平權聯盟」，並
與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律師合作，提出多個訴訟，其中臺灣澳門
的同性伴侶「阿古案」中，採用《涉外民法》第6條的「反致」規
定：「依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如依其本國法就該法律關係須
依其他法律而定者，應適用該其他法律。但依其本國法或該其他法
律應適用中華民國法律者，適用中華民國法律」，而澳門婚姻關係
採澳門屬人法，而阿古常居地為臺灣，達到反致的適用，因此，阿
古婚姻關係成立要件適用中華民國國內法，無涉澳門民法典是否承
認同性婚姻16。阿古與伴侶亦在其後至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成立17。
在其後，多名跨國同婚伴侶起訴請求法院課與行政機關義務，
准予結婚登記，截至2021年8月底，陸續可見勝訴判決，法院肯認
因國籍而有能否結婚之差別待遇並非合法，應全面允許登記。針對
此法律漏洞，內政部於2021年9月11日民間團體至內政部抗議後，
於同日發表新聞稿表示，尊重同性伴侶結婚權利，司法院已提出《
涉外民法》第46條修正草案，待草案經行政院會銜送請立法院通過
後，國人與未承認同婚國家外籍者即可依法辦理結婚登記 18 。關於
《涉外民法》的修法方向，學者亦有建議採取「修正的屬人主義
法」 19 ，以免造成此種因各國立法進程有差異或違反國際人權潮流
而導致之法律真空狀態。
8 見中選會公告內容，中選會網站，網址：

https://www.cec.gov.tw/referendum/cms/news/26848，最後瀏覽日：2021/10/31。
9 關於公投法審查界線之反省，見陳英鈐，公投與大法官誰說了算？——釋字第748號解釋

折施行路，臺灣法學雜誌，第338期，2020年3月28日，35-57頁。
10 見伴侶盟網站介紹，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網址：
https://tapcpr.org/main-topics/marriage-equality/counties，最後瀏覽日：2021/10/31。
11 見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公告，網址：
https://lgbt.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14B3744E5F3854E3&sms=1F972E9591949D7C&s
=9F2B80A7284EAEBA，最後瀏覽日：2021/10/31。
12 元照研究室，同性伴侶註記與結婚登記是否相同？——論釋字第748號解釋與司法院釋
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過渡期間法之適用，月旦知識庫，2020年2月24日。
13 王浩翔，網氏／罔市女性電子報，2021年2月26日，網址：
https://bongchhi.frontier.org.tw/archives/50490，最後瀏覽日：2021/10/31。
14 賴淳良，國際私法新趨勢之一 跨國同性婚姻的憲法保障，月旦法學雜誌，第315期，
2021年8月，145頁。
15 吳光平，論跨國同性別二人之結婚——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現在與未來，月旦法學雜
誌，第317期，2021年10月，181-192頁。
1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4號行政判決要旨：「我國國民及澳門地區居民基於
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施行法）第2條關係申請結婚登記，依其爭訟事實定性歸
屬為結婚類法則的範疇。婚姻成立的涉外事件準據法為各依當事人的本國法時，應先適用
該法的衝突法規，而非各該當事人本國法的內國法（如澳門民法典僅認同異性婚的相關規
定）。本案相關準據法是經由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涉民法）第46條，婚姻成立之規
定，指向澳門地區居民的衝突法規（澳門民法典中關於涉外規範），再指向其常居地法，
經認定常居地為我國，依涉民法第 6 條而反致適用我國施行法，雙方得申請結婚登記。」
17 詹婉如，臺灣、澳門跨國同婚勝訴！為何僅是「個案」？，中央廣播電台報導，2021

年5月14日，網址：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99294，最後瀏覽日：2021/10/31。
18 內政部新聞稿，2021年9月11日，網址：
https://www.moi.gov.tw/News_Content.aspx?n=4&s=236325，最後瀏覽日：2021/10/31。
19 吳光平，同前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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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休閒活動（紀亙彥律師）
接到編輯部的邀稿，說要介紹自己休閒活動，真不知該
如何說起，個人非常懶得動，加上工作的關係，運動的時間
不定，也很少有長時間或有規律的運動，所以一直以來就難
規律運動宅在家，但是寶可夢程式出現後，個人有了些許改
變，當然也對不愛運動的我來說，有了一些動力，所以我就
來介紹我最經常的休閒活動「精靈寶可夢」抓寶程式中我比
較喜歡的一些功能。
講到寶可夢程式，最讓人有動力活動的當然是手部手指
的靈活運動，也就是用手指按著球投出直球或曲球抓寶的動
作，還有就是眼球的與手指協調的運作，有時當我打狀子打
到累或卡住時，換個小螢幕動動手指與眼球，放空一下腦袋
來尋找靈感，對書狀之完成也有一定的幫助。同時，因為10年律師9年等，在等
庭無聊時，也可以抓抓精靈寶可夢，解解悶。（之前桃園地院通訊不良不能抓
寶，但是今年以來已經改善通訊品質，可以抓寶了）
再來就是寶可夢程式的孵蛋跟每星期的路程獎勵，寶可夢程式中有一個孵蛋
程式，就是要你用孵蛋器孵蛋然後要走一定的公里數路程，然後才可以讓蛋孵
化，蛋總共分為2公里（綠色）、5公里（黃色）、7公里（粉紅色）、10公里（
紫色）、12公里（紅色），每種蛋都有不同的寶可夢藏在其中，要孵化它，就得
帶著手機走到規定的公里數，另外每星期累積走到5公里、25公里、50公里就會
在星期一上午9點發給寶貝球、星塵等的大批獎勵，走越遠獎勵越多，所以為了要
孵蛋跟多取得獎勵，每天就要走一定的公里數來累績，這樣也間接的達到了運動
的目的。
但是必需強調的，因為寶可夢程式是依據衛星定位系統（GPS）來計算里程
數，所以沒辦法作弊，但是為了不讓寶友們一直開著手機的寶可夢程式，耗電又
不經濟，程式也發展出了「時時刻刻冒險」的設定，可以在不打開寶可夢程式之
情況下，根據手機持有人移動的衛星定位來計算、累積走路的里程數。當然寶可
夢程式也發展出一套防弊的做法，也就是人走路無法達到的速度，它就會出現你
的速度太快了的警告，然後里程數不計，所以騎機車、開車的移動速度是不計里
程的，因為它就是要你走路。
另外，寶可夢程式有很多可以促進寶友們走路的方式，除前述的孵蛋跟里程
數獎勵外，幾乎到處都有補給站跟道館，為了補充蛋、生命藥水、精靈球，必須
走到補給站跟道館40公尺範圍內，才可以轉補給站跟道館補充，當然也就會促進
寶友們走路，而且同時精靈寶可夢也大多出現在補給站或道館附近，這也是先前
有新聞報導說寶友們跟喪屍一樣大批出現在北投公園跟新竹南寮等地，並且勞動
警察出面疏導交通的狀況；而最近因為全球疫情的關係，寶可夢程式把可掃描範
圍加大一倍，用意就是避免群聚，兼顧人性化及防疫政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就是每月有一天的3個小時，稱為社群日活動，當天
會有指定的精靈寶可夢大量出現，而且在當日會有使寶可夢進化可得到特殊技能
的機會，也有出現精靈寶可夢色違的機會大增，這個時間就是寶友們大量出現在
路上走，並且抓寶的時間，也因為一直走路，也增加了里程累積及身體的運動
量。當然注重安全第一的寶友們，最好找個環繞式的公園（個人比較常去延平公
園、朝陽森林公園、三民運動公園），不用過馬路也無車輛通行，安全又可專心
抓寶。
最後要提醒的是，因為寶可夢程式是任天堂公司的先期INGREDSS遊戲的進
化，所以GPS定位是採用已公開的美國定位衛星，所以如果遮蔽美國衛星定位的
地區，寶可夢程式只能顯示地圖，沒有精靈寶可夢可以抓，也沒有補給站跟道
館，個人經驗，馬祖地區除了東引外，因為被劃入大陸地區所以沒得抓，不過聽
說今年4月起就開放了（不知真假）！另外大陸地區是沒有開放的（但是香港有開
放），其他我這幾年去過的日本、澳洲、甚至蒙古共和國都有開放。
以法律人的說法，要說：綜上以解，寶可夢程式是可以促使不愛運動宅在
家裡，但是有興趣手遊的同道們，走出戶外，讓自己身心放鬆一下，同時也可
以達到走路運動的目的。以每星期走50公里的最高獎勵，每天約要走7公里，以
我的步輻約60公分，每天大約要走10000步以上，好玩又有運動到身體，一兼
二顧，摸蜆兼洗褲，也希望同好共同來切磋研究，除了讓手遊精進，也讓大家
身體健康！

老病死的突發狀況；《拔一條河》紀錄八八水災後，甲仙國小拔河隊訓練、比賽
過程以及甲仙鄉居民災後復原的生活。
導演拍攝許多以真實記錄形式呈現的商業廣告，也深植閱聽者腦海，譬如拿
起電話向家人說愛的電信廣告、生活中交集不多的家人透過速食店咖啡杯表達關
懷等。楊力州導演播放短片並以拍攝者角度講述著故事，再怎麼冷靜理性，總會
被一兩個故事觸動心弦。
目前疫情漸趨穩定，本社亦恢復例行電影研討會，邀請您一起來感受、分享
屬於您的電影時刻。

想紅趁現在！（陳義權律師）
當我聽見呂丹琪律師，也就
是修復式正義委員會主任委員，
向我們一群年輕律師提議說要拍
攝一部屬於桃園律師公會，並且
是有關修復式正義的宣導影片
時，我腦海中浮現的一句話就
是「想紅趁現在！」。
雖然在大學時期有籌劃並拍
攝過小短片，但也正是因為經歷
過，才知道這會是件苦差事。所
幸的是，在丹琪學姐的引薦之
下，找到了一位能真實地把我們
的想法具體呈現的導演采洵，光
是看見她的分影製圖就足以讓我佩服地五體投地，加上丹琪學姊號召了許多年輕
律師如宗翰、俊翔、劉衡、佳郁等大律師擔綱演出，甚至還力邀大千學長主演影
片中的修復達人一角，添增了不少專業以及搞笑成分於該影片中，簡直是寓教於
樂的最佳典範。
儘管「修復式正義」一詞也是在近幾年才在這個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之話
題，但隨著刑事訴訟法第248-2條之增訂，將修復式司法程序利用在刑事偵查程
序中，力盼藉此提升解決糾紛及修復關係之功效以觀，在丹琪主委殷勤且積極
地引領，及公會的努力下，本會業已成為司法院的修復團體，且業已參與校園
修復案，相信假以時日參與桃律修復式正義的各位道長們，都能成為桃園地檢
署，甚至是其他機關所認同之轉介修復者或團體。
看到這邊的您，是否也已經蠢蠢欲動，想要加入我們的行列了呢？心動，真
的不如馬上行動！那就煩請要動起來的道長向公會聯繫，修復式正義委員會將與
您一同起飛囉！

【攝影作品】（劉士昇律師）

桃園律師公會電影社活動心得分享（劉衡律師）
隨著covid-19疫情升溫以來，
為避免群聚，本社每個月例行的
電影研討會，被迫暫停了一段時
間，所幸本會會務人員與社員遵
守防疫措施，一次次的社團聚會
以及其他在會館舉辦之活動，顯
示桃園律師公會各社團有能力在
疫情之下，確保防疫安全同時維
持社團運作。
本社在農曆年前舉辦年終活動，邀請社員偕同寶眷，在桃園in89統領影城觀
賞《魔鬼剋星：未來世》，並致贈紀念品予研討導讀之社員，會後在芷園餐廳餐
敘盡興而歸。
111年3月10日，本社邀請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楊力州導演，在本會會館舉辦
「真實的力量」講座，導演透過紀錄片探討諸多議題，包括《被遺忘的時光》紀
錄幾位失智老人，在安養院度過晚年的生活；《青春啦啦隊》紀錄一群65歲以上
的長者參加啦啦隊比賽，進而登上2009年世界運動會的舞台，以及過程中面臨生

照片名稱：「蘭嶼藍」 照片資訊：劉士昇律師。
攝於：蘭嶼東清灣，2022年8月6日星期六下午2:55。
Apple iPhone 13 Pro Max、廣角26mm光圈f1.5 ISO 50 快門1/4630 s。
照片說明：
蘭嶼，臺灣第二大島，達悟族語「Pongso no Tao」意思是「人之島」，舊
稱紅頭嶼，島上居住唯一的海洋民族－達悟族人，其生活方式與傳統文化皆繞
著飛魚文化，重視自然共生的理念；每年春夏的「飛魚季」也成了旅人們探訪
蘭嶼的最佳時機（摘自台東觀光旅遊網）。
這次的蘭嶼行，第一次接觸達悟族部落、第一次看見東清灣第一道曙光，
也第一次深潛海中，圓滿完成了台灣離島拼圖。
若說對於蘭嶼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那深厚、清澈的藍！海天一線、礁岩
秘境，處處演繹不同層次的湛藍，美的無法形容，只能稱之為「蘭嶼藍」。
達悟族人的拼板舟，當然是蘭嶼的普遍印象。但基於對當地傳統的尊重，
我們沒能隨意拍攝美麗的拼板舟，就以這支色彩強烈的船槳及路邊晾曬的魚
干，襯托這片炙熱、純樸的蘭嶼藍。
倘佯海天、漁人與部落，蘭嶼之美，才離開就已開始想念她！

徵稿啟事
律師的生活並非只是書狀及開庭，各位道長間除了因為工作上認識外，對於其他道
長的認識有多少？其他道長對於自己的認識有多少？本會刊提供法庭外交流的管道，請
各位道長發揮寫書狀以外的文采，豐富律師的生涯。
來稿內容、文體不拘，本刊保有修改之權利，如因文章過長，本刊並得分期刊登，
稿費從優，惟為免侵害著作權，如有引用他人著作，請先行取得同意。如欲一稿多投，

本刊僅接受首刊，若已投稿其他刊物，請惠知出刊日期，若無法首刊，本刊將不予刊登，
敬請見諒。
本刊除印製紙本外，並一併於公會網站、臉書上公開發表，歡迎道長及各界先進踴躍
賜稿。來稿請寄桃園律師公會電子信箱：sec.tybar@gmail.com，並請註明姓名及『投稿桃律
通訊』等標題文字，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