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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

（關維忠律師／第十六屆第一任理事長）

第十六屆第一任的桃園律師公會理事長任
期，在109年11月30日正式劃上句點，並順利
交接給第二任的丁俊和理事長。隨著理事長職
務的交接完成，也代表我在桃律理監事會已服
務滿十三年半了。期待並祝福新任丁丁理事長
及百欣副理事長的團隊，必定能夠繼往開來，
再創佳績！！
細數自己任期裡的種種，辛苦和疲累就不
用說了，假日比平日更忙。但是能夠以理事長身份代表桃律出席參
加相關會議，在各種場合上認識許多法律界或非法律界的前輩及好
朋友，也開了更多的眼界，對我個人來說，還是很值得的。畢竟，
不是每個人都能有機會站在這個位置上，而且還能安全無事順利下
莊，留下一些給人探聽的事蹟和瀟灑的下台背影，也就夠了。好比
跟當兵一樣，會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但是要你回鍋再做一次？…
…絕對是打死不願意的，哈哈。
靜心檢視自己一年半裡面到底做了些什麼事，其實並不太多。
除了桃律日常的各項活動行程都能繼續進行，會務同仁的內部人事
考績考核辦法也順利通過；律師法修正通過施行後的艱苦挑戰，包
括會員的重新擇定、會籍總整理、跨區執業申請等，也在會務同仁
努力配合之下，安然度過難關；桃律章程的第一波修正，在大家的
努力之下，經過會員代表大會順利通過完成；新冠肺炎的疫情雖然
嚴峻，所幸桃律各位會員、寶眷及會務同仁們都很平安健康。公會
大小事務都上了軌道，正常運作進行，也就是持家者心中最大的確
幸。
在任內很開心的幾件事，包括：去年我們桃律的高爾夫球隊、
羽球隊和壘球隊，分別榮獲全律盃球賽的冠軍，贏得全律三冠王的
殊榮，在台上與冠軍隊員們一起舉起冠軍獎盃振臂歡呼的那瞬間，
感覺真的很爽！
桃律的修復式正義委員會，在今年榮獲全聯會選為年度公益律
師團體優選獎，並在9月6日全國律師節慶祝大會中，由小英總統公
開頒獎表揚，我有幸陪同獲獎代表一起上台領獎及與總統合影，實
在與有榮焉！！
其實各球隊隊員的辛苦比賽，以及修復式正義委員們的進修及
進入校園分享，我個人都沒有幫上什麼忙，但是我卻沾了光，與他
們一同分享獲獎的喜悅，只能說我真的很lucky，這一切美好的事，
都集中在我的任期內發生，真是何其有幸！！
對了，連今年金曲獎的最佳台語男歌王，也是我們桃律一般會
員的蘇明淵大律師獲獎唷！恭喜蘇大律師，真是實至名歸！！
由衷感謝全體理監事、各委員會主委及委員、各社團成員、財
務長、秘書長及各位副秘書長們，謝謝大家一年半來對桃律公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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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大力支持，讓桃律能夠持續發光發熱，在波濤中站穩腳步。
特別感謝最辛苦的會務同仁們，一年半來被我「奴役」、「使
用收益」到極致，但各位卻願意容忍我的壞脾氣，全力完成各項交
辦任務，而且沒人喊苦要離職，一個都沒有少。妳們的堅定支持，
是我身為理事長最大的後盾，真的很感恩。
桃律的榮光，絕非一人之功，是以上諸位的
共同努力，才能圓滿成就。謹此向各位深致十二
萬分謝意，並與各位一同分享！！
嗯，終於畢業了。真好！！

修復正義  獲頒獎項受肯定！
防疫有成  國際交流創先例！

（會刊編輯部）

本會於107年10月由前理事
長徐建弘律師倡議成立修復式正
義委員會，希望律師投入校園宣
導，透過修復式正義得以於校園
內排解紛爭，避免紛爭擴大。委
員會成立後於兩個月內完成38位
初階律師培訓，隨即於108年4月
與桃園市教育局接洽，並簽訂合作備忘錄，由完訓律師投入校園宣
導。關理事長上任後，亦極力支持，同時委員會也拍攝影片，期能
有效宣傳，該影片於宣導時，頗受好評，去年日本仙台辯護士會來
訪，亦讚譽有佳。
另一方面，修復式正義委員會更於去年對完訓初階律師進行進
階訓練，以提供學校老師對修復式正義更深入之瞭解，並能實用於
校園，第二階段之完訓律師高達20位，並由20位律師於今年暑假分
兩場次對全市教師進行進階宣導，並以案例引導參訓教師得以活用
於校園中，以有效化解校內紛爭。
修復式委員會成立不到2年，校園宣導場次高達140場，成效卓
著，因而於今年經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由專業評審評定本
會為109年優秀公益律師團體組特優，由理事長關維忠律師及修復
式正義委員會主任委員呂丹琪律師、委員魏大千律師、潘麗茹律師
於109年9月6日台南律師公會所舉辦之「第73屆全國律師節慶祝大
會」代表本會自總統手中獲頒此一獎項，本會榮譽為全國有目共睹
，實值於本會會史刻畫璀璨一頁。 
而新冠肺炎（COVID-19）自去年年末起持續於全球肆虐，各國
政府為防止疫情擴散，無不採取各種強制措施，使人身自由受到限
制，然臺灣因有當年SARS經驗，防疫有成，深獲各國稱許，但因疫
情影響，本會國際交流委員會於去年即已進行今年回訪仙台相關安
排，但終因新冠肺炎影響，從順延時程，到不得不取消回訪，實令
本會與仙台辯護士會扼腕，經兩會協商後，改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
交流。也因我國防疫成就，日本友會表達希望能針對新冠肺炎之議
題進行意見交換，經兩會多方溝通下，雙方敲定於109年11月6日下
午首開先例以視訊方式舉辦「台日新冠肺炎對策意見交換會」，雙
方於各自會館以視訊方式分享兩國政府、司法機關為防疫所作的種
種努力，並交換意見，雙方皆收獲滿滿，並期待明年兩會能相聚為
彼此良好的友誼舉杯慶祝並促進兩國司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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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當前課予
通訊服務業者協力義務的困境與突破(上)】
（黃銘輝教授*）

對「電信」的定義：「指利用有線、無線，以光、電磁系統或其他科技產
品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息」
，而一般人在使用Skype、Line、FB Messenger等軟體傳輸資訊的過程，通常
都是藉助各種有線或無線的電信設施才有可能實現，如此一來，將VoIP以

壹、前言

及OTT文字語音服務納入「通訊」的概念，受通保法規範，在普羅大眾眼

貳、通訊保障監察法制與通訊傳播法制的夾纏

裡似為理所當然之事。

一、通訊（communication）與電信（telecommunication）

然上述直觀式的結論，卻與今日通訊監察實務運作的結果相反，通訊

二、通訊服務業者與電信業者

軟體業者認為其在法律上無配合監聽的義務 5 ，檢警調欲調取犯罪嫌疑人

三、如何破繭而出？

所使用的通訊軟體的通訊內容，也必須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持搜索票為之

參、點對點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數位通訊監察的夢魘
一、有看沒有懂的加密資訊
二、不能說的秘密與不自證己罪
三、科技偵查法的「設備端監察」—解藥還是毒藥？
肆、結語
壹、前言

，而非通保法上的調取票6 。如此一來形同讓——與傳統電話功能完全相
同的——VoIP與OTT語音服務變成非通保法上的「通訊」。採取此等見解最
主要的理由，在於以上述軟體進行語音通話，是藉由「網路」，而非「『
電信』設備」達成，而與一般的室內電話或是手機通話是直接使用電信設
備，而有所不同。換言之，人們是用電信設備連上網際網路，而網際網路
上有各種應用服務，包括瀏覽網頁、雲端儲存、觀看影音等，因此在論者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進行「通訊傳播市場發

眼裡，人們利用網路使用VoIP或是OTT語音服務，評價上是趨近上述瀏覽

展概況與趨勢調查分析」，最新的（109年度）報告指出，台灣有高達百

網頁等「網路服務」，而不是和傳統撥打電話的「電信服務」相當。質言

分之九十七的網路使用者擁有社群媒體或即時通訊軟體的帳號，其中更有

之，人們實際上利用電信設備的，是「上網」這個服務，至於VoIP和OTT

高達百分之七十二以上是通訊軟體Line的經常性使用者1。從這份調查可以

語音是用連上網路達到通話的功能，僅能視為「間接」使用電信設備（服

得知，在行動通訊以及數位科技飛躍進展的今日，通訊軟體已然成為人們

務），而非「直接」使用，遂據此認為VoIP和OTT語音通訊軟體不在通保

傳遞訊息的主要媒介，甚至大有取代傳統電話的趨勢。而當吾人在讚嘆通

法的規範範圍內。

訊科技一日千里，改變人們的資訊交流模式的同時，科技同時也為我們帶

然而，上述的理解忽略了，我國通保法並未將「通訊」規定為「『直

來了新的問題：當國家公權力為了犯罪偵查進行通訊監察時，環繞在傳統

接』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儲存、傳輸或接收符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

訊息傳遞方式（郵電）而建立的現行通訊傳播法制，解釋上有無可能將其

他信息」，故所謂的「利用電信設備」，解釋上自然有涵蓋「直接」與「

沿用到個人通訊軟體？ 而若解釋論行不通，立法論上又該如何因應？

間接」這兩種利用形式的空間。如無其他堅強的理由，實無將通保法上的

對於上述解釋論上的疑義，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通訊限縮解釋成「直接」利用電信設備的必要7。

在給通訊監察主管機關法務部的函覆中，給了一個非常直白的答案：

更何況，根據NCC依電信法第17條第2項授權而訂定的「第二類電信

“No！”2，這樣的解釋自然造就了犯罪偵查實務上課予通訊軟體服務業

事業管理規則」8，網路電話服務亦屬第二類電信服務的範疇，該規則第2

者通訊監察協力義務的障礙，這在通訊軟體已然成為社會主流訊息傳播媒

條第1項第6款，將「網路電話服務」定義為「指經營者透過網際網路傳送

介的今日，形成了一個超大的通訊監察缺口。以下本文將闡述，造成此等

與接收所提供之語音服務。」由此可知，現行法制實際上業已承認「透過

解釋論上困境的緣由，主要是吾人在解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時，受到了通

網際網路傳送與接收語音訊息」屬電信服務的一環，準此，則無將VoIP排

訊傳播法制（主要是電信法）過多的牽制所致，要破繭而出就應該大膽地

除在通保法上「通訊」一詞以外之理。

讓兩者在解釋上適度脫勾。其次並附帶說明通訊軟體訊息傳遞技術上的特

然而上述的觀察，卻仍有導向另一種結果，也就是區分適用的可能—

性對通訊監察效果的干擾，仍須仰賴立法論才能澈底解決，而就此，日前

—將狹義的VoIP業者（Skype）和目前更為盛行的OTT語音服務所使用的軟

法務部公布的「科技偵查法」草案，是否是適切的解方？  亦將給予初步

體／APP（如FB  Messenger、Line）分別評價，前者若已依我國電信法之規

的評價。

定，申請第二類電信業者的執照，則應有通保法之適用，例如Skype為推廣

貳、通訊保障監察法制與通訊傳播法制的夾纏

其“Skype  out”（用Skype軟體撥打市話與手機）功能，已成功申請第二類

一、通訊（communication）與電信（telecommunication）

電信執照成為名副其實的電信業者，其依法負有通訊監察協力義務當無疑

我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以下簡稱「通保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將
「通訊」定義為：「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儲存、傳輸或接收符號、文字、

義9；反之，未申請第二類電信業者許可的Line和FB  Messenger等通訊軟體
服務，則不在通保法的規範範圍。

影像、聲音或其他信息之有線及無線電信。」此一定義，解釋上是否足以

區分適用看似細緻，然此種說法一來忽略了，我國電信法第11條對於

將網路電話（VoIP）業者（如過往的網路語音通訊服務霸主Skype）以及目

第二類電信，係採取射程範圍最廣泛的「反面定義」法，意即凡是「第一

前盛行的OTT（over-the-top） 3 文字訊息和語音通信服務（像是Line、

類電信事業以外之電信事業」均屬之10，因此對於第二類電信的範疇，容

Facebook  Messenger、What’s  App、WeChat以及近年快速竄起的Telegram等）

有相當程度的動態詮釋空間。而過去幾年國內的通訊傳播實務上，本於「

納入規範？4

相同服務受相同規管」的原則，輿論不乏有要求OTT語音軟體業者應依法

根據前述通保法之規定，「通訊」概念的界定，關鍵是必須使用「電

申請第二類電信事業許可的聲音11。二來，也是最根本的問題在於，通保

信」設備發送傳輸訊息。也因此接下來，一般在解釋上多會根據「電信法

法所規範的客體是「通訊」，而如前所述，通保法第3條係規定，凡利用

」的規定探求「電信」的定義。而依據現行「電信法」第2條第1項第1款

「電信設備」傳遞訊息即構成通保法上的「通訊」，條文關鍵在於訊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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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的過程中有無使用「電信設備」，而非必須直接透過「電信事業」傳遞

*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法學博士（S.J.D.）。

訊息，蓋是否屬於電信事業（以及何種電信事業），係通訊傳播行政管制

本文初稿曾於「法律白話文運動」舉辦之「數位時代中偵查與隱私的權衡兩難

面的議題，制度重心在產業監理與科技發展；此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制
度關懷，側重在犯罪偵防與隱私保障，明顯屬於不同面向。是以，電信行
政管制措施的態樣，與通保法的規範範圍，應屬二事，解釋上實無以電信
管制的規定，來限縮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適用範圍的必要。

」研討會宣讀，作者感謝兩位與談人：法務部檢察司黃致中檢察官以及台灣促
進會周冠汝專員，於會中所提供的寶貴意見。
1 台灣經濟研究院，「通訊傳播市場發展概況與趨勢調查分析委託研究」簡報檔

，頁23-24（2020）。
2 103年8月20日通傳法務字第10300514490號函覆，引自王晴玲，對以具加密

功能之通訊軟體之通訊監察之理論與實務，頁53-54（2015）。
3 早期使用OTT一詞，多數人的理解是指利用開放式的網路架構（open ecosystem

二、通訊服務業者與電信業者
然而，即使依照上述解釋，將VoIP和OTT的文字與語音訊息服務納入

）所提供的各種影音服務，而與傳統藉由無線廣電（broadcasting）或是「多頻道
服務供應商」（MVPDs, multiple video programs distributor）的收視服務有別。但在

通保法的規範範圍，並不意味著實務上適用通保法對上述通訊軟體進行監

2016年歐盟「歐洲電子通訊監管機構」（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 for Electronic 

察，就可以暢通無阻。蓋通訊監察與一般物理的搜索不同，多須要有居於

Communications, BEREC）發布「OTT服務報告」（Report on OTT Services），將OTT

中介的業者之協力始得以竟全功，而通保法第14條第2項規定「電信事業

服務定義為「藉由網際網路向終端使用者提供的內容、服務或應用」（content, a 
service or an application that is provided to the end user over the public Internet）」之後

及郵政事業有協助執行通訊監察之義務；其協助內容為執行機關得使用該

，今日通傳學界對OTT一詞已經改採廣義的理解，該報告並進一步將OTT的服務

事業之通訊監察相關設施與其人員之協助。」此處的「電信事業」，有無

形態區分為OTT-0、OTT-1、OTT-2等三類，線上影音服務（OTT TV）屬於OTT-2的
範疇，不與公眾電信網路連接的即時通訊（含語音、文字）服務則歸為OTT-1，

涵蓋提供VoIP與OTT等通訊服務的業者之可能？
現今一般輿論對於各種網路服務提供者多以ISP業者（Internet 

有連接的則為OTT-0，See BEREC, Report on OTT Services, at 15-16, 37 (2016). 

Service 

Provider）統稱12，然通訊傳播學界為了討論精確起見，將所謂的ISP做進一
步的細分，常見的類型包括「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IASP,  Internet  Access 
Service  Provider），指讓民眾可以連線到網際網路的業者，例如國內家庭用
戶最常申裝的中華電信光纖寬頻上網服務、行動通訊業者的數據傳輸服務

4 李榮耕教授在其大作「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專書中，明確主張「通訊服務提供

者亦應負通訊監察協助義務」，但由其同時表示「通保法就此，也應該要有相
對應的修正」，氏之通訊服務提供者應負通訊監察協助義務的主張，似乎是站
在立法論，而非解釋論的立場所言。參 李榮耕，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頁248-249
（2018）。
5 國內通訊軟體使用率最高的Line，為了化解用戶的疑慮，對外始終強調「不會

單方面配合政府隨意調閱用戶資料，不會配合監聽或審查。」參 UDN數位焦點

等；「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ICP,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指網際網路

報 導 ， 「 L I N E 與 台 灣 檢 警 調 在 台 採 用 全 球 一 致 資 料 調 閱 模 式 」 ，

上提供各種內容或資料的業者，例如OTT影音服務業者，像是Netflix、愛奇

https://udn.com/news/story/7086/4105956（2019年10月50日）。

藝等；還有「應用服務提供者」（ASP,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只為網

6 參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非字第259號判決。法院判定通保法的相關規定只能

適用在「現在或未來將會發生的通訊內容」，而「過去已經結束」的通訊內容

路上提供應用程式以及相關服務的業者，此種業者非常多樣，例如雲端儲

，即使轉換為對話紀錄或傳真影像等檔案儲存在電腦或伺服器之中，也不能依

存（如Dropbox）、搜尋引擎（如Google）等服務均屬之。 

通保法來調取。理由在於法院認為秘密通訊自由的保障旨在避免人民「通訊的

關於何種網路服務業者可以被認定為電信業者，首先，電信法第2條

過程」受到不法的干預及侵擾，因此通保法的相關規定只能適用在「現在或未
來將會發生的通訊內容」，而「過去已經結束」的通訊內容即與秘密通訊無涉

將「電信業者」定義為「經營電信服務供公眾使用之事業。」（第5款）

。本文以為最高法院此一具有指標性的解釋，顯然富有濃厚的刑事法釋義學的

，而「電信服務」則指「指利用電信設備所提供之通信服務。」（第4款

色彩。實則，若對憲法秘密通訊自由的基本權利保護領域採取從寬的解釋，考

），至於「電信設備」則是「電信所用之機械、器具、線路及其他相關設
備。（第2款）」從而，前述網路服務的類型中，目前唯有IASP業者，為使
民眾得以接取網路資訊，必須利用到電信設備傳輸封包，才被歸為電信法
第2條第5款所稱的「電信事業」。以我國現況而言，必須建構機房纜線等
電信基礎設施的各家固網業者、行動通訊業者固然是「電信事業」，就連
提供寬頻上網服務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因為數據交換通信之需要，其經

量到保障秘密通訊自由的目的在於資訊隱私的維護，則從資訊隱私權保障的角
度，未始不可得出通訊活動結束後的資料亦受秘密通訊自由保障之結論。
7 或許有人認為在通保法制訂當時的通訊科技，本來能夠想像得到的利用型態就

是直接透過電信設備發送訊息，因此解釋上將其限於「直接利用」合乎主觀的
歷史解釋。然而，立法者「沒有考慮到」和「考慮後刻意將其排除」有不同的
法律意涵，考慮到法律修訂的難度有一定的難度，本文寧可朝向讓法律條文保
有一定解釋空間，可以令其隨著時空環境變化而成長的方向解釋，而非完全固
守立法者在立法之時的理解。
8 電信法上第一類與第二類電信事業之分類，主要是以「基礎網路設備之有無」

營寬頻服務必須視情況，依電信法第11條申請第一類電信事業或者依第17

（facilities-based or non-facilities-based）加以區分，第一類電信事業必須設置電信

條申請第二類電信事業執照14。職是之故，提供網路接取服務的有線電視

機線設備以提供電信服務。而所謂電信機線設備，係指連接發信端與受信端之

系統業者，當然亦具有電信業者之資格身份，而須負擔通保法上的監察協

網路傳輸設備、與網路傳輸設備形成一體而設置之交換設備、以及二者之附屬
設備。電信法第11條參照。

力義務，部分國內文獻認為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非電信業者，進而將其無須

9 參

負擔通保法上的協力義務視作規範漏洞，恐係誤會。

公告第二類電信事業須設置通訊監察設備之業務種類）

至於VoIP、OTT等通訊軟體服務，基本上應歸為ASP業者，除非像前述
Skype為經營可以撥打市話以及行動電話的Skype  out業務，為了核配號碼而
依電信法第17條規定申請第二類電信事業之執照，否則一般的通訊軟體業
者，在現行電信法的架構下，確實難以以「電信業者」稱之。如此一來，
將形成通訊軟體提供的服務是通保法所欲規範的「通訊」，但提供此一服
務的業者平台，多數在通保法上卻都不屬於負有通訊監察協力義務的「（
電信）業者」，造成法律規範意旨事實上無從實踐的落差。對於此一落差
，該如何彌補以切合現實的需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95年10月14日通傳營字第09505089580號公告。（

10 第二類電信管理規則第二條列出了14種需申請許可的第二類電信事業業務項

目，然為貫徹母法（電信法）第11條的精神，第二類電信管理規則上所臚列的
業務項目，宜解為第二類電信服務項目的例示，而非窮盡式的列舉。
11 參

上報，台製「揪科」無法管NCC擬以歐日法規解套，2016年10月14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5653 。
12 由於更早的時候，ISP一詞僅指後述的「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IASP），且

現今仍有部分論述採取此種理解，故讀者在閱讀以網路為主題的文獻時，對於
ISP一詞的使用，其意涵必須仔細辨明。
13 相關概念之介紹，可參

江耀國（主編），電信法，頁35-36（2017）。

14 單就寬頻服務而論，原則上申請第二類即為已足，但部分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為了跨足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以及市內網路業務，亦同時申請第一類電信業
者執照。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名單暨其業務項目

一覽表，https://www.ncc.gov.tw/chinese/show_file.aspx?table_name=news&file_sn=54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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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12月1日
整齊劃一的彰顯著這座島的友善和安全

第19、20屆全國律師聯誼會暨
第72、73屆全國律師節慶祝大會

，晴朗的暑氣使我們駐足「小叮噹黑糖

（張雅蘋律師）

海草冰」，老闆詳細介紹自創的綠色海
草冰磚及手工配料，十分熱情好客，我
們也在「阿嬤的蔥Q餅」體驗了酥脆彈
牙的炸飛魚，著實相當特別，綠島因
海風、鹹水等地理環境農耕不易，民生
物資亦仰賴貨輪運輸，飲食方面難免不
比本島精緻，物價也些微略高，惟仍難
能可貴的保留原始自然生態，夜遊活動時除了璀璨的滿天星斗，我們亦觀覽了津
田氏大頭竹節蟲、黑眶蟾蜍，更是非常幸運的在夜色遮掩中，與野生梅花鹿相遇

連續兩年都和在桃園執業的律訓同學一起報名參加全聯會舉辦的律師節
慶祝大會兩天一夜活動，
去年是由南投律師公會承辦活動，俗必必的我這是人生第一次來到日月
潭，行前一路期待到達目的地，南投真的是一個非常優美的地方，即使是隨
意一瞥，風景都是一幅畫，在南投的兩天都沉靜在美景的幸福感中。也很慶
幸桃律有這麼一群律訓同學陪伴，幾個律訓同學同住一間房間聊天，可惜第
一天聊天太晚睡著，隔天起不了大早看日出，同行有起床的兩位律師親自到
了日月潭面上看日出，那個日出搭配雲霧繚繞的景色，根本仙境，而我們起
不了床的人只能看著美景照片覺得可惜，帶著一點遺憾離開南投，期待下次
再到南投能夠順利早起看這仙景。
第二天一早要進入律師節會場前，桃律參加慶祝大會的會員一齊在會場
外拍照，幫我們拍照的人突然喊出：桃律，加油！直覺反應下，手就比出「
讚」的姿勢拍照，桃律這個大家庭所帶來的團結感和歸屬感不用解釋，一切
都是這麼樣的自然，真心愛上桃律，我愛桃律，桃律最讚！
今年全國律師節慶祝大會往南來到台南！！出發前看到台南律師公會負
責引導桃園律師公會的工作人員姓名是律訓同學，馬上與律訓同學聯絡，沒
想到居然真的是律訓同學，律訓同學非常好心的提醒很多去台南要注意防曬
、可能會下雨要帶傘等等，還沒出發就感受到南部朋友滿滿的熱情款待，來
到台南府城，怎麼可以沒有吃到台南小吃！同行學長姐對於美食之都台南都
有自己的私房餐廳，第一天就吃了許多台南小吃，飽嘟嘟的我們看到台南律
師公會精心準備的晚宴，還是吃光光，台南美食真的令人一吃再吃，回味無
窮。
第二天奇美博物館的行程，
許多學長姐都帶了象徵法律基礎
公正道德的正義女神和象徵運氣

，遠遠望著牠們靈動閃爍的眼睛，心中的歡欣和激動難以言喻。
綠島海岸沿線由礁盤海岸形成，又因強勁的黑潮暖流經過，得天獨厚之地
理環境使其成為國際級的潛水天堂，此行安排了「綠島熱浪潛水中心」預約體
驗，潛水中心因顧及天候狀況，特別聯繫建議將原定上午時段變更至前一天下
午，並於下水前詳細解說注意事項，服務充滿用心、細心、安心，當天海水湛
藍清澈，多樣化的熱帶魚類綺麗而鬥豔，在教練珈名的帶領下，發現礁岩間的
「章魚哥」，貼近觀察穿梭在海葵、軟珊瑚中可愛的「尼莫」，教練珈名亦全
程協助拍照錄影，留下美麗難忘的各個片刻。在這安靜無聲的海底世界中，專
注於每次呼吸、每瞬轉眼，就這樣深深與靈魂自我對話，感受這片海的美將我
俘虜，更將我釋放。
綠島另一處不容錯過的，是國家人權博物館的「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
分為新生訓導處(1951-1970年)、綠洲山莊(1972-1987年)兩區，是白色恐怖時期
專門用來囚禁政治犯與思想犯的場所，當時政治監獄為求隱密，對外多以山莊、
招待所、接待室、訓導處、教育實驗所等名稱掩飾。「白色恐怖」一詞，起源於
法國大革命時期，指政權統治者運用國家手段，不正當鎮壓、捕殺政治抗爭者的
行為，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因中國共產黨佔領中國大陸而敗退臺灣，開始國民黨
獨裁威權體制，當時除涉共案件、臺獨案件外，民主運動案件、言論獄案件成為
當時受難者大宗，我們參加了園區的定時導覽，聆聽數受難者的背景和處遇，也
進入當時禁錮者黑暗狹小的空間，哀悼那曾經渴望自由的信念，穿梭在受難者名
單的長廊中，那一張張真摯的臉龐刺痛著眼睛，也震懾了心，用他們生不逢時的
哀歌，提醒著我們這自由新鮮的空氣，都是血和淚乘載而來。
這質樸的綠、無際的藍、沉痛的白，交織調配出綠島獨特的色彩，在回憶的
畫布中鮮明渲染，無可取代。

攝影作品【踏雪尋美】
（廖珠蓉律師）

和富貴財富女神的雕像回家，相
信正義女神和財富女神都會守護
各位學長姐，帶來美好的工作日
常，祝願各位學長姐永保初心和
生意興隆！
去年在南投活動遇到了研究
所同學，相談下意外發現這位研
究所同學和我的律訓同學竟然是
高中同屆同學，馬上就建立感情
。今年在台南活動，大學同學、
研究所同學、律訓同學、事務所
分所的同事通通都能在這個場合遇見。北中南各地的律師會員們能夠透過這
一年一度的全國性聯誼活動，和其他律師公會聯繫情誼、和自己的老友相聚
，我想這就是全聯會每年固定舉辦全國性律師節活動的初衷，衷心希望未來
每一年都還能夠有這樣的全國性律師節慶祝大會活動延續各地律師情誼，雋
永綿長。

拍雪景要先能忍受頂著低溫酷寒四處漫步取景，將被白雪覆蓋的美麗景緻

綠島，自然與人文的深刻觸動
（莊心荷律師）
一片汪藍中的一座綠，在浪花飛舞中映入眼簾，歷經飛行及航行的跋涉，我

，用冰冷的雙手按下快門，期待透過相機的鏡頭，把被雪白覆蓋在花上的美與
感動瞬間凍結。
拍攝資訊：i7手機拍攝

和家人終於踏上了綠島的土地，在全長十八公里的環島公路中展開三天兩夜的未
知探索。
綠島以觀光為主要產業，南寮港外各出租車行路旁一排排插著鑰匙的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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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