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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啟後 再現榮光』

（丁俊和理事長）

記得民國102年左右，某天我在桃園律師公會位於法院刑
庭的律師休息室，遇到了羅美鈴理事長，當時我本來想跟公
會報名參加公會第十四屆的理事選舉，但當時羅姊卻對我說
先來當副秘書長吧！比較好玩，其實當時跟羅姊並不很熟，
但就聽了羅姊建議先以副秘書長的身分進入公會開始服務，
羅美鈴理事長擔任桃園律師公會理事長時，非常投入公會事
務，跟著羅美鈴理事長做事，很安心也很踏實！更學習到很
多服務會員的態度及面向，羅美鈴理事長很信賴我，103年就
讓我以副祕書長的身分帶領90名公會會員寶眷至中國東北6日遊，此趟旅遊讓我
認識了很多至今都很要好的資深學長姐。民國102年桃園公會成立40週年慶時我
與陳韻如學姐一同擔任該大型活動的主持人，我迄今一直記得當時心裡的不安與
緊張，那樣的感覺彷彿如昨日，羅美鈴理事長帶領的桃園律師公會充滿了朝氣，
公會社團活動也蓬勃發展，公會的氛圍很棒，我真正開始覺得桃律是一個「家」
，也愛上這個桃律家庭。
接著在林仕訪理事長、鄭仁壽理事長及徐建弘理事長指導下，因為持續擔任
公會不同的職位，包含休閒福利委員會委員、司法改革委員會委員、國際關係交
流委員會委員、機動服務委員會委員、兩岸事務委員會委員、圖書資訊委員會委
員、以及律師在職進修委員會主委、桃律通訊編輯暨總編輯等公會職務。也曾在
鄭仁壽理事長指導下在母校國立台北大學舉辦『律師研習精進班北區場』之收費
課程。而漸漸熟捻公會各項的事務及結識更多學長姐及一起打拼的公會夥伴，也
更加深我對桃園律師公會的感情及堅定自己對公會的信仰，即今日你服務別人、
別人日後才會服務你。
感謝108年關維忠理事長找我一起組團隊參加桃園律師公會第十六屆理事、
監事選舉，我們志同道合，對於公會我們有許多的共同願景，競選團隊當選後於
108年6月1日我接任公會副理事長後，維忠理事長在會務上對我多所指導並給予
許多的經驗傳承，時光荏苒，我已於109年11月30日自關維忠理事長手中接下桃
園律師公會這年近半百而會員尚3000多人的大律師公會。接任理事長當年的109
年1月初適逢新律師法施行，新律師法的施行對公會產生相當的衝擊，除原來公會
會員依法被強制分割為一般會員及特別會員外，更因律師法修改而使公會在財務
來源上產生重大缺口，公會的自主財源因律師法新法而大量遭剪除，而目前餘波
尚在蕩漾。
地方公會存在的價值在高喊為全國律師掃除執業障礙的口號中似乎從未被真
正解讀及認識。然保障律師同道的第一道堡壘及真實提供服務的單位就是地方公
會，律師公會存在目的，對公會會員而言，除需維護會員權益及福利外，重要的
是協助會員擴展業務，發展執業格局，爭取更好的執業環境。對國家對大桃園市
的百姓而言，桃園律師公會更要致力提供相當的法律資源供大桃園市民使用以促
使全國法律資源的區域分配對等，避免法律資源的取得城鄉差距過大，這也是為
何我國會在台灣本島設置16個地方法院、地方檢察署，並相對設置16個地方律師
公會來服務人民及提供法律資源。對社會國家而言，公會及所有律師同道乃肩負
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之使命，這是國家級的使命，讓台灣這
個國家的十方百姓能適時適當得到足夠的法律資源，得到法律的公平對待，我始
終認為這樣的使命遠比單純掃除律師界的執業障礙要重要許多，也因此身為桃園
律師公會的理事長必須極力彰顯桃園律師公會於大桃園及全國之價值，努力維持
會務努力投入更多心力在公益及法律服務並同時促進會員的開發執業市場，也創
造讓會員可以在職涯中發光發熱的機會。
是公會接下來要做的是要提供足夠專業訓練（如環境法的公益律師培養及訓
練）及建置管道讓會員藉由對公益事業及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培養全國性及國
際性事務的格局，來展現自我及發展其律師生涯，同時並實現保障人權、實現社
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此部分我們會結合法律扶助基金會桃園分會、桃園市政
府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及協助來創造雙贏或三贏的局面，另外公會計畫與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及桃園市政府各局處，以及我們桃園市五
師公會即建築師、會計師、醫師、中醫師、牙醫師等公會辦理各式學術、實務研
討會，讓公會會員能在地得享受高端的法律饗宴及跨領域的專業學習。當然最重
要的就是會員福利，無論是在社團補助或旅遊的辦理，公會都會持續以會員的需
求為導向來辦理，而近日公會也在成立近50年的110年1月份開始逐月發放當月生
日壽星生日賀卡及價值新台幣500元的禮券，桃園律師公會的福利及服務能量在
大環境的風暴中只是會遇強則強而不會稍有減弱。因為桃園律師公會一直以來都
有你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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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桃律展新猷
新廈落成，桃院創光輝

凡此種種，公會要做的事很
多，要完成的任務也很多，但環
境的衝擊確實是明顯存在，但幸
好有桃園律師公會學長姐所留下
的腳步及意志可遵循，以及先人
所奠定下的雄厚基礎而已有創造
成功的機制，加上全體桃律會員
愛戴及對公會的殷殷期盼，因此
桃園律師公會只會更好！更棒！
桃律最強！！

（會刊編輯部）

本會第16屆第1任理事長關維忠律師
，任期自民國108年6月1日始，至109年
11月30日屆滿，本會於109年11月29日辦
理第16屆第1任及第2任理事長交接典禮，
由卸任理事長關維忠律師交接予新任理事
長丁俊和律師，並敦請常務監事林仕訪律
師擔任交接儀式監交人，儀式在與會貴賓
印信交接-新、卸任理事長及監交人林仕訪常監 及會員們的祝福中圓滿完成。於關維忠理
事長一年半任期之中，帶領秘書處及國際關係委員會成員成功辦理108年日本仙
台辯護士會來台交流活動，賓主盡歡，促進台日律師交流。又為因應律師法新修
，成立「章程修正研議小組」、「費用研議小組」，並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完成章
程修正，藉由新章程完整規範會員之權利及義務，特此感謝關維忠理事長之辛勞
。本會於關維忠理事長領導下日漸茁壯，薪火相傳，期許新接任丁俊和理事長帶
領本會再度開展新篇章，讓每位會員皆以身為桃園律師公會一份子為榮！
因應律師法及本會章程修正，丁俊和理事長上任後，理監事會積極創新，因
時制宜，於109年12月23日修正通過會員及社團福利補助辦法，定於110年1月1
日起正式施行，並已公告至本會官網。其中，新修辦法增訂為每月生日會員致贈
生日賀卡及價值500元之禮券，理事長為表慎重及重視會員，親自於賀卡上簽名
，以會員為本，務實有感之新修辦法，讓人感覺桃律「足甘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原座落於桃園市桃園區法治路1號之院區，因案件增長及桃
園市人口增加致空間不敷使用，使得辦公處所分散桃園市各處，故興建新廈，在
新廈即將落成前，經丁俊和理事長與臺灣桃園地方法院院長商議，為紀念舊院區
之景物，由本會與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合辦「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司法舊院區攝影活
動」，由攝影社聘請專業攝影老師教學，帶領本會會員以鏡頭記錄舊院區，活動
精彩有趣，機會難得，更顯作品彌足珍貴，令人印象深刻。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新廈（地址：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888號）業已落成，除
「中壢簡易庭」仍於中壢簡易庭院區辦公外，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其餘院區（含
民事執行處及提存所、民事庭、行政訴訟庭、桃園簡易庭、非訟中心、登記處、
公證處、刑事庭、行政科室、少年法庭、家事法庭及調查保護室）均已搬遷至新
院區，新院區業已於今年2月1日起全部正式啟用，法院於落成前即與本會多次會
商，配合法院及本會需求，法院於該院一、二樓提供律師休息室，因應新修正律
師法及服務本會會員需求，本會於該院二樓律師休息室（電話：03-3326062、傳
真：03-3361942）派駐會務人員，並由理事長指派張百欣副理事長、林哲倫理事
、陳怡衡秘書長、葉禮榕副秘書長組成搬遷小組，並由林哲倫理事統籌將該律師
休息室裝修以符合本會會員需求，於110年1月28日起繼續提供會員各項貼心服務
，因該休息室內有本會財產，故設有門禁裝置，歡迎各位會員持用本會新式律師
證進出，跨區執業之道長們，如有使用需求，可向本會申辦磁卡，亦可按鈴，由
會務人員服務。至位於一樓之律師休息室，本會並未設置門禁，但仍提供飲用水
，以供利用該休息室之律師使用。另外桃院新院區設有停車場，其中編號60至64
號之汽車停車位保留予律師專用
第十六屆第二任秘書處團隊
，其他未保留之停車位，亦可使
用。另特別提醒各位會員，因法
院新搬遷，先前所定各庭期或開
庭通知在原有各院區者，請先行
與該股書記官聯繫確認，若有於
新院區洽公發現各項問題，亦請
向本會反映，本會將統整後向法
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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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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黃銘輝教授）
三、如何破繭而出？

實契合各該規範的目的，解釋上應容有分別賦予其寬窄不同內涵的空間26。 
若是放棄大膽地採取上述大膽的脫勾解釋，則在通保法未修正的情況下，眼
下另一個方法就是——「等待」。現階段吾人在詮釋通保法的條文時，係參考電
信法的規定，然我國的電信法畢竟也是「前通訊軟體時代」的產物，以之作為解
釋的準繩，難免捉襟見肘。所幸為了迎向5G的新時代，立法院去年甫通過，今年

如上所述，即便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是在網路通訊軟體崛起前所制定，在通訊

七月一日起行政院公告部分條文正式實施的「電信管理法」，規範功能取代了老

科技快速演進的今日，吾人仍可透過法理解釋將通保法第2條「通訊」一詞的定義

舊的電信法27。該法施行後，透過該法第3條第1項第2款對「電信服務」的定義：

，涵蓋今日的VoIP及OTT等通訊軟體所提供的文字與語音服務上。但另一方面，通

「利用公眾電信網路提供公眾通信之服務」、加上第3款對「電信設備」的定義：

保法中負通訊監察協力義務的事業機構，條文僅明定「電信事業」與「郵政事業

「指用以操作或控制光、電傳送、接收通訊傳播訊息，並具備傳輸、交換、接取

」，則似有未足，若欲將其擴張包含網路通訊服務業者，最穩健的作法，似乎是

功能之設備。」解釋上可得出電信管理法實施後，只要是使用到公眾電信網路的

仰賴修法解決。但除了立法論之外，解釋論上是否還存有其他解套的可能？

通訊軟體，即可將其認定為電信服務28。配合電信管理法未來對於電信業採取「

本文以為，一個可以考慮的路徑，是在解釋通保法上的「電信事業」時，將

自願登記制」的精神29，解釋上將有承認「未為電信事業登記的電信服務」存在

其與「電信法」脫鉤。蓋如前所述，通保法與電信法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制度關懷

的空間30。詳言之，電信管理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固然規定：「電信事業：指依本

，解釋通保法的概念，自然可以依循通保法制定的目的進行解釋，未必一定要把

法登記提供電信服務之事業。」然為不與電信管理法自願登記制的立法精神牴觸

通保法上的概念和通傳法制綁在一起。質言之，吾人可透過目的解釋，主張通保

，該款規定之立意應限縮解為「電信管理法上針對電信事業所設的權利義務規範

法上的「電信事業」應採較廣義的理解，只要事實上利用到電信設備——不論是

，僅適用在依電信管理法登記的電信事業」31，而非以該款的文字否定事實上有

直接抑或間接——，提供傳送、交換、接收通訊傳播訊息的業者，不管有無依電

「未登記的電信事業」之存在。

信法申請電信業者執照，均屬於廣義的（通保法上）的電信業者，而需負擔通保

準此以解，未來在電信管理法正式施行之後，既然有無登記不應影響「電信

法上的協力義務。蓋如斯解釋，雖然大膽，但更切合通訊保障與監察法的規範目

事業」的判定，吾人在解釋通保法上的電信事業時，即可擺脫有無電信執照的束

的。且如是解釋，才不至於產生同樣是涉及秘密通訊自由以及資訊隱私，相同的

縛，循此軌跡將未依電信管理法為電信事業登記的通訊軟體業者，納入通保法「

權利脈絡下，只因為採取的通訊行為使用了不同的傳輸渠道，而導致事實上讓通

電信」事業的概念之中，令其負擔通保法上的監察協力義務32。

訊軟體的使用人較諸傳統電信的使用者，擁有更大的秘密通訊自由，此等不合理

參、點對點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數位通訊監察的夢魘

的現象。

一、有看沒有懂的加密資訊

這種在概念操作上，令通訊監察法制與通訊傳播法制脫鉤解釋的作法，並非

通保法第13條第1項前段：「通訊監察以截收、監聽、錄音、錄影、攝影、

是天馬行空的狂想，吾人可從美國法制之經驗瞥見類似之思維。在美國通訊傳播

開拆、檢查、影印或其他類似之必要方法為之。」對通訊軟體實施監察，行為態

法制上，應如何定位有線電視業者以Cable  Modem所提供的寬頻服務，一直以來是

樣或可歸屬在「截收」的範圍，然隨著網際網路的應用日廣，網路使用者透過網

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CC）的難題。爭議的核心，在於究竟應該將有線電視寬

路傳遞大量的資訊，為免被惡意第三人窺知，遂有愈來愈多的網路應用服務採取

頻服務視為是美國通訊傳播法（Communications  Act）15  Title  I規範下的一種「資訊

加密技術（encryption），故即便能夠成功截收通訊軟體業者中央伺服器儲存的通

服務（information  service）」，抑或是將其定性為「電信服務」（telecommunication

信資訊，如何在有意義的時間內、以合理的成本破解經加密的封包使其呈現可讀

）而受到Title  II「公共載具」（common  carrier）規範之管制。兩者的區分實益，在

的資訊內容，為數位時代下實施通訊監察難題之所在——「駭客破解→業者加密

於管制的強度，相較於資訊服務僅受到低度的規管，電信業者除了費率受到嚴格

技術提升→駭客功力增強→加密技術再提升」的無止境循環，執法機關的解密負

的管制外，亦需承擔高度的公共載具義務（common  carrier  obligation），包括「締

擔益發沉重33。尤有甚者，今日的通訊軟體普遍採取去中心化的點對點加密技術

約強制」「無差別待遇」（non-discriminatory term）、「普及服務」（universal 

（end-to-end  encryption），由訊息發送端將訊息內容封包加密後才透過網路傳輸，

service）、「提供競爭者合理接取」（access to rights-of-way）等16。 

訊息接收端以密碼金鑰解碼後才能夠知悉訊息內容，更提升了通訊監察的難度，

在美國，網際網路發展的初期，Cable  Modem是主要的推進動力，為了加速網

近年來快速竄起的通訊軟體Telegram，便是以「高隱私加密通訊」技術自豪，其私

路建設與服務的進展，美國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CC）遂將有線電視業者提供

密聊天功能可藉由設定在對方讀取訊息後的特定時間，自動銷毀訊息內容，令裝

service）17，免於受到電信式（公共

置上的訊息永久消失。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更強大的加密技術固然使以

載具義務）的管制。此一定性，儘管引起電信業者的不滿而提起訴訟18，但最終

合法方式使用的用戶獲得了高度的隱私保障，但相對於數位通訊監察的無力，同

聯邦最高法院仍以FCC為有權機關，其對主管法規的合理解釋應受到法院尊重為

時也讓此類軟體成為網路犯罪者的溫床34。若是加密技術強大到令實施通訊監察

由19，肯認FCC的決定20。  

的機關完全無解讀資訊的可能35，或是解讀需付出不合比例的時間和成本以致達

的寬頻服務定性為「資訊服務」（information 

儘管FCC將有線電視的寬頻服務界定為資訊服務，惟其效力射程僅限於通訊

不到犯罪偵防的目的，那麼眼下的解決之道，要不想辦法讓當事人自己吐實，要

傳播法上產業結構與行為管制的事項上，並未當然延伸到其他的次法律領域。規

不就是在資訊加密前或解密後截取之。惟此兩種路徑，皆存在一定的法律與事實

範功能與我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相當的美國聯邦「通訊協助執法法」（

的障礙。

Communication Assistance for Law Enforcement Act, CALEA）21，就是一個適例。CALEA

二、不能說的秘密與自證己罪

係美國國會因應通訊科技地快速演進所制定的法律，該法明確課予「電信業者」

既然解密存在技術上的困難以及對犯罪偵查來說難以承受的時間成本，那麼

（telecommunications  carrier）有設置或調整相關設備，並且在執法機關持有法院核

另一種解決的方法，就是下令發話者（或受話方）自己把訊息揭露出來，例如直

發的令狀的情況下，配合執行通訊監察的義務22。就「電信業者」的範圍，CALEA

接要求資訊保存的發送端或接收端交出設備的密碼。姑且不論事實上當事人是否

條文原已明確排除「資訊服務提供者」（persons or entities insofar as they are engaged 

會強力抵制此一要求，這種無異是要求犯罪嫌疑人暴露對自身不利資訊的作法，

in providing information services）23，準此，若依循前述FCC在通傳產業規管領域的見

法律上可能會引發牴觸「被告不自證己罪」原則之問題36，不能算是一種合理的

解，則有線電視的寬頻服務當不在CALEA的適用範圍內。

解決方法。

出人意料地，對CALEA中「電信業者」一詞的範圍，FCC一反以往的解釋基調

三、科技偵查法草案的「設備端監察」—解藥還是毒藥？

，在2005年發佈的命令中肯定受CALEA規範的電信業者，除了以往被認定須受公

為了喚醒點對點加密對通訊監察帶來的惡夢，最有效的方法，恐怕還是透過

共載具義務規範的業者之外，也涵蓋所有的寬頻服務提供者，不論是透過Cable 

網路與電腦技術，在監察對象設備軟體植入軟體，在訊息尚未被加密的發話端或

Modem、衛星寬頻、或是地面固定無線寬頻（fixed  wireless）的方式提供網路接取

是已經解密的接收端，將訊息側錄後秘密回傳給偵查機關。此種作法，在德國稱

服務均屬之24。FCC此一解釋立場的翻轉，使得所有寬頻服務業者與傳統電信業者

之為「來源端電信監察」（Qullen-TKÜ）37，美國法上則稱為「遠端電腦搜索」（

同受CALEA的規範，雖引發不小的爭議，但最終仍獲得法院判決肯認25。上述美國

remote  computer  searches）38。法務部日前公布的「科技偵查法草案」中39，亦納

法制的實證帶來的啟示是：縱使是類似、甚至相同的法律概念，吾人將其置於通

入所謂「設備端監察」——「侵入受監察人所使用之資訊系統或設備，在通訊尚

訊監察（CALEA）和通訊傳播（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的脈絡時，只要確

未加密前之發出端或已解密後收取端，記錄未加密或已解密之通訊內容之方式，

中華民國110年3月1日
而實施之通訊監察」40。對此，本文以為，在通訊軟體加密技術不斷提升的今日
，為了有效打擊犯罪，確實存在著「設備端監察」的現實需求，為此，法律的明
確授權更屬必要。但問題在規範設計上，在民眾生活大量仰賴智慧型手機的今日
，設備端監察幾乎意味著對實施對象生活的全面監控，相較於傳統的電話監聽，
隱私侵犯的危險性更高，是以在設計上，必須嚴守法治國家刑事搜索以及通訊監
察法制的人權原則41。特別是從體系正義來看，實施設備端監察的實體以及程序
界限，不僅不應低於現行的刑事訴訟法以及通保法之規定，從體系正義的角度，

25 參

桃律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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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耕，前揭註22文，頁36-37。

26 如是解釋一部分雖是基於美國國會在CALEA中設計了一個概括條款，將提供可實質取

代電話通訊服務功能的個人或團體納入規範，但實質的根據仍在於CALEA規範目的探求
。 See Susan Landau, The Large Immortal Machine and the Ticking Time Bomb, 11 J. ON 
TELECOMM. & HIGH TECH. L. 1, 23 (2013). 
27 儘管電信管理法已公告施行，然原電信法的規範效力並未立即結束。一方面係因行政
院僅公告電信管理法部分條文生效；另一方面，根據電信管理法第83條第1項「本法施行
之日起三年內，依電信法取得許可、特許之電信事業，或獲核准籌設者，應向主管機關
辦理登記。」以及第3項「依電信法取得許可、特許之電信事業，或獲核准籌設者未於第

其規範密度甚至應當比通保法更高42，畢竟通保法第13條但書規定「不得於私人

一項規定之期限內辦理登記者，其原有籌設、特許或許可執照於本法施行三年後之次日

住宅裝置竊聽器、錄影設備或其他監察器材」，而設備端監察幾乎就等同於安裝

起，失其效力。」之規定，電信法在這三年的過渡期間內仍屬有效之法律。
28 另參 朱百強、簡維克，電信法規環境之新面貌：論電信管理法通過後之機會與挑戰

個人竊聽器一般，科技偵查法草案引進此一與通保法規定衝突之手段，形同是體
系破裂，故對於設備端監察提升規範要求的主張，應屬合理。
以此標準觀之，草案第16第2項「核准設備端通訊監察之後，實際開始實施
設備端通訊監察之前已結束之通訊，亦得取得之」，是否不當延伸了通訊監察的
射程？恐有商榷之必要。又，縱使認為技術上難以迴避此等資訊之取得，同條第3

，https://www.leeandli.com/TW/Newsletters/6316.htm，兩位律師於文中主張「以往對於通訊
軟體在何種情形下會被認定屬於電信服務之爭議，在新法下有較清楚之定義，只要未使
用到公眾電信網路者，就不屬電信服務」。
29 以往電信法下有機房線路設備的第一類電信業者須申請特許、無機線設備的第二類電
信業者須申請許可始得營運。電信管理法放棄此種業務別的管制架構，改採行為管理模
式，除服務涉及電信資源運用（無線電頻率或電信號碼之核配）者必須為電信事業之登

項規定「監察內容顯然與監察目的無關，且法律明定不得作為他用者，不得作成

記外，其他不涉及電信資源運用的電信服務，業者可自行決定登記是否。未登記者仍可

書面紀錄，並應即時銷毀相關資料」，與現行通保法第13條第4項「監錄內容顯

提供電信服務，只是無法取得電信管理法所附與的相關權利（例如與他電信事業進行互

然與監察目的無關者，不得作成譯文」對照，多了一個「法律明定不得作為他用

連協商或申請裁決），以鼓勵事業參進，並給予經營彈性。
30 電信管理法第36條將公眾電信網路區分成使用電信資源（核配頻譜、核配號碼）與不

」之要件，此等更為寬鬆的設計，本文實難贊同。

使用電信資源兩種類型，故解釋上一般日常通訊軟體對通訊軟體的通話，即係不使用電

肆、結語

信資源的公眾電信網路進行，而得被視作電信服務，但因為不使用電信資源，原則上自

在整體社會生活數位化益加澈底時代，通訊保障與監察法制自然也需要有數
位的思維，但不管時代如何演變，人們對安全與隱私的渴求，一直都存在，通訊
保障及監察法制的存在與實踐，就是為了在安全與隱私之間，求取平衡。數位科
技的進步，為人們帶來通訊方式的革新，但無論是哪一種通訊方式，面對犯罪偵
查的需求，其秘密通訊的隱私法益份量理當相同，所以在制度設計上，不應該有
某種特定通訊形式的秘密通訊隱私保障，高過於另一種通訊形式的情況發生43。
而目前實務上對通保法相關規定的解釋和立場，讓今日人們普遍使用的VoIP與OTT
通訊軟體造成通訊監察的缺口，是一個必須檢討的課題。本文主要是從解釋論的
角度檢討現行實務的規範邏輯，提出「通保法制」「通傳法制」脫鉤的解釋取向

然無須登記。本文的解釋取向，亦與電信管理法立法總說明中所揭櫫的精神「基於網際
網路網網相連之特性，將諸如政府機關提供民眾使用之免費無線上網服務等實質提供電
信服務之電信網路，均視為公眾電信網路」相合致，蓋政府機關提供無線上網服務當無
須為電信事業登記。
31 循此路徑解釋，電信管理法第10條第3項：「電信事業及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有依通訊
保障及監察法協助執行通訊監察、調取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之義務。」之規定，
僅係將依電信管理法登記的電信事業配合執行通訊監察的義務明確化，非可以此否定那
些事實上「未經登記的電信事業」有依通保法協助執行通訊監察之空間。
32 至於實際的協力作為，通訊軟體業者當與設有機房線路的電信業者不同，自不待言。
然因本文寫作目的僅在分析將通訊軟體業者納入通訊監察保障法制體系的可能路徑，故
就此不擬詳述。但仍不憚辭費提醒，由於現行通保法下電信業者對通訊監察建置機關的
協力義務，規範上存在不小的缺失（參

劉靜怡，「只是勉強及格而已」——2014年通

，期能解決目前實務上對於通訊軟體實施通訊監察的困境。另外，為解決當前通

保法修正評析，月旦法學雜誌第232期，頁13-15（2014.09）），未來應儘速啟動修法一

訊軟體普遍採行點對點的加密技術，侵蝕通訊監察成效的問題，「設備端監察」

併做整體的檢討。
33 See Susan W. Brenner, Encryption, Smart Phones and the Fifth Amendment, 33 WHITTIER L. REV. 

（遠端電腦搜索）的入法已經是勢在必行。就此，科技偵查法草案納入設備端監
察的立意固值肯定，但在具體的規範設計上，如何確保人民的通訊自由資訊隱私

525, 532 (2012)
34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由於參與者多透過Telegram聯繫而得以避免政府的監控攔截

得到周延的保障，則還存在不小的檢討空間，值得身為數位公民的你我持續關注

，被認為是加密技術正面使用的範例。但相對的，同時期也有南韓的「N號房事件」，

。

罪犯利用Telegram的加密聊天室遂行其性威脅與性勒索，此一負面事例的存在。
35 此處純指通訊內容的解讀而已，至於當事人驗證用的電話號碼，以及跟甚麼人通訊、

15 47 U.S.C. §§151 et seq.

通訊時間等「後設資料」（metadata），通訊監察機關仍可取得，並可能進一步藉由「資

16 See generally, STUART M. BENJAMIN, HOWARD A. SHELANSKI, JAMES B. SPETA & PHILIP J. 

料採礦」（data mining）挖掘出有意義的犯罪偵防訊息，乃屬當然。正因如此，無論對於

WEISER, TELECOMMUNICATIONS LAW AND POLICY 1173 (3d. ed., 2012); JONATHAN E. 

資訊內容是否存有判讀的可能，通訊監察的實施都應受到高密度的法律規範，以保障人

NUECHTERLEIN & PHILP J. WEISER, DIGITAL CROSSROADS: TELECOMMUNICATIONS LAW AND 

民隱私。
36 在美國，被告不自證己罪不僅是刑事訴訟的原理原則，更是聯邦憲法增補條款第五條

POLICY IN THE INTERNET AGE 230-32 (2d ed., 2013). 
17 See BENJAMIN et al., id at 1007-10.
18 緣於電信業者提供DSL服務需受Title II規範，導致在寬頻服務市場上，電信業者在和有

所明定的規範要求。相關的憲法分析，See Brenner, supra note 32, at 535-39.
37 參 王士帆，網路之刑事追訴——科技與法律的較勁，政大法學評論第145期，頁361

線電視系統業者的競爭中落居下風。
19 此等強烈順從行政機關解釋的審查態度，即為美國司法審查上極為著名的 “Chevron 

（2015）。
38 參 李榮耕，初探遠端電腦搜索，東吳法律學報第47卷期，頁53（2018）。

deference”（「首先，法院必須檢視國會是否已在法律中直接而明確地將其意圖予以表

39 該草案公布後，外界可謂惡評如潮。本文以為，除了程序上過短的預告期間惹人非議

達，如果是，則法院當然必須依據國會明確的意圖來作決定；相反地，倘若國會沒有在

外，草案實質內容確實亦有諸多可議之處，例如法官保留規範密度明顯不足。惟本文在

法律中對系爭問題作明確而清楚的表達，則法院亦不能逕自對法律進行解釋。除非行政
機關完全沒有做成相關解釋，法院才可以直接對法律予以解釋，否則，當法律對系爭問

此不擬對該法進行總體的評價，僅針對設備端監察的面向提出作者初步的觀察。
40 見科技偵查法草案第2條第8款。

題欠缺規定或其規定並不明確時，只要行政機關對系爭問題所為之解釋，是各種可能的

41 關於通訊監察法制的國際人權原則，參 台灣人權促進會，國家通訊監控應遵守之國際

解釋中一種合理的解釋時，法院就必須予以尊重。」）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 

人權原則（譯），https://www.tahr.org.tw/news/1285 （2013）。科技偵查法草案第17條的

Def. Council, Inc. 467 U.S. 873, 842-43 (1984). 對於Chevron deference的中文介紹，參 黃銘

規定，禁止取得通訊以外的資訊、對設備之變更僅得以取得監察資料的必要限度內為之

輝，論美國法上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密度——以通訊傳播行政的司法審查為中心

、監察結束後的資料刪除與設備復原、防堵第三人利用入侵等，可視為遵守上述原則的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92期，頁182-210（2014.12）。
20 National Cable & Telecommunications Ass’n v. Brand X Internet Services, 545 U.S. 967 (2005). 

努力。
42 本文在此僅欲強調科技偵查法與通訊保障監察法規範密度橫向比較的重要，至於通保

附帶說明，隨著網路發展日趨成熟，FCC為了維繫網際網路的開放性，避免寬頻業者基

法本身規範密度合理性，則屬另一個問題。基於完善保障人民隱私權的考量，要求對通

於競爭的考量不當阻擋或干擾網路應用與內容服務的傳輸，曾一度嘗試明確建立「網路

訊監察施以嚴格的法律約制固然可以理解，但學說上亦不乏規範密度過高會影響檢警辦

中立性」（Net Neutrality）的管制，課予有線電視業者在提供寬頻服務時須負擔Title II的

案之聲。參

公共載具義務。In re Preserving the Open Internet, Report and Order, FCC 10-201 (released Dec. 

調取行為」之修正，月旦法學雜誌第232期，頁21-25（2014.09）。
43 本文不否認特定的通訊形式可能存在著比其他通訊形式更高的資訊隱私風險，但這樣

23, 2010). 惟此一倡議後續因FCC委員的更迭而未竟全功。
21 47 U.S.C. §§ 1001-1010 (1994).
22 關於CALEA的詳細介紹，中文文獻請參閱

李榮耕，電信事業對於通訊監察的協助義務

，月旦刑事法評論第一期，頁34-37（2016.06）。
23 47 U.S.C. §1001(8)(C)(i).
24 In the Matter of Commc’ns Assistance for Law Enf’t Act & Broadband Access & Servs., 20 

F.C.C. Rcd. 14989, 15001 (2005).

鄭逸哲、黃沛文，「動機雖屬正當，立法未免粗糙」—簡評通保法關於「

的觀點所帶來的影響應該是：如何在通訊監察法制上對此類通訊形式給予更嚴謹的程序
和實體制約，而不是單純因為資訊隱私風險就放棄通訊監察的努力，否則不啻就是對於
「安全」需求的棄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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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司法舊園區攝影活動紀實
（王唯鳳律師）
因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於民國（下同）62年在桃園市桃園
區法治路1號為民服務迄50年，於110年年初要搬至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司法園區
新址，我們桃園律師公會（桃園律師公會攝影社承辦）希望透過攝影鏡頭記錄這
歷史性的一刻，凝結所有在司法舊園區的點滴回憶，要為曾經在桃園司法舊園區
辛勤奮鬥的法律人留下珍貴的紀念，故與桃園地院於109年12月12日合辦本此攝
影活動。
以往為避免影響訴訟當事人相關權益及法院安全等起見，無論是ㄧ般民眾抑
或律師，法院內部一向是禁止拍照的，法庭內因法院組織法的規定，原則上更是
禁止錄音錄影的情形。這次桃園地方法院大規模地搬遷到嶄新的大廈，無論是硬
體或軟體方面，應是更加舒適及方便，但有感於桃園律師同道們對於舊園區有著
深厚的情感回憶，特別是平日裡等庭時所看到法院人事物抑或法院建物、樹木隨
活動當天桃園地方法院院長邱瑞祥與會員之合影 著光影不同所呈現的
各種畫面，因此，桃
園律師公會才會與桃
園地院破天荒地合辦
司法舊園區（即舊本
院院區、第二辦公大
樓）攝影活動，讓律
師同道們藉此機會可
以用照片記錄著屬於
自己印象中的桃園地
院，家眷亦可參與。
而我一聽到公會特地與桃院合辦這活動，趕緊連同二名小孩一同報名參加，
除了藉機想與小孩分享自己平日工作環境外，自己也想與家人一起在舊園區留下
難得的合影。攝影活動的前幾天一直在下雨，蒙老天眷顧當天雖是陰天但卻沒有
一滴雨，桃園地院於活動當天還特別臨時出借多個法庭供拍攝使用，並且加派多
名工作人員、法警協助引導參與人員，當然活動一開始一定要在法院前面來個熊
貓人大合照。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桃園律師公會當天除準備很多食物供參加會員寶眷充飢
外，還另外聘請二位專業級的攝影老師顏錫沂及蔡禮政老師來帶拍，我們公會也
以角色扮演院檢辯三方的方式來擺拍，二位老師以專業、易懂的解說內容拍攝法
院外、內的場景，當天二位老師依光線順光時程，上午先帶大家去位於仁愛路的
院區拍攝，中午後就回到法治路院區拍攝，除此之外，老師還傳授如何用手機拍
攝出有水準的相片構圖、利用軟體修圖，真的讓我獲益良多！也讓大家對接近尾
聲的活動都依依不捨。當天邱瑞祥院長中午還特地過來跟參加活動的會員寶眷致
意表示歡迎。真的非常感謝！ 
在當天拍攝的過程中，腦袋裡不斷地浮現自己第一次披法袍上法庭、與其他
活動當日會員與寶眷之合影
同道們在法庭上攻防等
等點滴回憶，真的很感
謝桃園律師公會、攝影
社社長袁曉君律師及桃
園地方法院舉辦這次難
得一見的攝影活動，讓
大人小孩都拍得開心玩
得快樂，也留下一幅幅
珍貴的影像。當然我也
留下我與家人、夥伴們
珍貴的合影！

無法下手。只能先從好友那裡，借得他推薦的曲目錄音帶回家聆聽，覺得這首曲
目我可以接受後，就按圖索驥地買相同的曲目，必要時還得翻閱英、日、德文的
字典，以及查閱音樂辭典才能理解該曲目內容；有時為了瞭解該曲目的創作過程
，還專門到圖書館查閱書籍及音樂雜誌，才一點一滴的記錄下各個曲目的內容及
聆賞心得，簡直比讀書還累。
民國76年大學畢業時，陳衍丞因負笈赴美留學（現今仍在美國大學擔任教授
），他收藏的200多捲古典音樂錄音帶無法帶去美國，就全部送給我，讓我一下
子收藏曲目增加了200多個，真的是如魚得水般的興奮。這批錄音帶就這樣隨著
我去當兵時帶回高雄，退伍後回台北念研究所時也隨身攜帶，每日至少花個三、
五小時來聆賞，讓我對古典音樂聆賞與瞭解的功力大增。雖然，後來因為CD唱片
興起，再加上錄音帶不易保存，手上古典音樂的曲目逐漸由CD取代了錄音帶，再
到現今收藏更多的VCD和DVD，手上擁有的古典音樂錄音帶、CD、LD、VCD、DVD
少說也有近千（捲）片。
聆賞古典音樂到進階程度後，就會開始收集同一首曲目不同的指揮家、演出
樂團、獨奏者，甚至是同一指揮家、同一樂團在不同時期的作品，來進行不同版
本的比較，之前在念研究所時，還會特地花錢買票去參加古典音樂的聆賞會，由
大師們導聆進行版本分析及比較，也常去國家音樂廳欣賞現場演出的音樂會，享
受與CD及錄音帶不同的音樂饗宴。也因為如此，我最喜愛的貝多芬第七號交響曲
的版本，就收集了一、二十個不同版本，有空時拿來比較聆賞一番，自有不同的
風味在其中。
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靜下心來，懷著空白不受外界干擾的心情，在第一個
樂聲響起後，整個心靈就跟著音符開始飛翔，隨著曲調的抑揚頓挫，心情也跟著
起伏不定，或進入喜悅的高峰，或墜入哀傷的深淵，在全曲終結時，心靈已如洗
三溫暖般徹底洗滌乾淨，把平日生活中的煩擾、不安、哀愁都袪除，重新再出發
面對生活的挑戰，這就是我聆賞古典音樂的最大收穫。
聆賞古典音樂，一直有不同派別，有一派主張不需要去探求作曲家的生平、
創作歷程、各樂章所要表現的意涵，只需單純去感受音樂所帶來的心靈啟發；另
一派則是完全相反的主張，認為只有了解作曲家的生平、創作歷程、各樂章所要
表現的意涵，才能深切掌握樂曲的全貌，增進聆賞的趣味及接受度。其實，兩派
的主張都沒有錯，就看聆賞者如何去體會及感受。但有一點是一定要注意的，那
就是聆賞古典音樂，要用心全力關注，隨著音符翱翔，才能感受古典音樂所要表
達的意涵。絕對不能像
聽輕音樂般只把它當成
環境配樂，左耳進右耳
出，那這樣就算聽了一
、兩小時，也完全沒有
收穫，根本不知道剛剛
聽了什麼東西，心靈也
不會有所感動。
悅樂社活動照片

攝影作品（袁曉君律師）

我接觸古典音樂的觀想（洪榮彬律師）
民國100年6月28日在前理事長賴彌鼎大律師的引領下，桃園律師公會成立律
師會員休閒社團『悅樂社』，由我擔任社長，留學法國的洪惠平大律師擔任總幹
事，社團主要經由導聆欣賞古典音樂、揪團到國家音樂廳參與音樂會等方式，讓
平日事業繁忙的律師道長們在每月一次的例會中，從心靈上獲得古典音樂的撫慰
。從100年7月26日第一次例會，聆聽九個不同年代、不同作曲家、不同曲式的較
短型樂曲開始，後來例會開始聆賞單一曲目的全曲，直到106年5月份例會聆賞布
拉姆斯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全曲後，六年間悅樂社靠著每月一次例會，共計聆賞了
93個不同曲目。
要說起我開始接觸古典音樂，就得回溯到大學二年級（民國73年），當時因
為參加台大雄友會的社團，認識台大造船系的好友陳衍丞，在他的引領下開始接
觸古典音樂。在當（73）年要欣賞古典音樂，得從卡式錄音帶或LP黑膠唱片入門
，雖然封套及包裝上有曲目介紹，但都是英、日、德文版，沒有翻譯版本，讓我
一進入唱片行想挑選曲目時，看到全部外文的外包裝，猶如墜入五里霧中，一時

拍攝資訊：
iPhone 12 Pro Max 手機拍攝

位於法治路1號的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自民國62年4月1
日完工，同年6月16日啟用，
迄110年2月1日完成搬遷，
期間近50年的使用歷史，舊
桃園地院不僅只是建築，也
乘載許多法律人的年歲在這
裡度過。十年律師九年等，
曾經在這裡進出的律師，對
於此棟建築的點點滴滴都令
人難以忘懷。109年11月間
的秋日下午，陽光正好，我
發現法院廣場上的停車場恰
巧有一台車子的車頂可以拍
下桃園地院的建築倒影，加
上快步進入法院的民眾，形 
成虛實之間的趣味，我拍攝
時特別將手機反向放在車頂
上，這樣可以壓低鏡頭較能
完整拍攝倒影，可將整個法
院建築拍下。隨手用手機紀
錄這即將消逝的時刻，也是
給自己一個在這裡進出十餘
年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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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