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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傳』桃園律師公會前理事長邱永祥律師專訪（上）
（邱永祥律師口述，採訪小組記述、整理、攝影）
本刊創刊以來，即欲透過對會內資深前輩的投稿或訪問
，留下本會的會史紀錄。而自現任丁理事長接任會刊編輯委
員會之總編輯、召集人伊始，開啟『薪傳』專欄，本次很榮
幸獲得邱永祥律師首肯，於110年4月13日下午與邱律師進行
訪談，因邱律師目前已經是半退休狀態，所以邱律師非常客
氣的邀請採訪小組至其住家進行本次訪談。小組成員早已迫
不及待地想一訪本會品酒社社員傳說中邱律師優雅而有品味
的宅邸，於小組抵達邱律師美輪美奐的住宅後，邱律師熱情
招呼，安排好小組訪談位置後，更開了一瓶白酒請小組共享
，於是在美酒、美景，還有邱律師的愛寵三隻豹貓的陪伴下，開始進行本次的訪
談。
【選擇法律工作之緣起】
採訪小組先請教邱律師為何會選擇擔任律師，邱律師表示因為家族於其小學
時即有訴訟案件，所以很早就接觸司法，尤其當時父親及民眾對律師非常尊重，
因此心嚮往之，但是當時法律系報考國家考試錄取率很低，也因此大學聯考時，
學生選填法律系的意願較列後。但因前述緣由，故選填志願時，邱律師在商學院
後即把法律系排為優先選項，並順利考取台大法律系。雖邱律師在民國62年進入
台大法律系，66年畢業，但是在65年即已開始擔任家族的訴訟代理人，協助處理
家中土地、財產相關民事訴訟案件，可說比起一般法律系學生更早接觸法律實務
，早早立定擔任律師的志向。
【治獄審慎 鐵漢柔情】
在機緣使然下，邱律師先於民國71年考取司法官，並因此開始擔任法官工作
。憶及擔任法官的過往，邱律師表示法官確實是非常辛苦，勞心勞力的工作，當
時晚上常常加班寫判決書，累了就趴在桌上睡覺，早上起床，會再看一次，並且
再做修改，到了辦公室要把書類送審前，又再看一次並再行修改，可說斟酌再三
。一方面要思考判決對於被告及其家人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得考慮到被害人及其
家人因為被告犯罪行為造成的傷害，這種兩難處境常帶來工作上的壓力。
邱律師特別分享其擔任法官工作時，曾審判過一件偽造有價證券案件，至今
令其印象深刻。該案是兒子在外欠錢，盜開父親的支票，父親嗣後提告，因罪證
明確，檢察官對兒子提起公訴。該案分由邱律師審理，審判過程中，父親已經原
諒兒子，到時任法官的邱律師面前跪求輕判，希望兒子可以不用入監服刑，但是
這個兒子已有前科而為累犯，讓邱律師十分為難，因為不論如何，依照當時的法
律規定，是一定要加重，且不能緩刑，最後邱律師引用刑法59條減輕後，仍判決
有期徒刑1年多告終，但這讓心地慈悲、心腸柔軟的邱律師非常痛苦，腦海中常常
會浮現該名老父親失望的面孔。
【轉任律師 為司法努力】
因為法官工作的積勞成疾，導致邱律師罹患肝病，再加上邱律師自覺心地太
軟，面對刑事審判要當一個剝奪他人自由甚至性命的決定者，始終令其不忍，又
因為擔任法官工作，以致邱律師無法親自處理家族相關訴訟案件等種種原因，邱
律師乃於民國77年轉任律師。初期很多人因此風聞前來委任，可是邱律師並沒因
此接案，對於邱律師曾任法官希望透過這層關係求取門路或能夠獲得有利判決的
當事人，邱律師均予以婉拒。因此邱律師開業後第一個月只接了父親的案件，第2
個月接了3個案件，其中一件還是父親的案件。雖然如此，但因辦案認真名聲漸傳
，邱律師的事務所到了78年就上了軌道。邱律師一方面可以利用法律專長幫助當
事人，另一方面也可以將以往因為法官工作繁忙而無暇研究的法律問題，好好思
考及研究。
【轉念調適 執業不倦】
邱律師執行律師業務長達33年，採訪小組成員好奇是否會有職業倦怠情形，
就此請教邱律師。邱律師非常幽默地說，擔任律師以後沒多久就產生倦怠，但是
邱律師進一步解釋他的倦怠並不會因為當事人端的反應，或是因為法院判決與自
己提出的書狀內容不同而產生，因為律師是幫助當事人，不是律師求當事人來委
任，故盡心為當事人努力，就沒有必要為了當事人的反應產生倦怠，而律師只要
在法院的判決出於公平立場下，也沒有必
要因此產生倦怠。邱律師的倦怠主要是在
認為不該輸，或認為不應該贏的案件，卻
產生預期以外的結果所產生的失落。當遇
到這種情形，邱律師會轉念認為也許時機
未到或係研究未盡，但在執業過程中看見
司法不斷進步往好的方向發展，也就能放
下這種倦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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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疫情與會務 平衡工作與休閒

（會刊編輯部）

於丁理事長俊和上任後，即與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互相拜訪，並達成資源共享
之共識，是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110年3月12日舉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後
相關實務適用問題」在職進修課程，即有開放本會會員參加，而本會於同月28日
舉辦「論新制憲法訴訟-法制化與訴訟化」亦有兩名法官參加本會課程，建立雙方
合作的制度，同時，本會為響應環保，在職進修課程均採無紙化，相關課程資料
均會於報到時請會員掃描QR CODE，將上課講義下載至個人手機或平板內，還請
各位會員多多配合！
本會拜訪國立臺北大學法學院時，雙方討論日後合作互動交流、有關律師及
司法官考試等相關議題，目前業已邀請臺北大學法學院王震宇副院長就本會與桃
園市政府法制局預定於110年9月10日辦理之「行政法理論與實務研討會」擔任報
告人，報告題目為「加密貨幣與跨國洗錢之法律問題研究」，報告內容切合時事
與科技發展，內容勢必精彩可期，請會員們務必踴躍報名參加！另外也獲得顏榕
助理教授、林季陽助理教授首肯，將於本會講授律師倫理及分享查緝專利、仿冒
的經驗，此外更擘劃本會、仙台弁護士會、臺北大學法學院、日本東北大學法學
院之兩會、兩校之聯合法學交流活動，屆時還請各位會員積極參與，必能獲致滿
滿收穫。
丁理事長於110年5月3日率張副理事長百欣、陳監事韻如、陳秘書長怡衡前往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拜會，與邱院長瑞祥、張行政庭長益銘、卓庭長立婷、黃代理
官長子祝討論會員反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新院區閱卷室空氣不流通、法庭及調解
室的指引不夠明確…等相關問題，邱院長對此已指示相關部門積極處理，各項問
題業已逐步獲得明顯改善，相信對未來會員執行職務的經驗會越來越好。
又本會即將創立50年，故理事長業已委請前理事長徐建弘律師組成專案小組
，開始籌劃50週年活動，敬請會員們期待，也請會員們多多支持本會相關活動。
本會重視會員在職進修及身心靈之調和，定期舉辦在職進修與戶外休閒活動
不遺餘力，在職進修除多元化開辦各類課程外，並且配合時事與相關單位合作，
期能提升會員競爭力，當然後續仍有相關進修課程與休閒活動規劃安排中，於本
刊截稿前，因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桃園地區已為準
三級警戒，丁理事長更積極與院檢聯繫，就相關事
宜業已公布於本會臉書及LINE帳號中，尚請會員勤洗
手、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離，本會會持續注意
疫情發展，適時適度地調整活動內容及措施，如有
最新狀況，亦將通知會員，請會員加入本會LINE帳號
臉書
Line
及臉書，俾能接獲本會最新訊息。

尋求合作資源共享 爭取會員最佳利益 （會刊編輯部）
有鑑於律師雖然各自執業但必須時時增
進專業知能，丁理事長俊和於民國（下同）
110年3月16日帶領張副理事長百欣、王理
事唯鳳、林理事哲倫、劉理事士昇、周監事
威君、陳秘書長怡衡、楊副秘書長仁欽、國
際關係委員會蔡主任委員銘書及陳委員楷天
等人拜訪臺北大學法學院（下稱臺北大法學
院），臺北大學法學院杜院長怡靜率領王副
院長兼系主任震宇、侯教授岳宏、王教授怡
蘋、小林助理教授貴典、顏助理教授榕、林助理教授季陽等老師接待本會。雙方
就法律人的實務發展（如律師、司法官的考選等）交換意見，隨後討論雙方未來
合作的方向，包含邀請臺北大法學院的諸位老師投稿本會法學專欄，與本會會員
分享學術研究的心得。還有本會即將成立50週年，而臺北大法學院也即將成立70
週年，雙方也達成共同舉辦週年學術交流活動，此外，本會與仙台弁護士會締盟
，而恰巧臺北大學法學院與日本東北大學法學部亦為姊妹院，日本東北大學法學
部亦與仙台弁護士會互動熱烈，從而四方可共同進行交流活動，考量新冠疫情將
先以視訊方式進行。本會並願意協調本會會員提供臺北大法學院學生至律師事務
所學習實務經驗的機會，及律師高考及格後協助找到指導律師完成律師實習訓練
。而老師們則協助本會在職進修，首先就是由顏助理教授榕蒞臨本會就律師倫理
授課，而林助理教授季陽表示願意將其查緝專利、仿冒的經驗與本會會員分享，
令人期待。
本會長期與桃園市政府配合提供法律諮詢及共同辦理學術研討會，本會於
110年4月7日由丁理事長俊和帶領張副理事長百欣、徐常務理事建弘、盧理事建
宏、陳理事泓年、林理事哲倫、陳監事韻如、周監事威君及王副秘書長紹安拜會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周局長春櫻親自帶領團隊接待，本會表達希望與桃園市政府
合辦在職進修，及為迎接本會50週年擴大舉辦學術研討會，周局長春櫻表示樂見
其成，並願意協助促成。
為維護律師權益，除了與院檢溝通外，對於立法上亦需有所琢磨施力，因此
丁理事長特別於110年4月23日帶領張副理事長百欣、徐常務理事建弘、陳秘書長
怡衡至立法院拜會桃園市選出的黃立法委員世杰，黃立委亦為律師出身，並為本
會會員，雙方建立良好的溝通橋樑，於未來律師相關法案立法時能多多重視律師
的權益。
本會理監事會致力於維護會員權益，尋求資源，還請全體會員不吝給予理監
事會意見及指導，讓桃律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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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之問題與
課題(上)】
（中央警察大學法律系鄧學仁教授）
一、前言
2019年5月17日立法院通過行政院版之「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
行法」（以下簡稱748號施行法），本法不稱同性婚姻法，且條文內容盡
量避免提及同性婚姻之用語，均以第二條關係稱之，足見立法者用心良苦
，本法可謂折衷之產物。再加上釋字第748號解釋明示：「現行民法婚姻
章有關異性婚姻制度之當事人身分及相關權利、義務關係，不因本解釋而
改變。又本案僅就婚姻章規定，為使相同性別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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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違反憲法第22條保
障之婚姻自由及第7條保障之平等權，作成解釋，不及於其他」，748號施
行法乃將自然親子關係之相關規定排除於準用之外，留下同性婚姻僅能繼
親收養之規定。亦即，縱使本法規定同性婚姻者得以收養，但僅限於收養
他方親生子女之繼親收養。
由是觀之，本法雖然解決同性伴侶得以結婚之問題，但同性伴侶結婚
之後，如欲擁有子女仍然諸多限制，因此本文除針對本法可能產生之問題
加以檢討外，並對於本法通過後，未來修正之課題，例如同性婚姻者如欲
發生親子關係，可能採行之途徑進行討論，以供本法未來修正時之參考。
二、問題
如前所述，立法院所通過行政院版之748號施行法，乃為避免挺同與
反同從釋憲與公投之延長賽淪為循環賽，費盡苦心妥協而成之產物，挺同
方認為已經退無可退，反同方則認為悖離公投之結果，但無可諱言者，目
前同志所面臨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至少相當程度可以獲得解決，以下針
對748號施行法之內容加以評析，以釐清本法之內涵。
(一)748號施行法之名稱
通常作為施行法之立法目的在於規範法律何時生效、適用之對象為何
以及是否溯及既往等內容，748號施行法以此種形式命名，似乎顯得名不
符實，但可以理解的是，應該是為避免刺激挺同、反同雙方，再度陷入爭
議，因此採取中間路線。鑒於法律是政治妥協的產物，故先求有再求好，
有時候想一步到位，反而難以通過。既然有兩公約施行法之立法先例，為
兼顧挺同方與反同方之感受，使用此名稱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惟將來仍
建議修改為同性結婚法為宜。
(二)同性關係之締結應如何稱呼
締結同性關係究應以何種方式稱之，乃此次三種版本最大爭議之一，
針對此問題須檢視748號解釋與公投第12號案之關係為何？
首先，748號解釋強調婚姻自由之保障，認為民法婚姻章未明文保障
同性結合關係應屬違憲，因此未來立法應該彌補此漏洞。至於立法形式尊
重立法院之職權，亦即可立專法但不能超越婚姻自由之範疇。
其次，所謂立法形式是指以專法、或民法婚姻章以外之立法形式，並
非指實質內容得悖離婚姻自由之範疇，而採取婚姻以外之其他內容。公投
結果不能違反釋憲文，故不能以同性結合關係或同性家屬關係來定義同性
之結合關係，公投結果只能規範立法形式改以專法，但不能採用婚姻自由
以外之其他實質內容立法。
第三，民法之家長與家屬性質有可能屬於親情或愛情，例如父子與兄
弟之間都是同性家屬關係，而同性結合關係卻僅為愛情，故欲以公投之結
果將同性家屬關係取代同性結婚，不僅名稱產生混亂，且已悖離748號解
釋之意旨，縱使以公投之結果來立法，其內容亦不能違憲。
第四，同性結婚將來不論以任何方式或名稱出現，均對異性婚姻不會
產生影響，立專法是為了補強民法之不足，若以民法婚姻章未保障同性婚
者為由，而導出必須用其他名稱取代同性結婚之結論，在邏輯上是相互矛
盾的。
基於上述理由，行政院版本有關締結同性關係之定義為：「稱同性婚
姻關係者，謂相同性別之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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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法第2條） 」應該是最符合釋憲文之精神
，其他另二項版本均不足採。然而，行政院版最終仍無法維持同性婚姻關
係之定義，而被修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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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修正之版本雖然將同性婚姻關係回復到結合關係，卻遭到反同方
譏為朝三暮四、換湯不換藥１，因為同法第4條修正為結婚登記，結婚登記
乃748號解釋文之用語，使用此用語固然最為保險，然而是否意味著第2條
所謂之結合關係即為結婚，答案若是肯定，則同性婚姻與異性婚姻之距離
將因此更加接近，對於挺同而言，將來向戶政機關申請的是結婚登記而非
同性婚姻關係登記，就結果而言，反而更有利於同婚者，此種改變恐怕是
當初始料所未及，將來針對同性結合關係如何定性，仍有待釐清。
(三)未成年人同性結婚年齡限制不分男女
未成年人成立同性結婚應滿18歲，且須經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同法第

3條），本條規定成立同性結婚不論男女須滿18歲，此與異性婚16歲女性
得以結婚有所不同，考量性別平權，以及延後女性懷孕年齡維護母子健康
，將來異性婚亦應比照辦理。又違反本條者，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
向法院請求撤銷之。但當事人已達該項所定年齡者，不得請求撤銷（同法
第9條）。本條不準用異性婚未成年人已懷孕者不得撤銷之規定，實值贊
同。
(四)同性結婚之成立、撤銷與無效
同性婚姻關係之成立如同異性婚一般，在形式要件須有書面、二人證
人並經登記（同法第4條），而實質要件區分為不具有無效與不具備得撤
銷之情形。無效之情形有三（同法第8條），1.未經登記（同法第4條）。
2.近親同性結婚（同法第5條）。3.重複同性結婚，或同性結婚與異性結婚
重複（同法第7條）之情形。值得一提者，有關無效之規定，與異性婚不
同之處，在於將同性近親結婚之禁止限縮在四親等之旁系血親，符合同性
結婚之本質應值肯定。
至於撤銷之情形有二（同法第9條），1.未達18歲或未成年人未經法
定代理人同意之同性結婚（同法第3條）。2.監護人與受監護人結婚未經受
監護人父母同意（同法第6條）之情形。撤銷之規定與異性婚大致相同，
但值得一提者，本條不準用異性婚未成年人已懷孕者不得撤銷之規定，又
排除異性婚不能人道之規定等，就同性結婚之本質而言，應屬當然。
同性結婚撤銷之要件與效力，準用民法第996條至第998條之規定。而
同性結婚無效或撤銷，其子女親權酌定及監護、損害賠償、贍養費之給與
及財產取回，則準用民法第999條及第999條之1之規定（同法第10條）。
(五)同性結婚之效力
有關同性結婚之普通效力大致準用異性婚之規定，但本法從第3條至
第22條，逐一列舉親屬編之準用規定，與此相對地，於繼承（本法第23條
）、總則編與債編（本法第24條第1項）、以及民法以外之其他法規，除
本法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全部準用之（第24條第2項）。因此同性結
婚之效力，應該說親屬編「列舉準用」，親屬編以外「例示準用」，亦即
，親屬編有規定者方能準用，而親屬編以外者，除非另有規定或禁止準用
之外，其餘均應得準用。
同性結婚雙方當事人之權利義務準用親屬編之規定者，包含互負同居
義務（同法第11條）、住所（同法第12條）、日常家務代理（同法第13條
）、家庭生活費用分擔(同法第14條)以及雙方當事人財產制亦準用異性婚
之夫妻財產制（同法第15條）。其中只有排除異性婚民法第1002條第2項
以夫妻共同戶籍地推定為住所之規定，將來可能會發生同性結婚之雙方當
事人對於住所協議不成時，法院為裁定前無法確定夫妻之住所地。至於同
性結婚雙方當事人於親屬編其他之準用規定，除有關成年監護亦準用異性
婚之配偶（本法第21條）因較無爭議省略不提，其餘關於親子關係與扶養
等規定，詳於後述。
(六)同性結婚之解消
有關同性結婚之解消亦準用異性婚之規定，包含合意終止(同法第16
條)、裁判終止(同法第17條)、於法院之調解或和解終止(同法第18條)，以
及終止後之效力，包含終止後雙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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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準用異性婚之規定(同法第19條)，有關於此，值
得一提者有二：
其一為，刪除離婚消極破綻主義之但書規定。異性婚離婚原因以民法
第1052條第2項，有其他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居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
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一般將此稱為消極之破綻主義，允許有
責任者得請求離婚固非所宜，但衡量雙方責任之輕重有時並非容易，例如
因配偶無法忍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而通姦者，或者為報復配偶一次之通
姦，他方為二次之通姦者，如何論斷責任之輕重，有鑑於此，此次有關異
性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但書於同性結婚關係終止並無準用之規定，因
此法院僅需判斷同性結婚是否難以繼續維持，不受雙方責任輕重之限制，
將來同性結婚欲終止其關係，應該會比異性婚更不受限制。
其二為，未成年人監護並無準用之規定。同法第19條於終止同性婚姻
關係時，雙方子女之監護僅適用民法第1055條之2，亦即於雙方當事人均
不適任時，法院得選任第三人為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但若遇同性結婚者
之子女無雙親或雙親均不能行使親權之情形卻乏明文規定。由於同性結婚
關係仍承認繼親收養，有關民法未成年人監護之相關規定若無準用，當親
生父或母與養親均死亡或不能行使親權時，則此未成年子女應由何人監護
則成問題。為避免此種情形發生，目前似乎僅能依民法第1093條以遺囑指
定監護人。此外，針對同性養子女之親權如何酌定？由於一方為親生父或
母，另一方則為養親，就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而言，除非自然血親明顯
不利未成年子女，吾人以為自然血親似仍應優先於擬制血親，因此其與異
性婚子女親權酌定恐怕不能等同處理。
(七)同性結婚之婚生子女關係
同性結婚無法自然生子，有關民法第1061條至第1070條自無準用之
餘地，因此女女婚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若與配偶以外之人通姦所生之子女
，仍為非婚生子女，並無異性婚中有關婚生推定之準用，但該子女與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