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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豐富，亮眼成績
（會刊編輯部）

　　民國（下同）�1�0�8年�1�0月�1�6日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下稱全聯會）在司法院代表副祕書長葉麗霞
、法務部代表政務次長蔡碧仲、陳明堂、常務次長張斗
輝、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陳鋕雄副教授等
學界代表及各地方律師公會的參與下，隆重的舉行了律
師學院的揭牌儀式。
　　「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二分組於第六次會
議作成決議：「律師的考選、職前及在職訓練應參照第
四分組決議檢討、改進，以提升律師的專業能力，並研
議建立律師專業分科制度」，眾所周知法官及檢察官的
養成是由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統一訓練二年（如為自行或

遴選轉任的法官或檢察官，養成訓練則分別由司法院的法官學院或法務部的司法
官學院負責訓練），其後有關法官的進修或專業培訓即由法官學院負責，檢察官
部分則續由司法官學院辦理，無論法官或檢察官均須透過一定時數的訓練，取得
相關專業的證照或認證，始具有辦理該類案件的資格。
　　然而律師職前訓練六個月，雖由法務部委託全聯會律師研習所辦理，惟其後
的在職進修並沒有完整的訓練體系及規範，而散由各地方律師公會自行辦理，且
沒有跨領域的專業學習，欠缺認證機制。因此從律師『職前訓練』到『在職進修
』，建立完整、專業、一體化的制度，達到強化律師專業技能及律師專業培訓制
度的律師學院，才能使審檢辯鼎足而立，達到實質的司法鐵三角關係。是律師學
院的成立對司法界而言，自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律師學院主要負責的工作為充實律師職前訓練、精進在職進修及強化跨領域
之專業知識，然因現行律師法第七條規定「律師應完成職前訓練，方得登錄。但
曾任法官、檢察官、公設辯護人、軍法官者，不在此限。前項職前訓練之實施方
式及退訓、停訓、重訓等有關事項，由法務部徵詢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意見後，
以職前訓練規則定之」，故目前全聯會係依律師職前訓練規則第�4條「本訓練由
法務部委任法務部司法官學院（以下簡稱司法官學院）或委託中華民國律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會）辦理」，而受委託辦理律師職前訓練。因此，在
律師法修正前開規定前，律師職前訓練仍屬法務部委託全聯會辦理之事項，是以
在法令變更前，律師職前訓練尚不屬於律師學院辦理之工作。所以律師學院目前
的工作主要是以在職進修課程及跨領域專業知識課程之規劃實施部分為主。
　　本人因擔任全聯會第十一屆第二任法學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之故，躬逢其盛
負責草擬「律師學院設置辦法」，並規畫及參與醫療專業學程之開辦。「律師學
院設置辦法」已於�1�0�8年�3月�1�6日經第�1�1屆第�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爰簡單介
紹律師學院的組織架構及跨領域專業學程辦理情形：
　　（一）依上開辦法第四條規定「本學院設律師學院委員會（下稱院委員會）
，人數七至十三人，其中一人為院長兼院委員會召集人，且院委員會半數以上之
委員應由各地方公會之會員以外之人聘任之」，全聯會已依前開規定設置「律師
學院委員會」，並敦聘王文杰教授、陳俊仁教授、陳鋕雄副教授、法官學院周占
春院長、司法官學院蔡碧玉院長、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指派代表張世宏建築師
、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指派代表劉嘉松會計師等擔任律師學院委員會委員，為
律師在職進修及跨領域進修規劃，更加貼切回應全國各界對律師精進職能及強化
各項專業的呼籲。
　　（二）跨領域專業進修部分，依據「律師學院設置辦法」及「專業律師證書
授予辦法」規定，在律師學院下再設置「不動產法律」、「家事法律」、「勞工
法律」、「營建及工程法律」、「金融證券法律」、「稅務法律」及「智慧財產
法律」等專業學程委員會，各專業學程委員會並設委員�7至�1�3人，召集人�1名（自
委員中遴聘）；且各專業學程委員會應有半數以上之委員，由具有各該專業領域
學術、實務經驗之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擔任之，或由具有該專業領域偵審經

　　本公會歷來非常重視會員
權益，為提供會員如保護傘一
般堅強完整的後靠，本會積極
與桃園市政府、司法院、法務
部保持密切的聯繫，藉以提供
會員更加完善的服務，而於�1�0�8
年�9月�5日本會與桃園市政府合
辦「行政法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並於�1�0�8年�9月�6日下午本會
與桃園地方法院、勵馨基金會
合辦「女力電影座談會」，活
動內容精采豐富，令人回味無
窮。
　　為慶祝�1�0�8年度律師節及姊妹會日本仙台辯護士會來台參訪，本公會於�1�0�8
年�8月�3�0日由關理事長維忠、丁副理事長俊和及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委蔡銘書律師
三人帶領理監事群、秘書處幹部及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陪同仙台辯護士至司法
院、智慧財產法院參訪，隨後至桃園國際棒球場觀賞球賽及用晚膳。之後，為
使仙台辯護士體驗台灣文化，故於�1�0�8年�8月�3�1日上午在會館舉辦「文化體驗之
洗愛玉、包水餃」活動，下午舉行意見交流會合併在職進修課程，就「科技法
庭�/訴訟�E化之推動現況」以及「律師公會或律師參與法治教育之現況」兩議題
，促進中日文化及法律交流，使所有與會貴賓除盡興外，亦獲益不少。
　　又本公會舉辦之在職進修課程，向來深受會員歡迎，而自�1�0�8年�9月起陸續
舉辦了（ㄧ）�1�0�8年�9月�2�1日上午邀請林秀雄教授蒞臨主講「繼承回復請求權相
關實務見解探討」。（二）�1�0�8年�1�0月�0�4日下午邀請郭榮彥律師蒞臨主講「嗨�!
律師，用過�L�a�w�s�n�o�t�e了嗎？」等課程，參與踴躍，場場爆滿，每位會員皆收穫
滿滿，本會將持續邀請專業講師，舉辦各種不同法學領域，切合時事之在職進
修課程，敬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此外，本會於各項比賽中，成績亮眼，諸如�1�0�8年�9月�2�8日新竹律師公會假
新竹棒球場舉辦「全律盃壘球賽」，本會壘球社勇奪第�1�9屆全國律師盃慢速壘
球賽冠軍、�1�0�8年�9月�2�8日高雄律師公會假國立中山大學體育體三樓羽球場，舉
辦「全律盃羽球邀請賽」，本會羽球社勇奪第�1�9屆全國律師盃羽球邀請賽男子
雙打組冠軍、�1�0�8年�1�0月�1�9日上午本會假勝光羽球場，舉辦「�1�0�8年度桃律盃羽
毛球邀請賽」，本會羽球社勇奪�1�0�8年桃律盃羽毛球邀請賽男子雙打組冠軍、男
女混雙組殿軍，如此傲人的成績，使身為桃律一份子的每位桃律會員均與有榮
焉。
　　本會日後還會持續舉辦各種兼具深度廣度的優質活動與課程，為會員服務
，敬請會員踴躍參與，與桃律一同寫下精采的未來。

驗之檢察官、法官擔任之。
　　（三）以醫療專業學程為例，特別敦聘醫界（牛惠之副教授、李崇禧副教授
、楊哲銘教授、方信元醫師）、法學界（甘添貴教授、張麗卿教授）、司法院代
表（邱琦法官、吳元曜法官）、法務部代表（古慧珍主任檢察官）等專業人士為
醫療專業課綱委員會，並由醫療專業課綱委員會訂立全國一致性的醫療專業學程
課綱，以一綱多本的方式，與具有教學醫院能力之醫院或醫學院合作，分區開辦
醫療專業學程。目前北區由台北醫學大學及桃園、新竹律師公會合辦；中區由中
國醫藥大學與台中、彰化、南投律師公會合辦、南區則由高雄醫學大學與高雄律
師公會合辦。
　　（四）值得一提的是，本會與全聯會、社團法人新竹律師公會及台北醫學大
學合作，在�1�0�8年�8月�2�5日正式開辦的北區首場醫療專業學程，採精緻化的小班制
，並依醫院分科方式，擇定�1�2個科別進行研習，每個科別課程為六小時，前三小
時為該科基礎簡介，後三小時為實例研討。實例研討採雙講師制，由一位醫師和
具有醫師資格之律師或法學教授帶領進行實例分析討論，讓學員能近距離的看見
，在個別案例中醫界的角度與法界的角度為何會有不同？律師在個案中應該如何
與當事人溝通或為當事人爭取權利？在訴訟紛爭中應該如何與法院或檢察署進行
有效的對話與辯護？更加貼近實戰模擬，有效提高學習效果及學員學習的興趣。� 
　　最後，常有人問律師學院和台灣律師學院一樣嗎？那台灣律師學院又是什麼
呢？律師學院為全聯會所設立，而台灣律師學院為台北律師公會所籌備成立之財
團法人，全聯會是律師職前訓練及律師在職進修法定的權責機關，故將之整合為
律師學院專責辦理相關訓練事宜，此與台北律師公會所籌備成立之財團法人台灣
律師學院並非律師法或律師職前訓練規則授權之訓練單位，故二者在性質上並不
相同，不宜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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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司法完善建構與展望、創造公平、公正
、公開的司法環境�-�-從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
談起（下） （陳麗玲律師）

四、兩岸智慧財產權司法保護之趨同化—代結論
　　除前述「智財保護合作協議」之相互承認優先權、調處、
認證之機制外，兩岸對於智慧財產權司法保護措施因制度設計
之不同，而有差異，所以如何公平、公正、公開執行兩岸智慧
財產權司法保護，透過司法保護應是最重要的手段。有鑑於此
，兩岸均致力於司法保護之趨同化。謹說明如下：
�(一�)台灣對智財司法保護之歷史沿革
　　台灣早年管理智慧財產權之行政機關為「經濟部中央標準
局」、以專利訴訟而言，可區分為專利審查行政訴訟，專利侵
權之民事訴訟與侵害專利之刑事訴訟。亦即隨係因應專責司法
機關之調查、法官心證而有不同之歧異裁判，對於司法明確性
、可預測性造成很大的傷害。由於�W�T�O將智慧財產權視為私權
，因此台灣也因應對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做出相關修正
，而在�1�9�9�8年，制定公佈《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組織條例》。並
於次年即�1�9�9�9年，將「經濟部中央標準局」改制為「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明定掌理專利權、商標專用權、著作權、積體電
路電路佈局、營業秘密等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業務，另將標準
、度量衡業務移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台中、高雄等三
資料室改為地區服務處等。
　　而依據《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台灣之智慧財產法院於
�2�0�0�8年�7月�1日成立。管轄之訴
訟案件依涉及法律歸屬於民事
、刑事及行政審判而不同�1�0。關
於各類案件之管轄法院，詳如
附表�4
　　專責法院之設計係採取掌
理行政、刑事與民事案件「三
合一」的專責法院，也就是智
慧財產權法院來集中審理相關
案件，以避免民、刑事案件停
止訴訟之延滯，並加速解決訴
訟紛爭、累積審理智慧財產案
件之經驗，達成法官專業化需
求、促進國家經濟發展。而自
成立迄�2�0�1�7年�7月，智慧財產法
院 受 理 各 類 案 件 總 數 共 有
�1�2�,�5�8�1件。詳細分類及結案數
量如附表�5
�(二�)大陸對智財司法保護之歷史沿革
　　大陸的智慧財產權法律保護體系，原也與台灣早年相同
，採取司法保護與行政保護的雙軌體系，並依據案件類型區
分為民事、行政和刑事三種審判職能。該雙軌體系實質上與
他國的智慧財產權法律保護制度基本一致，但大陸之行政保
護執法之職權及範圍較大。
　　但在行政案件方面，相較於台灣將所有智慧財產權業務
集中由智慧財產局負責，以收事權統一的作法，大陸對於智
慧財產權則採分散式的管轄方式，將各種不同的智慧財產權
分別由不同的行政機構作為專責機關。在中央，主管專利之
專責機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國家知識產權局（�S�I�P�O�)，主管商
標專責機關則為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下屬商標局，而著作權專
責機關則為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及國家版權局，而植物品種權
責分別由農業部與林業局負責。除了上述之中央機關之外，
在地方上各省市也有相對應的地方行政機關分別負責處理專
利、商標、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
　　由於大陸之行政保護之執法力度較大，因此產生許多不
規範之情形，包含審批、異議、註銷等行政程式之漏洞及弊
端時有所聞，也因此，中央為因應�W�T�O也逐漸修法，漸次建

立起以司法為主，司法和行政雙管齊下的智慧財產權執法體
系。亦即各類智慧財產權的糾紛，除法院處理外，也可根據
當事人的選擇，由經授權的地方智慧財產權行政管理機構處
理。當事人對行政管理機關處理決定不服的，還可以依法向
法院申訴。
　　在法院審判法庭部分，大陸與台灣相同，也修法後採取
以專庭方式審理智慧財產權案件。最終之審理機關為最高人
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三庭，稱為「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
庭」，負責專利權、不正當競爭等案件和著作權、商標權、
技術合同、科技成果權、植物新品種權、積體電路布圖設計
等知識產權案件之審理。
　　於�2�0�0�8年�6月�5日，為提升智慧財產權創造、運用、保護
和管理能力，大陸國務院特別發布《國家智慧財產權戰略綱
要》，目標明訂應全面加強智慧財產權司法保護體系建設，
充分發揮司法保護智慧財產權的主導作用，為建設創新型國
家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司法保障�1�1。並逐漸推動
將以往知識產權庭只審理智財有關的民事案件，推動以「三
審合一」，就是將智慧財產權的民事、刑事及行政案件，集
中在由知識產權審判庭審理。故於�2�0�1�4年�1�1月�6日在北京成
立大陸第一家知識產權法院，同年�1�2月又陸續成立廣州知識
產權法院和上海知識產權法院�1�2，截至�2�0�1�6年，三家智慧財
產權法院共受理智慧財產權民事和行政案件�1�7�2�6�8件，審結
�1�4�8�9�6件，結案率�8�6�.�2�6�%�1�3。而因應大陸經濟快速崛起，且
配合互聯網等科技發展，於�2�0�1�7年�1月�9日又成立成都知識產
權審判庭，其特色是可跨區域受理壟斷案�1�4。而在�1月�1�9日再
成立蘇州知識產權法庭及南京知識產權法庭�1�5。�2月�2�2日武漢
知識產權審判庭在東湖高新區掛牌成立�1�6，成為湖北省知識產
權案件的審理中心。這些專責法院設立速度之快，可見大陸
司法當局對知識產權保護之決心。
　　根據中國法院智慧財產權司法保護狀況（�2�0�1�6年）�1�7統
計，在民事案件部分，�2�0�1�6年人民法院共新收一審、二審、
申請再審等各類智慧財產權案件�1�7�7�7�0�5件，審結�1�7�1�7�0�8件
（含舊存，下同），比�2�0�1�5年分別上升�1�9�.�0�7�%和�2�0�.�8�6�%。
值得一提的是大陸法院審結涉港澳臺智慧財產權民事一審案
件�1�1�3�0件，同比�2�0�1�5年上升�2�9�1�.�9�9�%，將近�3倍。顯見兩岸
民眾逐漸習慣以司法途徑解決智慧財產權民事糾紛。
　　在行政訴訟部分，大陸已適用新修訂之行政訴訟法，
�2�0�1�6年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共新收智慧財產權行政一審案件
�7�1�8�6件，其中，專利案件�1�1�2�3件，商標案件�5�9�9�0件，著作
權案件�3�7件，其他行政案件�3�6件。審結一審案件�6�2�5�0件。而
涉外、涉港澳臺之行政案件�2�3�9�4件，占�3�8�.�3�0�%。可以知悉兩
岸之知識產權申請占比相當高。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新收智
慧財產權行政二審案件�3�2�3�3件，審結�3�0�6�9件，同比分別上升
�4�4�%和�3�1�.�7�7�%。由行政訴訟之案件數量大增，可見兩岸民眾
已經知悉以註冊、法律訴訟等當作武器來維護應有之智慧財
產權利。
　　而就刑事案件，�2�0�1�6年大陸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共新收涉
智慧財產權刑事一審案件�8�3�5�2件，同比下降�2�3�.�9�%。其中，
侵犯智慧財產權罪案件�3�7�9�9件，其中，侵犯註冊商標犯罪案
件�3�5�6�5件，侵犯著作權罪案件�1�9�5件，同比下降�2�2�.�6�7�%；涉
及侵犯智慧財產權的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案件�2�7�6�5件，同
比下降�2�9�.�5�5�%；涉及侵犯智慧財產權的非法經營罪案件�1�5�6�7
件，同比下降�1�8�.�5�1�%；涉及侵犯智慧財產權的其他案件�2�2�1
件，同比上升�3�.�2�7�%。從犯罪統計數量下降比例，可以知悉知
識產權應受尊重，否則將有刑罰處罰之概念，已經逐漸建立
在大陸民眾的法感中。
�(三�)兩岸司法制度差異與互相承認過程
　　由於兩岸均加入�W�T�O，在�T�R�I�P�S架構下，就智財相關法令規

範，經過修法程序，雙方立法規範漸趨一致，目前除著作權大
陸採註冊主義，台灣採創作主義，有較重大之差別外。在商標
、專利部分，除用語有不同
外，立法精神差異不多。而
各自之司法審理制度，台灣
分為地方法院、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但就智慧財產案
件，採三級三審，統一由智
慧財產法院專院審理。大陸
則因幅員廣大、案件眾多，
因此仍採由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到最
高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採取四級二審終審制，雖然法庭審級
不同，但均採取三合一（民事、刑事、行政併同審理）之制度
。如附表�6。
　　在涉及智財糾紛訴訟中，若勝訴方無法在擁有實質資產的
敗訴方有司法管轄權地區中執行判決，那麼即使勝訴也毫無意
義。因此判決之承認與執行十分重要。有鑑於此，�2�0�0�3年修正
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4條規定「在大陸地區
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
序或善良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前項經法院裁定認可
之裁判或判斷，以給付為內容者，得為執行名義。前二項規定
，以在臺灣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得聲請
大陸地區法院裁定認可或為執行名義者，始適用之。」且施行
細則第�6�8條規定「依本條例第七十四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認可
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目前台灣行政院係委託財團法人
海峽交流基金會進行文書驗證。
　　�1�9�9�8年�5月�2�9日大陸最高法院頒布《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
民法院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首先判決承
認之先河，�2�0�0�9年也頒布《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認可臺
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補充規定》。於�1�9�9�9年對於台灣調
解協議書�(調解筆錄�)也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事人持臺灣地
區有關法院民事調解書或者有關機構出具或確認的調解協議書
向人民法院申請認可人民法院應否受理的批復》予以承認，
�2�0�0�1年更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事人持臺灣地區有關法
院支付命令向人民法院申請認可人民法院應否受理的批復》。
此為大陸對台灣法院判決、調解書、支付令之承認。但究竟如
何執行，並未提及。
　　直到�1�9�9�9年�4月�2�6日兩會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
司法互助協議」，並經行政院於�4月�3�0日核定送立法院備查後
，其中第�1�0條規定：「雙方同意基於互惠原則，於不違反公共
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況下，相互認可及執行民事確定裁判與仲
裁判斷（仲裁裁決）。」有了明確的規範。
　　而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於�2�0�1�5年�6月�2�9日公佈《最高人民法
院關於認可和執行臺灣地區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及《最高人
民法院關於認可和執行臺灣地區仲裁裁決的規定》（以下合稱
「新規定」），新規定自同年�7月�1日起施行，更進一步保障台
灣民眾權益。
五、建議：司法融合是唯一的出路—代結論
　　兩岸自�1�9�8�7年台灣解嚴開放探親以來，迄今剛好滿�3�0周年
，在這�3�0年間，大陸快速崛起，經濟、社會產生巨大變化。而
台灣也歷經二次政黨輪替�1�8，在兩岸關係之政局上有如雲霄飛
車，忽高忽低。但雙方如能秉持「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原
則，以智慧及時間化解歧異與衝突，應可共創兩岸之和平發展
及繁榮。
　　尤其，自�1�9�9�0年�9月�1�2日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所簽立之「
金門協議」到�2�0�1�5年�8月�2�5日簽署之「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
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及「海峽兩岸民航飛航安全與適航合作

協議」�1�9，就是將兩岸間發生困難之個別具體的案例一一呈現
後，結合兩岸智慧結晶所展現的成果。雖然，現階段礙於兩岸
關係緊張，官方互動不良，但如能以兩岸法律規定趨同帶動司
法審判制度趨同，尤其是就已經走在前頭的智財保護之法律規
範，配合國際條約之規定，加以磋商修正，當各類司法融合之
領頭羊，或許能為兩岸司法制度奉獻一些力量。
有鑑於此，筆者提出建議如下：
�1�.法令趨同化與執法制度修正：有鑑於兩岸就智慧財產權之相
關法令仍有歧異，且審判制度亦有不相同之處，建議可參考國
際條約之精神，以兩岸智慧財產權近年來之消長與互動結果，
因應國際智財局勢，於兩岸研擬修法前互動、研商，將修法方
向標定，盡量一致，達到法令趨同化之目標，同時成立兩岸制
裁司法改革小組，共同推動修法，尤其針對司法執法制度之訴
訟法規定，應加強一致性。更可研擬兩岸就涉及智財案件之審
判規則，以同一套路審理兩岸智財案件，應可達成審理之公平
、公開、公正。
�2�.強化兩岸調處機制：將兩岸相關智財相關從業人員，包含律
師、商標、專利代理人、鑑定人員等均成立專家名單，並納入
調處之互聯網機制中，作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之仲
裁或協處人員。
�3�.針對兩岸智財受理之行政程式，法院之審理程式及審判人員
，包含律師、認證機構人員等，應加強互動，隨時保持資訊之
公開，並盡可能建立聯絡管道，以建立較為一致之審查或審判
標準。
�4�.制定執法之裁量基準：大陸幅員廣闊，且兩岸亦有距離，各
地對於智財之認知程度不同，執法規範縱使相同，但執法力度
亦有差異，針對各地執法差異部分，宜訂出執法之裁量基準，
提供民眾參考，以彰公信。
�5�.建立兩岸智財申請案、判決、仲裁結果等數據資料庫：透過
大數據、互聯網，公開兩岸之智財之申請案件數量、判決及執
法現況，以利兩岸民眾互相瞭解對方法律規定及立場。
�6�.加強協商、調處機制：訟則兇終，在智財案件，如能以協商
、調處等替代訴訟模式解決紛爭，並將強宣傳，鼓勵民眾使用
此種制度。
　　兩岸關係之發展證明了政治的水深難測，但政治主張的後
盾是法律規範，兩岸法制確實因制度不同而有差異，但如果對
於不涉及政治議題的經濟法規能「心靈契合」將之趨同，也許
可以縮小距離、化解歧異。祈願兩岸能夠完善建構公平、公正
、公開的司法環境，也許就從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開始。

附表4 台灣智慧財產案件法院管轄分級表

附表4 智慧財產法院各類案件收結情形表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法院）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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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智慧財產權司法保護之趨同化—代結論
　　除前述「智財保護合作協議」之相互承認優先權、調處、
認證之機制外，兩岸對於智慧財產權司法保護措施因制度設計
之不同，而有差異，所以如何公平、公正、公開執行兩岸智慧
財產權司法保護，透過司法保護應是最重要的手段。有鑑於此
，兩岸均致力於司法保護之趨同化。謹說明如下：
�(一�)台灣對智財司法保護之歷史沿革
　　台灣早年管理智慧財產權之行政機關為「經濟部中央標準
局」、以專利訴訟而言，可區分為專利審查行政訴訟，專利侵
權之民事訴訟與侵害專利之刑事訴訟。亦即隨係因應專責司法
機關之調查、法官心證而有不同之歧異裁判，對於司法明確性
、可預測性造成很大的傷害。由於�W�T�O將智慧財產權視為私權
，因此台灣也因應對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做出相關修正
，而在�1�9�9�8年，制定公佈《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組織條例》。並
於次年即�1�9�9�9年，將「經濟部中央標準局」改制為「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明定掌理專利權、商標專用權、著作權、積體電
路電路佈局、營業秘密等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業務，另將標準
、度量衡業務移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台中、高雄等三
資料室改為地區服務處等。
　　而依據《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台灣之智慧財產法院於
�2�0�0�8年�7月�1日成立。管轄之訴
訟案件依涉及法律歸屬於民事
、刑事及行政審判而不同�1�0。關
於各類案件之管轄法院，詳如
附表�4
　　專責法院之設計係採取掌
理行政、刑事與民事案件「三
合一」的專責法院，也就是智
慧財產權法院來集中審理相關
案件，以避免民、刑事案件停
止訴訟之延滯，並加速解決訴
訟紛爭、累積審理智慧財產案
件之經驗，達成法官專業化需
求、促進國家經濟發展。而自
成立迄�2�0�1�7年�7月，智慧財產法
院 受 理 各 類 案 件 總 數 共 有
�1�2�,�5�8�1件。詳細分類及結案數
量如附表�5
�(二�)大陸對智財司法保護之歷史沿革
　　大陸的智慧財產權法律保護體系，原也與台灣早年相同
，採取司法保護與行政保護的雙軌體系，並依據案件類型區
分為民事、行政和刑事三種審判職能。該雙軌體系實質上與
他國的智慧財產權法律保護制度基本一致，但大陸之行政保
護執法之職權及範圍較大。
　　但在行政案件方面，相較於台灣將所有智慧財產權業務
集中由智慧財產局負責，以收事權統一的作法，大陸對於智
慧財產權則採分散式的管轄方式，將各種不同的智慧財產權
分別由不同的行政機構作為專責機關。在中央，主管專利之
專責機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國家知識產權局（�S�I�P�O�)，主管商
標專責機關則為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下屬商標局，而著作權專
責機關則為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及國家版權局，而植物品種權
責分別由農業部與林業局負責。除了上述之中央機關之外，
在地方上各省市也有相對應的地方行政機關分別負責處理專
利、商標、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
　　由於大陸之行政保護之執法力度較大，因此產生許多不
規範之情形，包含審批、異議、註銷等行政程式之漏洞及弊
端時有所聞，也因此，中央為因應�W�T�O也逐漸修法，漸次建

立起以司法為主，司法和行政雙管齊下的智慧財產權執法體
系。亦即各類智慧財產權的糾紛，除法院處理外，也可根據
當事人的選擇，由經授權的地方智慧財產權行政管理機構處
理。當事人對行政管理機關處理決定不服的，還可以依法向
法院申訴。
　　在法院審判法庭部分，大陸與台灣相同，也修法後採取
以專庭方式審理智慧財產權案件。最終之審理機關為最高人
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三庭，稱為「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
庭」，負責專利權、不正當競爭等案件和著作權、商標權、
技術合同、科技成果權、植物新品種權、積體電路布圖設計
等知識產權案件之審理。
　　於�2�0�0�8年�6月�5日，為提升智慧財產權創造、運用、保護
和管理能力，大陸國務院特別發布《國家智慧財產權戰略綱
要》，目標明訂應全面加強智慧財產權司法保護體系建設，
充分發揮司法保護智慧財產權的主導作用，為建設創新型國
家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司法保障�1�1。並逐漸推動
將以往知識產權庭只審理智財有關的民事案件，推動以「三
審合一」，就是將智慧財產權的民事、刑事及行政案件，集
中在由知識產權審判庭審理。故於�2�0�1�4年�1�1月�6日在北京成
立大陸第一家知識產權法院，同年�1�2月又陸續成立廣州知識
產權法院和上海知識產權法院�1�2，截至�2�0�1�6年，三家智慧財
產權法院共受理智慧財產權民事和行政案件�1�7�2�6�8件，審結
�1�4�8�9�6件，結案率�8�6�.�2�6�%�1�3。而因應大陸經濟快速崛起，且
配合互聯網等科技發展，於�2�0�1�7年�1月�9日又成立成都知識產
權審判庭，其特色是可跨區域受理壟斷案�1�4。而在�1月�1�9日再
成立蘇州知識產權法庭及南京知識產權法庭�1�5。�2月�2�2日武漢
知識產權審判庭在東湖高新區掛牌成立�1�6，成為湖北省知識產
權案件的審理中心。這些專責法院設立速度之快，可見大陸
司法當局對知識產權保護之決心。
　　根據中國法院智慧財產權司法保護狀況（�2�0�1�6年）�1�7統
計，在民事案件部分，�2�0�1�6年人民法院共新收一審、二審、
申請再審等各類智慧財產權案件�1�7�7�7�0�5件，審結�1�7�1�7�0�8件
（含舊存，下同），比�2�0�1�5年分別上升�1�9�.�0�7�%和�2�0�.�8�6�%。
值得一提的是大陸法院審結涉港澳臺智慧財產權民事一審案
件�1�1�3�0件，同比�2�0�1�5年上升�2�9�1�.�9�9�%，將近�3倍。顯見兩岸
民眾逐漸習慣以司法途徑解決智慧財產權民事糾紛。
　　在行政訴訟部分，大陸已適用新修訂之行政訴訟法，
�2�0�1�6年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共新收智慧財產權行政一審案件
�7�1�8�6件，其中，專利案件�1�1�2�3件，商標案件�5�9�9�0件，著作
權案件�3�7件，其他行政案件�3�6件。審結一審案件�6�2�5�0件。而
涉外、涉港澳臺之行政案件�2�3�9�4件，占�3�8�.�3�0�%。可以知悉兩
岸之知識產權申請占比相當高。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新收智
慧財產權行政二審案件�3�2�3�3件，審結�3�0�6�9件，同比分別上升
�4�4�%和�3�1�.�7�7�%。由行政訴訟之案件數量大增，可見兩岸民眾
已經知悉以註冊、法律訴訟等當作武器來維護應有之智慧財
產權利。
　　而就刑事案件，�2�0�1�6年大陸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共新收涉
智慧財產權刑事一審案件�8�3�5�2件，同比下降�2�3�.�9�%。其中，
侵犯智慧財產權罪案件�3�7�9�9件，其中，侵犯註冊商標犯罪案
件�3�5�6�5件，侵犯著作權罪案件�1�9�5件，同比下降�2�2�.�6�7�%；涉
及侵犯智慧財產權的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案件�2�7�6�5件，同
比下降�2�9�.�5�5�%；涉及侵犯智慧財產權的非法經營罪案件�1�5�6�7
件，同比下降�1�8�.�5�1�%；涉及侵犯智慧財產權的其他案件�2�2�1
件，同比上升�3�.�2�7�%。從犯罪統計數量下降比例，可以知悉知
識產權應受尊重，否則將有刑罰處罰之概念，已經逐漸建立
在大陸民眾的法感中。
�(三�)兩岸司法制度差異與互相承認過程
　　由於兩岸均加入�W�T�O，在�T�R�I�P�S架構下，就智財相關法令規

範，經過修法程序，雙方立法規範漸趨一致，目前除著作權大
陸採註冊主義，台灣採創作主義，有較重大之差別外。在商標
、專利部分，除用語有不同
外，立法精神差異不多。而
各自之司法審理制度，台灣
分為地方法院、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但就智慧財產案
件，採三級三審，統一由智
慧財產法院專院審理。大陸
則因幅員廣大、案件眾多，
因此仍採由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到最
高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採取四級二審終審制，雖然法庭審級
不同，但均採取三合一（民事、刑事、行政併同審理）之制度
。如附表�6。
　　在涉及智財糾紛訴訟中，若勝訴方無法在擁有實質資產的
敗訴方有司法管轄權地區中執行判決，那麼即使勝訴也毫無意
義。因此判決之承認與執行十分重要。有鑑於此，�2�0�0�3年修正
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4條規定「在大陸地區
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
序或善良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前項經法院裁定認可
之裁判或判斷，以給付為內容者，得為執行名義。前二項規定
，以在臺灣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得聲請
大陸地區法院裁定認可或為執行名義者，始適用之。」且施行
細則第�6�8條規定「依本條例第七十四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認可
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目前台灣行政院係委託財團法人
海峽交流基金會進行文書驗證。
　　�1�9�9�8年�5月�2�9日大陸最高法院頒布《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
民法院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首先判決承
認之先河，�2�0�0�9年也頒布《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認可臺
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補充規定》。於�1�9�9�9年對於台灣調
解協議書�(調解筆錄�)也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事人持臺灣地
區有關法院民事調解書或者有關機構出具或確認的調解協議書
向人民法院申請認可人民法院應否受理的批復》予以承認，
�2�0�0�1年更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事人持臺灣地區有關法
院支付命令向人民法院申請認可人民法院應否受理的批復》。
此為大陸對台灣法院判決、調解書、支付令之承認。但究竟如
何執行，並未提及。
　　直到�1�9�9�9年�4月�2�6日兩會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
司法互助協議」，並經行政院於�4月�3�0日核定送立法院備查後
，其中第�1�0條規定：「雙方同意基於互惠原則，於不違反公共
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況下，相互認可及執行民事確定裁判與仲
裁判斷（仲裁裁決）。」有了明確的規範。
　　而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於�2�0�1�5年�6月�2�9日公佈《最高人民法
院關於認可和執行臺灣地區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及《最高人
民法院關於認可和執行臺灣地區仲裁裁決的規定》（以下合稱
「新規定」），新規定自同年�7月�1日起施行，更進一步保障台
灣民眾權益。
五、建議：司法融合是唯一的出路—代結論
　　兩岸自�1�9�8�7年台灣解嚴開放探親以來，迄今剛好滿�3�0周年
，在這�3�0年間，大陸快速崛起，經濟、社會產生巨大變化。而
台灣也歷經二次政黨輪替�1�8，在兩岸關係之政局上有如雲霄飛
車，忽高忽低。但雙方如能秉持「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原
則，以智慧及時間化解歧異與衝突，應可共創兩岸之和平發展
及繁榮。
　　尤其，自�1�9�9�0年�9月�1�2日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所簽立之「
金門協議」到�2�0�1�5年�8月�2�5日簽署之「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
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及「海峽兩岸民航飛航安全與適航合作

協議」�1�9，就是將兩岸間發生困難之個別具體的案例一一呈現
後，結合兩岸智慧結晶所展現的成果。雖然，現階段礙於兩岸
關係緊張，官方互動不良，但如能以兩岸法律規定趨同帶動司
法審判制度趨同，尤其是就已經走在前頭的智財保護之法律規
範，配合國際條約之規定，加以磋商修正，當各類司法融合之
領頭羊，或許能為兩岸司法制度奉獻一些力量。
有鑑於此，筆者提出建議如下：
�1�.法令趨同化與執法制度修正：有鑑於兩岸就智慧財產權之相
關法令仍有歧異，且審判制度亦有不相同之處，建議可參考國
際條約之精神，以兩岸智慧財產權近年來之消長與互動結果，
因應國際智財局勢，於兩岸研擬修法前互動、研商，將修法方
向標定，盡量一致，達到法令趨同化之目標，同時成立兩岸制
裁司法改革小組，共同推動修法，尤其針對司法執法制度之訴
訟法規定，應加強一致性。更可研擬兩岸就涉及智財案件之審
判規則，以同一套路審理兩岸智財案件，應可達成審理之公平
、公開、公正。
�2�.強化兩岸調處機制：將兩岸相關智財相關從業人員，包含律
師、商標、專利代理人、鑑定人員等均成立專家名單，並納入
調處之互聯網機制中，作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之仲
裁或協處人員。
�3�.針對兩岸智財受理之行政程式，法院之審理程式及審判人員
，包含律師、認證機構人員等，應加強互動，隨時保持資訊之
公開，並盡可能建立聯絡管道，以建立較為一致之審查或審判
標準。
�4�.制定執法之裁量基準：大陸幅員廣闊，且兩岸亦有距離，各
地對於智財之認知程度不同，執法規範縱使相同，但執法力度
亦有差異，針對各地執法差異部分，宜訂出執法之裁量基準，
提供民眾參考，以彰公信。
�5�.建立兩岸智財申請案、判決、仲裁結果等數據資料庫：透過
大數據、互聯網，公開兩岸之智財之申請案件數量、判決及執
法現況，以利兩岸民眾互相瞭解對方法律規定及立場。
�6�.加強協商、調處機制：訟則兇終，在智財案件，如能以協商
、調處等替代訴訟模式解決紛爭，並將強宣傳，鼓勵民眾使用
此種制度。
　　兩岸關係之發展證明了政治的水深難測，但政治主張的後
盾是法律規範，兩岸法制確實因制度不同而有差異，但如果對
於不涉及政治議題的經濟法規能「心靈契合」將之趨同，也許
可以縮小距離、化解歧異。祈願兩岸能夠完善建構公平、公正
、公開的司法環境，也許就從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開始。

�1�0參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3條。�1�.依《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光碟
管理條例》、《營業秘密法》、《積體電路電路佈局保護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
或《公平交易法》所保護之智慧財產權益所生之第一審及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2�.因《中
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至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三百十七條、第三百十八條之罪或
違反《商標法》、《著作權法》、《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關於第二十條第一
項及第三十六條關於第十九條第五款案件，不服地方法院依通常、簡式審判或協商程式
所為之第一審裁判而上訴或抗告之刑事案件。但少年刑事案件不在此限。�3�.因《專利法》
、《商標法》、《著作權法》、《光碟管理條例》、《積體電路電路佈局保護法》、《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公平交易法》涉及智慧財產權所生之第一審行政訴訟事件及強
制執行事件。�4�.其他依法律規定或經司法院指定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之案件。
�1�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實施國家智慧財產權戰略若干問題的意見，詳
�h�t�t�p�:�/�/�z�s�c�q�.�c�o�u�r�t�.�g�o�v�.�c�n�/�z�n�s�s�/�2�0�1�0�0�4�/�t�2�0�1�0�0�4�1�4�_�4�1�0�7�.�h�t�m，上網日期�2�0�1�7年�9月�2�1日。
�1�2�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表決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關於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智慧財產權法院的決定》。�2�0�1�4年�1�0月�3�1日，最
高人民法院公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北京、上海、廣州智慧財產權法院案件管轄的規定
》（法釋〔�2�0�1�4〕�1�2號），自�2�0�1�4年�1�1月�3日起實施，其中明確了將成立的這三家智慧
財產權法院的案件管轄。
�1�3中國法院智慧財產權司法保護狀況（�2�0�1�6年）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2�3�6�2�.�h�t�m�l。
�1�4�2�0�1�7年�0�1月�0�9日�2�0�:�2�4來源：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1�-�0�9�/�8�1�1�8�5�5�0�.�s�h�t�m�l，上網日期�2�0�1�7年�9月�2�1日。
�1�5�2�0�1�7年�0�1月�2�0日� �1�4�:�2�5�:�5�3來源�:蘇州高新區新聞網
�h�t�t�p�:�/�/�w�w�w�.�j�s�.�x�i�n�h�u�a�n�e�t�.�c�o�m�/�2�0�1�7�-�0�1�/�2�0�/�c�_�1�1�2�0�3�5�2�4�6�5�.�h�t�m，上網日期�2�0�1�7年�9月�2�1日。
�1�6發佈日期：�2�0�1�7�-�0�2�-�2�3資訊來源：湖北省智慧財產權局
�h�t�t�p�:�/�/�z�s�c�q�.�y�i�c�h�a�n�g�.�g�o�v�.�c�n�/�c�o�n�t�e�n�t�-�4�1�1�8�7�-�9�6�0�1�7�2�-�1�.�h�t�m�l，上網日期�2�0�1�7年�9月�2�1日。
�1�7中國法院智慧財產權司法保護狀況（�2�0�1�6年）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2�3�6�2�.�h�t�m�l。
�1�8�2�0�0�0�-�2�0�0�8年陳水扁當選總統，�2�0�1�6年蔡英文當選總統。
�1�9參台灣大陸事務委員會網站�h�t�t�p�s�:�/�/�w�w�w�.�m�a�c�.�g�o�v�.�t�w�/�c�p�.�a�s�p�x�?�n�=�1�4�9�4�D�5�9�C�E�7�4�D�F�0�9�5。

附表6 兩岸智慧財產案件審判法院與制度保護差異表

專院

最高法院

智慧財產法院

專庭

最高人民法院

知識產權審判庭

高級人民法院

中級人民法院(76)

基層法院(101/3119)

三級三審制

整合式雙軌制
三審核一 三審合一

四級兩審終審制



律師的「即興劇」學習與體會
（鄭華合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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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曉君律師）【攝影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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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y�b�a�r�@�g�m�a�i�l�.�c�o�m，並請註明姓名及『投稿桃律
通訊』等標題文字，謝謝。

　　「在漫長的人類和動物類歷史中，那些學會《合作》與《即興》得最好的，便能夠站
上優勢。」�-�-達爾文

　　專業律師，承接各種訴訟或非訟案件，必須紮實的蒐集整理各項相關資訊與
證據、精準地進行分析與判斷，更須案牘勞形地撰寫專業書狀文件，還要腦筋清
晰地在法庭進行各項攻防陳述。這項專業工作要做得好，基本的要求似乎是：「
事先計畫、充分準備」。專業律師，天天都在計畫、時時都在準備。
　　即興劇（簡稱�I�m�p�r�o或�I�m�p�r�o�v），是沒有劇本，和一般舞台劇、電視劇、電影
不同，一種具有獨特性的戲劇表演方式，在特定的演出「形式」下（例如：劇中
即時抽出現場觀眾所寫的「紙條」，並立即將紙條內容作為該演員之台詞），演
員上台演出完全「沒有劇本」，不僅觀眾無法預知演出的劇情，連導演與演員都
不知道上台後會發生什麼事。這樣獨特的戲劇類型能夠讓演員們順利地合作進行
，其中一項重要的要求竟然是：「別先計畫、不必準備？！」
　　超愛「事先準備」的專業律師有辦法參與「不要準備」的即興劇演出嗎？我
的答案是：「�y�e�s，�a�n�d…」。
　　去年由於子女參加桃園「�S�H�O�W影劇團」的戲劇課程，我和其他家中成人也因
緣際會地參與了劇團的「即興劇」課程學習，並且在經過半年的課程學習後，更
在今年三月參與了三個場次的售票即興劇演出。演出結果場場爆滿，演出過程掌
聲笑聲不斷。
　　沒有劇本的即興劇是怎樣進行的呢？道理何在呢？即興劇之所以可以推進，
最主要是演員們掌握了一些法則（心法）。最主要核心的法則就是「�y�e�s�,�a�n�d」這
兩個英文字，它的「派生原則」（借用一下法律用詞）包括：「別準備」、「平
凡就好」、「專注當下」、「分享控制權」、「榮耀伙伴」、「擁抱意外」、「
讚頌失敗」、「享受旅程」等等。
　　演員們上台，不預先準備任何特定想法，現場向觀眾要一個點子（例如：一
個場所、一種關係、一個物品）後退至場邊，隨即由任何一位或數位演員出場�y�e�s
（肯認）觀眾的點子（以觀眾的點子為出發點），並且�a�n�d（「添附」�-再度借用
法律名詞）上該演員腦中即時出現的台詞或動作，隨後其他演員接續�y�e�s（肯認）
上一位演員的「�a�n�d（添附）」，並且再「�a�n�d（添附）」上去，於是劇情就自然
的展開了。過程中，全部演員都不要在意所添附的是否平凡無奇，都要專注全場
當下，都不能壟斷添附機會（給伙伴們有添附的機會），都要充分肯定伙伴們的
添附並且加以發展，對於伙伴出乎你意料的新添附，都熱情擁抱真心�y�e�s，縱使彼
此�y�e�s�,�a�n�d的不順遂，也都接受事實並且以獲得禮物的態度在內心給予讚頌，並且
接續地�y�e�s�,� �a�n�d、�y�e�s�,� �a�n�d…，如此自然的進行，美妙的即興劇就在笑聲與讚嘆聲中
呈現了。
　　即興劇的「別準備」，其實是隱含很深的哲理（個人覺得還蠻東方的），
它相信每個人都有豐富的生命資料庫，都具備極高的可塑性，就在那裡，只要
你調整到那個「專注當下」的狀態，不管發生什麼狀況，你都可以與他人合作
應和，因此不需要準備。那樣的「別準備」就像「中庸」所講的「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的「中」（未發），而當下應和的添附反應就像「中庸」講的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的「和」（中節）。再以羽毛球比賽作為比喻：「中
」就像打羽毛球時，接球的一方，在場中央舉拍等待的狀態，那時不可以預想
對手會把球打到什麼位置，而是專注於當下全場，並且相信對手打到哪裡都可
以順利回球，於是在對手打球過來時，就真的可以依情況順利回球（和）《當
然即興劇不像羽毛球比賽要打死對方，而是要讓雙方不斷回球，建構出合作的
關係，這是不同之處》。
　　其實你我的「日常」，經常是即興劇的演出場景的（律師再如何充分準備，
法庭上也經常出現料想之外的攻擊或防禦），如果能讓自己擁有一顆「即興之心
」（能夠讓自己隨時掌握即興法則，就是擁有一顆「即興之心」），就能讓我們
「沒有劇本」（或者說：「無法預想所有可能的劇本」）的「生命劇」順利健康
的推進（生命將保持樂觀進取；人際關係將處於美妙狀態）。「被討厭的勇氣」
一書說：「一切的問題，都源於人際關係」，果真如此，即興劇的學習（或者說
：「習得一顆「即興之心」），顯然是一劑效果極為良好的解方。
　　學習是快樂的泉源！
　　跨出專業的視角與慣性，你將發現宇宙之悠遠浩瀚，你將體會生命的豐富多
彩！！即興劇，是個不錯的選擇。

�P�.�s�.受限於篇幅，無法在此更為詳細地介紹即興劇，謹此推薦可參考國內首部即興理論翻譯
書：「成功創意，不請自來！」。同道們如有興趣就近參與即興課程之學習，亦可查詢桃
園「�S�H�O�W影劇團」之相關資訊喔！

　　秋天去台中福壽山農場，除了可以參加蜜蘋果採果ＤＩＹ，另外最吸引人的
就是到農場住宿區松廬前拍攝楓葉。拍攝松廬楓葉的最佳時間點約在早上約六點
至八點以前，因為這時多數遊客尚未到達，比較容易拍攝空景，且在有陽光的日
子這個時間點太陽的照射角度還算低，陽光穿過楓葉樹梢，因此可以拍攝楓葉的
逆光照，這時楓葉在逆光下看起來彷彿透光一般有錯落的層次美。想拍攝楓葉的
逆光照，可以選擇使用廣角鏡頭，這樣除了拍楓葉也可以順便將松廬的屋頂帶入
。而若同時想拍攝太陽的星芒則必須將相機光圈縮小到�f�1�1以上，若使用相機的
光圈先決模式拍攝，相機自己會抓最佳曝光，因此相機自行設定的快門時間會拉
長會高過手持的安全快門，而若不想使用太高的ＩＳＯ值，一定要記得帶腳架、
快門線拍攝，如此所拍攝的照片就不會有手振模糊的問題。我在今年�1�1月�1日早
晨於福壽山拍攝這張照片，雖然較往年今年楓葉紅的晚，但楓葉紅綠相間，反倒
添了畫面的熱鬧，也自有一番情趣。

（桃園律師公會羽球社社長� 李大偉律師）

揮汗練習終有成�-�-�-喜迎桃園律師公會
羽球社雙冠
　　還記得在民國
�1�0�3年剛從台北到桃
園執業時，在桃園律
師公會會員入會申請
書上的社團欄上隨意
勾選了羽球社，沒想
到當天馬上就接到陳
文雄律師的來電表達
歡迎之意，當時內心
驚喜萬分，相對於之
前執業參加的律師公
會，覺得桃園律師公
會備感溫馨，因運動一直是我紓壓的方式之一，於是在陳文雄律師的盛情邀請
下，加入羽球社團。
　　參加羽球社後，認識了一群熱愛打球、內心熱情又很照顧後進的道長們，
例如讓羽球社初具規模的陳文雄律師、總是期待練球的袁健峰律師、球技日益
精進的鄭仁壽律師、平易近人隨和的陳慶瑞律師、盧建宏律師、鄭三川律師、
羽球社一哥陳泓年律師、每次練球最早來掛網的莊守禮律師，以及全國律師盃
羽球邀請賽每役必與的林清漢律師，每次練球時，前輩們都會耐心提醒羽球基
本動作及觀念，而桃園律師公會羽球社在道長們努力參與下，在往年全國律師
盃及桃律盃羽球賽都有不錯的成績。
　　每年�9月、�1�0月堪稱律師界的羽球季，為慶祝律師節，律師全聯會與桃園律
師公會大都會舉辦羽球賽。今年也不例外，�9月的全國律師盃羽球賽由高雄律師
公會舉辦，桃園律師公會依據往例全力支持，派出由林清漢律師、鄭仁壽律師
、陳泓年律師組成老中青三代的菁英隊伍，遠征高雄，雖然當天因路途遙遠已
使體力消耗大半，但大家仍眾志成城，在桃園律師公會理事長關維忠律師在場
助陣下，當天一路過關斬將，尤其林清漢律師表現超乎水準，更看到了老兵不
死，只是凋零的精神，大家也受到林清漢律師的感染，發揮平時練球的實力，
陸續擊敗勁旅台南律師公會、地主高雄律師公會及常勝軍台北律師公會等隊伍
，以全勝戰績，贏得全國律師盃男雙冠軍。隨之�1�0月由桃園律師公會舉辦的桃
律盃羽球賽，桃園律師公會再以全勝之姿，擊敗前幾屆屢次獲得冠軍的台灣桃
園地方法院及台北律師公會等隊伍奪得男子雙打冠軍。對於今年輪到擔任隊長
的我，與有榮焉。
　　隨著加入桃律羽球社一段時間慢慢發現，羽球社之所以屢次奪得佳績，除
了熱愛運動的道長們外，更重要的是，桃園律師公會歷屆的理監事及理事長，
心中都有著照顧基本會員的執念，對於桃園律師公會的任何社團活動，無論在
物資上或精神上都會不遺餘力的支持，我想這也是桃園律師公會令人覺得溫暖
的地方。

拍攝資訊
�C�a�n�o�n� �E�O�S� �6�D
�I�S�O�1�6�0� �2�8�m�m� �f�/�1�6� �1�/�5�s�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