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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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之關係，視為婚生子女，仍有民法第1065條第2項之適用，因為此乃單
純以分娩之事實，使分娩之母與子女發生法定之親子關係，此與同性結婚
關係無關，故不得排除民法第1065條第2項之適用。
　　然而，成為問題者，乃同性結婚能否準用人工生殖之問題。依現行人
工生殖法之規定，欲實施人工生殖必須符合妻能以其子宮孕育生產胎兒（
人工生殖法第2條第3款），同時夫妻至少一方具有健康之生殖細胞，無須
接受他人捐贈精子或卵子（人工生殖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鑒於748號
施行法第24條第2項規定，民法以外之其他法規關於夫妻之規定，除非另
有規定，均得準用之。因此，於女女婚之情形，由於均符合上述二項要件
，解釋上似有空間允許女女婚A卵A生之情形得實施人工生殖，於此情形下
，依人工生殖法第23條，該子女視為此女女婚雙方當事人之婚生子女，且
不得向捐精者為認領之請求。然鑒於748號施行法對於民法親子關係之準
用採取限縮之態度，且同姓婚姻無法生育乃生理結構問題，而非醫學問題
，應不符合人工生殖法第11條第2項實施人工生殖之要件，因此親子關係
似難直接準用人工生殖法，為避免爭議針對同性婚姻得否實施人工生殖，
應該於748號施行法或人工生殖法明文，針對同性婚姻與異性婚姻之差異
，提出同性婚姻如何適用人工生殖法之配套措施進行修法始為允當，有關
此部分以及同性結婚之收養，容於之後本法之課題再論述之。
(八)同性結婚之扶養
　　有關同性結婚之扶養，係準用民法第1116條之1、第1117條第1項、
第1118條但書、第1118條之1第1項及第2項、第1119條至第1121條之規
定（本法第22條）。由於本條並無民法第1114條之準用，因此同性結婚之
雙方與他方之父母並無互負扶養之義務，但若住於同一家仍然成立家長與
家屬之關係，仍有扶養之義務，於異性婚對於他方父母有扶養義務亦須同
居，所以就結果而言，二者並無多大差別。
(九)涉外之同性結婚
　　有關外國人得否在台灣同性結婚之問題，若台灣地區人民欲與大陸地
區人民同性結婚，依兩岸關係條例第52條結婚依行為地法之規定，台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可以同性結婚2。惟因大陸地區尚未承認同性結
婚，故縱使在台灣地區有效，但於大陸地區不論身分關係或財產關係均屬
無效。若為外國人與外國人，或外國人與台灣人在台灣能否同性結婚，依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6條規定結婚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若外國人之
母國承認同性結婚者，自得在台灣同性結婚，亦得與台灣人同性結婚3，
若母國不承認同性結婚，似應解為在台灣亦不得同性結婚。另依香港澳門
關係條例第38條，民事事件，涉及香港或澳門者，類推適用涉外民事法律
適用法，在台灣同性者亦不得結婚。
(十)小結
　　本文深入比較同性結婚與異性婚之差異，發現748號施行法存在不少
過去挺同方所謂「歧視」之規定，足見行政院版本之通過，挺同方可謂委
曲求全、退無可退，此乃因行政院版本主張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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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使相同性別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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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併此指明。」據此而將自然親子關係排除於準用之外自不在話下，且更進
一步在收養關係亦僅承認繼親收養，凡此均成為區隔合理化之依據。
　　然則既稱不及於其他，何以又將準用規定遍及於民法（物權除外），
甚至民法以外之其他規定亦皆準用，造成在適用上必須區分如前所述，親
屬編要採「列舉準用」，親屬編以外則採「例示準用」之特殊狀況，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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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如此大費周章準用，將來或可考慮整合748號
施行法相關準用之規定：「第二條之關係，除本法或其他法律別有規定者
外，關於夫妻、配偶、結婚或婚姻之規定準用民法及其他法規。但民法第
1061條至第1070條之規定，不適用之。」即可一併解決同性結婚與異性
婚相互準用之問題，避免容易掛一漏萬，以及解釋之歧異而徒增爭端。
　　鑒於同性結合關係所產生之法律效果，無法侷限於當事人雙方，因此
本法雖然大致解決了同性結婚雙方當事人關係之發生、效果與終止等問題
，然因為本法仍承認繼親收養，故針對未成年子女親權酌定、稱姓、住所
以及未成年人之監護等仍有準用之必要，特別是同性共同收養，以及748
號施行法生效前以A卵B生所生子女如何解決更屬當務之急。此外，如異性
婚之婚約於同性婚約亦未有準用之規定，有關同性婚約究應適用無名契約
而有效，或是違反民法第71條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而無效，由於事涉同性
婚約關係解消後之效力，此部分未加規定亦恐生爭端。
　　固然748號施行法乃各方妥協之產物，能夠完成立法已屬難能可貴，
如果想一步到位，甚至如挺同者一開始所主張，必須規定於民法，否則即
屬歧視之主張，恐怕至今仍難完成立法。本法對於同志基本權益之保障，
例如，醫療同意、扶養、繼承等迫切之需求均已獲得解決，然無可諱言者
，748號施行法未盡周延之處仍多，將來俟運作一段時間之後，宜檢視是
否有窒礙難行之處，並檢討應該如何修正，以下針對本法未來之修正之課

1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3817267?from=udn_ch2cate6638sub6656_pulldownmenu。聯合電子

報2019年5月16日。最後瀏覽日：2019年5月16日。
2 依現行兩岸婚姻機制，台灣民眾必須先赴中辦理結婚，領取結婚證明後，回台透過海峽交流基金

會文書驗證，接著才能透過內政部移民署申辦陸配來台「團聚」，通過訪談、取得「團聚證」，雙

方才能在台登記結婚。由於中國目前未通過同性婚姻，依照上述程序，兩岸同志伴侶無法在台登記

結婚。內政部日前表示，跨境同婚部分，台灣民眾與外交部認定同婚合法的26個國家外籍伴侶，同

樣可以辦理登記。不過，「兩岸同婚」可能無法一蹴可幾，但未來可能採在台登記制。據了解，為

避免外界誤解阻擋同婚，海基會今天起也將取消驗證中國人士單身證明時，加註不可作為結婚登記

用的戳章。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9670。最後瀏覽日，2019年5月26日。
3 戶政司表示，民眾與阿根廷、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巴西、加拿大、哥倫比亞、丹麥、芬蘭、

法國、德國、冰島、愛爾蘭、盧森堡、馬爾他、墨西哥（部分地區）、荷蘭、紐西蘭、挪威、葡萄

牙、南非、西班牙、瑞典、英國（部分地區）、美國、烏拉圭等26個同性婚姻合法國家或地區的外

籍人士，得辦理同性結婚登記。2019年5月22日聯合電子報。

https://udn.com/news/story/12837/3828397?from=udn_ch2cate6638sub12837_pulldownmenu最後瀏覽日

：2019年5月22日。
4 有關同性婚姻與婚生推定、認領、準正以及收養之關係，請參閱，鄧學仁，同性婚姻法制化後之

親子關係，月旦法學雜誌，第283期，2018年12月，40頁至52頁。
5 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說，收養基本上不在大法官解釋範圍內，因此政院版主張先開放「繼親收

養」；至於能否開放共同收養、接續收養等，由於涉及倫理性及財產繼承等問題，還有很多狀況要

考慮。2019年5月14日聯合電子報。https://udn.com/news/story/12837/3812297。最後瀏覽日：

2019年5月14日。
6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107年度家聲抗字第28號家事裁定：「判斷收養是否符合養子女之最佳利益，可

由收（出）養之必要性及收養之適 當性二方面加以考量之。所謂『收（出）養之必要性』，可分為

：①絕對有利性：即收養絕對符合子女利益，日後養子女與養親間能創設如同血親親子關係，養子

女之監護養育情形顯然確能改善；②不可取代性：以血親親子關係之終止，是否符合養子女福祉為

斷。至『收養之適當性』，指養親對養子女監護能力、養親適格性、養親與養子女間之和諧可能性

而言。」

題論述之。
三、課題---本法施行後親子關係如何解決
　　同性婚姻當事人不能依民法第1063條生育受婚生推定之子女，此於男
男婚之情形，因為同性婚姻當事人均無子宮固然無法生育，而於女女婚之
情形，除非承認同性婚姻當事人得以實施人工生殖，否則依現行人工生殖
法之規定，亦無法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以人工生殖方式生育子女。因此同性
婚姻者若想要擁有子女，似乎僅剩收養一途。然現實上，同性婚姻當事人
於司法院釋字第748號施行法（以下簡稱748號施行法）通過之前，已經有
不少人在國外以人工生殖，甚至以代理孕母之方式而已經生育子女，該子
女與同性婚姻者，因為彼此間有血緣關係，若欲以收養方式發生法定之親
子關係，恐違反收養人不得收養自己子女之規定。再者，於748號施行法
通過之後，同樣於國外以人工生殖，甚至以代理孕母之方式生育子女者，
顯有規避國內不得人工生殖與代孕生殖規定之嫌，則該子女之親子關係應
如何處理？究竟同性婚姻之收養將衍生何種問題？人工生殖制度是否有檢
討修正之可能？代孕生殖制度應否導入？均屬本文所欲探討之對象。
　　按親子關係之發生，依現行親子法可區分為自然血親與擬制血親二大
類，前者係以親子間具有血緣關係為基礎，又可分為1.受婚生推定之婚生
子女（民法第1063條）。2.準正（民法第1064條）。3.認領（民法第1065
條）等三類，而後者則為親子間不具有血緣關係之收養（民法第1072條）
4。由於異性婚姻親子關係之規定若適用於同性婚姻之情形，在自然血親
上，因為生理之差異，顯然無法等同處理，故擬制血親之收養成為同性婚
姻擁有子女之首選，然因為748號施行法僅承認同性婚姻者之一方只能收
養他方之親生子女（同法第20條），此規定雖然可以解決部分同性婚姻當
事人欲擁有子女之問題，但只承認單獨收養，無法共同收養之規定仍有檢
討之必要。此外，婚生推定無法適用於同性婚姻，將來同性婚姻若欲以人
工生殖，甚至代孕生殖方式生育子女是否可行，以下針對此三部分分別論
述之。
(一)同性婚姻與收養
　　748號施行法不承認同性婚姻當事人共同收養子女，僅承認同性婚姻
之一方收養他方親生子女之繼親收養（本法第20條），姑且不論為何本法
僅承認單獨收養卻不承認共同之收養5，即使於同性婚姻收養之情形，亦
將因女女婚之繼親收養與男男婚之繼親收養而有所不同。於女女婚之情形
，又可分為二種，其一為，女女婚之一方收養他方前婚姻之子女，其二為
，女女婚之一方收養他方依人工生殖或自然方式生育之子女。
1.女女婚之一方收養他方前婚姻子女之情形
　　此處之前婚姻又可分為異性婚姻與同性婚姻二種情形。前婚姻若為異
性婚姻，後婚姻之同性婚姻其中一方欲收養再婚後之他方子女時，除民法
第1076條之1第1項但書，或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8條第1項之
規定外，應取得前婚姻異性配偶之同意，否則收養無效（民法第1076條之
1），然最重要者必須收養符合子女最佳利益，收養乃協助子女取得一個
合適的家，而非協助收養人選擇一個需要之子女。因此，聲請收養必須接
受評估，評估出養之必要性與收養之適當性６，其無出養之必要者，應建
議法院不為收養之認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7條）。若前婚
姻為同性婚姻之情形，除仍需評估出養之必要性與收養之適當性外，由於
同性婚姻不能共同收養，亦無婚生推定之適用，此時再婚者必須是與該子
女具有血緣關係，並由此再婚者之他方配偶收養該子女，始符合同性婚姻
僅能單方收養之要件。



臺灣的威尼斯淡海之旅（李燕鈴律師）

　　雖然過了一年多，還是從2019年
的全律盃冠軍賽講起吧……
　　冠軍賽前，張簡教練剛調整完打
擊姿勢，我請莊董幫我拍一張照，不
知天高地厚地說這將會是我的勝利宣
言，學長眼眶竟然泛紅，我想我能理
解學長的心情，畢竟上一次冠軍賽失
利後，球隊雖然每年都以四強之姿前
進複賽，卻總是在重要的關鍵上欠缺
臨門一腳，這一晃眼就是十一個寒暑
，這十一年，教練換了，老學長們退
了不少，新血補強一直不如預期，隊友老化的眼睛，受傷的
十字韌帶，還有那個曾肥胖到九十幾公斤的自己，小威都變
成大威了。
　　每個週六揹著球袋前往球場，一個個基本動作慢慢的訓
練，一個個揮棒慢慢的調整，無非就是為了再感受一次冠軍
賽的心跳。為了能撐滿一日五場比賽的全律盃，從慢跑開始
進而參加馬拉松的半馬；為了讓自己打擊率更穩定，除了練
球外更參加外面棒球教室個人訓練；為了練核心而加入健身
房做重訓，不為別的，只為了把全律盃冠軍的金龍旗從別的
公會牆上扯下來帶回桃律新館，為了這個目標，2019年一整
年球隊訓練了46次。
　　冠軍賽的對手是高雄，我們後攻但球隊一路落後，最後
半局啟明與智翔的安打吹起了反攻的號角，二三壘有人還差
一分，對方教練示意故意四壞保送孟融填滿一壘，換我上場
了，回過頭去望著這一整年在紅土上一起流汗的隊友，喊了
一聲「為了莊董」，整場沸騰的加油聲，哇！好爽！明星球
員的待遇就應該如此吧，接下來，一顆越過了二壘的方向的
冠軍賽再見二壘安打，終將成為我一生的印記，這顆球應該
夠我講一輩子了。
　　2020年，雖然在連霸的道路上失利，但順利產生了新隊
長張運弘律師，感謝他能為了球隊接下大任，在這裡我們有
棒球名人堂國家級教練，還有一群互相漏氣求進步的兄弟，
如果你也想在球場上揮灑汗水，盡情喇豬屎來舒解律師工作
的壓力，別忘了加入桃律壘球隊這個大家庭。

　　這本來應該是
一組照片，有商圈
周圍，有手繪的電
影廣告看板，記得
最後一次拍營業中
的中源大戲院紀錄
，當時還是108年末
謝森山先生手繪的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
事廣告看板，2個月

後疫情初起，農曆年後再去記錄街景時，戲院已經暫停營業，
後來再去時只看到歇業告示和被雜物擋住的售票口，已經正式
歇業，迄109年6月15日止營業39年，距今已近一年，這一年
間中壢這座城市的街景變遷其實挺大的，照片很難選擇，在這
個月的這個時候，全國已經因防疫暫時不能進戲院看電影，就
挑選這張最無趣的，有許多律師同業曾就學於中原大學，對這
A廳、B廳、藍廳名字有些特別的售票口應該還有深刻的印象
，起碼現在看到這張照片，會記得曾經的全票新臺幣130元（
看兩部電影）。

　　淡水，在我們五年級
生年輕的年代，是個交通
很不方便的地方！民國70
年代，想去淡水，要坐淡
水線火車比較方便，火車
從大稻埕站出發，沿途經
過臺北站、長安站、雙連
站、大同公司站、圓山站
、劍潭站、士林站、石牌

站、王家廟站、北投站、省運會、忠義站、關渡站、竹圍站最
後到達淡水，沿途皆是慢車，至少也要花1個半小時以上的時
間，才能抵達淡水，真的是交通很不便利的地方。後來因為有
了淡水捷運線，火車淡水線也由傳統鐵路轉型成捷運路線的軌
道，所以有些人形容淡水捷運線：是毛毛蟲蛻變成蝴蝶。
　　念大學時代，曾因為愛看電影而去淡水,要因為有部電影叫
做「小畢的故事」，電影主要的場景都在淡水鎮上，所以去淡
水看看當時電影拍攝的場景，也順道去了淡海，淡海當時有一
個海水浴場，可讓遊客游泳，然而卻是一個蠻偏遠、荒涼的海
水浴場，這是我30年幾前對淡水的印象，後來我就不曾再去過
這些地方，因為真的是交通很不便利。
　　而淡海輕軌有二個路線，第一個路線綠山線：在民國107
年底通車，全程長7.4公里，共有11個車站，綠山線起自捷運
淡水信義線的紅樹林站相連共構，沿線車站分別是V01紅樹林
、V02竿蓁林、V03淡金鄧公、V04淡江大學、V05淡金北新、
V06新市一路、V07淡水行政中心、V08濱海義山、V09濱海沙
崙、V10淡海新市鎮、V11崁頂淡海；第二個路線藍海線：於民
國109年11月15日通車，有3個車站，皆為平面車站，全線長
約2.4公里，藍海線從原本的「V09濱海沙崙」延伸至新的「
V28臺北海洋大學」、「V27沙崙」、「V26淡水漁人碼頭」，
通車後就可以在「紅樹林」搭乘輕軌直接抵達淡水漁人碼頭。
由於淡水捷運交通十分便利，於是便和其他兩位律師同道，相
約三人一起出遊，來個淡水一日遊。
　　我們在旅遊當日上午11點，約在臺北火車站往淡水捷運線
的月台上，待三人皆到齊後，我們便一起搭乘淡水捷運線往「
紅樹林」站，抵達「紅樹林」站後，再轉搭淡海輕軌藍海線直
接抵達淡水漁人碼頭，當日天氣晴朗，陽光照耀著淡海時，讓
人心情自然開朗了起來。淡水漁人碼頭附近有幾家海鮮餐廳，
因為已經近中午了，所以我們便挑了一家海鮮餐廳來用餐，海
鮮十分新鮮，而且價格也很合理，吹著海風，讓人感受到真的
來到海邊了！
　　傍晚時分，淡海的夕陽真的很美，沿岸停靠的船隻，整齊
地排列在岸邊，讓我回想起民國100年時，我曾去過義大利的
威尼斯，一個海港的城市，船隻如
畫，這幾年我對威尼斯的美景念念
不忘，有朝一日盼能再重遊威尼斯
！然而如今我身在淡海，這美景讓
我突然感受到，真的不輸義大利的
威尼斯，我們紛紛拍起照來，不論
怎麼拍風景真的都很美，淡海，真
的是臺灣的威尼斯。在現今疫情嚴
重，無法出國旅遊的時刻，還未曾
搭過淡海輕軌的道長們，可以利用
平日人潮比較少，來個輕旅行-淡海
之旅，感受一下海港的魅力，也是
個很棒的休閒行程，值得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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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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作品（唐永洪律師）

慢壘人生（周威君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