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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刊編輯部）

【返回桃園 落地深耕】
　　金律師初始轉任律師係於台北執業，後來於83年間離開台北德律聯合
事務所，購入現址辦公室，在其擔任檢察官職務服務多年的桃園執業，並
參加桃園律師公會的會務運作。於呂理胡律師擔任常務理事時（註：中華
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全國各地方公會早期均採用常務理事輪流執掌
公會事務，之後才改行理事長制），金律師擔任本會監事，當年常結合法
律服務跟健行等活動合併辦理，一方面讓會員走出戶外，另一方面推廣法
律服務，例如曾舉辦石門山登山結合法律諮詢服務之活動。
　　而後金律師於87、88年間，經推舉於江松鶴前理事長後接任本會第九
屆第三任理事長，於理事長卸任後，仍持續於本會服務，擔任本會理監事
，也歷任全聯會理監事及多項要職，尤其多年來擔任本會風紀視導委員會
委員及全聯會律師倫理風紀委員會主任委員、律師懲戒委員會及覆審委員
會委員，因此建議本會日後可考慮編撰律師倫理案件實務選輯，將桃園律
師公會歷年發生之風紀案件編纂成冊，以免課程因一年只有一次，上課容
納參與人數有限，致很多人無法參與，失去瞭解之機會，如有編撰書籍，
即可提供會員惕勵自身，謹慎行事。
【誠摯信仰  執業不倦】
　　金律師執行律師業務長達30餘年，金律師表示在未信仰神之前，排解
壓力靠的是爬山，藉由登高望遠、山林之美，而將壓力抒解，但在接觸信
仰後，金律師表示神與人可以是朋友、父子、夫妻的關係，可藉由禱告之
力量，把憂慮、重擔卸給神，所以信仰對於律師繁忙的工作是很重要，金
律師認為，信仰對於從事司法人員執業非常有幫助，更表示時常看到有司
法人員，包含前任大法官等，在教會參加禮拜活動，低調到場，默默離開
，由此可見信仰可以交託排解壓力及憂慮，也可以解開人心中的結。
　　此外，信仰與法律服務並不衝突，金律師表示現在很多教會也有推展
樂齡活動，甚且設立長照據點（如桃園教會），提供長者活動，金律師也
因此參與相關活動，講授法律知識，提供法律服務，讓信仰與法律相結合
，善用神的恩賜。
【期許與建議】
　　金律師執業多年，法律制度已經過多次變革，金律師建議公會應多多
舉辦在職進修，律師也應積極參與在職進修，例如：95年間刑事訴訟法產
生重大變革，公會即有請講師來上課，以讓會員能因應刑事訴訟關於證據
能力及交互詰問之制度變化，而現在因應國民法官制度上路，也要提供律
師相關在職進修的課程。而就課程安排，金律師也提出以下建議：
1.樂齡活動-台灣已邁向高齡化社會，提供資深會員養生及樂齡活動，實為
必要，尤其現在正值新冠肺炎流行期間，辦理會員旅遊不易，如多舉辦樂
齡活動（含動態及靜態活動），可以關注年長會員。
2.律師倫理-編撰律師倫理實務選輯，以免課程一年只有一次，上課場地容
納人數有限，若有書籍即可供會員自行研讀參考，惕勵自身。
3.本會50週年即將到來
，要擴大慶祝，並需提
早準備，適時因應新冠
疫情發展。
4.律師行業，不應以陪
偵、法扶為主要業務，
各人要選擇專精之項目
，培養不同的專業。要
團體合作，但收案要管
制，以免同事務所律師
眾多，造成利益衝突，

　　自民國（下同）109年起新冠疫情爆發，導致本會各項活動被迫延後
或停辦，本應於110年年初舉辦歲末聯歡晚會因此取消，本擬於110年8月
14日舉辦第16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律師節慶祝大會，也因為自110年5
月19日起全國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因而延宕至110年11月20日舉辦。  
　　經考量因歲末聯歡並未舉辦，理事長提請理監事會決議後擴大慶祝律
師節活動，在中壢南方莊園度假飯店規劃了一整天、一系列的慶祝活動。
讓會員及寶眷可以自早上10點起，即可自由享受南方莊園度假飯店的所有
設施，提供會員及寶眷在工作繁忙之餘好好放鬆，迎接接下來的工作挑戰
。下午則邀請李志銘老師主講「藝術與書的閱讀和收藏」，提供會員及寶
眷探索藝文領域。
　　因應律師法修法，本會先前業已修改章程，故本次會員代表大會為最
後一次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之後將改為會員大會，但本次會員代表並未因
此鬆懈對理監事會之監督與建議，會員代表於會中針對律師法修法後在職
進修的要求以及本會各項會務預算編列，仍積極提出各項詢問與建議，以
使本會在律師法修法後各項措施能符合本會會員需求，並在會後拍攝會員
代表大合照。
　　本會自105年訪問日本仙台辯護士會並簽訂友好協定，此後每年輪流
互訪並舉辦法學交流，又本會先前亦與臺北大學法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
故仙台辯護士會於108年來訪時，曾研議兩會及臺北大學、東北大學共同
進行法學交流。然因新冠疫情導致本會本應於109年訪問仙台辯護士會之
活動暫停迄今。但雙方交流活動並未因此中斷，先於109年度即以視訊方
式進行交流，相互介紹兩國於新冠肺炎下的對策及相關措施的檢討，兩會
均企盼於110年度可以進行實體交流，然疫情因素，故雙方仍僅能採取線
上交流。本次交流活動於110年11月26日展開，有別於以往僅有兩會交流
之情況，此次交流除兩會外，尚有臺北大學法學院侯岳宏副院長及小林貴
典助理教授、東北大學得津晶教授共同參與，更期待今年本會能實體訪問
仙台辯護士會，理事長更邀請仙台辯護士會於112年本會50週年時來訪，
交流詳情請參看本期特刊。
　　回首過往兩年，因為疫情影響了日常生活，也進而使律師行業進入新
的發展，尤其國民法官法即將施行，律師界如何因應，實為相當重要之課
題，不僅僅是本會與國際間進行交流，本會與國內司法界、律師界及學界
的交流與合作也相當重要，本會於110年間雖因疫情影響，仍持續與各公
會進行交流，並洽談合作，也與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
金會合辦多項在職進修，雖本篇完稿時，恰逢桃園疫情爆發，相關活動舉
辦也需要再三斟酌與考量，但本會理監事會除持續關注疫情發展，適度調
整本會相關活動外，
也會因應時代及法令
進展，進行各項交流
及合作，安排相關在
職進修及適度之休閒
，謀求本會會員及律
師界之最大利益，期
待各位會員先進給予
本會支持，共同創造
美好未來。

一版：
1.【薪傳】-桃園律師公會前理事長金鑫律師專訪(下)
2.【迎新送舊　開展未來】- 會刊編輯部
二、三版：
【加密貨幣與跨國洗錢之法律問題研究(下)】 - 王震宇教授
四版：
1.【最簡單的百岳―石門山】- 張雅蘋律師
2.【單車記事二帖】- 謝清傑律師

3.【攝影作品】日軌 - 郭力菁律師
特刊
1.【疫情下的台日摯誼】
        -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蔡銘書律師
2.【桃園律師公會與仙台辯護士會意見交換會心        
        得（一）】- 胡宗典律師
3.【桃園律師公會與仙台辯護士會意見交換會心        
        得（二）】- 尚佩瑩律師

迎新送舊　開展未來

（金鑫律師口述，採訪小組記述、整理、攝影）

『薪傳』桃園律師公會前理事長金鑫律師專訪（下）

也不要為了小利而違反律師倫理。尤其接法扶案件更要注意。
【訪談後記】
　　本次訪談時，金律師即一再提及現今政府推動長照，並設置關懷據點
，許多宗教團體均有參與，並且在據點安排各種課程或活動，並以其本身
為例，曾多次於關懷據點中向長者們分享法律常識，因此金律師鼓勵法律
人可以多多參與，一方面可抒解訴訟案件的壓力，另一方面也可提供自己
的專業於公益。此外，採訪小組接連訪問邱永祥律師及金律師，恰巧均係
深研律師倫理之前輩，在訪談過程中，也不斷提醒我輩，現在律師執業不
易，不僅競爭激烈，民眾法意識亦已提高，因此執業時不僅要提供最好之
專業服務予當事人，另一方面亦應注意律師倫理，切不可因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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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貨幣與跨國洗錢之法律問題研究(下)】
（王震宇教授）

肆、國內因應運用加密貨幣從事洗錢行為之規範

　　我國洗錢防制法雖早於1996年10月23日制定公布，惟

該法之制定與歷次修正均集中在洗錢犯罪之前置犯罪，並未

因應國際標準要求，使得洗錢罪難以追訴，跨境現金流動及

境內洗錢活動無從控管，造成我國在反洗錢與反資恐工作上

未能與國際接軌。2018年修正時，即針對以上的不足，參

考國際法之規範而加以修正，主要內容包括：(a)提升洗錢

犯罪之追訴可能性，含修正洗錢行為之定義、洗錢犯罪之門

檻、重大犯罪所得之認定、擴大沒收制度引進；(b)強化金

流軌跡之建立，含全面性要求客戶審查、要求保存交易紀錄

、 擴 大 指 定 非 金 融 機 構 及 專 門 執 業 技 術 人 員 ( D e s i g n a t e d 

Non-Financial Bodies and Professions, DNFBPs)之範圍、重要

政治性職務之人(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s, PEPs)之強化審

查；(c)增進國際合作可能：強化洗錢犯罪司法合作、配合

採取金融反制措施；(d)強化洗錢防制體質：強化內控內稽

、人員教育訓練與素質提升、建置洗錢防制基金等14。 

　 　 另 外 ， 我 國 的 資 恐 防 制 法 於 2 0 1 6 年 7 月 制 定 ， 並 於

2018年11月修正。有鑑於恐怖主義對於各國人權已產生極

大威脅，各國遂對於資助恐怖主義所伴生之恐怖活動、組織

及其成員等資恐行為施以刑罰，並對於資恐及武器擴散行為

進行目標性金融制裁(Targeted Financial Sanctions)之措施，

始能有效防制恐怖主義及武器擴散，參諸聯合國制止向恐怖

主義提供資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簡稱反資恐公約)

之精神，及FATF發布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與武器

擴散國際標準(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Combating Money 

Laundering and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 Proliferation，簡稱 

FATF 國際標準)所定40項建議之第5項至第7項建議內容，而

制定我國的資恐防制法。本法之目的係為防止並遏止資助恐

怖主義之行為，以維護國家安全、保障基本人權，並強化國

際資恐防制合作。同時，本法亦規定，為防制國際資恐活動

，政府依互惠原則，得與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簽訂防

制資恐之條約或協定，作為國際合作反資恐之法源依據15。 

　　最後，依據洗錢防制法之母法授權，自110年7月1日施

行「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

」，目前為國內第一部針對加密貨幣之專門性法規。依洗錢

防制法第5條第2項規定，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

VASP業者）適用該法關於金融機構之規定，包含應建立洗

錢防制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進行確認客戶身分、紀錄保存

、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申報及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申報等

事項。針對上述義務，本辦法進一步明定VASP業者遵循相

關義務的範圍、程序及方式，條文重點包括：有關確認客戶

身分、強化確認客戶身分、客戶身分持續審查等規定；有關

VASP業者進行虛擬通貨移轉時應遵循的規定；有關紀錄保

存的規定；有關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申報的規定；有關

客戶交易持續監控，及對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申報的規定；

VASP業者應遵循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3項的通報方式及程序

；有關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的實施內容

。金管會公布的8家VASP業者名單，包含王牌數位創新(Ace)

、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商 幣 託 科 技 ( B i t o P r o ) 、 現 代 財 富 科 技

(Maico in)、思偉達創新科技(StarBi t)、塞席爾商共識科技

( J o y s o ) 、 京 侖 科 技 訊 息 ( S t a t e c r a f t ) 、 亞 太 易 安 特 科 技

(BitAsset)以及數寶(Subo)。上述8家業者於2021年7月起納

入洗錢防制列管範圍，在VASP業者列管後，須依法進行確

認客戶身分、紀錄保存及可疑交易申報等防制洗錢措施。然

而，本辦法雖明訂VASP業者在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方面的

遵循項目，惟因VASP業者目前並非須事先取得金管會許可

始能營業的行業，金管會對VASP業者似無完整的業務監理

權限，故金管會如何對於VASP進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方

面的監理，將是後續觀察重點。況且在交易監控方面，本辦

法並未列出適用於VASP業者的可疑交易態樣，因此是否對

於特定加密貨幣涉及暗網的情形進行監控、以及如何透過區

塊鏈等AI技術執行可疑交易辨識等，亦為未來執行面的一大

挑戰。

　　依據「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以及「虛擬通

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等法源基

礎，金管會及法務部又制定了許多行政規則以強化我國金融

機構之反洗錢與反資恐重要核心工作，包括：「銀行業及電

子支付機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

要點」、「銀行業及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金融

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實施辦法」、

「銀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農業金融機

構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

銀樓業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施行及申報辦法」等16。 

伍、AI技術應用於加密貨幣及反洗錢之可疑交易辨識 

　　目前國際間已普遍認可AI、大數據、機器學習等新技術

應用於反洗錢對於金融犯罪之預防，將有突破性的發展，而

在金融科技的發展下，更是不可或缺的風險控管方法。在前

述洗錢週期的架構下，以AI導入反洗錢工作以「可疑交易」

(suspicious transaction) 之辨識最為重要。傳統上，金融機構

對於可疑交易都需動用大量的人力成本，檢視巨量交易資料

，從中挑選出「異常狀況的交易」，例如：頻率、金額、用

途、流向、性質、地域等一個或多個方面存在異常特徵或與

正常交易行為有明顯區別之交易方式17。可疑交易最大的挑

戰是可疑交易通報「量化標準」(quantitative criteria)的設定

，倘若設定的標準太低，會大量攔截正常交易，耗費大量的

人工進行覆核；但若標準設定太高，又會讓洗錢者有機可乘

，反而影響反洗錢的有效性，如何取捨目前是各國政府的難

題18。然而，若能制訂出合理可行的標準，則透過AI來辨識

可疑交易則成為一項利器，AI對金融科技的助益不僅是創新

商業模式，更在風險控管、反洗錢、反詐欺、反資恐方面達

到前所未有的功能。例如：倘若發現有洗錢的可疑交易，AI

技術便可在複雜的交易資料中分析所有金流節點，自動進行

交叉比對，並透過區塊鏈技術找出所有金流大量集中通過、

匯集目的地等可疑節點，重繪與還原出洗錢網絡19。 

　　人工智慧(AI)導入反洗錢的可疑交易辨識，可以在節省

人力成本及辨別客戶巨量交易資料的二個核心工作上，帶來

更快速精準的判讀，使第一線的反洗錢工作更符合現代的法

遵規範。AI在可疑交易資料的辨識上，可透過機器深度學習

，將過去被標識為不法所得的交易型態作為參數，自動分類

和排序所有交易案件的風險等級。在許多國家將AI導入反洗

錢的經驗顯示，隨著反洗錢實務經驗的增加，置入的參數與

規則置入越多樣越準確，則機器學習可疑交易辨識的誤判概

率就越低。同時，AI還可運用於KYC之風險評估，透過機器

學習、自然語言處理(NLP)等技術，可幫助金融機構從更多

元角度去刻畫與瞭解客戶身份以及交易足跡，建立風險圖譜

，精準預測客戶之風險評估，大大加強了反洗錢的精度與準

度。因應未來「監理科技」(RegTech)之發展，無論是政府

部門或事務所等，都必須開始熟悉運用於反洗錢工作的重點

AI技術，包括：「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與「知識結

構圖」(Knowledge Graph)等，而上述科技的發展，無疑是以

「人工智慧科技」對抗「加密貨幣科技」，反洗錢的工作在

虛擬世界的準確度與效率，將比現實世界還要精準。

陸、結論－反洗錢與加密貨幣之未來之戰

　　近年來金融科技之發展方興未艾，加密貨幣的流通更使

得洗錢犯罪者容易將其成為新興的支付系統，且因網際網路

的性質特殊而難以追蹤可疑交易流向。薩爾瓦多日前宣布將

成為全球第一個視比特幣為法定貨幣的國家，成敗如何仍須

觀察，但不得忽視加密貨幣對金融體系的深遠影響。加密貨

幣的反洗錢工作跨越了一個國家法律主權的界線；但卻又尚

未形成國際金融法的有效監管體系，形成遁逃隱匿的暗黑地

帶。

　　在金融科技運用人工智慧、區塊鏈、大數據資料庫、機

器學習等技術開創的許多新型態商業模式後，對於國際間的

反洗錢與反資恐工作也帶來了相當大的挑戰。透過AI科技導

入反洗錢的過程後，各種金融、保險、期貨、交易、海關、

貴重物品領域的巨量交易大數據資料庫逐一建立且橫向勾稽

，將機器學習、知識結構圖、以及區塊鏈等技術予以整合應

用，節省過去大量的法遵人力成本，並且快速精準的辨識可

疑交易、重建洗錢金流足跡、並完整揭露不法所得的實質受

益人，對於反洗錢與反資恐工作都有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我

國於2018年頒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讓創新金

融產品或服務能以「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方式，

不受限於現有法令規範，而嘗試新型態商業模式發展。然而

，金融科技沒有改變金融本質，所有原本在傳統金融機構中

存在的經營風險、法令遵循、交易支付、以及可能產生的金

融犯罪行為等，並未消失，只是轉為「更科技」的形式出現

。未來在「金融科技創新」與「金融監理」二者之間要如何

兼顧與平衡，考驗著我國的金融科技法制架構的完備及與時

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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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內因應運用加密貨幣從事洗錢行為之規範

　　我國洗錢防制法雖早於1996年10月23日制定公布，惟

該法之制定與歷次修正均集中在洗錢犯罪之前置犯罪，並未

因應國際標準要求，使得洗錢罪難以追訴，跨境現金流動及

境內洗錢活動無從控管，造成我國在反洗錢與反資恐工作上

未能與國際接軌。2018年修正時，即針對以上的不足，參

考國際法之規範而加以修正，主要內容包括：(a)提升洗錢

犯罪之追訴可能性，含修正洗錢行為之定義、洗錢犯罪之門

檻、重大犯罪所得之認定、擴大沒收制度引進；(b)強化金

流軌跡之建立，含全面性要求客戶審查、要求保存交易紀錄

、 擴 大 指 定 非 金 融 機 構 及 專 門 執 業 技 術 人 員 ( D e s i g n a t e d 

Non-Financial Bodies and Professions, DNFBPs)之範圍、重要

政治性職務之人(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s, PEPs)之強化審

查；(c)增進國際合作可能：強化洗錢犯罪司法合作、配合

採取金融反制措施；(d)強化洗錢防制體質：強化內控內稽

、人員教育訓練與素質提升、建置洗錢防制基金等14。 

　 　 另 外 ， 我 國 的 資 恐 防 制 法 於 2 0 1 6 年 7 月 制 定 ， 並 於

2018年11月修正。有鑑於恐怖主義對於各國人權已產生極

大威脅，各國遂對於資助恐怖主義所伴生之恐怖活動、組織

及其成員等資恐行為施以刑罰，並對於資恐及武器擴散行為

進行目標性金融制裁(Targeted Financial Sanctions)之措施，

始能有效防制恐怖主義及武器擴散，參諸聯合國制止向恐怖

主義提供資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簡稱反資恐公約)

之精神，及FATF發布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與武器

擴散國際標準(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Combating Money 

Laundering and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 Proliferation，簡稱 

FATF 國際標準)所定40項建議之第5項至第7項建議內容，而

制定我國的資恐防制法。本法之目的係為防止並遏止資助恐

怖主義之行為，以維護國家安全、保障基本人權，並強化國

際資恐防制合作。同時，本法亦規定，為防制國際資恐活動

，政府依互惠原則，得與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簽訂防

制資恐之條約或協定，作為國際合作反資恐之法源依據15。 

　　最後，依據洗錢防制法之母法授權，自110年7月1日施

行「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

」，目前為國內第一部針對加密貨幣之專門性法規。依洗錢

防制法第5條第2項規定，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

VASP業者）適用該法關於金融機構之規定，包含應建立洗

錢防制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進行確認客戶身分、紀錄保存

、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申報及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申報等

事項。針對上述義務，本辦法進一步明定VASP業者遵循相

關義務的範圍、程序及方式，條文重點包括：有關確認客戶

身分、強化確認客戶身分、客戶身分持續審查等規定；有關

VASP業者進行虛擬通貨移轉時應遵循的規定；有關紀錄保

存的規定；有關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申報的規定；有關

客戶交易持續監控，及對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申報的規定；

VASP業者應遵循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3項的通報方式及程序

；有關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的實施內容

。金管會公布的8家VASP業者名單，包含王牌數位創新(Ace)

、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商 幣 託 科 技 ( B i t o P r o ) 、 現 代 財 富 科 技

(Maico in)、思偉達創新科技(StarBi t)、塞席爾商共識科技

( J o y s o ) 、 京 侖 科 技 訊 息 ( S t a t e c r a f t ) 、 亞 太 易 安 特 科 技

(BitAsset)以及數寶(Subo)。上述8家業者於2021年7月起納

入洗錢防制列管範圍，在VASP業者列管後，須依法進行確

認客戶身分、紀錄保存及可疑交易申報等防制洗錢措施。然

而，本辦法雖明訂VASP業者在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方面的

遵循項目，惟因VASP業者目前並非須事先取得金管會許可

始能營業的行業，金管會對VASP業者似無完整的業務監理

權限，故金管會如何對於VASP進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方

面的監理，將是後續觀察重點。況且在交易監控方面，本辦

法並未列出適用於VASP業者的可疑交易態樣，因此是否對

於特定加密貨幣涉及暗網的情形進行監控、以及如何透過區

塊鏈等AI技術執行可疑交易辨識等，亦為未來執行面的一大

挑戰。

　　依據「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以及「虛擬通

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等法源基

礎，金管會及法務部又制定了許多行政規則以強化我國金融

機構之反洗錢與反資恐重要核心工作，包括：「銀行業及電

子支付機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

要點」、「銀行業及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金融

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實施辦法」、

「銀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農業金融機

構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

銀樓業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施行及申報辦法」等16。 

伍、AI技術應用於加密貨幣及反洗錢之可疑交易辨識 

　　目前國際間已普遍認可AI、大數據、機器學習等新技術

應用於反洗錢對於金融犯罪之預防，將有突破性的發展，而

在金融科技的發展下，更是不可或缺的風險控管方法。在前

述洗錢週期的架構下，以AI導入反洗錢工作以「可疑交易」

(suspicious transaction) 之辨識最為重要。傳統上，金融機構

對於可疑交易都需動用大量的人力成本，檢視巨量交易資料

，從中挑選出「異常狀況的交易」，例如：頻率、金額、用

途、流向、性質、地域等一個或多個方面存在異常特徵或與

正常交易行為有明顯區別之交易方式17。可疑交易最大的挑

戰是可疑交易通報「量化標準」(quantitative criteria)的設定

，倘若設定的標準太低，會大量攔截正常交易，耗費大量的

人工進行覆核；但若標準設定太高，又會讓洗錢者有機可乘

，反而影響反洗錢的有效性，如何取捨目前是各國政府的難

題18。然而，若能制訂出合理可行的標準，則透過AI來辨識

可疑交易則成為一項利器，AI對金融科技的助益不僅是創新

商業模式，更在風險控管、反洗錢、反詐欺、反資恐方面達

到前所未有的功能。例如：倘若發現有洗錢的可疑交易，AI

技術便可在複雜的交易資料中分析所有金流節點，自動進行

交叉比對，並透過區塊鏈技術找出所有金流大量集中通過、

匯集目的地等可疑節點，重繪與還原出洗錢網絡19。 

　　人工智慧(AI)導入反洗錢的可疑交易辨識，可以在節省

人力成本及辨別客戶巨量交易資料的二個核心工作上，帶來

更快速精準的判讀，使第一線的反洗錢工作更符合現代的法

遵規範。AI在可疑交易資料的辨識上，可透過機器深度學習

，將過去被標識為不法所得的交易型態作為參數，自動分類

和排序所有交易案件的風險等級。在許多國家將AI導入反洗

錢的經驗顯示，隨著反洗錢實務經驗的增加，置入的參數與

規則置入越多樣越準確，則機器學習可疑交易辨識的誤判概

率就越低。同時，AI還可運用於KYC之風險評估，透過機器

學習、自然語言處理(NLP)等技術，可幫助金融機構從更多

元角度去刻畫與瞭解客戶身份以及交易足跡，建立風險圖譜

，精準預測客戶之風險評估，大大加強了反洗錢的精度與準

度。因應未來「監理科技」(RegTech)之發展，無論是政府

部門或事務所等，都必須開始熟悉運用於反洗錢工作的重點

AI技術，包括：「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與「知識結

構圖」(Knowledge Graph)等，而上述科技的發展，無疑是以

「人工智慧科技」對抗「加密貨幣科技」，反洗錢的工作在

虛擬世界的準確度與效率，將比現實世界還要精準。

陸、結論－反洗錢與加密貨幣之未來之戰

　　近年來金融科技之發展方興未艾，加密貨幣的流通更使

得洗錢犯罪者容易將其成為新興的支付系統，且因網際網路

的性質特殊而難以追蹤可疑交易流向。薩爾瓦多日前宣布將

成為全球第一個視比特幣為法定貨幣的國家，成敗如何仍須

觀察，但不得忽視加密貨幣對金融體系的深遠影響。加密貨

幣的反洗錢工作跨越了一個國家法律主權的界線；但卻又尚

未形成國際金融法的有效監管體系，形成遁逃隱匿的暗黑地

帶。

　　在金融科技運用人工智慧、區塊鏈、大數據資料庫、機

器學習等技術開創的許多新型態商業模式後，對於國際間的

反洗錢與反資恐工作也帶來了相當大的挑戰。透過AI科技導

入反洗錢的過程後，各種金融、保險、期貨、交易、海關、

貴重物品領域的巨量交易大數據資料庫逐一建立且橫向勾稽

，將機器學習、知識結構圖、以及區塊鏈等技術予以整合應

用，節省過去大量的法遵人力成本，並且快速精準的辨識可

疑交易、重建洗錢金流足跡、並完整揭露不法所得的實質受

益人，對於反洗錢與反資恐工作都有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我

國於2018年頒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讓創新金

融產品或服務能以「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方式，

不受限於現有法令規範，而嘗試新型態商業模式發展。然而

，金融科技沒有改變金融本質，所有原本在傳統金融機構中

存在的經營風險、法令遵循、交易支付、以及可能產生的金

融犯罪行為等，並未消失，只是轉為「更科技」的形式出現

。未來在「金融科技創新」與「金融監理」二者之間要如何

兼顧與平衡，考驗著我國的金融科技法制架構的完備及與時

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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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簡單的百岳―石門山（張雅蘋律師）

之一、年輕的媽媽                                                                                                                                                                          
　　騎著單車亂逛，是幸福感來源之一。因著政府推動自行車旅遊，現在許多捷
運線、火車班次，容許將自行車隨身牽上車。這樣，很方便到遠一點的地方騎車
旅遊。於是，騎單車的起點，曾經是竹南、后里、通霄、嘉義、基隆、雙溪……
等地的火車站。三年前兩鐵四天的環島，至今回味不已。                                                                                                           
　　往往在火車站、捷運站進出時，需要搭乘電梯。電梯外，大概都會有圖樣、
文字的標示，意思是請禮讓行動不便者、孕婦、推娃娃車的人，他們有優先權。                                                                                   
　　總是感覺牽著單車進出電梯，佔據了很大的空間，蠻不好意思的。自期為尖
頭面（gentleman）的我，除非需要趕班次時間，否則，所有看得到是要搭電梯的
人，都是優先權人。等在電梯外，人多的時候，有些此愛綿綿無絕期。（這時耳
邊響起歌聲：「痴痴的等……」）
　　至少有三次，也許是四、五次，推著娃娃車的年輕媽媽對我說：「先生，你
先進吧，不然你永遠搭不到。」「這位大哥，我看到你等很久了，你先搭吧。」
　　互相禮讓，這在台灣的東西南北
各地，都常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很剛巧都是推著娃娃車的年輕媽媽禮
讓我。
　　每個人子的媽媽，或在此刻、或
者曾是年輕媽媽。
　　在我小時候，可能是六、七歲吧
。某個晚上，一位陌生媽媽帶著兩個
小小孩，走進我家說：「能不能給我
三碗飯。」媽媽立刻幫他們每個人裝
了飯，之後應該是想到這未免也太白
飯了吧，於是又夾上各道菜。
　　我無法想起他們那餐吃了多久、
有沒有說了甚麼話語。只記得，我與
弟弟、妹妹等待著蒸第二鍋飯。
　　很剛巧都是推著娃娃車的年輕媽
媽禮讓我。這是哪種神祕的宇宙現象
？也許是年輕媽媽比其他不便者體力
較好，也許是年輕媽媽當時比其他人
更有時間餘裕。

　　在全人類艱辛的2020年，和朋友一同爬了入門級百岳！
　　一開始只是單純地到清境旅行，朋友臨時提議想要爬石門山，一聽到要爬入
選百岳的石門山，內心其實是非常緊張的，平常除了簡單運動外，並沒有特別作
體能訓練或是登山訓練，但石門山步道號稱最簡單的台灣百岳，而且被認為是景
色滿分、難度零分、最特別的百岳路線，心一橫只好答應。
　　我們在凌晨三點起床出發，石門山步道距離我們住的清境還是需要開車一小
時才能到達，車停在松雪樓附近的停車場，再步行約5分鐘就到登山入口了，臨到
登山入口還是有一點害怕，只能安慰自己，弱雞也能爬的百岳應該還可以！
　　在滿天星斗的陪伴下，硬著頭皮出發！
　　沒想到…應該是我太弱了…石門山步道短短0.7KM，雖然路都很好走，但在
高海拔加上空氣比較稀薄的狀況下，開始走2、300公尺就有一點喘了，走到
0.5KM的時候，我就已經耳鳴加上呼吸不太順暢，身體不太舒服，喝水也喝不進
去直接吐出來，只能停下來短暫休息，期間一度想著放棄好了，反正現在這個高
度我也能看星星和日出。突然其他登山者經過，還是個看起來五六十歲的長者，
說了一句「加油！會呼吸的都能走到！」。
　　當下的我內心瞬間的跑出一道聲音：「對！走不到也太弱了！！」，再度邁
出腳步走完最後200公尺，實際走上山頂的時候已經快要天亮，沒有時間好好的
欣賞原本想看到的滿天星斗，但被太陽升起前光線照射的橘色雲海，堪比魔幻時
刻的天空，顏色是粉橘色的，心裡還是非常雀躍、興奮，海拔3237公尺的高度，
站在中央山脈的稜線上，享受被南北連綿群山，雲海圍繞的時刻，日出後陽光照
耀群山的美景，真的覺得身在台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只能讚嘆！
　　期待還有機會能夠挑戰百岳，但在那之前，我應該要先鍛鍊好自己才能順利
的挑戰其他更高難度的百岳。這篇百岳序言，獻給聽到百岳就緊張的大家，我可
以，你也可以！
　　最後，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石門山這麼簡單，怎麼會被列入
百岳？百岳的標準是超過3000公
尺以上的山峰，再加上有三角點
為優先的考量之下，石門山就這
麼入選了，所以真的不能輕忽百
岳的雄偉氣勢，石門山是一個超
級特例，想要挑戰百岳的山友，
能夠先選擇石門山，感受一下高
海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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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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車記事二帖（謝清傑律師） 【攝影作品】日軌（郭力菁律師）

　　我更相信的一種解釋是：她們有著最溫馨的母性柔光。她們看到牽著車的
我，再看著娃娃車內的小寶貝，會不會有個念頭閃過：「寶貝，你要健康長大，
你要騎著車到處欣賞美景。」
　　小寶貝也許還不到像我開始能記得往事的年齡。但會不會長大後，看到電梯
特別感受溫暖，沐浴在說不出理由的光芒。
　　他們會在媽媽的慈暉裡，聖潔的長大。
之二、寫給小兒子：騎車的某一天
　　與你，快兩年沒見了。今天騎車上班時，腦海中突然飄過與你騎車的某一天
。那是某個農曆年出門四天的第一天。
　　我存心磨練一下我的意志、我的耐力、你的意志、你的耐力，領騎的路線以
台三線為主。
　　騎逛過峨眉湖、彌勒佛那一帶後，我們進入苗栗縣的三灣、獅潭，上上下下
的路，讓我們騎騎又牽牽。爸印象深刻的是：狹長行政區的獅潭，台三線似乎也
永遠騎不盡啊。
　　是否還記得我救了一隻鴿子？為什麼執著於救它？多年前騎在南投市，一隻
受傷的鴿子馬路上，眼睛活靈活現的。我決意搶救，但上蒼不給任何一個救命的
間隙，它終究在一輛又一輛的車陣中，慘被輾碎。
　　台三線這一次，彌補遺憾的決心極為強大。台三線汽車不少，終於能夠找到
空檔，把它從馬路中間搶回來，它沒被汽車吞沒。只是，也只做了一小部分，抱
到它後，把它放置在民宅前，希望下一位善心人接續，翻轉拯救它的命運。
　　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件事，如上。
　　再來是，天色漸暗，我決定轉往明德水庫方向，以便尋找過夜處。你還記得
嗎？在水庫附近時，我的單車嚴重脫鍊，而且是卡死在一個縫隙中，沒有工具是
無法維修的。我帶著你找當地人求助。當問題解決後，我拿出一千元要給那位善
心的先生，他堅持拒收。記得你幫忙勸那位先生要收，你對他說：「就收下，當
作新年沾喜氣。」後來，他勉強收下兩百元。
　　記得我問過你：「知道為何我是找這位先生嗎？」我告訴你：「我的維修力
很弱，也沒帶工具，所以隨時在留意看經過的腳踏車店。剛才那位先生那裏，雖
然不是腳踏車店，但有一個老舊的腳踏車店招牌，所以很可能有人可以幫忙，很
可能有工具。」
　　剛才說的這一天，我印象也漸模糊了。記憶僅存以上鮮明的痕跡，但我想，
若非失智、喪失行為能力，這深深的刻痕當不致被歲月磨滅。可能，是因為我內
心一直咀嚼故事中的啟發吧？也許是：隨緣助人，但也接受不完美的結果。留意
資源所在，懂得求助，也要能回饋。
　　之後，不清楚多久之後，該是你領騎老爸騎單車吧。在新的騎車經驗到臨之
前，我在心中回甘與你騎車的滋味。

　　早秋來到深

澳海岸岬角，目

光首被在炙熱陽

光下閃耀的海鹽

結晶給吸引，這

好似史前冰河般

的姿態，一道道

流竄在大片蕈狀

礁岩夾縫中。

　　臨海的礁岩

邊，充滿了屬於

退潮時刻才得見

的生機，除了快

速遊移的小螃蟹

、不知名生物外

，岩石佈滿的孔

洞中也留下一池

池來不及隨海水

一起隱身入海的

寂寥幼魚群。身

段柔軟的綠色海

菜與礁岩海浪共

舞，激起的浪花

猶如舞者用力旋

轉時撩人心弦裙擺，一次次隨著海浪節拍揚起又落下！

　　繼續往前小心翼翼地靠近海濱線，在半濕半乾的岩石邊彎下腰貪得

了清涼，起身環顧，相較於蔚藍晴空與無邊大海，遠方的基隆山及九份

舊城反而顯得優雅神秘讓人神往。



【疫情下的台日摯誼】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蔡銘書律師）

　　在109年農曆
年前，國際交流委
員會早已經規劃完
成當年度前往日本
仙台交流的計畫，
並且進行參團安排
，亦猶記得筆者春
節期間於日本九州
旅遊時，仍持續連
繫旅行社安排班機
時間。沒想到新冠
肺炎疫情襲捲全球

，來得又急又快，農曆年後很快國境封閉，而疫情一路影響下，109年的
出國訪問交流計畫，也不得不從一路觀察、無奈延期乃至忍痛宣告中斷放
棄。
　　儘管如此，本會仍尋思如何突破疫情影響來維繫兩會情誼。由於台灣
防疫措施得當，在109年的上半年台灣的口罩供應很快回復穩定，而疫情
控制相對於世界各國亦屬優異而無甚憂慮，亦因此本會在台灣的口罩輸出
鬆綁之際，立即採購1500只口罩捐贈仙台辯護士會，以協助我們的友人防
疫；同時因為仙台辯護士會國際委員會於6月下旬就台灣關於新冠肺炎的
對策與疫情影響，向本會提問想要了解，在短期內出國訪問無望之下，本
會即與仙台辯護士會商議進行遠距會議交流研討之可行性，於此共識下兩
會亦安排於當年11月6日進行線上意見交換會，相互介紹台灣與日本於新
冠肺炎下的對策及相關措施的檢討，並進行研討與交流。這次的線上意見
交換會，不僅是開台灣律師公會與外國律師公會線上交流之先例，同時因
為當時台灣疫情穩定，日常生活開庭幾乎不太受到疫情影響，台灣律師界
普遍不太熟悉線上會議軟體操作，本次的線上意見交換會首次嘗試以
Microsoft Teams軟體進行遠距會議，並且將會議過程予以錄影，亦留下歷史
的紀錄，別具意義！
　　此外，為了因應仙台辯護士會對於新冠肺炎防疫對策所提出的各項深
入發問以進行對應的報告，國際關係委員會也動員了彭以樂、邱英豪、徐
翊昕、李翎瑋、陳雅憶、胡宗典六位委員在三、四個月的期間，不斷開會
進行深入的討論與準備，最後提出數萬字的文字稿，也製作出深入淺出的
簡報檔案報告。尤其我們將所有報告文字稿及簡報檔案均翻成日文，使日
本友人們可以便於閱讀，龐大詳實的資料讓仙台辯護士會的律師們吃了一
驚，也深深感受到我們的用心！
　　110年全球仍持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際間的人員移動交流，
仍然無法恢復正常，亦因此兩會亦僅能延續前一年的方式，在線上見面交
流了。在這次意見交換會之前，就議題的設定，伊藤薫德律師提議採取就
日方有興趣議題由我方報告，而我方有興趣了解之議題則由日方報告之模
式，此一建議甚好，亦因此雙方即循此大方向設定意見交換會議題。由於
台灣於106年司法院公布釋字第748號解釋宣告民法未保障同性二人婚姻自
由及平等權已屬違憲，要求立法機關於兩年內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
，以保障同性婚姻的權利之後，歷經107年全國性公民投票針對於同性婚
姻入法議題激烈討論，嗣於108年終於制定公布「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
施行法」，使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實行同性婚姻之國家，亦因此仙台辯護
士會對於多元性別議題於台灣之發展深感興趣，希望我方提出報告；而我
國即將於2023年將民法成年年齡下修至18歲，日本則於2022年即先於我
們將同樣實行成年年齡之下修，就此成年年齡下修後可能產生之對應法律
問題，我方亦希望了解日本國內的檢討與修法情形，故請仙台辯護士會就
此議題提出報告。經雙方討論確定，我方安排由國際交流委員會委員張雅
蘋律師與李翎瑋律師報告多元性別議題於台灣法制發展與相關問題，仙台
辯護士會則由兩性平權委員會委員長須田晶子律師亦對於多元性別議題進
行「日本同性婚、伴侶制度及仙台律師公會相關措施」之報告，前會長鎌
田健司律師則就日本成年年齡下修之議題進行報告。
　　這次意見交換會尚有一個新的嘗試，除了本會與仙台辯護士會兩會律
師的報告與交流外，亦邀集台北大學法律學院與東北大學法學部教授參與
會議，深化交流。台北大學除了侯岳弘副院長出席擔任開會致詞嘉賓外，
小林貴典助理教授則就多元性別之議題參與與談，而仙台辯護士會亦邀請
東北大學民事法學者得津晶教授線上參與意見交換會。小林貴典教授非常
特殊，係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部畢業後，來台於政治大學取得碩士與博
士學位，而現今在台北大學法律系任教，以日本出身之姿在台灣作育英才
。由於小林教授專長為國際私法與身分法，亦因此參與本次的多元性別與
談，適得其所，更增加相關議題之意見交換深度。
　　於是在110年11月26日，本會在連續二年受到疫情影響，難以出入國
境之下，再次於會館與日本仙台辯護士會舉辦線上意見交換會，包括理監
事、秘書長、副秘書長及國際交流委員與台北大學嘉賓出席參加，氣氛熱
烈，圓滿成功，兩會的友誼不受疫情影響，持續緊密聯繫與維繫。
　　丁理事長就本次意見交換換特別準備致詞書面並予翻譯成日文，且在
致詞文上簽名，也讓人感受到理事長對於意見交換會的重視。在丁理事長
之後，陸續由仙台辯護士會鈴木覺會長與台北大學侯副院長致詞，隨後即
依預定流程，由鎌田健司律師以「日本成年年齡下修的問題及律師公會的
應對措施」為題進行報告。鎌田律師在報告開始時，先對於鎌田律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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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擔任仙台辯護士會會長時帶領仙台律師來台訪問受到本會的盛情款
待，表達致謝之意，並且特意放入當時來訪的合照，勾起大家那年與仙台
律師歡聚的回憶，亦回憶起鎌田律師開日本律師先例於桃園國際棒球場開
球之英姿。鎌田律師除介紹日本民法成年年齡下修的歷程與理由外，並介
紹日本辯護士聯合會於2016年2月18日所提出之意見書，其中指出於民法
成年年齡下修同時，包含民法未成年人撤銷權的喪失、自立困難的年輕族
群窮困問題的擴大、扶養費支付終期事實上縮短、勞動基準法的勞動契約
解除權的喪失、少年法適用年齡下修的可能及在兒童福利中年輕世代支援
減少的可能等各點必須慎重地審議之意見，以及關於仙台律師公會對此等
議題之應對措施，而提出日本經驗的分享，使我們了解在面對施行在即的
民法成年年齡下修，亦應當留意相關問題的檢討與應對。
　　原本在鎌田律師之後，係由須田律師進行「日本同性婚、伴侶制度及
仙台律師公會相關措施」之報告，然而於鎌田律師報告時，因設備之關係
開始出現連線問題，甚至因此導致意見交換會一度中斷，恢復連線後仙台
辯護士會雖可以聽到我方的聲音，我方卻仍然無法聽見仙台辯護士會報告
的聲音，幸好兩會即時以通訊軟體聯絡溝通，變更順序改由本會張雅蘋律
師先行報告，得以變通方式繼續意見交換會議程。而且有段有趣的小插曲
是在發生連線問題時，除了在線上會議畫面上，詢問日方是否可以聽到我
方聲音外，小林老師亦在翻譯老師協助溝通之後，挺身而出持麥克風與日
方溝通詢問連線問題，只見小林老師不斷如連珠炮般詢問日方狀況，這時
大家也不禁莞爾小林老師的「日語」說得真是非常流利！
　　由於先前處理連線問題的關係，導致議程進度延宕，因此張雅蘋律師
的報告及隨後小林老師的與談，都必須以較快的速度進行與完成。張雅蘋
律師與李翎瑋律師為本次意見交換會撰擬字數高達2萬餘字的「臺灣多元
性別平權法制發展概覽：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立法歷
程為中心」的小論文，歷數多元成家三法之提出、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48號解釋、婚姻平權公投以至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之
誕生等台灣同性婚姻之立法歷程，介紹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施
行法準用民法規定與行政上配套措施情形，及該法所建構結婚不結姻的同
婚制度，並對於該法實行後法律適用上所未及處理之跨國同婚問題，以及
不得共同收養子女、不接受人工生殖技術生養子女所產生同性配偶家庭權
之相關問題，提出討論1。二位律師的文章內容介紹翔實，討論深入，且
製作之簡報檔亦簡明而深入議題，使人得以循著脈絡充分了解台灣法制發
展歷程與未竟之處，令人印象深刻。
　　而小林老師的與談探討同性婚姻下的親子關係，先由婚姻與婚生推定
的觀點切入，介紹日本最高裁判所平成25年12月10日裁定，就某位依「性
別認同障礙者之性別處理之特例法」將性別變更為男性者，認為得基於民
法規定以夫之身分締結婚姻，且其妻在婚姻中懷孕生子，該子女應受推定
為該夫之子女；但台灣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則將婚姻與生育、婚姻與
婚生推定加以切離，因此基於第748號解釋的基本立場，第748號解釋施行
法排除婚生推定的適用，從而據此點出該法之難題，即在女同婚當事人實
施人工生殖之情形，既然該法不承認婚生推定的適用，則人工生殖法第23
條規定之類推適用或準用，均欠缺體系基礎；以及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
20條規定，同婚當事人一方僅得收養他方之「親生子女」，不包括「收養
他人之子女」（例如相繼收養：一方於單身時曾經收養子女，結婚後另一
方收養配偶先前收養之子女），然收養應以養子女之最佳利益為主要目的
，並不適合強調收養人之權利。小林老師簡要明晰地點評出司法院大法官
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依循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將婚姻與生育、婚姻
與婚生推定切離之立場所產生問題，也對於張雅蘋律師與李翎瑋律師報告
中所提出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未竟之處，耙梳出學理
上觀點與解釋之困境。 
　　張雅蘋律師與小林貴典老師非常努力趕進度而完成報告及與談，尤其
小林貴典老師又再次以其極其流利的「日文」於非常短的時間內，快速完
成與談，此時經過兩會人員的努力，已經可以順利連線傳遞雙方聲音，因
此繼續進行仙台律師部分的報告。而針對於多元性別議題之於日本法制實
務發展，須田律師以「日本同性婚、伴侶制度及仙台律師公會相關措施」
為題進行報告。須田律師首先說明，日本民法就婚姻制度並未明示同性婚
之效力，並不承認同性婚，行政機關亦基於「民法未承認同性婚」之解釋
進行戶籍實務。然若以同性婚於日本國憲法下之定位加以探討，基於日本
國憲法第13條自我決定權規定，可推導同性間作為自我決定權之婚姻自由
亦應受保障；另自憲法第14條平等權之規定，不承認同性婚是否違反該條
之規定，亦有不同之見解與理由；又，憲法第24條第1項規定婚姻僅基於
「兩性」之合意而成立，夫婦應以享有同等權利為基礎，相互協力並維持
，但其目的在於明治憲法時代家父長制度之解體，以及構築貫徹個人尊嚴
與兩性本質平等的新家庭制度，因此憲法第24條規定並未禁止同性婚姻。
於日本法制下，實務上曾有東京都教育委員會拒絕同志團體留宿公共住宿
設施，經東京高等裁判所判決認為公權力對於屬於少數團體的同志漠不關
心、欠缺知識是不被容許的，因而認定其違憲違法之案例，但同志仍面臨
著包括伴侶過世伴隨而來的問題、子女養育的問題、一方為外國人時之居
留資格問題、
公營住宅的申
請及一般出租
房屋的入住的
問題、以及醫
療同意等諸多
事實上不利益
之情形。雖然
法令制度仍不
承認同性婚姻
，於2019年，

特刊
日本對於同性戀及同性婚之國民意識已成長至64.8%，近年來實務上也屢
有關於提起承認外國籍同性伴侶居留特別許可而請求撤銷強制出國命令處
分之訴訟、主張同性間無法成立婚姻關係違憲而對於國家就其立法怠惰請
求國家賠償之訴訟，而2021年3月17日札幌地方裁判所更針對民法及戶籍
法有關於婚姻各規定卻未設有承認同性婚之規定，逾越立法機關裁量權之
範圍，違反憲法14條1項之界限，而作成違憲判決。日本國內導入伴侶認
證制度的地方自治體，在2021年10月時亦增加至126個自治體，顯見對於
同性婚議題於日本國內日漸受到重視。仙台辯護士會對於此一議題亦陸續
於2020年12月東北辯護士會連合會共同舉辦以一般民眾為對象的「為了相
互承認多元性別的社會」研討會、2021年2月則發表「請求實現對所有人
均為平等的婚姻制度及創設伴侶認證制度之決議」，為承認多元性別與保
障同性婚及伴侶認證制度而為倡議，充分扮演律師對於法制議題參與討論
與建言之角色責任。
　　在兩會的報告告一段落後，隨即進行雙方之提問交流。仙台律師於會
議前即對於多元性別法制提出台灣在修法前輿論狀況如何？承認同性婚姻
在法解釋上是否有問題？法院在修法前對於相關案件如何判斷？律師為了
修法採取了什麼樣的行動？是否有伴侶制度依然不足的意見？在同性婚中
之伴侶有子女的情形，相關的法律制定與修正情況如何？台灣就本國籍人
民與不承認同性婚姻國家國籍者成立之婚姻關係，是否有預計修法等動向
﹖等各項問題，由於張雅蘋律師與李翎瑋律師之報告文章已經介紹極為詳
盡，幾乎含括上述各項問題的解答，故李翎瑋律師於此階段僅略加補充說
明以釋疑之；另外由於日本岡山辯護士會亦在今年度稍早與新竹律師公會
就新冠肺炎下兩國對策法律問題進行線上交流，岡山辯護士會因而獲悉台
灣各律師公會於新冠肺炎後數位化發展迅速，仙台律師為此有興趣詢問關
於新冠疫情之後台灣法律界數位化發展情形，丁理事長藉機向仙台律師們
說明，台灣於2021年5月15日因疫情嚴重提升疫情警戒為第三級，至7月
27日才調降至第二級警戒，而於疫情嚴重期間通過了「傳染病流行疫情嚴
重期間司法程序特別條例」，使法院於符合公開法庭原則及公開審理原則
下，關於法庭席位、旁聽及服制得實施變通處置或措施，經被告同意亦可
以遠距視訊方式開庭偵查或審判、使用科技設備傳送文書等，並據此採取
選擇實體法庭、延伸法庭及遠距視訊等方式進行開庭；全國律師公會與各
地方律師公會亦紛紛採取線上會議方式進行各項會議，於調降第二級疫情
後，較諸以往更常使用線上會議方式開會。經過提問討論階段的進一步交
流，雙方律師亦對於具有興趣的議題更加深入了解，收穫滿滿。交流會的
最後，分別由本會張百欣副理事長、仙台辯護士會光安理絵副會長以及得
津晶教授作閉會致詞，在雙方互道珍重再見聲中，為本次的意見交換會畫
下完美的句點。 

　　在新冠肺炎疫情依然持續之下，兩會律師連同台北大學與東北大學教
授得以於線上共聚一起進行兩國法制議題研討，真的十分不易，而久別的
異國友人一年一度在線上相見，亦稍解大家相見交流的渴望，疫情下台日
摯誼不變，藉由線上相聚依然維續綿長！
　　2022年到來，新冠疫情依然嚴峻，何時國境可以開放，國際間往來交
流可以恢復，實在無人能有把握。儘管在過去的二年，我們藉由線上相聚
，依然可以與仙台辯護士會的友人進行議題交流，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
流，莫若相互見面擁抱，來得更為直接而令人感動了。因此在今年度仍然
期盼能夠有機會國境解封，讓我們得以前往日本與仙台友人們歡聚一堂，
把酒言歡，享受美好的情誼，就此訪問計畫之規劃，亦是本年度國際交流
工作重點之一。
　　另方面，若是國境一旦開放，在112年本會成立五十週年之際可以與
包括仙台律師在內的各國律師或教授就法律議題一同報告交流，而作為慶
祝活動之一部分，並且提供本會會員在相關議題研習上的新視野，因此國
際交流委員會在今年亦必須進行國際研討會的籌備，希望藉由過去幾年與
仙台辯護士會進行意見交換會的經驗累積，並經過今年度的萬全準備，可
以在明年圓滿接待外國嘉賓及成功舉辦研討會，深化國際交流，亦使本會
的國際交流事務，邁向新的里程碑。
　　疫情下的國際交流活動，或許受到諸多限制，進展不易，而與國際友
人的往來，亦因疫情封閉，多所掣肘。然而我們深信在堅持對外交流擴大
視野的信念下，仍然可以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與國外友人維繫真摯的友情
，未來亦可以有更多不同風貌的交流，讓交流更加深化。衷心祈願世界疫
情早日平息，生活回復正常健康，讓人際間可以自在交流擁抱，國際往來
亦能復歸頻繁，人類文明的交流活動得以持續發展永遠繁盛！



桃園律師公會與仙台辯護士會意見
交換會心得（一） （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胡宗典律師）

　　很開心能參與這次的意見交換會。與前次的線上交流不同，上次我
是報告人之一，這次則是單純參加，也因此能好好讀讀台日兩方準備的
資料。
　　意見交換會當天因為開庭到較晚，進入會場時聽到的是日方仙台辯護
士會的須田晶子律師在報告「日本同性婚、伴侶制度及仙台律師公會相關
措施」的議題。她提到，日本未承認同性婚姻；同時也提到針對日本憲法
第13條自我決定權、第14條平等原則，贊成與否定論者的論點。她更提到
日本憲法第24條的規定：「婚姻應基於男女雙方合意而成立，夫婦基本上
有相等之權利，以相互恊力而維持之。」或許正是因為這條規定，導致贊
成同性婚論者，有難以突破的憲法框架。須田律師提到，日本在同性婚之
國民意識有逐年提高之際，在日本各地方裁判所有訴訟案例支持同性婚。
例如2021年3月17日的札幌地方裁判所判決，針對民法及戶籍法有關於婚
姻各規定未設有承認同性婚之規定，該判決認為：儘管婚姻制度提供了異
性戀者使用該制度的機會，但對於同志，卻未提供享有因婚姻而生之部分
法律效果的法律手段這點，逾越立法機關裁量權之範圍，違反憲法第14條
第1項之界限，而作成違憲判決。讓我可以知道日本有零星判決嘗試從憲
法觀點出發為同性婚盡力。附帶一提的是，由前開判決可知日本地院法官
能在判決中認定法律違憲，與台灣地院法官不能在判決中認定法律違憲的
情形不同，這也讓我覺得有比較法上的趣味。
　　禁不住要稱讚本次本會報告人李翎瑋律師、張雅蘋律師，雖然因為我
晚到而無法聽到兩位的報告，但閱讀兩位律師所寫的「台灣多元性別平權
法發展概覽」覺得鋪陳得宜，內容精彩。短短幾句話就解惑我想知道的同
性婚的收養問題之最高法院態度，即同性伴侶不能類推適用法律上夫妻收
養他方子女之規定。由此即知，兩位報告人所投注的心力相當多，感謝二
位用心。
　　線上交流活動熱絡成功，就讓人更期待能親臨仙台拜訪的日子快點到
來。拜訪友人外，能在仙台的街道上或那個風景宜人的地方跑跑步、散散
步，想必甚是舒爽宜人。

桃園律師公會與仙台辯護士會意見
交換會心得（二） （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尚佩瑩律師）

　　在110年11月，非常榮幸以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身分參與本會與日本
仙台辯護士會的意見交換會。本次交流會主題聚焦於基本權保護之公益議
題，涵蓋日本民法成年年齡降低為18歲之法制因應與相關問題、日本多元
性別法制發展現況，以及台灣多元性別平權法制與實務之探討。仙台辯護
士會前會長鎌田健司律師首先針對日本成年年齡下修之議題，從未成年人
撤銷權喪失、年輕消費者權利保護、以及仙台律師公會對此之應對措施、
相關法制教育推廣等層面提供寶貴的經驗分享。
　　而針對同性婚、伴侶制度之探討，須田晶子律師首先自日本憲法角度
，從保障婚姻自由、平等等面向進行談討，並針對廣受討論的日本憲法第
24條第1項意旨、制定時空背景，詳細說明為何本條並未禁止同性婚姻。
在過往關於日本同性婚合法性之探討，經常可見日本憲法第24條第1項會
是日本婚姻平權路上一大阻礙之論述，能夠有須田律師來自日本實務的經
驗分享及解惑，這樣的交流實屬珍貴。此外，須田晶子律師亦介紹仙台律
師公會對於推廣性別平權議題所舉辦之研討會及倡議。本會李翎瑋律師及
張雅蘋律師則從我國關於多元成家立法歷程、釋字第748號解釋後續問題
、婚姻平權公投過程等脈絡介紹臺灣相關法律現況，並說明後續可如何完
善對於性別平權保障。
　　從本次熱烈的討論，讓與會者能深刻感受到兩會的律師們雖身在不同
國度，卻都共同為了人權保障而努力。疫情雖使兩會無法如往年進行實體
拜會與交流，透過科技，我們仍能進行線上會議、傳遞溫暖，免於動如參
商。衷心感謝桃律前輩們對於國際交流的投入，我們才能進行如此珍貴的
法律實務交流活動；也期盼在疫情趨緩時，能早日與仙台律師公會進行參
訪與交流。

本照片拍攝時為110年11月26日，符合當時防疫規定拍照時可免戴口罩

　　在109年農曆
年前，國際交流委
員會早已經規劃完
成當年度前往日本
仙台交流的計畫，
並且進行參團安排
，亦猶記得筆者春
節期間於日本九州
旅遊時，仍持續連
繫旅行社安排班機
時間。沒想到新冠
肺炎疫情襲捲全球

，來得又急又快，農曆年後很快國境封閉，而疫情一路影響下，109年的
出國訪問交流計畫，也不得不從一路觀察、無奈延期乃至忍痛宣告中斷放
棄。
　　儘管如此，本會仍尋思如何突破疫情影響來維繫兩會情誼。由於台灣
防疫措施得當，在109年的上半年台灣的口罩供應很快回復穩定，而疫情
控制相對於世界各國亦屬優異而無甚憂慮，亦因此本會在台灣的口罩輸出
鬆綁之際，立即採購1500只口罩捐贈仙台辯護士會，以協助我們的友人防
疫；同時因為仙台辯護士會國際委員會於6月下旬就台灣關於新冠肺炎的
對策與疫情影響，向本會提問想要了解，在短期內出國訪問無望之下，本
會即與仙台辯護士會商議進行遠距會議交流研討之可行性，於此共識下兩
會亦安排於當年11月6日進行線上意見交換會，相互介紹台灣與日本於新
冠肺炎下的對策及相關措施的檢討，並進行研討與交流。這次的線上意見
交換會，不僅是開台灣律師公會與外國律師公會線上交流之先例，同時因
為當時台灣疫情穩定，日常生活開庭幾乎不太受到疫情影響，台灣律師界
普遍不太熟悉線上會議軟體操作，本次的線上意見交換會首次嘗試以
Microsoft Teams軟體進行遠距會議，並且將會議過程予以錄影，亦留下歷史
的紀錄，別具意義！
　　此外，為了因應仙台辯護士會對於新冠肺炎防疫對策所提出的各項深
入發問以進行對應的報告，國際關係委員會也動員了彭以樂、邱英豪、徐
翊昕、李翎瑋、陳雅憶、胡宗典六位委員在三、四個月的期間，不斷開會
進行深入的討論與準備，最後提出數萬字的文字稿，也製作出深入淺出的
簡報檔案報告。尤其我們將所有報告文字稿及簡報檔案均翻成日文，使日
本友人們可以便於閱讀，龐大詳實的資料讓仙台辯護士會的律師們吃了一
驚，也深深感受到我們的用心！
　　110年全球仍持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際間的人員移動交流，
仍然無法恢復正常，亦因此兩會亦僅能延續前一年的方式，在線上見面交
流了。在這次意見交換會之前，就議題的設定，伊藤薫德律師提議採取就
日方有興趣議題由我方報告，而我方有興趣了解之議題則由日方報告之模
式，此一建議甚好，亦因此雙方即循此大方向設定意見交換會議題。由於
台灣於106年司法院公布釋字第748號解釋宣告民法未保障同性二人婚姻自
由及平等權已屬違憲，要求立法機關於兩年內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
，以保障同性婚姻的權利之後，歷經107年全國性公民投票針對於同性婚
姻入法議題激烈討論，嗣於108年終於制定公布「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
施行法」，使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實行同性婚姻之國家，亦因此仙台辯護
士會對於多元性別議題於台灣之發展深感興趣，希望我方提出報告；而我
國即將於2023年將民法成年年齡下修至18歲，日本則於2022年即先於我
們將同樣實行成年年齡之下修，就此成年年齡下修後可能產生之對應法律
問題，我方亦希望了解日本國內的檢討與修法情形，故請仙台辯護士會就
此議題提出報告。經雙方討論確定，我方安排由國際交流委員會委員張雅
蘋律師與李翎瑋律師報告多元性別議題於台灣法制發展與相關問題，仙台
辯護士會則由兩性平權委員會委員長須田晶子律師亦對於多元性別議題進
行「日本同性婚、伴侶制度及仙台律師公會相關措施」之報告，前會長鎌
田健司律師則就日本成年年齡下修之議題進行報告。
　　這次意見交換會尚有一個新的嘗試，除了本會與仙台辯護士會兩會律
師的報告與交流外，亦邀集台北大學法律學院與東北大學法學部教授參與
會議，深化交流。台北大學除了侯岳弘副院長出席擔任開會致詞嘉賓外，
小林貴典助理教授則就多元性別之議題參與與談，而仙台辯護士會亦邀請
東北大學民事法學者得津晶教授線上參與意見交換會。小林貴典教授非常
特殊，係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部畢業後，來台於政治大學取得碩士與博
士學位，而現今在台北大學法律系任教，以日本出身之姿在台灣作育英才
。由於小林教授專長為國際私法與身分法，亦因此參與本次的多元性別與
談，適得其所，更增加相關議題之意見交換深度。
　　於是在110年11月26日，本會在連續二年受到疫情影響，難以出入國
境之下，再次於會館與日本仙台辯護士會舉辦線上意見交換會，包括理監
事、秘書長、副秘書長及國際交流委員與台北大學嘉賓出席參加，氣氛熱
烈，圓滿成功，兩會的友誼不受疫情影響，持續緊密聯繫與維繫。
　　丁理事長就本次意見交換換特別準備致詞書面並予翻譯成日文，且在
致詞文上簽名，也讓人感受到理事長對於意見交換會的重視。在丁理事長
之後，陸續由仙台辯護士會鈴木覺會長與台北大學侯副院長致詞，隨後即
依預定流程，由鎌田健司律師以「日本成年年齡下修的問題及律師公會的
應對措施」為題進行報告。鎌田律師在報告開始時，先對於鎌田律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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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表達致謝之意，並且特意放入當時來訪的合照，勾起大家那年與仙台
律師歡聚的回憶，亦回憶起鎌田律師開日本律師先例於桃園國際棒球場開
球之英姿。鎌田律師除介紹日本民法成年年齡下修的歷程與理由外，並介
紹日本辯護士聯合會於2016年2月18日所提出之意見書，其中指出於民法
成年年齡下修同時，包含民法未成年人撤銷權的喪失、自立困難的年輕族
群窮困問題的擴大、扶養費支付終期事實上縮短、勞動基準法的勞動契約
解除權的喪失、少年法適用年齡下修的可能及在兒童福利中年輕世代支援
減少的可能等各點必須慎重地審議之意見，以及關於仙台律師公會對此等
議題之應對措施，而提出日本經驗的分享，使我們了解在面對施行在即的
民法成年年齡下修，亦應當留意相關問題的檢討與應對。
　　原本在鎌田律師之後，係由須田律師進行「日本同性婚、伴侶制度及
仙台律師公會相關措施」之報告，然而於鎌田律師報告時，因設備之關係
開始出現連線問題，甚至因此導致意見交換會一度中斷，恢復連線後仙台
辯護士會雖可以聽到我方的聲音，我方卻仍然無法聽見仙台辯護士會報告
的聲音，幸好兩會即時以通訊軟體聯絡溝通，變更順序改由本會張雅蘋律
師先行報告，得以變通方式繼續意見交換會議程。而且有段有趣的小插曲
是在發生連線問題時，除了在線上會議畫面上，詢問日方是否可以聽到我
方聲音外，小林老師亦在翻譯老師協助溝通之後，挺身而出持麥克風與日
方溝通詢問連線問題，只見小林老師不斷如連珠炮般詢問日方狀況，這時
大家也不禁莞爾小林老師的「日語」說得真是非常流利！
　　由於先前處理連線問題的關係，導致議程進度延宕，因此張雅蘋律師
的報告及隨後小林老師的與談，都必須以較快的速度進行與完成。張雅蘋
律師與李翎瑋律師為本次意見交換會撰擬字數高達2萬餘字的「臺灣多元
性別平權法制發展概覽：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立法歷
程為中心」的小論文，歷數多元成家三法之提出、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48號解釋、婚姻平權公投以至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之
誕生等台灣同性婚姻之立法歷程，介紹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施
行法準用民法規定與行政上配套措施情形，及該法所建構結婚不結姻的同
婚制度，並對於該法實行後法律適用上所未及處理之跨國同婚問題，以及
不得共同收養子女、不接受人工生殖技術生養子女所產生同性配偶家庭權
之相關問題，提出討論1。二位律師的文章內容介紹翔實，討論深入，且
製作之簡報檔亦簡明而深入議題，使人得以循著脈絡充分了解台灣法制發
展歷程與未竟之處，令人印象深刻。
　　而小林老師的與談探討同性婚姻下的親子關係，先由婚姻與婚生推定
的觀點切入，介紹日本最高裁判所平成25年12月10日裁定，就某位依「性
別認同障礙者之性別處理之特例法」將性別變更為男性者，認為得基於民
法規定以夫之身分締結婚姻，且其妻在婚姻中懷孕生子，該子女應受推定
為該夫之子女；但台灣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則將婚姻與生育、婚姻與
婚生推定加以切離，因此基於第748號解釋的基本立場，第748號解釋施行
法排除婚生推定的適用，從而據此點出該法之難題，即在女同婚當事人實
施人工生殖之情形，既然該法不承認婚生推定的適用，則人工生殖法第23
條規定之類推適用或準用，均欠缺體系基礎；以及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
20條規定，同婚當事人一方僅得收養他方之「親生子女」，不包括「收養
他人之子女」（例如相繼收養：一方於單身時曾經收養子女，結婚後另一
方收養配偶先前收養之子女），然收養應以養子女之最佳利益為主要目的
，並不適合強調收養人之權利。小林老師簡要明晰地點評出司法院大法官
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依循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將婚姻與生育、婚姻
與婚生推定切離之立場所產生問題，也對於張雅蘋律師與李翎瑋律師報告
中所提出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未竟之處，耙梳出學理
上觀點與解釋之困境。 
　　張雅蘋律師與小林貴典老師非常努力趕進度而完成報告及與談，尤其
小林貴典老師又再次以其極其流利的「日文」於非常短的時間內，快速完
成與談，此時經過兩會人員的努力，已經可以順利連線傳遞雙方聲音，因
此繼續進行仙台律師部分的報告。而針對於多元性別議題之於日本法制實
務發展，須田律師以「日本同性婚、伴侶制度及仙台律師公會相關措施」
為題進行報告。須田律師首先說明，日本民法就婚姻制度並未明示同性婚
之效力，並不承認同性婚，行政機關亦基於「民法未承認同性婚」之解釋
進行戶籍實務。然若以同性婚於日本國憲法下之定位加以探討，基於日本
國憲法第13條自我決定權規定，可推導同性間作為自我決定權之婚姻自由
亦應受保障；另自憲法第14條平等權之規定，不承認同性婚是否違反該條
之規定，亦有不同之見解與理由；又，憲法第24條第1項規定婚姻僅基於
「兩性」之合意而成立，夫婦應以享有同等權利為基礎，相互協力並維持
，但其目的在於明治憲法時代家父長制度之解體，以及構築貫徹個人尊嚴
與兩性本質平等的新家庭制度，因此憲法第24條規定並未禁止同性婚姻。
於日本法制下，實務上曾有東京都教育委員會拒絕同志團體留宿公共住宿
設施，經東京高等裁判所判決認為公權力對於屬於少數團體的同志漠不關
心、欠缺知識是不被容許的，因而認定其違憲違法之案例，但同志仍面臨
著包括伴侶過世伴隨而來的問題、子女養育的問題、一方為外國人時之居
留資格問題、
公營住宅的申
請及一般出租
房屋的入住的
問題、以及醫
療同意等諸多
事實上不利益
之情形。雖然
法令制度仍不
承認同性婚姻
，於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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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於同性戀及同性婚之國民意識已成長至64.8%，近年來實務上也屢
有關於提起承認外國籍同性伴侶居留特別許可而請求撤銷強制出國命令處
分之訴訟、主張同性間無法成立婚姻關係違憲而對於國家就其立法怠惰請
求國家賠償之訴訟，而2021年3月17日札幌地方裁判所更針對民法及戶籍
法有關於婚姻各規定卻未設有承認同性婚之規定，逾越立法機關裁量權之
範圍，違反憲法14條1項之界限，而作成違憲判決。日本國內導入伴侶認
證制度的地方自治體，在2021年10月時亦增加至126個自治體，顯見對於
同性婚議題於日本國內日漸受到重視。仙台辯護士會對於此一議題亦陸續
於2020年12月東北辯護士會連合會共同舉辦以一般民眾為對象的「為了相
互承認多元性別的社會」研討會、2021年2月則發表「請求實現對所有人
均為平等的婚姻制度及創設伴侶認證制度之決議」，為承認多元性別與保
障同性婚及伴侶認證制度而為倡議，充分扮演律師對於法制議題參與討論
與建言之角色責任。
　　在兩會的報告告一段落後，隨即進行雙方之提問交流。仙台律師於會
議前即對於多元性別法制提出台灣在修法前輿論狀況如何？承認同性婚姻
在法解釋上是否有問題？法院在修法前對於相關案件如何判斷？律師為了
修法採取了什麼樣的行動？是否有伴侶制度依然不足的意見？在同性婚中
之伴侶有子女的情形，相關的法律制定與修正情況如何？台灣就本國籍人
民與不承認同性婚姻國家國籍者成立之婚姻關係，是否有預計修法等動向
﹖等各項問題，由於張雅蘋律師與李翎瑋律師之報告文章已經介紹極為詳
盡，幾乎含括上述各項問題的解答，故李翎瑋律師於此階段僅略加補充說
明以釋疑之；另外由於日本岡山辯護士會亦在今年度稍早與新竹律師公會
就新冠肺炎下兩國對策法律問題進行線上交流，岡山辯護士會因而獲悉台
灣各律師公會於新冠肺炎後數位化發展迅速，仙台律師為此有興趣詢問關
於新冠疫情之後台灣法律界數位化發展情形，丁理事長藉機向仙台律師們
說明，台灣於2021年5月15日因疫情嚴重提升疫情警戒為第三級，至7月
27日才調降至第二級警戒，而於疫情嚴重期間通過了「傳染病流行疫情嚴
重期間司法程序特別條例」，使法院於符合公開法庭原則及公開審理原則
下，關於法庭席位、旁聽及服制得實施變通處置或措施，經被告同意亦可
以遠距視訊方式開庭偵查或審判、使用科技設備傳送文書等，並據此採取
選擇實體法庭、延伸法庭及遠距視訊等方式進行開庭；全國律師公會與各
地方律師公會亦紛紛採取線上會議方式進行各項會議，於調降第二級疫情
後，較諸以往更常使用線上會議方式開會。經過提問討論階段的進一步交
流，雙方律師亦對於具有興趣的議題更加深入了解，收穫滿滿。交流會的
最後，分別由本會張百欣副理事長、仙台辯護士會光安理絵副會長以及得
津晶教授作閉會致詞，在雙方互道珍重再見聲中，為本次的意見交換會畫
下完美的句點。 

　　在新冠肺炎疫情依然持續之下，兩會律師連同台北大學與東北大學教
授得以於線上共聚一起進行兩國法制議題研討，真的十分不易，而久別的
異國友人一年一度在線上相見，亦稍解大家相見交流的渴望，疫情下台日
摯誼不變，藉由線上相聚依然維續綿長！
　　2022年到來，新冠疫情依然嚴峻，何時國境可以開放，國際間往來交
流可以恢復，實在無人能有把握。儘管在過去的二年，我們藉由線上相聚
，依然可以與仙台辯護士會的友人進行議題交流，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
流，莫若相互見面擁抱，來得更為直接而令人感動了。因此在今年度仍然
期盼能夠有機會國境解封，讓我們得以前往日本與仙台友人們歡聚一堂，
把酒言歡，享受美好的情誼，就此訪問計畫之規劃，亦是本年度國際交流
工作重點之一。
　　另方面，若是國境一旦開放，在112年本會成立五十週年之際可以與
包括仙台律師在內的各國律師或教授就法律議題一同報告交流，而作為慶
祝活動之一部分，並且提供本會會員在相關議題研習上的新視野，因此國
際交流委員會在今年亦必須進行國際研討會的籌備，希望藉由過去幾年與
仙台辯護士會進行意見交換會的經驗累積，並經過今年度的萬全準備，可
以在明年圓滿接待外國嘉賓及成功舉辦研討會，深化國際交流，亦使本會
的國際交流事務，邁向新的里程碑。
　　疫情下的國際交流活動，或許受到諸多限制，進展不易，而與國際友
人的往來，亦因疫情封閉，多所掣肘。然而我們深信在堅持對外交流擴大
視野的信念下，仍然可以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與國外友人維繫真摯的友情
，未來亦可以有更多不同風貌的交流，讓交流更加深化。衷心祈願世界疫
情早日平息，生活回復正常健康，讓人際間可以自在交流擁抱，國際往來
亦能復歸頻繁，人類文明的交流活動得以持續發展永遠繁盛！

1 經商請張雅蘋律師與李翎瑋律師同意，將擇期刊登於本會會刊，敬請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