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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弁護士會問候（小野寺友宏會長）

　　台湾桃園律師公会の皆様、はじめまして。日本国仙台弁護
士会会長の小野寺友宏です。
　　貴会と当会は、2010年に、当会会員が桃園を訪問して以来
、交流を続けて参りました。当会会員が桃園を訪問するたびに
、温かい歓迎を受けているとうかがっております。この紙面をお
借りして、改めて御礼申し上げます。
　　さて、このような従前の交流をふまえ、この度、両会の間で
友好協定を取り交わすことになりました。仙台弁護士会にとっ
ては、日本国外の弁護士の団体と協定を締結するのははじめ
てであり、当会にとって歴史的な出来事です。

　　この度の調印をきっかけに、両弁護士会同士の交流が益々盛んになることを期待し
ております。
　　台灣桃園律師公會的諸位好，我是日本仙台辯護士會會長小野寺友宏。
　　自�2�0�1�0年本會會員訪問桃園以來，貴會與本會持續交流著。據本會會員告知，訪
問桃園時，受到貴會溫暖的款待歡迎，故另藉此書面申致感謝之意。
　　基於過去這樣的交流基礎，這次在兩會之間將交換友好協定，對於仙台辯護士會
而言，這是第一次與國外的辯護士團體簽署協定，對本會來說係達成歷史性的一頁。
　　期待藉由這次友好協定簽署的契機，兩會彼此之間的交流將益加繁盛。

桃園律師公會司法革新研討會專題報導
（編輯委員會）

允文允武　桃律風采（編輯委員會）

　　司法改革喊了多年，然民眾對於司法審判仍然有不信任，甚至對於不符合媒體報
導之主流民眾意見，就認為法官為「恐龍法官」，也因此司法院之前曾試著推行人民
觀審制，惟所謂的觀審制，民眾雖可以參與審判程序，但依參與程度僅能對於法院的
判決提供意見，無法落實到判決中，此與國人所熟知的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制」，甚
或國人較不清楚的「參審制」都不相同。
　　蔡英文總統上任後，積極推動司法改革，桃園律師公會理監事及顧問群認為司法
改革應自民間作起，並廣納多方意見，而攸關司法審判是否足以讓人信賴，則可從人
民參與司法審判制度及司法官的晉用兩大方面著手。因此乃與桃園市政府、開南大學
法律學系、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於今年（民國�1�0�5年）�1�0月�1�6日假開南大學至誠樓
國際會議廳舉辦「司法革新研討會」，並由前理事長林仕訪律師負責籌劃辦理。
　　今年桃園地方法院進行了一場人民參與審判模擬法庭活動，同時並有影子陪審團
，也就是一方面進行參審制，另一方面則有陪審團制，就同一案件的進行，看看兩種
制度下有何不同。故研討會第一場即邀請桃園地院鄭吉雄審判長進行報告，並有開南
大學法律學系系主任鄭善印主任、陳重言律師，及桃園律師公會參與該模擬法庭的理
事吳尚昆律師進行與談，鄭庭長報告中首先就法院進行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下必須對參
審（陪審）員的告知事項及法官如何在審判中維持客觀中立角色，避免不當影響參審
（陪審）員，並將該次模擬法庭結束後的討論擇要提出，同時也就桃園地院現進行電
子卷證、數位卷證、檢辯開庭陳述使用投影片、挑選參審員（陪審員）選任程序一一
提出報告。而吳尚昆律師則從目前法院實務開始談起，並就人民參與審判可能發生的
悖論困境等一一深論，而吳律師就其與本會常務理事關維忠律師共同參與桃園地院模
擬法庭的準備及心得，於其部落格中有詳盡文章可供參閱（參�Q�R� �C�o�d�e），並且認為使
用�P�P�T有助於職業法官及素人法官迅速了解案情，並同時預測，人民參
與審判制度之採行，往後對於個人執業律師將有所影響。鄭善印主任則
就鄭庭長的報告提出三大重點，進而得出我國可能走向為類似日本裁
判員制的參審制，最後則探討在參審制下所可能遇到的問題。陳重言
律師亦針對鄭庭長的報告提出對於我國人民參與審判的問題及建言。
　　第二場則是由輔仁大學法學院的張明偉副教授就美國陪審制提出報告，就陪審制
度的緣起至目前美國陪審團制度做出說明，以供作為將來究竟採用陪審制或參審制參
考，與談人中央警察大學林裕順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金孟華助理教授則分
就日本參審制、美國陪審制出發，探討不同制度下落實人民參與審判之情況，而甫從
法官轉任律師的黃俊華律師則從其擔任法官期間參與有關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切入討論。
　　第三場則由長期推動陪審制的鄭文龍律師進行報告，鄭律師就其多年推動陪審制
而前往美國觀摩提出其心得，並提出常為人詬病的於審判中，辯護人需要跟四位檢察
官（即審理的三位法官及蒞庭的檢察官）進行法律攻防，因而認為只有採取陪審制才
是解決之道。與談人則由深具實務經驗的本會常務監事紀亙彥律師、榮昇高院的錢建
榮法官及學術界的銘傳大學法律系樓一琳助理教授分別自實務與學術提出看法，針對
鄭律師認為法官是在幫檢察官一節，錢法官特別提出其擔任桃園地院刑庭法官時，於
審判程序中進行法官訊問時，會特別注意有利被告之點。
　　第四場則是針對法官進用，由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徐偉群副教授提出報告，報告
中從現行考試制度使法官與一般人民生活經驗、社會事實等有所落差，且因為法官的
期別制、工作繁重導致與社會有所脫節，並自關廠工人案、人頭帳戶案及開庭時司法
官對民眾的態度舉例論述，而現今雖有多元進用，但此制度仍無法彌補考試進用之缺

　　西曆�1�8�9�5年�1�0月�2�6日即農曆重陽�9月�9日為國父革命首役廣州起義之日，多年後
，律師前輩先進擷取國父弘揚法治、推行憲政之精神，取每年國曆�9月�9日為律師節。
為慶祝這個屬於每位律師道長的節日，本會於民國（下同）�1�0�5年�8月�2�7日盛大舉辦
�1�0�5年律師節慶祝晚宴，當日多達近�5�0�0位會員及寶眷參加，並頒獎表揚投身律師職涯
�2�0年以上之本會資深道長，大會圓滿成功。而本會為使新進律師能就本會各項社團組
織及提供會員之服務資源有所認識，及提供新進律師意見交流之平台，特於�1�0�5年�9月
�2�5日舉辦新進律師茶會，由資深律師與會進行座談，以期經驗傳承，承先啟後。
　　另為使本會會員均能不斷進修精進，本會亦於每月固定舉辦在職進修講座，於
�1�0�5年�9月�2�4日更敦請國內刑事法學名家林鈺雄教授針對刑法沒收新制相關議題進行講
座，獲得熱烈迴響。而針對近來熱議之司法改革，本會更未置身於外，於�1�0月�1�6日由
本會與桃園市政府、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開南大學法律學系共同舉辦司法革新研
討會，針對人民參與審判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另因應兩岸法律事務交流日益頻繁，
本會兩岸事務委員會特邀請�3�9位大陸各城市及各領域的律師及教師擔任本會大陸顧問
，日後將可提供會員相關大陸法律資訊。而本會會員證刻進行全面換發新證，針對申
請換發新證之已入會會員，本會將採行兩週一次即送請廠商製作之方式，以期加速會
員服務效率。
　　而本會會員除身具專業職能外，於體育競技方面更是『武藝高強』，本會壘球隊
於隊長蔡銘書律師帶領下，於�1�0�5年�8月�1�3日參加由新竹律師公會承辦之「司法盃慢壘
賽」，榮獲冠軍、技驚四座；而本會籃球社於�8月�2�0日由社長林鼎鈞律師帶隊參加全
聯會主辦之「第一屆全國律師盃籃球聯誼賽」則榮獲亞軍；另本會羽球隊則於隊長陳
泓年律師帶領下參加�1�0月�1�5日由全聯會主辦、台北律師公會承辦之「第�6�9屆羽球邀請
賽」，亦榮獲亞軍，上開球隊之優異表現均為本會增添光采，更顯示本會會員允文允
武之一面，期待有興趣之會員亦能踴躍參與本會社團活動，增添生活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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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因此考試進用應有所改革，提出採用全面遴選制或德國的二階段考選制，並且應
該自法學教育開始改革，同時應該有大量法官助理以減輕法官工作之繁重，報告後則
由與談人即本會兩位資深顧問，溫俊富律師、賴彌鼎律師及高等法院黃麟倫書記官長
提出相關建議。
　　本次研討會除了有本會律師、桃園市政府法制局人員及開南大學法律學系、中原
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教授、學生參與外，更有曾參與桃園地院模擬法庭民眾加入，對於
攸關人民如何參與司法審判的議題上有更深入的討論，尤其參與模擬法庭的民眾及市
政府法制局人員更積極發問，顯見司法革新自民眾而起較能呼應人民的期待，期盼我
國司法在此次改革下能竟其功而為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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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成律師）修復式司法簡介（下）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東分會陳采邑執行秘書）

不求認同，但求理解與尊重
　　　從布農族人王光祿狩獵案談起

我國推動狀況

　　國際上推動修復式正義已近�3�0年，英文為�r�e�s�t�o�r�a�t�i�v�e� �j�u�s�t�i�c�e�.� �"�J�u�s�t�i�c�e�"一詞可以翻譯為
正義，亦可翻譯為司法。故由修復式正義的理念發展出來的修復實務工作，運用在刑
事司法的過程中，在我國稱為「修復式司法」，其他領域稱為「修復式正義」或「修
復式輔導」或「修復式教導」。我國法務部自民國�9�7年�5月（�2�0�0�8）開始將推動修復
式司法列為重要政策，建立以人為本的柔性司法體系。於民國�9�8年�7月核定「法務部
推動修復式正義─建構對話機制、修復犯罪傷害計畫」，主要包括：「理念倡導，深
化理論，架構執行之模式試行，融入學校課程」四大面向。我國修復式司法推動的目
的為：「在犯罪發生後，協助當事人療癒創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的關係，如此賦
予了「司法」新意涵，即在尋求真相、尊重、撫慰、負責與復原中實現正義。」。法
務部初期擇定板橋、士林、宜蘭、苗栗、臺中、臺南、高雄及澎湖等八個地方法院檢
察署自�9�9年�9月�1日起辦理試行方案。經過試辦地檢署的追蹤調查發現，被害人多數「
感覺正義得到實現」，多數加害人同意「會全力避免此類案件再次發生」，顯見修復
之功能。民國�1�0�1年�9月�1日起（�2�0�1�2）擴大於全國地檢署全面試辦修復式司法。並在桃
園及彰化少年輔育院試辦少年矯正機關修復式正義課程計畫。推動初期，法務部邀請
香港復合中心來台授課。自民國�1�0�3年起，法務部開始發展修復式司法本土化教材及
本地講師，辦理促進者培訓工作。自�2�0�1�0年試辦至今，在「臺灣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
方案之現況與展望」報告中，歸納本土化的修復式司法有以下特色：� 
　一、在刑事司法程序各階段均可實施� 
　二、以被害人－加害人調解（�V�O�M）為主要模式� 
　三、初期以地檢署為推動核心� 
　四、成效評估著重於案件品質而非數量� 
　五、運用修復促進者與修復陪伴者的實施模式� 
　六、各地檢署採取因地制宜的推動模式

　　目前國內除無被害人之犯罪、兒童受虐案件暫不列入，以及家暴案件應經各縣市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評估加害人，排除權控式及高危險個案外，其餘案件類型
只要雙方當事人同意，即可適用。我國目前修復司法在刑事司法程序各階段均可實施
，轉介可以來自：檢察官、法官、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等，亦可由當事人直
接向各地檢署之司法保護中心申請。各地檢署均有許多成功案例，法務部每年辦理促
進者訓練，各地檢也有定期或不定期辦理促進者不同型式的個案研討、讀書會或督導
活動。
　　除了司法體系，台中市也向教育體系推廣。台中律師公會與台中市教育局合作，
於�1�0�3年派遣�2�9位律師進入�4�1所中小學向教師宣導修復式正義與善意溝通，共有�1�6�2�5
位老師參與。此計畫獲得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中分會、法律扶助基金會台中分會等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有一群人跟我們不一樣……

　　那天，冬陽放肆的午後，台東海端龍泉部落的布農族人王光祿（族語名：�T�a�l�u�m）

在友人陪伴悄悄的來到法扶求助，其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1�2條（

下稱槍砲條例）及野生動物保育法�4�1條（下稱野保法）遭法院判決三年六個月定讞（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3�2�8�0號），這是我第一次看到�T�a�l�u�m，布農族獵人剛毅木訥的

外表下看不出焦急，只見他皺著眉喃喃自語的說「是要打給�9�0多歲母親吃的山肉，沒

有要賣，怎麼會判這麼重……」就像許多原住民族獵人一樣，�T�a�l�u�m不擅於使用國語表

達想法。他是母親膝下僅存的兒子，不煙不酒不檳榔，是部落每年狩獵文化課程的教

師，判刑當時母親已經高齡�9�2歲，是走過日本統治時期的人，比中華民國在台灣還要

資深，卻在中華民國的法律下，把原本幸福的一家人瞬間打入煉獄。�T�a�l�u�m接到台東地

檢署入監執行通知時，剛好是�1�2月最適合打獵的季節，往年這時部落山邊都會傳來聲

聲獵槍聲響，如今卻成了一片死寂，莫名的恐懼在部落蔓延。主流社會及判決理由中

對王光祿的負面評價與批評，除了對原住民族的二次傷害外，也凸顯主流社會對於原

住民狩獵文化的誤解與刻版印象。� � � � 

　　槍砲條例於�7�2年立法後，隨即於�7�8年廢止了狩獵法，同年制定了野保法，讓台灣

進入了禁獵時期，在此之前，甚至可追溯到�1�8�7�0年代，原住民所持有之槍枝很多都是

官方或者民間兵工廠所生產，甚至不乏精銳之步槍（可參照《近代臺灣原住民圖像中

的槍�-�-�-兼論槍枝的傳入、流通與使用》，陳宗仁。臺大歷史學報第�3�6期。�2�0�0�5年�1�2月

）。槍砲條例及野保法立法當時漏未考量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之特殊性，導致原住民族

常因狩獵遭到法院以違反槍砲條例第�8條、第�1�2條及野保法第�4�1條判刑，其後雖有槍

砲條例第�2�0條及野保法第�2�1條之�1將原住民持有自製獵槍及祭儀文化狩獵野生動物予

以除罪化，但主流社會思維下所制定的條文，實無法符合原住民狩獵文化與使用習慣

，例如狩獵前需依主管機關所制定之《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

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申請，程序及資料繁瑣、事先申請也違反了禁忌（狩獵不可預

測性、原住民族上山前不能談論想要的獵物，卻必須在申請書上填寫數量及物種，例

如山羌�1�0隻），而有些物種非原住民族狩獵習慣或祭儀的獵物卻仍可申請並核准，例

如今年�1�0月太魯閣感恩祭穿山甲烏龍事件，種種都可顯示現行制度的荒腔走板，既無

法維繫原住民狩獵文化，亦無法落實野生動物保育之目的。再就狩獵用之獵槍而言，

現行槍砲條例�2�0條規定原住民可自製獵槍，對槍枝規格、穩定度、安全性以及彈藥卻

漏未規範，有族人自製之獵槍甚至連板機護弓都沒有，原住民持有不安全的自製獵槍

而膛炸及走火致死傷情況仍不斷發生，部分自製之獵槍殺傷力不足，無法讓獵物一槍

斃命，延長了獵物的痛苦時間，甚至獵物中槍後逃跑躲藏致死，浪費了獵物也違反了

動物福利，在美國，這樣的狩獵行為是違法的，但在台灣，政府卻放任不管。經筆者

搜尋了司法院網站上�9�3年�1月�1日至�1�0�5年�6月�3�0日間之判決，原住民因狩獵遭到地方

法院判刑的有�3�8�2人，而被判刑的理由主要是因為自行食用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非

野保法�2�1條之�1文化祭儀、自製獵槍或子彈規格不符規定、或使用之槍枝為空氣槍非

自製之獵槍等等，而族群則以布農族人最多（共�1�1�8人），在這些案件裡，山羌出現

的次數（�1�6�7案）和數量（�3�7�0隻）為最多，其次是山羊（�5�5案、�7�6隻），再其次則

是水鹿，也可窺見山羌、山羊、水鹿（下稱草食三獸）於原住民飲食及祭儀文化上的

重要性與特殊性。而像黑熊這類瀕危物種，對原住民而言反而有獵捕上的禁忌，例如

布農族稱黑熊為「�T�u�t�u�m�a�z」，亦即孔武有力的大英雄，將黑熊視為聖物，其並非原住

民狩獵習慣之物種。反之族人慣常食用的草食三獸中，雖被列為保育類野生動物，但

這些物種族群數量在族人眼中卻是豐沛的，山羌及山羊已被國際保育組織�I�U�C�N列為無

危《�L�C》物種，而農業委會第八屆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1�0�1年�5月�2日會議中，也

早已發現水鹿快速繁衍、啃食樹皮，造成大片樹林枯死的事實，但因農委會野生動物

保育諮詢委員會效能不彰，原住民代表僅有一席，原住民族生態智慧遭到現行制度的

漠視與邊緣化，哺乳野生動物保育分類無法切合山林野生動物現況，也因此讓原住民

獵人背負了保育殺手的污名迄今。

　　短短�3�0年刑罰的伺候，讓原住民族幾千年來所孕育出來的狩獵文化與山林生態智

慧遭到摧毀，我想，這將會是台灣這塊土地難以承受的損失吧？

我國修復式司法流程

　　我國法務部自� �2�0�1�0� 年推動試辦起，各地檢署大致採用以下流程：

由於仍在試辦階段，各地檢署程序可能略有差異，以上為台中地檢署流程

（承上期）

程序 說　　　　　明

�1�.受理申請

�2�.開案評估

�3�.選定支持者

�4�.會前準備

�5�.修復會議

�6�.資源轉介

�7�.追蹤結案

第三單位轉介或任一方向地檢署司法保護中心提出申請。

促進者評估當事人之修復意願後，決定是否開案。

促進者視情況，協助當事人選定�1�-�2位支持者。

若會議過程中發現有運用其他資源之需要，則進一步轉介其他單位。

追蹤雙方狀況，以及協議是否確實執行，並予結案。

由修復促進者個別對雙方說明修復式司法之精神，程序，並協助其準
備會議，次數依個別需要而定。

進行一至兩次修復會議，讓雙方直接對話溝通，除事實以外，促進者
會引導雙方表達感受、需要，相互同理。若能達成共識，則直接進入
協議程序。

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

修復式司法流程

2008.5
修復式司法

理念倡導

深化理論架構

執行之模式試行

融入學校課程

了解案情
評估修復意願 回歸一般

司法程序

修復會議

執行

轉介

追蹤結果

達成協議

否

是 需要資源

否

是

選定雙方
支持者

會前面談

單位經費支持。從活動後回收的問卷統計，近九成老師是贊成本課程繼續推廣到全部
中小學。老師更期待能學習應用修復式正義在不同的法律議題上。因而公會再接再勵
，專案撥款進行編撰修復式正義的校園法治教材計畫。之後兩年，每年修復式正義與
善意溝通法治教育擴增至�8�0餘所中小學，累計至到�1�0�5年已辦理�2�0�0多所學校，超過
�4�0�0�0位老師參加。南投律師公會也於�1�0�5年開始與南投縣政府教育處合作辦理。同時
為能在學校實際操作，�1�0�4年台中市教育局與台中地檢署及台中律師公會，共同推動
試辦「校園修復式正義調處計畫」，�2�4名律師將與�2�4名訓輔人員一起受訓，以團隊的
方式在�4所國中及�4所國小試行修復式調處，共同處理校園霸淩案件。�1�0�5年再擴大訓
練名額，共辦理兩梯次，每梯兩天之實務訓練（含一日實例角色演練），共有來自各
校之�7�0餘名教師（多數為生輔組長）完訓。這些訓練過的教師除了平時可在校園運用
所學修復式教導處理校園內衝突，並可與律師促進者合作處理較嚴重之衝突案例。
結語

　　我們中文字「正義」這個字還蠻有意思的，「正」這個字就是由「一」與「止」
兩個字組合起來的，說文解字�:「正，从止，一以止」。「義」是「理」也，「道」也。
若沒有修復合一，社會因為小衝突而法律攻防得四分五裂，何來「止於一」？所謂「
正義」就不復存了。法務部於民國�9�9年培訓第一批國內「修復式司法」的促進者，個
人有幸參與其中，有機會在個案中學習。難能可貴的是，這樣的因緣得以結識一群志
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學習，一起成長，是意想不到的收穫。由於較早投入，我僥倖於
�1�0�3年獲法務部頒「修復式司法有功人員」，對個人既是肯定，更是鞭策我繼續前進
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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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庭法官／林蕙芳）

國民裁判員選任程序之探討（上）

　　自司法院積極推動人民參與審判模擬法庭活動以來，各場次研討會中經常為評論
員提及應予檢討、改進之事項，首推審、檢、辯三方於「國民裁判員�1個別詢問程序中
之提問內容良莠�2」。以司法院「人民參與審判網站」上所列各該人民參與審判制度草
案�3內容觀之，對選任程序均僅有類似「候選國民裁判員接受法官及檢察官、辯護人詢
問」之抽象規範，然審、檢、辯三方在詢問程序之角色分配為何？詢問程序所欲達成
之目標為何？詢問程序所應包括之問題為何？如何架構問題模式以有效達成詢問目的
？類此關乎抽象規範如何於實際運作上具體落實之細節，實仍有待借鏡採行人民參與
審判制度之他國實務經驗。蒙桃園律師公會之邀，筆者不揣簡陋，僅以個人於美國舊
金山地方法院刑事庭見聞之經驗及所接觸之該國相關論述，就桃園地院�1�0�5年�8月間首
場模擬法庭之參審員選任詢問程序提出討論意見，俾供我國日後採取人民參與審判制
度之際運作國民裁判員選任過程詢問程序�4之參考。
壹、美國陪審員選任程序之探討
　　陪審員選任詢問（�J�u�r�y� �V�o�i�r� �D�i�r�e）之目的，係在個案中選出公正無偏�5（�f�a�i�r� �a�n�d� 
�i�m�p�a�r�t�i�a�l� �j�u�r�y）之陪審員參與審判。易言之，法官、檢察官、辯護人透過陪審員選任詢
問所欲達成之目標，係在判斷各該候選陪審員是否能「毫無偏見的評價證據」（
�u�n�d�e�r�t�a�k�i�n�g� �a�n� �i�m�p�a�r�t�i�a�l� �e�v�a�l�u�a�t�i�o�n� �o�f� �t�h�e� �e�v�i�d�e�n�c�e�s）及「適用相關法律規定」（�a�p�p�l�i�c�a�t�i�o�n� �o�f� 
�t�h�e� �r�e�l�e�v�a�n�t� �l�e�g�a�l� �r�u�l�e�s）。在選任程序裡，法官與檢、辯雙方分別扮演不同角色�6。法官
的角色在於闡述相關的法律基本原則，並且「避免檢辯雙方發生反覆的、無關的及不
適當的詢問」，在選任程序中，法官向候選陪審員介紹檢辯雙方並簡述案件性質後，
應針對候選陪審員詢問影響其在本案擔任陪審員資格之共通性問題，並在檢辯雙方有
反覆性或無關聯性問題時予以制止，當檢辯雙方詢問結束後，法官亦可再就候選陪審
員之資格問題提出進一步詢問；而檢察官及辯護人的角色，在於進一步開展、詢問「
任何未被發覺而可能影響候選陪審員資格的事項」，亦即透過詢問程序瞭解候選陪審
員之態度、信念和個人經驗（�A�t�t�i�t�u�d�e�s�,� �B�e�l�i�e�f�s�,� �a�n�d� �L�i�f�e� �E�x�p�e�r�i�e�n�c�e�s），以作為判斷陪審員
是否能「公正無偏」執行職務的基礎，而並非利用此程序作為一個說服陪審員傾向於
己方觀點之工具。以下即分就法官及檢、辯雙方之問題內容及提問模式予以簡要介紹。
一、法官詢問程序
　　選任程序中，法官首就全數候選陪審員提出共通性問題�7，嗣檢察官、辯護人再就
個別候選陪審員之回答為進一步深究。個別法官所提共通性問題內容雖互有出入，惟
基本上範圍、類型均大同小異。以下僅簡介法官詢問之程序及共通性問題內容供參�8。
（一）陪審員法定資格問題
　　此係詢問候選陪審員有否法定不應擔任陪審員之情形，例如年齡、公民身分、設
籍情形、犯罪紀錄等消極資格，其資格條件依各該案件管轄法院之法律定之�9。
（二）一般性問題
　　一般性問題，通常包括候選陪審員對系爭案件事實及案發現場之熟悉度、對本案
相關人士之熟悉度、對刑事司法系統之態度、與執法機關之關係及其印象、語言能力
良莠、是否能全程參與審理程序等，茲分述如下：
１、對案件之認識（�C�a�s�e� �F�a�m�i�l�i�a�r�i�t�y）：本案檢察官起訴的事實認為被告某甲（陳述其
　　姓名），在某時間、某地點實行某個犯罪行為。請問你是否知悉任何關於本案的
　　事項，或者是否曾經自任何人或任何包括網路或新聞媒體在內之資訊來源，目睹
　　或聽聞任何關於本案之事項？
２、對犯罪現場的認識（�S�c�e�n�e� �F�a�m�i�l�i�a�r�i�t�y）：你是否在本案起訴事實發生地附近居住或
　　工作，或是否基於任何理由而對該地點有所熟悉？
３、對檢察官（�S�t�a�t�e　�s� �A�t�t�o�r�n�e�y）、律師（�D�e�f�e�n�s�e� �A�t�t�o�r�n�e�y）、被告（�D�e�f�e�n�d�a�n�t）、被
　　害人（�V�i�c�t�i�m）之認識�1�0：你，或你親近的朋友或親屬，是否經由任何家庭、社交
　　、商業活動或其他管道，而對本案檢察官某�A（陳述其姓名）、本轄區檢察長或
　　本轄區檢察署的雇員；本案辯護人某�B（陳述其姓名及事務所名稱）；本案被告
　　某甲（陳述其姓名）；本案被害人某乙（陳述其姓名）及上開人等之家人、子女
　　、長輩有所熟悉？
４、對證人之認識（�W�i�t�n�e�s�s� �a�n�d� �O�t�h�e�r�s）：【在進行此部分詢問前，法官應將檢、辯雙
　　方所提出之證人列出清單，並且需將其他在審判中可能被提到之人名列入考慮，
　　例如調查員或其他在本案審判之前對於本案之建構（�d�e�v�e�l�o�p�m�e�n�t）有所熟悉的人。
　　如果證人有「菜市場名」，法院可以要求律師將證人帶至法庭，與候選陪審員面
　　對面，以便於這位證人的姓名被唸到時，供候選陪審員辨識人別。】你，或你親
　　近的朋友或親屬，是否經由任何家庭、社交、商業活動或其他管道，對於下列之
　　人有有所熟悉？以下的每一個人將來都有可能作為證人被傳喚到庭作證，或在審
　　理過程中可能被提到：（�1）依序宣讀證人姓名；（�2）依序宣讀員警、公部門證
　　人（�g�o�v�e�r�n�m�e�n�t�a�l� �w�i�t�n�e�s�s）之全名、職稱（�r�a�n�k）、部門；（�3）依序宣讀專家證人
　　之姓名，並說明其公司地址及專門領域；（�4）宣讀將來雖然不會到庭作證，但
　　在審理中將會被提及之人之姓名，包括已故之人。
５、對其他陪審員之認識（�O�t�h�e�r� �P�r�o�s�p�e�c�t�i�v�e� �J�u�r�o�r�s）：你是否知道或認識任何其他候選
　　陪審員的成員？
６、法律知識（�L�e�g�a�l� �K�n�o�w�l�e�d�g�e）：你，或你親近的朋友或親屬，是否曾經受訓
　　或受僱於法律、執法機關或法律相關領域�1�1？� 
７、法庭經驗（�C�o�u�r�t� �E�x�p�e�r�i�e�n�c�e）：�a、你，或你親近的朋友或親屬，現在是否為可� � 
　　能會在本院接受審理之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的原告或被告？�b、你是否曾經在涉
　　及本案相關爭點之民事案件中擔任原告、被告或證人？�c、你是否曾經在本院或其
　　他法院，擔任陪審員或大陪審團的陪審員？� 
８、犯罪經驗（�C�r�i�m�e� �E�x�p�e�r�i�e�n�c�e）：你，或你親近的朋友或親屬是否曾經為�a、某犯罪
　　（陳明某與本案罪質相類似之罪）的被害人；�b、某個犯罪的證人；�c、因為輕微
　　交通事故以外的犯罪被逮捕、起訴或判決？
９、語言能力（�L�a�n�g�u�a�g�e� �P�r�o�f�i�c�i�e�n�c�y）：你是否能夠聽、讀英文？
�1�0、審理期間（�T�r�i�a�l� �D�u�r�a�t�i�o�n）：本次審理期間預計○日，每日上午○時至下午○時，
　　每天必須在上午幾點到下午幾點，法律規定陪審員需全程參與程序，是否有任何
　　無法全程參與之理由？
（三）證人憑信性認知問題
１、執法官員（�L�a�w� �E�n�f�o�r�c�e�m�e�n�t� �O�f�f�i�c�e�r）證詞：相較於其他證人，你對於執法官員所為
　　之證述，是否傾向於較為相信或較不相信？
２、檢方證人（�P�r�o�s�e�c�u�t�i�o�n� �W�i�t�n�e�s�s）：相較於辯方聲請傳喚之證人，你對於檢察官
　　聲請傳喚之證人所為之證述，是否傾向於較為相信或較不相信？

３、辯方證人（�D�e�f�e�n�s�e� �W�i�t�n�e�s�s）：在刑事案件中，檢、辯雙方均可就證據表示爭執，
　　但只有檢察官負有舉證責任。被告並不需要作證或提出任何證據。是以，請問你
　　：�a、相較於檢方聲請傳喚之證人，你對於辯方聲請傳喚之證人所為之證述，是
　　否傾向於較為相信或較不相信？�b、你是否會因為辯方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而對
　　被告有不利的認定？
４、專家證人（�E�x�p�e�r�t� �W�i�t�n�e�s�s）：本案中會有專家提出某領域之專業意見。你會因為
　　這個證人的專業領域而傾向接受或排除任何一部份的證詞嗎？
（四）特殊偏見立場
１、被告表示他是某種族、宗教、性傾向、國籍之人，這些因素是否會導致你對被告
　　有所偏見？
２、被告的個人外在、特定人格特質（請候選陪審員目視被告），這些因素是否會導
　　致你對被告有所偏見？
３、個人信念（�p�e�r�s�o�n�a�l� �B�e�l�i�e�f�s）：你是否有任何足以妨害你權衡證據並達成公正無偏
　　之判決的道德、宗教或倫理上信念？
（五）重要法律原則適用問題
１、無罪推定�/超越合理懷疑之遵守：
　　我現在要向你們解釋「無罪推定」及檢察官的舉證責任。「被告被提出一個刑事
　　指控」這件事，不是這項指控為真的證據，你不能僅因被告被逮捕、被提出一個
　　犯罪指控或進入刑事審判，而對被告有偏見。刑事案件的被告被推定為無辜的，
　　你從現在乃至整個程序中，都必須假設被告某甲對於他現在被起訴的案件是清白
　　的，直到你看見、聽聞並公平的比較、考慮所有經由審理程序中呈現之證據後，
　　檢察官說服你被告有罪的心證已經到達「超越合理懷疑」的程度為止。「超越合
　　理懷疑」的證明，是使你對於指控屬實有不變的確信的證明，但這些證據不需要
　　消除「所有」可能的懷疑，因為生活裡的每一件事都存有一些可能或想像上的懷
　　疑。除非檢察官提出的證據證明被告的犯罪「超越合理懷疑」，否則被告有權獲
　　得一個無罪宣告，而且你必須裁決他無罪。如果你現在便不認為被告是無辜的，
　　或你不確定你認為檢察官需要證明被告有罪到達「無合理懷疑」的程度，請表示。
２、遵守法官指示之意願及能力
　　在所有的證據調查完畢之後，我會給予你關於本案所適用的法律的指示。你必須遵
　　守我向你指示法律解釋，不能依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釋法律。如果你認為自己無法
　　做到，請表示。
（六）候選陪審員陳報個人資料
　　在加州舊金山地方法院刑事庭，法官詢畢上開問題後，在進入檢察官、辯護人提
問程序前，會令在場候選陪審員依事先放置於座位上之「個人資訊表」所載事項，逐
一朗讀其姓名、地址、居住期間、職業（若現為無業，則說明前一份工作之內容）、
同住之人（若有，需說明其關係）、學歷等事項� 。（未完待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由於我國未來可能採行之人民參與審判模式為何，目前尚無定論，惟無論陪審制、參審制甚或觀
審制，參與審判之素人均可稱之為「國民裁判員」，是本文於概稱各制度之素人裁判員時，均以
「國民裁判員」稱之，合先敘明。
以桃院本次模擬法庭為例，評論員中原大學徐偉群教授即曾指出：「應該避免讓任何一方在挑選
參審員、陪審員時就在暗示本案事實或測試他們對於本案事實的推論方向。」類此評論於我國各
法院舉辦之模擬法庭活動中均屬常見，實乃反應出我國對於國民裁判員選任詢問之陌生。另就國
民裁判員接受個別詢問時，應避免詢及事涉案件核心之事項，尤應避免對於本案事實認定或證據
評價具誘導性之問題，以避免觀審員因提問之內容而產生預斷，而對被告本人或案情有先入為主
之偏見之討論，另請參見拙著，「�1�0�4年度臺中地方法院模擬法庭觀察活動研究成果報告書」，
�1�0�5年�1月�1�5日，頁�8。
�h�t�t�p�:�/�/�w�w�w�.�j�u�d�i�c�i�a�l�.�g�o�v�.�t�w�/�L�a�y�P�a�r�t�i�c�i�p�a�t�i�o�n�/�p�r�o�p�o�s�a�l�.�a�s�p� ，最後訪問日：�1�0�5年�1�0月�2�8日。
在我國推動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之過程中，最令審、檢、辯三方感覺陌生，然對能否獲致正確判決
結果至關重要之議題有二，其一為「陪審團指示」、其二為本文所欲探討之「選任程序」。在「
陪審團指示」部分，無論將來採行何種形式之人民參與審判制度，法官對國民裁判員所為法律上
解釋、指示，均影響判決結果至鉅。在參審制、觀審制下，國民裁判員對法律認知有所偏失時，
法官或尚可透過評議過程中之說明、討論，強化國民裁判員對法律要件之認識及瞭解；在陪審制
下，法官並未參與陪審員之評議，是評議前正確之陪審團指示即更形重要。法官對證據評價規則
及法律規範定義倘有解釋、指示錯誤，即恐使國民裁判員依此錯誤指示所達成之判決結果有重大
違誤之情。在美國，各州均有自訂之「陪審團指示」，法官指示錯誤者甚可作為上訴理由，而我
國推動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多年，就是否建立統一「法官指示手冊」一節，迄今仍未見明朗。然而
，將案件方向及判決結果繫諸於每一位法官對於法條解釋方式之異同、說明程度之深淺，是否妥
適，實不無討論空間。另筆者曾摘譯「加州刑事陪審團指示」（�C�A�L�C�R�I�M），或可供我國日後發
展「法官指示手冊」之參考，此部分請參見拙著，「陪審實務運作實況」，�1�0�2年�1�1月�1�4日，頁
�7�5以下，文章網址：
�h�t�t�p�:�/�/�j�i�r�s�.�j�u�d�i�c�i�a�l�.�g�o�v�.�t�w�/�j�u�d�l�i�b�/�E�B�o�o�k�Q�R�Y�0�3�.�a�s�p�?�S�=�S�&�S�=�U�&�Y�1�=�&�M�1�=�&�D�1�=�&�Y�2�=�&�M�2�=�&�D�2�=�&�s�n�=�%�B�3�%
�A�D�%�B�C�f�%�B�9�%�E�A�%�B�0�%�C�8�%�B�9�B�%�A�7�%�4�0�%�B�9�%�E�A�%�A�A�p�&�s�a�=�&�s�r�c�=�&�k�w�=�&�s�d�a�t�e�=�&�e�d�a�t�e�=�&�s�n�a�m�e�=�%�B�3
�%�A�D�%�B�C�f�%�B�9�%�E�A�%�B�0�%�C�8�%�B�9�B�%�A�7�%�4�0�%�B�9�%�E�A�%�A�A�p�&�s�a�u�t�h�o�r�=�&�s�s�o�u�r�c�e�=�&�k�e�y�w�o�r�d�=�&�E�X�E�C�=�%�A�C�d
�+�+�%�B�8�%�D�F�&�s�c�o�d�e�=�U� ，最後訪問日：�1�0�5年�1�0月�2�8日。
然而，實際運作過程中經常演變為檢、辯雙方試圖挑選出最有利於己方之陪審員，故在美國文獻
中，有諸多關於律師如何有效行使陪審員選任，甚或於陪審員選任程序中如何建立對於陪審員之
「潛在性說服」的相關論述，惟本文著眼於陪審員選任程序之一般原則性討論，故此部分爰不予
贅敘，留待日後若有機會另為文說明。
法官與檢、辯雙方角色異同之說明，請參見�J�u�r�y� �V�o�i�r� �D�i�r�e� �i�n� �C�r�i�m�i�n�a�l� �C�a�s�e�s，�P�h�y�l�i�s� �S�k�l�o�o�t� �B�a�m�b�e�r�g�e�r�,� 
�N�Y�S�B�A� �J�o�u�r�n�a�l�,� �O�c�t�o�b�e�r� �2�0�0�6�,� �V�o�l�.� �7�8�,� �N�o�.� �9�,� 頁�1、�2。文章網址：　　　　　　　　　　　　　　　　
�h�t�t�p�s�:�/�/�w�w�w�.�n�y�c�o�u�r�t�s�.�g�o�v�/�p�u�b�l�i�c�a�t�i�o�n�s�/�j�u�r�y�-�m�a�t�e�r�i�a�l�s�/�B�a�m�b�e�r�g�e�r�_�J�u�r�y�V�o�i�r�D�i�r�e�_�C�r�i�m�i�n�a�l�C�a�s�e�.�p�d�f，最後訪問日
：�1�0�5年�1�0月�2�7日。
在正式進入選任詢問程序前，法官應就陪審任務之重要性、選任之目的、選任程序中應遵守之規
範為初步的說明，其中最重要之事項，包括選任過程中禁止以任何通訊工具與他人聯繫，並不可
以任何方式揭露、討論、調查與本案有關事項。另並主持候選陪審員之宣誓程序，令候選陪審員
宣誓其等於選任程序中將據實回答所有提問。
下述共通性問題，主要綜合筆者前往加州舊金山地方法院刑事庭實際觀摩經驗，暨馬里蘭州「刑
事審判陪審員選任模範問題」（�M�O�D�E�L� �J�U�R�Y� �S�E�L�E�C�T�I�O�N� �Q�U�E�S�T�I�O�N�S� �F�O�R� �C�R�I�M�I�N�A�L� �T�R�I�A�L�S）及紐約
州陪審員選任問題整合之。「�M�O�D�E�L� �J�U�R�Y� �S�E�L�E�C�T�I�O�N� �Q�U�E�S�T�I�O�N�S� �F�O�R� �C�R�I�M�I�N�A�L� �T�R�I�A�L�S」，網址：
�h�t�t�p�:�/�/�w�w�w�.�m�s�b�a�.�o�r�g�/�u�p�l�o�a�d�e�d�F�i�l�e�s�/�M�S�B�A�/�M�e�m�b�e�r�_�G�r�o�u�p�s�/�C�o�m�m�i�t�t�e�e�s�/�V�o�i�r�_�D�i�r�e�/�C�r�i�m�i�n�a�l�%�2�0�V�o�i�r�%�2�0�D�i�r�e
�%�2�0�M�o�d�e�l�%�2�0�Q�u�e�s�t�i�o�n�s�%�2�0�(�2�)�.�p�d�f，� 最後訪問日：�1�0�5年�1�0月�1�8日。
以馬里蘭州「刑事審判陪審員選任模範問題」為例，此部分應詢問候選陪審員是否有以下任何一
項情況：（�1）尚未年滿�1�8歲；（�2）現在並非本轄區之居民；（�3）並非美國公民；（�4）曾經因
為任何犯罪被處�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即使全部或一部暫緩執行）；（�5）正因為一個有期徒刑�6
個月以上的犯罪被起訴；（�6）有任何妨礙你擔任陪審員的身心障礙，有醫療機構提出的書面文書
為憑。
囿於篇幅之故，本文就此部分「對各該身分之人是否熟悉」之問題合併記載，惟實際運作時仍應
依各身分別個別提問。
換句話說，你，或你親近的朋友或親屬，是否曾經：�a、受訓或受僱擔任書記官（�l�a�w� �c�l�e�r�k）、律
師助理（�p�a�r�a�l�e�g�a�l）、法官、法律秘書（�l�e�g�a�l� �s�e�c�r�e�t�a�r�y）、律師或法院職員？�b、是否受訓或受僱擔
任執法機關、矯正機構、安全（�s�e�c�u�r�i�t�y）、假釋或緩刑官員或調查員？�c、學習法律、犯罪學、法
醫科學或其他類似的學門，或在類似的職業工作？
拙著，「陪審實務運作實況」，�1�0�2年�1�1月�1�4日，頁�1�9。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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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門�6秒；�F�/�1�1；�3�2�m�m；�I�S�O�1�0�0
　　這張照片是�2�0�1�5年與桃律攝影社的攝友們在彰濱工業區玻璃廟前拍攝。外拍風
景攝影最怕的就是下雨，但拍攝當天正因下雨恰恰將彰濱工業區中的玻璃媽祖廟水
中倒影一併拍攝進來，讓這建築物虛實相稱，別有一番趣味。在天剛剛黑時，玻璃
廟燈光映襯著天空的藍調，更可見出建築的通透。拍攝日當天我跟攝友們撐傘蹲在
雨中等著天黑，為了拍這張照片而讓自己狼狽不已，十分值得。

　　桃園律師公會自民國�6�2年設立，一直到�1�0�4年底，成立有「慢速壘球社」、「高
爾夫球社」、「登山社」、「羽毛球社」、以及「悅樂社」、「品酒社」、「攝影社
」、「鐘錶社」、「電影社」等各種社團，美中不足的是缺少更柔性而且以女性律師
為主的社團，所以在陳韻如律師�1�0�4年�1�2月間開始籌備成立舞蹈社時，立刻自願連署
並參加舞蹈社。只是對於沒有任何舞蹈基礎的自己，實在沒有甚麼信心，尤其舞蹈社
以國際標準舞為主要練習項目，而對於國際標準舞的印象，就是在電視上看到，穿著
緊身華服，跳著誇張艱難舞步，動輒劈腿、前後空翻的舞蹈，感覺實在有超高難度，
所以心中難免忐忑不安。直到參加舞蹈社以後，才發現「舞蹈」不只是身體姿態的展
現，更是一種透過排列、接續的肢體動作而達到調整體態、抒解身心的方法。
　　今年�3月�5日第一次課程練習開始，專業認真的永華老師，在教授基本舞步之前，
先介紹了國際標準舞形成的歷史背景與發展軌跡，以及從舞蹈中看出民族的差異及特
性等，例如「華爾滋」是標準舞中歷史最悠久的舞蹈形式，起源於波西米亞地方，因
居於山區空間有限，動作以拍擊腿部或鞋子等豐富的手部為主，加上一些旋轉的動作
，後因手部拍擊等動作過於複雜，只有最終輕快旋轉的華爾滋舞步被留下來；拉丁舞
中「倫巴」起源背景是原本天性善良樂觀的黑奴，在感受自身悲慘的命運，藉歌舞以
沖淡現實的苦悶所逐漸發展而成，當時被送到古巴的非洲的黑人奴隸，在工作時自然
地配合著歌唱，因舞蹈動作受到腳鐐限制，除了身體扭動之外，只能向右三步，向左
三步，這就是現在倫巴的基本舞型。而舞蹈社課程練習從「拉丁舞」開始，對於執業
律師因撰寫書狀長期坐著使用電腦、提負公事包等工作需要所造成駝背、斜肩、肩頸
僵硬等職業傷害，身為律師眷屬的永華老師都瞭若指掌，所以永華老師詳細解說基礎
舞步與人體骨骼、肌肉間的關係，又透過訓練社員們基本的站立、走路姿勢，再延伸
到各項舞蹈動作，以骨骼正確的位置加
上肌肉的伸展，矯正不良的姿勢，也就
是經由正確的站姿、走路方式改善，並
結合舞蹈動作，以曼妙舞姿的呈現，同
時調整了體態，改善駝背和肩頸僵硬等
情形。
　　現在每次課程開始，永華老師都先
帶領大家做伸展及肌耐力訓練，然後練
習拉丁舞的基本舞步，再將舞步配合輕
快的音樂節拍編排成一完整的舞蹈。在
短短的�6�0分鐘練習課程中，大家雖然都
是汗水淋漓，卻沒有疲憊或任何壓力，只感受到因為專注而放鬆的愉快身心。或許正
是因為舞蹈社課程練習內容精采豐富，目前社員已經增加到�2�5人，其中不乏男性律師
及律師眷屬。所以有參加舞蹈社的社員們應該和我的感覺一樣，參加桃律舞蹈社，真
好！

（孔菊念律師）參加桃律舞蹈社，真好！

　　大學時期，看過李安導演的一部電影─推手。故事敘述
郎雄主演的太極拳高手老朱移居美國後生活的種種。觀看電
影過程中，對於老朱在片中演練太極拳時，周身散發出來的
靜謐，及其莫測高深的推手功夫令我印象極為深刻。然而當
時根本沒有想到自己會與太極拳結緣。
　　大學畢業後，�8�2年進入文化法研所就讀。因身體的微恙
，在校醫的建議下，想找個運動練練身體，適巧國術社太極
拳組招生，又因著推手電影的印象，我就這麼踏入太極旅程
，練起了太極拳。
　　我學拳的過程分成兩段。第一段起自�8�2年到�8�7年，因上

課、工作關係，所以換過幾個教練場，加上年輕，練拳也就斷斷續續的，甚至在�8�7年
時，因結婚、創業而中斷了太極拳的學習。第二段則在孩子漸長後，從�9�7年�5月起至
今，我到住家附近的龍潭國小教練場從新生班練起。教練場的總教練剛好是我國中時
期的英文老師─徐寧莉老師。徐老師在我國中時就是一位名師，也是一位嚴師。她常
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名聲一時的，財富別人的，健康自己的」，念茲在茲的就是督
促我們投資自己的健康。在徐老師的帶領下，我漸漸醉心於習練太極拳，幾年下來，
我陸續取得太極拳總會認證的�A級（國家級）教練證及�B級（省市級）裁判證。剛好會
裡要我談談我幾年下來的心得，就藉此機會與大家分享。
一、太極拳是一門要悟的武學
　　太極拳概可分為陳、楊、吳、武、孫五大派，派下又有分支，可說是五花八門，
流派甚多。如果你到三民網路書局輸入太極拳三字查找書籍，也可以看到著述甚多，
恐怕不輸給法學的著作。當你有心再加瞭解而去閱覽群書時，你會發現著者各有各的
見地。例如：起勢時要求兩腳要與肩同寬，究竟是指腳的內緣或外緣與肩同寬，及為
何要與肩同寬這樣的細節，都有人著述討論，太極拳界前輩追求武學真善美的心境，
只怕不下我們法律人在法律上的諸說併陳，而要找到最妥適結論的研究精神。
　　習練太極拳者，對於俗傳王宗岳的太極拳論及張三丰的太極拳經必然不陌生。著
述中有很大的部分是在針對拳經、拳論發表著者的心得。在我的認知中，太極拳就像
瞎子摸象一般，摸著象鼻子的人，說它是一條管子；摸著耳朵的人，說它是一把扇子
；摸著象尾巴的人，說它是一條繩子。摸的人感受不同，而各有各的認知。太極拳就
是這樣一門武學，讓我瞭解得越多，困惑越多。基於追根究底的心態，我蒐集各種資
料，進一步去分析、思考，去悟太極拳究竟是什麼，而這樣的過程，讓我深深著迷其
中。
二、跟著好老師的身影默識揣摩，練習中不要怕吃虧
　　太極拳論記載：「由著熟而漸悟懂勁，由懂勁而階及神明，然非用力之久，不能

（黃秋田律師）我的太極拳旅程

（袁曉君律師）攝影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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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豁然貫通焉。」、「懂勁後愈練愈精，默識揣摩，漸至從心所欲。」我們學一個動作
，都是起自於模仿，幾經練習後，才會有自己的心得。太極拳也不例外。習練之始，
要跟著老師的身影，依樣畫葫蘆。老師一招攬雀尾，你也一招攬雀尾；老師一招單鞭
，你也一招單鞭。將老師的身影烙印在自己腦海中，去悟其中的道理。
　　漸漸的，隨著招式的熟悉，會從手忙腳亂，到手腳協調，再到手隨身轉。然後才
能去印證十三勢說略記載：「其根在腳，發於腿，主宰於腰，形於手指。由腳而腿而
腰，總須完整一氣。」的完整一氣，體驗到中國人說的氣感。
　　太極拳的老師跟法學老師一樣，有的老師很會教，功夫卻不夠精深；有的老師很
有功夫，卻不太會教。而真正會教又有功夫的老師，需要細細打聽。因此在學習太極
拳過程中，找一位好老師很重要，而且太極拳有功架、器械、推手，因此要找一位體
用皆全的好老師，必然可以少在太極路上繞一些圈子。
　　練太極拳的過程中，很辛苦，經常性要以實腳支撐全身的重量。而很多人卻因怕
吃苦，而中斷練習。再者，練太極拳過程中，老師經常會要求鬆，學者看到老師的鬆
、架子低，就以曲膝，甚至跪膝的方式來練習。殊不知，練拳時要求鬆腰落胯，膝蓋
是自然地放鬆，並非刻意彎曲，二者不可不辨。否則久而久之，傷了膝蓋，而對太極
拳有所誤會就不好了。
　　在推手習練過程中，更要拋開好勝之心，做到沾黏連隨不丟頂的要求。好好的把
心靜下來，聽對方來勁的方向及大小，惟有知己知彼後，才能引進落空，四兩撥千斤。
三、十字真訣
　　太極拳界流傳有十字真訣，就是敬、靜、定、鬆、柔、圓、慢、勻、整、恆。
　　敬，指的是尊敬老師，尊敬同門，尊重這門武學。這和我們法律界有異曲同工之
妙。雖然我們可以在學問和問題見解上有所不同，但應該要尊敬同道對法學的鑽研精
神，對當事人權益及司法正義追求的那顆認真的心。
　　靜，指的是心靜、神靜。太極拳習練者，常說心靜而後氣沉，氣沉而後體鬆。做
什麼事，先讓心靜下來。就像我們接案一樣，當事人急急忙忙的來尋求我們法律專業
的協助。有時問題往往極為複雜，然而越是複雜的問題，我們越要平心靜氣理出頭緒
為適切法學上之主張。
　　定，太極拳學講究中定，惟有定才能穩，才能繼而在穩定的基礎上變化。法律訴
訟不也是要先定下訴訟主軸，再運用法律上的知識建構我們的主張或理由嗎？
　　鬆、柔，太極拳要求心鬆、體鬆，然後才能以柔克剛。我們在訴訟上靠的是依法
說理，才能說服審檢，取得勝訴判決。如果自己能架構出有利於己方的事實，及堅強
的法律論述，心境自然輕鬆以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圓，太極動作處處走圓，因為在物理學上，圓有向心力、離心力，太極就是借著
向心力、離心力來達到武術上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我將他引伸為我們在律師執業的生
涯中，要處處圓融，對事不對人，執業生涯能順遂。
　　慢、勻，習練太極拳者在平常練習時動作是緩慢、均勻的，不會忽快忽慢。然而
真正在運用時，卻可急如奔雷。所以太極拳論記載：「動急則急應，動緩則緩隨。」
才可以英雄所向無敵。我們在辦案時，在一些事實未明、法律基礎難以抉擇時，要慢
工出細活，詳加研究、確認，再提出我們的主張。然而在假處分、假扣押、上訴、抗
告等具時效性案件時，則是當快則快。
　　整，太極拳講的整，究竟為何意，尚無體悟，就先不說。至於恆，要想求得太極
功夫的人是一定要的。每天練拳，就能聚沙成塔，慢慢身上就會有氣感。如同我們執
業過程中，碰到法律疑難問題時，就要有恆心的去閱讀各種相關文獻，整理歸納法律
實務見解，提出我們自己的看法，這些無恆不可啊！
　　綜上而論，太極拳學實際上與人生哲學確有相通之處。
四、歡迎加入太極的行列
　　自己的健康要自己有恆的儲蓄、投資。在還沒窺太極門道前，我很容易感冒，每
年特定的時間，也很容易過敏而蕁麻疹，然而這些都在我堅持每天早起習練後改變。
撰寫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把我自己的經驗跟大家分享，請各位同道一定要找
一項適合自己，自己也喜愛的運動，不論是跑步、游泳、騎腳踏車…等都好。當然，
如果你願意，歡迎加入太極之路，讓我們共同認識這中國傳統的以柔克剛武學，也讓
自己每天都是健康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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