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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在台南市政府法律服務 

是 否 存 續 有 待 全 盤 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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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南市政府聯合服務中心將法律服務時間，自晚上 6時至 8時調整為下

午 4時至 6時，並未事先徵詢本會參與服務會員之意見，造成衝庭之困擾。經本

會二月份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交由秘書處製作問卷調查，再向台南市政府反應。

經調查結果，共有 31 位律師回復，其意見彙整如下：(一)認為應恢復為下午 6

時至 8時而由市府志工在場協助者：12 人(二)認為本會會員應退出台南市政府之

法律服務者：8人(三)認為下午 4時至 6時可接受者：5人(四)認為取消下午之法

律服務，只維持上午之法律服務者：3人(五)認為應改為下午 6時至 7時者：1

人(六)無意見或認為由參與之律師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者：2人。經本會林理事長

向台南市政府反應，台南市政府民政局蔡局長寬裕於本會 3月份理監事聯席會議

列席說明市府之立場，希望本會諒解與支持。 

本會理監事於會中紛紛對此表示意見，認為聯合服務中心以前對本會服務律

師座位之安排有欠妥當，經會員反應後，固有改善。但此次片面宣布變動時間，並

未事先照會本會或徵詢會員之意見，有欠尊重。另有理事表示法律服務過於浮濫，

應予全盤檢討。尤其台南市政府與台南地方法院相距不遠，似無必要在台南市政府

重複設點服務。本會為檢討法律服務設置之地點、服務之時間與服務之規範，擬由

平民法律服務中心召集參與法律服務之會員開會研討，凝聚共識，俾本會會員有所

遵循。 
 

 

    

  

  



   

 
本會與全聯會合辦公證法學術研討會本會與全聯會合辦公證法學術研討會本會與全聯會合辦公證法學術研討會本會與全聯會合辦公證法學術研討會 

 本刊訊本刊訊本刊訊本刊訊 

   
    
 

 

本會與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於 3月 4日在國立社教館台南分館共同舉 

辦公證法學術研討會，上午由中興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林炫秋教授主講「遺囑信託與

公證」；下午由同系李惠宗教授主講「公證客體之研究」，上下午每場各 3小時。雲

林律師公會林理事長與高雄地區公證人公會陳理事長與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各

律師公會之道長及民間公證人共約 80人參加，全場座無虛席，出席之踴躍超乎預

期。 

上午由林炫秋教授就遺囑信託、生前信託與其他財產規劃法律行為如委任、贈

與、一般之遺囑作比較分析，林教授認為遺囑信託行為有效要件，必須具備設立信

託意思確定、標的物確定（信託財產與受益人之利益必須確定可能）、受益人確定

等三大確定性。並就遺囑信託行為之形式要件，分別從自書遺囑、公證遺囑、密封

遺囑、代筆遺囑、口授遺囑舉例說明公證人於公證時應注意之事項。最後由與會道

長與林教授作意見交流． 

下午由李惠宗教授講述「從法學方法談公證客體之研究」公證法第二條規定：

「公證人因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之請求，就法律行為及其他關於私權之事實，有作

成公證書或對於私文書予以認證之權限。」，其中所謂「法律行為」是否僅限於「私

權之行為」？或是包括公法上之法律行為在內？實務上似認為不包括公法上之法律

行為在內。但李教授以法學方法論，分別由法本質論、立法論、法解釋論、法適用

論來探討公證之客體是否包括公法上之法律行為在內。李教授認為作為公證客體之

法律行為，應以具有客觀可驗證性及合法性為要件，而非僅限於私權問題。李教授

並列舉許多實例說明，將枯燥之法學方法論，講得如此生動有趣，實屬難得。研討

會於下午 5時 30分結束，本會於會後贈送與會人員一盒安平名產作為伴手禮。 

依據司法院發布之「民間公證人遴選、研習及任免辦法」第 24 條規定，民間

公證人無正當理由於 3 年內參加在職研習次數未達 2 次以上者，屬違反職務上義

務，其所屬法院或地區公證人公會得依本法第 54 條第 3項第 2款及第 58 條規定送

請懲戒，因此此次參加之人數非常踴躍，甚至比台北區舉辦之公證法研討會之參加

人數更多。此次參加者如需在職研習證明，請向秘書處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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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為辦理遴選律師轉任法院法官事宜，原已訂有「司法院遴選律師、教

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轉任法院法官審查辦法」（以下簡稱審查辦法），後

於民國 95年 2月 15日以院台人二字第 0950000123號令修正發布，其中第 2章第

1節第 3條將律師轉任法院法官之方式，由原先之律師自行申請，另增加司法院

公開甄試及司法院主動遴選 2種方式。其中司法院公開甄試部分，司法院日前發

布 95年度第 1次律師轉任法院法官公開甄試簡章，參加甄審之資格為經律師考試

及格，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且登錄及執行律師職務 6年以上，年齡 55歲以下（民

國 40年 5月 26日以後出生）者；報名日期自民國 95年 3月 20日起至 31日止，

筆試日期為民國 95年 5月 27日、28日，科目為民事法、刑事法、民事書類製作

及刑事書類製作等 4科，筆試平均分數未達 60分者，不得參加口試，口試日期個

別通知。至於司法院主動遴選部分，係由司法院「延攬資深優良律師遴選小組」

主動邀請曾執行律師職務 14年以上，且聲譽卓著或在專業領域有貢獻之資深優良

律師轉任法官，並送請「遴選律師、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轉任法院法

官審查委員會」審查。欲瞭解更多訊息者，請上司法院全球資訊 www.judicial.gov.tw

律師轉任業務專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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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報載：行政院衛生署長侯勝茂基於目前常有人以燒炭方式自殺，為防範起

見，決定在木炭包裝及賣場貨架上標示警語，要使用人珍愛生命勿以燒炭方式自殺

(參見 95 年 3 月 24 日聯合報)，這種作法筆者深深不以為然。 

如果是為了避免消費者不小心在密閉空間燃燒木炭，引起一氧化碳中毒，基於

保護消費者，在木炭的包裝上加註警語，尚屬無可厚非，因為隆冬之際，以往確曾

有人在室內燒炭取暖而發生一氧化碳中毒之意外事件。 

不過，為了防範自殺，而在木炭包裝上加註警語，會有效果嗎？一心尋死的人，

會看到警語就打消自殺的念頭嗎？如不會，加註警語又有何用？如果寫警語就有

效，那麼高樓的陽台、頂樓也要裝設警告牌，請想自殺的人不要往下跳，而且要他

小心不要壓到地面上的人，運河邊、鐵軌邊也要裝設警告牌，除了告誡想自殺的人

不要尋短之外，最好再加上警告：運河的水很臭、不宜下水，臥軌自殺，會身首異

處，死相很難看！這麼簡單的思考邏輯，治國理政的官大人竟然想不通，以為加註

警語就可以防範自殺？我懷疑官大人的智商有問題，不然就是一向不食人間煙火，

以為寫兩句警語就會發生立竿見影的效果。 

所謂警語，應是在警告、教育消費者，防止在使用商品時，遭受意外傷害，農藥、

殺蟲劑、通樂要加註警語，汽車的安全氣囊、水箱加水孔要加註警語，果凍太小怕

 



小孩噎住了，也要加註警語。至於有心尋死的人早已知道燒炭可以自殺，還要警告

他嗎？警告有用嗎？防範自殺的方法很多，甚至有許多專家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像

生命線協會之類的公益社團，多年來也致力防範自殺的救援工作，主政者要防範民

眾自殺，要找專家研究防制之道，而不是隨便下個命令，要廠商在木炭包裝及賣場

貨架上加個警語，然後就自我安慰：我已盡到了防範自殺的責任。 

目前自殺事件頻傳，有人是情緒因素，如為情所困想不開而自殺，或不堪長年病

痛折磨而自殺，這種人要看精神科，他需要的是心理上的支持。至於經濟不景氣，

有人負債累累，謀生無計，全家燒炭自殺，累及無辜子女，令人怵目驚心，要解決

經濟困境，這是整體大環境的改革，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改變，政府不可能下一道

命令：「負債累累的可以不用還錢」，如此恐怕輪到債權人要跳樓了，也不可能廣開

善門：「沒錢過日子的，每月可以找政府領救濟金若干元。」，這下子怕是財政部長

要跳樓了！ 

經濟困境固然難解，但是看看韓國，不是已經從瀕於破產谷底爬上來了嗎？沒多

少年韓製手機、電器用品、汽車逐漸取代日本品牌，連電視上的俊男美女也都是韓

國人，錢都給韓國人賺走了，難怪我們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而韓國人的後面，印

度人、馬來西亞人也來勢洶洶地趕上來，在上位的官大人，用點心來治理我們的國

家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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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 

作者：史景遷 

譯者：溫洽溢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誰能帶領讀者走入皇帝的內心世界？誰能以皇帝的口氣，縷述他的功業、治

績、甚至養生之道？誰能描述皇帝晚年建儲屢生波折，甚至擔心遭皇子暗殺、惴惴

不安的心境？誰能以在位近六十年，享天下之尊、四海之富的皇帝，回顧戎馬一生，

卻謙虛地自稱「唯日用平常，以實心行實政而已」？ 

這位皇帝不是別人，是清初玄燁皇帝，是中國有正史以來在位最久的皇帝，他

雖然來自偏遠且毫無文化的滿洲，以漢人的立場是異族入主中原，不過玄燁皇帝比

起中國三、四千年五百餘位皇帝，更為博學，更加勤政愛民，康、雍、乾盛世長達

百年，文治可比漢之文景、唐之貞觀，武功更逾漢唐，清朝疆域比起明朝足足大了

四倍，即令清末列強蠶食鯨吞，喪失領土一百五十萬餘平方公里，後繼的中華民國

 



仍擁有比明朝大三倍的領土，這些領土可都是玄燁皇帝親自帶兵、皇子任先鋒，「朕

兩歲之間，三出沙漠，櫛風沐雨，並日而餐，不毛不水之地，黃沙無人之境，可謂

苦而不言苦，人皆避而朕不避，千辛萬苦之中立此大功」(玄燁皇帝寫給敬事房太

監總管顧問行的信)。比起明朝，好幾位皇帝一、二十年不上朝，大臣奏章如石沈

大海，比起明英宗受太監王振的慫恿親征瓦拉，倉促出征糧草俱缺，走到一半害怕

了又回頭，結果被瓦拉追及，也就是形同兒戲的土木堡之變，真有天壤之別。 

清初皇帝仍保有滿洲塞外民族樸實無華的作風，卻無元人殘暴、粗魯、苛待漢

人的行徑，柏楊先生在《中國人史綱》一書中列了一表作為比較，令人刮目相看： 

宮女           明  九千人            清  一三四人 

宦官           明  十萬人            清  五百人 

每年木柴供應   明  一千四百萬公斤    清  三萬五千公斤 

每年木炭供應   明  六百萬公斤        清  五十萬公斤 

每年金花銀     明  九十七萬兩        清  無 

每年光祿寺送入 明  二十四萬兩        清  三萬兩 

每月脂粉錢     明  四十萬兩          清  無 

每日開支       明  一萬兩            清  三十五兩 

想想明朝宦官權傾天下，有廷杖，又有錦衣衛、東廠、西廠，大臣上朝涕泣與

家人告別，晚上回家如獲重生，真是個罪惡的皇朝。而康熙帝愛民如子，清朝沒有

徭役，稅賦輕緩，在國用充裕之後，更不時減稅，官員奏摺皆由皇帝親筆硃批，從

不假手他人，右手病痛無法執筆，改用左手批旨，凡忠心不二或聽力減退的官員，

還可以緊靠皇帝而坐，以利面奏政事，甚至「於邊關小鎮，朕常趨緩通行讓百姓觀

者無禁，得以目視天顏，或讓百姓圍觀，親睹朕進膳，並賜以梁肉。」，「行軍時，

朕作息簡陋，不墨守儀禮成規，凡有坐騎過朕面前毋須下馬，飲食一如行圍狩獵，

僅簡便烹調獵得之魚等，或置身牧者營帳內，飲乳酒，閒話家常。」，此種親民行

徑，中國歷代帝王絕無僅有，現代民主國家亦不多見，三百年後在台灣的蔣經國總

統才有相近之作風。 

玄燁皇帝身強體健，雄圖偉略，八歲即位，十六歲殺飛揚跋扈的攝政王鰲拜，

親政未及六年，三藩作亂，玄燁皇帝事後自陳削藩的決策錯誤，所幸終於平定亂事，

能夠半生戎馬、出入大漠，必有非凡的體魄與毅力。玄燁皇帝自陳可以左右開弓(難

怪左手可執筆)，能挽十五力弓，發十三握箭，可以「隔溪澗發矢，虎應弦倒斃」，

自言：「常人畢生射獸之數，不及朕一日所獵」，平日以行獵磨練騎射技能，並使軍

士習於行伍，「圍獵之制，貴乎整齊森嚴，親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圍場發一

矢，不敢出入參差，左翼軍官在左，右翼軍官在右，校閱兵丁，以旗之所向為分合：

吹螺擊鼓諸軍齊進，嗚金發號眾將止行，如是反覆九回，第十次鎗砲齊發，安營紮

寨亦復如此。森嚴環行，以朕之御帳居中，圍之黃旗大纛，後有七尺高之粗繩網，



之後為侍衛營帳，最外圍乃隨侍及兵丁營帳。」，如此紀律森嚴、軍容壯盛的軍隊，

難怪可以攻無不勝開疆拓土。 

玄燁皇帝並不是粗魯無文的武夫，他好學博學，求知慾極為旺盛，漢人的儒學、

理學無不精通自不待言，他還隨西洋傳教士學幾何、天文、光學、代數、音律，三

日即將《易經》讀畢，為了瞭解古人所謂囊螢夜讀是否屬實，還特地抓了數百螢火

蟲，結果「其光量不利閱讀」，平日隨時觀察氣象，觀察天體運行，還會推算日月

食，觀測經緯度，毫髮不爽，天示凶象欽天監不敢直言，玄燁皇帝還反覆查證，不

許隱匿，他會計算球體、正方體、圓錐的體積與重量，會操作儀器計算河道、土地

之距離與面積，無怪會測繪出中國第一張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因此玄燁皇帝不

是迷信之徒，「史冊所載祥異甚多，無益於國計民生，地方收成好，家給人足即是

莫大祥瑞。」，遺詔曰：「朕之生也，並無靈異，及其長也，亦無非常，八齡踐祚，

迄今五十七年，從不許人言禎符瑞應，如史冊所載，景星慶雲麟鳳芝草之賀，及焚

珠玉於殿前，天書降於承天，此皆虛文，朕所不取，唯日用平常，以實心行實政而

已。」，真是英明的國君。 

不過英明的皇帝，也不能逃避肉體的衰老，晚年血氣漸衰，六十多歲就感嘆去

日無多，但他最煩惱的是立儲的不順，玄燁皇帝有后妃三十人，育有兒子二十人(夭

折不計)，平日率諸皇子演練騎射，習滿文，為恐皇子驕縱，多養育於大臣家中，

皇太子胤礽二歲冊立，時為康熙十四年，可惜胤礽不獲玄燁皇帝的歡心，諸多行止

令他不滿，諸皇子可能為爭奪皇位，而偽傳胤礽行為不端，以致令玄燁大帝擔心被

暗殺而晝夜戒慎不寧，最後終於導致康熙四十七年廢黜太子之舉，不久發現胤禔以

巫術陷害胤礽，並牽連胤禩，群臣爭議不決，四十八年復立胤礽為皇太子，五十年

爭端又起，株連皇子、大臣多人，五十一年又廢，晚年的玄燁皇帝心灰意冷，容顏

清減，更嘆息群臣眾皆緘默，無一人勸解，五十六年，甚至對於陳奏立嗣的大臣朱

天保正法處死，令人遺憾！ 

這本帶我們走入玄燁皇帝內心的書，共分為六章，分別是： 

遊－以玄燁皇帝的口氣，自豪地敘述統治這個偉大國家，搜羅奇花異草、珍

禽走獸，圍獵征伐的經過。 

治－敘述皇帝如何有效率地統治帝國，如何平定三藩之亂。 

思－偉大的皇帝具有極為開放的心靈，好學不倦，勤求新知，對於西學尤感

興趣。 

壽－令皇帝自豪的體健與長壽，自然要提及他的養生之道。 

阿哥－立儲的爭端，令年邁的玄燁皇帝煩惱驚懼（擔心暗殺），群臣無法提出

良策，令他失望。 

諭－其實是遺詔原件，玄燁皇帝親自書寫的遺詔，平易近人，寬厚坦誠，真

是聖君的遺言。不過，玄燁皇帝逝世之後，這份遺詔被刪節多處，又加



上「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留下雍

正奪嫡的歷史疑案。這份被刪節的遺詔，是正式公開的遺詔，作者不屑

地將之放在本書的附錄二內。 

這本有趣的書作者是誰？誰可以如此深入的進入聖君的內心世界？誰可以模

仿三百年前皇帝的口氣？本書作者是英國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史景遷先生，外國人

能如此瞭解三百年前的中國帝王，是利用一九一一年在清宮發現的十七封玄燁皇帝

寫給太監顧問行的親筆信(附於本書附錄一)，再加上遍覽豐富的史料，史先生精確

地重現玄燁皇帝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而書中所載玄燁皇帝的事蹟，大至家國征

戰，小至抓螢火蟲、種花植樹，一字一句皆有史料可據，書末註釋詳盡地說明出處，

令人讚嘆史先生資料搜羅之用心，梳理之良善，這不是連續劇中可以想像、附會，

增加戲劇性的作法。 

本書原著是英文，翻譯為中文，要查索檔案資料，務必做到一字一句符合原始

資料，中國的東西，被史先生消化後，以英文寫出來，再由譯者譯回中文，其工程

浩大不遜於以中文著述。 

筆者讀過史先生所著《太平天國》，著作方式與本書雷同，透過浩瀚的史料來觀

察洪秀全的獨特行徑，讓我們瞭解太平天國何以擾攘江南十四載，亦是精彩萬分，

不過，對於玄燁皇帝偉大的事蹟，本書令我更加感動！ 

 

 

    

 

 

 

 

 

     安知簫管不開花安知簫管不開花安知簫管不開花安知簫管不開花                                陳 清 白 律 師陳 清 白 律 師陳 清 白 律 師陳 清 白 律 師      詩與典故    

   
    

  

枇杷不是此琵琶枇杷不是此琵琶枇杷不是此琵琶枇杷不是此琵琶    想必先生落筆差想必先生落筆差想必先生落筆差想必先生落筆差    

若果若果若果若果琵琶能結子琵琶能結子琵琶能結子琵琶能結子    安知簫管不開花安知簫管不開花安知簫管不開花安知簫管不開花    

最近主管國家教育百年大計的教育部鬧了個笑話。以部長名義印製，用來應酬喪家

的輓聯，居然把「音容宛在」的「宛」字，寫成了「苑」字。消息傳開來，各界批評、

嘲諷聲浪不斷，而向來就不受在野立委青睞的杜部長，更是成了眾矢之的，在立法院被

修理得「金熾熾」。 

有道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然而，無獨有偶的，某鄉鎮村里長集資贈送給某

市長當選人的賀匾，竟也重蹈覆轍，把「眾望所歸」的「眾」字，誤刻成「重」字，當

然這件事又惹來眾口騰笑，成了不可承受之「重」。 

誤寫白字，在所難免，早已司空見慣。有時候，是因為忙中有錯，難以苛責；但有

時候，卻是因學養不足又不肯虛心求教所致。下面這個小故事，就是一例。有一年我的

長輩陳老伯過世，在告別式場外等候公祭的我，無聊之餘，靜靜的瀏覽著滿排在空地上

 



的花圈、花籃。其中，有一個花圈上的悼詞寫著「德言容工」四個碗大的字吸引了我的

目光。誰都知道，「德言容工」這四個字，頌揚的是婦女的四德—婦德、婦言、婦容、

婦工，當然是要用在女性的身上，陳老伯是個大男人，根本不適合用這樣的諛詞。可是，

偏偏花店不知道，莫名其妙、不求甚解的用錯了，陳老伯若是地下有知，不知道該哭還

是該笑。 

教育部的輓聯，詞義甚淺，童嫗皆能解，以教育部官員的程度，絕對不可能連「宛」、

「苑」都分不清，想必是粗心大意造成的結果，與學養無關。只是，這個錯，犯得也未

免太過離譜了，教育部如果不反對體罰的話，承辦的人員應該打二十個大板。 

文前的詩，與白字有關，裏頭有個有趣的故事。話說有個三家村的塾師，有天出了

個上聯：「琵琶結子」，要蒙童們對下聯。其中有個學生對不出來，放學後回去求教他的

哥哥。哥哥一看知道是粗心的老師用了白字，便故意將錯就錯，幽了老師一默，代弟弟

對了：「簫管開花」的下聯。隔天，弟弟興沖沖的拿去交卷，不料，老師看了以後卻出

言訓斥：「簫管如何開花？簡直狗屁不通。」弟弟挨了罵，滿腹委屈的回去向哥哥訴苦，

哥哥心血來潮，便寫了文前的詩，回敬老師，老師閱罷，臉紅耳赤，羞愧不已。 

有句老話說：「官大學問大」，但如今時代變了，管你老兄身居要津或者官居一品，

出了錯，照罵不誤。不像唐玄宗時不學無術的宰相李林甫，在寫給太常少卿姜度兒子滿

月的賀文上，將「弄璋之喜」，寫成「弄獐之喜」，硬把人家好端端的兒子，比喻成了獐

狍走獸。而在座的赫赫諸公，明知道「弄璋」一詞出自詩經小雅：「乃生男子…載弄之

璋，乃生女子…載弄之瓦」，是用來形容生男之語，卻因懾於宰相的權威，無人敢置一

詞，只能面面相覷，暗中竊笑。相較於杜部長，只因部屬的無心之過，就在國會殿堂上

被羞辱得「滿面全豆花」，待遇明顯不同。看來杜尚書在懊惱之餘，也只能感嘆生不逢

時，大官難為了。 

 

 

 

 

 
                                       

山山山山    中中中中    傳傳傳傳    奇奇奇奇        （（（（下下下下））））                            黃正彥黃正彥黃正彥黃正彥    律師律師律師律師            
 本刊訊本刊訊本刊訊本刊訊    

   
    

  

四四四四、、、、棄之如敝屣的古國王杜巴碉堡棄之如敝屣的古國王杜巴碉堡棄之如敝屣的古國王杜巴碉堡棄之如敝屣的古國王杜巴碉堡    

  我們由加德滿都的凱悅飯店出發，前往茍克哈，目標是山上的廓爾喀古國王杜巴碉

堡，由茍克哈遠望，杜巴碉堡位居山之顛，在山腳下走一段路後，還要攀登三千多級的石

階，才能抵達，由於團員有的年紀過大，且恐耽擱下一個行程的時間，乃乘坐小型巴士繞

道上山，全部是石頭路面，百孔千瘡，顛簸嚴重，有人說骨頭都要散了，好不容易才抵達

碉堡下方，仍須登數十級石階才抵達。 

  杜巴碉堡係杜巴皇宮碉堡，雕樑畫棟，木雕精美，有數十種歡喜佛的雕像，琳瑯滿目，

美不勝收，有人戲稱是限制級的廟宇兼宮殿，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世界文化遺產。 

  由於係印度教聖地，印度教認為黃牛是濕婆神的坐騎，故不吃黃牛肉，也不殺黃牛，

連與黃牛有關的皮革製品均不准入內，檢查嚴格，皮鞋、皮帶、皮包均不准入內，相機也

不准帶進去，因為禁止拍照，且相機外殼是皮製品，我門既來之則安之，脫鞋解帶，皮包

及相機放在入口處，由導遊看管，穿著襪子入內參觀，而最糟糕的是此碉堡鴿子非常多，

滿地鴿糞，躡手躡腳，仍無法避免踏到鴿糞，而碉堡上方、屋簷下，盡是鴿窩，牆角有鴿

屍，碉堡內軍人盤踞，我們真難想像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世界文化遺產的尊容？ 

  世界遺產委員會指定世界遺產，除了至少符合其所訂的6個條款之1以外，尚須有保存

再利用的機制，此碉堡係早期指定，完全沒有保存再利用，上來又不容易，而且髒亂不堪，

 



難怪一般觀光客都跑到奇旺野生動物園，而不排這個景點。反觀府城，也有不少市定古蹟，

指定後未予置理，任其自生自滅，團員對此碉堡，都有同樣的感慨。 

 

五五五五、、、、加德滿都滿地神佛加德滿都滿地神佛加德滿都滿地神佛加德滿都滿地神佛、、、、滿地古蹟滿地古蹟滿地古蹟滿地古蹟    

  加德滿都﹙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建城的歷史，，可追溯到西元前1000年，根據尼泊

爾的民間傳說，遠古時代的加德滿都，原是一座湛藍美麗的湖泊，湖面上盛開著一朵擁有

奇異光芒的蓮花，吸引著許多虔誠的人們前來頂禮膜拜，中國高僧文殊菩薩為了使人更貼

近蓮花，便以智慧之劍，在加德滿都谷地南方劈開一道峽口，讓湖水流出，逐漸成為適宜

人居的谷地，目前在南邊裘巴一地，的確有個狹窄如劍刃的峽谷，蓮花便成為加德滿都，

甚至是尼泊爾的標幟。 

  加德滿都是尼泊爾的首都，古蹟甚多，杜巴廣場，滿地神佛，杜巴就是宮殿的意思，

又稱舊皇宮廣場，是世界文化遺產，廣場上，小販密布，遊客如織，在熱鬧喧囂間，參訪

廣場四周諸神停駐的足跡，從塔雷珠神廟、西貝格那許廟、活女神廟、納拉揚神廟、濕婆

廟、木屋廟，林林總總不下50餘座廟宇，真是「滿天神佛，滿地古蹟」、「三步一小廟、

五步一大廟」、「神比人多，廟比屋多」的奇特景像。 

  除了舊皇宮廣場外，尚有新皇宮廣場，也叫杜巴廣場，左邊是廟，右邊是皇宮，皇宮

正整修中，但黃金門是觀光客留影的地方。附近的白色西洋式建築，是首相官邸，由英國

人設計，建於1908年，欄杆為米字形，是英國標誌，在眾多尼泊爾建築中，有萬綠叢中一

點「白」的味道。 

  木屋廟，在杜巴廣場中央，據說整座廟是由一棵大樹的木材建構而成，而尼泊爾語，

「加德」是木頭之意，「滿都」是廟宇，可見木屋廟在加德滿都的地位，目前尚存，足足

有3層樓高，全係木構造，謂係由一棵樹的建材蓋成，應係神話，但卻是加德滿都命名的

由來，目前現狀，也經過改建。 

  四眼天神廟及博達塔兩座佛教寺廟，都在加德滿都，而巴特崗、巴丹兩座古城，也都

在加德滿都區域內，遊加德滿都，收穫滿行囊。 

 

六六六六、、、、世界文化遺產的饗宴雙城記世界文化遺產的饗宴雙城記世界文化遺產的饗宴雙城記世界文化遺產的饗宴雙城記    

  加德滿都是一個大谷地，自古以來，共有3個王國，加德滿都居中，北邊15公里有巴

克塔布﹙ＢＨＡＫＴＡＰＵＲ﹚，又名巴特崗古城﹙ＢＨＡＤＧＡＯＮ﹚，東南邊五公里

處有巴丹古城﹙ＰＡＴＡＮ ＣＩＴＹ﹚，這兩座古城，由於深具文化價值，均經ＵＮＥ

ＳＣＯ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有人說到尼泊爾看文化遺產，僅此雙城就夠了。 

  巴特崗1997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由於遠離北方諸族與西方文化的入侵，生活步調更

為純樸與傳統，保有濃郁的中古傳統風情，建於1753年舊皇宮的黃金門，最為漂亮精緻，

位於黃金門右邊的宮院，最著名的是木雕精細的55扇窗，又有「55窗宮殿」的美稱。巴特

崗的本意，是皈依者之城，由此可見佛寺之多與居民禮佛的虔誠。但因1934年大地震的肆

虐，震毀了不少建築，目前有些建築留有地震痕跡，樓房有點凸出，但仍舊使用中。其中

5層塔樓的印度教廟，底座有5層，每層分別放著大力士、大象、獅子、鷹神、門神，神力

依序遞增，上層有五層木結構塔樓，越上越小，木雕精美，是尼泊爾最高的塔，也是巴特

崗的地標。古城內重要建物對面或街角，蓋有較矮的涼亭式建物，均為木結構，供人休息，

非常實用，有公共建築的性質。孔雀木雕，雕技精巧，栩栩如生，有大有小，有的獨立，

有的鑲嵌在建物上，是此城的標幟。巴特崗小王國偏安一地建築完成的皇宮建築，外面有

一個寬敞的廣場，也叫杜巴廣場，與加德滿都、巴丹的杜巴廣場一樣，是神廟林立的宗教

聖地。 

  巴丹古城比巴特崗更古老，西元前250年印度阿育王訪問尼泊爾時，即在巴丹四周建

舍利塔，是尼泊爾最古老的城市。共有4個重要部份：（一）黃金廟：建於12世紀，相當

於我國元朝，供奉釋迦牟尼佛，廟本身是金色，故名，廟雖不大，但香火鼎盛，入內要脫



鞋，門口有石獅，門內有銅質大象，手工精細，2樓供奉觀音佛祖，法相莊嚴。（二）千

佛塔：是磚造佛塔，裏面雕滿9999尊佛像，廟的四周都是賣佛像的商家，也有製造廠，千

佛塔在民居之間，被民居包圍，廟不必大，有神則靈。（三）皇宮：有黃金門、廣場，廣

場門口掛著祭拜過的牛腸，已風乾，是很特殊的宗教禮俗，皇宮已改為皇宮博物館。（四）

杜巴廣場：有許多印度教廟，其中一座全係石雕，雕造精美，有別於木造印度教廟，是重

要文物。廣場建物極多，廟前有長的石柱，上有鳥神加魯達，類似埃及的方尖碑以及我國

華表的作用。 

  古城區的道路，以舊皇宮為中心，向四方輻射發展，整個巴丹古城，有136座大大小

小的廟宇，其中多層式屋頂的廟宇，多達55座，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古都，也是木雕工藝之

城及藝術、信仰中心，1979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七七七七、、、、法力無邊的四眼天神廟法力無邊的四眼天神廟法力無邊的四眼天神廟法力無邊的四眼天神廟    

  在加德滿都谷地西北方的山崗上，有一處已有2500年歷史的佛教聖地，加德滿都七大

古蹟之一的蘇瓦揚布拿寺，傳說中，文殊菩薩在此建廟，因繪飾著四方佛眼，所以稱「四

眼天神廟」，此廟猴子很多，又稱「猴廟」。四眼天神廟的主建築是一棟大佛塔，有白色

半球型的基座，象徵著宇宙，供奉著四方佛及其伴侶，白色是光明、純潔、善良之意，黃

色彩繪象徵著蓮花瓣，白色基座的四方體，鑲著四方佛像，四方體每邊畫上佛眼，意謂四

周都在佛眼保護觀看之下，諭人莫做壞事，而眉心之中另繪上第三隻眼，象徵無上的智，

至於像問號的鼻子，則是尼泊爾數字「一」，象徵萬物歸一。四方佛塔上有13層修行境界，

最頂的傘則象徵涅盤，成佛的極樂世界。 

  四眼天神廟的正面有一巨大金鋼杵，兩側還有印度教的兩座佛塔，信眾拾級而上，登

臨膜拜，口誦六字真言，以順時針方向，奇數圈繞行四眼天神廟祈福。在此居高臨下，可

以看到加德滿都全景。 

  而在加德滿都郊區，另有一座博達塔，龐大的規模，和漆成紅、白、藍三色的神眼，

特別顯示它與眾不同，是世界最大佛塔，經世界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其外觀與

蘇瓦揚布拿寺的四眼天神廟，除紅、白、藍三色相間外，幾乎相同，也是四眼天神廟，在

凱悅飯店即可看見它的雄姿。 

  兩座四眼天神廟，都是藏傳佛教的廟宇，在87﹪是印度教，佛教徒只有8﹪的尼泊爾，

信徒雖不多，但法力無邊，寺的四周，有很多信徒在行五體投地禮，觀光客一波又一波的

湧入。 

後記後記後記後記    

  尼泊爾世界文化遺產非常豐富，湖光山色非常壯麗，民情風俗極為特別，值得一遊，

但衛生條件不好，15年前，小女雅萍在尼泊爾自助旅行時，得了皮膚病，此行內子腹瀉脫

水，至醫院打點滴，全團一半以上身體狀況有問題，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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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婦女權益保法目前修正有幾大特色。 

一、將男女平等之基本國策納入法律：修改後的法律明確規定：「實行男女平等是

國家的基本政策。」 

二、明確執法主體強化政府責任。本次修法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重視和加強婦

女權益的保障工作。 

三、進一步明確婦聯的職責：明確各級婦聯組織在保障婦女權益工作中的權利和義

務，在製作法律、法規。規章和公共政策，對涉及婦女權益的重要議題，應當

聽取婦女聯合會的意見。 

四、提高人大女性代表比例：修改後的法律從婦女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民主管

理，提高各級人大女性代表的比例。 

五、禁止招生中的性別歧視、學校在錄取學生時除特殊專業外；不得以性別為由拒

絕錄取女性或者提高對女性的錄取標準，並制定保證貧困、殘疾和流動人口中

的適齡女性兒童完成義務教育。 

六、防止就業中的性別歧視：從國家逐步建立健全與生育相關的社會保險等制度，

並防止就業中的性別歧視，強化女職工特殊保護作出新的規定。 

七、保護農村婦女土地承包權：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婦女未婚、結婚、離婚、喪

偶等理由，侵害婦女在農村集體經營組織中的各項權益。 

八、禁止性騷擾：明文禁止各級政府或人民團體禁止對婦女性騷擾，違反者可報請

公安機關對行為人予以處罰。 

九、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各級政府、自治組織社會團體均應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並提供受害婦女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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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2 月 1 日公布，準備 2004 年 4 月 1 日施行之日本民法，將文言之前三

編全部改為白話，並連同第四、五編為一部修改，且將 1044 條條文全部重新公布

（由以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星野英一為會長之民法典現代語化研究會起草，保證制度

則由學習院大學教授野村豊弘為部會長之法制審議會審議），其最主要之修改處為

舊法第三編第一章第三節第四款（保證債務）收入新法第三編第一章第三節第四款

（保證債務）第一目（總則），追加不依書面之保證契約無效之規定。改正法在保

證契約之款創設第二目（貸金等根保證契約），即屬於一定範圍之不特定債務為主

債務之保證契約，在其債務之範圍貸與金錢或收受期前付款扣除利息票據所負擔之

債務所包含之債務，除去法人為保證人之最高限額保證。其概要為第一，無最高限

額之貸金等最高限額保證契約為無效（465 條之 2第 2項）。第二，為限制貸金等最

高限額保證期間之意旨，而約定契約締結日起五年後為原本確定期日者無效（465

條之 3第 1項）。無此約定者，自契約締結日起 3年後之日為原本確定期日（同條 2

項）。第三，債權人聲請查封主債務人或保證人之財產等時，為原本確定事由（465

條之 4）。又法人為最高限額保證契約之保證人時，不屬於貸金等最高限額保證契

約，就該法人對主債務人所取得求償權以個人為保證人為對象，設有保護其個人之

特則（465 條之 5）。 

參考書：我妻榮，有泉亨，川井健著民法○1○2第 2版，我妻榮，有泉亨，遠蕂浩著

民法○3第 1版第 4刷〔勁草書房〕。    

 

        

    

    

    

    

    

    

    

 敬悼郭玉山道長敬悼郭玉山道長敬悼郭玉山道長敬悼郭玉山道長                            黃正彥黃正彥黃正彥黃正彥    律師律師律師律師     本刊訊本刊訊本刊訊本刊訊    

   
    

  

資深道長郭玉山律師，於９５年２月２７日仙逝，享年８４歲，令人哀悼。 

道長民國１２年９月５日生，學歷為日據時代嘉義縣過路仔分教場﹙小學﹚及東石

農業專修學校﹙二年制﹚，上午上課，下午種田，畢業後憑著自修，考試進入台灣

製鹽總廠任職，前後２６年，升至科員，並兼任台灣省鹽業產業工會聯合會主任秘

書，極富行政經驗。 

道長自小家貧，１５歲時，在朴子街上騎樓看到繪有面形、手紋、黑痣之掛圖，

好奇舉手一對，手上有「辯護士紋」，與掛圖完全吻合，亦驚亦喜，恐係江湖術士

之騙術，所喜者難道將來會當辯護士﹙律師﹚？道長了然於胸，從不外洩天機，此

為其後苦學自修通過高檢及律師高考之原動力。 

道長育有子女七人，加上父、母及妻子，一家十一口，食指浩繁，以當時公務

員之微薄收入，維持一家十一口之生活，已係捉襟見肘，甚至寅吃卯糧，何來餘錢

買昂貴的法律書籍？道長開源節流，除高檢的中外史地及智力測驗書籍，可向學生

借閱外，遇有同事辦不完的事務或無法值夜時，代為加班值夜，多賺一點加班費買

 



書，每次北上考試，都睡在台北火車站，省下的旅館錢，至重慶南路書局買法律書

籍，不足的書籍，於下班後，至書局站著閱讀，記下頁數，翌日再繼續看，看完一

本再看他本，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皇天不負苦心人，通過高檢，再經多年努力，

於民國５７年高考律師及格，已係４６歲之老生矣！「律師界的王雲五」，當之無

愧！ 

道長先在吳忠欽律師事務所實習半年，撰寫書狀百篇，均經吳律師修改後留

存，５８年６月７日掛牌執業，加入本會，迄９５年２月底逝世，前後執業將近３

７年。任公務員２６年，執業律師３７年，兩段人生，服務貢獻社會超過一甲子，

可謂多彩多姿。 

曾與郭道長聯合事務所的陳清白律師及蕭麗琍律師稱，郭道長由於苦學取得律

師資格，非常珍惜，極為敬業，中午不休息，夜間照常坐鎮事務所，採「馬上辦」

方式，當著當事人的面撰狀，遇有刑案被告在押者，被告家屬只要準備好車輛，隨

時可至看守所接見被告，非常勤快，老而彌堅，以辦案為樂，以事務所為家，難怪

業務興隆，不因年紀大而受影響。 

道長夫妻鶼鰈情深，育有三子四女，道嫂教育子女外，把家務整理得井井有條，

使道長無後顧之憂，得以專心上班及準備高考，道長能有此成就，道嫂功不可沒，

道嫂已於數年前先道長逝世，道長感念不已，不能無憾，晚年「含飴弄孫」及「擁

抱業務」，仍為道長的最愛。 

８７年道長接受本刊資深律師訪談時，提出執業律師的心得，極為珍貴：第一、

當律師要注意期限，諸如上訴期間、繳費期限，絕不能延誤逾期，否則後果極為嚴

重。第二：當律師要敬業，要用心、耐心、愛心、關心，要用心付出應盡的義務，

開庭無缺席，盡量使當事人得以滿足，付出愛心如處理自己事務，耐心應付，不發

脾氣，敬業專業服務，不兼他業。第三：律師要有售後服務，卷宗不管年限，永久

保存，當事人要借閱，均一概照准，供當事人方便，以盡售後服務，亦盡社會服務

之責。 

春節前，仍在地院遇見道長，身體尚稱硬朗，如今天不假年，哲人已萎，金言

在耳，留給同道無限的哀思，其奮發向上的精神、為人處事之態度，給同道留下典

範，筆者不敏，奉林理事長之命，謹撰此文，敬悼郭道長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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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中華民國 95 年 3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6時 30 分 

地點：唐莊餐廳 

出席：林國明、吳信賢、宋金比、黃厚誠、陳琪苗、林祈福、張文嘉、曾子珍、 

楊淑惠、蔡進欽、吳健安、蘇新竹、蔡敬文、黃雅萍、楊慧娟、黃溫信 

列席：許雅芬、林士龍、林瑞成、黃正彥、蔡寬裕局長 

缺席：陳惠菊、李孟哲、李合法、陳慈鳳    

主席：林國明             紀錄：林士龍 

報告出席人數：應到 20 人，實到 16 人。 

主席宣佈開會 

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參見第 127 期台南律師通訊）。 

伍伍伍伍、、、、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一）由於台南市政府已將法律服務時間，自晚上 6時至 8時調整為下午 4時至 6 

時，並未事先徵詢本會參與服務會員之意見，造成衝庭之困擾，經本會二月

份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先作問卷調查，再向台南市政府反應。經調查結果，

共有 31 位律師回復，認為應恢復為下午6時至8時而由市府志工在場協助及認

為本會會員應退出台南市政府之法律服務者共 20 人，應屬大多數之意見。

經本人向台南市政府主任秘書及民政局長反應，民政局蔡局長特地前來本次

理監事會議作說明，尋求本會諒解與支持。 

（二）本會建議法院檢送裁判書類光碟予國稅局時，勿將非屬終局裁判之裁定列入

一案，經司法院函復將於 3月底前完成相關程式修正，以符合實務所需。 

（三）司法院預訂於 4月 6日（週四）上午到台南地院視察調解業務，並與本會舉

行座談，請各位出席或提供書面意見交給本人提出。 

（四）本會預訂於 4月 8日（週六）上午在社教館舉辦節稅規劃實務之座談會，聘

請周金樹先生主講，內容包含所得稅、贈與稅、遺產稅與信託稅規劃，請各

位踴躍參加。 

（五）台南區四師聯合會訂於 4月 16 日（週日）下午 4時舉行，此次係由台南市

醫師公會主辦，請各位理監事踴躍出席。下次輪由本會主辦，預訂於 7月 23

日（週日）下午舉行，請秘書處及早規劃。 

二、監事會報告：（蘇新竹常務監事報告） 

  95 年 2 月本會財務報表經查核無誤。 

三、全聯會常務理事林瑞成律師致詞 

（一）全聯會認為如行政訴訟法等法律之修改或制定可能侵犯律師之業務，因此 

目前全聯會構思籌集一筆經費，以推動爭取有利於律師之立法，請各公會 

支持。 

（二）全國律師雜誌近日有意改變，除朝向專業性雜誌發展，且可能保留部分版 

面刊登各公會之會務。 

四、黃顧問正彥致詞 

本會理監事十分活潑，且會務一屆比一屆充實，值得欣慰。而本會會員人數 

已超過 700 位，經費充足，但仍應謹慎使用。 

五、各委員會、組報告： 

（一）民商法委員會（黃厚誠常務理事報告） 

   本會於 95 年 4 月 1 日邀請中興大學科法所許舜喨博士演講「植物品種 

與智慧財產權」，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二）刑事法委員會（宋金比常務理事報告） 

   原訂於 95 年 3 月 25 日邀請東海大學法學系張麗卿教授演講，因故改於 95

年 4 月 15 日舉行，講題仍為「刑法修正對案件單一性及同一性之影響」。 

（三）兩岸交流委員會（林瑞成顧問報告） 

2 月份大陸東北之行未能成行。 

將構思與高雄大學或成功大學合辦邀請兩岸法學教授舉辦論壇，屆時亦 

將邀請全聯會為主辦單位。全案待計畫成熟後再另行報告。 

（四）平民法律服務中心（主任委員吳信賢常務理事報告） 

目前依正常狀況運作，95 年 2 月開支花費共 4萬餘元。 

若決議無需支援台南市政府之法律服務，則可加強台南地方法院平民 

法律服務之業務。【財務報告表如附件一，略】 



（五）法律宣導委員會（陳琪苗理事報告） 

3 月 3 日新豐高中法治教育校園演講是由李慧千律師前往，3月 15 日 

崑山國小之法治教育校園演講由宋金比律師前往演講並推廣法治教育之 

教材。 

中華扶輪社法治教育向下紮根推廣委員會原訂在雲嘉地區於3月份舉行種子

教師培訓課程，原商請本會派員擔任講師，但該會因籌備不而取消。 

（六）司法改革委員會（黃雅萍監事報告） 

法官評鑑作業可能提早進行，希望 9月以前能完成。 

（七）紀律委員會（蔡敬文監事報告） 

李明諭律師因教唆偽證乙案，經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停止執行職務 1年確 

定，故本會亦予以停收會費 1年。 

（八）會刊委員會（曾子珍理事報告） 

   理監事輪流撰寫之焦點話題應於每月 15 日前交件，請準時交件。 

 (九) 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楊慧娟監事報告) 

   本委員會由楊慧娟、陳琪苗、李孟哲、彭大勇、楊丕銘、蔡麗珠、蔡雪苓、 

郭淑慧、李慧千 9人擔任委員。 

（十）登山社（林華生律師報告） 

      原定 3/18舉辦的登山活動因租借不到車子，故活動改於3/25舉行，請見諒！ 

【【【【3/25 登山健行行程如附件二，略】】】】 

（十一）秘書處（秘書長許雅芬律師報告） 

95 年度 2月份退會之會員： 

王忠沂、吳西源、林鎰珠（以上 3名月費均繳清），游瑞華（月費繳至 94

年 12 月），蔡錫欽（月費繳至 94 年 6 月），郭玉山（逝世），截至 2月底

會員總數 732 人。 

陸陸陸陸、討論事項： 

一、案由：95 年 2 月份加入本會為會員之律師：高慶福、傅祖聲、林哲誠、王素珍、

徐文宗、余筱瑩等 6名，請追認。 

  說明：經向台南地方法院查詢，均符合規定，亦均無積欠會費情況。 

決議：通過。                 

二、案由：本會 95 年 2 月份財務收支報告表【【【【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略略略略】】】】，請審核。 

說明：請財務長林祈福理事說明。           

決議：通過。                   

三、案由：全聯會依第 7屆第 1次全國理事長會議共識，成立新台幣 500 萬元專 

款作為工作經費案，請討論。 

    說明：方案詳細說明如【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略略略略】。 

決議：原則同意，但出資比例應由全國各公會會商決定，且全聯會亦應出資。 

四、案由：本會擬辦理會員健康檢查，各醫院報價如【【【【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略略略略】】】】，請討論。 

    說明：一、為保障會員身體健康，擬辦理會員健康檢查，各醫院提供優惠方 

案詳如附件。為鼓勵會員參與，擬補助會員本人每人新台幣 1000 

元，至於會員之眷屬及事務所員工，亦可參加健檢，但本會不予 

補助。 

          二、如年滿 40 歲以上且 3年內未曾做過全民健康檢查者，除第 1項優 

惠外，得再折抵 200 元或增加檢查項目。 

    決議：交由秘書處搜集其他醫院之資料後再連同補助之費用另行提案討論                                

五、案由：本會原訂 4/8 舉辦荷比 10 日遊，因報名人數不足成團，上半年之國外 

旅遊是否改為黃山或吳哥窟 5日遊，行程及團費詳如【【【【附件六附件六附件六附件六，，，，略略略略】，】，】，】， 



請討論。 

決議：荷比 10 日遊繼續辦理，可與其他團體併團，黃山之旅由登山社主辦。柒柒柒柒、

臨時動議 

蔡敬文監事：為了會員健康可否購買血壓計放在公會供會員使用？ 

決議：不宜購買血壓計。但請康福委員會洽請廠商在地院與高院公會各設置按 

摩椅一台，供會員使用。           

捌捌捌捌、、、、自由發言 

  1.林瑞成顧問：感謝理監事會對全聯會議案之支持。 

  2.黃正彥顧問：公會之開會非常有進步，值得欣慰。 

玖玖玖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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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雅娟律師    女，38 歲，中正大學法研所畢，主事務所設於高雄，現任蘇吉雄律 

事務所律師，94 年 12 月 15 日加入本會。 

鄭崇文律師  男，50歲，台灣科技大學工管系畢，主事務所設於台北，現任聖文

律師事務所律師，94年12月21日加入本會。 

盧 春律師  女，64歲，省立新營中學畢，主事務所設於台北，94年12月22日加

入本會。 

汪家倩律師  女，28歲，美國柏克萊加大法律系畢，主事務所設於台北，現任萬

國法律事務所律師，94年12月23日加入本會。 

陳明欽律師  男，33 歲，中興大學法律系畢，主事務所設於台北，現任恩惠法律

事務所律師，95 年 1 月 3 日加入本會。 

楊雅惠律師  女，40歲，輔仁大學法律系畢，曾任中央健康保險局科員，主事務

所設於台北，現任朋博法律事務所律師，95年1月11日加入本會。 

黃鼎鈞律師  男，44歲，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肄業，曾任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書記官

及台灣彰化、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主事務所設於台中，95

年1月11日加入本會。 

陳鎮宏律師  男，41歲，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畢，主事務所設於台北，現任得力

商務律師事務所律師，95年1月13日加入本會。 
 

 

 

   
 

 

 

 

 

 

 

 

 



 

 

 

 

 

 簡簡簡簡  訊訊訊訊  本刊訊本刊訊本刊訊本刊訊    

   
    

 

 
※ 本會理事林祈福律師之事務所自95年 1月 21日起遷移至台南市東區崇德路672

號 4 樓之 8，電話為：（06）2687974，傳真為：（06）2687594。 

 

 

   
 

 

 

   

 ＜＜＜＜悼悼悼悼＞＞＞＞  本刊訊本刊訊本刊訊本刊訊 

   
    

 

※ 本會資深道長郭玉山律師，慟於 95 年 2 月 27 日上午 0時 55 分仙逝，享壽八十

四歲，喪禮於 95年 3月 8日上午 8時假台南市殯葬管理所光德廳設奠舉行家祭，

8 時 30 分舉行公祭告別儀式，本會由林理事長偕同多位律師道長親臨悼祭，場

面哀戚隆重。 
 

 

   
 

 

 

 

   

 訊訊訊訊息息息息公公公公告告告告  本刊訊本刊訊本刊訊本刊訊 

   
    

 

※台南區四師聯合會 95 年第 1 次會議，訂於 95 年 4 月 16 日（星期日）下午在台

南市安平區永華 2街 199 號台邦商旅 2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當天下午 4點開始報

到，4 點 30 分由台南市立醫院陳怡副院長主講「130 腎敗」，5 點 20 分由藝群皮

膚科診所王正坤院長主講「雷射與脈衝光美容」，6時 30 分在原地餐敘 
 

 

   
 

 

 

 

 

 

 

 

 

 



 

   

 喜喜喜喜 訊訊訊訊  本刊訊本刊訊本刊訊本刊訊 

   
 

 

※本會會員黃王黎瑩律師，於 95 年 1 月 6 日，在台南市郭綜合醫院產下一子，小

寶寶健康可愛，母子均安，黃律師與夫婿陳昆和律師均為本會會員，開設昆明法

律事務所，二人有了愛的結晶，婚姻更添幸福美滿。 

※本會會員李家鳳律師於 95 年 1 月 20 日在台南縣奇美醫院產下一子，小寶寶活潑

可愛，李律師夫婿蘇桓彥先生為高雄大學助理教授，二人原已育有一子，再次喜

獲麟兒，誠屬可喜可賀。 

※本會會員裘佩恩律師夫人郭雯靖小姐，於 95 年 2 月 2 日，在台南縣奇美醫院產

下一名健康小女嬰，母女均安。裘律師與夫人原已育有一子，此次再添千金，實

為十全十美。 

※本會理事陳慈鳳律師，於95年 3月 14日，在台南市郭綜合醫院產下一名重達3400

公克之可愛小男嬰，母子均安。陳律師為本會理事兼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

熱心公務，其夫婿吳明忠先生為光學設計工程師。二人婚後一舉得男，本會道長

聞訊，均表祝賀之意。 

※本會會員鄭明達律師，於 95 年 3 月 25 日與林家吟小姐舉行婚禮，喜宴則訂於同

日晚上 6 時 30 分，於屏東縣潮州鎮香港海鮮餐廳隆重舉辦，當日同道多人到場

祝賀，場面盛大。鄭律師為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主事務所鄭明達律師事務所設於高雄市，新娘林家吟小姐，為逢甲大學畢業，目

前為屏東縣佳冬鄉昌隆國小教師，兩人郎才女貌，結為連理，實為天作之合，令

人稱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