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陣子，與理事長共同為刑案辯護人，委任

之當事人於該案件中尚屬要角，然因被告甚多，

辯護人亦多達十餘位，開庭時，只見法庭席上的

辯護人座位，早已坐滿，卻不見要讓席理事長，

理事長只得坐旁聽席執行辯護人職務。這現象在

吾輩入行時，難以想像，但在近年來已司空見

慣，不足為奇。當然辯護人或訴訟代理人於法庭

上席位不足，或應由司法院檢討解決，然宥於法

庭空間及法庭配置，常見有律師坐於旁聽席、證

人席位行使職權，已屬一般。而上述現象於吾輩

入行時，必俟資深尊輩律師坐定，方有入席；或

起身讓席。惟現之律師界，已鮮少見之；且隨之

而來，不聞問公會事宜、獨善其身者越眾矣。想

起多年前，律師間幫忙複代理，那有律師間給錢

的，互相幫忙、互相代理乃是習慣，且有一天總

會麻煩他人；但現在已改變，一代一代的轉變，

見面能打招呼、點頭已係難得，誰在乎倫理？

　　雖訂有「律師倫理規範」，然關於人倫事

理，並無有任何文字之規定；或謂有文字規定又

如何，諸如子女應孝敬父母，民法第1084條第1項
亦明定其文，然又如何呢？今之律師界，敬重前

輩之倫理不復維持，加以近年律師大量錄取，吾

人擔心市儈重利充斥業界，隨之而來，律師倫理

規範第6條所定之律師職業品位與尊嚴，標準將會
越降越低。而因律師大量錄取，人數越來越多，

為謀生存，削價競爭，甚以違反律師倫理規範之

方式執行業務，諸如以業務人員招攬者越來越

眾，品位與尊嚴不復維持，律師終漸被視為「廉

價勞工」，受害者仍為律師群體。

　　當然，人倫事理的養成，或從家庭教育及環

境即已然。回想看，倘能如多年前，尊賢讓輩，

互相砥礪、幫助，台南律師公會那祥和景象及風

氣，多好、多棒。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意指一切人

倫事理都具備在自己身上，反省諸身而能真實無

妄也。倫理之重要性乃在「人倫之理，即各種人

際關係所共守之規範。」，因為人是「在也存

有」，所以人是具有位格的精神存有體，人性尊

嚴是需被尊重的。倫理學家鄔昆如所著「倫理

學」裡，其謂倫理存在之意義，乃在定位人與生

活世界之關係，使人與人間、及其他宇宙萬物

間，得生存得更和諧、更完善。今之律師界，敬

重前輩之倫理必須繼續存在維持，方能為受尊仰

敬重之職業團體。而此，仍賴吾等之努力。

　　拉雜講了一堆，寫到此，卻想到「沒有倫理

的」大概也不會看台南律師通訊，或聽者藐藐，

又奈如何呢？

　　執業到現在，指導過7位實習律師，吾人仍
深信，學識經驗之養成，首要其學習、諄諄告知

者，仍乃律師倫理之重要，此才是執業律師的第

一課，而且一定受用無窮。因為懂知人倫事理

者，人必愛護之，願施以經驗傳承，甚案源傳介

也；吾人即受惠於諸多前輩矣。共勉之！

本刊訊 本年度第4場學術研討會，於102年2月2
日（星期六）上午9時，假國立台南生活美學館3樓
中型會議室，邀請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院長鄭玉

山法官主講「僱用人求償權之限制與時效免責之抗

辯」，研討會由理事長張文嘉律師主持。

　　就當日主題之問題起源為最高法院73年度台
上字第2128號判決。該判決之事實概要乃Y係X客
運公司僱用的司機，於駕駛X客運公司營業之大客
車時，應注意而未注意，碰撞A乘騎之機車倒地，
致A手腳受傷。A以X為Y之僱用人，依民法第188
條規定，起訴請求X賠償醫藥費70餘萬元。X則辯
稱：A迄未向Y請求賠償，其請求權已罹於2年時
效，伊同免其責，自得拒絕給付。

　　就該案例，第2審法院認為，依民法第273條規
定，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

責任，由此可知連帶債務之數人負同一債務，其時

效之起點均屬相關，時效之中斷或不完成非個別進

行，故對於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在時效未完成時

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即不再有時效完成之可言，X
上開抗辯顯不足採。最高法院判決則認為，我國民

法對於消滅時效的中斷係採相對效力，即時效中斷

限於當事人、繼承人、受讓人之間始有效力。故連

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發生時效中斷事由，除該債務人

應分擔之部分外，對他債務人並不發生效力，此觀

諸民法第138條及第279條規定甚明。A於2年時效期
間內，對X起訴請求損害賠償，其對X之請求權消
滅時效固因而中斷，但其對於另一連帶債務人Y之
請求權消滅時效，依上開說明並不中斷。苟A對於
Y別無中斷之事由發生，致其消滅時效已經完成，
依民法第276條第2項及第188條第3項規定，X即非
不得援用Y之時效利益，而拒絕全部給付。
　　對上開判決，講座發展出下列之議題，並逐

一從國內外立法例、學說及相關實務見解予以說

明：(一)令僱用人與受僱人負連帶侵權責任之規
定，對被害人是否較有保障？如為否定，是否應限

制連帶債務規定之適用？(二)僱用人侵權責任之本
質為何？(三)僱用人在對被害人履行賠償後，對受
僱人得否全部求償？(四)前者如為否定，受僱人在
對被害人履行賠償後，是否得對僱用人求償？此即

所謂逆求償權問題。

　　最後，講座就當日討論主題作出下列結論，我

國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僱用人、受僱人負連帶侵
權責任，其立法目的，係為保護被害人，避免因向

資力薄弱之受僱人求償，恐有名無實，而使被害人

得自較具資力且因僱用他人而增加行動範圍及利益

之僱用人獲得實質上賠償，符合公平原則。但我

國連帶債務制度之立法，偏向保護債務人，例如時

效中斷及不完成僅生相對效力，而時效完成卻發生

絕對效力，對債權人而言，極可能發生不測之不利

益。此情況應係立法時未預見之疏失，當屬學說上

所謂的隱藏漏洞。因此，就連帶債務之立法目的觀

之，應解釋連帶債務之規定，除了已達被害人受償

之目的外，凡侵權債務人一人所生之事由，對他侵

權債務人不生影響，俾符合侵權債務之連帶規範目

的。此次研討會在講座精闢地解說下，於中午12時
許圓滿地結束。

03/02 全聯會在職進修（美學館）

03/09 學研會（馮振宇教授-美學館）

03/23 學研會（陳顯武教授-美學館）

03/30 學研會（林裕順教授-美學館）

1.	本會道長侯永福律
師尊翁侯屋馬老先
生，不幸於102年
2月2日上午0時辭
世，享壽76歲，於
102年2月16日星
期六中午11時30分假高雄市立殯
儀館永懷堂設奠家祭，並於12時
舉行公祭告別式，場面肅穆哀戚。

2.	本會道長藍庭光律師尊翁藍吉安老
先生，不幸於102年2月14日晚上
9時辭世，享壽92歲，於102年2
月25日星期一上午11時假台南市
殯儀館和平堂3號設奠家祭，並於
11時20分舉行公祭告別式，場面
莊嚴肅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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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著驢車在新疆旅遊，真是瘋狂的想法！不

過瘋狂是必要的，我們通常跟團的旅遊都是走馬

看花，要在最短間走最多的行程，看最多的景

點，然而我們要問旅遊的目的是什麼？本書作

者在書中的摺口上寫道：「我旅行只有一個目

的，就是在短促的人生之中，看看這世界上的其

他人是如何生活而已，旅遊景點、遺址對於我來

說也是可有可無，但我在旅途上所遇到的人和

事，卻是獨一無二，不能輕易複製。」，沒錯，

觀覽名山勝景並不是旅遊最重要的事，人的記憶

力有限，雖然身履其境，欣賞、讚嘆、留連、回

憶⋯⋯，過個幾年也忘的差不多了，現在回想起

來，壯麗山河、千年古蹟真有這麼重要嗎？我看

過、走過的景點和旅遊書、和旅遊電視節目又有

多大的不同？比起旅途中遭遇到的人和事，才是

獨一無二的記憶，才是最珍貴的紀念。

　　現在年輕人盛行自助旅行，比起跟團旅遊好

多了，確實可以深入民間，親近庶民生活，親自

策畫行程，自己去摸索，自己去面對行程中的意

外、失誤，不過仍然不脫旅行者的身分，仍然是

外人、仍然是過客。

　　而本書的作者更不一樣，他是個傑出的旅

人，他決定用驢子作為交通工具，經由旅遊來體

驗當地人的生活，驢子是南疆的特產，南疆到處

都是驢子，路邊往往見到老漢趕著驢車，車上載

著成堆的莊稼，或是4、5個衣著鮮豔的維吾爾族

婦女，道路兩旁是綠葉翻飛的白楊樹，驢車就慢

慢地走在路邊，於是作者和他的驢子Pierre走了75

天，一共走了1355公里，最遠至新疆最西邊的城

市喀什，最後在喀什結束行程，既然不能帶驢子

回家，只好依依不捨地與Pierre告別，把牠賣給維

吾爾人。

　　作者是香港人，約30餘歲，從小在城市長

大，曾多次到大陸、印度、巴基斯坦自助旅遊，

最近一次是在新疆搭乘順風車，走了三天兩夜，

大貨車司機提及新疆盛產毛驢，引起作者突發奇

想，竟然決定買頭小毛驢一起徒步新疆，於是作

者和他的驢子開始這趟奇異的旅程。

　　作者是在南疆的庫爾勒買毛驢，花了兩千

元，取名為Pierre，接著再買一部鐵製的驢車，

賣驢車的老闆還教作者如何照料毛驢，如何趕驢

車，原來這些都是學問，光是將驢子套上驢車就

要費一番手腳。驢子的蹄子要釘蹄鐵，否則腳掌

受傷就不良於行，作者一路上為Pierre換了好幾次

蹄鐵；到後來連驢車都狀況不斷，不是爆胎就是

輪圈變形，輪圈變形要換掉整組輪胎，連換個內

胎都要耗費極大的氣力，不像換腳踏車內胎那麼

簡單；新疆夏天的蚊蟲像一群飢餓的野狼，Pierre

的腹部被咬得全是傷口，後來在拜城又碰到會咬

驢子的蒼蠅(依我在新疆旅遊的經驗，那是牛虻，

長得很像蒼蠅，會叮人和牲畜，我被叮過多次，

有些刺痛但不會紅腫)。

　　雖然驢子天生就用來拉車，但長途旅遊對驢

子來說實在辛苦，每天餐風露宿，一天只走能25

公里左右，天快黑就要找宿營地點，通常安排驢

子的吃喝之後，作者才簡單地弄些吃食填飽肚

子，後段在戈壁灘行走，一路上寸草不生，因此

沿途要預先買草料、玉米及胡蘿蔔，還要大量的

飲水，裝載於驢車上吃個兩三天，有一次缺水，

作者竟然買礦泉水給驢子喝。晚上宿營時，要提

防野外的野狼會偷襲毛驢，也要把韁繩釘在地

上，以防驢子走失，更重要的是因驢子整天走路

體力消耗太多，一天要吃四頓，半夜作者還要起

來餵一次飼料。作者每到一個城鎮上會休息幾

天，這時會住入旅社清洗和休息，驢子就託付給

郊外的農家餵養，驢子已成為作者的好伴侶。

　　作者出發時是8月23日，對於在新疆長程戶外

旅行的季節實在太晚，如果能選擇的話我要提前

至7月初。因為新疆天氣多變，有時下雨，有時狂

風，甚至加上冰雹，前一刻萬里無雲，接著就是

風狂雨驟，走避不及。南疆還好些，只是晴天較

多太陽毒辣，但作者是由庫爾勒啟程北上，本來

要去烏魯木齊，但有人警告這段路坡度很陡，山

區已在下雪，如果一天之內無法翻越達坂(指山口

及盤山公路)，Pierre就會被凍死，因此決定不去烏

魯木齊。不過仍是北上往巴音布魯克草原前進，

這段路要翻越天山山脈，走過海拔3000公呎的察

漢努爾達坂，抵達巴音布魯克草原，芳美的水草

讓Pierre大快朵頤，這裡有天鵝湖及九曲十八彎(開

都河曲流)等景點，作者都沒去。接著作者又要往

南，再一次翻越天山山脈，這一次幾乎要了作者

和Pierre的命！

　　原來驢子很怕冷怕水，如果晚上沒走出冰雪

範圍，毛驢可能會被凍死，而這次要翻越冰天雪

地的鐵力買提達坂，海拔將近4000公尺，天寒地

凍風雨交加，作者遇到一群修路工人，工人好心

收留作者在帳棚裡烤火過夜，到後來連驢子也帶

進帳蓬，8個人和一頭驢子擠在一個帳棚度過苦寒

的一夜。第二天作者和驢子趕快下山，走了一天

才脫離險境，到凌晨1時才找到住宿的蒙古包。

　　翻越天山山脈後抵達南疆大城庫車，此後就

沿著南疆也是大戈壁的北緣行走，這條314號國道

直達喀什，除了因考量路況差，曾脫離這條公路

而走北線經過拜城，過了拜城又走回314國道，接

著是阿克蘇、阿恰、阿圖什，最後終於抵達終點

喀什！

　　一路上碰到好多有趣的人，有的人還說「我

碰上你幾次了」，更多人對作者趕著驢車去旅行

非常好奇，常圍著驢子問東問西，甚至不敢相信

他們真的走了那麼遠的路，不過也有人不以為

然，認為是吃飽飯沒事做才會趕著驢車旅行，「

花那麼多錢買一輛毛驢車倒不如買電驢子」，什

麼是「電驢子」？就是機車！沒錯機車可以騎得

飛快，1300多公里只要幾天就完成了，也不要一

路伺候驢子吃吃喝喝，擔驚受怕，甚至還要聞牠

其臭無比的臭屁，觀察牠的糞便。

　　但是趕著驢車去旅行，「我所想要的，其實

只是過程，而不是結果，⋯⋯我最關心的是我和

Pierre路上的一點一滴，還有我和Pierre間難得的微

妙感情。」。作者指出：通常人旅遊大多是要求

以最少時間和金錢走最遠的路，只有儘可能走過

所有預定之行程，才會認為圓滿，於是現代的旅

人就是追求圓滿，而匆匆進行浮光掠影、虛浮不

實的旅遊。  

　　其實緩慢的節奏自有其樂趣，作者和驢子走

在荒涼的戈壁灘上，「簡直與蝸牛爬行無異，我

開始愛上這種遺世獨立的寂靜之美，有些時候我

甚至可以聽到耳邊的空氣緩緩流動的聲音，彷彿

在跟我竊竊私語。」，作者這些話值得喜好旅遊

者的深思。

　　作者書上說：「對知識份子來說，『旅行』

是一種冒險，過程會遇到種種不同的磨難，甚至

危及生命，在歷練之後，無論身體和心智都會

得到成長。」，這是趕驢車另類旅行最大的意

義。難忘的旅程終究也有結束的一天，喀什近

了，Pierre卻因走太多路而跛行，作者很是不忍，

一路陪著牠走不再坐於驢車上，以免增加Pierre的

負擔。喀什在望，天氣已經變冷，驢車的輪子又

壞了，Pierre加緊趕路奮力奔跑，來到喀什卻是要

和Pierre分離，而且不得不把牠賣掉。因為驢子是

家畜，把牠放生也不見得能在野外存活，終究還

是要靠人類生活，但作者又怕Pierre被漢人買去宰

殺，因此特意賣給維吾爾人，因為維吾爾人不吃

驢肉，不會把Pierre殺來吃或賣到屠宰廠。

　　本書相當有趣，附上旅遊沿途的照片，頗為

精采，更有精細描繪的插圖，原來是作者的女友

畫的，最後在書末的後記中，作者才說出這趟旅

程，女友曾陪他走了約1個月，難怪有這麼豐富

的照片和插圖。還有，請看以下這些字：「轡、

韉、靷、鞧、韅、鞿、鞥」，有誰會讀這些字？

誰會了解這些字的意思？原來這些字是驢車上的

配件，或控制驢子的某種繩子，作者一一釋明其

音義，並以精細的插圖說明之，真是一位負責的

作者，值得讚許與推荐。

本文同時發表於作者逸思之部落格，歡迎 
讀者閱覽。 網址：blog.udn.com/wenglaw

書  名： 趕著驢車去新疆

作  者： 鍾振翹

出版者：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趕驢車的另類旅行
《趕著驢車去新疆》讀後

◎ 逸 思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 日第 211 期第  2  版



　　 1 9 7 3年 1 2
月，司法院公布

釋字第 1 3 7號解
釋。解釋文指出，法官對行政命令不可逕行

排斥而不用，但得依據法律表示合法適當之見

解。

　　1992年5月，司法院審查通過台灣高等法
院暨台灣台南地方法院1992年3月法律座談會
的法律見解，認為「法院辦理具體案件時，有

審查有關法律是否牴觸憲法之權限，如認法律

與憲法牴觸而無效時，得拒絕適用之。」並行

文下級法院暨行政院法務部檢察司等相關單位

查照。

　　時任立法委員的吳梓等人，期期以為不

可。認為該法律見解，是賦予一般法官於審理

案件時，擁有「實質違憲審查權」的權限。

爰提案經立法院院會決議通過，函請司法院解

釋。

　　後來，1994年8月，國民大會行使大法官
同意權，我舉施啓揚教授在1970年代初期譯著
的《西德聯邦憲法法院論》，請教同為第二屆

國民大會代表的司法院院長被提名人施啓揚，

是否願意修法，賦予法官具體的違憲審查權？

他欣然同意並明確指出，將於就任1年內，在
「司法改革委員會」中提出關於法官應有「具

體的違憲審查權」的構想。可是，翌年1月公
布的釋字第371號解釋，並沒有如此進步。
　　釋字第371號解釋的解釋文指出：法官依
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80條定有明文，故依
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

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惟

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

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

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是遇

有前述情形，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

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

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本院大法官解釋。

　　上述1992年5月司法院審查通過的法律見
解，若未遭釋字第371號解釋破解，我國各級
法院法官，已擁有個案的、分散型的「具體違

憲審查權」，不會是如目前，僅大法官才擁有

通案的、集中型的「抽象違憲審查權」。各級

法院的判決書必然多元活潑，百家爭鳴。

法官具體違憲審查權 酒駕加重罰則
   於3月1日施行◎蔡文斌律師

本刊訊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有關酒駕罰則加重之

新規定，將自102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
　　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規定，汽
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有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

準或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

品之情形者，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同

條第3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於五年內違反第一項規定
二次以上者，處新臺幣九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

汽車及吊銷其駕駛執照；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

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又據同條第4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警察
機關設有告示執行第一項測試檢定之處所，不依指示停

車接受稽查，或拒絕接受第一項測試之檢定者，處新

臺幣九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吊銷該駕

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

亡者，吊銷該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因此不依

指示停車受檢或拒絕酒測者，除將被罰九萬元罰鍰外，

尚須被吊銷駕照，處罰不可謂不重。衷心期待新制上路

後，能確實減少黃湯下肚之後的交通悲劇，保障自身及

用路人之生命安全。

張麗玉律師
女，46歲，台灣大學法律系畢，主
事務所設於台北，101年12月13日加
入本會。

唐月妙律師
女，52歲，政治大學法律系畢，主
事務所設於台北，101年12月10日加
入本會。

劉聰熙律師
男，65歲，東吳大學法律系畢，主
事務所設於台南，101年12日4日加
入本會。

葉昕妤律師
女，24歲，政治大學法律系畢，主
事務所設於台北，101年11月19日加
入本會。

呂光武律師
男，70歲，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畢，主事務所設於台北，101年12月
17日加入本會。

林怡君律師
女，30歲，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
學研究所，主事務所設於高雄，101
年12月12日加入本會。

李國豪律師
男，36歲，東海大學法律系畢，主
事務所設於台中，101年12日6日加
入本會。

林穆弘律師
男，55歲，東吳大學法律系畢，主
事務所設於台北，101年12月6日加
入本會。

王可文律師
男，29歲，中正大學財法所畢，主
事務所設於台北，101年11月23日加
入本會。

吳復興律師
男，33歲，世新大學法學碩士，主
事務所設於台南，101年11月19日加
入本會。

林翰榕律師
男，41歲，東吳大學法研所，主事
務所設於桃園，101年12月6日加入
本會。

李承訓律師
男，5 0歲，政戰學校法律研究所
畢、主事務所設於桃園，101年11月
29日加入本會。

童子斌律師
男，40歲，東吳大學法律系畢，主
事務所設於台北，101年11月19日加
入本會。

胡達仁律師
男，33歲，輔仁大學法律系畢，主
事務所設於台中，101年12月14日加
入本會。

黃文章律師
男，28歲，輔仁大學法律系畢，主
事務所設於台南，101年12月11日加
入本會。

游開雄律師
男，47歲，中興大學法律系畢，主
事務所設於台北，101年12月6日加
入本會。

張耀天律師
男，31歲，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
所畢，主事務所設於新北市，101年
11月20日加入本會。

（101年11～12月份）

新會員介紹

楊晉佳律師
男，44歲，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碩
士，主事務所設於台北，101年12月
24日加入本會。

林契名律師
男，39歲，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
所畢，主事務所設於新北市，101年
12月24日加入本會。

黃懷萱律師
女，30歲，中正大學法研所畢，主
事務所設於台南，101年12月24日加
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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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中華民國102年2月21日（星期四）	

晚上6時55分

地點：	新葡苑港式餐廳

出席：	張文嘉、李合法、宋金比、陳琪苗、	

吳信賢、蔡雪苓、李家鳳、康文彬、	

趙培皓、黃雅萍、黃厚誠、吳健安、	

蔡信泰。

列席：	林國明、蘇	 暉、許雅芬、林仲豪。

主席：	張理事長文嘉

記錄：林仲豪

壹、	報告出席人數：應到20人，實到13人。

貳、	主席宣布開會

參、	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肆、	確認上次會議記錄	

【參見第210期台南律師通訊】

伍、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報告

   案  由： 101年12月份劉聰熙等14名新
會員入會同意追認案。

   執行報告： 同意入會，並已於102.01.25
辦妥團體意外險加保手續及

核發會員證。

陸、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
1. 元宵節尚未過，先向大家拜年，祝大家新的
一年事事如意，平安喜樂。

2. 1月19日下午台大法律學院謝銘洋院長為我
們講授有關新修正專利法的課題，課程時間

雖然是在下午，但出席人數十分踴躍，原本

以為下午上課可能聽講人數較少的疑慮一掃

而空。

3. 法治教育基金會於1月26日假大億麗緻飯店
召開2013年度發展會議，本人代表本會上台
受獎，本會另有宋金比、許世烜二名道長出

席。董事長張迺良律師表示除了法治以外，

正直、無私等人格養成也是基金會成立的宗

旨，另基金會重要推手黃旭田律師表示法

治教育推廣活動走出台北後，在台南開花結

果，大放異采，實為始料未及，感謝本會道

長的熱誠與付出。

4. 2月25日晚上於王品牛排舉辦公會尾牙，感
謝祕書處人員及祕書長、副祕書長等人一年

來的辛勞。

5. 1月31日晚上於轉角餐廳舉辦會刊編輯餐
會，感謝大家一年來為會刊的付出，期能再

接再厲，繼續發揚光大。

6. 2月2日台南高分院鄭院長蒞會講課，題目
為「僱用人求償權之限制與時效免責之抗

辯」，出席踴躍，晚到者必須坐入休息室聽

講。

7. 3月1日下午司法院蘇副院長將蒞臨府城法學
論壇演講「物權自由與以房養老」，由台南

高分院鄭院長擔任與談人，請各位道長踴躍

參加。

8. 3月7、8兩日長崎縣弁護士會將拜訪本會，
並於3月7日假大億麗緻飯店舉辦實務交流，
此次研討會議由司法院與本會共同主辦。

9. 3月9日政大馮震宇教授將蒞會演講「企業智
財創造與管理」，請大家踴躍參加。

二、監事會報告：一切正常。

三、 各委員會（組）報告：
（一） 國際交流委員會（蘇暉律師報告）

 本會定於3月7日下午5時至7時與姊妹會
長崎弁護士會舉行定期互訪交流會，並

與司法院共同舉辦「日本裁判員制度暨

台灣刑事觀審制之實務交流研討會」除

由長崎弁護士會前會長森本精一弁護士

就日本裁判員制度為專題報告外，並由

共同主辦單位司法院之張永宏法官就台

灣刑事觀審制之制度面及法院試行之情

形等為說明，及另邀請中央警察大學林

裕順教授進行座談，非常感謝會員之報

名參與。

（二） 平民法律服務中心（主任委員陳琪苗常
務理事報告） 
【1月份財務報告表詳附件一】

（三） 秘書處（許雅芬秘書長報告）
1. 102年度1月份退會之會員：
 陳宏杰、鄭惠蓉、張宗隆、胡宗賢、成
介之、黃豪志、黃忠、馬惠美、李振林

（以上9名月費均繳清）；高宏文（月
費繳至101年12月）等10人。

2. 截至1月底會員總數1080人。

柒、	討論事項：

一、案由： 102年1月份加入本會為會員之律
師：陳雅娟、康存孝、邢建緯、楊

揚、李春輝、羅庭章、何志揚、施

嘉鎮、吳意淳、陳志揚、陳泰溢、

吳俊昇、楊宜樫、林森敏、簡弓

皓、羅豐胤、劉韋廷、蕭棋云、林

信宏、李耀馨等20名律師，請追
認。

  說明： 資格審查資料於會議時提交。
  決議： 同意追認入會，並由秘書處辦理加

保公會意外險團保及核發會員證

書。

二、案由： 本會102年1月份財務收支報告表審
核案，請討論。

  說明： 惠請財務長趙理事培皓作說明。
（詳附件二）

  決議： 審議通過。
 （提案人：財務長）

三、案由： 本會平民法律服務中心101年度財務
收支決算審核案，請討論。

  說明： 決算表詳附件三。
  決議： 審議通過。
 （提案人：財務長）

四、案由： 本會平民法律服務中心102年度財務
收支預算審核案，請討論。

  說明： 預算表詳附件四。
  決議： 審議通過。
 （提案人：秘書處）

五、案由：本會101年度財務收支決算審核案，
請討論。

  說明： 
1. 請登山社陳社長琪苗說明。
2. 行程規劃及報價詳附件六。

  決議： 審議通過。
 （提案人：秘書處）

六、案由：本會102年度財務收支預算審核案，
請討論。

  說明： 預算表詳附件六。
  決議： 修正後審議通過。
 （提案人：秘書處）

七、案由：本會102年度工作計畫表審核案，請
討論。

  說明： 計畫表詳附件七。
  決議： 審議通過。
 （提案人：秘書處）

八、案由：本會第八屆會員代表名單審核案，

請討論。

  說明： 名單詳附件八。
  決議： 修正後審議通過。
 （提案人：秘書處）

九、案由：本會第30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舉行
時間及地點案，請討論。

  說明： 本會秘書處已預定於102年4月20日
假大億麗緻酒店（3F：大億B廳開
會；富貴廳餐敘）舉行第30屆第1次
會員代表大會。

  決議： 審議通過。
 （提案人：秘書處）

十、案由： 本會102年度登大山活動案，請討
論。

  說明： 本會擬將於102年5月2∼4日舉辦
「登奇萊主北3日行」。參加會員每
名擬補助1,600元，暫預估20人，申
請補助16,000元。(若人數逾10人，
由參加會員就補助款16,000元平均
分配)。

  決議： 審議通過。
 （提案人：登山社）

捌、臨時動議：無

玖、自由發言：略

拾、散會【102年2月21日晚上8時30分】

時間：	中華民國102年2月21日（星期四）	

晚上6時30分

地點：	新葡苑港式餐廳

出席：	林重仁、林彥百、張文嘉、李合法、	

宋金比、陳琪苗、吳信賢、蔡雪苓、	

李家鳳、康文彬、趙培皓、黃雅萍、	

黃厚誠、吳健安、蔡信泰。

列席：	林國明、蘇暉、許雅芬、林仲豪。

主席：	張理事長文嘉

記錄：林仲豪

壹、	討論事項：

一、案由： 台南高分院律師休息室101年度財
務收支決算審核案，請討論。

  說明： 決算表詳附件一。
  決議： 審議通過。
 （提案人：台南律師公會）

二、案由： 台南高分院律師休息室102年度財

務收支預算審核案，請討論。

  說明： 預算表詳附件二。

  決議： 審議通過。

 （提案人：台南律師公會）

捌、臨時動議：無

玖、自由發言：雲林律師公會林重仁理事長表

示，5月25、26日第13屆全國律師聯誼會

在雲林舉辦，雲林律師公會歡迎各位道長

踴躍參加，雲林律師公會對於參加之道長

與寶眷除備有布袋戲偶之紀念品，尚提供

劍湖山主題樂園之入場券。

拾、散會【102年2月21日晚上6時55分】

台南律師公會第29屆102年度2月份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102年度雲林、嘉義、台南律師公會聯合座談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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