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11 屆第 19 次理監事聯席會紀錄
時間：109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 10:00
地點：本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4 號 7 樓 C 室）
政府機關代表：法務部檢察司 鍾科長瑞楷
主席：林理事長瑞成
出席：（理事應到 35 位，實到 32 位；監事應到 11 位，實到 1 位）
宋副理事長金比、陳副理事長怡成、許副理事長美麗、李常務理事慶松、林常務理事
坤賢、紀常務理事亙彥、盧常務理事世欽、林常務理事朋助、李常務理事宜光、蘇常
務理事俊誠、林理事春發、郭理事清寶、謝理事英吉、楊理事明勳、呂理事秀梅、周
理事元培、曾理事文杞、林理事仕訪、陳理事恩民、林理事國泰、李理事玲玲、王理
事丕衍、黃理事雅萍、周理事敬恒、蔡理事雪苓、黃理事茂松、楊理事振裕、傅理事
馨儀、林理事仲豪、黃理事靖閔、楊理事大德、鄭監事會召集人仁壽、李常務監事靜
怡、施監事秉慧、何監事志揚、黃監事憲男、趙監事建興、王監事彩又、何監事邦超、
蔡監事志雄、林監事彥百。
請假：李理事建忠、林理事志忠、黃理事雅羚、黃常務監事秀蘭。
列席：徐副秘書長建弘、吳副秘書長錫銘；許主委民憲、王主委銘勇、陳主委金村。
壹、主席宣布開會及致詞。
貳、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參、確認第11屆第18次理監事聯席會紀錄，如附件一。
肆、追認第11屆第15次常務理事會紀錄，如附件二。
伍、第11屆第18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執行情形，已於第11屆第15次常務理事會報告，同附件
二。
陸、第11屆第15次常務理事會決議執行情形：
1、有關「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函請本會推薦律師代表 1 人為備選國民法官審核小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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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依決議函復該院推薦林理事仕訪後，接到該院來電及來函致歉，因疏忽誤以為轄區
無地方律師公會，故函請本會推薦部分應取消。
2、為利警政署及調查局提供本會個人律師至各該機關執行職務之律師資料，通過本會「資
安管理規範」如附件三。
3、為迅速、有效率協助各地方律師公會瞭解司法院推動國民法官法新制的進度，並統合各
地方律師公會的資源與人力，已函請各地方律師公會推薦一位專責聯繫委員，與本會推
薦至「司法院」之國民法官制度推動聯繫小組成員（李常務理事宜光），共同設立line
群組，俾利隨時傳達最新訊息及討論相關因應措施。
4、有關本會會費代收之金融機構，已與彰化銀行簽訂代收事宜，四大超商部分，因由銀行
端送件到測試完成時程約需二個月，故今年暫不考慮，預計10月底前寄出繳費單。(第
11屆第4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70 歲以上且執業 30 年之個人會員暫緩催繳本年度會
費。)
柒、會務工作報告
1、本會於 109 年 9 月 19 日假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1 樓「前瞻廳」舉行第
11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如附件四。當日通過本會 108 年度收支決算書、
收支明細表、財產目錄、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會務發展準備金、員工退撫準備金、
二二八司法公義金財務收支表及 109 年預算書（第 3 項第 7 目「律師學院」預算調整為
3,000,000 元，第 8 目「其他業務費」相應調整為 26,352,400 元，其他照案通過。），已
函請內政部備查。
2、「新竹律師公會」於 109 年 9 月 27 日舉行該會 109 年律師節暨第 32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109 年 10 月 13 日舉行該會第 31、32 屆理事長交接典禮，本會由林理事長瑞成及郭秘書
長清寶代表出席。
3、本會收到個人會員反應律師辦理不動產信託登記案件，至非一般會員或特別會員轄區之
地政事務所送件遭拒，經本會相關委員會研議後向內政部地政司提出修正「律師辦理土
地登記代理業務聯繫要點」建言。內政部 109 年 9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109026515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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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律師加入地方律師公會後，即可於全國申辦土地登記代理業務，已函請各地方律
師公會轉知會員，在律師辦理土地登記代理業務聯繫要點修正前，律師申辦該項業務
時，得出示任一地方律師公會之律師公會會員證及土地登記規則規定應提出之國民身分
證正本，以憑辦理。
4、本會與「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於109年10月12-16日合辦「2020臺灣仲裁週」活動，感謝
各公會協助，活動圓滿成功。
5、「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函請本會推薦「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營
業保證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因不及提會，經理事長徵詢後，已函復該會推薦林理事
長瑞成、楊理事明勳及郭秘書長清寶在案。
6、109 年 10 月 13 日【LAWASIA Annual Council Meeting 2020】
本會為 LAWASIA 理事會成員，今年的會議採線上會議舉行，本會由林瑞成理事長、林
瑤理事、張啟祥候補理事共同同框出席。林瑤律師也獲選連任常務理事。
7、本會林理事長瑞成、郭秘書長清寶及楊理事明勳拜會「僑務委員會」僑民處陳處長世池，
就法律服務部分交換意見。
捌、律師學院、各委員會及各專案工作報告
1、「律師研習所」於 109 年 9 月 14 日舉行律師職前訓練第 28 期第 4 梯次開訓典禮，本會
由林理事長瑞成代表出席；10 月 16 日舉行結訓，由紀常務理事亙彥代表出席。
2、
「律師學院不動產專業學程委員會」於 109 年 10 月 4 日舉行第 6 次會議，會議紀錄尚在
整理中。
3、為增進執業律師對於醫療專業之基本知識，培養處理醫療 糾紛之專業知能，本會「律
師學院｣與「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科技法律碩
士學位學程｣共同合作辦理「律師醫療課程培訓計畫─醫療爭論與案例專題學分班」，
目前已辦理至第五期（109年10月17日至12月24日）。
4、本會於109年10月16日假林酒店環球廳舉行「律師學院週年成果發表會」。
5、本會「律師學院勞動法律專業學程委員會」規劃，於 109 年 10 月 17 日舉行「2020 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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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法實務爭議研討會(南區場)」。
6、本會「商事法委員會」、「財經法委員會」、「非訟程序委員會」及「律師學院」將於
109年10月23日共同舉辦「違法股東會、董事會決議訴訟案例分析與檢討研討會」(第二
場)。
7、本會「律師學院稅務法律專業學程委員會」規劃在職進修課程「稅捐行政救濟之理論與
實務－以違法行政處分撤銷之類型思考為導向」(中區場)，將於 109 年 10 月 24 日舉行。
8、本會「律師學院」將於 109 年 10 月 24 日舉行「被害人律師研習課程」(北區場)。
捌、 本會代表參與外部會議報告，如附件五。
玖、 財務報告
1、本會 109 年 8 月份財務收支報告表，如附件六。
拾、監事會報告
拾壹、討論事項
一、「勞資關係委員會」張主委清浩提議、林理事長瑞成交議：為排除承辦勞工訴訟律
師所受到之不合理執業收入限制，就勞工訴訟扶助專案，建請向「勞動部」、「法
律扶助基金會」提出建言乙案，經本會「法律扶助委員會」、「勞資關係委員會」
及「律師業務發展委員會」組成專案小組研議意見如附件七，請討論案。
說明：依本會第 11 屆第 17 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109.7.11)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二、「資訊委員會」許主委民憲提議、林理事長瑞成交議：建議(一)爭取參與司法院、法
務部「五年數位與開放政策計畫」之政策研議及後續計畫或實施方案之研擬。(二)
爭取參與司法院「司法 e 化推動委員會」之會議及相關活動。(三)建請「司法院」
加速推動「擴大電子書狀的普及應用及實施電子送達」、「遠距審理的普及應用及
研擬採行以上傳檔案（影片檔或聲音檔等）至法院之聲明證據方法」、「非對稱式
電子訴訟服務的普及應用」、「整合性線上卷證閱覽服務」(或「線上閱卷的普及應
用」、「建置法官端之律師庭期衝突提醒系統」及「優化開庭行事曆」等數位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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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說明：茲提要說明如下，詳細理由說明請參見附件八：
(一)於 107 年擬定之「五年數位與開放政策之計畫」乃現今司法院、法務部膺
續辦理實施之政策計畫，以公開透明的司法為政策目標，並預估於 112
年以前陸續執行完畢。
(二)「五年數位與開放政策之計畫內容」
，分為四大方向，即（1）提升硬體環
境及效能、（2）升級資訊系統及服務、（3）加強資訊及資料安全及（4）
邁向科技及智慧法庭，共計 14 項子計畫（可參見附件九：司法院數位政
策），此計畫內容及實施與律師執業之模式、效率及便利性密切相關，律
師應爭取參與司法院、法務部「五年數位與開放政策計畫」之政策研議及
後續計畫或實施方案之研擬，以維護律師執業之權益，並尋求「公開透明
的司法」相關政策之妥適規劃。
(三)「司法院」係於 101 年 12 月 10 日成立 e 化推動委員會，以加速持續推動
司法 e 化改革，律師應爭取該委員會之相關會議及活動，維護律師執業之
權益，並協力促成司法 e 化政策的妥適規劃。
(四)因應商業事件審理法之施行，
「司法院｣依法應設置「電子書狀傳送系統」
，
處理電子書狀之傳送及電子送達，惟不僅是商業事件，其他民事事件或訴
訟案件亦有「加速文書之送達，以增進審理效能、效率，並促進程序之進
行，以節省勞費」之需求，為此應建請司法院宜藉由商業事件審理法之施
行，一併加速推動電子書狀及電子送達的普及應用。
(五)另因應商業事件審理法之施行，
「司法院｣依法應就遠距審理及文書傳送訂
定辦法，並為妥適之規劃，惟不僅是商業事件，其他民事事件或訴訟案件
亦有審理迅捷及便利性之需求考量，為此應建請「司法院｣宜藉由商業事
件審理法之施行，一併加速推動遠距審理之普及應用及研擬採行以上傳檔
案（影片檔或聲音檔等）至法院之聲明證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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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目前非對稱電子訴訟服務僅在智財行政訴訟案件等少數案件類型應用，建
請「司法院｣加速推動研擬將非對稱式電子訴訟服務，擴及到及他民事、
刑事及行政訴訟等事件，以便利使用者應用，提升事務處理之效率並節省
勞費。
(七)現行電子卷證之閱卷方式仍有諸多不便之問題，應建請「司法院｣加速推
動擴大實施「整合性線上卷證閱覽」服務或線上閱卷之服務，以節省訴訟
勞費。
(八)建置法官端之律師庭期衝突提醒系統及優化開庭行事曆功能，以減少法官
訂定庭期時，因資訊不足導致庭期衝突之問題，並增加律師獲得開庭通知
提醒之便利性。
決議：全案移交全律會。另就理監事所建議的「考慮開發軟體協助個人律師卷證及
檔案管理」、「律師業務數位化」亦一併列入移交事項。
三、林理事長瑞成交議：就「台北律師公會」106 年 1 月至 9 月 12 日之會費於 109 年 2
月始給付，遲付達二年，是否追徵利息，續行討論案。
說明：(一)依據本會第 11 屆第 18 次理監事會議案由六決議「請秘書處就近五年各公
會繳交會費狀況、如有催收、相關催收函文等再次整 理，提交下次會議
討論。」辦理。
(二)彙整資料如附件十。
決議：(一)同意追繳利息。
(二)以本會習慣上係於當年會員代表大會前向各地方公會催繳前一年度之會
費(例如：107 年會員代表大會前向各地方公會催繳 106 年會費)為追徵基
準，即以 108 年 1 月 1 日作為遲延利息起算日；以 109 年 2 月 11 日、109
年 2 月 15 日北律會費入帳日作為終止日。
(三)以法定利率年息 5%計算，遲延利息為 262,402 元(小數點下四捨五入)。
四、林理事長瑞成交議：特許仲裁學會東亞分會台灣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CIArb E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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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YMG）呂馥安會長，敬邀本會擔任 2020 會議的支持機構，請討論案。
說明：(一)目前 CIArb 在全球共有 41 個分會，擁有超過 16,000 名會員，分布於 149
個國家，是全球最具規模、最有體系的 ADR 推廣機構，台灣支會也會不
定期舉辦活動或課程。
(二)東亞地區的 YMG 從去年開始，開始共同舉辦仲裁研討會，今年度的研討
會即將於 11 月登場。本次研討會由菲律賓 YMG 主辦，並由七個地區（香
港、馬來西亞、印尼、印度、台灣、新加坡、巴基斯坦）的 YMG 共同協
辦。由於疫情的緣故，今年研討會將在線上舉行。總共有八個場次，分別
於 11 月每週三、五下午 3:00-4:30 進行，其中台灣 YMG 負責承辦的，是
11 月 20 日第 6 場次的線上研討會。
(三)呂會長謹代表台灣區青年事務委員會，誠摯邀請本會（Taiwan Bar
Association）作為本活動的支持機構（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四)支持機構無需協助任何事務，也無需負擔任何費用，僅需提供 logo 在傳
單及活動頁面上顯示，如附件十一之活動傳單。
決議：同意擔任 2020 會議之支持機構。
五、林理事長瑞成交議：109 年 12 月 19 日原第 11 屆第 17 次常務理事會改為第 11 屆第
20 次理監事聯席會，以利追認 11 月常理會紀錄及決議移交全律會之會務清單，請討
論案。
決議：照案通過。
六、「律師倫理委員會」盧主委世欽提議，林理事長瑞成交議：「台北律師公會」函請
本會就該會會員施嘉鎮律師詢問律師倫理規範適用疑義統一解釋，如附件十二，請
討論案。
說明：「律師倫理委員會」提出審查意見書，如附件十三。
決議：依「律師倫理委員會」審查意見書通過。
七、「律師倫理委員會」盧主委世欽提議，林理事長瑞成交議：「環海法律事務所」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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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峻律師函詢律師倫理規範適用疑義，如附件十四，請討論案。
說明：「律師倫理委員會」提出審查意見書，如附件十五。
決議：依「律師倫理委員會」審查意見書通過。
八、「律師倫理委員會」盧主委世欽提議，林理事長瑞成交議：「法務部」檢送董俞伯
律師 109 年 8 月 7 日致該部函文影本 1 份，請本會及各地方律師公會就其所詢利益
衝突疑義乙事表示意見，如附件十六，請討論案。
說明：「律師倫理委員會」提出審查意見書，如附件十七。
決議：依「律師倫理委員會」審查意見書通過。
九、「律師倫理風紀委員會」盧主委世欽提議、林理事長瑞成交議：「全國律師聯合會
律師倫理風紀委員會組織規程」草案如附件十八，請討論案。
說明：依律師法第 75 條規定辦理，惟律師法第 143 條第 5 項規定「中華民國律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於第一項之組織改造委員會成立後，關於內部規章之訂定、修正與廢
止，應先徵詢其意見。」，故提請討論。
決議：全案移交全律會卓參。
十、林理事長瑞成交議：建議成立「全球僑民律師諮詢顧問團工作小組」，請討論案。
說明：(一)109 年 10 月 14 日本會林理事長瑞成、楊理事明勳、郭秘書長清寶拜會僑
務委員會，由僑民處陳處長世池、莊副處長雅淑、亞太科宋科長惠芸、周
科員星玓接待。
(二)因僑委會刻正規劃「全球僑民律師諮詢顧問團」，俾海外僑民遭遇法律問
題時，能連結相關單位資源進行諮詢，或由具法律專業之臺灣及我旅外僑
界專業律師，提供初步免費法律諮詢服務，以維護海外僑民權益。為達成
前開目標，僑委會正整合國內外法律諮詢資源、法律專業人才及團體。
(三)為服務國外僑民，發展律師多面及多元服務市場，有成立此一工作小組之
必要性。
辦法：(一)依理事長建議成立全球僑民律師諮詢顧問團工作小組。
(二)由本會林理事長瑞成擔任此一工作小組召集人，小組成員建議由楊理事
明勳、郭秘書長清寶、國際事務委員會張主任委員啓祥、吳副秘書長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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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擔任，其餘成員若干人由召集人遴聘之。
決議：照案通過。
拾貳、臨時動議
拾參、散會
紀

錄：羅慧萍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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