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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在野法曹開拓藍海—

專訪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林瑞成理事長

長達十多年協商討論的律師法修正案，終於在109年1月修

正通過，為在野法曹開創了新紀元，有利我國司法改革繼續前

行。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會)也將在修

法後，配合進行組織改制相關作業。現階段，對於提升律師專

業與完善制度，全聯會扮演著關鍵角色。

，

律師全聯會成立「律師學院」，規劃從律師的「職前訓練」到「在職進修」，希望建

立完整、專業與一體化的制度，以強化律師的專業知能，同時藉由整合各地方律師

公會的資源特色，提供執業經驗的交流平臺。（中：林瑞成理事長，右：郭清寶秘書

長，左：張恬恬副秘書長）

專訪當日，迎接我們的是張恬恬副秘書長，林瑞成理事長

隨即出現眼前，陪同的還有郭清寶秘書長。後來得知，張副秘

書長也有兩年執業律師經驗，真可謂是老、中、青三代律師全

員到齊共襄盛舉。

林瑞成理事長於民國64年畢業於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應屆



2

即考上律師考試，當時的年代只要通過律師考試，請領律師證

書後，不須接受職前訓練便能執業，很快地林理事長就在學長

位於臺北的事務所接案工作，開始了律師生涯。這個生涯起

點，是生命中無法輕易褪去的記憶，或許也註定了林理事長身

為法律人，畢生投身在野法曹此一專業領域的使命。

時空背景下以律師為當然選擇

林理事長當年為何選擇法律系，且一路走來有40多年的律

師經歷？林理事長說道：「當年是大專聯考的時代，也就是大學

與專科一起選填志願，報名時繳交志願表，考後按照成績分

發，結果分發到法律學系，畢業後可以從事司法官或律師，這

是富有專業且具證照制度的行業，對於鄉下長大的我來說，這

樣的學習對於進入職場較有保障。且當時如前總統陳水扁，還

沒畢業就通過律師考試，得知專辦海商案件，收入高又工作輕

鬆，令人羨慕，因此更加強修習法律的信心，持續走這條路。」

對於當時的法律系學生來說，司法官也是個好選擇，被問

及是否曾有轉換跑道的想法時，林理事長坦承，「或許現在來

看，司法官的選擇會更好！可是在那個年代，司法官的名額雖

較多，而我運氣好，當年應屆考上只有22個人及格的律師考

試，立即取得律師及格證書，不用職前訓練就可執業。在學長

臺北的事務所接案，一邊又讀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剛開始案

量雖不多，維持生計並沒問題。66年畢業後回臺南律師事務所

繼續累積經驗，服預官役期間，67年參加司法官考試錄取，雖

曾思考是否參加司法官訓練，考量當時臺南律師市場尚不至飽

和，業務能力也逐漸養成。老實說，律師收入比法官好多了，律

師事務所並不是開工廠或公司，成本並不高，對於鄉下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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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選擇大概就是一條人生坦途了。」

積極參與地方公會與全國聯合會－兼顧和諧競爭與會務發展

「參與地方公會事務是從臺南律師公會開始，也擔任好幾

次常務理事，民國84年前，很多公會理事長都是由常務理事輪

值方式擔任，由於對會務已有相當嫻熟程度，在同道鼓勵下便

參加臺南律師公會第三屆理事長選舉。」在談到當年參與地方

公會事務，並挺身而出擔任理事長經過，林理事長謙虛表示：

「前兩屆都是擔任扛轎子的角色，先由資深同道擔任，但因第

二屆選舉時的競爭情形，不利一個小公會發展，於是參加第三

屆競選，因與同道間維持良好友誼，有選票基礎，順利選上。

擔任理事長後認為，公會會務應要有新血輪接棒，所以後面接

任幾屆的理事長年紀都較輕。」

「因為全聯會代表來自各地方公會所推選，所以我很早就

參與全聯會事務。以往全聯會選舉較能以協商方式，印象中有

兩三次我先主動表示退讓，主要希望選舉在和諧狀態下進行。

我覺得全聯會的會務，除了號召全國各地方公會經驗豐富的同

道參與外，也要講求和諧，才有利會務發展。」林理事長語重

心長說道。

會「點火」不一定會「救火」－鼓勵年輕律師發揮人生極致

法律系學子一定想知道，當年也錄取司法官考試，且有四

十多年律師從業經歷的林理事長，對於以前到現在整個就業環

境改變後的建議。「法律人的首選還是從事律師與司法官吧！

兩者工作性質是有差異，主要依自己的個性。現在因為律師錄

取率相對較高，且高很多，當然鼓勵先從律師工作累積專業資

歷，未來如有轉任法官機會，對於審判或檢察工作應較能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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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這就是司法院要推動的法官多元進用制度，這些年來全聯

會也一直配合，協助司法院在各地方公會辦理說明會，讓更多

律師報名，不過今年並未因推廣而增加很多。可能是轉任法官

須具有相當資歷，從事律師工作已累積相當經歷後，是否值得

拋開既有業務基礎，結束律師工作而轉換跑道，也是必須思考

的問題。」

目前已有律師轉任法官制度，即參加司法院辦理法官遴選

的管道，林理事長說道，「將律師當成跳板，或許是吧！但這也

不容易，希望年輕律師對於法律工作如真有熱忱，你人生的極

致應該擔任司法官。因為法官在案件審理上是個判斷者，雙方

律師所爭執的不同見解與攻擊防禦方法，最後決定者都是法

官，坐上這位置後你才知道法律該怎麼解釋、如何適用，會較

妥適。我常形容法官是最後的收尾工作，當然律師就是點火的

工作，會點火的人並不一定會救火。但我還是鼓勵年輕律師，你

人生的極致應該要站上法官這樣一個投手板。」

受僱時期的社團參與有助未來業務拓展

每個行業都有階段性要面臨的挑戰，律師也不例外。林理

事長娓娓道來：「律師生涯約可區分為二或三個部分，第一階

段是受僱時期，絕大部分踏入這行，還是要從受僱開始。現在

年輕律師受僱薪水不高，大小事都要做，開始就像學徒一樣，或

許有些事務所老闆認為，你在事務所也待不久，不可能給高薪。

當然很多律師事務所也認為，現在案件量沒以前多，也是個嚴

重問題，律師應該如何開拓藍海？又因臺灣律師大都辦理訴訟

業務，辦理非訟業務不多，司法改革有個目的是要減少紛爭與

訟源，所以修改各種訴訟制度，盡量簡化，這一簡化就到非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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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所以案件量減少也是必然。」

「大概受僱3到5年後，較多選擇合夥或是合署辦公，因為

案件量已夠，開銷也足以應付，差不多就可主持一個事務所。」

從林理事長的敘述可知一位律師從青澀到成熟的過程，亦即從

受僱律師到純熟的合夥律師或主持律師，約莫也要20年。年輕

律師一開始要面對的工作條件是－薪資待遇也許不豐厚，工作

瑣碎且量多；下一階段則要面臨如何增加案件來源的問題，我

們請教有何方法使案件來源較為穩定？林理事長誠懇分享經

驗，「年輕律師受僱階段就可以開始準備，可參加社團與外界接

觸，增加社交次數。如我們秘書長在青商會曾擔任副總會長，我

也曾擔任過，幾個國際性的社團都會參加。其他企業家組織，或

較地方型如關懷鄉土的社團，也會參加，甚至幫民意代表服務

處提供免費諮詢。可從這些管道自我推銷，大概經歷3至5年，活

動力逐漸增強，案件量也能慢慢累積。」

律師學院專業領域學程為律師之堅強後盾

考上律師表示已具備足夠的法律專業知識，但要入行開始

執業，究竟還要準備好怎樣的心態？或必須具備專業知識以外

的其他何種能力，方能勝任律師？林理事長說明，「剛才提到法

官是解決問題的人，而能夠解決問題的律師也要靠訓練。既然

已投入律師職場，只能邊做邊學，如何提升律師的本職學能顯

得重要。全聯會在108年10月16日揭牌成立的『律師學院』，規

劃從律師的『職前訓練』到『在職進修』，希望建立完整、專業

與一體化的制度，以強化律師的專業知能，同時藉由整合各地

方律師公會的資源特色，提供執業經驗的交流平臺。在職訓練

部分，將律師執業區分為『不動產法律』、『家事法律』、『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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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營建及工程法律』、『金融證券法律』、『稅務法律』、『醫

療法律』及『智慧財產法律』8大專業領域，朝各專業領域核發

進修證明的方向規劃，鼓勵律師多學習，建議將以前欠缺的部

分，也就是為了考試而漏未深入學習部分，利用時間進行補救。」

在律師法修法過程中，社會各界對於律師應持續進修與提

升職能，即多所期待。為建立律師在職進修制度，律師學院的

專業課程設計，著重提升律師專業領域能力，以保障委任當事

人權益。林理事長特別強調，「8大領域中以『醫療法律』來說，目

前分北、中與南三區，中部已辦理近兩年，與中國醫藥大學合

辦的專班，提供律師利用假日上課，師資來源是中國醫藥大學

的老師，醫學系教授與律師學員，在課堂上會有很多互動。目

前大致採案例研討方式進行，在醫學系上課外，也安排參觀了

解醫師工作環境，盡可能提供相關體驗。」

律師全聯會「律師學院」與「高雄律師公會」及「高雄醫學大學」共同合作辦理109

學年度第1學期醫學研究所碩士班推廣教育學分班，林瑞成理事長（前排左七）及郭

清寶秘書長（前排左九）出席109年9月13日的始業式。

「進修此課程後可得到二份證明，分別是全聯會與醫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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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各核發的進修證明。其中醫藥大學的部分，未來如有研讀該

校相關課程，可以折抵學分。此一模式已在北部及南部辦理，北

部與臺北醫學大學合作，南部則與高雄醫學大學合作。」林理

事長充滿信心指出，「各領域所設的專業學程委員會，由具有各

該專業領域學術、實務經驗之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或具

偵審經驗之檢察官、法官擔任，專業學程委員們均為一時之選

的各領域專家，因此『律師學院』擁有堅強龐大的師資陣容，永

遠作為律師的堅強後盾。」

林理事長補充說明，「專業課程並不是法律人研訂的課

綱，例如『醫療法律』課程是由醫學系所訂，可契合律師的需

求。此外，律師取得所核發之各領域進修證明，在相關資料呈

現此訊息，也有助於案件當事人對於律師的選擇。未來亦準備

與法務部網站連結，提供查詢已進修相關專業領域的律師資

訊，以此為誘因，推動律師對專業領域課程的學習。」

律師面對業務國際化及全球化所需條件

林理事長的初步說明讓我們了解到，律師受僱後除社會參

與外，持續的專業學習仍不可少。在全球化時代，律師這一行

也很難自外於國際化浪潮的影響，林理事長舉例，「商業法庭將

在一年後開始運作，在商業事件審理法裡，很多條文是模仿美

國公司法或證券交易法的訴訟，該法明定適用一億元以上的訴

訟標的金額，訴訟時可能會引用美國的一些原理原則，如忠實

義務等理論，律師必須有足夠英文能力解讀美國相關判決或判

例，以為兩造攻防參考，這是大家以前不可能學到的。當然這

需要有些法律工作的相關準備，例如去研讀美國的公司法、證

券交易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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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面對業務全球化，可以參與的部分是跨國公司的商業

事件，必須了解當地法律規定且熟悉當地語言。我們也想了

解，合作的夥伴大多是美國嗎？或仍有其他國家需要關注?林理

事長解釋，「除美國外，還有很多國家參與國際法律工作，而且

組成很多團體。例如亞洲法學會(LAWASIA)，我國也是會員之

一，我們會員也有擔任常務理事，該學會下仍設置很多委員

會，委員會所關心就是全球化的議題。」林理事長表示，去年

11月他也曾參加亞洲法學會年會。

林瑞成理事長（右四）與郭清寶秘書長（右三）參加亞洲法學會（LAWASIA）第 32

屆年會開幕式。

由於郭秘書長陪同理事長參加該次年會，理事長請他補充

說明，「LAWASIA總部在澳洲，每年選擇一個城市辦理年會，該

組織下還有其他論壇，例如與智慧財產權、人權或環保等議題

有關的論壇，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國家辦理。今（109）年因為

新冠肺炎疫情，活動一直順延。如果能在這些論壇嶄露頭角，就

有可能推展自己相應業務。因此，理事長所提參與事務，表面

上雖是參加活動，對自己人生視野與業務拓展，其實也有成長。」

「在全球化發展下，律師要有自己的規劃，當然你也可以



9

選擇當一個很傳統、local(地方性)的律師。我對青年律師說

過，在鄉村從事律師行業，不比在都市的尊嚴低，因為律師有

保障人權、推動法治教育、維護社會法制等基本公益色彩存

在，如果你有好的語言能力，決定在國際舞台發展，也是很好

的選擇。」

司法官與律師之外－期待法律學子能有其他選擇

訪談至此，對於律師工作的要求與前景，已有初步輪廓。

但我們知道，國內大學普設法律學系，法律專業師資充足，然

而眾多法律系學子素質不齊，而且年輕律師執業也面臨案源不

足問題，如果法律系學生畢業後沒有報考律師或司法官，有何

其他選擇？林理事長談到，「這問題可從臺灣社會特殊背景說

起，日據時代有『司法書士』，不是『辯護士』，可以幫忙寫狀、

處理簡易案件，且獨立執行業務，光復後就是我們熟知的代

書，從這用語可知，他能做的工作很多。早年鄉下沒有律師，如

祭祀公業解散、辦理派下員登記、召開派下員會議與未來土地

出售等行政問題，絕對是他們的天下。所以，他們已找到藍海！」

「律師會不會想辦這樣的案子？是否只有辦理訴訟或非訟

業務，甚至將業務當企業管理經營，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林理事長說道，「法律系學生當然不是只有報考律師或司法官

一途，日本的『司法書士』就簡易案件是可以出庭，其等級與

律師相較為低，與律師考試也不同。未來如有比律師較低的等

級，取得該證照資格的人可以辦理類似像簡易法庭案件，似乎

也是法律學子的選擇。」

程序正義的實現－魔鬼也有代言人的權利

律師執業是否難免面臨倫理上的困境？當我們談起這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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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林理事長稍加思索後回應，「身為被告律師，你仍能提出理

由進行攻擊防禦，法官審理後認為理由不成立，是另一回事，但

這是過程，是程序的正義，程序的正義也要兼顧。又如在原告

立場，律師所提顯然沒有理由，是否受到懲戒？有濫訴的問題

嗎？如果要接這類案件，要有接案的理由，這就是律師的工

作，從過程中彰顯當事人要求的正義為何。」

「如果有理由，應該要容許律師的辦案空間，不能一概說

是濫訴或不該承接。又如刑事部分的強制辯護案件，程序上當

事人本來就有委任律師的權利，並不能剝奪它，縱使他是社會

輿論的公敵！」林理事長進一步舉例，「嘉義鐵路殺警案最後判

無罪，假設辯護律師未要求送司法精神鑑定，法官是否會主動

送鑑定，或許不一定，但身為律師應該要求。律師從刑事責任

能力降低或沒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角度進行辯解，是合法的辯論

程序。因此，律師對於案情應該要判斷，也就是要有判斷能力，如

果不該提出，或只能拖延訴訟程序，就值得考慮了。」

「當事人提供的資料，也不能來函照登，要經過判斷咀嚼

後再給法官，不該提的就不要提，律師的功能在此應被嚴格要

求。」林理事長對年輕律師提出忠告，「你承辦的案件法官都有

機會幫你打分數，就是言詞辯論終結後，對兩造律師進行評價。

未來如轉任法官遴選時，遴選委員可能會就個案詢問，當時為

何提出這樣的答辯？凡走過必留下足跡，所以絕對要慎重！」

青年律師應掌握機會如海綿般不斷汲取經驗

由於訪談已切入律師執業核心內涵，在氣氛轉趨嚴肅之

際，現場陪同者除郭秘書長外，很難忽略個頭嬌小的張恬恬副

秘書長。在資深律師精采描述後，我們也很想知道年輕律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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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前輩所走的路後，對目前律師工作環境的看法。「現今大學

廣設法律學系，政府解決之道是將律師名額擴大，接下來就面

臨市場的競爭，影響所及則是新進律師可能薪資降低甚或難以

找到實習機會，這情形是目前要解決且令人擔憂的。」張副秘

書長開宗明義指出問題。

「並不是所有法律人都該選擇擔任律師或司法官，私人公

司如資產管理或金融等行業裡，仍有法務或法遵人員的工作機

會，其實法律人可以從事的行業非常多，只是大家只看到律師

與司法官兩個選項，法律人似乎背負未來再面臨一次大考的壓

力。」張副秘書長認為，律師已算是較不受限地區的行業，全

臺都有工作機會。一旁的郭秘書長讚許副秘書長，「對於青年律

師而言，願意協助處理相關會務，像海綿不斷吸收實屬不易。」

郭秘書長對律師行業的未來前景也補充了他的觀察：「律師

是有能力參與很多事務，選舉時大家也曾提到，建立全面的強

制律師代理制度，或是採分級制度，這是律師界未來要繼續努

力的方向，避免大家在紅海裡廝殺，逐漸陷入困境！」

懂得溝通並具備包容與同理心

「我覺得法律是很有彈性的學科，因為它涉獵太廣，任何

領域都可與法律做相關連結，不見得所有科目都要有興趣，可

找出自己喜歡的排列組合，連結回法律領域。只是準備國家考

試的過程會較痛苦，需要專注。」張副秘書長以過來人的經驗

說明。

以臺灣社會的氛圍，家裡如有法律系學生，家長多少仍會

期待子弟有機會成為律師或司法官，但我們也想知道怎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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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質較適合擔任律師？有兩年從業經驗的張副秘書長，也有

深刻體驗，「我覺得同理心的溝通是很重要的工夫，如理事長所

提，客戶給的不可能來函照登，世上並非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客

戶給的資料為什麼不好，如何說服與溝通，我覺得是一個很大

的難題。總之，就是要懂得與客戶溝通、具有包容與同理心。」

多元學習以增加跨領域知識

經過廣泛的訪談後，對於即將投入或已經準備律師考試的

人，林理事長提出建議，「希望莘莘學子為了準備考試之外，也

能涉獵其他領域，也就是多元學習。律師工作與其他領域是很

密切的，如會計業務、醫學與工程專業等，法官判斷的角度不

會只從法學的角度，仍會考量所涉其他專業。在職後雖仍有機

會補足學習這部分，但成本通常很高。」

「希望有其他專業者，考取雙證照進入律師這行，雙證照

者目前不多，法律系學生要跨領域取得其他證照也很困難。律

師在自己工作崗位上一定有不足的地方，這就是多元學習要求

的目的。大學時如沒有多方學習，至少在研究所，也不一定要

繼續念法律研究所，攻讀其他研究所也許更好，增加自己跨領

域知識。」林理事長對法律學子多所期許。

考上律師前的相關工作資歷亦有利於執業

每年超過上萬人報考律師考試，爭取經過兩次篩選，各淘

汰三分之二後，約10%錄取機會，本次三位受訪者都算是法學領

域的佼佼者，我們請教三位菁英對於應考人報考多年仍未獲及

格的看法，林理事長首先說：「我有個學弟經營父親留下的當鋪

多年後，攻讀法律研究所且考上律師考試，不僅立即自行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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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業績繁盛，可知從事他行所累積的社交經驗，應有利於業務

推展。雖說人生要趁早多方面學習，但也不必然第一份工作就

是律師，也許人生閱歷會更豐富。」

「有些較年長才考上律師的人，進入律師這行的業務能力

很強，因為他的人生歷程、人脈與其他專業，絕對有幫助。當

年我一畢業後如沒考上律師，到保險公司或不動產等行業工

作，對我擔任律師後處理相關案件，一定很容易上手。」郭秘

書長接續肯定地說。

年紀最輕的張副秘書長則認為，「人各有志，以前名額少，或

許必須專職投入考試，現在名額較多，應考人要有準備，如一

直未考上，畢業後履歷是張白紙，但年紀已不輕，也非好事。

建議可將戰線拉長，兼職先從事法律相關行業，不失為且戰且

走之計。」綜合以上意見，應考人如以考上律師考試為畢生職

志，可選擇先在不同跑道累積相關經驗與專業知識，這些都會

成為未來考上律師執業後的養分。

做為在野法曹的律師，是司法功能有效發揮的關鍵，也攸

關國家人權保障的具體表現。林理事長與陪同的郭秘書長及張

副秘書長三人，在繁忙工作中撥冗為我們精闢說明、解惑，介

紹律師學院致力的目標、分享律師職涯的職能與展望，可說是

金玉良言，能提供新進律師對職場更了解。值此即將邁入全國

律師聯合會的過渡時期，全聯會在林理事長的領導下，與地方

律師公會再攜手合作，共同開創律師界的嶄新未來！

（採訪者：考選部陳玉貞、陳彥慈、黃明昌，攝影者：黃明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