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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單一入會」制之制度內涵及可行性 

                                         報告人：尤伯祥律師 

                    目   次 

一、 「單一入會全國執業」概念之說明 

（一） 概念內涵 

（二） 本報告所主張之「單一入會全國執業」並非總會制 

二、 「單一入會全國執業」與「業必歸會原則」無涉，後者不能

成為反對前者的理由 

（一） 業必歸會原則 

（二） 律師法第 11條第 1項要求律師加入公會始得執業之

規定，乃為落實業必歸會原則，確保律師自治自律，得以

發揮維護人權、實現社會正義、促進民主與法治之作用而

制定 

三、 現行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規定，不但嚴重侵害律師之職

業自由與結社自由，也侵害人民之訴訟權，應屬違憲 

（一） 現行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要求律師除加入事務所所

在地公會外，若至外地執業，尚須加入執行職務所在地公會 

（二） 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之規定，對律師之執業自由及

結社自由均構成限制，須嚴格審查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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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對律師執業自由及結社自由之

限制，不符比例原則 

（四） 這項規定無正當理由即侵害當事人倚賴律師協助之訴訟

權，並且嚴重損及律師業之尊嚴與榮譽 

四、 律師公會受益於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甚深，故就是否採

取「單一入會全國執業」此項議題，公會之立場與個別律師實質

衝突 

（一） 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之規定，違憲侵害律師之執業

自由與結社自由 

（二） 各地律師公會受益於律師法第 21第 1項前段甚深，因而

其立場實與律師之執業權益衝突 

五、 「單一入會全國執業」攸關全國人民訴訟權之保障，並非律

師自治之範疇 

六、 為改正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之違憲狀態，「單一入會全

國執業」乃修法之唯一選項 

（一） 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規定所造成之不公平、不合理

的違憲狀態，必須儘速改正 

（二） 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應刪除「及執行職務所在地之地方

律師公會」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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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單一入會全國執業後，各地方公會須有合理之具體理由，

始得向外地會員收費 

七、 單一入會是還權於律師，自不應以現有公會將因此收入銳減

而無以為繼之理由，阻礙律師法改採單一入會全國執業 

（一） 公會係為保障律師之權利而存在，自不可能為了現有公

會之存續，即阻礙律師法還權於律師 

（二） 已採單一入會全國執業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其公會

並未因此即無法存續，更有會費遠低於目前律師公會之

會費者 

（三） 現有公會是否會因單一入會而收入銳減甚至無以為繼，

不是考慮單一入會是否可行時所需考慮之因素 

八、 〈全聯會公會組織變更案財務分析報告〉在方法論上嚴重錯

誤，缺乏參考價值 

（一） 概念定義錯誤 

（二） 無視目前絕大多數公會均有結餘且有大量存款之事實，也不檢

討各公會及全聯會支出之合理性與必要性，過於偏離現實 

（三） 設算假設之根據不明，顯然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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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一入會全國執業」概念之說明： 

（一） 概念內涵： 

本報告所稱單一入會全國執業，係指律師應加入其事務所

所在地之地方公會，並繳交入會費及月費，即可至全國

各地執業，不須再加入執業地之公會。簡言之，只要加入

單一地方律師公會，就能在全國各地執行律師業務。 

（二） 本報告所主張之「單一入會全國執業」並非總會制： 

基於上開對概念內涵之說明，本報告所稱「單一入會」，

非可逕與總會制劃上等號。惟，於總會制之概念下，加入

全國律師公會即可於全國執業，乃屬當然，從而總會制可

謂廣義之單一入會全國執業態樣。但因本報告乃以地方公

會與全國律師公會同時存在作為討論前提，亦即本報告所

主張之單一入會全國執業係指律師加入單一地方公會即

可在全國執業，故不擬將概念外緣擴及總會制，核先敘明。

亦基於上開認識，本報告認為單一入會全國執業之議題，

與全國律師公會應如何構造其組織，包括是否兼有團體與

個人會員？會員代表人數幾何暨如何產生？等議題，並無

邏輯上之必然關連，因此本報告亦不擬討論律師法改採單

一入會後全國律師公會應如何構造之問題，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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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單一入會全國執業」與「業必歸會原則」無涉，後者不能成

為反對前者的理由： 

（一） 業必歸會原則： 

1. 依憲法第 86 條第 2 款之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

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參照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法第 2 條第 1 項之定義，所謂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乃指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

得特殊學識或技能，且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

或人民之生命、身心健康、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

並依法律應經考試及格領有證書之人員。律師、會計師、

建築師、心理師等各類專門職業人員，以及技師法上之

土木、結構、水保、大地等各類技師，核均屬憲法第 86

條所稱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均須經考試院辦理之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始取得執業資格。 

2. 因該等人員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

身心健康、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故憲法第 86 條乃

至相關職業管理法規對各該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管

理，除要求須經國家考試及格外，並依業必歸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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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須加入各該同業公會始得執業，俾運用公會團體

力量，發揮組織功能，使各專門職業自治自律，而能

保持專業之獨立與完善，進而發揮妥善照顧人民生命、

身心健康、財產等各項權利及公共福祉之作用。故各該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職業管理法規，莫不有要求從業

人員須加入同業公會始能執業之規定。各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之職業管理法規，以往固多有從業人員除須加入

所在地公會外，另須加入執行業務所在地公會始得跨區

執業之執業區域限制，然而在民主轉型之後，這種藉由

要求加入複數公會構築的執業障礙即在各該專業領域

被逐步取消。例如： 

（1） 建築師： 

建築師法第 6 條於 98 年 6 月 30 日修正為：「建築師

開業，應設立建築師事務所執行業務，或由二個以上

建築師組織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並向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辦理登記開業且以全國為其執

行業務之區域。」等語，且其立法理由謂：「因應台

灣省建築師公會調整或變更組織為各縣（市）建築師

公會，並配合單一會籍制度（只加入一個公會，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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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執業）之實施，爰修正建築師執業區域為全國。」

等語，明確採取單一入會全國執業之立場。同法第 28

條第 1項、第 4項及第 5項因此亦相應修正為：「建

築師領得開業證書後，非加入該管直轄市、縣（市）

建築師公會，不得執行業務；建築師公會對建築師

之申請入會，不得拒絕。」、「直轄市、縣（市）建

築師公會應將所屬會員入會資料，轉送至全國建築

師公會辦理登錄備查。」及「第一項開業建築師，以

加入一個直轄市或縣（市）建築師公會為限。」 

（2） 技師： 

技師法第 24 條於 100 年 6 月 22 日修正前，原以：「技

師非加入執業所在地之技師公會，不得執業，技師

公會亦不得拒絕其加入。」之文字，設置執業區域之

限制，惟該條規定於 100 年 6 月 22 日修正為：「（第 1

項）技師非加入該科技師公會，不得執業，技師公會

亦不得拒絕其加入。（第 2 項）技師應依技師公會章

程規定，繳納會費。」等語，其修法理由謂：「原條

文列為第一項。為發揮技師公會專業自治功能，技

師需加入技師公會始得執業，惟尚無需依執業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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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加入一個以上同一科別技師公會，爰修正為僅

需加入一個該科技師公會即得於全國執業。」等語，

明揭採取單一入會全國執業之旨。其第 26條並規定：

「各科技師公會或數科聯合技師公會，得以省（巿）

公會或全國性公會方式組織設立。但同一組織之行

政區域內，以一個為限；已成立全國性公會者，不

得再設立省（巿）技師公會。」可資參考。 

（3） 會計師： 

會計師法第 8 條於 105 年 4 月 20 日修正前，原以：「領

有會計師證書者，應設立或加入會計師事務所，並

向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及加入會計師公會為執業

會員後，始得執行會計師業務；會計師公會不得拒

絕其加入。」之文字，設置執業區域之限制，惟該條

規定於 105 年 4 月 20 日改為：「領有會計師證書者，

應設立或加入會計師事務所，並向主管機關申請執

業登記及至少加入主（或分）會計師事務所所在地之

省（市）會計師公會為執業會員後，始得於全國執行

會計師業務；會計師公會不得拒絕其加入。省（市）

會計師公會應將所屬會員入會資料，轉送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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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國聯合會）辦理

登錄備查。」等語，其修法理由謂：「一、放寬會計

師執行業務區域，尚無需依執業區域分別加入省（市）

會計師公會，改為加入會計師執業之主（或分）事務

所所在地之省（市）會計師公會。另依第五十一條規

定，若直轄市會計師公會未成立前，得加入鄰近省

（市）會計師公會，即得在全國執業，爰修正第一項

文字。二、配合第一項修正，為發揮會計師公會專

業自治功能，以利統一管理會計師加入公會情形，

爰新增第二項明定省（市）會計師公會應將所屬會員

入會資料，轉送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辦

理登錄備查。」等語，亦明揭放寬會計師執行業務區

域限制，會計師只需入事務所所在地公會即能於全國

執行會計師業務等旨。 

（4） 心理師： 

依心理師法第 12 條：「心理師執業，應加入所在地臨

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公會。」及第 48 條：「（第 1

項）臨床心理師公會或諮商心理師公會分直轄市及縣 

(市) 公會，並得設全國聯合會。（第 2 項）臨床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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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公會或諮商心理師公會會址應設於各該公會主管

機關所在地區。但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

限。」之規定，臨床或諮商心理師公會雖按地域而分

直轄市及縣 (市) 公會，並得設全國聯合會，但心理

師只須加入所在地之臨床或諮商心理師公會即可在

全國執業，執業區域不受限制。 

（5） 地政士： 

依地政士法第 30 條：「（第 1 項）地政士公會之組織

區域依現有之行政區域劃分，分為直轄市公會、縣

（市）公會，並得設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2

項）在同一區域內，同級之地政士公會，以一個為原

則。但二個以上之同級公會，其名稱不得相同。」及

第 33 條：「（第 1 項）地政士登記後，非加入該管直

轄市或縣（市）地政士公會，不得執業。（第 2 項）

地政士公會不得拒絕地政士之加入。（第 3 項）地政

士申請加入所在地公會遭拒絕時，其會員資格經人

民團體主管機關認定後，視同業已入會。（第 4 項）

本法施行後，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成立前，

地政士之執業，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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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公會雖按行政區域而分直轄市公會及縣 (市) 

公會，並得設全國聯合會，但地政士只須加入該管直

轄市或縣（市）地政士公會即可在全國執業，執業區

域不受限制。 

3. 以上所舉建築師、技師、會計師、心理師及地政士，都

是憲法第 86 條所稱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其職業管

理法規均採取加入所在地公會即可於全國執業之單一

入會模式，可見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管理而言，執

業區域限制是非必要之執業障礙，業必歸會原則與執業

區域限制也無任何概念上的必然關連。律師既然與上開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同屬憲法第 86 條規範之對象，自

然也無堅持以執業區域限制作為執業障礙之理。 

（二） 律師法第 11條第 1項要求律師加入公會始得執業之

規定，乃為落實業必歸會原則，確保律師自治自律，得以

發揮維護人權、實現社會正義、促進民主與法治之作用而

制定： 

1. 律師作為在野法曹，常須為履行維護人權、實現社會正義、

促進民主與法治之天職而監督、制衡國家： 

根據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 13 條：「律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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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委托人負有的職責應包括：（ａ）對委托人的法定權利和

義務，以及在與此種權利和義務有關的範圍內，對法律系統

的運作，提出諮詢意見；（ｂ） 以一切適當的方法幫助委托

人，並採取法律行動保護他們的利益；（ｃ）在法院、法庭

或行政當局面前給委托人以適當的幫助。」、第 14 條：「律

師在保護其委托人的權利和促進維護正義的事業中，應努力

維護受到本國法律和國際法承認的人權基本自由，並在任何

時候都根據法律和公認的準則以及律師的職業道德，自由和

勤奮地採取行動。」與我國律師法第 1 條： 「（第 1 項）律

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 （第

2 項）律師應基於前項使命，本於自律自治之精神，誠實執行

職務，維護社會秩序及改善法律制度。」之規定，可知律師

必須以實際行動履行其維護人權、實現社會正義、促進民主

與法治之天職。由於對於人權、民主與法治而言，國家永遠

是最大危險源，因此律師為履行上述天職而採取行動，必然

經常需監督國家或與國家對抗，也因此律師被稱為在野法

曹。 

2. 律師常因履行上述職責而有遭執政當局阻撓或報復之不測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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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述監督、對抗，律師因而往往被執政當局視為在背芒

刺，時欲去之而後快，律師也因此隨時有因執行職務而遭不

測之風險。因此，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才會

以第 16 條：「各國政府應確保律師（ａ）能夠履行其所有職

責而不受到恫嚇、妨礙或不適當的干涉；（ｂ）能夠在國內

以及國外旅行並自由地同其委托人進行磋商；（ｃ）不會由

於其按照公認的專業職責、準則和道德規範所採取的任何行

動而受到或者被威脅會受到起訴或行政、經濟或其他制

裁。」、第 17 條：「律師如因履行其職責而其安全受到威脅時，

應得到當局給予充分的保障。 」、第 18 條：「不得由於律師

履行其職責而將其等同於其委托人或委托人的訴訟事由。」、

第 19 條：「凡是律師辯護權在其面前得到確認的任何法院或

行政當局不得拒絕承認一名合格律師代表其委托人出庭的權

利，除非按照本國法律和慣例以及根據這裏所述的基本原則，

該律師已被取消資格。」及第 20 條：「律師對於其書面或口

頭辯護時所發表的有關言論或作為職責任務出現於某一法院、

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當局之前所發表的有關言論，應享有

民事和刑事豁免權。」等多達 5 條之規定，詳細揭示律師得

以安心執行職務而不虞遭執政當局阻撓或報復，作為律師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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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揮維護人權、實現社會正義、促進民主與法治之作用的

最低限度條件。 

3. 公會成立之基本目的，在於確保律師之權利不受執政當局侵

害，使律師發揮維護人權、實現社會正義、促進民主與法治

之作用： 

正如個人難以對抗國家，苟律師如一盤散沙，個別律師自然

難以對抗國家對其執業自由之侵害，亦難達成作為在野法曹

所負的公益任務。因此，律師業必須團結，組成強大之自律

團體，始有可能為每個律師提供堅強的後盾，確保每個律師

均得經由執業維持生計，並履行其保障人權，捍衛民主、法

治之職責。故，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在前言

即揭示：「鑒於律師專業組織在維護職業標準和道德，在保

護其成員免受迫害和不公正限制和侵犯權利，在向一切需要

他們的人提供法律服務以及在與政府和其他機構合作進一步

推進正義和公正利益的目標等方面起到極為重要作用」等旨，

並在該原則第 24 條：「律師應有權成立和參加由自己管理的

專業組織以代表其自身利益，促進其不斷受到教育和培訓，

並保護其職業的完善。專業組織的執行機構應由其成員選舉

產生並應在不受外來干涉情況下行使職責。」及第 25 條：「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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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專業組織應與政府合作以確保人人都能有效和平等地得

到法律服務，並確保律師能在不受無理干涉情況下按法律和

公認的職業標準和道德向其當事人提供意見，協助其當事

人。」進一步具體指出，律師所組成之公會等自治專業組織，

其基本任務在於： 

（1） 維護律師業之整體利益，並保護個別成員之權利，使成員

免受迫害和不公正限制，而得以在不受無理干涉情況下按法

律和公認的職業標準和道德向其當事人提供意見，協助當事

人。 

（2） 維護職業標準和道德。公會為此應制定專業倫理規範，並

對違反者實施專業紀律上之懲戒。 

（3） 促進成員不斷受到教育和培訓（即在職進修） 

（4） 與政府或其他機構合作實現維護人權、實現社會正義、促

進民主與法治等公益目標，例如自行或與政府合作對貧窮等

弱勢者提供法律扶助。 

上述各項應屬公會的基本、核心任務，在此以外，諸如旅遊

等聯誼活動的舉辦以及其他福利的提供，固無不可，但終非

公會之核心任務，自應由公會考量自身財務狀況，決定是否

辦理乃至辦理之程度及範圍。然而，在計算並分析會費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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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討論會費最低應徵數額時，這類福利、康樂活動的維持，

當然不會是必要之考量，更不應藉由執業區域限制來增加公

會會費收入，以維持福利、康樂活動的給付。 

4. 為使公會發揮確保律師得以安心履行職責之作用，並完善律

師業，有必要課予律師加入公會之義務： 

公會如欲能達成保障律師得以安心履行職責之作用，則不 

能不具備相當之規模，而後能與執政當局拮抗，進而為個別

乃至全體律師發聲並維護權益。因此，律師不但有權根據前

述「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 24 條團結起來組成公會，

也應加入公會，以免公會因規模不足而無力完成保護律師職

業自由的任務。故，為使公會足夠強壯，必須課予律師加入

公會之義務，此乃律師業與其他專門職業一樣，遵循業必歸

會原則的第一個理由。其次，律師既為履行前述保障人權等

項職責而必然監督、制衡國家，則律師業必須高度自治，因

此前述「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 24 條乃明文指出，公

會等律師專業組織應落實內部民主機制並在不受外來干涉之

情況下行使職責。惟，自治與自律乃一體兩面，唯有透過自

主公會實施的高度自律，律師業的高度自治使具有正當性與

合理性，從而保持律師業對國家的相對獨立。為實現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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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須使律師加入公會而受專業紀律約束，此亦課予律師加

入公會之義務的理由。律師法第 11 條第 1 項：「律師非加入律

師公會，不得執行業務；律師公會亦不得拒絕其加入。」之

規定，要求律師須加入公會始得執業，可以達成上述律師業

團結及自律這兩項公益目的，乃為落實業必歸會原則，確保

律師自治自律，得以發揮維護人權、實現社會正義、促進民

主與法治之作用而制定。 

5. 業必歸會原則規定於律師法第 11 條第 1 項，跨區執業須加入

當地公會之執業區域限制，則係第 21 條第 1 項前段：「律師應

設事務所，並應加入該事務所所在地及執行職務所在地之地

方律師公會。」之規定，由體系解釋之觀點，亦可看出業必

歸會原則與單一入會全國執業之概念無涉，是以兩條規定相

隔甚遠，分立而並存。律師法若與建築師、會計師、心理師、

地政士及技師同樣採取單一入會全國執業，亦不生抵觸業必

歸會原則之問題。 

 

三、 現行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規定，不但嚴重侵害律師之職業

自由與結社自由，也侵害人民之訴訟權，應屬違憲： 

（一） 現行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要求律師除加入事務所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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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外，若至外地執業，尚須加入執行職務所在地公會： 

該項規定前段要求律師加入事務所所在地公會後，若需至該公

會組織區域以外之外地法院執業，即須加入該外地之地方公會，

進而跨區執業之律師即因此須按該外地公會所定規則繳納入

會費、月費。 

（二） 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之規定，對律師之執業自由及結社

自由均構成限制，須嚴格審查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1. 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之規定，對律師執行職業之方法、

地點構成限制，須確屬必要始符比例原則之要求： 

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其內涵包括人民

之職業自由。法律若課予人民一定職業上應遵守之義務，即

屬對該自由之限制。關於從事工作之方法、時間、地點等執行

職業自由，立法者為追求公共利益所採行之限制手段，須確屬

必要者始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要求（司法院大法官釋

字第 711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同旨可參釋字第 584 號、第 649

號、第 702 號解釋）。由於律師法第 11 條第 1 項明定律師非

加入律師公會，不得執行職務，故同法第 21 條第 1 項前段：「律

師應設事務所，並應加入該事務所所在地及執行職務所在地之

地方律師公會。」之規定，實已要求律師在事務所所在地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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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區執業時，亦須加入該外地之地方律師公會始得執業，核

屬對律師執行職業之方法、地點所為之限制，自須確屬必要始

符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要求。 

2. 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之規定，對律師依個人選擇加入或

不加入團體之結社自由亦構成限制，應受比例原則之嚴格審

查： 

憲法第 14 條規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為特定目

的，以共同之意思組成團體並參與其活動之權利，並確保團體

之存續、內部組織與事務之自主決定及對外活動之自由等。結

社自由除保障人民得以團體之形式發展個人人格外，更有促使

具公民意識之人民，組成團體以積極參與經濟、社會及政治等

事務之功能。惟結社自由之各該保障，皆以個人自由選定目的

而集結成社之設立自由為基礎（釋字第 644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故，個人依其選擇成立、加入或不加入團體之自由，乃結社自

由之核心內涵，法律對個人依其選擇加入或不加入團體之限制

是否符合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自應受嚴格審查。律師法

第 21 條第 1 項前段：「律師應設事務所，並應加入該事務所所

在地及執行職務所在地之地方律師公會。」之規定，要求在事

務所所在地以外地區執業之律師，須加入執行職務所在地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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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律師公會始得執業，強制律師加入執行職務所在地之律師公

會，已對其依個人選擇加入團體之自由構成限制，自應受比例

原則之嚴格審查。 

（三） 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對律師執業自由及結社自由之限制，

不符比例原則： 

1. 台灣並非聯邦制國家，地方自治權限亦不大，且地方自治法

規尚不得抵制中央法規，故全國法令高度一致，實無依照地

方行政區域而劃分律師執業區域，致跨區執業須獲當地公會

許可之理。律師法第 21 條第 1 項前段要求律師跨區執業須先

加入當地公會之規定，係在國民政府實施訓政時期，中國大

陸疆域廣闊之時空背景下制定，時至今日，已看不出有何公

益目的。 

2. 律師只須加入一個公會，即足以滿足上述之律師團結需求，

並能夠使律師不斷受到教育和培訓（即在職進修），且使其

受到專業倫理及其他職業規範之拘束。故強制律師須加入複

數公會始得在複數地區執業之規定，顯係對律師之執業自由

與結社自由所設之不必要限制。 

3. 律師法第 21 條第 1 項對實現強制律師加入公會所欲實現之公

益目的，毫無助益。蓋在地公會之會員人數雖因受惠於該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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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而膨脹，但外地會員囿於時空阻隔，鮮有能參與在地公

會之在職進修或其他活動者，也幾無可能擔任在地公會之理

監事或其他幹部，甚至因與在地公會幾無實質上之聯繫，在

公會理監事及會員代表選舉時，也難以基於其對候選人之瞭

解而有效行使投票權。易言之，公會組織之構成雖有內部民

主之形，但因組織「虛胖」，以致實際上往往徒具其形而欠缺

實質。故，律師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團結律師、使律師

接受在職進修等公益目的之實現，不但毫無助益，甚且有害。 

表 1：104 年度各公會在地會員與總會員人數表 

公會名稱 會員總數 本期在地會

員數 

在地會員數

與外地會員

數差額 

在地會員佔

總人數比例 

南投 564 19 545 3.3％ 

高雄 1,938 676 1,262 34.9％ 

彰化 930 98 832 10.5% 

台南 1,374 288 1086 21% 

屏東 670 53 617 7.9% 

台北 6,629 5,132 1,497 77.4% 

苗栗 674 33 64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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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 3,007 363 2,644 12.1% 

新竹 1,500 161 1,339 10.7% 

台中 2,266 798 1,468 35.2% 

雲林 564 19 545 3.4% 

嘉義 537 108 429 20.1% 

花蓮 250 54 196 21.6% 

台東 131 25 106 19.1% 

基隆 1,204 43 1,161 3.6% 

宜蘭 576 40 536 6.9% 

    （表 1 資料來源：全聯會之公會組織變更案財務分析報告） 

由上表數據可知，律師法第 21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造成目前

除台北律師公會以外之各地方公會，在地會員人數均不足一

半，組織「虛胖」現象極為明顯。其中比例最懸殊之南投及

雲林公會，在地會員人數均僅有 19 人，僅佔總會員數的 3.3

％及 3.4％。易言之，乃以 3.3％及 3.4％來「團結」其餘星散

全國各地之 96.7％及 96.6％，荒謬殊不言可喻。南投與雲林

兩公會固屬極端，然而若觀在地會員比例次佳的台中公會，

其在地會員佔總會員人數比例亦僅達 35.2％，仍可見律師法

第 21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造成地方公會之組織普遍嚴重虛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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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律師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規定，不但對於實現團結

律師、使律師接受在職進修等公益目的毫無助益，甚且有害

此等目的之實現，自屬違反比例原則之不必要限制。 

4. 再就使律師接受專業倫理規範約束之目的而言，律師只要加

入事務所所在地之地方公會，該公會即可處理其涉嫌違反專

業倫理規範之案件，從而此際再要求律師須加入外地公會，

即已非實現此項公益目的之必要手段，就此而言，亦已對律

師之執業自由與結社自由構成過度限制而違反比例原則。 

（四） 這項規定無正當理由即侵害當事人倚賴律師協助之訴訟權，並

且嚴重損及律師業之尊嚴與榮譽： 

1. 當事人倚賴律師協助之權利，受憲法上訴訟權保障： 

憲法第 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

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訴訟當事人應享有充分之訴

訟上防禦權，包括選任信賴之律師充任辯護人或訴訟代理人，

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從而當事人受其律師協助之權利，乃其

憲法上訴訟權之核心內涵，須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其防禦權

始能發揮功能（上旨可參大法官釋字第 654 號解釋理由書）。 

2. 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之規定，嚴重侵害當事人倚賴律師

協助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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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律師法第 21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目前律師去外地執業，

在外地入會的入會費、車馬費等費用其實都成為執業成本，必

然轉嫁由外地案件之當事人負擔。換言之，現行律師法導致外

地案件之當事人除支付委任案件的律師酬金外，還需另外負擔

外地公會的入會費、月費等額外支出。若當事人不想負擔或無

能力負擔此筆費用，則律師通常因為成本考量而難以接受委任

前往外地開庭。此際當事人往往希望原來想要委任的律師幫他

轉介給涉訟地的律師。然而，經常原來的律師對涉訟地的律師

界也不熟悉，也不知道當地律師有哪位值得信賴而可將當事人

託付給他。現行的律師法，使當事人陷入兩難處境。或者在人

生地不熟的情況下，到涉訟地碰運氣委任律師，此際除增加所

託非人之風險外，尚且要負擔為與當地律師會面溝通討論所增

加之交通費、在途時間及舟車勞頓之不便。或者，若當事人要

避免上述困擾，就委任本地相熟的律師並負擔其加入涉訟地公

會之入會費及月費。然而，無論何種選擇，現行制度的運作成

本都轉嫁由當事人負擔，對當事人倚賴律師協助的訴訟權的行

使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使在外地涉訟的當事人陷入上述兩難

困境，嚴重侵害其倚賴律師協助之權利，顯然違憲。 

3. 若為外地公會之存續而讓本地當事人負擔外地公會之入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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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月費，則嚴重損及律師業之整體尊嚴與榮譽： 

主張維持現狀的主張或理由之一，是若改採單一入會全國執業，

沒有了外地律師入會費、月費的挹助，目前規模較小的公會將

無法維持生存。然而，為了維持公會的存在而陷當事人於上述

的兩難處境中，是不是合理呢？這是否其實是外地公會變相向

本地當事人收費來維持自己的生存？考諸律師倫理規範第 3條:

「律師應共同維護律師職業尊嚴及榮譽。」之規定，為了公會

生存，就增加當事人不必要的負擔，是不是能符合倫理規範對

律師業的要求與期許？ 

4. 為了保障在地律師之案源而限制競爭，也不是侵害當事人倚賴

律師協助之憲法上權利的正當理由： 

另一種反對單一入會全國執業的擔憂，是認為自由的跨區執業，

會造成過度競爭進而導致在地律師難以生存。但其實其他公會

根本不需要擔心台北律師公會會員會來搶案源的問題，因為台

北地區物價水準遠高於其他地區，導致律師執業成本也遠高於

其他地區，進而收費水準也就遠高於其他地區，所以就價格因

素而言，相較其他地區在地律師，台北地區的律師根本沒有競

爭力。即使撇開實際成本與價格因素不談，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若現行律師法要求律師必須跨區入會的目的，是以限制競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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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來保護當地律師的案源，則姑且不論如前所述，制度成本

其實是轉嫁由當事人承受，即使以公平交易法的觀點來說，這

樣的限制競爭會不會造成提升律師服務品質之障礙？而在地

律師的服務品質因競爭不足而難以提昇，最終是否仍由在地民

眾蒙受其害？答案至為明顯。 

 

四、 律師公會受益於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甚深，故就是否採取

「單一入會全國執業」此項議題，公會之立場與個別律師實質

衝突： 

（一） 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之規定，違憲侵害律師之執業自由

與結社自由，已如前述。 

（二） 各地律師公會受益於律師法第 21第 1項前段甚深，因而其立

場實與律師之執業權益衝突： 

1. 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規定導致律師普遍被過度徵收會費，

各公會則幾乎年年有盈餘，進而有大量存款，乃是現制的既

得利益者： 

（1） 全聯會之公會組織變更案財務分析報告附表 1 顯示以下

數據： 

       104 年全國會費（含全聯會）總收入：2 億 298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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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全國總支出（含全聯會）：     1 億 8582 萬元 

       104 年全國總盈餘：                    4398 萬元 

       104 年國會員總人數                      7910 人 

       平均每人被多徵會費：5559.8 元（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 

由上計算可知，律師法第 2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由於要求跨區

執業之律師須加入在地公會，不但導致在地公會組織虛胖，

更因此使跨區執業律師必須向複數公會繳納會費。其結果是

律師加入的公會越多，繳納的會費越多。就該律師個人而言，

固然造成了越區執業的顯著障礙，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該

項規定造成過度「課稅」（過度收取會費，以致 104 年全國各

公會竟然有 4398 萬元的盈餘）。雖然平均而言，每個律師被

「超收」了 5559.8 元，但實際上是被更多地攤派在越區執業

的律師身上。由於跨區執業律師全國都有，會費負擔不公是

全國性的現象。 

（2） 104 年度各地方公會及全聯會之支出與會員人數對照，如

表 2 所示。由表內數據可知，就本地會員未過半之公會而言，

其實其財政支柱主要是由外地會員支撐，亦即實係主要由外

地會員出錢維持本地公會目前的營運，這就進一步顯示地方

公會確實獲益於現制甚多。以人數最少的南投公會為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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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公會在地會員人數僅有 19 人，僅佔總會員數的 3.3％，於

104 年支出 636 萬 5334 元。雖然形式上外地會員與在地會員

有同等的權利享用經由支出所帶來之服務及福利，但實際上

囿於地理及時間之障礙，實際上會專程前來享受服務或領取

福利之外地會員應該是寥若晨星，因此可謂是佔總數 96.7％

的 545 位外地會員繳費讓這 19 位在地會員使用，這是明顯的

不公平。而同樣的不公平現象，也存在於其他公會。在地會

員與外地會員人數差距愈大，不公平的現象就愈明顯。若這

些主要由外地會員負擔的支出，並非用於在職進修或其他公

會核心任務，而盡是用在旅遊補助、社團補助、節金等福利

事項，則益發不公平。蓋外地會員出錢讓本地會員享受，莫

此為甚。仍以南投公會為例，上其網站查閱會務資訊的結果，

其在 104 年度似未辦理任何在職進修活動，則 636 萬 5334 元

究竟有多少用在公會核心任務？是否扣除必要人事開支外，

均係福利補助？若然，則公會豈非成為在地會員的生財工具？

以上僅是以南投公會為例，然而若以同樣方式檢視其他公會，

也會發現相同問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以上分析指出，由

於現制造成的在地會員不過半的虛胖現象，使各地方公會其

實是將財政基礎建立在外地會員身上，因此就律師法第 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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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前段之修正而言，地方公會的財政利益與個別律師的

執業自由與結社自由，顯相衝突，因此就此改革議題，公會

無法充分代表律師業之整體利益，自不能僅聽公會的聲音。 

表 2： 

公會名

稱 

淨支出 會員總

數 

本期在

地會員

數 

在地會

員數與

外地會

員數差

額 

在地會

員佔總

人數比

例 

淨支出

÷本期

在地會

員數 

南投 6,365,344 564 19 545 3.3％ 335,019 

高雄 18,654,868 1,938 676 1,262 34.9％ 27,596 

彰化 7,742,241 930 98 832 10.5% 79,003 

台南 10,824,423 1,374 288 1086 21% 37,585 

屏東 5,483,497 670 53 617 7.9% 103,463 

台北 55,472,284 6,629 5,132 1,497 77.4% 10,810 

苗栗 4,292,428 674 33 641 4.9% 130,074 

桃園 10,756,195 3,007 363 2,644 12.1% 29,632 

新竹 9,257,607 1,500 161 1,339 10.7% 57,501 

台中 15,464,396 2,266 798 1,468 35.2% 19,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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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 2,951,682 564 19 545 3.4% 155,352 

嘉義 4,499,333 537 108 429 20.1% 41,661 

花蓮 4,425,295 250 54 196 21.6% 81,950 

台東 2,091,955 131 25 106 19.1% 83,679 

基隆 5,077,001 1,204 43 1,161 3.6% 118,070 

宜蘭 2,811,715 576 40 536 6.9% 70,293 

全聯會 19,653,144      

合計 185,823,408  7,910   23,493 

（表 2 資料來源：全聯會之公會組織變更案財務分析報告） 

（3） 目前各地方公會向每位會員收取的月會費中，有 100 元係

繳交給全聯會的會費，因此加入的公會越多，繳給全聯會的

會費就越多。從 104 年度全聯會也有鉅額盈餘（淨收入是 2157

萬 7004 元，淨支出是 1965 萬 3144元，盈餘 192萬 3860元），可

以看出全聯會確也受益現制良多，並非無利害關係之中立第

三人。 

（4） 上述過度「課稅」現象，造成包括全聯會在內之全國各公

會幾乎年年結餘，因而有大量存款。由此更可見謂公會是現

制之得利者，並不為過。 

2. 各公會基於財政利益考量而反對單一入會全國執業，與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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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律師之執業權益背道而馳：就「單一入會全國執業」議

題而言，各公會的財政利益與個別律師的執業權益顯然衝突，

故就此議題不應只考慮公會的意見。行政院與 V Taiwan、民

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合作進行的網路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絕大

多數律師贊成單一入會全國執業，由此更可見得各公會基於

財政利益考量而反對單一入會全國執業，確與絕大多數已表

示意見之律師之執業權益背道而馳。公會係為維護律師執業

權益，並確保律師得以履行保障人權、維護民主與法治之職

責而成立，因此正如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公會亦係為律師而

存在，先有律師而後有公會，此理至淺至明。因此，若現制

之目的係為確保地方公會之財政穩固，則無異先公會而後律

師，使公會之財政利益優先於律師之執業權益，完全背離組

織公會以保障、團結律師之本旨。 

 

五、 「單一入會全國執業」攸關全國人民訴訟權之保障，並非律師

自治之範疇： 

如前所述，現行律師法第 21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嚴重侵害當事

人倚賴律師協助之憲法上權利，為改善現狀而提出的「單一入

會全國執業」自攸關全國人民之訴訟權保障，並非律師自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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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作為現制得利者之各律師公會也不應以律師自治為由，

阻擋制度變更或排斥單一入會全國執業。 

 

六、 為改正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之違憲狀態，「單一入會全國

執業」乃修法之唯一選項： 

（一） 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規定所造成之不公平、不合理的違

憲狀態，必須儘速改正： 

如前所述，該項規定嚴重侵害律師之職業自由與結社自由，並

損及當事人倚賴律師協助之訴訟權，且有損律師業之尊嚴與榮

譽。抑有進者，該項規定更使各公會長期將財政支柱置放在跨

區執業之外地律師身上，而這些律師繳費卻難以受益於公會運

用其會費所辦理之活動，造成極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此一

不公平、不合理之違憲狀態存在已久，對律師及人民之侵害至

深，殊有儘速改正以解倒懸之必要。 

（二） 律師法第 21條第 1項應刪除「及執行職務所在地之地方律師

公會」等語： 

如前所述，律師僅須加入一地方公會，即可實現律師團結、使

律師持續在職進修及受專業倫理規範約束等公益目的，故律師

加入一地方公會後應即得在全國執業。從而，為改正上述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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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不合理之違憲狀態，應將律師法第 21 條第 1 項中「及執

行職務所在地之地方律師公會」等語刪除，以實現單一入會全

國執業。 

（三） 在單一入會全國執業後，各地方公會須有合理之具體理由，始

得向外地會員收費： 

1. 綜觀目前各地方公會反對單一入會全國執業之理由，其中主張

最力者，無非係唯恐在各地方公會長期將財政支柱置於外地會

員的現狀下，單一入會全國執業將造成除台北公會以外各地方

公會人數銳減，被打回原形後會費收入亦銳減，進而造成財政

赤字，甚至破產。 

2. 然而，如前所述，104 年度全國會費超收 4398 萬元，而且各公

會目前均有巨額存款，因此改採單一入會全國執業，是否當然

造成財政赤字進而破產，已非無疑。 

3. 如表 2 所示，目前在地會員未過半之公會 104 年度總支出幾乎

均呈現與在地會員顯不相當之現象，尤其在地會員數越少，不

合比例之情況就越明顯。除前已述及之南投公會外，淨支出除

以在地會員人數所得金額逾 10 萬元以上者，尚有屏東、苗栗、

雲林、基隆等公會。逾 5 萬元以上者，則有花蓮、台東、宜蘭、

新竹及彰化等公會。相較之下，在地人數過半的台北公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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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金額則只有 10810 元。然而，在所有公會裡，台北公會的在

職進修活動最多，幾乎每週週末均有課程，也最常與其他 NGO

團體合作進行維護人權及促進民主、法治進步之活動。若以上

公會在履行在職進修等公會核心任務之情況一如南投公會，則

由以上比較可知，目前各公會之支出實有可觀之節流空間，判

斷各公會財政是否會因單一入會全國執業而難以為繼，不能單

憑支出現狀，尚須仔細檢視支出是否符合公會成立之目的與任

務。若扣除聯誼、旅遊乃至會員大會出席補助等福利事項的支

出，公會是否還會入不敷出？因此，各公會應將目前的財政

收支攤在陽光下讓公眾檢視，這樣才能讓大家在理性的基礎

上判斷地方公會將因單一入會全國執業而破產的說法能否成

立，否則這種說法充其量就是臆測而已。 

4. 主兼區制亦顯屬違憲，並非修法時可以考慮之選項： 

（1） 依目前台北、桃園及宜蘭公會所實施之主兼區制，乃指律師除

應加入事務所在地之地方公會外，其後至全國各地執業時，

須再加入執業地區之其他地方公會成為兼區會員，並依各該公

會規章繳交入會費及月費。 

（2） 上述主兼區制仍係強制律師必須加入複數公會始得跨區執業，

亦即仍以地方公會作為跨區執業之障礙，性質上仍係以限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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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區域為原則之制度。然而，外地律師既已加入其所在地公會，

業必歸會原則之規範目的即已實現，實無強制其再加入第 2

個以上公會之理。易言之，在地公會並無任何正當理由要求外

地律師必須加入進而與其產生會員法律關係，此理正如任何一

個國家都無權強制外國人入境即應歸化，至為淺明。因此，主

兼區制不但仍舊違憲侵害律師之結社自由，也無法改變目前各

地方公會「虛胖」之現況，絕非妥適之立法選項。 

（3） 此外，由於兼區會員仍須繳交入會費及月費，即使數額少於主

區會員，但依舊構成跨區執業的經濟上障礙，仍然侵害律師之

執業自由與人民倚賴律師之訴訟權，而外地會員繳費給本地會

員享受之不公平現象也依然故我。全聯會提出之律師法修正草

案所採之主兼區制，以主區會員的 2 分之 1 及 3 分之 1 作為兼

區會員入會費及月費的上限，但從表 3 所示目前各地律師公會

入會費、月會費一覽表可知，若主兼區制係按目前各公會之入

會費及月費收費標準，對律師及當事人所造成之負擔依然可觀，

且加入公會愈多，其減輕會費負擔之效益就遞減。 

表 3：目前各地律師公會入會費、月會費一覽表 

律 師 公 會 入  會  費 月  會  費 其      他 

基隆律師公會 23000 300 二次入會 11500 

台北律師公會 23500(主區、準 700(主區、準會 二次入會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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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15500(兼區會

員) 

員) 

600(兼區會員) 

 

＊主區會員重行

入會者繳納入會

費 3500 元,但原

為兼區會員聲請

重行入會為主區

會員者，繳納入

會費 11500 元 

桃園律師公會 

 

25000(基本會

員) 

15000(兼區會

員) 

500(基本會員) 

400(兼區會員) 

1. 重行入會費

5000 元。 

2. 原係兼區會

員轉基本會

員者，應補

繳入會費差

額。(100 年

前入會者補

15000 元；

100 年後入

會者補

10000 元) 

新竹律師公會 30000 400+100(全聯會) 二次入會 15000 

苗栗律師公會 25000 600 二次入會 12500 

入會需預繳半年 

台中律師公會 28000 720 二次入會 14000 

入會需預繳半年 

南投律師公會 25000 600+100(全聯會) 

 

二次入會 12500 

入會需預繳半年 

彰化律師公會 28000 700 二次入會 14000 

入會需預繳半年 

雲林律師公會 30000 700 入會需預繳半年 

嘉義律師公會 30000 700 二次入會 15000 

入會需預繳半年 

台南律師公會 

 

 

25000 700 二次入會 10000 

入會需預繳半年 

高雄律師公會 25,000 700  

屏東律師公會 25000 500 二次入會 6000 

入會需預繳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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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律師公會 50000 500 二次入會 25000 

入會需預繳一年 

花蓮律師公會 50000 500 二次入會 25000 

入會需預繳半年 

宜蘭律師公會 33000(主區會

員) 

21800(兼區會

員) 

500(主區會員) 

300(兼區會員) 

入會需預繳半年 

二次入會 

主區：18000 元 

兼區：11800 元 

 

上表中，各公會入會費合計是 442500 元，平均是 27656 元（小

數點後無條件捨去）。各公會月費合計是 9320 元，平均是 582

元（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依照主區會員的 2 分之 1 及 3 分

之 1 計算結果，平均而言，個別律師成為一個外地公會兼區會

員，就算該外地案件於法院繫屬一年即結案，其仍須負擔 13828

元（ 27656 的二分之一）之入會費及 2328 元之月費

（582÷ 3 × 12 = 2328），合計是 16156 元。如以法扶核給律師

的酬金標準來看（據說目前的法扶酬金計算標準與大台北地區

以外各地區的律師收費標準接近），這個數字十分可觀。若律

師僅為一個外地案件而去成為兼區會員，賠本的可能性當然極

高。如果案件不能在一年內結案，則律師需繳交更多的會費，

賠本的風險自然更顯著上升。由此可見，全聯會的主兼區制仍

將造成顯著的執業障礙。在目前每年大量錄取新進律師的情況

下，新進律師囿於經驗及案源的劣勢，顯然常須以接近法扶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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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標準接案，因此主兼區制對於新進律師所帶來的執業障礙

實不容小覷，其已不合時宜。綜上可見，主兼區制不應是律師

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修正選項。 

（4） 台北公會始終公開主張應採單一入會全國執業。目前台北公會

雖然實施主兼區制，但係囿於律師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之現

狀，不得不暫以主兼區制作為實現單一入會全國執業之跳板，

嘗試藉此獲取其他公會讓步。然而，雖然北公會釋出善意，採

用主兼區制多年，但除桃園及宜蘭外，並無其他公會採取，

足見主兼區制並非各公會共識。在近年來每年大量新進律師

入行的現狀下，台北公會認為修法應一步到位。全聯會在其修

正草案經法務部修定後，發函請各地方公會對草案表示意見。

台北公會於 104年 3月回覆全聯會之意見，即已表示律師法修

正不應再忽視長久以來律師界對於律師登錄一地方律師公會，

即得於全國各地執業的需求。草案所採主兼區制與台北公會

歷來認為應允許律師擇一地方公會登錄，即可於全國執業之

主張有相當距離。另外，在 104 年 4 月 1 日全聯會第 10 第 2

次全國理事長會議時，台北律師公會前任理事長黃旭田律師針

對法務部版草案及全聯會版草案，也明確表達單一入會全國執

業是台北公會的一貫立場，尤其近年來律師執業環境日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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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減輕律師，特別是年輕律師的執業壓力及困難，台北公會

理監事會在討論上述法案時，無異議地反對草案所採主兼區制，

並且明確表達台北公會日後會在立法院另提單一入會全國執

業的對案之意見。再參以該次會議記錄之記載，其「研討議題」

第三案係：「『行政院秘書長』函，略以：『法務部』函報『律

師法』修正草案一案，敬請就貴管部分惠示卓見，並依函附意

見表填復，如何處理，請討論案。說明：(一) 【法務部送行

政院版條文】與【歷次律師法研修會決議版條文】之差異比較

表，如附件八。(二)本會已於 104 年 1 月 19 日將『法務部』送

『行政院』審議版之『律師法修正草案』函送各地方律師公會，

收到台北、桃園、新竹、高雄律師公會意見，如附件九 (三)

歷次全國理事長會議、本會律師法研修專案小組會議紀錄如附

件十。 (四)本會第 10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1)授權

全體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原研修會之律師代表共同組成專案

小組，參考各地方律師公會已提出之意見及 4 月 1 日『全國理

事長會議』會中之意見，研擬本會意見後函復行政院。(2)本

會訂於 104 年 4 月 1 日 14:00 召開『全國理事長會議』聽取各

公會之意見。」等語，討論結果則係：「共識：無共識。各地

方律師公會理事長及列席常理各自表達之意見，逐字發言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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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提交全聯會專案小組【104.3.14 第 10 屆第 2 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決議：全體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原研修會之律師

代表】參考及討論。」等語。可見，該次全國理事長會議並未

就主兼區制達成共識。因此若謂台北公會曾經支持草案所採主

兼區制，如今卻出爾反爾，自然是誤會。台北公會從未同意或

接受以主兼區制作為律師法修正之選項，特此指明。 

5. 在地公會僅得經由擬制跨區執業之外地律師因享受在地公會

之服務，而向其逐案收取服務費： 

（1） 由於單一入會即可全國執業，外地律師不再必須加入本地

公會始得在本地執業，跨區執業之外地律師對本地公會即不負

任何因會員身份所生之繳費義務，從而本地公會自須另有具體、

合理之理由，始得向外地律師收費。 

（2） 維持地方公會存續不是向外地律師收費的正當理由： 

公會是為律師而存在，有律師才有公會，正如國家為人民而存

在，先人民而後國家。因此，沒有為維持在地公會之存續而強

制跨區執業之外地律師繳費予在地公會之理。正如不可能為了

中華民國的存續，立法強制入境台灣的外國人必須繳交過路費

或其他名目之費用，其理至明。 

（3） 只有在擬制外地律師必然會使用在地公會服務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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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按使用者付費的原則向外地律師收費： 

① 目前主張在地公會有權向跨區執業之外地律師收費（甚至為了

收費而強制其加入在地公會）的最主要理由，無非是主張外地

律師使用在地公會所提供之包括休息室、協助閱卷等項服務，

因此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應當付費予在地公會。 

② 然而，現實狀況是跨區執業的外地律師，大多數都是來去匆匆，

鮮有使用在地公會休息室或其他服務者。在地公會的會員代表

大會或律師節慶祝活動，乃至在職進修或其他福利，外地會員

也因時空障礙而在現實上幾無參與、享用者。因此，使用者付

費原則其實嚴重與現實脫節。所以除非擬制跨區執業律師必然

使用公會的服務，否則使用者付費原則不會成為收費的正當理

由。如是擬制之結果，外地律師越區執業者，僅因該越區執業

之案件可能使用在地公會之服務而付費，故在地公會僅得就該

案向外地律師收取合理之服務費。外地律師至在地公會區域內

法院執業之案件越多，付予在地公會之服務費自然遞增。 

③ 具體之制度設計或可如是規劃，即律師於各地方法院或各地方

法院檢察署執行訴訟或非訟案件時，若非該地方法院轄區之地

方公會會員，應隨案繳納服務費予各該地方公會。於各高等法

院、各高等法院檢察署、各高等行政法院執行訴訟或非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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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若非該高等法院轄區之地方公會會員，應隨案繳納服務費

予全國律師公會。由於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智財法院、

最高法院檢察署之轄區涵蓋全國，且目前鮮少開庭，又無律師

休息室之服務，因此律師在這幾個終審法院及最高檢察署執行

訴訟或非訟案件時，自應免繳服務費予法院所在地之地方公會。

由於此項服務費是基於上述擬制而來，自不宜任由各地公會自

行其是以致又生跨區執業之障礙，故費率與收取方式宜有全國

統一之標準，應交由全國性的律師公會來訂定。在比較法上，

韓國目前即採與上述設計相類之逐案收取服務費的模式，可資

參考。 

④ 然而，法律上的擬制終究不應脫離現實太遠，因此必須合理考

量跨區執業最可能使用到的公會服務為何。休息室乃至閱卷的

協助，應是機率最高者。其餘福利事項，則現實上顯無考慮必

要。準此，依此種擬制所收取之費用，必然以使用休息室及閱

卷協助之對價為計算基準。考量休息室及協助閱卷之成本，估

計每案之服務費不應超過新台幣五百元。 

 

七、 單一入會是還權於律師，自不應以現有公會將因此收入銳減而

無以為繼之理由，阻礙律師法改採單一入會全國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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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會係為保障律師之權利而存在，自不可能為了現有公會之存

續，即阻礙律師法還權於律師： 

1. 反對單一入會全國執業最力之主張，無非係認為如若改採單一

入會全國執業，則因受益於律師法第 21 條第 1 項前段而嚴重

虛胖之現有各地方公會，將迅即「消風」。因會員人數銳減，

會費收入亦隨之銳減，將致大多數現有公會之財政難以為繼，

甚至可能面臨破產之危機。 

2. 然而，律師在全國執業之權利，遭現行律師法第 21 條第 1 項

前段所設置之執業區域限制違憲侵害，已如前述。單一入會全

國執業，乃是將遭上開規定違憲侵害之執業自由還給所有律師，

乃全體律師之共益。另一方面，公會存在之目的在於確保律師

之權利不受執政當局侵害，使律師發揮維護人權、實現社會正

義、促進民主與法治之作用，故公會乃為律師而存在，為了現

有公會之存續而去阻礙還權於全體律師，實殊屬不可想像。 

（二） 已採單一入會全國執業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其公會並未因

此即無法存續，更有會費遠低於目前律師公會之會費者： 

建築師、會計師、地政士、心理師及各類技師等須按業必歸會

原則加入公會始得執業之專技人員，目前已採單一入會全國執

業，已如前述。上述專門職業及技師並未因改採單一入會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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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將致既有公會難以存續，即在還權於會員之修法道路上躑

躇不前。表 4 是台北公會秘書處人員就其他採單一入會全國執

業之專門職業及技師，上網探知其公會會費標準並製表如下： 

    表 4：各專門職業及技師公會會費一覽表 

項次 公會 費用 

                土木技師公會 

1 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入會費：5 萬元 

(含入會費 1,000 元、常年費 2,000

元、福利金 10,000 元、捐助金 

37,000） 

2 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入會費：5 萬 5 千元 

(含當年度常年會費 2 仟元) 

3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A. 自行開業或受聘顧問機構 

I. 入會費：1,000 元 

II. 常年會費：2,000 元 

B. 專任工程人員之技師 (同

上) 

C. 丙等營造業逐案簽證之技

師(同上) 

4 
中華民國土木技術公會全國聯

合會 

入會費：5 萬元 

常年會費：按前一年度各公會業務

收入比例分攤 

5 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 

入會費：5 萬元 

(含入會費:1,000 元、常年會費:2,000

元、福利金:10,000 元、捐助費

用:37,000 元) 

6 台中土木技師公會 

A. 自行開業或受聘顧問機構 

I. 入會費:1,000 元 

II. 常年會費:2,000 元 

III. 繳納捐助金:39,000 元 

IV. 繳納福利金 (依會員

大會決議通過後之金

額繳納) 

B. 專任工程人員之技師 

http://www.twce.org.tw/modules/freecontent/index.php?id=36
http://www.ntce.org.tw/modules/freecontent/i.php?fname=ntce/h3/p1.htm
http://www.tpce.org.tw/tpce/h3/h31-1.pdf
http://www.cupcea.org.tw/%E5%85%A8%E8%81%AF%E6%9C%83%E4%BB%8B%E7%B4%B9/%E5%85%A8%E8%81%AF%E6%9C%83%E7%AB%A0%E7%A8%8B.html
http://www.cupcea.org.tw/%E5%85%A8%E8%81%AF%E6%9C%83%E4%BB%8B%E7%B4%B9/%E5%85%A8%E8%81%AF%E6%9C%83%E7%AB%A0%E7%A8%8B.html
http://www.kpcea.org.tw/?Guid=c036640d-a566-50ae-c498-281df814db6
http://www.tcce.org.tw/modules/wfdownloads/singlefile.php?cid=2&lid=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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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丙等營造業簽証技師 

7 台南土木技師公會 
入會費：4 萬 8 元 

(含常年費：2000) 

8 桃園縣土木技師公會 

入會費：1000 

常年會費： 

I. 甲種：2000 

II. 乙種：會所籌建及維護或財

產購置及捐款等，於入會

費及常年會費收入不足

時，經會員大會通過並報

請主管機關核准後收繳之 

               結構技師公會 

1 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入會費:20,000 

常年會費:2,500 

福利金:15,000 

2 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入會費: 15,000 

常年會費: 2,500 

福利金:20,000 

3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 

入會費：300 

會員常年會費：700 

團體常年會費： 2,000 、 10,000、

20,000 

4 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入會費：55,000 (含常年會費:2,000) 

5 台中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入會費：5,000 

常年會費: 2,500 

                會計師公會 

1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 
入會費：4,200 

設備費特別捐:10,000 

2 臺灣省會計師公會 

入會費: 4,800 

捐助: 5,200 

預繳 3 個月會費: 2,400  

3 高雄市會計師公會 

入會費：6,000 

常年會費: 1,000 

預繳 3 個月會費:3,000 

4 臺中市會計師公會 
入會費:10,000 

常年會費:800 

              建築師公會 

1 台北建築師公會 入會費：11,000 

http://www.twtnce.org.tw/admin/download/front/down.php
http://tyce.myweb.hinet.net/countit.html
http://www.tsea.com.tw/modules/tad_uploader/index.php?of_cat_sn=10
http://www.newtsea.com.tw/main/
http://www.csse.org.tw/xoops/modules/tad_uploader/index.php?of_cat_sn=5
http://www.ntce.org.tw/modules/freecontent/i.php?fname=ntce/h3/p1.htm
http://www.tcse.org.tw/tcse_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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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會費：3,000 

2 桃園建築師公會 
入會費：3,000 

常年會費：6,000 

3 台中建築師公會 

入會費：10,000 

常年會費：3,000 

入會福利金:60,000 

4 台南建築師公會 
入會費：100,000 

常年會費：3,000 

5 高雄建築師公會 
入會費：30,000 

常年會費：3,000 

6 宜蘭建築師公會 

入會費：60,000 

常年會費：5,000 

福利金:150,000 

7 嘉義建築師公會 
入會費：2,000 

常年會費：4,000 

8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建

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入會費：20,000 

常年會費：3,000 

9 台灣省建築師公會 

入會費：10,000 

常年會費：3,000 

60,000 (退會時無息退還) 

水保公會 

1 台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入會費：3,500 

常年會費：7,000 

2 台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入會費：3,500 

常年會費：7,000 

3 新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入會費：3,500 

常年會費：7,000 

電機技師公會 

1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4 個工會

合併 :台北市、高雄市、台灣

省、全國聯合會 ) 

入會費：2,000 

常年會費： 

 甲類:4,000 

 乙類:4,000 

 

由表 4 之內容可知，其中多數公會之收費標準與目前各地方律

師公會之收費相當，甚至有不少專技公會之會費遠低於律師公

http://www.tnaa.org.tw/%E5%85%AC%E6%9C%83%E7%B0%A1%E4%BB%8B/%E6%9C%83%E5%93%A1%E7%94%B3%E8%AB%8B%E5%85%A5%E6%9C%83%E6%B5%81%E7%A8%8B
http://www.kaa.org.tw/aboutkaa07.php
http://yilan-archi.org.tw/p_down.php?act=lst&atype=down&ano=0000000069&aname=%A4J%B7|%A5%D3%BD%D0%AE%D1
http://www.ccaa.org.tw/%E5%85%AC%E6%9C%83%E4%BB%8B%E7%B4%B9/%E5%85%A5%E6%9C%83%E7%AB%A0%E7%A8%8B
http://www.swcpea.org.tw/Center/Member/MemberApply.aspx?SendClass=2
http://www.swcpea.org.tw/index.aspx?SendClass=3
http://www.swcpea.org.tw/Center/Member/MemberApply.aspx?SendClass=4
http://www.elecpe.org.tw/2013-05-13-04-57-56/2013-05-13-04-58-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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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可見單一入會全國執業不必然會使公會難以存續。 

（三） 現有公會是否會因單一入會而收入銳減甚至無以為繼，不是考

慮單一入會是否可行時所需考慮之因素： 

1. 各地方公會在單一入會後應徵多少會費，應由各地方公會循內部

民主程序決定，不能以現狀推論地方公會在單一入會後必然無法

存續或必須調高會費： 

（1） 表 4 中也有收取福利金或為購置會館或其他設施等特別目的而

在會費以外開徵特別捐者。可見在符合內部民主程序之前提下，

會費或其他費用之收取，可以由各公會視自身需求而有所變化。

由表 4 中有不少專技公會之會費遠低於律師公會之現象，也可

瞭解到目前之會費數額更非必然，如經檢討後發見公會有顯著

之非必要支出，調降會費事實上也非不可想像。重點在於，公

會究竟打算履行哪些任務？因此需要多少費用？進而需要收取

多少會費？亦即，有多少錢辦多少事，有多少事收多少錢，都

應該在資訊透明公開之情況下，經由公會內部民主機制決定。

筆者目前也是新竹公會會員，即以新竹律師公會 105 年 5 月 31

日（105）新律字第 095 號函為例，該函於主旨通知：「本會定

於民國 105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1 日舉辦下半年度國外旅遊-

日本東北紅葉大道通．秋彩翩翩真美麗．奧入瀨溪住一晚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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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旅，詳如說明及附件，敬請踴躍報名參加」等旨，並於說明

三稱名額限 30 位，說明六稱：「補助方式如下：入會（以下同）

未滿二年者，補助參仟元；二年以上未滿十年者補助陸仟元；

十年以上未滿二十年者補助捌仟元，二十年以上未滿三十年者

補助壹萬元；三十年以上者，補助壹萬貳仟元。」等語。若參

與者皆具補助資格，則總補助金額最少是 9 萬元（3000× 30 =

90000），最多是 36 萬元（12000× 30 = 360000）。姑不論這

項補助排斥入會 2 年以下會員是否合理，也不討論因外地會員

實際上極少能參與本地公會旅遊，所滋以外地會員所繳會費補

助在地會員旅遊之公平性爭議，然而，這種旅遊補助與公會保

障律師權利、完善律師職業及促進民主法治的核心任務，究竟

何干？實在難以理解。如果能讓全體會員充分瞭解公會收支，

相信這類旅遊補助將會面臨嚴厲的質疑，而將會費收入主要用

於相類福利支出的理監事，也會面臨民主究責的挑戰，如此一

來，公會支出方能合理化。同理，目前地方公會有辦理慈善救

濟等社會福利事務，並以此作為其業績者。然而，慈善救濟固

有其正面意義，但終究係國家之社會行政任務，應由國家給付，

與公會保障律師權利、完善律師職業及促進民主法治的核心任

務，究竟何干？亦委實難以理解。如果會員能確實進行民主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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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相信也會有許多外地會員質疑為何要繳費給本地會員，辦

理這類人情做在本地會員身上的慈善救濟。 

（2） 然而，在目前各地方律師公會皆嚴重虛胖之情況下，外地會員

事實上極難參與在地公會之會務。絕大多數外地會員因時空阻

隔而難以參加會員大會，會員代表之產生也往往由在地會員操

縱甚至指定，如是扭曲而嚴重失靈之內部民主，事實上難以讓

全體會員得以在完整瞭解會費支出之前提下，充分溝通審議出

合理的會費應徵數額。因此，苟不能先讓虛胖之問題解決，所

謂各地方公會將因單一入會全國執業而無法存續云云，根本就

是假議題。亦即，邏輯上很清楚，必須先採取單一入會全國執

業，使地方公會之會員數能與在地律師人數相符，而後這樣的

公會才能真正經由內部民主程序決定支出項目及會費數額，進

而是否會因收入較前吃緊而無法存續或必然調高會費，也才能

有解答。 

（3） 目前主張單一入會將導致除台北公會以外之現有公會難以存續

或必須調高會費的說法，是以各公會支出的現狀作為討論或設

算之前提。然而，這種說法有「存在即合理」的謬誤。最明顯

的例子，就是目前嚴重虛胖的地方公會，為了讓佔總會員大多

數的外地會員出席會員大會，必須祭出各種獎勵措施，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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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即發給金額多達2、3千元之禮券者。若因單一入會而瘦身，

因這種獎勵措施而支出的大量花費，自然省下。由此例即可見

得「存在即合理」謬矣。 

2. 律師法既未擔保既存律師公會之存續，現有公會之存續自然不應

成為律師法是否修法改採單一入會時應考量之因素： 

（1） 律師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地方法院登錄之律師，滿 15 人者，

應於該法院所在地設立律師公會，並以地方法院之區域為組織

區域；其未滿 15 人者，應暫時加入鄰近地方法院所在地之律師

公會，或共同設立之。同條第 4 項規定，在同一組織區域內之

同級公會，以 1 個為限。以上規定，是目前各地方公會成立之

根據。惟，上開規定既使地方公會依附於地方法院，並以地方

法院之區域作為地方公會之組織區域，則一旦地方法院裁併，

地方公會即無所附麗。可見，律師法並未擔保既存地方公會之

存續，既有地方公會乃立法者追求經由公會保障律師執業權利

等制度目的之工具，從而就體系解釋而言，既存公會能否存續，

自然不應是律師法是否修法改採單一入會全國執業時所應考量

之因素。 

（2） 平心而論，公會若規模過小，在履行保障律師權利、完善律師

職業及促進民主法治等核心任務時，確實會遭遇障礙。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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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會內盡人皆熟，固然溫暖，但因此而生之人情牽絆對自律

之執行勢必造成阻礙。以南投、雲林、苗栗、宜蘭、花蓮、台

東這些在地會員數在 100 人以下的公會為例，職司倫理風紀案

件的理監事與在地會員常有千絲萬縷的公、私交誼，申訴之民

眾如何能期公正？其二，由於在地會員少，當會員受到院、檢

不公平對待時，在底氣不足、缺少靠山的情況下，由於害怕日

後遭到院、檢點名報復，也很難期待小公會理監事會能直起腰

桿幫會員據理力爭，此際小公會若找院、檢首長溝通無效，最

終常不了了之。其三，因會員人數太少，也導致在職進修的單

位成本偏高，以致辦理困難。考量到以上小公會在執行立法者

所賦予任務時所遭遇的困境，更可知立法者不可能因擔保既存

公會的存續而阻礙其完善律師法。 

3. 現有公會在律師法修法改採單一入會後，若果有財政無以為繼之

情況，應循律師公會內之自治途徑處理，或與鄰近公會整併，或

由全國律師公會補助： 

如前所述，改採單一入會的結果，各地方公會必然瘦身，在以在

地會員為主體的情況下，必然需因會費收入減少而徹底檢視過往

支出的合理性與必要性，進而撙節開支乃是必然的結果。經此過

程，若真有地方公會之收入無法履行保障律師權利、完善律師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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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促進民主法治等核心任務，則解決之道自不外是當地會員基

於規模經濟之效益考量，經內部民主程序後決定與鄰近公會整併

（為給予此一選項，律師法第 11 條第 2 項前段應相應修改為：

地方法院登錄之律師，滿 15 人者，應於該法院所在地設立律師

公會，或與鄰近地方法院所在地之律師共同設立律師公會）。若

不願或不能與鄰近公會整併，則自應由全國律師公會基於照顧團

體會員之立場，對該公會進行使其得以履行任務之最低限度補助。

以目前各公會的運作實況而言，履行公會任務最基本的條件無非

是會務人員與辦公室的具備，因此若有公會連一名會務人員與辦

公室租金（由於收回各公會因設置會所向法院借用之房間，已是

司法院既定政策，因此在可見未來，辦公室之租金或房貸必然是

公會之營運成本）都無法負擔，則由全國律師公會視其具體財政

缺口給予補助，亦應屬合理之解決方法。惟，以上解決方式無論

何者，均係循律師公會自治途徑即可解決，殊無立法之必要，更

不應成為阻礙單一入會之理由。 

 

八、 〈全聯會公會組織變更案財務分析報告〉在方法論上嚴重錯誤，

缺乏參考價值： 

（一） 概念定義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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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報告所定義之單一入會全國執業制，顯然錯誤： 

（1） 本報告所稱之單一入會全國執業制，係指：「律師應加入任一地

方公會，並繳交入會費及月費，其後即可至全國各地執業，不

須再加入執業地區之其他公會，但應按一定比例繳納其他公會

之月會費」 

（2） 但依上開定義，律師既不須加入執業地區之其他公會，即非其

他公會之會員，自無繳納月會費給其他公會之理。此外，所謂

「律師應加入任一地方公會」，固然一定程度上維持了業必歸會

原則，但疏未注意到若不明定律師應加入之公會係事務所所在

地之公會，將導致爾後各公會為爭逐會員而競相調降會費之惡

性競爭現象，進而使本報告之收入面假設完全失去基礎。 

（3） 由此可見，本報告對單一入會全國執業制之定義顯然錯誤。從

而，其據此定義進行之財務分析及敏感性分析，均係基於錯誤

前提所為，無參考價值。 

2. 對總會制之定義雖形式上正確，但實質內涵有誤： 

（1） 本報告所稱之總會制，係指全國僅設單一律師公會，但得視需

要於各地方設置分會或辦事處，全國律師於執業時均需加入總

會，並繳交入會費及月會費。 

（2） 以上定義在形式上固尚稱正確，然而，總會制之目的在於藉由



54 

 

建立健全而強大之總會，對外能為律師業有力地發聲，對內能

有效自律並整合各地資源，避免重複支出及浪費（例如律師節

慶祝活動是否有必要各地重複舉辦，即值思量）。因此，在總會

制下，總會支出當遠高於目前之全聯會，各地分會或辦事處之

支出則必遠小於現況。從而，究竟最終數字如何，要必就各地

方公會及全聯會目前之支出深入檢討，始能得出較確切之評估

或預測。本報告以各公會目前支出統一縮減 50％、全聯會（總

會）支出假設不變為前提設算（見該報告附表 3），不但過於粗

糙，也顯示其不理解總會制，此亦導致其設算結果幾無參考價

值。 

3. 主兼區制之定義，不但錯誤，而且毫無根據： 

（1） 本報告所稱之主兼區制，係指：「律師應加入事務所在地之地方

公會，並繳交入會費及月費，其後至全國各地執業時，須再加

入執業地區之其他地方公會成為兼區會員。地方公會主區會員

人數少於 60 人時，兼區會員入會費為主區會員之 50％，兼區

會員之月會費亦為主區會員之 50％。地方公會主區會員人數多

於或等於 60 人時，兼區會員入會費為主區會員之 33.3％，兼區

會員之月會費亦為主區會員之 33.3％。」 

（2） 然而，全聯會研修版草案乃至目前桃園、台北及宜蘭公會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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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主兼區制，從未有以主區會員人數作為兼區會員所繳入會

費及月會費之標準者。本報告將兼區會員所繳入會費及月費繫

於主區會員人數，既非目前一般理解之主兼區制，更無邏輯上

之必然性，故其定義之主兼區制概念亦顯然錯誤。 

（3） 此等區別待遇為何以主區會員人數 60 人為界？50％及 33.3％

之比例，係從何而來？均未見說明，亦無道理可言，可謂毫無

根據。本報告在定義主兼區制之概念時，設定上開毫無根據之

條件，亦導致據此定義所為分析失去參考價值。 

（二） 無視目前絕大多數公會均有結餘且有大量存款之事實，也不檢

討各公會及全聯會支出之合理性與必要性，過於偏離現實： 

1. 本報告於「報告目的」謂：「爰以民國（下同）104 年度各公

會收支實際結算數為基礎，評估不同組織變更方案，對各公會

104 年度之財務收支可能造成之影響，提出報告。」等語，並

於「報告範圍」謂：「惟本報告對各公會於 104 年度以前之累

計結餘（絀）並不列入考量，亦不考慮利率、通貨膨脹、新進

律師人數變動等因素所造成之影響。」 

2. 根據以上說明，本報告所欲評估者，實係公會組織變更對各公

會之財務現狀之可能衝擊，故不考慮絕大多數地方公會歷年均

有結餘並積累大量存款的現狀。如前所述，根據本報告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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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104 年度全國會費總結餘即高達 4397 萬 8225 元，而當年度

全國總在地會員人數是 7910 人。即使不檢討目前的支出是否

用在刀口，這項數據也說明現在平均每人被溢收 5559.8 元。

這個現象不但可能是收取太多會費所致，也可能顯示公會並未

有效履行公會任務，更可能是二者兼有。由此已可窺見，本報

告所採「存在即合理」的基本立場，在邏輯上是不可接受的。

本次評估既緣起於單一入會全國執業是否將導致地方公會財

政困難之爭議，即應切實從收支兩面檢討，始能對制度變更是

否將導致地方公會財務困難而難以維持，做出具有參考價值的

評估。因此，本次評估在方法論上畫地自限，其實與評估之目

的背道而馳，自然不能根據本報告遽謂單一入會全國執業將導

致規模較小公會無法存續。 

3. 再來看支出面。如前所述，除台北公會外，其他地方公會均有

嚴重的組織「虛胖」現象。此一虛胖現象，意味就本地會員未

過半之公會而言，其實其財政支柱主要是由外地會員支撐，亦

即實係主要由外地會員出錢維持本地公會目前的營運，因此可

謂是大多數外地會員繳費讓不成比例之少數本地會員使用，這

是明顯的不公平。在地會員與外地會員人數差距愈大，不公平

的現象就愈明顯。但本報告對結餘及支出面避而不談，結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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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些不公平的真相，在上述錯誤的主兼區制及單一入會全國

執業制的評估中被掩蓋。 

4. 若不去瞭解是否有這些問題，則即使本報告在全國各公會支出

統一刪減 50％的假設下，算得單一入會全國執業制及主兼區

制均將造成全國大多數公會結絀的結論（例如附表 2 之試算結

果，南投、屏東、苗栗、新竹、花蓮、台東及基隆公會結絀。

附表 4 之試算結果，除高雄、台南、台北、桃園、台中、雲林

以外各地公會均結絀），亦無意義，因為這極可能不過是表示

制度變革將使地方公會無法維持「奢侈」生活水準而已。 

（三） 設算假設之根據不明，顯然獨斷： 

1. 本報告以制度變革後，各地方公會支出統一假設為現狀的 50

％。此項假設之根據及理由為何？未見說明，這不但影響對據

此假設所進行評估結果之解讀，而且事實上也忽視了各地方公

會支出現狀差異極大之現實。以台北、台中等會員人數多，且

在職進修活動及其他會務活動均極活躍之公會而言，不可能驟

降支出 50％。反之，對除旅遊、聯誼活動外，幾無辦理在職

進修或其他會務活動之公會而言，50％的降幅可能猶嫌不足。

同理，敏感性分析以各公會支出現狀的 60％為假設條件，亦

有相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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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外，全聯會的目前支出何以不須檢討而猶假設與目前相同？

許多的出國旅遊補助難道都不須撙節開支？而總會制的目的

正在於強化總會功能，則目前許多小公會未能辦理的公會任務，

勢必要由總會承擔，難道在評估總會制之財務影響時，不必考

慮？ 

3. 附表 3 之總會制試算，逕謂每位會員的入會費是 25000 元、月

費是 700 元，卻未見任何理由或說明如何得出這項數據，其實

也是獨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