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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歷經了律師界所有大小頭銜，今
年又被賦予調解中心主席重任的古律
師，自侃天生就是勞碌命。憑著清晰的
思路、超乎常人的行動力及效率，承辦
過無數的「大案件」；似乎只要有他的
投入及參與，任何傷腦筋的案子都宛如
孫悟空置身如來佛掌內，一切都在掌握
之中。

學海無涯，受用無窮

「學無止境」是古律師覺得再自然不
過的生活哲學，也因此塑造了他「熱心
公益」的形象。「我會參加這麼多公益
團體，緣起是台北律師公會。民國79年
律師界的年輕朋友發動司法改革，第一
步希望先改革台北律師公會，當時我很
榮幸受邀擔任理事。我認為人生本就需
要不斷的學習，因此，我最喜歡而且服
膺的第一句話就是旬子勸學篇－『學不
可以已』，意思是學習不能停止；第二
句是『學以致用』；第三句就是『經驗
即智慧』。受邀無形中就產生了學習的
機會，或許將來還有機會能夠回饋給社
會或個人，把學習的效應儘量放大。」
雖然骨子裡是如假包換的法律人，但
是由這段談話隱約可嗅出古律師的經濟
概念；工程重實用，經濟重效益，原來
這個雛型早就烙印在他的腦海。秉持這
三個原則，他因「無中生有」而樂在其
中，「從毫無概念、略具初步想法、到
付諸實現，最後產生一個結果，這種成
就感是既踏實又無以倫比的。」

古律師擔任律師全聯會理事長時，全
力推動律師強制在職進修，旨在培養律
師們的終生學習態度，但萬事起頭難，
「一個理念從討論到建立，同樣是從無
到有的過程，對我而言是一項挑戰，但
卻能再次激盪出我的潛力及快樂感！」
將經由學習所累積成的經驗，轉變成實
用的智慧精粹，可以帶給他如獲至寶的
快樂。他更進一步表示，學習標的是否
關乎工作從來都不是他所在意的點，除
了可以享受到豐碩的學習果實外，另一
項意外收穫則是廣結八方好友。話鋒一
轉，古律師竟率性地吐露出肺腑之言：
「到各地去玩都找得到朋友克盡地主之
誼，這種學習過程中的附加價值，讓我
更覺得樂趣無窮。」

尊重人權，力求司法改革

台灣人民對於延宕多年的「蘇建和
案」應不陌生，古律師即為此案的義務
辯護人之一。談及此案，他表露出法律
人對台灣法制改革的憂心。「當初，蘇
友辰律師邀請我擔任這個案子義務辯護
律師，看完案子後我覺得自己應該可以
為當事人伸張正義。此案讓我看到法制
不健全與第一線執法人員觀念的錯誤，
由一單純刑事案件，急轉直下成為三個
人人生的悲劇！」據他分析：客觀上
看來，卷宗內的證據尚未超過「無可懷
疑」的地步，因為完全沒有物證，只有
自白，而自白又充滿矛盾。儘管現場血
跡斑斑，但卻無法採集到任何被告的指
紋、頭髮等證據。刑事訴訟法包含無罪
推定原則及證據原則，亦即證據必須使
一般人達到確信、無可懷疑的認為足以
導致系爭案件有罪之結果，才能夠將被
告定罪。蘇建和案除了喚醒大眾重視人

權價值外，刑事訴訟法亦因此案而再次
修法，例如訊問過程必須加以存證（可
採錄音、錄影等方式）。他感嘆：「刑
事訴訟法修法通常要等到侵害人權的事
情發生後才有可能進行修法。站在律師
的立場，我有兩個堅持－一是扮演永遠
的在野法朝角色，不論當政者是誰都要
監督，全力防止為政者走向「絕對權力
造成絕對腐化」的死胡同；二是時時關
心基本人權，台灣在這方面還有相當大
的努力空間。」因為關心基本人權，在
擔任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期間，他便推
動與高等法院合辦義務辯護律師制度，
劍及履及的行動力以及熱心公益的滿腔
熱血，促使他由學習中不斷超越自我。

謹守本份，保持風範

除了律師公會之外，仲裁協會是他投
入次多心力的團體。擔任仲裁人多年，憑
著專業素養與一股不失公允的霸氣，協
助不少當事人成功解決了糾紛，他卻輕
描淡寫地將此歸功於上天的眷顧。「我
年輕時念法律的夢想是要當法官。在台
灣，年輕大學畢業生通過國家考試，完
成受訓後即可擔任法官或檢察官；反觀
在國外，大學法律系畢業後，經過law 
school洗禮，接著考上bar當律師，等到有
特定律師資歷後才有機會被選拔成為法
官。我覺得太年輕、缺乏經驗，似乎比較
不能扮演好法官的角色，所以選擇先當
律師。但是，上帝、菩薩真的很眷顧我，
竟也讓我實現了當時的法官夢－就是擔
任仲裁人。」感恩之心溢於言表，古律師
接著說：「經手如此多仲裁案件，我覺得
自己真的很幸運，可以實現夢想，如今我
也證明了四十歲以後擔任裁判者才夠成
熟的想法是正確的。」

一直有人質疑：律師為何可以擔任當
事人的代理人、法院調解人、又可以為
仲裁人？各種角色之間是否會相互影
響？「重點在於遵守倫理規範，只要謹
守各行的行規，各個角色都可以扮演
好。」他語重心長地道出：「人生如
戲，戲要演好，就要謹守本份，不能逾
矩，例如若擔任仲裁人時攙雜著律師的
角色，便有失公正。若能恪守倫理規
範，即使在不同角色之間作轉換，都不
會發生問題。」儘管置於律師界已達32
年之久，即使曾擔任過律師懲戒覆審委
員會委員長，又為同業眼中的「老前
輩」，他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倚老賣老或
自我膨脹，要「做什麼，像什麼！」
「只要認清自己的本分就會很快樂！」
原來知足常樂就是他一直保持年輕風采
與建康體態的祕密武器。

調解首重技巧

基於多年的法院調解人資歷，在他巧
妙運籌中，調解成功的例子不計其數，
接任本會調解中心主席理所當然當之無
愧；不過其中卻有一段不足為外人道的
小插曲。他娓娓述說：「人生真的很奇
妙，只能說一切都是上天巧妙的安排。
當時在推動調解中心時，大家所想的都
是怎樣才能趕快建立好，不料中途原任
主席轉任公職，擔任副主席職務的我就
這麼順理成章地接了主席的位置。」古
主席對調解制度非常有心，因為有感於
訴訟將是人生中很不愉快的經驗，只有
調解才能達到尊重當事人的效果，他甚
至自費前往美國接受調解人訓練，亦建
議本中心派遣專人出國學習。本會日前
已培訓產生首批調解種子教官。一般人
常以為只要是公正人士就會調解，事實
則不然；調解過程需要許多技巧，故必
須經過訓練，這也是調解課程給所有調

解種子教官最大的震撼。古主席毫無保
留的傳授其學習調解的寶貴經驗給後
進：「台灣的調解屬於評價型的調解，
民事訴訟法規定得很清楚，當事人若意
見相近，調解人須依職權提出方案；而
西方調解屬於幫助型調解，亦即促進式
調解。至於哪一種較好？我覺得似乎
應以促進式調解作調解理論與技巧之主
流，不論在高院或地院，這種調解方式
的成功率都很令人滿意。」由此可見調
解的技術門檻極高，外行人是無法領會
箇中堂奧的。

功課表是紓壓之不二法門

外表剛直的古律師其實曾被同儕譽為
是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他從
不認為有無法達成的事，亦不存在事情
會往壞處發展的負面想法。儘管工作繁
重，但是內心卻仍能保有輕鬆自在，
利器便是小學生的「功課表」。先將須
完成的工作排出進度，接著落實「按表
操課」；只要做完當天的功課就可以休
息，從不奢望一天做完所有工作。他相
信只要妥善分配時間，即可在充分準備
之下將案子處理好；反之，若未建立功
課表，心中便漫無目標，在事情進度無
法掌握之下，極可能匆促行事，沒法達
到預期的結果，而這也有違他專一辦案
力求甚解之原則。

「在工作中尋找休閒」亦為其人生哲
學之一。單純如搭乘捷運或高鐵到一個
全然陌生的地方，對他而言都是「新
鮮」的經驗，藉機紓解壓力。說來容
易，但這些體認卻是用長達十年的埋頭
苦幹換來的。「我一開始就走獨立執業
的路，只顧像拼命三郎一樣往前衝衝
衝，某天工作完後拖著疲憊身軀走出辦
公室，猛一抬頭，突然發現自己已經不
知道多久不曾看到月亮了！累積經驗以
後才知道必須找到疏解壓力的管道才能
兼顧事業與家庭生活。」話雖如此，法
律人伸張正義的強烈使命感從未在他血
液中消失，這也是他的壓力來源。「有
些判決無法說服法官接受我的意見，就
會有主觀上的壓力與挫折。」

多開一扇窗，受用無窮

看書、看電影、逛夜市、打高爾夫球
是古律師主要的休閒活動；尤其是美
食，向來讓他毫無招架之力。從路邊小
吃到五星飯店，只要能挑動他的味蕾，
他都會去設法嚐鮮。此外，「資深律
師」一般不諳於使用電腦，相關事宜都
委由助理代勞，古律師可不甘於如此！
舉凡如電腦、PDA、手機上網等現代科
技產物，沒有一項難得倒他。他要求工
作伙伴們利用科學化的工具來處理案
件，使事情化繁為簡，進而追求高效率
與高準確性，如此才不會被時代洪流淘
汰出局。

古律師目前想學但還未學會的是「游
泳」，「不過有朝一日我一定會學會」
他信心滿滿的說。「碰到我不懂或不會
做但有興趣的事，我心中會升起一股想
學成的挑戰慾。看到一句受用的話，我
會馬上記下來當作座右銘，時時警惕或
勉勵自己。」這就是幾乎對任何事物都
保持高度求知慾及好奇心的古律師。

耳聞古律師曾有一杆進洞的紀錄，顯
見高爾夫球也是他鑽研的項目之一。對
古律師而言，高爾夫球稱得上為一種
「測驗誠實」的運動，其樂趣在於過程
中與人互動的點滴，「打高爾夫球通常
以四人為一組，有時會出現球友把小白
球打進樹林裡的狀況；不過在樹林裏到
底打了幾桿只有他自己知道。」「在打

球過程中很容易了解其他人的個性，有
性急的、慢條斯理的、好面子的、不誠
實的、賴皮的…相當有趣！高爾夫球開
啟了我人生的另一扇窗。」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他是出了名的「疼某大丈夫」。談到
家庭，他對另一半的感謝油然而生。
「她把家庭打理得很好，不僅廚藝沒話
說，脾氣也非常好，可以容忍我的急性
子，數十年來無微不至的照顧我和三個
女兒，從不埋怨辛苦。至於我那三個女
兒，各有其個性，不過因為我與她們之
間一直維持像朋友般的關係，所以我完
全尊重她們的決定或選擇，她們也沒讓
我失望。這一切還是得感謝我的老婆大
人。」在訪談中，他不時聊到「跟老婆
手牽手去....」，鰜鰈情深、羨煞旁人。
古律師開玩笑說雖然古夫人自婚後專心
在家相夫教子，但她可是「坐擁高薪」
喔！在事務所呼風喚雨的古律師，多年
來身處「女生宿舍」（家中有四個女
生），令人懷疑他在家中是否還能「一
人獨大」？他於是搬出新好男人的官方
說法－「家裡大事由我決定，小事由我
老婆決定；不過家裡目前沒大事」。在
家中，這位看似威嚴的「大男人」其實
一點都不「大男人」！

對調解中心的展望 

既然肩負調解中心主席的重責大任，
便須規畫未來的發展方針與藍圖，此舉
再度激發出他的「鬥志」。「第一年，
我希望可以藉由很多案件讓本會的調解
人累積經驗，而協會未來能夠發展成為
台灣的ADR中心，這是其他仲裁協會做
不到的。我們先將調解業務打好基礎，
與協會的DRB中心同時發展，將來希望
台灣所有ADR人才都留在仲裁協會發
揮。」以前調解制度是被定義為疏減訟
源，這已是過時的想法；反觀國外，調
解已漸居主流地位，不得已時方才訴諸
訴訟。「今年初到美國接受42小時調解
人訓練的『取經之旅』，看到美國比佛
利律師協會的宣誓書，明定應向案件當
事人揭示除了訴訟以外尚有調解或其他
ADR機制可資利用。美國的律師訴訟費
用相當驚人，調解費用則相對低廉，因
此有些律師不願採行調解途徑，這個律
師協會明文要求律師有義務建議當事人
可循其他ADR機制解決糾紛。依我擔任
調解人的多年經驗，只要調解人具備專
業技巧，調解是解決紛爭非常有效的紛
爭解決機制。」

有些人認為律師可能會成為發展調解
的障礙，因為律師一般是採對立態度在
辦理案件的，古律師卻持不同觀點－
「如果律師本身受過調解訓練、嚴守調
解倫理規範、熟習調解技巧，將是極優
秀的調解人。」古律師認為調解人最重
要的本事在於找出雙方的共同利益，建
立調解技巧及善用調解理論，不僅可在
調解實務上創造雙贏局面，亦有利於人
與人之間的溝通，更有助於一位優秀律
師的養成。法諺有云：「瘦的和解勝過
肥的訴訟。」過度爭訟的下場肯定是兩
敗俱傷。

他規劃調解中心在2009年開始受理調
解案件，以本會目前受過40小時專業調
解人訓練的近三十多位調解人，可考慮
每人輪流抽出半天的時間來承辦調解案
件，若一年後有亮眼的調解成功率，交
出了一張漂亮成績單，這就是推動調解
制度的最佳宣傳。期待調解中心可依既
定規劃在穩健中求發展，一步一腳印，
走向成功。

專訪本會調解中心主席 古嘉諄律師
——古道熱腸的客家典範 ■本報記者  許安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