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1 月 19 日  第 1651 次例會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宏道法律事務所所長鄭凱鴻先生(新北市

新世代扶輪社 A.G.Lawyer)、社長 Sky 夫人蔡

麗娟女士、秘書 Polo 夫人黃芳珠女士、社長

當選人Jason夫人邱碧霞女士、P.P.George夫

人李林素英女士、P.P.James 夫人郭鄭明良女

士、P.P.Cathay 夫人吳佩璇女士、P.P.Al 夫

人徐文美女士、P.P.Hero 夫人董秀琴女士、

I.P.P.Master 夫人陳亮吟女士、社友 Junior

夫人江琇珍女士、社友 Jey 夫人陳佳珮女士、

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Will 夫人、P.P.Shige 夫人、

P.P.Land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Roberta、P.D.G.Trading，結婚週

年快樂! 

歡唱「主講先生.您好嗎?」、「扶輪社友，

我們歡迎您」，自選曲「心戀」、「你是我

的兄弟」。 

 出席謝堂誠 P.P.Land 報告上次例會出席率。 

 秘書吳得利 Polo 報告： 

(1). 感謝社長Sky致贈全體社友花生糖。 

(2). 感謝P.P.Al準備公司產品「洋蔥豬柳」、

「綠咖哩雞」、「牛蒡雞腿捲」為我們

午餐加菜。 

(3).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年菜分享，謹訂於

一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假大井

頭福德祠(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69巷

13號)舉行。 

(4). 社友Bright尊堂告別式，謹訂於一月

三十日(星期三)中午十一時三十分假

板橋殯儀館明孝廳舉行，屆時敬請全

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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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儀欲自行處理者，敬請告知余s。 

(5). 下週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例會，為農

曆年前最後一次例會，敬請各位社友別

忘了撥冗參與。 

(6). 社長Sky公司春節聯歡晚會，謹訂於一

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下午六時假板橋

銀鳳樓餐廳舉行。 

(7).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謹訂於二月十

七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

銀鳳樓餐廳舉行。*此次例會將安排摸

彩活動，敬請各位PP、社友踴躍提供摸

彩品。 

(8). 春季旅遊-台中花博一日遊，謹訂於三

月十七日(星期日)舉行。*敬請社友寶

眷踴躍報名。 

(9). 訪問姊妹社日本高田扶輪社，謹訂於四

月十二日(星期五)-四月十六日(星期

二)舉行。 

*社內補助參加社友伉儷每位五仟元。 

 社友翁仁禮 Leo 介紹主講者： 

姓名：鄭凱鴻先生 

出生：1976 年 9 月 4日 

學歷：東吳大學法律、國防大學法律研究所 

曾任：台北市松山區公所調解委員 

現任：宏道法律事務所所長、新北市第六分 

區助理總監、台北律師公會理事、中華 

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律師研習所 

副執行長、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常務 

執行委員 

為什麼律師要替壞人辯護？ 

 

 

 

 

 
 
 
 

 
 
 
 

宏道法律事務所所長 鄭凱鴻先生 

‧被害人不一定是好人，行為人不一定是壞人 

‧檢警辦案傳統手法及心態 

‧洩密嚴重，違反偵查秘密不公開 

‧勿有先入為主觀念（律師教唆翻供、多人犯

案） 

‧律師解除委任 

‧亂世用重典，不能防範犯罪 

‧仔細聆聽弦外之音 

‧在今天的世界，沒有大的打敗小的，只有快

的打敗慢的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替壞人辯護？ 

‧這個世界上，沒辦法像故書書那樣二分法，

將好人壞人好人一刀兩斷。每個人都有優缺

點，都有善惡的一面，判斷好人壞人，應該

是神的工作。律師做的，是依證據、依法律

做攻擊防禦，幫當事人爭取權益，若律師一

開始就認定是幫壞人辯護，不僅對不起委任

的當事人，也是對自己的職業、角色有所混

淆，若真的有疑慮，大可不要接受委任。 

‧法律這一行是一連串永無止境的考試，打分

數的是法官、檢察官、當事人。律師不是魔

術師，在法庭上胡言亂語、指鹿為馬，只會

被法官、檢察官或對造律師看不起而已。 

‧大多數都是有罪的被告多數是無辜的，誰會

想生活在這樣的國家。 

‧每一名被告都必應得到積極的辯護，不論他

是否有罪、討人喜歡或貧富貴賤。真正令人

不齒的，不是有錢人得到積極的辯護，而是

窮人得不到這樣的辯護。 

‧被告得不到適當的辯護，本來就是一個嚴重

的問題，若律師不敢接社會觀感不佳的刑事

案件，那問題就會惡化到足以釀成危機的地

步。 

‧在否定任何人的重要權利之前，必須讓他們

享有得到一位熱心的律師為其辯護的權利。 

‧最危險的意識型態，莫過於那些相信不需經

過任何程序，就可以找到真相的人。那些把

女巫燒死和進行宗教審判的人，也深信他們

是在服務更廣大人群的福祉，以及創造出更

人性而正義的社會，不是嗎？ 

‧作為一位律師，最重要的使命和任務，是在

合法的情況下維護當事人的最佳利益（例

如：依照律師法和律師倫理規範，不得矇騙

法院或提出偽造變造的證據），所謂的最佳



利益，不一定是無罪，而是要綜合全部的事

證判斷。 

‧犯錯不是壞人的權利，也不是笨蛋的權利，

即使聰明人也可能犯笨蛋會犯的錯誤，因為

人不會永遠都聰明，每個人都有盲點。 

‧犯錯或者做出愚蠢的事並非平凡人的專利，

同時也與智商沒有直接關係。在社會上，悲

劇每天都在發生，都以不同的形式上演。當

局者迷，當一個人把焦點完全聚在某事件

上，他當然看不到其他的東西，看不到其他

的選擇。當無助、無望的情緒推進到極點

時，做出在別人眼中的愚蠢傻事，似乎是理

所當然，甚至是合情合理的解脫。 

‧做律師最快樂的事，就是得到當事人的肯

定。當律師最難過的，是明知當事人無罪，卻

被判處有罪，雖然案件輸贏的關鍵，不是證

據，不是法官、檢察官、律師，也不是當事人

自己的陳述，而是運氣。希望有一天，我可以

說：案件輸贏的關鍵不是運氣，而是證據。 

 社長林振哲 P.Sky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車

馬費、小社旗予鄭所長感謝其精彩分享。 

 糾察張富逸 P.P.Eric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閉會。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年菜分享 

*時間：1月 20 日(星期日)14:00 

*地點：大井頭福德祠(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 269 巷 13 號) 

農曆春節將至，為了讓弱勢家庭能感受到各界的關懷與溫馨，在年節也能享用暖暖的年菜，本社

與前社長羅致政(I.P.P.Master)之小土狗志工協會共同準備 250 份溫馨年菜禮盒(內有六菜一

湯)，讓他們能夠圍爐吃年夜飯，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社長 Sky、I.P.P.Master 及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友社授證 

【板橋南區扶輪社授證 31 週年】 

*時間：3月 3日(星期日)17: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3樓(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 88 號) 

【板橋群英扶輪社授證 8週年】 

*時間：3月 9日(星期六)10:30 

*地點：凱達大飯店 3樓(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67 號) 



本週節目 

一月二十六日 

第 1652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二月二日 

第 1653 次例會 

適逢春節假期，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二月九日 

第 1654 次例會 

適逢春節假期，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二月十六日 

第 1655 次例會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2月 17 日(星期日)17:30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 

爐主： 莊金盤、葉進一、楊耀程、郭祐福 

李水日、劉炳宏、黃伯堯、張正鳴 

陳嘉偉、鄭德文、周正義、呂仁團 

 

敬祝 生日快樂! 
莊金盤社友夫人(57.02.01) 

楊耀程社友夫人(52.02.09)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李水日前社長(45.01.30)63 年 

王世原前社長(69.01.30)39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1 月 19 日  第 1651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1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1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Coach、David、Frank、Kenny、Obama、 
Otoko、Roberta、Tetsu、Tig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Obama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01 月 19 日  第 1651 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841,100
Aero 2,000 Leo 1,000
AL 2,000 Life 1,000
Alan 1,000 Lobo 1,000
Archi 4,000 Mars 2,000
Benson 2,000 Masa 4,000
Cathay 1,000 Master 3,000
Eric 5,000 Polo 2,000
George 2,000 Shige 3,000
Hero 3,000 Sky 7,000
Jack 1,000 Stock 3,000
James 2,000 Sun-Rise 1,000
Jason 2,000 Taylor 2,000
Jey 2,000 Trading 4,000
Junior 1,000 Will 4,000
Justice 1,000 Wood 4,000
Land 2,000  
小計：      $75,000 總計：      $916,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17,000
Alan 7,700 Hero 7,700
Aero 5,200 Junior 5,200
Archi 5,200 Land 5,200
Benson 5,200 Masa 5,200
Dental 5,200 Trading 5,200
Eric 7,700 Will 5,200
小計：     $69,900 總計：      $786,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