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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治時期代書制度的建立與變貌 

第一節   日治前期代書人制度的建立(1903-1922) 

1895 年台灣因馬關條約的簽訂割讓給日本，台灣人開始經歷一個截然不

同性質的政權統治。就在日本領台當時，除了樺山資紀、能久親王等率領的

軍政人員來台灣外，不少當時民間人士接踵來台。在一份「領台當時的主要

渡台者」名單中，從事代書業的「佐伯達二」與「齋藤善次郎」也在其中，

他們分別來自內地栃木、千葉二縣，分別在 1896 與 1897 年來到異鄉台灣，

1將以原鄉的執業經驗，在新領土台灣展開另一番天地。 

如果想要理解他們兩位的歷史經驗以及日後總督府所規劃的代書人的

管理制度，我們有必要追索日本內地代書業的發展歷程，這當是觀察日本統

治下代書業的重要參考基準，透過內台兩地的考察比較，不至於將台灣情形

過分特殊化。 

                                                      
  1 在這份名單中也可見到不少日本人辯護士隨之來台。分別是山移定政(1895，熊本人)、磯谷垣

次郎(1895，熊本人)、 大西義章(1896，三重人)、松本安造(1896，岩手人)、山口義章(1896，
三重人)、佐藤德治(1897，宮城人)。緒方武藏編著，《始政五十年台湾草創史》(台北：新高

堂書店發行，1944)，頁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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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內地明治時代的代書人 

日本在明治前期為求廢除不平等條約，並歷經由藩鎮等地方勢力手中收

回司法審判權的歷程，故法制建設的目標專注於樹立中央司法行政與機關的

權威。在官尊民卑的態度下，明治政府戮力建構司法行政權的優位性，傾國

家之力栽培代表國權之裁判官與檢察官，疏於培養代表民間法律專業人員，

故在日本的法曹結構中，官尊民卑的態勢十分明顯。2 

1872年司法卿江藤新平以法國制度為基礎，公布「司法職務定制」，確

立了司法省、裁判所、判事、檢事、證書人、代書人、代言人職制規定，奠

定日本近代司法制度基礎。當中「證書人」、「代書人」、「代言人」即是後來

公證人、司法代書人與辯護士之前身。3「司法職務定制」中，證書人被賦予

不動產交易、擔保設定時公證手續的角色，強制規定不動交易時需由證書人

蓋印方才有效(第41條)，之所以賦予證書人在不動產交易時如此重要角色，

原因是在於當時日本剛從封建制的共同體土地所有，走向適應資本主義經濟

的個人所有權確立及自由交易的過程中，4若有證書人的存在，當使土地交易

時的安全性更為提高；代書人與代言人制度目的，則是在協助國家裁判權的

運轉上更為順暢。「司法職務定制」針對代書人與代言人有如下規定： 

第四十二條  代書人 

各區置代書人，為人民製作訴狀，使詞訟無遺漏。 

第四十三條  代言人 

各區置代言人，為無法自陳者，代其陳述事情，使無冤枉。但使用代

言人與否，任本人情願。5 

由此看來，在日本確立近代司法制度之初，代書人與代言人即各自擔當訴訟

                                                      
 2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  明治．大正．昭和戰前篇》(東京：株式会社

ぎょうせい，1981)，頁54。 
 3 安答元之助，《東京辯護士會史》(東京：東京辯護士會，1935)，頁2-3。 
 4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106-110。 
 5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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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中不同的角色，職域切割明顯，訴訟代理區分為代書人與代言人。6之所

以做出如此區別，主因在於明治初期政府在司法制度設計，在江藤新平的影

響主導下，明治初期許多司法關係的單行立法，不少源自法國法上的設計，

例如代書人、代言人之制即仿照法國二元主義的辯護士制度。7故近代司法制

度的確立之初，肯認代書人在法律訴訟過程中撰狀的功能，其功能還一度為

國家所強化。 

1873年接著公布「訴訟文例」是1890年民事訴訟法公布前民事訴訟的基

本原則，當中進一步強化了代書人的角色，在訴訟進行過程中採取「代書人

強制主義」，「訴訟文例」中有關規定如下： 

第三條  原告人訴狀必須由代書人代撰，不得自書。 

廢除昔日差添人，以代書人代之。 

第四條  訴訟中有關訴狀之事件及與被告往來文書，需使代書人代

書，記載代書人姓名，若無經代書人，不得為訴訟之證。8 

「訴訟文例」進一步強化「司法職務定制」中代書人的角色，強制規定各類

訴訟文書書類應由代書人做成，在證據能力方面，書類若非由代書人做成，

則無證據能力。9如果將明治政府強化代書人角色因素，放在日本法制西方化

的歷程來看，其背後存有個人由封建共同體中解放出來的改革方向，在「訴

訟文例」第3條廢除差添人(さしぞえじん)制度後，10意味著國家企圖使個人擺

脫共同體的框架，成為法上的主體。但也因為「個人解放」後所產生的多樣

權利主張，以及解決紛爭的要求，故以頒布「訴訟文例」方式將紛爭類型化，

                                                      
  6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104-105。 
  7 水木惣太郎，《司法制度論》(東京：有信堂，1969)，頁418；大野正男，〈職業史として弁護

士会の歴史〉，收於氏編，《弁護士の團體》(東京：日本評論社，1972)，頁6-7。 
  8 安答元之助，《東京辯護士會史》，頁5-7。 
  9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127。 
 10 在幕藩體制下，個人並不具有獨立提起訴訟資格，原被告在前往「法庭」時，必須要由家主、

名主、五人組同伴，因為在當事人外所附隨之人，故稱差添人。設差添人的目的在遏阻健訟之

風、裁判的保證以及保證裁判執行。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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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代書人強制主義，目的是協助將人們訴訟紛爭定型化。11司法職務定制

中，將「訴訟代理」切割為「代書人」與「代言人」二元制，形式上雖然繼

受法國法中avocat與avoué各自職司辯護與訴狀作成之區別，在昔日法國，

avoué(代訴士)的功能在於訴訟代理及一切訴訟書類之提出及主張必須由其

代理，酷似「訴訟文例」中代書人強制主義機能。12但對照日本明治政府，

並無對代書人或代言人加以資格限制，僅須粗通文字、稍解制度及非「盲聾

無策之徒」即可從事，與法國avocat、avoué需具有一定資格經考試取得資格，

在裁判所內可代理當事人不同，13且日本的代書人制度現身之際，即偏向國

家行政控制。14 

  但代書人強制主義的時間相當短暫，也未落實。1873年9月司法省回答

愛知縣請示中，即同意原被告得自撰訴狀，1874年在「代書人用方改定」中

廢止代書人強制主義，實施不及一年即告廢止，是否選任代書人再度回到由

當事人自行決定，若無代書人，則需有親戚、朋友等第三者於訴狀等相關文

書上連印，15這可看出原先強制使用代書人的目的，具有某種擔保書狀內容

真實的目的。此後明治政府近代國家的建設歷程中，訴訟代理制度的重心逐

漸轉移至辯護士制度上，1876年司法省公布「代言人規則」；1890年的民事

訴訟法，以及1893年辯護士法的施行，逐步將具有代理訴訟資格者，逐漸緊

縮為持有執照的特定人士，辯護士制度建立的同時，代書人在制度設計上被

邊緣化。16 

                                                      
 11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124-125。 
 12 江藤价泰，〈準法律家〉，收於潮見俊隆編，《現代の法律家》(東京：岩波書店，1966)，頁

302。 
 13 大野正男，〈職業史として弁護士および弁護士団体の歴史〉，收於大野正男編，《弁護士の

團體》，頁6-7。 
 14 野田良之，〈日本における外国法の摂取〉，收於伊藤正己編，《外国法と日本法》(東京：

岩波書店，1966)，頁193-194；陳鋕雄，〈日治時期的台灣法曹：以國家為中心之歷史考察〉

(台北：台灣大學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43-44。 
 15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145-150。 
 16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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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代書人在法律訴訟的空間上逐步被壓縮，並無就此消逝於日本社

會。即便官方逐漸朝向辯護士一元主義的設計邁進，但辯護士人數的不足，

卻給了代書人生存空間。明治初期辯護士人數與案件數量，兩者供需失調，

辯護士人數遠不敷社會所需，加上辯護士過度集中於都市以及民眾負擔能力

等問題，17相對減低一般人民與辯護士接觸的機會。此外1890年民事訴訟法

中允許以本人名義自行從事訴訟，不採取辯護士強制主義，造成了制度上的

間隙，加上辯護士人數、地域分布、報酬等諸多因素，使代書人在辯護士制

度確立後仍有其必要性，廣為社會所接受使用。特別是在本人訴訟的情形下

(多為少額．簡易事件)，撰寫訴訟文書者並非當事人，而是出自代書人之手，

代書人的有用性與存在價值仍獲得社會肯認。 

從明治前期代書人的實際運作情形來看，雖然代書人由代書強制主義朝

向任意主義發展，並在法律訴訟上的職能漸被辯護士所取代，但在民間社會

活動能量卻日趨活躍。自1870年代起，日本各地逐漸出現名為「法律研究會」

等相關民間法律組織，不僅從事法律研究，也提供代書、代言業務，當中又

以大阪「北洲社」最為著名，於東京、廣島、堺、京都、大津、名古屋、新

潟、仙台、福島等地設有支部，從事訴訟代書代言。18從司法省給各地方縣

廳與裁判所的「指令」中，亦可見到明治初期的代書人是由町村役人代為執

行代書業務，甚有地方戶長捨本務而熱中代言、代書工作，19荒廢地方公事。 

隨著訴訟案件的增加，代書人也出現職業化傾向。不少裁判所向司法省

抱怨有不少代書人同時接下數十件代書委託，造成訟廷運作上的妨礙。在明

治到大正初期，雖然代書人不似代言人(辯護士)已成為法律上的一種職業，民

間社會卻早已有不少人以此為業，20從事撰寫民事起訴狀、撤回狀與執行方

                                                      
 17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53-54。 
 18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157-162。 
 19 戶長(こちょう)為1872年明治政府實施大區、小區制的地方行政改革時所設，由昔日江戶時代

地方土豪或有力者所擔任的名主中所選任，從事地方行政事務職。1889年實施市町村制時，改

稱町長、村長。資料來源：「goo辞書」：http://dictionary.goo.ne.jp/. 
 20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1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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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文件等。21由於代書人、代言人日趨活躍，一度使部分地方政府深感代

書為「濫訴健訟」之源，要求司法省禁革代書人及代言人。22代書人和在民

間仍相當活躍。 

  隨著土地登記工作著開展，代書人對於民眾法律生活的影響力也日漸增

加。1872年「司法職務定制」的規定中，雖有作為不動產買賣設定移轉時公

證功能的「證書人」之設，實際上有名無實，各地方行政機關幾無證書人(後

來演變為公證人)，23反而在「司法職務定制」及「訴答文例」中被限定為從

事裁判事務的代書人，與土地產生更為密切的關係，這當中主要原因是土地

登記的實施。 

日本明治初期的田賦改革，先是進行改賦後才確立地籍，確立地籍圖冊

反而在改賦之後。明治政府鑑於帳簿與實際情形未盡相符，1885 年實施普遍

的「地押調查」，目的在瞭解土地等則、收穫、面積等地籍資訊；1887 年則

展開近代式的土地實測，繪製土地公圖。24隨著地籍資料漸趨完備，1886 年

明治政府公布「登記法」，登記的主管機關為司法省，登記事務交由地方治

安裁判所，或於司法大臣所指定之地方戶長役場。雖在登記法公布的同年以

法律第 2 號實施「公證人規則」，企圖仿效法國的公證人制度，使公證人肩

負登記手續的任務。但 1889 年全日本只有 123 名公證人。由於人數不足，

使得 1870 年代以後原本就在裁判所附近開業，實際從事法律事務的代書人

與登記申請手續結緣，25從而降低公證人不足所對可能帶給登記制度運作上

的影響。 

綜觀明治前期代書人在日本社會的角色，已作為一般人民與裁判所、登

記所接觸窗口，是政府與民間社會產生互動的重要媒介。明治前期代書人已

                                                      
 21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181-222。 
 22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173-174。 
 23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56。 
 24 江丙坤，《台灣田賦改革事業之研究》(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頁61-62。  
 25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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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法院裁判與登記事務的經驗，這樣的能力與經驗將隨著殖民者的腳步來

到異鄉台灣，日本的代書經驗與台灣既有脈絡下的代書，或有重合，或有相

異，台灣人對代書的觀感與認識將揉合許多日本內地質素。 

二、 代書管理制度的建立 

(一) 人民與近代國家體制的初體驗 

當日本人取得台灣之後，台灣人重新面對一個已經採取立憲制國家體制

的日本政府，但對過去生活在大清帝國體制下 200 餘年的台灣人而言，仍不

免以過去的理解與經驗來看待新政府。就拿人民對於官府的想像來說，清治

時期的官府並無行政與司法兩權之分，毋寧是以「牧民」態度，站在「父母

官」的立場來處理地方政事，並無權力分立概念。當日本殖民統治進入民政

時期(1896.4.1-)後，行政、司法兩權分立，不相隸屬的概念，對台灣人仍舊陌

生。26《台灣日日新報》前身《台灣新報》為使報紙讀者瞭解西式法院的運

作方式，不時連載「詞訟便覽」這類訴訟狀式範本，或是刊登「法令譯解」，

該報就曾為「台灣總督府法院條例」(1896.5.1 律令第 1 號)特別加以解釋，當

中涉及近代立憲主義下三權分立之概念，在何謂「台灣總督府法院」時，特

別強調此點： 

法院，總督管理之。條例曰：屬台灣總督管理，者是不〔不是〕台灣

總督為法院首長之義，所謂管理：斥主裁其行政的事務。故台灣總督，

無審訊被告、宣告刑名等之權，是出於帝國大憲、三權分立之本義。

                                                      
 26 日本統治時引進了西方式法制運作的框架，但對台灣人而言，卻是前所未聞的「異制」。此「異

制」的主要特徵之一是統治權中的司法權是否脫離一般行政事務，由法律專家掌理，且審判時

是否採取「控訴制」，由相互對立的原告控訴被告，再由居中立者的法官裁斷，形成原告、被

告、法官並立的三面關係。這與昔日皇帝派駐各地的牧民官，本於上位者的權威對下位者糾問，

調和當事人利益，被糾問者須認罪或表示服從，兩者截然不同。王泰升，〈台灣法律文化中的

日本因素：以司法層面為例〉，《政大法學評論》95(2007.2)，頁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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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難一聽解其理，應便有所詳述。27 

這份日本人辦的報紙可能認為「權各有分」對日治之初的台灣人顯然是十分

難以理解的概念，故才需特別闡明意義為何，揆諸實際，以在台漢人以歷千

年的帝制經驗，一時之間很難理解國家權力何以要做如此切割，勢必難以理

解為何身為台灣最有權勢的總督，竟不得干涉審判！這也難怪報紙會說「三

權分立之本義，讀者難一聽解其理」，在既有的歷史經驗，有的只是對行政、

司法不分的衙門官府印象。 

面對新政府，台灣人會用清治時期對官府的印象，來看待做為地方行政

機構的辦務署： 

辦務署長職同邑宰牧民，誤認隨事皆得兼辦，事皆得兼辦，遂拘舊時

習慣，凡有罹罪在監及為軍隊警吏糾繩者，競思赴辦務署投稟，請求

照會剖冤保釋。28 

台灣人似乎依照「舊時習慣」，將辦務署想像成過去無事不能辦的地方衙門，

去辦務署要求「放人」，因而《台灣日日新報》呼籲台灣人要能「共悟行政

用法，權有各分」，即便統治已逾四年，民眾仍尚未習慣「各視其事情關係，

何關衙門始上申」觀念，29仍受過去經驗影響，對新政體的適應仍要相當時

間。因此，當人民對於政府有所請求溝通時，面對政府組成、制度設計截然

不同的新政府，如果能有介於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角色存在，可使人民易於與

政府溝通往來，漸次理解各項新制度。從政府的角度來看，有這類中介角色

存在，對於一個比過往清政府更有意介入民間法律生活的日本政府而言，將

有助於協助達成行政目的，如今面臨語言與體制截然不同的新政府，更加顯

示出代書的必要性。 

                                                      
 27 〈法令譯解二〉，《台灣新報》，1896年9月1日，第1版。 
 28 〈稟勿濫投〉，《台灣日日新報》，1898年5月12日，第1版。 
 29 〈稟勿濫投〉，《台灣日日新報》，1898年5月12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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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家力量介入前的代書 

  在日治之初的民間社會中，除有前清代書繼續活動外，操著「國語」的

日本人代書也隨之進入台灣社會中。日治初期，前清官代書代寫狀式紙的歷

史經驗似無斷絕，在台北地區不乏有「以代書呈稟為生者」，這些「寫呈」

之人積極開拓客源，主動查訪當事人行蹤，交結「訟案頗多」的台灣人客戶。

30雖然報導中沒有提及寫呈之人是台灣人或是日本人，由這些能掌握某人訟

案纏身消息，並主動交結台灣人客戶的情形來推測，不無可能是掌握語言與

消息優勢的台灣人代書。 

  「代書呈稟為生」透露出代書工作職業化的訊息。日治之初，代書成為

一種行業，不僅有日本人代書前來台灣開業，當時台北城內、艋舺、基隆等

地已有日本人開設代書事務所，經營代書業。31可以想見的是日本人代書主

要分布地，在日治初期主要集中於北台灣，觸角尚未向南部拓展。這些日本

人代書來到異鄉，與內地開業經驗最為不同的是，必須面臨語言相異的挑

戰。因此從事代書工作的日本人，還必須另外聘請通譯協助業務，在新竹從

事寫訴狀的「法院代書人」就需以月薪數圓代價聘僱「家裕少康，顧經營為

居積」的台灣人為通譯，但通譯的薪資似乎不多，聽聞募集巡查補消息後，

即辭通譯欲就巡查補。32上述所指「法院代書人」並非指法院編制內的人員，

而是在「法院」內從事有關訴訟文書作成的私人代書，故稱「法院代書人」。

日本內地裁判所亦有法院「構內代書人」之設。日治在台灣西式法院設立之

初，初期曾「設有口所，猶清政府之代書也」，名為「口所」，似意味當事人

口述其情之處，目的在「蓋恐有等呈詞體式不諳，儘可僱其隨時改正，代為

                                                      
 30 〈雜事．寫呈主顧〉，《台灣日日新報》，1900年1月26日，第4版。 
 31 〈變生男子〉，《台灣日日新報》，1900年1月23日，第7版；〈未練男〉， 《台灣日日新報》，

1901年11月1日，第5版；〈代書人拘留〉，《台灣日日新報》，1902年2月20日，第5版。 
 32 報導中王某能夠受雇於法院代書人，或許與他從事商業經營，擁有一定人際網絡等有關，且似

乎粗通日語，擔任日本人代書人通譯。〈雜事．事有可疑〉，《台灣日日新報》，1901年4月
12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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繕寫」，而口所內人員似乎由法院內人員擔當，對於當事人自繕呈詞「非彼

書寫，總不肯照收，不得不倩其寫」，行徑有如舊時衙門「蠹吏」；33後似仿

日本內地經驗，出現前述私人的法院內代書人，資格取得上「需由法院許可，

遵奉法院命令」，收費較法院外代書人便宜。34 

  對法院代書人，台灣人並不陌生，由於有過清治時期使用官代書的經

驗，可以用官代書來想像這些法院代書人，但兩者性質截然有別，構內代書

人並不負責代書以外之事，純粹替人代筆，且收費較院外一般代書人為低。

日本人代書人的客戶不止是少數的日本人，台灣人亦有委託日本人代書之

例。35只是文件提出的對象從衙門換成了西式法院，透過這些日本人代書，

台灣人在文書程式上較能符合規定，逐漸認識「權各有分」的近代政府，比

較不會出現將「稟」誤投的情形。  

  日治初期報紙材料中的日本人代書，大多以負面形象出現在社會新聞

中。這些負面形象不乏與業務相關，諸如重複貼用印紙、36侵吞當事人委託

金或是訴狀拖延未寫等情事，37對這類「不肖」代書人所為之事，還引來日

本人(?)投書報社，呼籲當局注意代書衍生的許多弊端： 

關於代書人弊端，吾人屢屢耳聞，侵佔委託金、偽造文書、詐欺取財、

勒索敲詐等情事，據聞歐美對以代書為業者，要求一定之資格限制，

於本島亦盼有一定資格之限。38 

                                                      
 33 〈蠢吏伎倆〉，《台灣日日新報》，1898年5月12日，第1版。 
 34 收費標準是以1903年施行代書人取締規則之際的調查資料反推。台北地方法院「構內代書人規

程」第4、5條規定：每張紙收費8錢以內，每份訴狀收費不得超過50錢，對照同時法院外的一

般代書人，若是訴狀這類需要起案之文類，每張收費12錢以上35錢以下，一份訴狀勢必超過50
錢，法院內代書人相對便宜。法院明文禁止構內代書人教唆他人訴訟等、超額收費等行為，若

代書人有不當行為，可向書記課中央部報告。(第3、6條)。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代書人取

締規則實施狀況〉，《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4769-1，頁14。 
 35 〈代書人の亂暴〉，《台灣日日新報》，1902年7月13日，第7版。 
 36 〈代書人拘留〉，《台灣日日新報》，1902年2月20日，第5版。 
 37 〈委託金費消〉， 《台灣日日新報》，1902年3月7日，第4版；〈強請な代書人〉，《台灣日

日新報》，1902年10月2日，第5版。 
 38 西本落花生，〈十把一束〉，《台灣日日新報》，1901年9月24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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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者投書透露代書人的負面形象多於正面，人民也深切期盼政府能夠提供素

質與品質相對可靠的代書人，因此論及管制代書人的動機與期盼，不能純就

政府達成控制掌握等行政目的而論，民間社會亦期盼政府介入。1895-1902

年間總督府尚無針對代書業者進行管制前，造成了不少治安問題，這成為政

府介入管制的重要背景因素。 

  同時由日治初期針對日本人發布的保安規則中，隱約可見代書人介入訴

訟的密切程度，特別是甫渡台的日本人。日治初期的總督府基本對渡台日本

人有著刻板印象，認為多係粗暴危險、身無恆產的僥倖之徒，對於施政與治

安造成重大影響。當中弊端之一，即是有日本人以調解仲裁台灣人間的民刑

事訴訟糾紛為名，圖謀不當利益。1897 年草擬但未施行的「保安例」中，明

白要求日本人不得牽連干涉他人訴訟糾紛。39這說明當時存在著日本人介入

台灣人之間訴訟的事實，日本人代書顯然在訴訟上相當活躍。40  

(三) 代書業管制之始：1903年「代書人取締規則」 

  總督府面對治台以來就存在於台灣社會中的代書人，統治之初並無發佈

相關管理規則，直至1903年5月才由府令37號公布「代書人取締規則」，41以

代書為業者，將首次面臨國家力量強力、有效的管制。 

1. 管制動機 

  總督府為何選擇1903年才出面管理代書，照總督府方面的說法是「近來

從事代書業者日益增加，弊害蔓延，煽動無智土人提起訴訟，干涉他人訴訟

行為，從中貪取不當利得之風漸長」42。在總督府眼中代書人似乎與鼓動人

                                                      
 39 台湾総督府警務局編，《台湾総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上卷)》(台北：南

天書局影印1938年版，1998)，頁241-242。 
 40 台湾総督府警務局編，《台湾総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上卷)》，頁243。 
 41 「代書人取締規則」。《台灣總督府府報》第1339號，明治36年5月9日。 
 42 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明治三十六年度)》(台北：成文影印，19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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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興訟有高度關係。但代書人與訴訟的密切程度早已不是新鮮事，總督府決

定於1903年將代書納入管理，時間點上恰巧也是日本內地展開代書業管制工

作。明治36年(1903)日本內地警視廳及各府縣，陸續制訂「代書人取締規則」，

此時正逢日本內地以辯護士為中心發起「三百退治」運動，43當時不少三百

代言以代書人為名掩護，日本內地各辯護士會紛紛對警察、各府縣知事以及

司法省，要求強烈取締三百代言，建議制訂管理規則。44台灣總督府應是順

著日本內地這股管制潮流，同時發布代書人管理辦法，內容大抵與日本內地

定相同，台灣與日本內地代書人可說同步進入國家的管制當中。 

  日本內地辯護士界在明治末期出現一股要求取締三百代言風潮，同時期

的台灣也可見到相類似的情形。台北辯護士會長服部明於「代書人取締規則」

實施2個月前，即1903年3月向總督府提出一份建議書，建議總督留意本島代

書人所產生的種種「惡弊」，特別是代書人在訴訟事件中衍生的弊端。例如

在委託事件尚未繫屬於法院前，代書人就向當事人收取龐大費用，很多事件

最後根本就沒有進入法院程序。代書人所做的訴狀，也往往未能適切地表示

委託者之意，阻礙訴訟進行，未能伸張當事人權利。因此他向總督建議，當

今代書人缺乏法學素養，加上言語文章不甚通曉的情況下，總督府要對代書

人的能力與品行多加約束，採取「限額」許可，以免將代書人所生弊端「嫁

禍」司法機關。45  

總督府與辯護士會長的說法透露出弦外之音，早在日治初期，代書人就

已成為一般人民使用近代法院時的重要媒介，只不過這個媒介的品性與能力

                                                                                                                                       
71。 

 43 日本在明治初期在繼受西方民事訴訟法時，並未對代言人資格加以設限，導致代言人人數眾

多，產生惡性競爭，由於水準不一，屢屢發生教唆興訟藉機詐財情事。由於其報酬只有青錢三

百文、玄米一升，故名為「三百代言」，後有用以代稱無照辯護士。陳鋕雄，〈日治時期的台

灣法曹——以國家為中心〉（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116。 
 44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265-288。 
 45 「明治三十年府令第三十一號廢止ノ件及代書人取締ノ件（台北辯護士會長）」，《台灣總督

府公文類纂》11115-43，頁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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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當局眼裡，有必要加以約束。同時從人民廣泛地接受代書人(包括日本人

代書人)來看，或許是清治時期使用官代書歷時性經驗延續，多仍委託代書人

作成向法院提出的各種書類，也就不令人感到特別意外。從辯護士會長服部

明的建議採取限額許可來看，隱約可嗅出代書人和辯護士存在職業競爭關

係。 

總督府對代書人進行管制出發點，主要在於代書人煽動他人興訟的大背

景下，但辯護士向當局的建言更成為管制代書人的契機。《台灣日日新報》

在發布代書人取締規則的新聞中，對總督府介入管理的契機，作了一番說明： 

近來本島流浪失業之徒有愈加增加的傾向，同時彼等稱為代書人者之

數顯著增加，因此有種種惡弊，當局早有加以管理必要之議，且傳聞

利用此輩之辯護士社群，亦有提出有關管理取締之建議。46 

這透露出辯護士與從事代書業者存在著交錯關係。在總督府尚未對代書業進

行管制時，確有日本人借辯護士出張所名義，從事代書工作。47因此當這些

受雇於日本人辯護士的事務員，其從事代書業務時，更有機會將案件介紹給

辯護士處理，成為辯護士拓展客源的管道；如果假借辯護士事務員之名，從

事許多不法勾當，連帶影響辯護士聲譽，因此國家力量若能介入代書人的管

理，無形中對於自身業務的推展將有所助益。如後所述，總督府發布的管理

規則即是要切斷兩者互為利用的情形，但這正說明在辯護士除難以語言障

礙，以及社會人際網絡有限的情形下，代書人反而可與辯護士形成業務上的

「伙伴」關係。 

 

就在辯護士向總督府提出代書人的管理問題後，當局研議代書人的主管

機關時。曾考慮將監督管理交由法院檢察局，最後以方便行政管理為由，決

定交由地方廳長監督管理，48實際執行管理則為警察機關，與日本內地相同。 

                                                      
46 〈雜報．代書人取締規則の發布〉，《台灣日日新報》，1903年5月9日，第2版。 
47 〈掃部とは菊作る名といはまくや〉，《台灣日日新報》，1902年11月3日，第7版。  
48 〈雜報．代書人取締規則の發布〉，《台灣日日新報》，1903年5月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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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代書人取締規則」內容 

台灣歷史上第一次以「近代型」國家力量將代書人普遍納入管制，並加

以落實執行者，就屬1903年公布的「代書人取締規則」。49以下將就代書人的

資格取得、執業規定與管理層面等分述之。 

(1) 代書人的定位與資格取得 

  該規則明訂所謂「代書人」係指接受他人委託，以代寫文書為業者(第一

條)。故凡代寫向官廳提出之文書，以及私人往來的日常各種文書為業者，皆

在本規則的管理範圍內。有意從事代書人者，應受管轄廳之許可(第2條)，曾

犯文書偽造罪、偽證罪、賄賂罪、詐欺罪、侵占罪，以及褫奪公權或停止公

權者，不得為代書人(第3條)。 

  由以上代書人資格規定來看，當局在給與代書人執業許可時，考慮的重

點在於是否符合第3條所示之消極規定與限制，本條所羅列之犯罪，即代書

人進行業務時最有可能觸犯之罪。消極資格外，並無其他在日語或法律知識

之積極條件之限，故代書人取締規則實施初期，代書人常被抱怨水準參差不

齊，有代書甚被指「目不識丁」，只是「抄習他人數十紙格式」即在執業。

對於與業務上切身相關法律也不熟悉，當時報紙即指出：就有代書不知經公

證之契約具有強制執行效力，還要當事人前往進行民事調停。50故在代書人

在執業能力上，初期不免有參差不齊的現象出現。 

(2) 代書人的執業規定 

代書執業則必須遵守下列規定：代書人不得教唆訴訟及為之鑑定、干涉

                                                      
49 下文所指管理規則條文內容見：「代書人取締規則」，《台灣總督府府報》第1339號，明治36

年5月9日。 
50 〈里巷瑣聞．菊黃楓紫〉，《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9年11月17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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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訴訟行為，或將訴訟事件介紹給辯護士，不得使他人處理管理其業務(第

四條)，本條被總督府視為「本規則頒示之最要者」，51顯示代書人與法律訴訟

的密切程度。關於執業的倫理則有：「代書人對於同一事件接受當事人一方

之委託時，不得接受相對一方之委託」(第5條)、「代書人不得以其他名義接收

代書費以外之報酬」(第6條)；政府對於代書人的管理則包括要求設置代書事

件簿，詳細登載委託事件內容以及代書費用，不得拒絕警察官署隨時檢閱(第

8條)，收費標準由代書人組合向管轄廳提出後認可。違反相關規定時除可科

以50圓以下的罰金外，廳長並可停止其業務或取消營業許可。1905年增加二

處修正：第一，代書人不得拒絕正當事件之委託；第二，地方廳長認為代書

人有「危害公安之虞時」，即可停止其業務或取消營業許可，52賦予廳長對代

書人更大的處分空間，管理更為嚴厲。53 

上述規定中，總督府與法院都曾就第5條中「同一事件」的適用及指涉

範圍，作出指示及判決。1903年7月代書人取締規則實施不久，民政長官即

向各廳發出指示：代書人取締規則第5條目的雖在防止代書人洩漏當事人秘

密或有非法教唆情事，故禁止代書人就同一事件接受雙方委託後，但在某些

地方由於代書人數不足，若對同一事件採狹義解釋，恐會造成許多不便，因

此代原告撰寫訴狀後，可代被告撰寫同一事件中非關當事者間爭點利害一致

的書類。541907年法院將代書人取締規則第5條所指同一事件，具體界定在民

刑事訴訟案件上。1905年曾有日本人代書人菅野多聞針對同一塊土地，先後

收接受兩位當事人委託進行業主權保存登記，後被基隆頂雙溪支廳即決違反

代書人取締規則第5條，但該代書人不服，聲請正式裁判。台北法方法院認

為第五條中所謂「同一事件」中的一方或他方是指民、刑事訴訟的兩造，「登

記申請上縱令登記權利者與登記義務者間有利害關係，亦非代書人取締規則

                                                      
51 〈代書人規則〉，《台灣日日新報》，1903年5月10日，第5版。 
52 「代書人取締規則」改正，《台灣總督府府報》第1860號，明治38年11月8日。 
53 〈代書人取締規則改正〉，《台灣日日新報》，1905年11月8日。 
54 台北廳編，《台北廳例規類集》(台北：編者，1913)，頁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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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所指的當事者一方或他方」55因此依照法院見解，所謂同一事件是指民

刑事訴訟中的兩造，進行業主權保存登記，是各自以國家為請求登記對象，

並非受委託處理當事人之間的法律關係，警察的見解顯然較著眼於委託人間

有利害衝突，代書人怎可為兩位當事人代書申辦土地保存登記。由總督府對

同一事件做出較為寬鬆的指示，以及法院所採行的解釋來看，顯較有利於代

書人拓展業務。 

代書雖在台灣由來已久，但是對其職業倫理與準則的規範才剛開始，行

政機關與法院見解不同，顯見對於代書人管理仍逐步調整適應當中，對日本

人行政官員先前在日本內地亦無代書業的管理經驗，一切都得在本地經驗中

摸索。 

(3) 1911 年「代書人取締規則」之修訂56 

代書人取締規則另一次大幅度修正，見於1911年府令第1號。此次大幅

改正原因在於總督府認為有必要對各縣廳所發布管理規則加以統一，57更直

接原因則是代書人似乎活躍在人民的紛爭與訴訟之中。《台灣日日新報》即

指出此次改定之因在於：代書人以人民不知法律為利，對訴訟事件、非訟事

件、民事爭訟調停等多所勸誘，妄為鑑定，干涉代書以外之事者，不乏其人。

58此次修訂，依舊針對代書人牽連訴訟、民間糾紛問題而發。 

與1903年最初的管理規則相較，此次增加如下規定：擴大代書人許可消

                                                      
55  〈代書人取締規則違反事件明治三十九年第一二八六號〉，《法院月報》1:2(1907.7)，頁25-26。 
56 以下條文請見：「代書人取締規則」，《台灣總督府府報》第3337號，明治44年(1911)1月12日。 
57 台灣總督府民政局編，《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明治四十四年度)》（台北：成文影印，1984），

頁355。 
58 《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1年1月14日，第2版。同天同版面亦有詩題為〈矯前非〉相和：

「法律與規則，由來解者稀。代書聊許可，功令免相違。豈料多貪鄙，偏因望自肥。今番經改

正，其各矯前非」。由這首打油詩看來，代書在當時社會少數瞭解法律、規則之人，所以打油

詩才說「由來解者稀」，從民眾的角度來說，代書也是他們接觸法律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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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資格(第3條)；59 明確規定代書人不得勸誘或鑑定訴訟事件、非訟事件、民

事爭訟調停等，或將案件介紹於辯護士；另增加執業倫理規定：如不得向他

人洩漏受理事件，不得收受代書及製圖以外費用，不得冗長字數，增加張數

牟利；若無正當理由不得拒絕人民委託，不得拖延文件以及圖面之製作時

間；並增加代書事件簿保存時限規定及毀損、遺失時的處置方式；針對日本

人代書增訂雇用通譯規定，雇用通譯須將其通譯履歷書提交官廳許可，解雇

時亦然，當廳長認為通譯有危害治安、紊亂風俗之虞時，得命其解雇。違反

相關規定之最高罰金提高至100圓。60 

此次改正除增加代書人的消極資格外，針對執業倫理做出更為嚴密的規

定，並將代書雇用「通譯」納入管理。日本人代書為業務溝通與拓展客源，

雇用台灣人通譯駐在他處；61或深入村庄，招攬田園厝宅的買賣與胎、典、

登記工作。62因此通譯與代書人業務直接相關，原本未受約束之通譯，也在

本次規則修訂時被納入。關於雇用通譯相關規定看似針對日本人代書人而

發，但意在將擔任通譯的台灣人納入管理。 

三、 「代書人取締規則」施行的實況 

  1903年「代書人取締規則」發布後，總督府警察本署方面急於瞭解實施

情形，1903年6月下旬，在「代書人取締規則」發佈不到2個月，隨即要求各

地方廳回報代書人數目、代書收費標準並抄錄各地代書人組合規約。63除南

投廳尚未回覆資料外，據各廳所回報：全島代書人計有139名，其中100名為

台灣人，39名日本人，64台灣人代書約占總數70﹪。由於該調查舉行時間相

                                                      
59 曾被處以懲役、妨害公務執行、藏匿及湮滅證據罪、侵害秘密罪、文書偽造罪、瀆職罪、背信

罪、詐欺恐嚇罪、侵佔罪、贓物罪、毀棄及隱匿罪等，不得為代書人。 
60 見「代書人取締規則」相關條文。《台灣總督府府報》第3337號，明治44年1月12日。 
61 〈南部通信．人之無良〉（漢文版），《台灣日日新報》1911年10月4日，第3版。 
62 〈嘉義通信．代書忙碌〉（漢文版），《台灣日日新報》1908年9月17日，第4版。 
63 「代書人取締規則實施狀況」，《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4769-1，頁4-5。 
64 39名內地代書人中，有8位為法院內代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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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早，阿猴、鳳山、蕃薯寮、恒春、台東、澎湖廳等六廳尚無人提出代書許

可申請。深坑廳回覆警察本署時表示該廳原有不少台灣人以代書為業，提出

申請者僅只一人，但未獲許可；恒春廳無人提出申請，但該地向由保甲書記

無償幫人代寫各項申請書類；澎湖廳則表示該廳人民往往依賴朋友知人協助

代書，無人以此為業。 

  關於1903年管理規則施行之際，原有從事代書、代筆的台灣人與日本人

反應為何？由於台北廳的材料較為豐富，以下將主要以該廳為討論對象，65進

行較為細膩地梳理。 

台北廳在管理規則施行同日，即有24人向台北廳提出申請。24名申請者

中，曾有代書經驗者20名，據該報導指出過去在台北三市街(城內、艋舺、大

稻埕)以代書為業者總共約有50名，為何有近30名未提出申請？依照報紙說法

是昔日從事代書工作者「茲照新規則所定之格，自想不能受許可」，自拋舊

業別求營生之路。66所謂「新規則所定之格」應是指代書人取締規則第3條有

關消極資格規定，這些沒有向台北廳提出申請的昔日代書從業者，或許有該

條所示前科在身，自知無法通過許可，另謀活路。67但也不能排除這些人轉

入地下，續操舊業。 

  台北廳當局對於所提出代書人許可申請，並未一概應允。上述24名提出

代書人執業許可申請中，當局針對「身分素行」詳密調查後，計有13名通過，

通過率約54﹪，13人當中似只有一位台灣人李梯茨，其餘皆是日本人。68但

                                                      
 65 吳密察曾指出日治時期的研究焦點過分集中在「台北」，研究者不自覺常以台北看台灣，即便

是以殖民統治來論述日治時期台灣史，也得觀察「比較沒有被殖民的部分是什麼」，相對南部

地區的發展，或許在殖民力道與深度就不比北部為高。當研究者將台灣設定為研究區域時，仍

舊需要內部區域的差異性。不過，從本研究較為依賴的報紙材料而言，早期的確有著濃厚的北

部觀點，隨著報紙取材範圍擴大，各地的觀點也將一一浮現。吳密察，〈座談會引言〉，收於

柳書琴、邱貴芬主編，《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場域》(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

2006)，頁431。 
66 〈代書人近況〉，《台灣日日新報》，1903年6月3日，第3版。 
67 〈代書人取締規則實施前後の模樣〉，《台灣日日新報》，1903年6月2日，第2版。 
 68 〈台北代書人の許可と組合〉，《台灣日日新報》，1903年6月6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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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代書人的人數優勢並無維持太久，不久台灣人代書人即成為代書業主

力。從表3-1來看，1908年台北廳三市街台灣人代書人已有28人，超越日本人

20人；空間分布上，日、台有明顯差異，日本人代書人相對集中在城內，台

灣人代書人集中於艋舺、大稻埕兩地老市街。但由艋舺、大稻埕二處台灣人

集中之地，仍有日本人代書人來看，台灣人並不會對日本人產生排斥，語言

溝通方面，因聘有通譯，隔閡應不會太深。69 

 

表3-1：1908年台北廳直轄三市街代書人人數 

 日本人 台灣人 

城內 8 0 

艋舺 4 11 

大稻埕 4 17 

合計 20 28 

資料來源：〈台北の代書業〉，《台灣日日新報》1908年12月12日，第5版。 

 

由上述台北廳代書人數不到5年即成長數倍的變化來看，代書人從業人

數著實有明顯成長，全島代書人數也迅速擴張狀態下，當中最關鍵的外部原

因是1905年土地登記的展開。由表3-2可知1905-1908年間全島代書人數急遽

增加，1908年突破800人，屬台灣人者587人，屬日本人者217人。這段期間

代書人數成長主要與1905年施行台灣土地登記規則有關，大量的業主權「保

存登記」70為代書人帶來了龐大商機有關。 

                                                      
 69 台北三市街外，台北廳各支廳轄下也有不少代書人分布其中：士林14人、小基隆(三芝一帶)4

人、新庄3人、枋橋(板橋)4人、錫口(松山南港一帶)9人，各支廳下的代書人全為台灣人。台北

廳的代書人除了2位代書人在法院內營業外(即前述得到法院許可的法院內代書人)，其餘皆以

自宅為事務所。〈台北の代書業〉，《台灣日日新報》，1908年12月12日，第5版。 
 70 在此有一制度上的事實必須交待，即在土地調查時被查定為業主者，在1905年台灣土地登記規

則施行後，雖不登記，在民事法上亦有業主權，若土地業主權人若不欲進行任何交易(含設立

權利或權利變動)，可不必辦理登記。若一旦將土地出贌，即需先辦保存登記(俗稱「第一次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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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日治前期代書人人數(1903-1922) 
年度 內地人 本島人 合計 本島人比例 內地人比例

1903 45 286 331 86.4% 13.6%

1904 56 381 437 87.2% 12.8%

1905 125 509 634 80.3% 19.7%

1906 206 592 798 74.2% 25.8%

1907 217 587 804 73.0% 27.0%

1908 215 536 751 71.4% 28.6%

1909 236 528 764 69.1% 30.9%

1910 200 550 750 73.3% 26.7%

1911 220 558 778 71.7% 28.3%

1912 277 526 803 65.5% 34.5%

1913 278 516 794 65.0% 35.0%

1914 267 556 823 67.6% 32.4%

1915 258 510 768 66.4% 33.6%

1916 294 535 829 64.5% 35.5%

1917 298 516 814 63.4% 36.6%

1918 284 506 790 64.1% 35.9%

1919 274 514 788 65.2% 34.8%

1920 259 526 785 67.0% 33.0%

1921 273 546 819 66.7% 33.3%

1922 264 570 834 68.3% 31.7%

平均 227 517 745 70.5% 30.5%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總督府統計書》(台北：編者，1904-1923) 

 

由表3-3的保存登記筆數統計來看，1906年高達35萬筆，當中主因是台

灣土地登記規則施行前所設定之典權、胎權與贌耕權登記於本年6月30日截

止，若無登記將不得對抗第三人。但辦理典權、胎權與贌耕權登記前，需先

辦理保存登記，故保存登記筆數大幅增加，同時代書人數目隨之在1907年逼

                                                                                                                                       
記」)，再辦贌耕權登記。有關土地登記與代書人的關係，詳情請參閱第四章第二節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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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800人大關，達到日治前期第一波高峰。土地登記開辦後，總督府一直想

拉高保存登記比率，故地方各廳與法院登記所當局相互協力，主動勸諭業主

辦理外，71也放寬代書業許可，據報導稱1907年各廳頗歡迎人們從事代書業，

72台灣人能夠獲得代書業許可，乃是拜土地登記規則之賜。73當代書人於

1907、1908年達到高峰，這二年保存登記筆數相繼達20萬筆，依土地台帳為

保存登記的筆數也在1908年超越50﹪。代書人數的成長與保存登記比率的提

高，兩者關係密切。 

 
表3-3：1906-1910年土地台帳進行保存登記筆數 

 保存登記筆數 累計筆數 土地台帳土地進行

保存登記比率(%) 
1905 42,606 42,606 2.33 
1906 358,812 401,418 21.9 
1907 205,030 606,448 33.1 
1908 259,905 866,353 50.4 
1909 124,442 990,795 54.1 
1910 75,829 1,066,624 58.2 

   說    明：1905年土地台帳上總筆數為1,832,451筆。 
   資料來源：〈土地臺帳と保存登記步合〉，《法院月報》2:2(1908.2)，頁86-87；

〈保存登記の割合〉，《台法月報》5:3(1911.3)，頁97。 

 

  1910年以後隨著保存登記筆數增加有限，代書人數目稍趨下降。1908年

則降為751人，台灣人代書人隨之滑落至536人；1910年降為750人，惟下降

幅度並不明顯。但第一次大戰後為日本內地帶來了空前繁榮，1916年內地發

熱的戰爭經濟熱潮，也蔓延到台灣來，台灣物價與地價頻頻上升，74又提振

                                                      
71 〈保存登記の獎勵〉，《台灣日日新報》1907年11月2日，第2版；〈保存登記の厲行〉，《台

灣日日新報》1908年2月27日，第2版。 
72 〈全島代書人數〉，《法院月報》1:6(1907.11)，頁89。 
73 〈彙報．全島代書人數〉，《法院月報》2:10(1908.10)，頁135。 
74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1999)，頁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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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代書業景氣，從業人數又見增加。 

  一次大戰前後景氣的繁榮尤其表現在地價上漲。台灣土地交易價格因日

本於農業人口流向工業部門，以及出兵西伯利亞之故，使得日本內地米產不

足，在米穀消費量有增無減，價格上漲的結果，連帶拉抬台灣米價，75帶動

土地價格上漲，地主獲利頗豐。761919年斗六附近每甲700、800圓的旱地，

飆升至1,800圓乃至2,200圓，上升2至3倍；77水利埤圳預定經過路線地，土地

價格也隨之翻騰。78最保守的估計來看，與第一次大戰爆發時1914年相比，

1919年的地價大約上升2.5倍。79 

  地價、物價上漲的結果，雖讓收取定額費用的代書業者大感吃不消，聯

名向當局請願提高代書費用，80在這一片「漲聲」中，地價暴漲或意味著土

地交易熱絡，對代書業者反而產生新的利基。地價翻騰的結果，民間出現了

一類名為「地鑽」的土地仲介業者，其購地「非為建業，乃為侔利」，「一賣

再賣，勢必加騰周旋料、登記費」。81土地「一賣再賣」的人為炒作，登記勢

必更加頻繁，代書人在此過程中應可預期受惠不少，1916年開始的經濟熱

潮，讓台灣的代書總人數回升到800人之上，1916、1917年分別有829、814

人。一次大戰後，整體經濟趨於熱絡的同時，代書的收入也隨之提高，吸引

更多人投入，當時亦有人辭辯護士事務員，投入代書業。82 

  表3-2所顯示的代書人族群比，屬台灣人者雖仍維持人數優勢，但比例上

逐漸遞減，相對日本人代書人比例緩步穩定上升至30﹪左右。1911年所呈現

                                                      
75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頁71。 
76 〈中部地價暴騰〉，《台灣日日新報》，1918年11月7日，第2版。 
77 〈地方近事．斗六．地價暴騰〉，《台灣日日新報》，1919年8月21日，第4版。 
78 〈地方近事．北港．地價暴騰〉，《台灣日日新報》，1919年10月26日，第4版。 
79 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頁410。 
80 〈代書料直上〉，《台灣日日新報》，1917年9月20日，第7版；〈起價後之代書料〉，《台灣

日日新報》，1919年10月8日，第6版。 
81 〈諸羅特訊．地價暴騰〉，《台灣日日新報》，1919年11月15日，第4版。 
 82 曾有時人以打油詩自我期許：「罷辯護士事務員，新規代書業開座。努力誓不負寄託，果信繁

昌正必然。」竹塹道人，〈頓狂詩．代書業〉，《台灣日日新報》，1918年2月10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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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數比，即台灣人約占70﹪、日本人30﹪，大抵是此後代書人族群人數比

率。就在台日本人占全台總人口數比例而言，1922年前日本人只占不到5﹪，

83顯見日本人對於代書此一知識勞力業頗感興趣。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台灣在 1918 年首次由女性獲得代書人執業許可。

蒙官廳許可之因是其夫生前為代書，過世前仍有未完案件，便向當局請領代

書牌「以繼其業」。這位全島「唯一」的女性代書人學歷不低，廣島山中高

等女學校本科補習科及技藝專修科畢業。84當局或許考量到仍有其夫生前仍

有未完案件，加上學歷不低之故，因而給發牌照。該女子在丈夫死後，「主

動」請為代書，顯示她在丈夫生前，長期耳濡目染下，累積了一定經驗，方

能接手丈夫的留下的案件。由此例也可知，當時代書人的養成，絕大多數是

靠著實務經驗的積累而來，特別是代書「筆生」一途，更是邁向獨自開業的

敲門磚。 

四、 國家介入管理下的代書業 

1903年所施行的代書人取締規則，是台灣史上第一次以近代國家力量對

該行業進行管制。清治台灣雖也有官代書之設，管制強度不高，多少流於紙

面上批斥。但日治時期對於代書的管理，則顯現出近代國家的特質，不僅將

清治時期官代書的脈絡納入管制，並進一步擴大只將代筆、代書為業者納

入，從業須得到各管轄廳執業「許可」。許可在當時的理解是是認為個人所

從事的業務行為，涉及公共利益，即「許可」是在法令所禁止的一般行為中，

於特定之情形下所解除之行政處分。故代書人的業務行為非純屬私人行為，

牽涉公眾利益，故由行政官廳保留許可權，審視申請人在資格上是否有發生

                                                      
 83 計算自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北：編者，1946），

表49-2。 
84 〈女流代書人〉，《台灣日日新報》1918年12月23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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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之虞。85因此管制代書人的目的在於防止業務進行時，對公共所可能產

生之危害，故限制個人營業自由。 

日治時期對於代書存在目的看法迥異於清治台灣，日治時期隨著國家對

民間生活積極介入，代書人已不單只是從事謄寫文字的工作，其業務內容隨

著國家管制層面的擴大，必須依照法律規定跟政府官僚體系與法庭對話，若

有閃失，便會影響當事人利益，相較之下，清治台灣的官府基本上是放任民

間生活，86對代書的管理相對有限。即便有如官代書制度，也非從保護公眾

利益的角度出發，目的在防止誣告及具呈人逃脫，單從方便官府掌握當事人

行動的角度。兩個政權的對代書管理態度，涉及到國家型態與能力歧異之

故，在日治時期多少慮及代書人業務行為關乎一般人利益甚大。故「代書人

取締規則」為了確保當事人的權益，規範了代書人的職業倫理，如對於同一

事件，代書人不得接受兩方委託規定，目的在於避免利益衝突，禁止雙方代

理，以保護委託人利益，這是清治時期官代書所無之規定，明訂收費標準則

改變了過去依照習俗慣例的收費方式。 

  除了將代書業納入許可制外，國家需要有相應的管理作為，否則許可也

將流於形式。日治時期正處於國家權力的擴張時代，對於人民生活均採干涉

主義。殖民地台灣，警察密度之高不亞於日本內地，87這成為政府進行營業

管理的利器。從取得代書人營業資格來看，照規定得向管轄廳提出，但管轄

廳即是地方警察。1901年總督府地方行政機關進行大改革後，廢縣置廳，廳

以下的支廳長以及所屬課員，皆由警察官出任，兼掌各項產業、租稅、教育

等日常行政事務，88代書人許可與管理即屬支廳委任事項，1907年總督府頒

                                                      
 85 石川丹吉，《法學ノ栞》(台北：日本物產合資會社台北支店，1906)，頁88-89、163-164。 
 86 清治時期的台灣，對於今日所稱之民事事項大多是由民間社會依其地方習慣處理，傳統中國官

府對於今稱民事事項的社會一般生活關係，不願意介入也無力介入，即便官府制訂法中有類似

民事事項之規定，其數目有限，實效性也堪慮。王泰升，〈百年來台灣法律的西方化〉，收於

氏著，《台灣法律史的建立》(台北：自刊，1997)，頁367。 
 87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頁230。 
 88 1901年總督府認為原有總督府——縣廳——辨務署三級制度在行政上有欠靈活，並為求事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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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廳事務分課規程施行細行標準」中，明訂代書人管理為警務課下保安

係業務。89從許可到管理，一舉一動皆在緜密的警察網絡掌握之中。警察機

關於代書人取締規則發布後，即暗中展開調查，「嚴密內偵，稍有一點違犯，

有罪不容赦之列」，90厲行代書人管理。 

  1903年出現代書人管理制度時，各地紛紛依照「代書人取締規則」成立

代書人組合，但此代書人職業團體，主要的角色很大部分在於方便政府管理

代書人之用。代書人組合皆定有規約，規定組織方式、會費、代書收費計算

方式。91由於代書業者的團體並非基於職業自覺或共同理念形成，92職業團體

反倒成為國家管理的手段，開會時高階警官列席監督，或主動召集轄下代書

人針對風紀問題加以「訓示」，93代書人組合反倒成為他律的手段。 

  報紙中雖不乏代書負面報導，經常直指某地代書「污劣」，94執行業務時

                                                                                                                                       
責統一，實施大規模的地方行政區域改革，廢縣置廳，全島改設二十廳，廳下則設支廳，直隸

總督府，形成總督府——廳二級制，為日治地方行政史上一大改革。台湾総督府警務局編，《台

湾総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編警察機關の構成》(台北：南天書局影印1933年版，1998)，頁512-513。 
 89 台湾総督府警務局編，《台湾総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警察機關の構成》，頁560。 
 90 〈代書人規則發布後況〉，《台灣日日新報》，1903年8月2日，第5版。 
 91 該組合規約要點如下：一、本組合以台北三市街代書人組成之；一、每年四月召開定期總會選

舉役員；一、組合費由組合員每月納金10錢；一、起案事件之代書筆資，一張定價20錢以上35
錢以內，其一張每行照20字算。但要半張分12行起案者，一張定7錢以上15錢以下。圖面一張

定10錢以上50錢以下。對人民而言，明訂代書費用標準，將使人們對對於代書費用有更高的可

預測性。參見〈代書組合〉，《台灣日日新報》，1903年6月7日，第5版。 
 92 代書人團體對代書人意義集中在執業利益的保護上。總會經常作成決議，盼當局嚴格取締「密

代書」。為了對付「跋扈」密代書，台北代書業組合有意使用「特殊的印刷用紙」藉此與密代

書的在用紙上有所區別。在此所謂特殊印刷用紙，可能是由組合統一印刷，供會員所用稿紙。

契約文書集中常可見稿紙中央魚尾部分印有「彰化代書人組合用紙」，左下角印有「代書人」

字樣，標示代書人乃是受官廳許可的組合會員。〈臺北廳管內代書人總會〉，《法院月報》

1:2(1907.7)，頁83；〈代書業の協議〉，《台灣日日新報》，1919年5月22日，第7版；洪麗完

編著，《台灣社會文書生活專輯》(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2)，頁257。 
 93 「訓示」的內容包括嚴禁代書人教唆訴訟、進行訴訟鑑定、介紹案件與辯護士、雇用通譯勸誘

案件、代書事件簿記載脫漏、未發給當事人代書費收據等。〈代書人組合へ訓示〉，《法院月

報》1:6()，頁89-90。 
 94 〈雜報．代書污劣〉，《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4 月12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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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其手、行為不正；或是超額收費，在字數上動手腳；95或侵佔騙取金錢；

96或利用代辦遺產繼承機會私賣土地；97或受委託登記時，偽造文書變賣土

地，詐欺取財等等。98這些社會新聞報導雖然影響了代書人的集體形象，但

意味著警察有能力掌握犯行，降低人們對代書的不信任感，故代書人的職業

準則與社會形象的刷新，有賴於於國家的外塑、維持，同業間鮮少發出要求

自我形象提升的呼籲，從業人員的品質與形象，顯然不是由代書人從業本身

來構築，而是由國家來維持。 

五、 從業餘邁向職業化 

  在許可制以及國家權力伸向民間的情形下，代書的型態逐漸在改變中，

最主要特徵之一在於由業餘走向職業化。許可制度不僅對代書人發揮管制作

用，也漸使台灣人將「代書」與「證照」產生連結，實施證照制度的結果，

更加凸顯代書人的職業性。以新竹廳而言，當代書人取締規則實施之際，廳

下「邑中之人曾為人代書者無不遵命以請」，反應相當熱烈，但廳內許可人

數十無三四，原因在於： 

當局所認可之代書人，需曾日日與人代書，若有專業者然為可，倘其

素有他業，所云代書者或日一書焉或月一書焉，不得概為認可。99 

當局希望獲得許可的代書人擺脫副業型態，將代書人視為常業，「需曾日日

與人代書」。要以代書為常業，必須考慮是否有足夠的代書市場，支撐代書

做為一種普遍行業，如前所述，土地登記的開辦實為一大契機，代書業市場

大小與國家政策、景氣變動有所連動。不過代書人從事兼業的情形並不少

                                                      
95 〈雜報．管束代書〉，《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4月21日，第5版。 
96 〈嘉義通信．定罪有因〉，《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9月12日，第4版。 
97 〈代書人の詐欺取財〉，《台灣日日新報》，1907年9月29日，第7版。 
98 〈里巷瑣聞．霸產後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3日，第5版。〈嘉義通信．詭計一

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6月22日，第4版。 
99 〈少所許可〉，《台灣日日新報》，1903年6月13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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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日本人代書人對實業界尤抱有高度興趣。1917年在《台法月報》上出現

一篇回顧歷任台北代書人會會長的短文，文中發現擔任會長的日本人，對於

實業界頗有興趣。特別是非法院書記、測量製圖、師範出身的會長，尤其熱

衷於與本業無關的行業，如煤氣燈批發、味噌、造紙、印刷等業，代書反倒

像是副業；部分會長的兼業則間接與代書業有關，例如不動產買賣仲介、製

圖業，旁及金錢借貸融資，但從事實業經營者，不乏失敗之例。100但代書本

業是不失為建立人脈或資訊管道來源，嘉義街代書人組合長福地重德，早年

來台時，從事測量、代書業，旁及開墾事業，1918年報載其「欲輟筆耕，從

事實業」，101成立南進拓殖株式會社，踏入實業界。102由於代書的經辦登記業

務，掌握土地行情與交易資訊，事業的基礎架構在代書本業的基礎上，先是

從事不動產投資、仲介所得財富也相當可觀，累積資本，邁入實業界者，應

不乏其人。 

 

  由於國家力量的介入，擠壓了昔日基於私人情誼下的代筆空間，轉而進

入街坊上的掛牌代書，「代書人」逐漸有特定的指涉對象。1903年代書人取

締規則施行不久，便與昔日使用代書的習慣產生扞格： 

數日前忽有稻人王省三，為艋舺區長之臨時書記。於暇豫之時，擅與

人代書稟式，被艋舺派出所巡查，搜出證據，遂送案於院庭。103 

昔日過往擁有書寫能力，基於情誼替人代筆收取花紅禮金的傳統生活經驗，

在「代書人取締規則」施行後，即便於「暇豫之時」替人代筆，被認定是違

法行為。當局取締無照代書的結果，使代書這個傳統職業，被國家切割出「有

照」與「無照」之別，當代書人管理規則發布後，查出無照代書的新聞不絕

                                                      
 100 李坪，〈台北の代書先生〉，《台法月報》11:9(1917.9)，頁75-76。由於本文作者與日本人代

書人較為熟稔，對台灣人的業務繁簡與經濟情況，並無著墨。 
 101 〈嘉義．代書業組合長〉，1918年10月23日，第3版 
 102  內藤素生編纂，《南國之人士》(台北：台灣人物社，1922)，頁288。 
 103 〈違例罰金〉，《台灣日日新報》，1903年7月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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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縷；104對於沒有獲得許可的「密代書」，所製作之買賣文書在警察實務上被

視為是犯罪行為組成物件會依法沒入，105亦不利於當事人。政府強力取締無

照代書人，除了呈顯出近代國家對營業的管制力道，同時確保代書人的素質。  

  1915年為台灣總督府臨時戶口調查，總督府曾出版《第二次臨時台灣戶

口調查職業名字彙》，在戶口調查中「代書」已經成為一種職業項目。與代

書有關計有：「代書人／做代書」、「代書人通譯／代書的通譯」、「代書業測

量師／代書的測量師」、「代書業下女／代書倩的查某」、「代書人子守／代書

倩的顧囝仔」（日語／福佬話）。106由該書職業分類來看，通譯、測量與代書

並列，前者是日本人代書人事務所內不可或缺的助手，也可會是案件的來

源；「測量」涉及不動產鑑界，說明代書業與土地關係密切。至於「下女」

或「顧囝仔」顯示部分代書人家中還有請傭人照顧小孩，至於是日本人或台

灣人代書人有如此資力？尚難判斷，但代書業收入不至太過微薄才是。 

   

由清治「官代書」到日治「代書人」的轉變歷程中，日治時期的代書人

單純做為一種私人職業。清治時期的官代書，雖非官府編制中的差役，卻要

負起「跟交」當事人的責任，聽官府差遣，角色有如差役。進入日治時期，

代書人不可兼任公職，107也不再只是少數人所從事的工作，國家對民間介入

的越深，職能日趨擴大，民間不得不跟政府有更多往來時，相對支撐代書做

                                                      
104 如代人書寫傷害訴狀；或有台灣人潛入該地警務課休息室，以3錢低價兜攬生意，當場被逮〈無

免許の代書人〉，《台灣日日新報》，1905年12月14日，第5版；〈違犯代書規則〉，《台灣

日日新報》，1912年6月11日；〈代書人の處罰〉，《台灣日日新報》，1903年6月23日，第5
版；〈無免許で代書〉，《台灣日日新報》，1912年10月9日，第5版 

105 雲野修治編，《實務資料犯罪即決》(台北：台灣警察協會，1923)，頁29-30。 
106 當中有關辯護士的類目則有：辯護士、辯護士事務員、辯護士書記、辯護士通譯、辯護士雇、

護士車夫、辯護士會書記等。由此也可見辯護士事務所在人員規模以及水準上遠甚代書，不僅

有負責派駐各地招攬生意的事務員、事務所內有書記、伙計，甚至備有車伕。台灣總督府臨時

戶口調查簿，《第二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職業名字彙》(台北：編者，1917)，頁157。 
107 如受命擔任公共埤圳書記，代書執業許可即被當局取消。〈嘉義．代書業取消〉，《台灣日日

新報》，1919年8月8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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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行業而存在，確立職業性格。 

 

第二節   司法代書人制度的建立(1923-1945)108 

自1903年施行「代書人取締規則」以來，其間雖經過1911年的大幅增訂，

直至1923年日本內地「司法代書人法」施行於台灣前，相關法律對於代書規

定多以防弊為出發。有意從事代書人者，只消獲得地方官廳許可，無須考試，

地方廳核是否發給許可，著重申請人是否有前科在身，執業能力並非考量重

點。因此日治前期的代書人其業務雖與地方官廳與法院業務有極為密切之往

來，但在國家眼中的定位，將其視為各州廳警察保安業務下的「特種營業」。 

1923年勅令41號將1919年法律第48號「司法代書人法」施行於台灣，這

標誌著台灣代書業的，繼1903年納入國家管制以來，另一次行業內部的轉

型。台灣的代書行業自此帶進了日本脈絡意義下代書，並且由議會制定的法

律規範這門職業，同時期的中國，並無類似舉措。換言之，型塑戰後台灣代

書行業的歷史脈絡，很大的因素是來自日本統治時代，日本內地的司法代書

人制度被橫向移植到台灣，最顯著的差別即是代書同業內部出現司法與行政

代書人的分化。因此討論這個型塑台灣代書特色的脈絡起源，實有必要將眼

光拉回日本內地的歷史脈絡。以下將從日本內地「司法代書人法」的出現與

發展、內地與台灣對於司法代書人法的態度，並嚐試推敲司法代書人法施行

於台灣的原因與意義。 

一、 日本內地司法代書人法出現脈絡 

  司法代書人法的立法活動，是在日本內地代書人的分化下，由法院內代

                                                      
108 司法代書人在1935年之後更名為司法書士，司法代書人法的並無修正。為求行文明瞭起見，避

免「代書人」、「司法代書人」、「司法書士」紛然並陳，以下行文主要使用司法代書人為主，

戰後時主要使用「司法書士」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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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人所主導推動，代書業的轉變歷程與動力，主要來自代書人本身推動。日

本內地的代書人在司法代書人法通過前，已出現內部分化，這主因在於法院

當局自警察官署所管轄獲得認可的代書人中，挑選學術及品性適當者擔任

「法院內代書人」，以便處理訴訟、非訟事件、登記書類這些需具備一定必

要之法律知識者。法院此舉使代書人在管理機關上，出現警察與法院的「二

重監督」情形，這些在法院內職業的代書人，逐漸自覺異於一般代書人，期

盼獲得法定的身分地位；在外部大環境上，適逢第一次大戰後的景氣逐漸熱

絡，不動產、商業交易激增，對於練達、熟練的司法實務專門家的需求連帶

提升，社會上也出現建立司法代書人制度的聲浪，職業專門化，自立化的客

觀條件日趨成熟。109 

  1912年起在東京的代書人開始推動司法代書人制定請願運動，開始向帝

國議會提出請願，在第36-40議會(1915-1918)中展開法案的攻防。提出請願立

法的代書人，急於和一般代書人做出切割，第36議會(1915/5/17-6/10)中，在以

池田鎮易等為首，向眾議院請願委員會所提出的請願要旨中提及：現行法規

並無針對代書業制訂統一法規，而是以發布府縣令方式各自管理，對於有意

從事代書人者，僅止於「素行調查」，全然不問學識和經驗，對於向市町村

役場和警察署提出書類的「普通代書人」，以現行制度管理未嘗不妥，但對

一般裁判所提出書類的作成者，即從事司法方面業務的代書人，現行制度甚

欠妥當，從事司法業務的代書人是介於裁判所與當事人之間的重要機制，若

非有相當學識能力者，難以勝任。110 

  在眾議院的法案審議會中，雖對司法代書人法案不表反對排入討論審查

議程，但對於代書人提出取得訴訟代理權則不表支持，仍將司法代書人的業

務限定在「代書」上，與代書人的期待有著相當差距。政府方面對此立法向

來持反對態度。第40議會(1917/12/25-1918/3/27)，政府明確表示反對，不希

                                                      
109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292-293、299-300。 
110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資料編)》，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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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以法律來規範代書人這門職業，理由在於非訟事件部分，可能侵害到辯護

士職域；以法律限定資格要件，現實處理上將有許多困難，且僅對於向裁判

所、檢事局提出書類作成者加以規範，對其餘代書人管理上並無意義。值得

注意的是，日本的辯護士界對司法代書人法並不抱持反對態度，除前述參與

請願連署外，1913年東京辯護士的法規制定委員會即已擬出有關代書人資格

賦予之法規草案，綜觀其草案內容，與1919年通過的司法代書人法基本上相

去不大，111反而司法省對代書人立法一事採取消極態度。 

  眾議會議員兼辯護士的鈴木富士弥議員在立法請願時曾表示：東京辯護

士會或日本辯護士協會並無一人反對司法代書人法，也不認為該法將侵害自

身職域。野村嘉六議員指出在非都市地區，人們並無財力商請辯護士，依賴

代書人的情形相當普遍，故代書人除代為書寫必要書類外，對於法律上的問

題提供必要諮詢，雖然有不肖代書人趁此上下其手，不乏詐欺、威脅之事亦，

但如果能夠從代書人當中選拔最善良者，不但可一矯弊風，獲取當事人信

任。112 

  最後在眾議員與政府方面似乎妥協下，原法律案除了第1條外，其餘皆

都經過修正，與原先代書人的期待相差甚遠，1919年3月26日眾議院通過後，

送貴族院審議，1919年以法律第48號公布司法代書人法，同年9月15日施行。

綜觀立法過程，代書人的主動性是推動法案成立的關鍵，綜觀連署者，地域

上從北從樺太，南至鹿兒島，連署者不限代書人，農民、新聞記者、旅館業

者以及辯護士等多種背景人士皆囊括在內。113相較之下，台灣的代書業轉變

動力，則如後所述，以來自於國家力量的塑造為多，內地對於司法代書人的

定位，遂成台灣施行司法代書人制度的張本。 

該法雖再次確認司法代書人做為替人代筆的基本性格並沒有改變，禁止

                                                      
111 1933年司法代書人在議會中運作，欲將司法代書人改稱「律書士」，欲洗刷「代書」二字的負

面評價，但此舉引起東京辯護士會反對。安達元之助，《東京辯護士會史》，頁161-163、345-346。 
112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317-319。 
113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29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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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代書人超過業務範圍干涉他人訴訟，並強調政府管理與監督之責，少由

正面肯定其存在的社會意義與價值，但司法代書人畢竟是獲得法律承認的職

業，觀感與職域範圍將隨著該法施行將有所改變。114  

1919年司法代書人法施行後，各地方法院在執行上隨即要面臨制度內涵

與職域的釐清問題。各地方裁判所透過向司法省請示方式，逐漸形成管理準

則。例如司法代書人得兼業普通代書人業務；女性可向地方裁判所提出司法

代書人認可申請；但對於非司法代書人之代書人接受他人委託製作向裁判所

及檢事局提出之書類，法院或檢事局並不得拒絕受理，115此點讓司法代書人

頗不能諒解，司法代書人和一般代書人僅是法制的形式上分離，職域未能受

到保障，關於此點要到1921年1月1日內務省以省令「代書人規則」，統一全

國各府縣令原有的代書人管理規則後，職域範圍才借省令之力得到保障，享

受到反射性利益，顯示司法代書人法仍有許多不備之處。116 

關於非訟事件申請代理權利，是以大阪、神戶為中心司法代書人經過與

當局一番交涉折衝後，方才獲得承認。1919年司法代書人法施行之際，司法

省方面認為諸如親族會議事件、監護人選任、禁治產．準禁治產宣告、拍賣

事件、商事非訟等申請代理行為，違反司法代書人法第9條：「司法代書人不

得逾越其業務範圍，干涉他人間之訴訟及其他事件」，禁止司法代書人做為

非訟事件的代理人，這讓代書人時代原可從事的業務，反而在該法施行後遭

禁，讓司法代書人大感不滿，於是以大阪、神戶司法代書人為首，向帝國議

                                                      
114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323-324。 
115 以上分別是金澤、神戶、沼津區裁判所於1919年年向司法省提出之請示。司法省編纂，《現行

司法例規》(東京：財團法人法曹會，1941)，頁313。 
116 內務省發布之代書人規則第1條：「本令所稱代書人士指非依其他法令，以接受他人囑託製作

向官公署提出之書類或有關其他權利義務或事實證明關係等書類為業者」；第17條；「未依本

令或其他法令得到許可或認可而以代書為業者，處理拘留或罰金」。在上述省令中所指「其他

法令」即是指司法代書人法而言，即司法代書人法中有關職域的規定缺憾卻是由內務省省令補

足，1921年內地大審院針對一般代書人製作向裁判所及檢事局提出之書類為業，侵害司法代書

人職域的判例中，亦是以違反內務省省令第17條做為裁判依據。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

《日本司法書士史》，頁34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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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出修法請願，後來因與司法省民事局長溝通見效，遂撤回法律修正請願

案，改採由各司法代書人向所屬監督裁判所提出請示，取得非訟事件代理權

的承認。1171922年大阪所與東京司法代書人會，先後就司法代書人能否代理

非訟事件向兩地裁判所提出詢問，地方裁判所向司法省請示，並無表示不

妥。118之後全國各地透過向該地所屬裁判所提出請願，以個別裁判所為中心，

實現了非訟事件代理權。 

1923年在台灣施行的司法代書人法，基本上省去了上述這段國家對司法

代書人的定位、摸索與折衝，基本依循內地對司法代書人職務的定義及範

圍，橫向移植到了台灣；接著於1924年施行司法代書人法的朝鮮，在司法代

書人的業務範圍，及該法的解釋上，其地方法院以及法務局皆以日本內地司

法省的回答為依歸，119內、台、朝三地對司法代書人的理解與定位頗為一致。 

二、 台灣「司法代書人法」的施行背景 

在司法代書人法施行於台灣前，台灣代書人界曾有提出提高規範代書人

法律位階請願。1917年台中代書業的有志者，主動向總督府提出「關於司法

代書人法制訂之件」，該要旨認為台灣代書人規則不甚完備，對於所許可之

代書人缺乏實質審查，其所製作的不完整書類，徒增司法當局手續之煩，代

書人雖有數百名之多，但具有足夠能力製作司法文書者能有幾人？120故革新

之道在於以「律令」規範代書人，僅予一定資格者從事代書業，言下之意認

為當前代書人許可過於寬鬆。對此覆審法院長及檢察官長認為尚無必要以律

                                                      
117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401-410。 
118 司法省編纂，《現行司法例規》，頁313-314。 
119 如司法代書人具有非訟事件代理權；向司法警察官提出之告訴與告發狀屬於司法代書人的職務

範圍；司法代書人接受委託製作有關訴訟及非訟書類，往往需要向其他官公署申請這類證明書

類，例如戶籍抄本、土地台帳謄本等各種證明書類，即便未具有一般代書人之許可，基於便利

人民，仍可由司法代書人完成。朝鮮法務局對司法代書人法的見解完全襲自日本內地司法省解

釋。朝鮮總督府法務局編纂，《(改訂)朝鮮司法例規》(京城：朝鮮司法協會，1928)，頁147-151。 
120 〈司法代書人制定に關する建議〉，《台法月報》11:4(1917.4)，頁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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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加以管理，擱置此案。121台灣的部分代書人似乎是受到內地風潮的影響，

向總督府提出建議，期盼以具有法律效力的律令規範資格取得，122要求進一

步考核代書人的聲浪，理由不外乎是減少增加官廳、法院之不便，避免事務

遲滯，進而保護委託人之權益等。但真正讓司法代書人法施行於台灣，並非

當局回應台中「有志者」代書們的呼聲，而是出於法制整備的考量。 

  大正12年(1923)勅令第41號發布「司法代書人法施行於台灣之件」，規定

內地「司法代書人法」（大正8年法律第48號）自同年4月1日起施行於台灣；

123同年以府令第33號將「司法代書人施行細則」(大正8年司法省令第9號)實施

於台灣。以上總督府所延用的內地的法令與省令，標誌著日治時期代書業邁

入另一新階段。 

司法代書人法施行於台灣雖以中央勅令訂之，實際上出於台灣總督府的

建議，由總督府擬案推動。該勅令案雖是由內閣中主管台灣事務的大臣所

提，但該案中另添附以「台灣總督府用紙」所書寫的「說明書」，124「台灣總

督府公文類纂」亦可見總督府推動勅令案的流程，說明司法代書人的法的施

行，主要出於總督府考量。125 

勅令案在1922年10月5日由法務部民刑課立案，會簽單位包括法務部

長、警務局長(及其下保安課長)、參事官長；於11月2日決裁；11月10日向內

                                                      
121 台灣總督府民政局編，《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大正六年度)》(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

1984)，頁525。 
122 請願主旨尚包括：代書人資格職務、代書人名簿（登錄及其手續）、代書人的權利義務（業務

上責任範圍）、代書人會及監督、懲戒等希望事項。〈代書人法制訂ノ請願〉，《台法月報》

9:9（1915.9），頁266。 
123 外務省條約局編，《日本統治下50年の台湾(外地法制誌五)》（東京：文生書院，1990），頁

137。 
124 王泰升，〈從日本公文書館史料探究日治台灣立法權的運作實況〉，收於氏著，《台灣法的斷

裂與延續》(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頁279-280。 
125 日治時期日本內地法律施行於台灣時，不少是由台灣總督府先經內部擬案，向中央職司監督總

督府的大臣，呈報勅令草案及理由；若是由中央主管台灣各事務的大臣主動提出之勅令案請為

閣議時，通常情形下需亦經照會台灣總督意見。王泰升，〈從日本公文書館史料探究日治台灣

立法權的運作實況〉，頁27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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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提出「稟議案」，公文流程約一個月。126本件另呈附勅令案理由書，說明總

督府立法動機，由於該法在台施行將帶來屬於內地的司法代書人制度，將為

台灣既存的代書業產生重大改變，不嫌冗長，將該「說明書」迻譯如下： 

向法院及檢察局提出之文書，其製作上不僅需要有專門知識，一旦發

生脫漏誤謬，日後對當事者將造成不可恢復之損害，故需有周延之注

意。但現時代書人中，有對法規不精通者，或是國語不熟練者，由於

此等代書人所製作之書類並不完全，造成職員與當事者彼此互感不便

的情形不少。是故應施行司法代書人法。127 

總督府在理由書中認為：代書人所做成書類，語言、法規皆不甚熟悉，一旦

向法院或檢察局提出這類脫漏誤謬之書類，將對當事人造成不可回復之損

害，一再補正書類，也造成法院或檢察局職員相當大的不便，影響整體效率，

期待以司法代書人提升水準。 

  本案卷中另抄附1922年2月21日台中地法院長向總督府提出之轄區巡視

報告，當中特別提到「司法代書人法施行之必要」，內容謂： 

有關登記申請書類，在各所中特別是被認為不完備之申請書，幾乎全

係代書人所作成。代書人中往往對法規不甚精通，對於國文並不熟練

通達，為訂正書類，費時甚多，職員及申請人互感不便之處不少。故

於本島速行司法代書人法實有其必要。128 

 該巡視報告與理由書大略相同，可見法院當局是促成司法代書人在台施行最

重要的推手。但代書人對於法律不夠精通、語言不夠熟練，此「冰凍三尺並

非一日之寒」，何以選擇於此際提出施行司法代書人法的勅令案，頗值推敲。 

                                                      
126

 司法代書人法的勅令案之所以需要警務局長會簽，似與過去代書人由地方警察機關保安係主管

不無關係，此番變動亦需讓警察當局知曉。「司法代書人法ヲ台灣ニ施行スルノ件（勅令第四

一號）」，《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3413-16，頁211。 
127 粗體為筆者所加。「司法代書人法ヲ台灣ニ施行スルノ件（勅令第四一號）」，《台灣總督府

公文類纂》3413-16，頁218。 
128 粗體為筆者所加。「司法代書人法ヲ台灣ニ施行スルノ件（勅令第四一號）」，「台灣總督府

檔案」3413-16，頁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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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尖的讀者或許會發現，台灣施行司法代書人法，約晚內地4年，這固

然是在台灣與日本內地屬於不同法域架構使然，但選自1923年4月1日起施行

司法代書人法，時間點上與日本內地民、商法(親屬、繼承兩編除外)之自1923

年1月1日起施行於台灣，在時間點上幾乎重疊，兩者具有一定程度的關連性。 

台灣首任文官田健治郎就任不久後，便積極推動將民、商法施行於台

灣。在田健治郎的日記中，1921年4月30日首次見他召集各部局長要求討論

「商法實施之得失」與「民法中可實施部分與不得實施之甄別」129，民商法

之施行在田健治郎上任時就成為他十分關心的議題。田健治郎在與內地在野

議員的折衝下，同意改過去律令審議委員會為台灣總督府評議會，會員三分

之二選自民間有識者，台灣人便由總督指定進入府評議會，130雖然評議會僅

具諮詢權(無建議權)，但田總督對於評議會召開相當用心，鼓勵台灣人仕紳於

席上多多發言。131 

日本民、商法的施行討論，在1921年下半年後成為田健治郎至為掛念之

事。田總督不僅親臨評議會主持評議會，對評議會內部分科委員會的討論也

                                                      
129 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台北：中央研究院

台灣史研究所，2006)，頁156。 
130 台灣人首屆評議會會員計有林熊徵、顏雲年、李延禧、簡阿牛、辜顯榮、林獻堂、許廷光、黃

欣、藍高川等人。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

1921年6月11、13、15日，頁212、214、216 
131 田總督任內三次評議會(1921/6/9-15、1921/10/18-24、1922/6/16-22)民、商法皆是開會時討論重

點。評議會議員對於施行商法並無太大歧見，但民法部分討論異常熱烈，田總督觀察會議當中

最棘手的問題是的是民法相續編(繼承編)，台灣人評議員為此分成二派交鋒。辜顯榮主張親

族、繼承兩編設除外例，以「保存舊慣」；另一派如林熊徵、黃欣似基於長子身分「私心」，

堅主「實施民法全部，打破陋習」，主張以日本「家督相續」(長子繼承)取代「台灣習慣分頭

平分相續例」。對於林熊徵的想法，田健治郎認為只是他個人意見，田認為「然通觀台灣全導

之輿望，寧似保守說占多數，就中，若實施家督相續法于台灣，予亦所不豫期也。」林熊徵之

所以會主張對台灣社會是何其「激進」的主張，主因是林熊徵是長房長子，又兼祧兩房，若採

用日本的家督相續，板橋林家產業完全歸他所有，這也難怪他會堅持整部日本民法施行於台

灣。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1921年6月
29日、10月24日；許雪姬，〈反抗與屈從——林獻堂府評議員的任命與辭任〉，《國立政治大

學歷史學報》19(2002.5)，頁266-267、272-274、27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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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視，特別前往傍聽民法委員會。132上京時，不忘將「民法第一編乃至

第三篇、商法全部，期大正十二年一月一日實施方法調查之事」做為「囑留

守之事務」，133可見1923年起實施民、商法，乃是出於田總督的期待與指示。

134正當民法、商法施行法令案在總督府內與評議會討論緊鑼密鼓的研議討論

之時，135對照司法代書人法勅令案的提出時點(1922年10月)正是總督府敲定

施行民、商法後提出，不難推想司法代書人法是總督府與法院當局為民、商

法之施行所一併規劃的配套措施，將內地用以規範「法律實務操作者」的法

律施行於台灣。 

就法律規範層面而言，1923年以前，內地西方式的法律制度，雖是在土

地權利關係上已然出現「舊瓶裝新酒」的現象，136但1923年大規模法律制度

更新的結果，不難想見法院會要求提升操作使用法律的人員素質，以便符合

這套內地式同時具有西方式的民商法。因此台灣代書業性質轉變非來自代書

業本身，而是源自於國家的外塑力量，被動接受，國家在台灣代書業的性格

塑造上有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三、 司法代書人法內容 

司法代書人法在台灣日治時期的司法法源中，與裁判機關、檢察機關、

                                                      
132 田健治郎在當天日記中寫著：「議論頗沸騰，然議事進行頗穩健」。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

恆、鍾淑敏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1921年10月7日，頁342。 
133 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1922年1月16日，

頁446。 
134 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1921年11月4日，

頁362。 
135 1922年6月22日總督府評議會三讀通過民法(親屬、繼承編除外)及商法施行的法律案。1922年7

月13日總督府就民法中不在台灣實施的部分，向內閣提出「台湾ニ施行スル法律ノ特例ニ関ス

ル件」勅令案，本勅令即是後來的1922年四○七號特例勅令。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

淑敏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1922年6月22日，頁603；「台灣ニ施行スル民事

ニ關スル法律ノ特例ニ關スル件（勅令四○七號）」，「台灣總督府檔案」3410-4-25。 
136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32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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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刑機關、書記官、公證人、辯護士共同構成司法行政法源。137除前述1923

年以勅令41號公布「司法代書人施行於台灣令」外，同年也以府令第33號「有

關司法代書人法施行之件」，規定有關司法代書人法之施行，依據大正8年

(1919)司法省令第8號「司法代書人法施行細則」。138由於日治時期台灣與內地

屬於不同法域，司法代書人法及施行細則中，屬於司法大臣權限者交由台灣

總督；屬於控訴院院長者交給高等法院長；屬於地方裁判所長者交給地方法

院長。139 

(一)   司法代書人法及其施行細則 

  該法第一條首先定義「司法代書人」是以「受他人囑託以撰寫提出法院

及檢察機關之書狀為業之人」，第9條並規定「司法代書人不得逾越其業務範

圍，干與他人間之訴訟及其他事件」。因而司法代書人做為替人「代書」的

基本性格並沒有改變。在管理方面，司法代書人要得到地方法院長之「認可」

方得執行職務(第4條)，其他如收受報酬金額(第5條)、事務所設置(第6條)需要

得到地方法院長認可。執業準則方面，「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拒絕委託」(第7條)、

「受當事人一方之委託辦理案件，不得再為相對人撰作書狀」(第8條)、「不得

洩漏其承辦之事務，但於法院或檢察局受訊時不在此限」(第10條)。在罰則上，

「司法代書人若違背業務上之義務或有喪失品位之行為時，監督地方法院得

經司法大臣(台灣總督)之認可為左列之處分：一、禁止或停止執行業務；二、

五百圓以下之罰鍰」(第11條)。 

  在施行細則方面，有關招牌懸掛(第 4、15 條)、事件簿的記載與檢閱管理

                                                      
137 戴炎輝、蔡章麟纂修，《台灣省通志稿  卷三政事志司法篇(第一冊)》，頁153。 
138 〈司法代書人法ノ施行ニ關スル件(大正十二年三月二日府令第三十三號)〉，《台法月報》

17:4(1923.4)，頁29-30。 
139 萬年宜重，《台灣民事法規輯覽》(台北：台法月報發行所，1933)，頁536-538。以下司法代書

人法及司法代書人法施行細則中譯文參考戴炎輝、蔡章麟纂修《台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司法

篇(第一冊)》，頁20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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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10 條)、業務使用印鑑、書狀末尾附記報酬金額及簽名蓋章(第 5、7 條)

等皆有詳細規定。 

(二)  台南地方法院「司法代書人監督規程」 

  各地方法院為實際管理上需要，制訂有「司法代書人監督規程」，依司

法代書人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規定，經高等法院長報告台灣總督後生效，故

各地方法院所的監督規程，規範了更多管理上的細節。 

  以台南地方法院為例，1923 年 4 月 1 日司法代書人法正式施行於台灣

前，3 月 20 日台南地方法院公布「司法代書人監督規程」，詳列各種管理上

的細節。140包括通過認可之司法代書人提出申請開業時所應添附文件，以及

申請書、事件簿、印鑑書、招牌大小等等細節規定(監督規程第 1、3、4、5、6、

7、8 條)。連事件簿使用前還需要有地方法院判官一人連印方能使用(第 7 條)；

業務完成時須交付委託人代書費收據(第 11 條)等等。這些環繞在執業時的各

種細節，法院都有明文規定。 

  為防止「借牌」情事，規定司法代書人不得讓他人在住所或事務所內，

從事其法律業務，也不得將事務出借給他人做為法律事務所(第 13、14、16 條)；

筆生在事務所內，只能做為「補助」角色，雇用筆生或通譯時，需備妥戶口

抄本(台灣人)或戶籍謄本(日本人)並自筆之履歷書，向地方法院長提出認可申

請，解雇時亦然(第 15 條)，書類需司法代書人自行完成，不可假手筆生。 

 

綜合以上法規與施行細則規定來看，司法代書人的管理是以各地方法院

為核心，地方法院長擁有監督管理的權力，得以毫無限制地檢查司法代書人

業務上的大小細節。司法代書人因違反規定被停止業務或吊銷牌照者，在歷

年統計(1924-1942)中，計有23人次。141法院對司法代書人的監督與要求，直

                                                      
140 收於「孫江淮先生文書」。 
141 當中以台灣人占絕大多數，業務禁止人數累計自鄭宏基，〈從契字看台灣法律史上有關土地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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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統治末期不曾稍懈。1944年12月台北地方法院所屬台灣人司法書士曾兩

賢，受當事人委託辦理有關繼承拋棄事項，曾認為本件情況相當複雜，加上

他自己缺乏經驗，懷疑自己能否勝任，但考慮往後這類案件有增無減，為了

累積經驗，並顧慮身為司法書士的「面子」問題，他還是接下此案。在法院

書記關九一郎熱心指導下，曾兩賢順利將書類訂正完成。曾兩賢為感激該書

記讓他保住司法書士「體面」，親自登門道謝，並以歲末贈禮為名餽贈該書

記15圓。但該書記隔日即將此15圓寄放法院金庫，後退還曾本人；但曾兩賢

後又趁書記不在家時，再度攜50圓禮金並鮮魚數尾赴書記家中，交書記家人

收下，書記返家聞後大感「憤懣」，立即將魚煮熟連同金錢交他人歸還曾兩

賢，並向院方報告此事。142曾兩賢出於謝意致，贈該書記「薄禮」，此舉卻被

台北地方法院長認為此舉顯屬「贈賄」行為，品位失墜，決議處以停業一年。

143曾有論者指出日治時期司法官自律甚嚴，144此言不虛，特別是戰爭期間物

資缺乏情形下，由司法書士曾兩賢遭處分之例可知，不僅基層法院書記有所

堅持，做為司法補助機關的司法代書人同樣被如此要求。 

四、 司法代書人法的資格取得 

司法代書人法的施行後，對司法當局來說，在技術層面上該如何篩選原

由警察機關許可之代書人。依司法代書人法中規定，各地方法院長為司法代

書人的核可與管理機關，篩選工作便交由各地方法院分別進行。因目前尚尋

不著有關檔案，僅能由報紙的零星記載中，嚐試描繪大致輪廓。 

1923年施行司法代書人法之際，對於昔日代書人，台北地方法院先是以

                                                                                                                                       
賣的法規範〉，表3「歷年台灣司法書士、辯護士、公證人數變動表」，頁253-257 

142 〈司法書士處分ニ關スル件（曾兩賢）（指令第九六六○號）〉，《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1068-5，
頁74-79。 

143 〈司法書士處分ニ關スル件（曾兩賢）（指令第九六六○號）〉，《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1068-5，
頁70。 

144 日治時期司法官的廉潔性及操守，由於在官僚體系中地位崇高，初任時即為奏任官，俸給優厚，

擁有較佳的客觀條件，維持廉潔不貪。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18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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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審查方式轉換資格，145未通過者，並未就此斷絕資格轉換管道，仍留有

「試驗」管道，台灣人、日本人代書人皆十分熱中於資格轉換。台南地方法

院嘉義支部轄下嘉義街原有27位代書人，10位日本人代書人除1人外，其餘9

人皆向嘉義支部提出「志願」(申請)， 17位台灣人代書人「全部志願」。經

法院就代書人「經歷技倆，細為詮議」，146台灣人僅7名通過審查，通過率僅

四成一，不及半數，日本人全數獲得認可。日本人通過的銓衡比率比台灣人

為高，但就此結果即認定是殖民統治下的差別待遇，則未免太過單純。 

法院審查資格時，確實曾考慮過計有代書人的「能力」問題。台南地方

法院於6月23日「再對於前回落選者，施以試驗……嘉義郡代書人組合中，

志願者多至十餘名，皆於廿三日前往受驗，合格者便得為代書人云」。147雖不

能保證法院當局全然沒有出於照顧日本人的情感，顯然當初在詮議資格時，

確實曾考慮執業能力問題，並無阻斷台灣人邁向司法代書人之途，否則何以

還要替台灣人代書人另外舉辦一次考試。台北、台南地方法院各自對原有代

書人進行資格審查，未獲認可者，除參加考試獲得認可外，似有不服地方法

院認可結果提起訴願，148但提起訴願者應屬少數。 

1923年以後若有意成為司法代書人者，向地方法院提出認可申請時，經

法院銓衡委員銓衡之後，由地方法院長認可，在此所謂「銓衡」大抵是指通

過考試；台南地方法院在監督規程中另定：「曾任裁判所書記或法院書記者，

或通過裁判所書記登用試驗、普通試驗及第者，得不經前項銓衡給與認可」，

                                                      
145

〈司法代書人 認可された台北市の〉，《台灣日日新報》，1923年4月5日，第2版；〈中壢．

代書人認可〉，《台灣日日新報》，1923年4月8日，第4版。 
146 〈諸羅特訊．司法代書〉，《台灣日日新報》，1923年3月19日，第4版。 
147 粗體為筆者所加。〈諸羅特訊．考試代書〉，《台灣日日新報》，1923年6月26日，第6版。 
148 司法代書人的認可是否為得提起訴願之事項，以及高等法院是否為訴願機關，《台法月報》上

曾有文章討論。該文認為司法代書人認可，屬訴願法中有關拒絕或取消營業許可事件，代書業

是依法律或命令對從事該業所為一般之限制，故此營業許可事項屬於對特定人解除法令限制之

行政處分；另依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院長對於院內一般事務具有指揮監督之權，上級法院長

負責監督下級法院行政事務。為求匡正此一行政處分，得向地方法院的上級官廳即高等法院提

起訴願。孟浪學人，〈司法代書人不認可に對する訴願〉，《台法月報》17:8(1923.8)，頁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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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退休時免經銓衡取得司法代書人資格，149故司法代書人中不少是法院書

記退休；至於非書記退休者，則主要是參加法院不定期舉辦的公開試驗，此

考試經常法院認為有必要時才舉行，這也引來有意從取得司法代書人資格的

台灣人激烈批評(詳見本章第三節)。 

由於考試並非每年定期舉辦，常令有志者引頸期盼司法代書人考試到

來。還有人著急地在報上投書欄詢問「司法代書人的考試時間是何時啊？」

1501937年員林郡下30餘名想要參加司法書士考試的考生，聽聞翹首盼望已久

的司法書士考試時間公布時，「無不歡聲雷動」，奮力準備應試。151法院當之

所以沒有定期舉辦試驗，背後的考慮因素是避免市場過度競爭。台北地方法

院長就曾考慮到「衣食足而知禮節」問題，司法代書人的業務報酬要足以維

持生活，才能避免弊端發生，即便當下「志望者激增」，除非是地方缺員或

人口增加土地交易繁榮等致使司法事務增加之外，法院基本上「採取不增加

司法代書人的方針」；152台南地方法院的情形也是如此，孫江淮先曾回憶道：

「政府都看各地大小，限制名額，不能夠太氾濫。如果是法院出張所所在地，

名額會比較多一些，其他鄉村地區就很少了。」153 

這難怪聽聞考試消息宣布，台灣人無不雀躍歡喜，反應相當踴躍。以下

僅就目前資料所見，整理報紙上有關司法代書人考試的新聞報導： 

                                                      
149 這也表示若能通過司法代書人試驗者，其法律知識水準和在法院內任職的書記應不相上下，詳

細的試題內容分析，詳見下章討論。「台南地方法院司法代書人監督規程」第二條，收於「孫

江淮文書」。 
150 〈ウヱるカム〉，《台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19日，第2版。 
151 〈待望の司法書士試驗は廿八日〉，《台灣日日新報》，1937年11月24日，第5版。 
152 〈昭和八年六月四日定期總會席上にける伴野法院長閣下訓示要旨〉，《台灣司法代書人會報》

第17號(1933.8)，頁1-2。 
153 王泰升、吳俊瑩、劉恆妏、曾文亮訪問；吳俊瑩記錄，〈孫江淮先生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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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日治時期司法代書人考試 

年份 法 院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錄取率 備註 

1923 台北 約200名 — — 
針對未通過銓衡之代書人舉辦

考試 

1925 台南 30餘名 2 約5% 
台灣人20餘名應試，錄取台灣

人、日本人各1位 

1930 台北 — — — 考試通知 

台北 150餘名 10 約6.7% 錄取2位日本人，8位台灣人 

1931 
台南 200餘名 — —  

1934 台中 102名 — —  

1935 台中 118名 — —  

1936 台中 80餘名 — —  

1937 台中 — — — 考試通知 

附    註：1.「—」代表無資料。 
          2.本表並非歷次考試舉辦記錄，僅為筆者目前資料蒐集所及。 
資料來源：1.《台灣日日新報》1923年6月2日，第5版；1925年9月24日，第4版；1930

年9月16日，第1版；1931年9月11日，第4版；1934年3月22日，第4版；

1935年8月26日，第2版；1936年7月18日，第8版；1937年11月24日，

第5版；〈本年ニ於ケル司法代書人試驗ノ合格者〉，《台灣司法代書人

會報》第12號(1931.12)，頁63-64。 

 

從表3-4可知司法代書人考試幾乎都會吸引百位以上的考生前來，1931

年台北地方法院的司法代書人考試報名人數150餘名，錄取率僅6﹪，顯示法

院當局對於司法代書人的考選相當嚴謹，並不浮濫錄取。因此透過考試錄取

司法代書人者，應屬箇中翹楚，學識能力具有相當水準。 

考試內容方面，以台南地方法院1931年司法代書人考試為例，考試科目

包括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與登記手續，考試時間4小時；自備筆墨紙硯；

遲到、服裝不整不准入場。1541934年台中地方法院的考題則有三：第一題是

關於以監護人身分代未成年者處理家政，有關所有權買賣登記申請書籍所屬

                                                      
154 〈台南州下代書試驗〉，《台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11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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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類；第二題是超過法定利息之借金請求訴狀；第三題是作成侵入住居及傷

害告訴狀。考試內容與執業內容相關，以實例題方式測驗書狀作成能力。據

曾參加台南地方法院司法代書人試驗的孫江淮先生表示：考試時是以白紙作

答，若非兼具實務以及學理知識，殊難作答。155詳細的考試內容分析及其意

義，將於第四章詳細討論，在此暫時不論。 

司法代書人考試時引來的熱烈迴響與殷切期盼考試來到的反應看來，反

映出一股投身法律工作的時代氛圍。學習法律、從事法律工作，對於出生於

日本時代的台灣人年輕人來說，似乎是邁向充滿希望、前程似錦未來的敲門

磚。在龍瑛宗的小說〈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我們看到這種期待、興奮之

情。在這篇成名作品中，156主角陳有三出生被描述是出身貧寒家庭，將通過

辯護士考試當作人生追求的終極目標。陳有三的父親省吃儉用攢下了1,300

多圓讓他完成中學學業，畢業後好不容易在覓得街役場會計助理一職，他不

以此為滿足，勤奮讀書，心想靠著「靠自己的頭腦和努力能夠開拓自己的境

遇」，「立志到明年要考上普通文官考試，以十年計劃要考上律師」。雖然陳

有三的理想最後消磨在現實環境與身分宿命中。但以學習法律做為晉身之階

是「青少年常有的偏激熱情的夢想」。157龍瑛宗的小說印證「乙未戰後新生代」

158把從事法律工作，當成是平步青雲，出人頭地的選項。 

當時可在報上見到有穩定工作者，如任職街庄役場或是法院通譯、書

                                                      
155 〈在台中地方法院考試司法代書人 合格州到者凡百二名〉，《台灣日日新報》，1934年3月22

日，第4版。 
156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收於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 中文卷第一冊小說集(1)》(台

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6)，頁1-48。 
157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頁11。 
158 「乙未戰後新生代」是周婉窈自George Kerr的想法脫胎而來的用詞。George Kerr將日治時代台

灣人口的組成以1937年蘆溝橋事變做為歷史關照的起點，將台灣分成老一代、中年一輩和新生

一代，在此所謂乙未新生代即是1885-1915年出生的人，這一代約莫出生於甲午戰爭前後，在

台灣本土接受新式教育或至內地留學的年輕人，這個世代在觀念上顯然異於其父執輩。龍瑛宗

出生於1911年，落在乙未新生代的世代之內。〈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主角陳有三的學經歷，

有那麼一點龍瑛宗的自敘味道。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自立

晚報出版社，1989)，頁13、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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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財務主任者，通過司法代書人考試，「一戰及第」後，辭退原職，隨即

改任司法代書人。司法代書人的吸引力似較基層公職來得大，能通過司法代

書人考試合格者，當時普遍認為「前途大有希望」。159 

司法代書人試驗及第，在地方上也會引起一陣騷動，開宴慶賀一番，對

於「法中權利循規則，筆下精神去禍胎」的司法代書人工作，一般人對此不

錯的社會評價。160對絕大部分家無恆產，缺乏財力的台灣人來說，到日本留

學習法是遙不可及的夢想，但同樣是「國法」認定保護下的司法代書人，卻

是一個抓在手中，可能實現的夢。 

五、 司法代書人的可親性(accessibility) 

  當司法代書人制度在台灣確立，對於法規以及資格取得有了初步認識

後，那麼日治時期究竟有台灣民間社會有多少司法代書人，其數量及分布觀

乎人民接觸往來的便利性，以下討論除關照台灣本地社會之外，由於司法代

書人制度陸續在1920年代施行於朝鮮、樺太，故本文也將比較三地司法代書

人所能提供的服務量能，進行日本帝國內跨地域比較。 

  1923年4月1日司法代書人法施行於台灣，當年底台灣三所地方法院(台

北、台中、台南)認可了494位司法代書人，台灣人272人，日本人222人。161隨

後人數緩步上升，維持在550人的左右。 

  就表3-5來看，全台的司法代書人數在1940年以前，總量控制在550人左

                                                      
159

〈合格代書〉，《台灣日日新報》1936年8月7日，第8版；〈司法書士試驗合格〉，《台灣日日

新報》1938年5月25日，第9版；〈朴子林金臻氏代書業を開業〉，《台灣日日新報》1932年2
月2日，第3版。 

160 「爭榮喬梓盛筵開，賀客登堂樂飲醅。湖海尚存豪氣在，頴川長聚德星來。法中權利循規則，

筆下精神去禍胎。更有千金求駿骨，前途莫道小龍媒。」林耀亭著、呂嶽編，〈賀陳清添君司

法代書及第〉，《松月書室吟草》(台北：龍文出版社據昭和15年(1940)台中林湯盤排印本影印，

1992)，頁98。 
161 計算自〈司法代書人認可〉，《台法月報》17:6(1923.6)，頁80-83；〈前號司法代書人補遺(台

南地方法院)〉，《台法月報》17:7(1923.7)，頁66；〈司法代書人新認可人員〉，《台法月報》

17:8(1923.8)，頁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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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即便人們從業意願頗高，但法院當局不願意見到過度的職業競爭，司法

代書人人數，隨著法院登記所的增加而成長。1922年全島計有30處法院登記

所(出張所)，1940年有38處，162司法代書人的人數也從不到500人，增加至550

人。就司法代書人的主要競爭對手——行政代書人數變化而言，當司法代書

人增加時，行政代書人的人數連帶提高。1935年以後行政代書平均人數達730

餘人，人數約是司法代書人的1.4倍，說明了何以司法代書人，一再要求當局

取締行政代書。 

                                                      
 162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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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法律事務從業人數(1923-1940) 
時間 辯護士 公證人 司法代書 行政代書 辯護士事務員

1923 109 0 494 339 154

1924 115 0 496 348 174

1925 124 0 501 389 160

1926 126 0 482 154 139

1927 129 4 481 439 169

1928 138 4 475 459 201

1929 145 4 496 478 199

1930 143 4 504 467 214

1931 160 5 493 619 -

1932 171 6 525 643 263

1933 175 6 551 668 268

1934 177 6 550 666 328

1935 155 7 548 678 304

1936 138 7 545 747 293

1937 137 7 546 748 275

1938 137 7 570 771 269

1939 138 7 565 716 266

1940 143 6 573 730 229  
   說    明：辯護士人數由於各統計資料人數不一，在此採用曾文亮就台灣總督

府府報、官報所登載資料統計所得人數。 
資料來源：王泰升、曾文亮，《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頁70-71；台灣總

督府官房法務課，《台灣法務形勢一覽》(台北：編者，1938)；台灣

總督府法務部，《台灣司法一覽》（台北：編者，1941），頁26-27；台

灣總督府編，《台灣總督府第三十四—四十四統計書》（台北：編者，

1930-1940）。 

 

  司法代書人的族群比例方面，受限於資料，僅能約略勾勒以明其要。就

整體趨勢來看，台灣人司法代書人的比例逐漸提升。1923年日本人約占全台

司法代書人總數的45﹪；1938年台灣人359名已遠甚於日本人186名，日本人

所占比例降至34﹪。若以個別地方法院來看，台南地方法院所屬日本人司法

代書人之人數在1930年代後期節節下滑，已不及百人，台灣人一直維持在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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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左右，成為台南司法代書人界的主力(表3-9)。但台北地方法院略有不同，

因日本人相對集中於此，族群比比例並無台南地方法院差距如此之大。以

1939年為例，台北地方法院所屬司法書士有95名，當中54名台灣人，略多於

日本人的41名。163由上述的資料，大致可以推斷在1930年代中期以後，司法

代書人的族群結構中以台灣人為主，在南部地區台灣人人數比日本人更具優

勢。 

 

就司法代書人的分布而言，若用1938年一份載有全島司法代書人事務所

所在地名簿來看，其分布頗為平均。各州廳下的「市」中，不消說當然是司

法代書人的集中地，其餘全島267個「街」、「庄」中，45.3﹪的街庄中有司法

代書人提供法律服務，164其中不乏人口稀疏、遠離主要都市的各「庄」，從近

山到沿海、本島到離島，165越過中央山脈到後山台東新港、關山，都可見到

司法代書人的蹤影。故司法代書人是以法院30餘處登記所(出張所)為據點，166

平均散佈在全島市鎮中。就同為提供法律服務的辯護士分布來看，從日治初

期開始，辯護士雖無集中在台北市，仍主要分布在法方法院或支部所在地，

167如宜蘭、花蓮港、新竹、台中、台南、嘉義、高雄等主要城市中，地方街

庄雖有辯護士事務員出沒招攬生意，很難與辯護士有直接接觸。前述法院或

支部所在地，通常是人口數超過2萬以上的城市，但日治時期人口超過2萬以

上的都市人口總和，至日治末期尚不及全島人口的20﹪，168但辯護士卻多集

中幾處設有法院的主要城市中，全島在大城市以外地方，有賴司法代書人提

                                                      
 163 〈台北地方法院所屬司法書士名簿〉，《台灣司法書士會報》20(1939.8)，頁46。 
 164 1938年計有3街、118庄中無司法代書人。 
 165 1933年的澎湖廳，在民間似僅能由司法代書人取得法律服務，當地連一位辯護士事務員都沒

有，更別說是辯護士了。澎湖廳警務課編，《澎湖廳警察要覽》(台北：編者，1933)，頁73。 
 166 直至日治末期，全島計有39處法院出張所辦理登記業務。法院及出張所數目變化見王泰升，

《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162。 
167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189-190。 
168 章英華，〈清末以來台灣都市體系之變遷〉，收於瞿海源、章英華主編，《台灣社會與文化變

遷》(台北：中央硏究院民族學硏究所，1986)，頁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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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法律服務。 

因此就分布言，司法代書人深入地方街庄，對日治時期尚未有明顯都市

化的台灣，在取得法律服務方面，將扮演更為重要的角色，填補了街庄法律

服務的缺口，169人們接觸司法代書人的機會應比辯護士高出甚多。就台灣與

日本內地比較，台灣的辯護士人服務機會較內地日本相差甚多，170故台灣的

司法代書人在法律生活上影響力可能比內地司法代書人為高。在台灣，人們

一旦習慣司法代書人提供法律服務，地方上的司法代書人因故被取消許可的

話，對生活也不免產生影響。171 

  若就辯護士與司法代書人服務人口數來看，司法代書人可親度遠較辯護

士為高。表3-6顯示1930-1940年這11年中，平均每9,800人就可以分配到一位

司法代書人，但每35,000人才只分配到一位辯護士，兩者差距將近3.6倍，日

治末期隨著辯護士人數日益減少，司法代書人數仍在維持一定數量，平均約

每萬人可分配到一位司法代書人，但將近4萬人才分配到一位辯護士。因此

司法代書人所能提供的法律協助服務機會，顯然較高出辯護士甚多。值得注

意的是，行政代書人數與司法代書人同步成長，人數較辯護士與司法代書人

為多，三者的從業人數多寡，說明進入門檻的高低之別。 

                                                      
 169 此外如北部的深坑、石碇、石門、新埔、後龍、卓蘭；中部的內埔、神岡、新社、大肚、溪

洲、鹿谷；南部的玉井、將軍、燕巢、里港、枋寮等偏遠地帶都有司法代書人提供服務。〈附

錄．本島辯護士、公證人、司法書士名簿〉，《台法月報》32:1(1938.1)，頁9-23。 
 170 1920年代以後，在台灣平均每45,000人才能分配到一位辯護士，較日本內地平均每12,000人即

可分配到一位辯護士，遜色許多。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191。 
 171 1939年竹南街兩位司法書士，就祭祀公業登記申請賄賂登記所主任，遭取消許可，竹南一時

間「進入司法書士的飢饉時代」。〈贈賄の四司法書士いづれも檢察局送り〉，《台灣日日新

報》，1938年11月8日，第7版；〈司法書士開業〉，《台灣日日新報》，1939年3月22日，第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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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台灣能分配到一位司法代書人、辯護士、行政代書人之人口數 

 司法代書人 辯護士 行政代書人 

1930 9,284(504) 32,721(143) 10,019(467) 

1931 9,744(493) 30,025(160) 7,761(619) 

1932 9,390(525) 28,830(171) 7,667(643) 

1933 9,184(551) 28,917(175) 7,576(668) 

1934 9,445(550) 29,350(177) 7,800(666) 
1935 9,700(548) 34,294(155) 7,840(678) 

1936 10,003(545) 39,506(138) 7,298(747) 

1937 10,273(546) 40,942(137) 7,499(748) 

1938 10,082(570) 41,949(137) 7,454(771) 

1939 10,435(565) 42,724(138) 8,234(716) 

1940 10,606(573) 42,500(143) 8,325(730) 
說    明： 括弧內為從業人數。 
資料來源： 台灣總督府法務局編，《台灣司法一覽》(台北：編者，1941)，頁26-27 ；

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總督府第三十四—四十四統計書》(台北：編者，

1930-1940)；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

計提要》(台北：編者，1946)；王泰升、曾文亮，《二十世紀台北律

師公會會史》，頁70-71；表3-3。 

   

  若以日本帝國為範圍來看司法代書人制度，台灣雖沒有在1919與日本同

步施行司法代書人法，選擇在1923年施行做為施行日本民商法的配套；朝鮮

則略晚台灣1年，1924年11月底向內閣提出司法代書人法制令案，理由書中

認為司法代書人做為司法補助機關，有必要透過「司法代書人法」確立制度。

制令案的附件中添附1922年代書從業人數，計有3,284人，172對照1925年朝鮮

                                                      
 172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朝鮮司法代書人令制令案」，《公文類聚．第四十八

編．大正十三年．第三十三巻》，A0120053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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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針對司法代書人數的統計合計有2,196人，173似乎朝鮮裁判所也對既有代

書人做了一番篩選。樺太(庫頁島)也在1929年由司法大臣向內閣提出施行司

法代書人法之勅令案，並於勅令案中提出預定認可人數，立法之初即有意限

制從業人數。174故就日本帝國來看，內地司法代書人法，約在1920年代施行

於台灣、朝鮮、樺太，175為該地帶來屬於日本式的司法代書人發展脈絡。 

  那麼台灣與的司法代書人與內地及朝鮮相比，情況又是如何？囿於內地

司法代書人統計資料僅見1931、1936年數字，表3-7的比較略有缺憾。在台灣

平均約每9,300人可以分配到一位司法代書人，比朝鮮平均每7,900人就有一

位司法代書人略微遜色，而且司法代書人在朝鮮人數增加比台灣為快，若與

日本內地不完全的統計資料相比，1936年朝鮮的司法代書人所能提供的服務

機會較內地為佳。就同為殖民地的台灣與朝鮮而言，朝鮮人司法代書人提供

法律服務的機會，比台灣甚至日本內地為佳。台灣、朝鮮辯護士人口均不及

日本內地，司法代書人在辯護士服務能量相對較低當地社會中，提供較多的

法律服務機會，在法律生活上的比重上勢比內地為高。176 

                                                      
173 朝鮮司法代書人中，日本人458人、朝鮮人1,738人，日本人在朝鮮司法代書人界中，比例大約

在20﹪，且呈逐年遞減趨勢。朝鮮總督府編，《朝鮮司法一覽》(朝鮮：編者，1932)，頁17。 
174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司法代書人法ヲ樺太ニ施行ス」，《公文類聚．第五十

三編．昭和四年．第三十三巻》，A01200603500。 
175 台灣(1923年勅令第41號)是外地中最早實行司法代書人法，朝鮮(1924年制令第5號)、樺太(1929

年勅令第28號)二地略晚於台灣。拓務大臣文書課，《朝鮮、台灣、樺太、關東州及南洋群島

ニ行ハルル法律調》(東京：出版者不詳，1931)，頁4。 
176 朝鮮平均每68,000人才能分配到一位辯護士的，情況比日本內地與台灣遜色許多，日本內地平

均每12,000人、台灣每45,000人就能分配到一位辯護士。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

頁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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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7：日本、台灣、朝鮮分配一位司法代書人之人口數 

年 度 日  本  台  灣  朝  鮮 

1925 -  8,278   8,661  
1927 -  9,017   8,404  
1930 -  9,284   8,859  
1931 6,858   9,744   8,081  
1933 -  9,184   6,829  
1935 -  9,700   7,603  
1936 8,456   10,003  7,312  

        說    明：1925、1930、1935年因朝鮮舉行國勢調查，人口數較接近實

際數目，其餘年份因採現住戶口統計，實際人口數偏低。 
資料來源：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会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368；內

閣統計局編纂、中村隆英監修，《帝國統計年鑑(51)(52)》(東
京：東洋書林，1996)，頁18-19、14-15；朝鮮總督府編，《朝

鮮司法一覽》(京城：編者，1932、1935、1937)，頁17；金哲，

《韓国の人口と経済》(東京：岩波書店，1964)，頁12-13；
表3-6。 

六、 收費與使用門檻 

  從今日的生活經驗推想，不難推想辯護士和司法代書人的收費應有當差

距，也可能影響到服務對象與階層，以及使用門檻。為了具體感到「差距」

到底有多大，以下將以農民一日所得與相關民生物價做為比較基礎。 

  對於代書人在辦理土地登記的收費，價格雖稱不上非常便宜，仍是在負

擔範圍內。1908年辦妥一件登記申請，含登記申請書、印鑑證明申請、戶口

簿抄本、委任狀、津貼等約費3、4圓。1771912年若請代書人處理一樁土地買

                                                      
177 《法院月報》認為代書人收費太高，考慮到「登記制度前途」，不如全廢代書人，將代書人業

務做為保正役場一部分公務。這似乎是過度憂慮，由第四章討論可知台灣人對登記的積極度，

並沒有受到代書人收費偏高有所踟躕，看重的是登記後的所獲得的權利保障。〈代書人に對す

る苦言〉，《法院月報》2:2(1908.2)，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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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代書費約2.5圓，典權消滅申請約1.12圓。178由當年物價來看，一樁土地

買賣代書費約是水田農夫4天所得，典權消滅約是2天所得，價格不算低。 

  比較1923年以後辯護士、司法代書人二者收費，後者收費顯然便宜許

多。下頁表3-8顯示：以1932年物價而言，委託司法代書人或行政代書人寫「一

張」狀紙或是需要起稿之文書，大約是1公斤多中等豬肉與2公斤砂糖的價

格，知識勞力的價值還不差。 

  1930年代委託司法書士向法院聲發支付命令的督促事件而言，179包括申

請書以及原因事實記載內容，代書料約2.1圓；因買賣而生的所有權移轉登記

申請，以土地一筆、買受人、出賣人各一人的情形下約1.35圓，若遇到好幾

位當事人，或土地筆數較多、事情較為複雜，一件大約需要2、3圓；向法院

或檢察局提出訴狀，每件約3、4圓，180大約是水田農夫或路邊小販2-3天的所

得。181司法代書人的收費雖稱不上非常便宜，如果想要使用法院，與辯護士

前謝金基本行情20圓相較，仍顯得便宜許多，特別是督促事件的書狀如果找

司法代書人來來處理，必更為划算。若就使用法院機關而言，司法代書人提

供了一個較低使用門檻，應該還是在人們可以負擔的範圍內。 

                                                      
178 金額出自1912年阿緱廳日本人代書人高見鄉照的二張領收證(收據)，委託人都是台灣人。王世

慶編輯，《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七輯)》，第493、494件。 
179 此為日本民事訴訟法上的特別訴訟程序，即督促程序事件，其意義及數目之增加，見王泰升，

《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199-201。 
180 福澤平治，〈司法書士の書記料に付て〉，頁76-77。 
181 〈街路取締過酷 小行商人叫苦 屏東街民甚鳴不平〉，《台灣民報》1921年10月6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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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1932年司法代書、行政代書、辯護士收費與民生物資及日薪比較表 

 單位
水田農夫

(日/圓)

臨時小工

(日/圓)

白米

(1公斗)

中等豬肉

(1公斤)

雞蛋

(1個)

白糖

(1公斤)

物資‧薪資 1.2 0.9 0.85 0.72 0.03 0.38

訴狀(張) 0.6 0.6 0.6 0.6 0.6 0.6

登記申請書(張) 0.3 0.3 0.3 0.3 0.3 0.3

起稿文書(張) 0.6 0.6 0.6 0.6 0.6 0.6

定式文書(張) 0.3 0.3 0.3 0.3 0.3 0.3

辯護士 民事單獨部前謝金 20 20 20 20 20 20

司法代書

行政代書

 
資料來源：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表301、

318、320；台南地方法院「司法代書人書記料規則」；「新化郡代書業組

合規約」，收於「孫江淮先生文書」；〈辯護料及手數料決議〉，《台法月報》

17:6(1923.6)，頁79。據孫江淮先生所言，台南前金行情也大約是20圓。 

   

  司法代書人除了在收費上遠較辯護士來得便宜外，就當事人的主觀感受

而言，司法代書人比起辯護士親切許多，更容易接近。台南資深律師黃揚名

在1957年取得資格後，在老律師黃百祿下「拜師」學習時，回憶師傅執業情

形時提到： 

當事人進來時，均先由老事務員接待，問明案情概要，並經過通報後，

老律師始從容自裡面出來，此時當事人已等得敬畏萬分，公費當然好

商量了。182 

黃百祿自1934年以來即在台南職業辯護士，這種主客互動方式，應是延續日

治以來的習慣，人們敬畏辯護士，顯示出彼此距離感。司法代書人的代書館

大門敞開，沒有門房，代書人就坐在門旁等待客人，當事人可以直接與司法

代書人在輕鬆熟悉的氣氛下，討論委託事務。(見圖1)人們對司法代書人有的

是一分尊敬，少了一點隔閡。日治時期對於出入代書館的社會觀感也有所轉

變，據孫江淮先生表示早期代書館都跟當鋪一樣開在巷子裡，人們對於出入

代書館的人大多認為是來賣土地的敗家子，孫江淮開業時將店面設在大馬路

                                                      
182 〈資深律師訪談——黃揚名律師〉，《台南律師通訊》4(1995.21)，第2版。感謝台南律師公會

陳小姐提供此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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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時，還被地方長輩還揶揄一番，問孫先生是不是「起笑」(k'i-siau，發瘋)，

怎有人會把代書館開在大馬路旁？據孫先生言，人們也逐漸意識到來找代書

不只是買土地而已，還兼辦許多手續繁雜的行政代書業務，例如替人請牌即

是「很光明的事情」。1831920、1930年代開業地點，誠如孫先生所言，不需遮

遮掩掩，代書館在行政官廳或法院及其出張所周遭，聚集分布，或隨行政官

廳轉移，184大街之上可見到代書館分布景象。 

 

圖1：1937年台南善化司法書士孫江淮先生代書館 

 
附    註：畫面左邊「

司法
行政孫江淮代書館」，這說明司法與行政代書有別，需特別標

明，請注意當時人們習稱具有傳統味道的「代書館」。 
資料來源：孫江淮先生提供。收於王世雄，《珍藏灣裡街百年影像》(台南：喜年年

攝影，2006)，頁31。 

                                                      
183 王泰升、吳俊瑩、劉恆妏、曾文亮訪問；吳俊瑩記錄，〈孫江淮先生訪問記錄〉。 
184 〈代書移轉〉，《台灣日日新報》，1920年3月16日，第6版；〈彰化．誰是放火〉，《台灣日

日新報》，1930年10月22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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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司法代書人出生背景 

關於司法代書人的出身背景，筆者由日治時期人物誌中輯出130餘筆資

料(參閱附表1)。在90餘筆本島代書人資料中顯示，當中學歷不乏中學校畢業

或法學士，具有保正、甲長、街庄役場助役、組合理監事等經歷不在少數，

或曾任職於法院登記所或擔任法院書記。185不少人亦從事土地買賣直接相關

土地測量業與鑑界業，19位曾擔任過街庄協議員。因此就有限的資料看來，

部分台灣人司法代書人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社會地位，屬中上階層之人。幾位

台灣人司法代書人甚活躍於戰後地方政壇。例如高雄縣「黑派」創始元老——

余登發在日本統治時期最為黯淡困挫之時，因為考取司法代書人執照，經辦

不動產登記業務外，司法代書工作讓他對土地交易有更高的市場敏感度，因

此購入橋頭鄉近百甲的土地，成為日後從事政治活動與經營地方人脈的重要

資本。186戰後初期台東政壇上響叮噹的陳振宗，也曾於日治時期考取司法代

書執照，兼之「蕃語巧妙」頗受原住民信任，在土地測量買賣、訂約、洽商

公務上，對其依賴尤深，陳振宗也從事土地經營，開拓斑鳩農場近百甲以上

的土地，活躍於台東實業界。187 以上兩例雖不能說明整體司法代書人出身，

卻透露出司法代書業與土地仲介買賣的相互關係，在地方社會中具有一定地

                                                      
185 李定山曾言及其家父李奧從原先並不懂日語，後因緣際會進入台中法院擔任工友，憑藉自學當

上法院書記，後調任埔里社土地登記所工作，服務一段時間後請辭，從事司法書士。筆者以為

本例除可說明退職書記轉行做司法代書外，捨穩定書記工作而就司法代書，似乎暗示著司法代

書工作也頗為時人青睞，由後續討論將可發現收入亦是一大誘因。〈李定山先生談家叔李晏〉，

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鄭鳳凰、王美雪、蔡說麗記錄，《日治時期在「滿州」的台灣人》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63-66。 
186 余登發也曾擔任過楠梓庄協議議員。彭瑞金，《台灣野生的政治家余登發》（台北：時報出版

社，1995），頁32-52。 
187 陳振宗(1892-1951)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曾於都鑾及台東公學校擔任教職，後入台

東糖業株式會社當任品評會事務委員；1920年歷任台東街協議會員、台東街助役、通譯。1924
與1935年分別接受總督府表揚。戰後當選台灣省參議員兼農會理事長，並曾獲選為制憲國民大

會代表，1949年擔任首屆民選縣長，不及一年因積勞成疾病逝。施添福總編纂，《台東縣史．

人物篇》（台東：台東縣政府，2001），頁10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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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188 

日本人司法代書人則有不少自行政機關、警界或法院退職後轉任為多。

司法代書人不低的收入應當是吸引他們的重要誘因，由於具備公職經驗，日

本人代書當對作成各式書類應不陌生，加上族群和昔日公職經歷，可以合理

推論日本人代書人與統治當局的關係較為良好。 

八、 司法代書人會的運作與功能 

  相較昔日各地代書人組合，1923 年以後司法代書人會除了做為方便法院

進行管理之外，做為一個法律專業者所組成的團體組織，司法代書人會不論

是在同業集體意識的凝聚與自我定位，顯著不同於過往的代書人組合，呈現

相對積極、活躍態勢。以下將由司法代書人會切入，就上述議題展開討論。 

(一) 司法代書人會的成立 

  有 關「司法代書人會」的組織規定，在司法代書人法以及施行規則中沒

有明訂，而是規定在地方法院的監督規程中。以台南地方法院為例，有關司

法代書人會的設置規定，襲自東京地方裁判所，189賦予地方法院長在司法代

書人會則擬定與會務運作上，擁有極大的介入權力：190 

第二十條 

司法代書人為圖謀其業務處理之統一及改善，得設司法代書人會。 

設置司法代書人會時，所定會則應受地方法院長認可。 

                                                      
188 曾於台南州白河庄擔任司法書士的何繼序，在當地也頗受人敬重，戰後被推舉為白河鎮第二屆

代表會主席。如筆者所訪問之孫江淮先生戰後亦被聘為善化地方的調解委員、司法保護會輔導

員。資料來源： 
http://163.26.131.129/hometown/html/02/0204/man.htm#%A6%F3%C4~%A7%C7(拜訪日期

2006.7.15)；「孫江淮先生文書」。 
189 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頁326。 
190 收於「孫江淮先生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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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代書人會會則受認可方生效力。 

會則變更準用前二項規定。 

第二十一條 

  司法代書人會得於每地方法院支部管轄範圍設立支部。 

第二十二條 

  司法代書人會召開會員總會時，應由會長事先向地方法院長報告開

會時日、地點以及會議事項。 

  會長需儘速將決議要旨向地方法院長報告。 

第二十三條 

  地方法院長無論於何時皆可蒞席總會，或指定地方法院支部判官一

人或上席判官等其他人出席。 

第二十四條 

  地方法院長得向司法代書人會提出諮問。 

第二十五條 

  各司法代書人若認為其他司法代書人其業務處理有不適當、明顯行

為不軌或違背司法代書人會則時，應向地方法院長報告。 

司法代書人會的設立是由司法代書人發起，經法院認可成立，並無強制規定

成立司法代書人會，昔日以府令發布代書人取締規則中，倒是有將成立「組

合」納入規定中。191 

  雖無硬性規定成立司法代書人會，或許基於過去「代書人組合」的歷史

經驗，就目前所掌握資料來看，台北與台南法院所屬司法代書人積極運作司

法代書人會的成立。在台北，司法代書人法施行不久，長期擔任台北代書人

組合長的青柳俊夫，迅速召集新竹與宜蘭同業，向法院提起設置司法代書人

會申請，1923 年 4 月 15 日在台北江山樓召開成立大會；192台南地方法院所

                                                      
191 明治44年府令第1號「代書人取締規則」第9條。 
192 青柳俊夫，〈司法代書人會創立十周年記念に就て〉，《台灣司法代書人會報》17(1933.8)，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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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司法代書人會也在同年 7 月左右成立。相較台灣的司法代書人們積極運作

成立公會組織，內地部分地區的司法代書人會，倒是由法院方面派出書記出

面主導成立，沒有台灣司法代書人來得積極。 

司法代書人會採自由參加，雖無強制入會規定，但從業者皆有加入公

會。台南地方法院所屬司法代書人會每年會員名簿中，都會登載會員加入、

廢業、死亡、事務所移轉等異動資料，顯示司法代書人會能夠掌握會員動向。

至於加入公會目的，據孫江淮先生回憶，目的在方便政府管理，而且「同業之

間也比較不會亂來」193。當然除監督功能外，法院登記所主任書記也會透過司

法代書人會轉發登記注意事項，以利法律事務順暢進行。194 

在本島台南、台中、台北三個司法代書人會中，台灣人會員在人數上雖

占有絕對優勢，卻沒有反映在領導階層的組成上。以筆者掌握較多資料的台

南司法代書人會為例，日本人司法代書人數向來不及台灣人，1940年代以

後，台灣人會員人數已經是日本人的四倍時(表3-9)，會長、副會長清一色還

是日本人。若與同為法律專業人士團體的台北辯護士會相比較，台灣人辯護

士在人數較少情形下，1936年後仍屢有獲選副會長，195這或許與台灣人代書

在學歷等較不顯赫、公職經驗較少有關。 

 

                                                      
193 王泰升、吳俊瑩、劉恆妏、曾文亮訪問；吳俊瑩記錄，「孫江淮訪問記錄」。在孫江淮先生文

書中，找到一張昭和7年加入司法代書人會時，所發給的10圓「加入金」收據，同年也是孫先

生獲得司法代書人認可之時。就孫先生提供的資料來看，每年名簿中都會登載會員異動名單，

因此可推斷司法代書人基本上都有加入司法代書人會。 
194 〈新竹支部登記所ニ於ケル登記申請上注意事項〉，《台灣司法代書人會報》10(1930.4)，   

頁72-76。 
195 台北辯護士會中，台灣人辯護士在學歷方面，除蕭祥安一人以自學取得資格外，其餘皆畢業於

日本內地大學，當中不乏帝國大學畢業者，學歷上可說與日本人平起平坐。詳細的台北辯護士

會的幹部組成分析參見王泰升、曾文亮，《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頁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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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 :台南地方法院司法代書人人數(1932-1940) 
內地人 本島人 合計

1932 101 125 226

1933 100 129 229

1935 98 133 231

1936 96 132 228

1937 95 133 228

1939 90 137 227

1940 75 138 213

1942 32 110 142  
資料來源：日本人與台灣人人數，由筆者逐一核對累計名簿中姓名而得。另1942

年台南司法書士會人數急遽減少之因在於1940年12月20日，原台南

地方法院高雄支部升格為高雄地方法院，1942年台南司法書士會會

員統計中，不再計入高雄地方法院所屬司法書士。〈高雄法院獨立 
二十日から裁判事務開始〉，《台灣日日新報》1940年12月19日，第

2版；台南司法代書人會編，《司法代書人名簿》(台北：編者，1932、
1933)；台南司法書士會，《司法書士名簿》(台北：編者，1935、1936、
1937、1939、1940)；洪波浪、吳新榮主修，《台南縣志  卷四政制

志》(台北：台南縣政府，1980)，頁58。 

 

日治中後期台南地方法院所屬日本人與台灣人司法代書人人數從不相

上下，但日本人人數逐年遞減，台灣人在人數上雖占有絕對優勢，正副會長

卻多由日本人擔任(表3-10)，查其經歷，多數是法院書記退休，與法院關係

密切。以司法代書人會的幹部結構中，以日本人為主的領導結構持續日本統

結束，據筆者所訪問孫江淮所得，台南司法代書人會長也向來是由日本人擔

任，但孫江淮先生也說：「會長也沒有什麼權力，有義務而已」，道出台灣

人對會長一職的「務實」態度。在以日本人為主的法院人事結構中，以具有法

院書記背景退休者出任會長，或許能收到較好的溝通效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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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1930年全島司法代書人會正副會長 
司法代書人會 姓   名 經   歷 

會  長  野元堅助  
副會長  宮本彌久次 警部、台南地方法院書

記、檢察官代理 台南 
嘉義支部 
副會長  佐藤仙一郎 

法院登記所書記 

台中 會  長  田栗庄市  
會  長  青柳俊夫 法院書記、警部、檢察官

代理 
副會長  田中邦太郎 法院書記 
新竹支部 
副會長  池松安虎 

郵便電信局書記 台北 

宜蘭支部 
副會長  上田熊喜 

臨時台灣土地調查局雇，

不假外出遭解雇 
資料來源： 
1.《台灣司法代書人會報》第11號(1930.8)，目次頁前。 
2.「宮本彌久次（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官代理ヲ命ス）」，《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3457-28，頁157-158；「恩給證書下付（青柳俊夫）」，《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2217-15，頁194-205；「通信書記池松安虎昇級ノ上依願免官ノ件」，《台灣總督府

公文類纂》1124-61；「雇：上田熊喜（御用濟解雇）」，《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4332-122，頁416-421；「恩給證書下付（田中邦太郎）」，《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3012-13，頁184。《南部台灣紳士錄》，頁581。 

   

  司法代書人會的在定期的年度總會或臨時召開協議會的協議會上，除每

年度收支決算及幹部選舉例行事務外，針對會務以及同業的發展，也曾作成

不少決議與建議案。在決議事項中，司法代書人最為關心地下代書(密代書)

的取締問題，196多數「密代書」即是行政代書人。因此在司法代書人總會決

議中，除建請法院嚴格取締「密代書」外，呼籲會員將密代書視為侵害同業

利益的共同敵人，不可與行政代書勾結、協議分配利益，或甚至於自宅容許

                                                      
196 〈昭和八年六月四日台北地方法院所屬司法代書人會第六回總會ニ於ケル決議事項〉，《台灣

司法代書人會報》17（1933.8），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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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代書「共業」。為防止司法代書於與密代書勾結，台北地方法院新竹支部

司法代書人會，曾決議要求司法代書人對於閱覽登記簿或登記代理申請等司

法事務，除當局認可筆生外，決不可假手他人，197不應由家中長男或兄弟代

為處理，若忙不過來，應委同業複代理，同時呼籲全體司法代書人相互監視。

遏阻密代書，隨時將不良行為報告法院或副會長，以便處理。198 

  除建議取締無照代書外，司法代書人會也起了法院與司法代書人的轉承

溝通功能，針對業務問題向法院提出建議。代為轉達法院登記所對於登記申

請、訴狀做成等的指示；199法院登記係和出張所也常透過司法代書人召集轄

下司法代書人，進行業務說明與溝通意見；200或以司法代書人會名義向法院

提出建言，例如債務人提起支拂命令異議事件之預納金繳納書送達之際，一

併將支拂命令事件號及異議提起者姓名告知債權者；或藉由總會決議請示有

關神明會土地登記問題。201司法代書人會在從業者與登記所的溝通上有其效

果。 

(二) 凝聚司法代書人 

  台南、台中、台北司法代書人會是以地方法院為單位，各自獨立存在，

1926年以台北司法代書人會長青柳俊夫為首，嘗試以發行聯合會報的方式凝

聚、集結全島司法代書人。青柳此舉獲得當時三地方法院及支部正副會長支

持，各正副會長咸認透過聯合發行機關雜誌，有助於同業進行「業務上的意

見交換，專研法律知識研究，養成實力」，並認為機關雜誌有助於「司法代

書諸君氣脈相通，交換知識，謀求業務統一」，讓平日「山河隔絕，決少機

                                                      
197 〈司法代書人新竹支部協議會〉，《台灣司法代書人會報》10(1930.4)，頁68-70。 
198 〈新竹支部司法代書人懇談會錄〉，《台灣司法代書人會報》10(1930.4)，頁61-66。 
199 〈新竹登記所ニ於ケル登記申請上ノ注意事項〉，《台灣司法代書人會報》10(1930.4)，頁72-76；

〈昭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管內司法代書人役員ニ於ケル希望並ニ注意事項〉，《台灣司法代書

人會報》11(1930.8)，頁71-74。 
200 〈彙報．地方通信〉，《台灣司法代書人會報》13(1931.4)，頁64-65。 
201 〈昭和八年六月四日台北地方法院所屬司法代書人會第六回總會ニ於ケル決議事項〉，頁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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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相見的會員，相互溝通意見」，改善司法代書人「唯我獨尊」，傾向「個人

主義」的情形，進而將「全島三地方法院所屬五百同業打成一團」。1927年

將「合同會報」改名為「台灣司法代書人會報」，象徵本雜誌代表的不只是

青柳所屬的台北司法代書人會雜誌，而是跨區域的集體刊物。這份刊物主要

交由青柳俊夫主導，台南、台中司法代書人會以贊助方式支持刊物發行，202發

行初尚有增刊之議，一時頗為蓬勃。然而約在1932、33年左右，台南、台中

司法代書人自會報發行工作中脫離，獨留台北司法代書人支撐會報發行。203 

  青柳俊夫出於個人凝聚對於職業向心力的企圖，嘗試串連全島司法代書

人，雖未竟全功，但這份做為全島司法代書人的刊物，運作將近5年，算是

為全島司法代書人的凝聚跨出了第一步。這種向心力與集體感，或許從會報

發行一事，尚難判定其效果。但1935年「免除營業稅課徵」的請願中，由於

涉及司法代書人的收入，全島有了串連行動。 

1920年基於內地延長主義，殖民政府擬逐步導入繼受西方的日本中央與

地方政府體制，總督府將部分權限移至地方行政機關，另創設地方公共團

體，並以律令創設地方州、廳地方費。204 1920年府令第139號「台灣州稅規

則」中，代書人被視為承攬工作，須繳納營業稅。205司法代書人雖在會報中

長期主張免除營業稅，企圖喚起輿論，但如狗吠火車，並無任何效果，1935

年青柳俊夫見時機成熟，奔走聯絡台中、台南司法書士會，獲得廣泛回應，

                                                      
202 1930年台南司法代書人會曾決議致贈30圓給青柳俊夫，做為編輯會報的慰勞金。〈彙報．台南

司法代書人會役員ニ於ケル決議錄〉，《台灣司法代書人會報》11(1930.8)，頁68。 
203 青柳俊夫，〈會報ノ目的何レニアリヤ〉，《台灣司法代書人會報》11(1930.8)，頁1；青柳俊

夫，〈司法代書人會創立十周年記念に就て〉，頁10。故本文所徵引的《台灣司法代書人會報》

（1935年更名《台灣司法書士會報》），在1933年以後的會報內容，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應台北

代書人會的狀況與發言，此點有必要加以說明。青柳幾是以一人之力，獨自支撐會報的發行，

他主動寫明信片邀稿，掛念缺稿「瀕死」的會報，為此不斷為文呼籲會員共同經營。因為有他，

才為台灣的司法代書人留下吉光片羽的歷史紀錄。 
204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頁166-169。 
205 「台灣州稅規則」第四條：「左列營業視為請負業：一、從事代書、洗衣、點燈業。二、從事

土葬、火葬業。」《台灣總督府府報》號外，大正9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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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中臨時幹部會議以及台南臨時總會上，皆獲得「滿場一致」同意，共同

連署向總督府提出免除營業稅請願，雖然總督府地方課以此請願需經由州

廳，駁回該請願書。206但從集體提出的「請願書」則可見到司法代書人對於

自我職業的詮釋。 

綜合請願書的立論以及相關論述約可歸納為二點。第一，他們認為司法

代書人跟辯護士和公證人一樣，是助長司法事務圓滑順利進行的一種職業，

207與辯護士、公證人職責相同，況且都是在地方法院長的認可和監督之下從

業，營業者視景氣隨意增減價格的營利行為本為法律所嚴禁。因此若將司法

代書人視為「營業」，圖謀私利與私慾，將使司法代書人向下墮落，有失作

為廣義司法機關之職分。208第二，司法代書人從法律適用層面論證，認為課

徵營業稅並不合理，1920年「台灣州稅規則」施行時，並未預料到1923年「司

法代書人法」施行於台灣，因此他們認為「台灣州稅規則」在1923年以後的

課稅對象是依據州廳「代書人取締規則」取得行政代書人資格者，將司法代

書人與行政代書人混為一談，一體課與營業稅，有欠妥當，況且1935年更名

為「司法書士」後，209既不稱「代書」，課徵營業稅已完全違法，況且內地許

多府縣早已不對司法代書人課徵營業稅，210司法書士做為憲法治下的帝國臣

民，雖有納稅義務，但不法的課稅恐悖做為「法治國民之忠」。211 

                                                      
206 青柳俊夫，〈司法書士と課稅免除〉，《台灣司法書士會報》19(1937.6)，頁3-4。 
207 高木岩藏，〈代書人は職業にして營業に非らず〉，《台灣司法代書人會報》17(1933.8)，頁

14-15。 
208 青柳俊夫，〈司法機關は納稅の義務ありや〉，《台灣司法書士會報》18(1935.6)，頁5-7。 
209 司法代書人在1935年更名為司法書士，青柳曾上京旁聽法律案的討論，指出當初提案理由為司

法代書人作為司法輔助機關，居於重要司法事務書類做成之角色，「代書人」並不能適切地說

明司法代書人所角色，對從業之人具有輕蔑意味，為求代書從業人士圖謀地位之向上發展，有

必要更動法律名稱。青柳俊夫，〈昭和十年二月十日上程〉，《台灣司法書士會報》18(1935.6)，
頁3-4。 

210 包括東京、神奈川、愛知、三重、北海道、大阪、奈良、長野、兵庫、福岡、大分、山口、群

馬等各府縣。台北、台中、台南地方法院所屬司法書士一同，〈請願書〉，《台灣司法書士會

報》19(1937.6)，頁6。 
211 台北、台中、台南地方法院所屬司法書士一同，〈請願書〉，《台灣司法書士會報》，頁4-7。 



 第三章  日治時期代書制度的建立與變貌  121  

  以上雖然是司法代書人為求免除營業稅的發言，連署簽名的同時，象徵

著對於職業定位的集體認知，認為自己從事的業務，乃是做為廣義司法機關

的一環。透過此次營業稅免除請願連署，不僅是為自己的職業性質做出集體

詮釋，讓全島司法代書人採取集體行動，同業連帶感隨切身利益隨之增加。 

 

第三節  司法代書人執業情形 

一、 代書業的分化與同業內部的磨合 

1923年司法代書人法對代書業最立即的影響，即是讓代書行業內部產生

分化，區分為司法與行政代書人。1930年9月20日《台灣新民報》的報導了

一則警察妨礙司法代書人營業之事，透露出許多有趣的訊息。司法代書人林

子兔原是在台南地方法院嘉義支部擔任通譯，辭職後得到法院長的認可，在

鳳山街開業，掛起司法代書人的看板。某日，當地派出所巡查巡邏時撞見，

「即說什麼無警察官廳的許可，這個看板是不准掛的」，家人便把招牌收起

來。翌日，林某見狀，異常憤慨，赴派出所向巡查大聲抗議說道： 

原來代書人有行政代書和司法代書的二種。前者才要受警察課的認可

和取締，後者是法院長認可的，監督官廳是地方法院長、法院支部首

席判官、並登記所主任。我是受了法院長的認可，才開業代書的，你

們警吏怎樣干涉我們合法的職業！212 

 警察長時間做為管理代書人的機關，對已經在台實行7年餘的司法代書人

法，仍感陌生。由林某義正辭嚴地向警察強調司法代書人與法院及司法事務

的密切性，顯見司法代書人十分清楚此一區別，司法與行政判然二分。 

                                                      
212 江藤巡查聽後，「自認有錯，不敢再有什麼抗言」，林某回去掛起看板，繼續營業。〈警吏不

諳法規  妨害司法代書〉，《台灣新民報》，1930年9月20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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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年以後因為司法代書人法之故，切割出司法與行政代書人，行政代

書的管理規則與認可乃是根據各地方州廳令而定，由各地警察署長認可並受

其管理。各州、廳令發布「代書人取締規則」213、「代書人取締規則取扱手續」

等，214做為管理行政代書的基本法規，將「代書業」視為警察管理的特種營

業。行政代書人的許可條件大抵沿襲過去的形式資格審查，不外乎素行審

查，包括有無犯罪、破產紀錄以及學經歷，並不再加以考試，主要著眼於其

品行、素行與經歷，215或代書人是否若有過剩之虞、以及台灣人的國語以及

和文文書製作能力，216相對比較重視語言以及市場是否飽和問題，無須經過

一定試驗。 

由於行政代書是由郡守或警察署長許可，交由警察管理，年度總會時，

地方警察課長或警部層級人員都會蒞席，217行政代書人的組合多是以「郡」

為單位，218這與司法代書人是以所屬法院為單位組成公會，開會時由地方法

院長蒞席相比顯有所不同。這種高低之別，隱然也存在於身兼行政與司法代

書人的心中，員林郡行政代書人定期總會召開時，蒞席警部特別訓示兼司法

代書之行政代書人，勿輕視僅係行政代書之同業。219這番說詞，透露做「司

法」的代書人，在自我觀感上自認在行政代書人之上。 

                                                      
213 如大正11年台東廳令第二號「代書人取締規則」，將州廳管轄許可的代書人定義為：「本令所

稱之代書人是指依據法令接受他人委託向官公署提出書狀，或其他權利義務、事實證明關係等

書類為業之人」。台東廳代書人取締規則較其他州廳令為特別是：接受生蕃人關於土地關係代

書委託時，應先經由支廳許可。台東廳警務課編纂，《台東廳警務法規》（東京：編者，1932）。 
214 高雄州警務部編纂，《高雄州警察法規》（高雄：編者，1923），頁517-520。 
215 台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台灣地方警察實務要論》(台北：無名會社出版部，1931)，

頁170 
216 「代書人取締規則取扱手續」第1條。台中州警務部編纂，《台中州警察法規》(台中：編者，

1930)，頁419。 
217

〈竹山代書總會〉，《台灣日日新報》1931年2月24日，第4版；〈員林代書總會と役員改選〉，

《台灣日日新報》1931年2月10日，第7版 
218 〈新營郡行政代書業組合總會〉，《台灣日日新報》1932年6月7日，第3版；〈新莊．代書總

會〉，《台灣日日新報》1933年4月15日，第4版；〈會事〉，《台灣日日新報》1933年4月22
日，第4版。 

219 〈員林．代表總會〉，《台灣日日新報》1925年2月8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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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政與司法代書的區別，不僅是對代書人心理觀感產生影響，更對行政

代書人業務範圍與收入帶來直接衝擊。1923年以前的代書人可代寫向司法或

行政機關提出之書類，但1923年以後，因司法代書人法的規定，若無司法代

書人資格，尤其是土地登記在當時仍由法院管理的情形下，業務量將萎縮大

半，影響行政代書人生活。1923年之後，若單純只做行政代書，收入與生活

比起昔日艱難許多。新竹就有台灣人行政代書在本業之外，還得另外贌耕土

地為生，220請領代書牌照，只是做為兼業爾；221日本人行政代書人日子同樣

不好過，楊梅郡下某日本人行政代書，從「開業以來，營業一向不振」，因

「生活困難」負債數百圓遠走南部。222這顯示行政代書生活日益艱難，行政

代書人為拓展客源，冒著違法被吊銷牌照的風險，私下與地方上仲介業者聯

手，以二成仲介費做為報酬，藉此拓展客源；223或乾脆「冒籍司法代書人名

義」，為當事人「默寫登記手續書類」。過去代書人的主要收入主要來自登記

業務，少掉登記的收入，影響甚巨。 

一旦法院登記所厲行拒絕受理行政代書人「潛越代書行為」所準備之登

記書類，將可預見行政與司法代書人的對立。1929年彰化、新竹二地就都曾

發生司法代書人與行政代書人的齟齬。事件的導因都是行政代書不滿司法代

書們決議「間接提出登記所之行政書類，非屬行政代書」的業務範圍，這事

關生活問題的決議，讓行政代書們大感不滿，甚言若照司法代書人決議，當

局認可之行政代書之名「終歸無用」。224當時是否受理行政代書作成的登記附

屬書類，個別登記所作法或有不同，但可以預見兩者衝突，不時會浮出檯面。 

1933年台中州北斗登記所依據法院判例，認為登記附屬書類作成屬於司

                                                      
220 〈代書人偽造文書〉，《台灣日日新報》1925年5月29日，第4版。 
221 〈洪鐵氏代書開業〉，《台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26日，第5版。 
222 〈楊梅代書屋夜逃〉，《台灣日日新報》1925年11月17日，第9版。 
223 〈台中特訊．提出陳情書〉，《台灣日日新報》1924年12月8日，第4版 
224 〈行政司法兩代書齟齬〉，《台灣日日新報》1929年3月3日，第4版；〈新竹州行政代書云將

歎願〉，《台灣日日新報》1929年3月24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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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代書人權限，「拒絕」受理行政代書人所做書類，225讓台中州下行政代書人

「大起恐慌」。這次行政代書們在同業黃石秀領導下，準備以切割業務範圍

加以反制，黃石秀與行政代書們有意籌組「純然」行政代書人組合，226藉團

體力量，向當道建議禁止司法代書人越界代辦「行政書類」，並拉高分貝，

提出二點主張： 

一、欲運動司法代書人試驗制度之實施。 

二、要求司法代書與行政代書分離。227 

觀此兩訴求，第二點目的在確保屬於行政代書的業務範圍；第一點要求顯示

在台中地方法院並無舉辦司法代書人公開考試，長期以檢定方式認可，使行

政代書人苦無管道取得資格。 

  黃石秀接著在報上投書，放聲呼籲全面施行司法代書人檢定制度。他在

投書中指出，原本他欣然見到日前內地眾議院通過司法代書人法修正案，規

定司法代書人只有經裁判所長「檢定試驗」合格者才能擔任，他認為只有如

此，才能保障委託者的「權義」(權利與義務)，對於司法機關事務處理上也有

莫大助益，本案卻在貴族院遭到否決，他頗感失望。黃石秀隨後將矛頭轉向

台灣，認為過去法院當局「從來輕視人才，犧牲情實」，以「粗製濫造」給

與認可，導致部分司法代書人「業績不舉」，餬口都有困難。文末他呼籲「徹

底廢除過去有如騙局般銓衡方式，確立司法代書人的檢定考試制度」。228 

《台灣實業名鑑》中可以找到黃石秀的名字，當中記載他是台中「起案

翻譯專門」的代書人。229黃石秀並非不滿司法代書人制度，而是對缺乏進入

管道感到不平。在行政代書人中應該有不少像黃石秀具有能力，卻苦無機會

                                                      
225 〈行政代書人會台中に組織すべく斯業者が檄を飛す〉，《台灣日日新報》1933年6月2日，第

3版。 
226 〈行政代書人爭業務範圍準備歎願當局〉，《台灣日日新報》1933年6月4日，第4版。 
227 〈中州行政代書計畫組織組合〉，《台灣日日新報》1933年6月26日，第4版。 
228 黃石秀，〈公開欄．司法代書人の檢定制を叫ぶ〉，《台灣日日新報》1933年4月15日，第3

版。 
229 台灣新聞社編，《台灣實業名鑑》(台北：台灣新聞社，1934)，頁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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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司法代書人之人，因此行政代書的不滿與反彈，除了是保護自身利益的

反應外，對外考選管道不甚通暢，也是讓有意參加司法代書人考試，卻苦無

機會的行政代書人，不得不起身捍衛自身職業利益的原因吧。230 

二、 行政與司法機關對司法代書業務範圍的看法 

1923年司法代書人法施行之初，台東廳曾就司法代書人與一般代書人的

業務範圍向總督府警務局請示，台東廳長希望能夠對司法代書人法第1條採

取狹義解釋，亦即向法院或檢察局提出之書類，其前置準備附屬書類，例如

廳長之許可書或證明書等可否不納入司法代書的書類範圍，對此警務局也同

意台東廳的看法，採取狹義解釋並無不妥。231但法院的見解似乎與行政機關

有所不同，1928年高等法院上告部曾對司法代書人法第1條的書類範圍做出

界定，法院認為僅具有行政代書人資格者禁止以代理他人向法院提出登記申

請為業，即便是登記附屬書類例如證明書、同意書等，這些書類乃是不動產

登記法所規定向法院登記官吏提出之必要附屬書類，亦屬於司法書類範圍。

2321930年高等法院重申上述看法，對於兩位只具有行政代書人資格的台灣

人，因其多次受委託作成登記書類並向法院提出登記聲請，被法院處以30圓

罰金。233法院的判決嚴格界定司法與行政代書人之區別，行政代書人在法院

的見解中，決不允許代為從事登記申請。高等法院上告部判決，清楚地畫出

司法與行政代書人的職域之別。從判決事實中亦可見看台灣人行政代書人資

                                                      
230 由表3-4來看，1933年以後台中地方法院舉辦司法代書人考試次數，反而較台北、台南地方法

院來得頻繁，這或許與黃石秀同台中行政代書人發起抗議、訴諸輿論的作為不無關係。黃石秀

後來也有取得司法代書人資格。 
231 「司法代書人ト一般代書人トノ業務範圍ニ關スル疑義ノ件」，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纂，《台

灣警察法規(下)》(台北：台灣警察協會，1933)，頁254。 
232 「昭和三年上刑第五八號」。判例研究會，《高等法院判例集 昭和三至四年》（台北：盛文

社印刷，1930），頁140-144。 
233 「昭和五年上刑第一六二三號」。判例研究會，《高等法院判例集 昭和五至六年》（台北：

盛文社印刷，1932），頁295-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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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以從事登記申請為常業，擠壓司法代書人職域 。 

三、 收入水準 

在台灣司法代書人之所以具有相當程度的職業吸引力，最直接的原因在

於豐厚的收入。收入豐厚的原因在於法院當局有控制各地的執業人數的考

量，例如1939年台南司法書士會新進17位會員，同年因歇業、死亡與業務停

止的人數合計13人，234增加與減少數目差距不大，這或許是司法代書人的收

入，維持在一定水準之上的主因之一。 

那麼具體的收入情況如何？由於本島各州廳中僅《台南州管內槪況及事

務槪要》留有代書業收入統計資料，故將以台南州的調查，一窺代書人收入

水準。但本統計書中並無區分司法或行政代書人，表3-11所指「代書人」包

含司法與行政二類代書人，合先說明。 

                                                      
234 「昭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會員異動通知ノ件」，收於「孫江淮先生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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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台南州代書人收入情形(1928-1937)      單位：圓 
年代 族群別 人數 月平均件數 平均月收入 平均年收入

內地人 65 107 79.7 957

本島人 158 52 39.1 470

內地人 63 87 74.1 889

本島人 168 59 40.8 490

內地人 61 89 64.9 779

本島人 180 53 37.5 450

內地人 63 73 84.2 1010

本島人 196 42 50.8 610

內地人 64 69 54.0 648

本島人 210 43 30.7 368

內地人 63 66 52.9 635

本島人 225 41 28.7 344

內地人 61 55 54.7 657

本島人 242 38 26.8 322

內地人 54 53 53.3 640

本島人 252 26 25.6 307

內地人 58 57 57.0 684

本島人 261 29 29.2 351

內地人 59 57 56.5 678

本島人 257 26 25.6 307

1936

1937

1932

1933

1934

1935

1928

1929

1930

1931

 
資料來源：計算統計自台南州役所編，《台南州管內槪況及事務槪要(昭和3-12

年)》(台北：成文出版社復刻，1985) 

 

  從月收入來看，從事「代書業」不論是司法或行政代書，收入水準至少

是一般學校教員或巡查的水準，台灣人歷年平均將近33.5圓，景況好時，1931

年達到月收入50圓的水準。日本人收入更為豐厚，大約是本島代書人的二

倍，可以想見台灣人並不會排斥使用日本人代書人不用。不過，日本人代書

人雖收入較高，但在業務進行上，還必須考慮到其他如「通譯」以及「事務

員」的支出費用，實得收入應稍低於統計數字。 

若單純就司法代書人的收入來看，可能又是行政代書人的數倍之多。以

孫江淮先生為例，在1933年1月他向台南地方法院長田中吉雄的年度業績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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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去年初任司法代書人的他，從1932年2月至12月間，總計承辦1,209件

案子，年收入2250.4圓，頗為豐厚。平均每月110件案件數，相當忙碌，故有

二位筆生協助其業務進行。孫江淮先生的收入雖然相當不錯，但每件平均單

價不過1.7圓，堪稱豐厚的收入，乃是兢兢業業、積少成多的結果，。 

孫江淮先生的收入水準，並非異例，1937年同樣在台南開業的司法代書

人福澤平治指出，台南地方法院轄下司法代書人約220餘名，年收入達3,000

圓以上者10人、2,000圓以上42人、1,000圓以上86人，未滿1,000圓者87人，

福澤與內地長野地方裁判所轄下230餘名的司法代書人比較後發現，台灣的

司法代書人收入遠比內地豐厚。以長野地方裁判所為例，該地竟無人年收入

達3,000圓以上，2000圓以上者只有25人，其餘210餘人年收入約600、700圓

左右。福澤指出台灣司法代書人收入之所以如此豐厚，主因是收費比內地貴

3至5倍所致。福澤也意識到過高的收費，將使人們轉而找花費較低的無照代

書，235或除訴狀或答辯狀等稍微複雜書類外，參考市面上各種書式大全，嘗

試自己完成登記申請等書類，在民間社會普遍感覺代書收費不夠便宜下，過

高代書費反倒不利司法代書人。236 

但有日本人司法代書人難以苟同福澤的說法，他認為內地司法代書人必

須雇用通譯，每月薪水與年節獎金就是一筆不小支出；再者為了保持日本人

的地位與體面，也就有「殖民地滯在經費」的開銷需要，如果考慮到上述情

況，福澤的「高價說」自然解消不存。237司法代書人的高收入水準，乃是法

院當局調控從業人數所致，同業對是否降低收費也有不同意見，無論如何，

收入遠在基層的公教人員之上的司法代書人，應是當時人們稱羨的職業。 

                                                      
235 福澤平治，〈司法書士の書記料に付て〉，《台法月報》33:2(1939.2)，頁76-77。 
236 福澤平治，〈司法代書人某氏と語る〉，《台法月報》26:7(1932.7)，頁72-73。 
237 新法構內新入生，〈司法書士の書記料に付て〉，《台法月報》33:5(1939.5)，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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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職業競爭 

法院當局雖宣稱不願見到司法代書人內部的同業競爭情形，實際情況卻

是同業內部與非法司法代書人外在競爭逐漸升溫。有司法代書人有時為了拓

展客源，並非端坐家中待顧客上門，採取主動出擊，拉攏客戶。青柳俊夫發

現每到新舊年末，同業之間往往展開「顧客爭奪戰」，在交通要道上勸誘客

人上門；或運動人際關係，藉由學校職員、庄役場役員、派出所警官介紹客

源。更「體貼」者，提供來店客戶飲食招待，遠道而來者則供住宿休息。對

於這些無所不用其極的招攬客戶方式，看在當時司法代書人會長眼裡，嚴重

影響同業生存空間，亦失體面。238  

1930年代以後台灣代書從業者日益增加(詳細數字請參閱第四章第一節)，

民間有將近千位的代書從業者，司法代書人僅占其半。人們辦理登記或使用

法院事件量雖然增加，但司法代書人的業務量卻有不增反減的情形，青柳俊

夫分析當中原因在有司法代書人與「密代書」勾結，將自己的印章借給無照

代書使用，從中抽成所致。另外，密代書中除行政代書外，不少還是具有多

年辯護士事務員經驗者，對登記乃至於非訟事件等訴訟書類十分熟稔。239因

此司法代書人不僅要面臨行政代書人撈過界，也要擔心來自辯護士事務員的

競爭壓力。240司法代書人同時還要面對僧多粥少的外在環境變化，1930年代

中葉以後，隨著戰爭時期的到來，民事訴訟案件數逐漸減少；241行政代書或

辯護士事務員這些同業外競爭者，又絕大多數是台灣人，242內地司法代書人

對於外在環境的變化以及台灣人的「壓迫」，感觸尤深。 

                                                      
238 青柳俊夫，〈司法書士の使命〉，《台灣司法書士會報》第18號(1935.6)，頁2-3。 
239 青柳俊夫，〈司法書士に望む〉，頁1-2。 
240 青柳俊夫，〈司法書士に望む〉，《司法書士會報》19(1937.6)，頁1-2。 
241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202-205。 
242 詳細人數可參閱表3-5。辯護士事務所中的事務員在1910年代約為百人上下，台灣人事務員的

比例在由60﹪穩定向上攀升至80﹪，在1925年達到93.8﹪。台灣人事務員在辯護士業務與客源

拓展上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對日本人辯護士尤不可或缺。以上事務員族群比計算自台灣總督

府編，《台灣總督府統計書第十六—四十五統計書》(台北：編者，1912-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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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法院書記退休的司法代書人就曾表現出如此焦慮。他認為不應該只

在代書收費高低多寡等枝節問題上打轉，而要正視內地司法代書人受到台灣

人「壓迫」的事實，當今日本人人數不過台灣人的三分之一的情況下，當局

如果繼續放任，難保有能力的日本人司法代書不會消逝無蹤。243 言下之意似

乎是希望當局控制台灣人的司法代書人數，降低日本人的競爭壓力，並建議

司法當局限制各市、郡下開業人數，實施「定員制」以維持收入水準。此一

「激進」主張，背後有殖民者的優越心態，卻也反映出台灣人司法代書的能

力與競爭優勢。244 

辯護士與司法代書人起初都是日本人占優勢的法律服務職業，但在1930

年代以後，從事辯護士與司法代書人的日本人，同感業務上受到台灣人的嚴

重挑戰，245顯示日本人已經不能獨攬法律服務的提供，在進入門檻較低的司

法代書人界，台灣人勢必帶給日本人更大的競爭壓力，說明台灣人對法律這

種近代性事物的掌握能力，並不亞於日本人。 

五、 職業觀感的轉變 

國家對過去代書人的觀感以「負面」形象居多，約束、管理心態揮之不

去，忽視代書人的正面功能，但司法代書人法施行後，對司法代書人的態度，

統治當局的態度與對外的修辭異於昔日。 

1923年4月15日台北司法代書人會創會成立，台北地方法院長宇野庄吉

親臨致意，致詞時表示「諸君在吾之司法機關占有重要地位，責任既重且

                                                      
243 古參生，〈再び司法書士の書記料に付て〉，《法院月報》33:6(1939.8)，頁76。 
244 有台灣人司法代書人為拓展客源，與地方仲介或周旋業者結合，藉以招攬生意。司法代書人以

二成報酬與周旋業者結合，報稱「郡下所有案件皆歸黃大川之手」，致使內台司法代書人聯名

向法院提出陳請。〈台中特訊．提出陳情書〉，《台灣日日新報》，1924年12月8日，第4版。 
245 1936年在台日本人在小林躋造總督上任時，曾上呈一分建白書，抱怨日本人在商業上受到台灣

人中小工商業者的壓迫，在建議事項中甚有「廢除台灣人辯護士」的訴求。王泰升，《台灣日

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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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246在台北司法代書人會成立大會上，台北地方法院長蒞席，格外引人注

目。司法代書人自警察單位主管監督中分離，法院越發看重司法代書人在輔助

司法事務進行的功能。在官方態度上，一改過去地方警察機關在過去代書人組

合會多是以監督方式臨席，嚴厲重申禁止代書人教唆訴訟或假借名目貪圖代書

料金的訓斥口吻。247當以「法律」來規範代書這門職業後，司法代書人在國家

眼中的定位已不可同日而語。 

台北地方法院長伴野喜四郎在1933年台北司法代書人總會席上時的致

詞，不僅將司法代書人與法院、檢察局、辯護士、公證人等同視為「廣義的

司法機關」，認為司法代書人業務順利進行與否，與司法事務的消長有重大

關係；他並為司法代書人的業務是一種「職業」而非「營業」，業務發展必

須以促進司法的發達與改善為目的，他不願見到司法代書人間發生競爭態

勢。致詞最後，伴野並將司法代書人比擬為和辯護士同等的「在野法曹」，

希望在座「一同為司法事務的改善發達盡心盡力」。248在司法代書人的總會

上，伴野的發言不免有說「場面話」之嫌，伴野將司法代書人比擬做如辯護

士、公證人的「在野法曹」，至少讓在座的司法代書人同感興奮，表示應該

「大書特書」。249法院看待司法代書人態度，與昔日對代書人相比，判若雲泥。 

在業務上需與司法代書人接觸的法院書記，也抱持上述看法。司法代書

人也被看成「法院附屬之一機關」，法院事務處理效率與司法代書人的能力

有莫大影響。在社會形象上，需重視個人品性操守，若司法代書人失信於世

人，將連帶影響「法院威信」。250司法代書人在法院事務進行上，確實有相當

                                                      
246 〈台北司法代書人會創立總會〉，《台灣日日新報》，1923年4月16日，第10版。 
247 台灣總督府民政局編，《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明治四十一年)》(台北：成文影印，1984)，

頁118。 
248 〈昭和八年六月四日定期總會席上にける伴野法院長閣下訓示要旨〉，《台灣司法代書人會報》

第17號(1933.8)，頁1-2。 
249 青柳俊夫，〈伴野台北地方法院長閣下訓示に感じて〉，《台灣司法代書人會報》17(1933.8)，

頁11-13。 
250 〈彙報．地方通信〉，《台灣司法代書人會報》第10號(1930.4)，頁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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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量，對於司法代書人的角色期待隨之提升。 

台北地方法院書記伊藤曾從地位、品位與性質方面論述司法代書的定

位，解釋司法代書人法所賦予司法代書人的責任。在地位方面，他認為司法

代書人在「法律上的位置」與行政代書不同，前者是依據法律，後者依據州

令，之所以要以不同的法律位階來規範，主要在於所涉「法益」並不相同。

司法代書人其業務範圍及性質直接影響個人權利義務得失，利害關係甚大，

因此以法律規範司法代書人的目的在於此。因此司法代書人與擁有「普通知

識」就已足夠足的行政代書不同，做為社會上「販賣知識」的階級，司法代

書人被期待是法律知識的「專門所有者」。251 

司法代書人的地位除了來自專業能力外，司法代書人的「社會性」角色

也包括在內。伊藤認為司法代書的性質與醫師、辯護士相當，都是為了社會

公益存在，非以營利為出發，協助社會上無知、文盲者維護「權利」外，負

有製作真實文書義務，勸誡委託人以不法或不道德獲取利益行為。品性方

面，不能夠向他人洩漏業務內容，或藉書寫「過大文字」、無必要的「贅語」

多收費用。潔身自愛目的，在於避免喪失代書人得以存在的社會關係基礎，

即委託人對司法代書人的「信賴」關係。252 

上至法院長下至書記，將司法代書人的功能與存在價值，從個別的委託

者提升到「社會」性層次，強調司法代書人需要具備專門知識的同時，並負

有保障社會公益的職責，可以被視為是廣義司法機關的一環，帶有「公」的

角色與職責。 

1923年以後的司法代書人，隨著司法代書人法的實施，對自我職業觀感

起了相當大的轉變，明顯看到國家法律對於職業觀感的塑造，部分司法代書

人在認知上，與法院期待相契合。司法代書人會長青柳俊夫認為司法代書

人，不只是替人從事代筆工作而已，負有擁護公眾權利，協助民眾履行義務，

                                                      
251 伊藤清，〈司法代書人ニ就テ〉，《台灣司法代書人會報》第10號(1930.4)，頁2-3。 
252 伊藤清，〈司法代書人ニ就テ（承前）〉，《台灣司法代書人會報》第12號(1930.12)，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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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官方機構的補助機關的目的而存在。司法代書人「應致力於法律知識的

琢磨與道德觀念的修養」，並「去除無意義、謬誤的代筆職務觀念，強化做

為司法補助機關的責任觀念」。253司法代書人將個人存在價值，企圖定位在公

共而非個人委託層次上，並極力擺脫昔日單純「代筆」概念，將司法代書人

放在以促進公共利益為目的存在。 

這樣的自我定位，也開始讓司法代書人自我定義從該行業者，應該具備

什麼樣特質。青柳認為具備「切磋知識、涵養道德、品位向上、熱心職務」

等特質，254方不愧為司法代書人。在「國法權威」下，司法代書人重新自己

定義了「代書」的存在意義，出現了對職業觀感與自我認識的轉折，這些轉

變以施行司法代書人法為契機，國家法律的外塑力量影響了執業者的自我認

知，以期符合國家政府的期待。青柳身為會長十分關注司法代書人的社會形

象，屢屢在機關雜誌直言部分司法代書人品行墮落，蓄妾、出入花柳巷、密

吸阿片、打麻將、撞球、賭博者不乏其人，嚴重破壞司法代書人的社會觀感，

倘若此輩為多，積習不改，將是司法代書人界之悲。255  

 

總結來看，不僅法院將司法代書人的角色定位向上提升，看作是廣義司

法機關的一環，司法代書人自身也在扭轉與建構新的社會新形象。司法代書

人將在國家法律的牽引下，朝向專門職業的路途上前進，特別強調利他主義

及服務公眾的精神。值得玩味的是，國家法律在專門職業團體的建構上，頗

具影響力，司法代書人也援引法律為助力，提升自身的地位，藉此割裂、擺

脫傳統意義下的代書形象；相對我們也可以見到其在自我形象建構，深受國

家左右。 

                                                      
253 青柳俊夫，〈司法代書人會創立十周年記念に就て〉，頁9。 
254 青柳俊夫，〈司法代書人會創立十周年記念に就て〉，頁8。 
255 青柳俊夫，〈伴野台北地方法院長閣下訓示に感じて〉，頁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