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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國報告  



背  景  資  訊 



 人口：23,571,227 

 國內生產毛額 (GDP)：572,767 百萬美元  

                                                    相當於 24,299 美元/人 

 貧窮線 (最低生活費)   

每月 365~530 美元/人 
(各地區最近1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百分之六十) 

採家戶計算 ；有工作能力但無實際收入者會以「擬制所得」核算 

低收入戶人數： 300,800 (約佔總人口 1.3%) 

如果納入中低收入戶(收入低於貧窮線 1.5 倍即符合資力標準)： 
大約 630,000 (約佔總人口 2.67%) 

貧窮的真實數據仍然未知 

 執業律師人數：約 8,500 名 

國家資訊–2017 年台灣統計數據 



 2004 年以前：政府補助的法律服務範圍有限 
 法律代理扶助–範圍有限且大多針對刑事犯罪 

台灣法律扶助發展簡介 (1) 

法律諮詢  

1970-80 年代 1970 年代後期起 1980 年代  1950 年起 

 法院設置公設辯護人 
由律師主導設立台北、
台中、台南法律服務中
心 (1980 年代停辦) 

大學法律服務社 
由當地律師公會及主管機
關開辦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台灣法律扶助發展簡介 (2) 

1999 年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 

2003-2004 年 

司法院、法務部及民間團體達成
應制定法律扶助法的共識 

《法律扶助法》於 2003 年 12 
月通過並於隔年 1 月頒布 

 2004 年《法律扶助法》  

1990 年代後期 

 由民間團體(CSO) 組成立法遊說團體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北律師公會及 
台灣人權促進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 (LAF) 成立於 2004 年 7 月  
由司法院捐助經費，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組織 

為台灣弱勢族群提供全方位法扶服務 

特別是填補在訴訟代理上的不足 

法制改革 

法律諮詢 

給予法扶協助 

法治教育 訴訟代理 
含策略性訴訟案件  

 法律協助 
(簡易的協助) 
例如法律文件撰擬、調解與和解  

法律扶助基金會及其服務 



 全台 22 個分會 

 包含 3 個離島據點 

 272 名工作成員，包括： 

 22 名律師負責行政管理與政策研究工作 

 17 名專職律師負責辦理案件 ( 2018 年為 20 名) 

 法務人員 

 非法務同仁負責行政支援 (例如 IT、會計、人資等)  

 共3,810 名外部執業律師加入扶助律師  

 全台灣約有 8,500 名執業律師 

LAF 2017 年統計數據 

混合式服務模式 

Keelung Branch 



LAF 分會辦公室 

LAF 法律扶助補助的服務模式 

專職律師 

LAF 

審查委員會 
(3 名法律人

組成) 

不予扶助 

覆議 

  准予扶助 

案件指派 

進行資力審查
與案情審查 

外部律師 

私人律師事務所 

申請人與 1 名
律師面談 

外部執業律師收取的
費用： 

 市場行情的 1/3 
或 1/2。 

 固定費用(非按時
計酬) 

申請人 



經費來源 

 LAF 的營運經費主要來自司法院捐助，以及其他政府機關的委託專案。 

 2017 年經費：  
 新台幣 1,383,477,868 元，相當於 45,459,445 美元 (約佔 GDP 0.008%)  

88.78% 

6.49% 

4.04% 

0.35% 

0.04%  

0.30% 

LAF 經費來源 
Judicial Yuan (the Highest Judicial Authority) 

Other Government Project Funds 

Interest Revenues 

Legal Aid Contributions 

Non-government Project Funds or Donations 

Others 

司法院 

其他政府機關專案經費收入 

利息收入 

回饋金、追償金收入 

非政府機關專案經費或捐獻 

其他 



 單位：新台幣 

增加 4.2 倍 

329,371,754 

422,960,091 
464,917,536 

675,618,392 
721,784,853 

704,26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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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60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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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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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14 年的法律扶助經費 



近期進展  



近期發展與進展 

 2015 年《法律扶助法》修正 

 策略性訴訟與法制改革 

 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 

 法律諮詢專線 

 數據分析專案  以數據為基礎擬定政策方向 

 



I‧2015 年《法律扶助法》修正 

 2015 年修正案  

強化法制改革與倡議 

確保 LAF 業務上的獨立性 

擴大法律扶助的適用範圍(尤其是外籍人士) 

及時回應弱勢族群的需求 

確保法扶服務的品質 



促進司法與法律扶助之近用 

擴大無資力者 

明訂「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之
類型 

擴大「無須審查資力之案件類型」 

明訂雖非中華民國人民也能獲得法律扶助保護
之要件 

保障刑事重罪被告、少年、原住民、身心障礙
者的辯護依賴權 



127382 
138781 

143889 

168989 
186178 

211049 

76034 80670 81840 90641 
109280 

125681 

33737 40817 38443 
46368 

58812 
63935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申請、法律諮詢與准予扶助案件數 

Total No. of Applications  

Total No. of Legal Advice Cases 

Total No. of Legal Aid Grants Approved Cases  
(including general legal aid cases and caes of the commissioned projects) 

46.7% 

修正後：案件數漸增 

17.4% 
29.4% 

53.6% 33.5% 
10.8% 

20.6% 
52.9% 66.3% 

申請案總數 

法律諮詢案總數 

准予法律扶助案件總數(含一般扶助案件與委託專案) 



II‧策略性訴訟與法制改革 (1) 

 LAF 協助數起集體訴訟以及新類型案件，例如：  

環境污染案件 

原住民族文化衝突案件 

移工人權案件 

國家賠償案件 

身心障礙者人權案件等 



 團體訴訟案件通常是由 LAF會內專職律師
與外部扶助律師共同辦理。相關NGO團體
及學者(雖非法律專業)也會共同參與討
論。      

 律師團 (包含其他非法律專業人士等) 會定
期開會，共同擬定訴訟/辯護策略、處理
法律文件。 

 有些策略性訴訟促成法制上革新。 

II‧策略性訴訟與法制改革 (2) 



 跨領域合作，律師、社會工作者、社會學者、醫生、公共衛生專家/
學者、毒物學者等 

 出版《 拒絕被遺忘的聲音》乙書 

 從策略性訴訟到法制改革 →例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職業安全
衛生法的訂定、修正 

以RCA 案件為例：爭訟13 年終獲勝利 



 2018 年 3 月 12 日成立於花蓮 

由東部原住民族司法保障委員會負責決策  

為原住民族提供更具備文化敏感度的法扶
服務 

關注原住民族特有的文化法律事務，尤其
是與近代法律體系相衝突領域，例如： 

土地 

狩獵文化 

傳統慣習/祭儀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 

 

III‧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 (1) 



廣泛的服務與活動： 

策略性訴訟 

研究與法制改革 

社區法治教育及法律諮詢(透過「行動法律專車」提供服務方式) 

提供會外律師具有文化敏感性的訓練課程 

III‧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 (2) 



針對一般大眾 

2015 年 5 月開辦 

無需進行資力審查 

電話諮詢僅限於下列 4 類案件： 
 勞工、卡債、家事或原住民族相關問題 

電話諮詢每人限時 20 分鐘 

目前諮詢專線已整合以下服務： 

電話諮詢 

預約面談諮詢/法律扶助申請 
 針對非屬於前述 4 類的案件或複雜案件  

申訴 

IV‧法律諮詢專線 (1) 



2018 年 5 月開辦 

為非法律專業人士提供第二線支援 

為發揮更大影響力、早期介入並與其他
社會服務團體間建立良好的連結  

針對各類法律問題都提供諮詢服務 

針對複雜案件  預約面對面法律諮詢/
法律扶助申請 

IV‧法律扶助諮詢專線 (2) 

針對非法律背景的專業工作者 (社工及助人工作者) 



開辦後第一個月 (2018 年 5 月) 共計受理 179 通諮詢電話 

49.2% 

37.4% 

10.6% 2.8% 

進線者所屬組織 

Gov. Agencies (e.g. social service)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Hospitals/Health Agencies 

Schools 

11.8% 

64.1% 

18.8% 

5.3% 

案件類型 

Civil  

Family 

Criminal  

Administrative & Public Law 

助人者專線統計資料 

政府機構 (例如社會福利單位) 

非政府組織 

醫院/醫療機構 

學校 

民事 

家事 

刑事 

行政 



V‧以數據為基礎的政策制定 

例如，Legal aid Plus  

政府 
公開資料  

+ 
LAF 資料 

資料分析 

覆蓋率 
+ 

服務據點位置 

服務創新 

找出服務缺口 



VI‧創新的法治教育 



 挑  戰  



法扶同仁工作量及壓力巨增 

人才流失 

持續提升服務品質 

改善與律師界的緊張關係 

挑戰 

如何儘速符合《國際人權公約》以及 2017 年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的要求 

優先考量需要法律扶助的需求，更妥適的分配
資源 



未來展望與行動計畫   



LAF 發展策略 

實證的 
思考模式 

近用 品質 

連結 效率 



擴大法律扶助近用機會  

法律扶助的通譯服務 

 提供7 種東南亞語言 

 將納入更多服務：原住民語言、手語等  

 提供口譯人員專業培訓 

 建立全國通譯人員資料庫 

申請文件的翻譯  

衛生福利部委託的 CRPD 專案 

 2018 年 10 月開辦 

 針對身心障礙者 

 第 1 年：面對面法律諮詢/電話諮詢專線  

全國視訊法律諮詢 

國際人權公約 

 ICCPR + ICESCR (2009) 

 CEDAW (2011) 

 CRC (2014) 

 CRPD (2014) 

+ 
2017 年總統府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 



確保法律扶助品質  

品質 

合理的律師酬金 

專業的訓練課程 分科的專業律師 

及時有效的評鑑 
$ 



核心理念：  
 簡化流程  
 移除非必要行政手續  
 整合各項功能 
 記錄以落實良好的內部控制  

 LAF 電子化政策  

2015 
年 

2018 
年 

2019 
年 

已完成： 
 整合各類服務/介面的預約方式  

 

 升級會計與財產管理系統 

 

 升級人力資源系統 
 引進電子公文交換系統 
 設立律師線上案件管理及回報系統 
 分會申請流程數位化 

提高營運效率 

 「Mail to」系統：  
自動向扶助律師發出
提醒電子郵件  
(如：案件指派、案件
辦理時限等) 



加強與外部合作夥伴的連結  

當地社會服務   
相互轉介網絡 

外展@ 
非法律服務據點 

與民間團體合作推動 
策略性訴訟及法制改革 

第二線  

專業人士的支援  

建立連結 



結論：擴大法律扶助的視野 



法律扶助― ―社會安全網的一環 



感謝各位聆聽。  
敬請不吝賜教。 

執行長 
周漢威 

 2018 年 11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