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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法律中心為獨立之非營利法律服務機構， 
旨在促進人人都能享有平等司法近用權， 
主要服務對象為社區中最貧窮和最弱勢的族群，有鑑於此，各社
區法律中心的核心服務皆免費提供，致力於從根本解決造成貧窮
和弱勢的因素。 

英國社區法律中心網絡 (LCN) 是各個法律中心為會員的全國性組
織，支援既有的社區法律中心，協助發展服務項目，藉此為更多
人提供更多元的扶助方式。本組織一方面促進社區法律中心之間
相互合作，同時與其他機構合作，另一方面，亦代表全國社區法
律中心的集體發言人。 

只要攜手合作，就能夠運用法律和倡議，共同推動社區中的社會
變革。 

本組織以達成社會公正平等為目標，確保人人權利均受到尊重與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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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並非富人沒錢花用而已」 

 

「窮人生活毫不安逸，老是誤蹈法網；一再碰觸法律最嚴
苛的面相」 

 

「貧窮導致窮人跟社會互動往往遍體鱗傷，窮人總是在法
律事務上跌跌撞撞。」 

 

Stephen Wexler, Practicing Law for Poor People (為窮人提供法律服務), 

Yale Law Journal 79, 1970 



• 第一家社區法律中心(LC)於 1970 年成立 

• 社區法律中心網絡(LCN)於 1978 年成立 

• LC為有需求者提供法律扶助，爭取社福津貼，例如，最早的居住
權法院案件服務，即由 3 家倫敦LC共同開創 

• 民事法律扶助範圍以外的大部分社會福利項目–移民、私人居住權
益、就業、以及大部分的福利津貼 

• LC運用慈善捐款提供上述扶助項目 

• 目前每年受扶助人數約 250,000 人 

• 每 3 人中有 2 人遭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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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populations in disadvantage and their relative uptake of civil legal aid in 2017/18 

Diversity Category Number 
in 
poverty 

Rate of 
legal 
need 
likelihood 

Estimated 
number of 
people in 
legal need 

Category 
rate 
among 
legal aid 
cases 

Legal 
aid 
case 
volume 

Gap 
between 
need and 
uptake 

Children (under 18) 4.1m 32% 1,312,000 19.44% 46,070 1,265,930 

Young adults (18-25) 3.118m 37% 1,153,643 13.68% 32,257 1,121,386 

Aged 55-64 1.516m 31% 469,960 4.78% 11,113 458,847 

Aged 65+ 1.9m 14.5% 275,500 2.78% 6,437 269,063 

Women 5.2m 32% 1,664,000 50.79% 120,19
4 

1,543,806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4.2m 33.5% 1,407,000 22.75% 53,810 1,353,190 

BAME people 3.146m 38% 1,195,480 20.63% 48,311 1,147,169 

	

	

表：2017 與 2018 年弱勢族群與接受民事法律扶助之人數 

類別 貧窮人數 可能需要
法扶比例 

估計有需求
的人數 

本類別佔
法扶案件
比例 

法扶案
件總量 

有需求但未
能接案人數 

兒童 (未滿 18 歲) 410 萬 32% 1,312,000 19.44% 46,070 1,265,930 

青少年 (18-25 歲) 311.8 萬 37% 1,153,643 13.68% 32,257 1,121,386 

55-64 歲 151.6 萬 31% 469,960 4.78% 11,113 458,847 

65 歲以上 190 萬 14.5% 275,500 2.78% 6,437 269,063 

婦女 520 萬 32% 1,664,000 50.79% 120,194 1,543,806 

身心障礙者 420 萬 33.5% 1,407,000 22.75% 53,810 1,353,190 

黑人、亞裔及少數族
裔者 (BAME) 

314.6 萬 38% 1,195,480 20.63% 48,311 1,14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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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Centre 

(LC) 

社區法律中
心 (LC) 

Local Authority 

地方主管機關 

Client 

受扶助人 

Local 

Community 

當地社區 

Other Support 

Organisations 

(OSOs) e.g. Mind 

其他支援組織 

(OSO)，如 Mind 

Activity: Individual Advice 

活動：個人諮詢 

Indirect Impacts 
e.g. Improved housing, Allowances, 

Education 

間接影響 
如改善居住、津貼、教育等權益 

Indirect Impacts 
e.g. Better legislation, Increased 

benefits take up, More appropriate 

provision of assistance 

間接影響 
如改善立法、接受更多津貼補助的個案、

更合宜的扶助提供方式 

Indirect Impacts 
e.g. Support which might not 

otherwise have been forthcoming 

間接影響 
若非LC介入可能無法取得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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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項合作範例 

 

1. Shared Lives Plus (SLP) 

– 這項社會關懷專案幫助有智能障礙的成人獨立生
活 

– 社區法律中心(LC)提供法律支援 

– 訓練SLP人員去辨識潛在法律問題及因應措施 

– 針對需要解決的面向提供法律協助 

– 有使用LC服務的，成功率較高 

– 需要SLP人員處理的緊急事件因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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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國脫歐，歐盟會員國在英國的弱勢僑民 
 

– 10 個合作組織 

– 社區法律中心與當地支援組織 

– 針對當地組織、地方主管機關、社區團體和個人，
宣導有關歐盟國公民在英國脫歐前，能夠享有的
權利  

– 針對個人，提供必要之法律扶助 

– 研擬策略，挑戰執法缺失，例如將露宿街頭的歐
盟國公民驅逐出境 

– 更多人可得到原本就該享有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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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Social Impact Study logic chain: 

How timely legal advice saves money and local resources 

PwC 社會影響研究因果邏輯鍊： 

及時法律諮詢如何節省金錢和當地資源 

Housing  

Debt  

Welfare benefits 

Employment 

住房 
債務 

社會福利 
就業問題 

Law Centres 

advice 

sought 

尋求社區法律
中心諮詢 

No advice 

sought 

未尋求 

諮詢 

Access to appropriate 

levels of support 

取得適當程度支援 

Access to additional partner 

organisations that provide 

further support (e.g. training 

and skills) 

獲得其他合作組織提供進一步支
援 (如訓練或技能) 

Loss of employment, 

accommodation etc. 

失去工作、住宅等 

 

Position in assisted 

housing/own 

accommodation 

安置於救濟住宅/自有住所 

 

Worse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e.g. 

debt, crime, health 

problems) 

社會和經濟處境惡化 (如負
債、犯罪、健康問題) 

Better social and 

economic outcomes: 

avoid homelessness, 

greater employment 

prospects, increased 

taxation revenue 

社會和經濟情況改善： 

避免無家可歸、就業前景改
善、增加稅收 

 

 

Greater long term costs to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 through 

provision of benefits, adverse 

social impact 

地方和中央政府因提供補助而增加
長期成本，同時對社會造成負面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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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m 
per year net direct 

cost savings 

2.12 億英鎊 
每年省下的直接成本
淨額 

£214m 
per year net indirect 

cost savings 

2.14 億英鎊 
每年省下的間接成本
淨額 

£47m 
per year net benefits 

0.47 億英鎊 
每年補助淨額 

e.g. preventing 

the need to 

spend on 

temporary 

accommodation 

or benefits 

例如：節省臨時
住宿或補助之費
用 

e.g. by preventing 

the costs of debt, 

ill health or lost 

employment 

例如：節省因負債、
健康不佳或失業產生
之成本 

e.g. by helping 

people stay 

functional so they 

can earn, spend 

and pay tax 

例如：幫助人民維持
賺取生計、消費和納
稅的能力 

Law Centres 

provide great value 

for their public 

funding 

社區法律中心使政府
資金獲得更高價值 

PwC Social Impact Study: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value of Law 

Centres 

PwC 社會影響研究： 

社區法律中心的社會與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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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2013 年成本 2018 年成本 變動程度 

每項債務問題成本 £1,000 £2,862 +186% 

每項居住權益問題成本 £26,000 £24,000-£30,000 +13% 

LA 臨時居所/庇護所成本 £5,640 £10,974 +94% 

平均每年失業成本 £11,432 £17,458 +34% 

非在學、就業或受訓的青少年 (NEET) 平均終身失業成
本 

£56,300 £65,116 +13% 

每件失業補助案件平均成本 £8,140 £13,694 +40% 

平均每年健康 (心理健康) 不佳成本 £1,508 £2,029 +25% 

每人壓力與焦慮成本 £6,900 £8,963 +23% 

年輕人至一般藥房/醫院的每件案件成本 £650 £876 +26% 

前受刑人 3 年內再度判刑成本 £116,094 £158,310 +26% 

就業–每人可能產生的稅收 £7,703 £10,870 +29% 

某些當初使用的單價指標，欠缺最新數據，因此無法針對 2018 年再做同樣計算。然而，單價指標有更新數據的
計算結果，趨勢十分明顯，就是每多一次早期介入，後續節約的成本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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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捍衛法扶近用權，才談得上享受其他任何權利」。 

 

倫敦大學學院 Hazel Genn 教授，2018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