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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手札
L e g a l

A i d

Q u a r t e r l y

法律扶助基金會於今年 7 月 17 日舉行「法扶 11 周年系列活動──法扶獻愛 人權無礙」，先在上午舉辦「監
所內的盼望－假釋及司法救濟研討會」，邀請到李復甸教授（前監察委員）發表專題演講「從矯正觀點審視現
行監所制度」，而後進行圓桌論壇「假釋修法方向與刑事收容人訴訟權益之保障」，下午以「法扶十一

愛而

為一」音樂茶會，用感恩心情邀請社福團體共同參與，傳唱愛與溫馨的關懷力量，本期收錄精彩研討會摘要與
活動紀實。

新修正法律扶助法已於今年 7 月 6 日正式施行，未來本會將擴大扶助對象與範圍，與戶政、稅務單位連線，
便利民眾申請扶助，並將緩起訴處分金或協商判決金列入穩定經費來源，其他包括本會辦公廳舍的取得、董事
會結構、扶助律師遴選簽約、酬金給付及組織運作等方面，都將有大幅度的變革。為使讀者更了解新修正法扶
法之內涵，本會李秉宏律師撰寫「簡析新修正法律扶助法」，藉此讓關心台灣法扶制度的律師、社團及民眾了
解修法重點。

本期邀請到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胡宜庭總幹事撰寫「社會救助法下的人倫悲劇」分別以四個案例來說明
弱勢者常遇到舉證困難，無法獲得救助，縣市政府亦不積極使用行政裁量權，反而堅持司法訴訟，她建議縣市
政府不應將弱勢國民推向訴訟，而造成法扶及司法資源浪費。

近年來本會也常發現有年邁申請人來會提告子女棄養之案件，因而整理相關扶助案例，這些案例突顯出年
邁父母申請法律扶助之種種態樣，有的用意是希望法院能駁回訴請子女給付扶養費之請求，目的是為了向社會
局申辦低收入戶補助；有的是子女互推扶養責任，而導致年邁父母成為人球；有的是父母將財產留給子女卻反
遭棄養；有的則是社會局擅自停止發放生活補助，迫使年邁申請人四處陳情、一再提出訴願，種種情況顯示出
台灣邁入少子化、高齡化社會，扶養問題勢將成為社會一大隱憂。

本會自 2013 年 4 月起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合作「原住民法律扶助專案」，以加強對台灣原住民之法律服務，
本刊收錄倫敦大學博士候選人張毓珊撰寫之「初探澳洲原住民法律扶助制度」，藉由綜合澳洲過去 40 多年來
原住民法扶體系發展與其工作之初步介紹，期能作為本會未來發展原民法扶工作及相關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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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扶 11周年系列活動─法扶獻愛 人權無礙
文

王永貞

邀請到李復甸教授（前監察委員）以「從矯正觀點

法扶獻愛 人權無礙──
法扶成立 11 周年系列活動
時間：2015 年 7 月 17 日
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

審視現行監所制度」為題進行專題演講，接下來舉
辦「假釋修法方向與刑事收容人訴訟權益之保障」
圓桌論壇，下午則以「法扶十一 • 愛而為一」音樂
茶會，以感恩心情邀請社會公益團體共同參與，傳
唱愛與溫馨的關懷力量。
活動當日，多位法律界不同領域之先進，包含

走過 11 年歲月，法律扶助基金會始終以保障弱

司法院賴浩敏院長、法務部陳明堂政務次長，柯建

勢民眾訴訟權益為己任，默默守護司法正義，為建

銘立法委員、尤美女立法委員、中華民國律師公會

構更完整的法律扶助安全網，法律扶助法修正案於

全國聯合會李家慶理事長等人，均齊聚儀式現場表

今年 6 月經立法院三讀，7 月 6 日開始施行。法律

達恭賀，見證法扶滿 11 歲，即將邁向下一個十年的

扶助法修正案之通過，不僅開啟台灣司法史的新頁，

新里程碑。

隨新法而來的擴大扶助對象及適用範圍，法扶會也
能更即時協助更多需要幫助的民眾，將法律與愛的
力量送到社會各個角落。

法扶法修正案施行

扶助範圍擴大

司法院賴浩敏院長致詞表示，衡量一個國家的

為了感謝長期參與及關懷法扶會的朋友，法扶

法治水準標準，主要的指標之一就是法律扶助制度，

會於 2015 年 7 月 17 日在國家教育研究院台北院區

司法院對法扶會彰顯了台灣司法水準、保障基本人

舉辦「法律扶助基金會成立 11 周年系列活動」，上

權表示由衷感謝。

午舉辦「監所內的盼望－假釋及司法救濟研討會」，

「法扶法在今年做了相當大程度的調整，相信

「法扶獻愛．人權無礙」11 周年系列活動開幕儀式，點亮台灣各地監所關懷服務。

3

活動紀實

法扶 11 周年茶會─法扶獻愛 人權無礙

這對法扶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新法的主要精神包括

一線關懷弱勢民眾外，也回應活動當日設定的「監

擴大法律扶助對象與範圍、保障弱勢權益，為了提

所人權」研討主題。

升扶助律師的品質，並同步修正了遴選律師的方法

「目前台灣監所內關了約 6 萬 3 千名受刑人，

及酬金給付方式，希望給予法扶會更多的自主空間

已經超出法定容額，我們不能要求法官不要判刑，

及經費預算，能具體回應社會大眾對法律扶助的需

也必須通盤考量監所內的組織及運作，監所內嚴重

求及期待。」

超收的情況的確對於受刑人人權保障有所妨害，但

對能擁有今日的成績，法扶會林春榮董事長致

為了社會治安不能不收。相較於北歐監獄收容 600

詞時，除感謝司法院賴浩敏院長、以及立法院的支

名人犯，就配有 400 名戒護人員、100 多名心理師、

持外，也十分感激外界給予的鼓勵。

教化人員及行政人員的比率來看，台灣監獄內管理

「民國 93 年，法律扶助基金會因應法律扶助法

員人少事繁，連 100 年前設計的美國惡魔島監獄都

的實施，由司法院出資設立，正式啟動法律扶助工

有床舖，反觀台灣監獄只有去年落成的台中女監有

作，11 年來在全體同仁、NGO 團體與全國律師的協

上下鋪設計。法務部雖想改善舊有監獄，但苦於沒

助之下，我們有了豐碩成果，但好還要更好，法律

有預算、管理人員短少，這些問題環環相扣，都需

扶助法修正草案日前已經通過立法院三讀程序，在

要完整制度面配套，法務部未來會針對此部分持續

此要特別感謝司法院以及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努力」。

的幫忙，讓法律扶助法修正草案順利通過，除了人

柯建銘立法委員則表示，立院快速且理性的通過

事相關項目之外，其餘修正法案已於 7 月 6 日開始

法扶法修正三讀，即代表朝野對法扶會的一致肯定，

實施。法案實施當天，我們舉辦了『八仙粉塵爆炸

只是要談論監所假釋議題，還牽涉到假釋修法層面。

事件』記者會，為 498 位受害人啟動專案，這個專

「目前與假釋制度有關的法令為刑事訴訟法第 77 條

案不需審查資力，牽涉層面也相當廣泛，雖然有其

及監獄行刑法第 81 條，監獄行刑法第 81 條規定受

困難度，但只要被害人願意向法扶會申請扶助，我

刑人累進處遇進至二級以上，經假釋審查委員會決

們一定全力協助。」

議通過，報請法務部核准後可假釋出獄，法務部在

「過去有人說法律扶助都是扶助被告，這是錯

103 年承認監獄行刑法與羈押法均有違憲，且法務部

誤的理解，法律扶助面向很多元，無論是被告或被害

掌握了很大的假釋權利，該如何讓受刑人在假釋時

人，法扶只站在有需要的那一方，所以我們因應社會

有一套標準的法令可以遵守，了解「累進處遇進至

不同的需要開辦了卡債專案、RCA 專案、復興空難等

二級以上」的標準在哪裡，並盡快完成監獄行刑法

專案，並於 102 年起開始推動各縣市視訊法律諮詢，

與羈押法的修正，是當前立即應改正之處。」

目的就是希望以網路代替道路，讓法扶律師能在一個

長期關心法扶的尤美女立法委員則認為，在監

據點為同一個縣市不同地區角落的民眾提供法律服

獄內服刑的受刑人，大概有一半都是法扶的扶助對

務，目前國內絕大多數鄉鎮都已建置服務網絡，希望

象，如何讓監獄內假釋相關規定公開透明，讓受刑

年底能將離島也納入服務網之中。」

人入獄時能預期自己如何表現才能達到假釋標準，

展望未來，林春榮董事長承諾將運用更多管道，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同時也以「一個團體能走過十

讓民眾得知法扶會的存在，使民眾面對法律問題時

年就會穩定下來，法扶走過 11 年，並在今年通過法

第一個就想到尋求法扶會協助，避免走冤枉路，也

扶法修正案，未來一定能完成在台灣『法律之前人

將透過律師評鑑制度，提升扶助律師品質，塑造法

人平等』的理想。」勉勵法扶。

扶專業形象，破除外界對法扶的誤解。

律師公會全聯會李家慶理事長表示，目前全國
登記為法律扶助律師的人數已佔律師總人數的 1/3，

監所人權

法扶關懷

法務部陳明堂政務次長除感謝法扶長期站在第

4

代表台灣律師對法律扶助弱勢民眾具有相當程度的熱
情，未來將全力支持法扶制度，協助提升扶助品質。

Legal Aid Quarterly

隨後進行「法扶獻愛．人權無礙」11 周年系列

音樂會首先由基隆地檢署委託基督教晨曦會協

活動開幕儀式，在眾人的見證下，台上貴賓點亮台

助輔導戒毒的「晨曦烏克麗麗社」帶來歌唱演出揭

灣各地監所關懷服務，由法扶分會接棒進行監所法

開序幕，透過信仰與音樂的力量，這幾位揮別過去、

治教育及入監宣導活動。

活出新生命的大男生，以嘹亮激昂的歌聲搭配烏克
麗麗伴奏，一連為大家帶來小蘋果、朋友朋友等歌

以音樂感恩

法扶送愛的力量

曲，活潑俏皮的精湛演出，炒熱了音樂會全場氣氛。

結束上午的研討會活動後，下午緊接著舉行「法

法律扶助基金會林春榮董事長，隨後於音樂茶

扶十一．愛而為一」音樂茶會，以輕鬆而溫馨的音

會中感性致詞。「我相信擁有愛，能行遍天下，法

樂表演形式，傳達法律扶助制度不只是一種正義力

律扶助基金會一直都在各位身邊，我們始終懷抱感

量，也是將愛延展至社會各處的精神象徵。音樂茶

恩的心，為社會每個階層服務，法扶將以更好的表

會除邀請包括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台灣

現回報社會，並期許社會更加和諧美滿。」

勞工陣線與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財團法人台北

尤美女立法委員則在參與音樂茶會活動的同

市賽珍珠基金會、中華民國愛滋感染權益促進會、

時，讚許法扶此次在八仙粉塵爆炸事件後，立刻啟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中華民國唐氏症基

動專案的極高效率。

金會、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等社福團體共同參與
設置攤位展示製作物，現場並展出更生人好小子顏
正國的書法作品，以及獄卒畫家林文蔚以監獄人生
百態為創造主題的多幅鋼筆畫。

身為社福團體代表之一的台灣勞工陣線孫友聯
秘書長也特地到場祝賀，並以「不要以為需要幫助
的人都有能力走到你面前向你求助」勉勵大家。「我
與法扶的淵源很深，知道法扶基層同仁都很辛苦，
我認為法律扶助是一種權利，能讓弱勢者得以接近
司法正義，盼望法扶作為社會法律改革之推動者，
得以永續經營。」
曾任第一屆法扶會董事、現任勵馨社會福利基
金會紀惠容執行長致詞對法扶表達由衷感謝。「經
過 11 年努力，法扶真的做到了當年想像中的藍圖，
在此謝謝法扶所有同仁以及律師們的付出。勵馨基
金會這些年提供新住民、婦女朋友們服務，有法扶
律師們一直陪在我們身旁協助，提供最堅實的法律

現場展示更生人好小子顏正國的書法作品。

扶助，法扶的律師們不僅優秀、專業，同時具有服
務熱忱，在此對法扶獻上由衷感謝，也希望這人權
的一大步，能為台灣爭取更多公平正義。」

讓愛飛揚

法扶會持續努力

曾獲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首獎，由中華民
國唐氏症基金會成立的「唐唐打擊樂團」應邀為法
扶音樂茶會演出，透過各項樂器搭配演奏，「唐唐
打擊樂團」以簡單清新的旋律，演奏對生命的熱情
與愛的定義，充分詮釋了「讓愛飛揚」主題；另外，
現場展示獄卒畫家林文蔚以監獄人生百態為創造主題的多
幅鋼筆畫作品。

曾參與 RCA 專案的台灣首位視障律師李秉宏，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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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實

法扶 11 周年茶會─法扶獻愛 人權無礙

不僅提供我專業法律協助，也十分有耐心，無論我
問什麼問題都不厭其煩為我解答，辦案的效率與專
業都非常好，感謝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吳律師給我，
最後順利達成和解，感謝有法扶會協助台灣弱勢民
眾、職災勞工和不懂法律的人，有法扶真好，請繼
續加油！」
整場音樂茶會的最高潮，則落在由「南島舞集」
帶來的「讓愛啟程」舞蹈表演，這群來自高雄大寮
區八八水災受災戶的原住民青年，以力與美的舞蹈、
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成立的「唐唐打擊樂團」應邀演出。

天籟歌聲嗓音，充分展現了原住民豐年祭文化藝術
的獨特魅力，為現場注入滿滿熱情與活力。

來自高雄大寮區及八八水災受災戶的原住民青年「南島舞
集」舞蹈表演。
台灣首位視障律師李秉宏獻唱。

音樂茶會上獻唱「多幫別人想一想」等歌曲，透過
歌聲傳達為弱勢扶助的熱情，鼓勵大家像他一樣勇
往直前。
與會者觀看完溫馨感人的法扶周年回顧影片
「法扶 11．熱情加一」之後，個案受扶助人代表陳
先生親自來到茶會現場，為感謝法扶會與扶助律師
所提供的協助，代表全體受扶助人獻花予林春榮董
事長表達感謝之意。因職業災害事件獲得法律扶助
的陳先生，因開放性骨折造成右下肢截肢，目前已
裝設義肢，逐漸回歸正常生活，回想起法扶會在他
受傷頓失收入、公司也不理睬的日子伸出援手，為
他解決困難，仍充滿感激之意。
「我只有小學畢業，不懂得要怎麼處理法律問
題，幸好遇到吳麗如律師為我與公司進行調解，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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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扶同仁合唱「我的未來不是夢」。

法扶成立 11 周年音樂茶會活動，最後在法扶
同仁合唱「我的未來不是夢」的溫馨氣氛中結束，
法律扶助基金會未來將會更努力，為台灣人權及
弱勢作出貢獻，也期盼各界持續支持，使法律扶
助工作得以深入不同角落，保障更多人的基本訴
訟平等權。

特別報導

監所內的盼望 假釋及司法救濟研討會──

專題演講「從矯正觀點審視現行監所制度」
主講人

監獄超額收容 管理制度不佳
我小時候住在杭州南路上，離舊的台北監獄很
近，小時候生病找不到醫生時，就去找監獄裡的法
醫診治，在監獄內跑進跑出，但實際近距離對監獄
內的事物進行觀察，是在我擔任立委及監委時期。
雖然外界對監所生態都感到好奇，但因其特殊性始
終無法讓大眾一窺究竟，即使遇到受刑人或收容人，
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我在擔任監察委員的 6 年期間，
查了約 20 件與監所有關的案子，花了一些力氣才得
以了解監所內的制度，分析過後認為有監獄超額收
容、管理制度不佳、醫療資源缺乏、專業人員不足、
無客觀假釋標準等幾個方向需要檢討改善。
監獄行刑法規定，國內各矯正機關收容人數應
為 54,593 人，但曾經超收人數高達 20％左右，這些
超收人數，有一些是民意代表造成的，因為許多家
屬會找立法委員要求把收容人留在戶籍所在地或住
所附近以方便探監，使得都會地區的監所人口超收
非常嚴重，特別是桃園監獄曾經超收受刑人到房間
不夠容納，還讓受刑人睡在大禮堂的程度，在安全
上有很大疑慮，不僅受刑人身處的環境不好，管理
上也有障礙。

李復甸（第四屆監察委員、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教授）
摘要紀錄 陳玉琪

位檢察官前去考核的流程都一樣，易流於虛應故事，
很難看清楚監所內問題究竟在哪。有次我去看守所看
他們如何管理勒戒的人，看到勒戒人共 6 人關在同一
個監舍，只是蹲在地上什麼事也不做，監所人員說他
們在修養身心，但詳查記錄勒戒人的行為評估表，不
難看出監所人員只是敷衍行事。而監所內的教誨師人
數不足，許多教誨工作只仰賴宗教信仰，連圖書室裡
的書也是外界捐贈，這真的是監所想傳達給受刑人的
教誨制度內容，抑或是監所從未思考教誨工作能夠導
正受刑人行為所造成？性侵犯的刑後治療也是一個重
大議題，許多刑後治療的人在精神上已經出了問題，
需要的可能是真正的治療而非監禁。
刑滿出獄的人常養成習慣蹲坐的毛病，這種次
文化是來自於監所內椅子設備不足所造成，同時，
目前規定受刑人得於在三餐後三十分鐘於指定地點
可以吸煙，但我詢問監所管理員與福利社人員，交
叉比對後發現賣掉的香煙遠比允許吸煙的最大值高
上許多，實在有違常理。我對於看守所內收容人穿
著汗衫短褲就出庭的衣著也有意見，他們不是受刑
人，應該擁有選擇可受公評衣著的權利，這個問題
目前尚未完全解決，但我認為既然少年觀護所此類
機關也視為矯正學校，為何要讓這些少年在矯正學

矯正署應思考相關配套方案
監獄內有所謂的「病監」，照理來說病監的管
控應比照醫療環境，但我曾遇過一個病監裡收容 8
位受刑人，當中有一位染有肺結核、一位患有疥瘡，
把會感染的不同病況放在同一個空間裡，彼此交叉
感染，他們的病能痊癒嗎？但制度不完善，監所人
員也無計可施。在討論監所人權之前，其實要想清
楚監獄行刑的政策究竟為何？對學法律的人來說，
監所是個實行教育型主義的矯正機關，因此相關配
套方案應仔細思考評估。
除了超收之外，監所的管理制度方面也待改善。
目前監所是歸檢察官督導，由檢察官巡查考核，但每

校內穿著與看守所一樣的囚服呢？讓這些孩子穿襯
衫打領帶穿皮鞋，帶他們過像人的生活，他們才能
理解要如何做個有尊嚴的人，而非一想起矯正學校
時，就只擁有穿汗衫藍白拖鞋的回憶，這些管理細
節，其實都是矯正署能夠做得更好的地方。

醫療資源嚴重不足

缺乏專業醫療

另一層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以我個人的定義來
看就是凌虐人犯。根據監獄行刑法第 22 條規定，戒
具是防止受刑人脫逃、自殺或其他暴行時才得以施
用，是一種保護性措施，而非用來懲罰犯人用，但
監獄內仍有使用皮手梏、拘束衣與棉質拘束帶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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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所內的盼望 假釋及司法救濟研討會 ─ 專題演講「從矯正觀點審視現行監所制度」

制懲罰人犯行為，彰化少年監獄曾一口氣買了 25 套
皮手梏。受刑人被套上皮手梏後，無法用手做任何
動作，甚至無法自己吃飯，法務部卻推諉不知，我
曾經請法務部發函至各監所調查，發現皮手梏的數
量非常多，有的監所甚至還有電擊棒，雖然會進入
監所服刑的人或許比較不服管教，但監所不可以使
用法律中沒有規範的戒具，或必須有醫生護士在現
場才可使用的拘束帶來管理受刑人，這些都是與監
所人權相關且應深入探討的問題。
此外，目前監所內普遍面臨醫療資源的嚴重不
足，雖然幾個大型監所內設有Ｘ光機或手術台，但
沒有醫生執行有什麼用呢？監所把吸毒的、觀察勒
戒的人都與監所受刑人擺在一起，只有台中監所有

李復甸教授擔任第四屆監察委員時，針對監所內管理問題
著墨甚深。

專業醫生看診，其餘監所多要與附近的醫院協調聯
繫請醫生來看診，甚至部分矯正機關的醫療衛生預

最為人垢病之處。我認為是否准許受刑人可假釋的

算不增反減，不僅未配置藥劑師或醫檢師，連收容

標準，應該要經由社工師或心理師來評斷，假釋出

人的病歷、檢體保存都不完整，戒護至外面就醫的

獄後的人也必須經由社工師或心理師的追蹤，與矯

受刑人病歷，該保留在醫院還是放回監所也一直沒

正醫療相互關連才對，但現在台灣評估可否假釋，

有定論，管理制度未能統整，使得受刑人一旦生病，

完全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依據，遇到社會矚目重大

相關治療都難以追蹤與延續。

案件的受刑人，常以社會觀感不良而不接受受刑人

在看守所裡觀察勒戒最危險的人是酒精中毒者，

假釋申請，即使他的累進處遇已經到達一級，服刑

通常吸食毒品者也會合併有酒精中毒，但現今的觀

期間也表現良好，但還是被關至期滿才出獄，修復

察勒戒只有在進入看守所的第一周內進行心理測驗，

式正義淪為空談，法務部應該要提供一套假釋的標

之後就不再觀察，這些人應該在高密度的醫療體制中

準，讓受刑人該被假釋就假釋，而不是以社會氛圍

被觀察，但監獄內卻沒有相關醫療人員配置，同時欠

剝奪其假釋的權利。

缺對患有精神疾病或心理問題之收容人的專業醫療輔

甚至現在假釋期滿之後，竟還可註銷假釋，也

導協助制度，法務部雖然在台中監獄設置中區醫療專

就是假如受刑人之前兩次犯罪都執行完畢，假釋出

區，但刑後治療專區的設立卻處於停擺狀態。

獄後若再發生犯罪得再次服刑時，就把前面 2 次假

專業人力偏低，也是監所的一大隱憂。台灣的

釋都註銷，得再加上第三次刑期後才能決定假釋期

矯正單位是以管理職人員為主，社工員、輔導員、

間，這違反了刑法 79 條第一項規定，之前顏清標就

臨床心理師在員額編制內原本就屬少數，加上職階

曾遇過這個事情，我認為法務部如果想要這麼做，

不高，因此所有矯正單位的首長都是管理人員出身，

應該要有正式的法令規範，才有其合法正當性。

其實他們需要不同類型專業人員輔助幫忙，放眼世

監獄內人權的問題是全世界都矚目的問題，公

界各國的矯正單位內都有矯正社工人員的編制，台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暨聯合國在監人處遇最低標

灣的矯正機關未來可朝多拔擢非管理級類型專業人

準規則均明定，受刑人不因其過往身份、地位及權

士在監所階級內的晉升方向來改進。

勢而有不同待遇，希望台灣監所對於假釋及相關司
法救濟手段，能真正修法改善而非淪於空談，使受

假釋制度應有客觀標準依據
現行假釋制度無客觀的統一標準，是監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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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人的人權也能獲得保障，協助受刑人順利自新重
返社會。

特別報導

監所內的盼望 假釋及司法救濟研討會──

圓桌論壇「假釋修法方向與刑事收容人訴訟權益之保障」
摘要紀錄

陳玉琪

重刑累再犯後同樣也不得假釋，但國家設置假釋的

監所內的盼望
假釋及司法救濟研討會──
圓桌論壇「假釋修法方向與刑事收容
人訴訟權益之保障」
時間：2015 年 7 月 17 日（週五）
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台北院區

目的，應該是希望犯人在犯罪經矯正治療教化後能
回歸社會，假如重刑犯不可假釋，這些受刑人進入
監所看不見希望，容易自暴自棄，立法上應有相對
應的調整。
假釋是一種「刑事政策轉向機制」、只是暫時
讓受刑人出獄，我們應該從監獄內矯正具體成效、
對他人權利尊重、對法秩序的尊重、再犯可能性等
幾個方面來判斷受刑人是否具備「悛悔實據」後去
衡量假釋標準，而非單以已達到刑期長度的幾分之

主持人：尤美女／立法委員
這場圓桌論壇要討論的是「假釋修法方向以及
刑事收容人訴訟權益之保障」，很高興邀請到專精
此領域的學者及實務界貴賓共同與談。

幾決定假釋與否，性犯罪受刑人要假釋，最好有正
式判決的依據，評估其再犯的危險顯著降低程度，
也該以重刑犯的悛悔實據與教化程度判斷是否能夠
假釋，讓假釋回歸到法院來判斷決定，而非由法務
部決定。

與談人：方文宗／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
研究所助理教授
我想與大家分享「假釋制度設計」的一些爭議。
其中一個爭議，是目前最高行政法院決議將「假釋
撤銷救濟」由普通法院管轄，大法官針對此決議又
做了 681 號解釋與 691 號解釋，681 號解釋認為假
釋撤銷救濟要等到人關進了監獄之後才可執行，691
號解釋認為假釋駁准是行政處分，應由行政法院來
處理救濟，但目前其實是由法務部來核定假釋申請
可否通過，整個假釋制度存在了許多矛盾，執行的
部分是否屬於行政處分？如果是，理應由行政法院
來處理，如果不是，應回歸到普通法院處理才不致
產生救濟衝突。
另外一個爭議是性犯罪的強制治療，目前要離
開監所的性犯罪受刑人必須在前 3 個月先做評估，
若評估過後為高危險群，就要移送強制治療一年，
但在法律的思考原則下，犯多少罪、服多少刑，應
該在「刑的範圍內」檢討，而不該累加於「刑之外」，

試想，如果行政機關處分可以推翻司法裁定，
其無法之正當性，而假釋、保護管束必須由法院裁
定，為何撤銷不需經由法院裁定？假釋在理論上不
得救濟，但假釋被撤銷則屬於干預權利事項，兩者
相互衝突，我認為假釋權並非行政權決定事項，由
行政機關決定撤銷是個錯誤，應由法院決定，才可
解決假釋及保護管束同時撤銷問題，因此我傾向在
申請假釋時，應由監獄、法務部、檢察官、法官共
同認定判斷後決定來降低假釋爭議。

與談人：劉家榮／律師、屏東監獄假釋委員
目前監獄行刑法規定，假釋時，應附具足資證
明受刑人確有悛悔情形之紀錄，通過假釋審查委員
會審查後才提報法務部，而監所假釋委員會的成員
除了典獄長、教化科長、戒護科長為固定人選外，
也會依案件類型不同，找尋心理、教育、法律相關
等不同專業人士共同做假釋評估。
國內假釋委員會多採書面方式審理，很少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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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所內的盼望 假釋及司法救濟研討會 ─ 圓桌論壇「假釋修法方向與刑事收容人訴訟權益之保障」

書面審理假釋的速度非常快，假使每個月有 100 件

見及停止戶外活動，若遇假釋評估有疑惑時，應可

待審假釋案，真正能審理案件的時間約只有 2 小時

進行相關救濟。

左右，換算起來，每位審查委員只能用 1 分鐘來審
理案件，這相當弔詭，審查委員要如何在 1 分鐘內

與談人：羅士翔／律師、冤獄平反協會執行長

了解受刑人的悛悔實據？受刑人要賠償被害人嗎？

今天分享我在高等行政法院看到假釋被駁回的

他真心認罪、或有真正達到對法律的尊重嗎？不僅

例子，以及相關行政救濟。目前有三種判決是針對

評估時間倉促，我們甚至只知道監所對受刑犯的評

假釋准駁作實體上的裁判，行政法院對假釋審查過

語是「在監所內沒有任何獎懲規定」或是「配合監

程似乎非常精準，但若以收容人的訴訟權利來看，

所人員作業，請委員評估」或「請委員給予自新之

會發現許多荒謬判例，許多人被法院判決有罪後，

機會」，甚至「有繼續考核之必要」等評語，若遇

進入監所服刑，但當他發現監所內很多處分並沒有

假釋不准，受刑人要提出相關救濟時，並無一套真

相關法律依據時，卻很難再回頭進入法院進行訴訟

正可完整評估的客觀標準依據。

權利了。

雖然教誨師的提示語是評估假釋與否的重點之

民國 91 年有位收押在看守所的黃先生，被下了

一，但台灣教誨師人數非常少，屏東監獄只有 6 位

一個違規的處分，他為爭執這個處分合法性爭執了

教誨師，每月平均要受理 120 件假釋申請，每 4 個

13 年，直到去年台南地方法院刑事庭才準備去看當

月可重新申請一次假釋，教誨師光負荷行政工作就

年台南看守所的這個處分究竟對不對？但他已經收

吃不消了，真的有足夠時間觀察各受刑人的表現狀

押結束，人都出了監獄還在抗議當年的收押處分，

態嗎？有時在假釋委員會成員中，光教誨師與檢察

我們不難看出當收容人處在被監所監禁的狀態下，

官在評估同一個受刑人時的標準就完全不同，甚至

要提出訴訟是件多麼困難的事，但大部份的法院並

條件類似的不同受刑人同時提假釋，但可能一位可

不理解這個狀況。

通過假釋、另一位卻不行，受刑人完全無所適從，
回過頭來思考，我們關人犯究竟是要矯正他？還是
處罰他？這方向有待釐清。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總共有 15 件假釋被駁回後提
出行政救濟的案子，其中只有 3 件有實體判決，還
有 12 件是寫不出原因的「訴訟要件不符」，法院雖

即便受刑人的假釋申請獲得假釋委員會通過，

要求原告補正，但原告無法補正，這些案件歷經千

但依規定還需經過上級機關法務部核定，但法務

辛萬苦才將起訴狀送至行政法院，但只有 3 件獲得

部核定的依據為何？假釋委員會也不清楚，有受

實體判決，而所謂訴訟要件不符究竟是什麼原因造

刑人曾是被法務部駁回假釋的「部駁人員」，我

成的？從 2010 年開始，所有行政法院的裁判，以

們疑惑的是為什麼法務部能擁有駁回權利？他們

裁定駁回的比率約為 13%，但假釋案件中卻有高達

難道比教誨師們更了解這些受刑人嗎？還是受到

85% 是法院無法進行審理的狀況，我想問的是被裁

輿論壓力影響呢？關說文化實在不應該出現在假

定駁回案件這麼多，是否為結構性因素造成？這正

釋申請程序當中。

是法律扶助基金會必須正視的「訴訟資源不對等」

另外，受刑人在獄中的獎懲表現雖會影響其假

課題，收容人在監所內就像是人質，當他要提出對

釋時程，但獎懲的相關規定也沒有客觀指標標準，

法務部不滿的時候，就像人質要與拘禁他的人提要

若有「獎」，每次只加 0.3~0.5，「懲」卻會扣 0.5~

求，該如何作出對他最好的選擇，我們應該去思考

至 4 以上，如使受刑人恰好有重大違規，報假釋申

此問題。

請得至少延後 2 年左右，監所用這種規定來壓抑受

釋字 691 號提到，假釋准駁需要高度專業性判

刑人，不免有扼殺人權之疑慮。我們一直呼籲要獎

斷，同時視收容人是否有悛悔實據，但悛悔實據的

懲平衡，當受刑人面對懲罰時得面臨訓誡、停止接

有無是透過法務部還是監所要去判斷？北高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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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該判斷的是有沒有合法，審查密度的降低，表示

修成必須要有期徒刑初犯逾 1/2、累犯逾 2/3 才可

行政機關能有更多空間可以做假釋准駁，這是我們

假釋，95 年之後則修正為目前需達「累進處遇進至

不能接受的。另外，北高行政法院表示除了審查程

二級以上」的假釋標準。過去假釋都只由監務會議

序規範外，還要考慮個案犯罪情節、犯罪對社會所

來審查，直到民國 92 年才修法成立所謂「假釋委員

產生的危害程度、被害人補償犯罪所得以及整體刑

會」，引進心理教育與專家學者一起參與討論，由

事政策，一個收容人可否被假釋出獄得看其社會整

於每位專家都有其專業意見，我們必須予以尊重，

體刑事政策，但回歸到法條來看只有「悛悔實據」

於是假釋審查的標準變嚴格了，受刑人申請的假釋

四個字，如果再加上監獄行刑法必須累進處遇到二

必須經過假釋委員會成員無記名投票，並達出席委

級以上，那麼真正有審查假釋權力的人究竟是誰

員過半數同意才能通過。

呢？其實是當時判那位受刑人有罪、決定刑度多長
的那位法官。

我曾經當過教誨師，當委員們對假釋申請有質
疑時，會隨時提供補充不同資料供審查委員參考，

曾有個案件收容人因製造毒品入獄，我認為他

目前也有實施視訊座談制度，為避免想視訊的人數

坦白製造毒品的過程數量等陳述應可以列入「悛悔

過多，監獄會事先挑選人選給假釋委員作決定。其

實據」，也就是說，只是法官才有權對其刑度做考

實假審會審核通過假釋的比率均低於 45%，把關相

量。目前假釋審查可審查前案，若受刑人因後案入

當嚴謹，能夠獲假釋出監人數只佔少數，而整個假

監服刑，應視其後案服刑期間有無「悛悔實據」作

釋流程約要歷經 2 個月的時間完成。

為判斷對象，我認為假釋審查還得提出前案的「悛

目前假釋的救濟途徑，是依照大法官的見解交

悔實據」後一併考慮，這制度設計已經逾越太多了，

由行政法院審理，受刑人若不服不予假釋決定想提

或許法扶會能想出方法解決假釋訴訟資源不對等的

救濟，但因行政法院要收裁判費，普遍沒有經濟來

狀況，而如何判斷「悛悔實據」，以及假釋准否的

源的受刑人多半停在訴願時就止步了，能夠進入行

公平性，將是可集思廣益改善的方向。

政法院請律師協助的案件量更少，我們認為這有修
正的必要；受刑人若不服撤銷假釋，可提出聲明異

與談人：邱鴻基／法務部矯正署副署長

議，但不服監獄處分時，目前尚無司法救濟途徑，

這 2 年來，社會大眾十分關心關於監所假釋制

目前整個假釋救濟的途徑雜亂無章，我們希望未來

度與監所管理相關話題，假釋工作內涵相當綿密，

能修法，朝統一救濟途徑向普通法院聲明異議，但

法務部接受各方公評意見，並提出了改革方案，也

這部分仍須尊重司法院的意見。

就是當受刑人申請假釋遭駁回時，他可以提出訴願

目前監所內受刑人越來越多，短刑期的受刑人

權利。我們每個月審查約 1200 件假釋，每一件個案

佔了監所人數的絕大比例，再加上刑期未滿一年不

情況都不一，對於殺人、擄人勒贖或運輸毒品、性

得申請假釋，監所收容人數始終超收，坦白說收容

侵害及詐騙集團等重大刑事案件，若受刑人前科累

人的監禁環境不良，再加上一位戒護人員日間得管

累或犯行複雜，我們在審核假釋個案時都會謹慎評

理超過 100 位受刑人，夜間管理超過 400 人，近來

估考量，目前羈押法已送到立法院審議，監獄行刑

監獄事件頻傳，一遇突發事件時實在應變困難，我

法也正在召開公聽會，法務部矯正署正在努力，請

國監所戒護人力與收容人數比現今為 1 比 12，戒護

林政偉編審為大家介紹假釋制度的實務面。

人力真的不足，未來希望能擴充戒護管理人力。

與談人：林政偉／法務部矯正署編審

與談人：謝幸伶／法律扶助基金會副秘書長

台灣的假釋要件在 20 年內修了 3 次，民國 83

法扶過去很少處理到假釋相關案件，在此想分

年時只要有期徒刑逾 1/3 就可以申請假釋，86 年時

享法扶如何保障收容人之訴訟權益。我們要如何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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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所內的盼望 假釋及司法救濟研討會 ─ 圓桌論壇「假釋修法方向與刑事收容人訴訟權益之保障」

監所在押者得知法律扶助資訊進而申請？許多監所
在押者並非強制辯護案件，他可能是民事案件、或
假釋駁回後的行政救濟案件，依照目前規定，這些
案件仍然要審查資力，當要審查資力時，在押者得
要拿到財產清單，他必須先寫信、經過監獄審核後
寄出，像是刑事案件一般只有 10 天的上訴時間，該
怎麼處理這種急件是一個困難點，目前法扶各分會
多採書面審查，只有少數分會派審查委員進入監所，
當無法與申請人面談時，許多案情資料得透過不斷
補件完成，當法扶律師接到這種案件時，要如何完
成委任程序，這是法扶至今仍在克服與協調的問題。
假如是法院轉介而來的案件，扶助律師可以持
轉介文件與扶助律師接案通知書進行律見，但法扶
常遇到非法院轉介的案件，這個時候我們的扶助律
師得先跑一次公務接見簽署委任狀，在完成選任辯
護人程序後，再次進行律見。法扶後來雖與矯正署
進行協調，獲得同意能以郵寄委任狀的方式、由監
所人員拿給受刑人簽完名後再寄回給律師，使律師
可以少跑一趟，也可以在律師前往現場請監所受刑
人簽完名之後，再以傳真方式傳到法院，當法院確
定已完成委任程序時，當天就可一併完成律見程序，
這是我們協調後的結果，但實際上扶助律師常向我
們反映，許多監所端並不知道這些協助方式，等於
扶助律師還是要跑好幾次。
法扶目前已透過律見規定放寬、多元有效法律
諮詢、申請程序便捷等方式盡全力保障收容人的訴
訟權益，但若遇到收容人以急件方式申請時，是否
有可能開放電話或視訊審查，減少可能多次書面往
返補件的漫長時間，而遇到要審查資力的案件時，
法扶可否作內規彈性調整審查？在律見規定方面，
未來希望開放刑事案件以外的律見流程，如收容人
申請扶助假釋、或對駁回假釋提起行政救濟程序獲
審查委員會准予扶助，請監所開放律師辦理辯護人
接見程序，並簡化其流程，也將是法扶想要做的方
向。同時，法扶也希望監所能開放電話或視訊法律
諮詢，讓我們可以針對受刑人不同個案來作處理，
或增加監所駐點律師提供受刑人面對面的法律諮詢
服務，法扶未來會朝這些方向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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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陳惠敏／助理教授、監所關注小組
我認為要談「假釋修法方向與刑事收容人訴訟
權益之保障」的話題前，必須先釐清監獄存在的目
的是什麼？我認為要讓愈少人進入監獄才是監獄存
在的目的，絕非只是愈蓋愈多監獄就能解決問題。
監所極度濃縮了社會中不公平、階級與各種
弱勢的集中點，因此常遭人誤解，媒體常報導某
些名人在監獄內過得並不差，使得大家誤以為監
所裡每位受刑人都可享有待遇，但換句話說，若
監所能提供給這些少數人這麼好的服務，理應也
該提供給每位受刑人一樣的生存空間，這兩者之
間的距離其實很遙遠。我想提供的觀點是，並非
監所內的人過得愈慘，受害者平復的感覺就會比
較好，也因此如果消滅監所是監所存在之必要的
話，我們對監所所要做的思考與想像，應該是降
低再犯率。像我們從事社會運動，由集會遊行法
慢慢拆解為一個個刑法行為的時候，也有某些司
法追殺正在對著我們，如果你認為惡的行為只是
行為本身，這些惡的誕生並非沒有脈絡與社會基
礎，改革者必須要相信惡有其誕生的土壤，善也
可能會發生。
上次高雄大寮監獄 6 位囚犯挾持人質事件，其
實他們所提的像是醫療部分、受刑人勞動收入部分
等訴求，在監獄內都是會真實上演的情況。假設監
所內如我認為是一個強欺弱的狀況，那麼監所改革
的目標應該是至少要讓人進去的時候能自給自足，
而不需要投靠幫派，陷入另一個可能在出獄後會影
響他再次入獄的人際網絡。許多人認為受刑人在監
所內勞動是為了培養他出獄後工作的習慣，這都是
很資本主義的思考邏輯，矯正署之前所推動的一監
一特色，像金門監獄做麵線、屏東監獄做醬油或是
台中女監做巧克力，這些勞動者的確會有比較高的
收入，但誰可以決定哪些受刑人能接觸這個工作機
會？換言之，這當中有許多人治空間，也容易造成
走後門的問題，這也是許多名人犯罪者可以在入獄
前就打點好一切的原因。
現在監所內最多的受刑人就是酒癮或藥癮者，
2013 年在兩公約的國際審查會議上，國際委員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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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指出衛福部應該主辦監所業務，其實衛福部可以

如果所有的司法判決者希望讓他們判決的人改過

作為指導者進入環節內，但台灣衛福部一直拒絕接

向善，卻把他送到一個不可能改過向善的地方，是否

觸這部分。酒癮的戒斷症狀比藥癮更危險，許多酒

可以尋找其他方式完成減少犯罪的目標？「社會的惡

癮者在監所內暴斃比率非常高，但因醫療進不去監

意」是我們在做監所改革時常遇到的阻礙，我認為大

所之內，所以常有監所內受刑人因缺乏醫療資源而

家討論的台灣監所改革並不只是人權問題，而是生存

喪失生命，其實用藥者或酒癮者更應該去戒治的地

權問題，法律是弱勢者最後一道防線，法律人也是收

方或其他安置之處，不良於行的受刑人也面臨同樣

容人對外唯一的管道，法律界若能團結支持改變此問

問題，而這就是我們該對症下藥之處。

題，才有可能從根本降低再犯率。

圓桌論壇「假釋修法方向與刑事收容人訴訟權益之保障」主持人和與談人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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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析新修正法律扶助法
文

一、前言
法律扶助法（以下簡稱法扶法）自民國（以下
同）93 年 6 月 20 日施行迄今已度過 11 個年頭，司
法院亦依法扶法成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以
下簡稱法扶會」，具體執行法扶法所明定的各項業
務。在此當中，歷經實務運作，衍生不少立法當初
未曾考慮的問題，為進一步貫徹法扶法立法的目標，
實有予以重新全面檢視之必要。為兼顧扶助資源有
效運用、保障申請人及受扶助人之權益，乃從「擴
大受扶助人資格」、「拓展法律扶助服務項目」、
「強化扶助律師扶助品質」、「提升法律扶助管理
效能」、「法律扶助組織再造」、「增進法律扶助
資金來源」及「提升法扶會獨立性與合理監督」等
七個面向，以達「有限資源做合理分配」及「有權
利者皆有所獲」之終極目標。立法院於 104 年 6 月
15 日三讀通過修正法扶法，經總統於 104 年 7 月 1
日對外公布，並經司法院公告於 104 年 7 月 6 日正
式實施（部份條文自 105 年 3 月 23 日施行，詳後
述），大幅度地從以上七個面向全面修正法扶法的

李秉宏（法扶會法務處律師）

準（下稱法扶會無資力標準）」等二種類型，而本
次修正法扶法，增訂「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中低收入
戶」及「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四條所定之
『特殊境遇家庭』」為法扶會無資力者之範圍。（請
參法扶法第 5 條第 1 項），使得若干符合上開規定
處於近貧的經濟弱勢者，能夠獲取法扶會的協助。
此外，新法扶法還進一步規定「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依法必須准予全部
扶助。（請參法扶法第 31 條第 1 項但書），至於何
謂「部分扶助」，本次修正法扶法並未做任何實質
性的修改，仍授權由法扶會視經費狀態明定其資力
標準。最後，對於本會所訂之「法扶會無資力標準」
之計算人口究應如何認定，本次修正法扶法第 5 條
於第 2 項明定：申請人非同財共居之配偶或親屬，
其名下財產不計入申請人名下可處分之資產。至於
可處分之資產及每月可處分之收入之計算方式，如
申請人與其父母、子女、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間無
扶養事實者得不計入；申請人與其配偶長期分居者，
亦同。

內容。由於本次是全面性的修正法扶法，影響了日

（二）增訂「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

後台灣法扶制度的運作狀況，特針對本次的修法內

者」為法扶會之受扶助人：依據法扶法第 1 條的規定：

容撰寫本文，藉此讓關心台灣法扶制度的律師、社

「為保障人民權益，對於無資力或因其他原因，無

福團體及專家學者們了解修法的重點。

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提供必要之法律扶助，特
制定本法。」，然而何謂「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

二、擴大受扶助人之資格
首先，為進一步擴大服務的對象，使許多因經
濟、身分或特殊情事，處於弱勢邊緣的人民，也能
獲得法律扶助制度的協助，本次修正法扶法，乃從

適當保護者」，舊法扶法並未有明文，為落實本條
的立法精神，本次修正法扶法，乃於第 5 條第 4 項
列舉以下之情形，為「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
保護者」之類型：

「擴大無資力者」、「增加『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

1. 涉犯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

律適當保護者』、「擴大無需審查資力之類型」及

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於偵查中初次詢（訊）問、審

「擴大非中華民國人民」等四個面向，試圖貫徹「擴

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

大受扶助人」的首要目標。
（一）有關「擴大無資力者」的修法重點方面，

2.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具原住民身分，於偵查、
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

原本法扶法所規定之「無資力者」，僅限於「符合

3. 因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損傷或不

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及「符合法扶會所訂『每

全，無法為完全陳述，於偵查、審判中未經選任辯

月可處分之收入』及『可處分之資產』低於一定標

護人；或於審判中未經選任代理人，審判長認有選

14

Legal Aid Quarterly

任之必要。
4. 上開三種情形，於少年事件調查、審理中，
未經選任輔佐人。
5. 其他審判、少年事件未經選任辯護人、代理
人或輔佐人，審判長認有選任之必要。
6. 重大公益、社會矚目、重大繁雜或其他相類
事件，經基金會決議。
（三）擴大「無須審查資力之案件類型」：依
據舊法扶法第 14 條規定，無須審查資力之類型，主
要為「涉犯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

2. 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喪失居留權
3. 人口販運案件之被害人或疑似被害人
4. 非居住於中華民國境內之人民，曾因同一事
實受基金會扶助
5. 非居住於中華民國境內之人民，對於他人曾
因同一事實受基金會扶助後死亡，依中華民國法律
得行使權利
6. 非居住於中華民國境內之人民，對於他人因
職業災害死亡，依中華民國法律得行使權利
7. 其他經基金會決議

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
「因智能障礙致未能為完全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
任辯護人或代理人，審判長認有選任辯護人或代理
人之必要」及「符合社會救助法所規定之低收入
戶」，本次修正法扶法，乃配合上開「擴大無資力
者」、「增加『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
立法政策，除將「符合社會救助法所規定之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
第四條之特殊境遇家庭」及「上述 1. 至 5. 所述『其
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之案件」列為無需
審查之事由，並且進一步增訂「得依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清理債務之債務人」及「言詞法律諮詢」列
為無需審查資力之事由。至於「符合重大公益、社
會矚目、重大繁雜或其他相類事件」是否須審查資
力，則授權由法扶會視其情節自行決議之。
另依據過往的實務運作經驗，若干的弱勢族群
因不具有本國國籍，又不易取得審查資力時所需之
所得或財產清單，產生上開族群是否及如何應審查
其資力之問題。為解決此項疑義，本次乃於法扶法
第 13 條第 3 項明定：「依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引進之外國人」及「經濟弱勢
且尚未歸化或歸化後尚未設有戶籍之國人配偶」經
切結後推定為無資力，無需審查其資力。
（四）擴大非中華民國人民之保護範圍：本次
修正法扶法，對於外國人的保護也做了大幅的修正，
凡非中華民國人民符合以下要件者，皆可獲取法扶
會之協助（請參法扶法第 14 條）：
1. 合法居住於中華民國境內之人民

三、拓展法律扶助服務之項目
為使法扶會所提供的扶助項目更能達到弱勢族
群的需要，本次修正法扶法的另一項重點，就是擴
大法扶扶助的項目，以下就具體修正的內容進行較
詳細的說明。
（一）擴大「單一個案扶助以外的其他業務」：
何謂「法律扶助」？經過 11 年來的運作觀察，若要
解決弱勢族群的法律問題，廣義而言，完整的法律
服務大體上可區分為：「對社會大眾所進行的法治
教育」、「協助特定弱勢族群的立修法推動」及「單
一個案的法律救濟協助」等三個面向，有鑑於過往
對於「法律扶助」的方向皆係以「個案救濟」為主
軸，未能根本解決結構性的問題。本次修正法扶法
意識到此一問題，乃明定「推廣法律扶助、弱勢人
權議題之教育」及「推動與法律扶助、弱勢人權議
題相關之法令建置」列為法扶會應辦業務，茲說明
如下：
1. 推廣法律扶助、弱勢人權議題之教育：因法
扶會成立宗旨在實現訴訟平等，針對弱勢議題之法
治教育，乃強化弱勢者法律地位之方式，為法扶會
應致力之工作。惟現行條文第四款「推廣法律扶助
教育」之用語，易生法律教育限於推廣「法律扶助」
範疇之誤解，為杜爭議，乃明定：「推廣法律扶助、
弱勢人權議題之教育」為法扶會之業務。（請參法
扶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4 款）
2. 推動與法律扶助、弱勢人權議題相關之法令
建置：又個別弱勢者面臨之法律問題常肇因於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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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或不當等結構性問題，法律扶助工作除個案司

人已選任律師；法院已指定辯護人或指定律師擔任

法救濟之協助外，自應參與議題之倡議及法令之修

代理人或輔佐人」及「同一事件業經基金會或分會

正，由根本避免弱勢個案不斷涉入類似之法律紛爭

駁回確定，而無其他新事實或新證據」。（請參法

及困境，固本次乃將「推動與法律扶助、弱勢人權

扶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7 款）

議題相關之法令建置」列為法扶會之業務。（請參
法扶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6 款）

四、強化扶助律師扶助之品質

（二）調整「律師代理程序」之範圍：除訴訟

「好的扶助品質」是法律扶助制度能否運作良

或仲裁程序外，受扶助人尋求法律扶助之事項，尚

好的關鍵因素，而律師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為使

包含非訟或其他事件，例如提審案（事）件、收容

扶助律師之服務品質能真正協助有需要之人，本次

事件、訴願程序或其他前置程序事件、聲請大法官

修正法扶法，乃從「調整律師之來源」、「調整律

解釋事件；又法律扶助之態樣，除民、刑事案件之

師之酬金」及「強化扶助律師之責任」等三個面向

代理、辯護外，尚包括少年事件之輔佐，故明定扶

進行修正。

助名稱為「訴訟、非訟、仲裁及其他事件之代理、
辯護或輔佐」。（請參法扶法第 4 條第 1 款）

（一）調整律師之來源：依據舊法扶法之規定，
法扶會之律師來源有二，一是一般外派之扶助律

此外，考量法扶會之任務及功能，係提供調解、

師，另外則是法扶會自行聘任之專職律師，而現行

和解之代理扶助，爰修正扶助項目名稱為「調解、

實務運作上係依外派之扶助律師為主。由於依據舊

和解之代理」，俾符實際。（請參法扶法第 4 條第

法扶法之規定，除有特殊情形外，全國所有的律師

2 款）

皆須承辦法扶事件，惟實務運作上，法扶會指派之

（三）擴大「准予訴訟救助之範圍」：因訴訟

律師，皆係由其自行加入而來，故為使法律之規範

救助之情形除訴訟程序外，尚包括非訟事件在內，

符合實際運作，本次修正法扶法，明定須經法扶會

另由法扶會扶助之弱勢外籍人士，其向法院聲請訴

之遴選始得成為扶助律師。（請參法扶法第 23 條第

訟救助時，仍常遇以其母國與我國無互惠關係，而

1 項、第 24 條、第 26 條）

引用民事訴訟法第 108 條予以駁回之困境，為解決

其次，有關法扶會專職律師所需規範之事項除

上開問題，乃修正法扶法，明定：「經分會准許法

其聘任解聘之事項，尚包括約聘期間、薪資、派案、

律扶助之無資力者，其於訴訟或非訟程序中，向法

違反義務時應負之責任及管理考核等事項，故於本

院聲請訴訟救助時，除顯無理由者外，應准予訴訟

次修正法扶法乃一併修正之。（請參法扶法第 23 條

救助，不受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之限制。」

第 3 項）

（請參法扶法第 63 條）

最後，為使扶助律師之服務內容能更趨專業化，

（四）擴大出具保證書代擔保金之事由：依據

本次乃參考英國「簽約律師之制度」，於法扶法中

舊法扶法之規定，僅有准予假扣押及假處分二種情

明定：「為辦理本法規定之法律扶助事務，基金會

形，得由法扶會出具保證書代擔保金，然而受扶助

得與律師（律師事務所）簽約；其簽約標準、期間、

人需要繳納擔保金之情形除上述外，尚包括其他情

報酬、派案、違反義務時應負之責任及其他相關事

形，為解決以上問題，本次修正法扶法乃擴大出具

項之辦法，由基金會定之。」（請參法扶法第 23 條

保證書代擔保金之事由，將「暫時處分」、「定暫

第 4 項）

時狀態處分」及「停止強制執行程序」列為出具保
證書之事由。（請參法扶法第 67 條第 1 項）

（二）調整律師之酬金：另為使提供服務之扶
助律師能獲得應有之報酬，本次修正法扶法，亦針

（五）修正「駁回扶助之事由」：惟考量到法

對酬金事項做了相應修正。首先，因現行有關「調

扶會資源有限，故本次修正法扶法，亦針對若干情

解、和解」之酬金明顯偏低，為解決此項問題，本

形列為駁回扶助之事由，而增訂：「同一事件申請

次修正法扶法乃明定：「調解、和解之代理，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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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其他程序之代理、辯護或輔佐者，二至十五個

服務品質之律評制度正式於法律位階中成為法扶會

基數。

必須辦理之重要事項。（請參法扶法第 10 條第 1 項

其次，若干扶助事件因案情複雜；或其案件本

第 8 款、第 26 條第 5 項）

身需耗費許多勞力、時間、費用，原給付之酬金不

最後，為確保受扶助人救濟上之審級利益，故

足以反應扶助律師付出之辛勞，為達到「酬勞等價」

本次修正法扶法乃明定：「扶助律師應於偵查終結

之精神，本次修正法扶法，乃明定：「有下列情形

或每一審級終結後，告知受扶助人法定救濟期間之

之一者，分會得依扶助律師之申請酌增酬金：一、

規定。」（請參法扶法第 66 條）

律師因承接『重大公益、社會矚目、重大繁雜或其
他相類事件』或其他案情繁雜之事件，致原審定之
酬金過低。二、事件因扶助律師之協助，而達成和
解。」（請參法扶法第 29 條第 1 項）

五、提升法律扶助管理之效能
組織運作能否順暢，需有一套良好且具效能的
管理制度為其後盾，本次修正法扶法亦意識到「管

此外，扶助律師未能完成扶助工作，可能因自

理效能」之重要性，乃從「簡化准予扶助之流程」、

身具有可歸責事由，亦可能因情事變遷而無法完成

「便利後續行政之運作」、「調整內部人事任免權」

扶助工作（如：扶助事件遭終止或撤銷），為解決

及「便利決算之編列」等四方面進行修正。

上開規定，本次修正法扶法乃明定：「因可歸責於

（一）簡化准予扶助之流程：依據舊法扶法之

扶助律師之事由或情事變更，致未適當履行法律扶

規定，申請人如需獲取法律扶助，皆須依法提出申

助事務，分會得視情節酌減、取消其酬金，或變更

請，並經由三位審查委員就其資力及案情進行審議，

扶助律師」。

經評議後決定准予扶助後始得為之。然而實際運作

最後，對於分會審查委員會所為酬金酌增、酌

上，若干情形因具有急迫性（如檢警第一次律師陪

減或取消之決定，應賦予扶助律師得申請覆議，

同在場偵訊），或其申請事項較為簡易，現行運作

以保障其尋求救濟之權利，本次修正法扶法乃於第

程序過於複雜（如現場法律諮詢），或其尋求律師

36 條第 2 項明定：「扶助律師不服分會審查委員

之協助，依法須配合其他法律之運作（如審判長指

會對於酬金酌增、酌減或取消之決定者，得於收受

定律師為被告進行辯護）等。本次修正法扶法意識

決定書後三十日內，以書面附具理由向基金會申請

到上開實務運作之特殊性，故就若干情形簡化其指

覆議」。

派律師之流程。

（三）強化扶助律師之義務：為使扶助律師之

首先，為因應審判長依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

品質能更好，本次修正法扶法亦採取了若干方式，

處理法等規定指定律師為辯護或輔佐之政策，故本

以加強扶助律師之扶助義務。首先，為避免扶助律

次於法扶法第 13 條第 6 項明定：「符合第二項第二

師於收受酬金及必要費用後，又私下向經濟弱勢之

款之情形（即法扶法第 5 條第 4 項第 1 至 5 款所定

受扶助人另行收取費用，本次修正法扶法乃明定「扶

之『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之事由），

助律師除依法扶法規定請領酬金及必要費用外，不

未申請法律扶助，審判長或檢察官得通知基金會指

得以任何方式收受報酬或不正利益，違反規定者，

派扶助律師為其辯護或輔佐」。

視同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移送評鑑；情節重大者，

其次，上開所列之事由，律師扮演之角色乃在

由基金會移請律師懲戒委員會依律師法處理。」（請

確保「涉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被告」、

參法扶法第 26 條第 3、4 項）

「原住民」、「因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其次，為使運作已久之律師評鑑制度能有其法

損傷或不全，無法為完全陳述之人」及「少年」之

源依據，本次修正法扶法，除將之列為法扶會應辦

程序利益，不論個案案情是否有無理由，故本次修

理之事項外，關於其細部之作業事項，亦於法扶法

正法扶法於第 15 條第 2 項明定：前項第一款（即是

中授權法扶會另訂辦法加以規範，使維持扶助律師

否顯無理由）、第二款（即訴訟標的金額是否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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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及律師酬金）之規定，於第 5 條第 4 項第

金或必要費用，除法扶法第 33 條所定之墊付分擔金

1 至 5 款所定之「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

及回饋金外，尚包括法扶法第 20 條（撤銷暫時扶助）

者」之事由，不適用之，亦即不得以顯無理由駁回

及第 21 條（撤銷扶助）之撤銷金，為期全面規範上

該等案件。

開款項之追討程序，本次修正法扶法乃於第 35 條明

再者，因考量審判長或檢察官因刑事案件符合

定「受扶助人不依第二十條第四項、第二十一條第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而轉介至基金會指派律

三項或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返還酬金及必要費用，未

師者，政策上均應指派律師扶助；刑事案件中，被

提出覆議或提出覆議經駁回者，基金會或分會除認

告遭檢察官求處死刑、法院曾宣告死刑或有宣告死

強制執行無實益外，得提出相關證明文件，聲請法

刑之虞者，對被告之生命權影響甚鉅，為符公民與

院裁定強制執行；於聲請法院強制執行時，免徵執

政治權利公約第六條、第十四條精神，亦應提供律

行費」。

師協助。是以，上開案件如仍須送審查，顯增加不

其次，訴訟費用依法可向法院聲請退還者（例

必要之行政成本，為貫徹此依精神，本次修正法扶

如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26、第 83 條、第 84 條等

法，乃於第 46 條第 2 項明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規定），目前法扶會依法不得以自己之名義退還

得由分會決定予以扶助並酌定律師酬金，不適用前

之，為便利法扶會之行政作業，本次修正法扶法乃

項第一款（經審委准、駁、終止或撤銷）、第二款

於第 34 條第 3 項明定：「第一項訴訟費用依法可

（經審委酌定酬金之數額）之規定：一、審判長或

向法院聲請退還者，基金會或分會得以其名義聲請

檢察官因刑事案件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規定

退還之」。

而轉介至基金會指派律師。二、檢察官求處死刑、

最 後，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104 條 規 定， 保 證 書

法院曾宣告死刑或有宣告死刑之虞之刑事案件。三、

須由供擔保人聲請返還，惟實務運作上因需受扶

其他經基金會決議。」

助人配合辦理，造成聲請返還程序過於繁複，致

最後，因檢警第一次詢（訊）問時，因具急迫

基金會及分會作業上多所困擾，為簡化作業流程，

性，且多數於夜間為之，恐無法及時邀集三位審查

本次修正法扶法乃於第 67 條第 2 項明定：「前項

委員進行審議；又言詞法律諮詢通常於扶助律師解

出具保證書原因消滅時，分會得以自己名義向法

答完畢，該事件即終結，無庸於事後再由三位審查

院聲請返還」。

委員行合議審查。另上開情形，於提供服務後便已

（三）調整內部人事任免權：本次修正法扶法，

完成或時程經過後已無從回復，自無後續再行覆議

為使若干重要職位人員於推薦程序上能有更便捷之

之必要與實益，允宜由扶助律師為准駁決定，基此，

運作空間，故亦一併進行調整。

本次修正法扶法乃於第 50 條明定：「下列法律扶助
事件之准駁，得由扶助律師行之，不適用第四十六
條（審查委員會審議事項）、第四十七條（審查委
員會審議程序）及前條（覆議委員會審議程序）之
規定：一、第五條第四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事件，
於偵查中初次詢（訊）問。二、言詞法律諮詢」。
（二）便利後續行政之運作：本次修正法扶
法，亦考慮到法扶會於扶助事件終結後，尚有若
干與業務有關之行政事務須辦理，為便於第一線
之實務運作，故本次亦針對若干事項簡化其後續
辦理之行政程序。
首先，基金會或分會得請求受扶助人返還之酬

18

首先，現行分會執行秘書之推薦僅有分會會長
始得為之，然而，執行秘書屬法扶會之重要職位人
員，為使執行秘書之任免過程能更有彈性，故本次
修正法扶法乃增訂，執行秘書之聘任、解任亦得由
執行長報請基金會為之，俾增用人之彈性。（請參
法扶法第 44 條第 2 項，此規定於 105 年 3 月 23 日
施行）
其次，覆議委員會係設於基金會，其委員之推
舉，不宜僅限由分會會長為之，本次修正法扶法乃
增列執行長有推舉權，俾增用人之彈性；又解任之
程序亦同。（請參法扶法第 48 條第 3 項，此規定於
105 年 3 月 23 日施行）

Legal Aid Quarterly

（四）便利決算之編列：因年度工作報告、決

工會代表列席」。

算及財產清冊之內容，皆屬基金會之重大事項與業

（二）法扶會運作改採執行長制：目前法扶會

務，如須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一個月內陳報主管機關，

運作情形，例行性重要決策多半由秘書長（即新修

時程過於緊迫，爰修正為會計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

正法扶法所稱執行長）決定，然依據舊法扶法之規

為之。（請參法扶法第 56 條第 2 項）

定，最高決策者卻為無給職之董事長，造成法扶會
之組織係屬「董事長制」抑或「執行長制」，產生

六、有關法律扶助組織再造之修正內容

認定上爭議。為解決此項問題，考量法扶會董事長

為使上開業務之運作能更符合民間之期待，故

並非專任，且為無給職，現行法課予其綜理會務之

本次修正法扶法亦對於法扶會之組織進行了若干調

責，權責難以相符，爰將基金會治理模式改採執行

整，最主要者乃針對「調整董事會之席次代表」、

長制，俾使專任有給職之執行長，擔負綜理會務之

「法扶會運作改採執行長制」、「調整董事會與監

責任，以符實際需求。（請參法扶法第 40 條第 1 項、

察人間之權限」及增訂「利益迴避原則」等四方面

第 41 條）另為強化未來執行長制之運作模式能順利

進行修正。此部分修正內容，配合法扶會董事會之

落實，本次修正法扶法乃增設「副執行長」一職，

任期，由司法院訂於 105 年 3 月 23 日施行。

襄助執行長處理會務。（請參法扶法第 41 條第 1 項）

（一）調整董事會之席次代表：本次修正法扶

（三）調整董事會與監察人間之權限：本次修

法雖未調整董事會之總席次，然而各席次之代表卻

正法扶法，亦針對「監察人（即舊法扶法所稱之監

有大幅度的調整。有關官方董事方面，從原先的五

事）」做若干修正，除將「監事」修正為「監察人」，

席縮減為四席，除配合「軍事審判回歸一般司法」

並將「監事主席」修正為「常務監察人」外，最核

而刪除「國防部代表」，並且配合「內政部社會福

心修正莫過於「董事會」與「監察人」間之權限劃

利業務移轉至新設立的衛生福利部」，而將「內政

分。由於舊法扶法第 52 條第 1 項第 5 款明定：「監

部代表」變更為「衛生福利部代表」。其次，律師

事得出席董事會陳述意見。」，衍生監察人於董事

代表席次亦從原先的四席縮減為三席，並且明定律

會上是否享有決策權限之疑義，有鑑於監察人本質

師之代表，必須具有「長期參與人權、公益或弱勢

上在董事會僅能陳述意見，而不得參與表決，應屬

議題之經驗」。學者代表席次雖維持為二席，然為

列席，爰修正法扶法第 52 條之規定。

使學者代表能夠更符合法扶會所需，其資格必須為

（四）增訂「董事」、「監察人」、「執行長」

「長期參與人權、公益或弱勢議題之法學、社會學、

及「副執行長」之利益迴避原則：最後，本次修正

管理學或其他專門學識之學者、專家」，且需經由

法扶法為確保法扶會運作上之公益性，避免少數人

社會團體推薦。再者，因現行「弱勢團體」之代表

藉由掌握高職位而謀求私益，影響法扶會之運作，

席次過低，為使「弱勢團體聲音」能於董事會上更

故本次修正法扶法於第 55 條增訂董事、監察人、

具影響力，本次修正法扶法乃將「弱勢團體代表」

執行長、副執行長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並明定：

擴增為二席，並需經由社會團體推舉。最後，考量

「董事、監察人、執行長、副執行長相互間，不得

「勞工」屬法扶會多年來扶助之重要案件類型，因

有或曾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董

此，本次乃增設一席由各界推舉之勞工團體代表。

事、監察人、執行長、副執行長之配偶及其三親等

其次，「性別意識」為現今國際上之重要指標，
為因應國際潮流，本次修正法扶法乃明定：「董事，

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基金會總務、會計及人
事職務」。

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另為使第一線之聲音能被董事會聽見，適時對

七、有關增進法律扶助資金來源

政策方針表達意見，本次修正法扶法特別明定：「董

（一）擴大資金來源：為擴大經費來源，本次

事會開會時，應通知基金會或分會工作人員代表及

修正法扶法乃明定「緩起訴處分金」及「協商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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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為法扶會經費來源，同時明定：「由主管機關

院核定外，其餘作業規定，允宜由基金會審酌其任

依前三年度平均總金額百分之十五，併同其他預算

務、性質及其需求等因素，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

編列之」，因而擴大法扶會之資金來源。（請參法

司法院備查，俾符程序經濟。（請參法扶法第 12 條）

扶法第 8 條第 3 項第 2 款、第 8 條第 5 項）

（二）分會會長之人事任免權回歸法扶會行使：

（二）充實基金之額度：為充實法扶會基金之

因法扶會為獨立之法人組織，其決策之執行則有賴

數額，本次修正法扶法，乃特別明定「全國性及各

各分會在第一線運作，為期發揮事權統一之效，分

地方律師公會之捐贈」、「其他團體或個人之捐贈」

會會長之聘任及解任權應由法扶會行使，司法院僅

及「法扶會其他來源之收入」於會計年度結束後如

作事後審查，爰修正法扶法之規定，並增訂主管機

有結餘款，應轉入法扶會之基金。（請參法扶法第

關於發現分會會長有不適任之情形時，得移請法扶

8 條第 4 項）

會解任之規定，俾為適當監督。（請參法扶法第 43
條）

八、有關提升法扶會獨立性及監督法律扶
助業務之修正內容

明確解決過往司法院監督界線不明之問題，本次修

（一）法規訂定之獨立性：為使法扶會得以有

正法扶法，特明定：「除涉及『基金及經費之運用』、

效運作，並賦予其一定程度之自主性及獨立性，法

『法律扶助事件品質』、『年度重大措施』等事項

扶法授權基金會訂定之辦法，除涉及組織編制、基

屬司法院之監督範圍外，其餘業務皆屬法扶會之自

金及經費之運用、重大措施等事項，因事涉國家預

治事項。（請參法扶法第 60 條）

算之編列運用，其訂定、修正及廢止，均應經司法

20

（三）明確化司法院對法扶會之監督權限：為

專題報導

社會救助法下的人倫悲劇
文

案例一：遠在異鄉的母親

胡宜庭（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總幹事）

案例三：無法回頭的父親

阿宏（化名）夫婦帶著三名年幼的子女住在沒

阿桑（化名）因為中風住院，很快住院的天數

水沒電的套房裡，因為家中沒有水電，三名年幼的

已滿，醫院十分著急遍尋家人不著，因此轉案至社區

孩子經常身上有著異味，當社工接獲通報進到家中，

社工希望能協助尋找阿桑的家人並安排住處。社工尋

發現家裡可用家徒四壁來形容。阿宏已經失業很久，

著地址找到阿桑的房東，赫然發現阿桑的租屋處已經

因為教育程度不高，且無特殊技能，尋找工作十分

出租給他人，房東表示阿桑住院期間他的同居人也跑

困難。而阿宏的太太接近輕度智能障礙，連照顧三

了，房東害怕未來房子收租有問題，因此將阿桑的物

名幼兒的能力都很勉強，要尋找工作增加家庭收入

品打包寄放在醫院，連阿桑的戶籍都遷出了。社工打

更不可能。問及阿宏是否還有其他親人，阿宏說母

電話同居人也拒接電話。阿桑因為疾病領有肢體障礙

親與他分離很久，不知人在哪裡，這間房子是爸爸

的手冊，因此阿桑無法單獨居住在社區中，取得阿桑

給他住的，產權登記在繼母名下。父親已過世多年，

同意，社工為其尋找機構，同時也要為阿桑申請低收

沒有其他親友。

入戶，才能得到機構收容費用的補助。

社工評估這樣的家庭應該符合社會救助法的救

在社會局的電腦查證之下，發現阿桑原來有老

助標準，因此協助阿宏提出申請。但是社會局從電

婆及兒子，而兒子的收入很好，因此阿桑無法通過

腦中找到阿宏媽媽出境的資料，但是迄今都沒有入

低收入戶。這時阿桑才說出自己年輕的時候就離開

境資料，因此要求阿宏要提出媽媽在台灣沒有財產

老家，將近 20 多年都沒有回家，自己也不想再與老

的證明。這讓阿宏傻眼了。對於一個多年沒見面的

家的家人有任何牽連，更何況他沒有養過那個家。

母親，阿宏如何能提出證明？

阿桑陷入兩難，如果他不回去找家人幫忙他就可能
露宿街頭，要回家找兒子幫忙實在開不了口。阿桑

案例二：沒有感情的媽媽
阿源（化名）在襁褓中父親身亡，婆家考量母

如果要得到低收入戶能順利進入機構安置，只有控
告兒子沒有扶養他。

親處境同意媽媽改嫁，因此阿源從小在奶奶及姑姑
的撫養下長大，因為阿源有智能障礙及需要相關的

案例四：咬牙苦撐的單親媽媽

訓練，姑姑考慮到阿源長遠的需要，因此希望讓阿

阿秀（化名）因為婚姻無法繼續必須離婚，她

源申請低收入戶，讓阿源未來在身障機構中得到穩

先生表示無法照顧多重障礙的兒子，阿秀不忍心拋

定的照顧。

棄孩子，答應要自己照顧。阿秀立即面臨要工作又

社工協助阿源申請低收入時，社會局從電腦中

要照顧障礙的兒子。向社工求助希望能協助經濟補

尋找出阿源的媽媽住處，且從國稅局中找到媽媽的

助。當向社會局提出申請時，才發現阿秀娘家十分

財產，因此社會局要求阿源要提出媽媽沒有照顧她

富裕，擁有大片土地。阿秀十分為難表示，當初結

的事實，阿源不得已只好打官司。阿源的媽媽接獲

婚時與娘家鬧得不愉快，媽媽對於她的婚姻十分不

法院的通知十分驚訝，在法庭中說出當年帶走阿源

滿意，如今落得離婚收場，她實在不敢向娘家提出

其他智力正常的手足，她對阿源一點感情都沒有，

經濟援助的要求。

她不願意撫養他。官司結果當然證明阿源媽媽沒有

社工向社會局據理力爭希望能不要將阿秀娘家

照顧他的事實，但是讓阿源在法庭上聽到自己的母

財產算到她的收入，但是阿秀必須取得娘家沒有照

親對他沒有感情，是何等的殘酷！

顧她的證明，這讓阿秀好為難，她流著淚說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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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法下的人倫悲劇

回娘家求母親幫助她，更不可能去控告母親沒有照
顧她，阿秀只好咬牙苦撐。

九、因其他情形特殊，未履行扶養義務，致申
請人生活陷於困境，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訪視評估以申請人最佳利益考量，認定以不列入應

弱勢者舉證難

無法獲得救助

計算人口為宜。」

以上的四個案例為保護當事人，全部使用化名，

從第五條第一項的家庭總人口計算範圍來看，

內容也做小部分的更動。從這四個案例中都看到，

申請人的配偶以及一親等直系血親的收入及財產，

有的當事人因為疾病致障、有的是本身為心智障礙

即使沒有共同居住，也會計算在內，且目前計算方

者，或是因為婚姻破裂而面臨生活困難，亟需要政

式對於父母的財產全數計算在申請人的家戶財產之

府救助，卻因為家中尚有其他家人擁有財產，面臨

中，即使申請人未來在父母遺產繼承時，僅占一定

無法獲得救助的窘境。

比例，但是社政主管機關仍將父母財產全數計算。

我國社會救助法對於低收入戶的定義採家戶的

如果手足有共同居住的事實，則手足的收入及財產

概念，在第四條規定 :「本法所稱低收入戶，指經申

都要計算在內，這是採取民法中相互扶養義務的概

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

念所訂的家戶概念，即便是在第五條中將部分特殊

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

情況的家人進行排除，但是這些可以排除的家人，

生活費以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

申請人都被要求提出證明。

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第四條之一有關中低

案例一的阿宏親生父親去世了，親生母親人在

收入戶之規定也採相同概念。第五條第一項是定義家

國外，阿宏如何舉證母親在台灣沒有財產，社工雖

庭總人口的計算範圍 : 「第四條第一項及前條所定家

能解決家中水電的問題，但是夫妻兩人工作困難以

庭，其應計算人口範圍，除申請人外，包括下列人員：

及三名孩子必需的生活花費是長期的問題，當事情

一、配偶。二、一親等之直系血親。三、同一戶籍或

陷入泥淖時，阿宏夫妻脫序的行為在社區中造成鄰

共同生活之其他直系血親。四、前三款以外，認列綜

居的困擾，三名幼兒一直得不到妥善的照顧，里長

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第五條第

也十分關心這對夫妻的情況，起初責怪社工為何不

三項條列可不計算在內人口「第一項各款人員有下列

協助阿宏申請低收入戶，經社工說明阿宏的困境，

情形之一者，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範圍：

里長答應出具書面證明阿宏一家人未獲親生母親的

一、尚未設有戶籍之非本國籍配偶或大陸地區
配偶。
二、未共同生活且無扶養事實之特定境遇單親
家庭直系血親尊親屬。
三、未共同生活且無扶養能力之已結婚直系血
親卑親屬。
四、未與單親家庭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無扶
養事實，且未行使、負擔其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之父或母。
五、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

決家中的問題。
但是案例二的阿源就沒有那麼幸運，阿源在取得
低收入戶的過程中，社會局就明白表示阿源必須要求
親生母親照顧他，否則阿源要透過打官司證明媽媽確
實沒有照顧他的事實，其實阿源很小就住在機構裡，
機構的工作人員都能證明阿源的媽媽從未出現過的事
實，這些都不被社會局採信。阿源只能透過官司，判
決書中媽媽的話語，雖然證明了阿源確實未被媽媽照
顧，但是對阿源而言是何等的殘忍。
案例三的阿桑被緊急安置在機構後，社會局以

六、在學領有公費。

社會救助法中第五條第三項第九款給予低收入戶的身

七、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

分，機構安置的費用暫時獲得解決。對於老家的子女

八、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

們阿桑一直不肯聯繫，經過社工的努力終於找到阿桑

個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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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阿宏一家人才獲得低收入戶的身分，逐步解

的子女，子女對於這個失蹤已久的爸爸表示；無心也

Legal Aid Quarterly

無力照顧他，當社工告訴阿桑的子女如果阿桑要繼續

經歷如此多的專業人員服務，母親從未出現的事實，

住在機構中，就必須有低收入戶的身分，可是因為阿

其實就應該符合社會救助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九款，

桑有子女且有收入，阿桑的低收入戶通過很困難，阿

縣市政府應行使裁量權幫助阿源。案例四同樣的狀

桑的兒子表示，自己最大的能力就是每月付 3 千元，

況，阿秀還有其他的兄弟姊妹，父母目前擁有的財

對於自己的父親要告他，只能憤怒的接受。

產根本不可能是阿秀獨有，更何況父母健在這些財
產阿秀一毛錢都不會得到，如此的計算方式十分不

縣市政府不接受事實查證

堅持司法訴訟

合理。阿秀只能四處打零工撫養孩子。

在社會救助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三款中即明訂

社會救助是社會福利最後一道防線，對於國民

「三、未共同生活且無扶養能力之已結婚直系血親

生活水準已經掉到貧窮線下的人透過社會救助，讓

卑親屬。」可以不列計，且在第九款「九、因其他

這群國民不至於生命陷入危險，面對現在多樣的家

情形特殊，未履行扶養義務，致申請人生活陷於困

庭型態，複雜的人倫關係，社會救助法也考慮條列

境，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訪視評估以申請

式的規範無法涵蓋所有的情況，修法時採納民間建

人最佳利益考量，認定以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為宜。」

議賦予縣市政府例外情況的行政裁量權，讓縣市政

這款也給予縣市政府額外的行政裁量權，就是為了

府能依據實際情況評估適法給予扶助，縣市政府主

有些個案因為狀況特殊，縣市政府能依照社工訪視

管機關應負起查證的責任，不應該將這些弱勢的國

的事實進行認定。案例二阿源很小就住在機構中，

民推向訴訟，造成法律扶助資源的浪費。

台北市社會福利聯盟
搭起政府與民間社福工作者的橋樑

民國 87 年一群在台北市深耕兒童、婦女、老人、少年、身心障礙者五大族群福利服務的
團體，深感民間社會福利工作者與政府部門站在合作的基礎上，才能創造更健全的社會福利
制度，讓台北市的市民享受優質的服務，同時讓社會福利的經費合理的分配。
我們的任務與服務：
1. 設置網站提供市民朋友迅速尋找服務的入口。
2. 在市長選舉時發表民間社會福利政策白皮書，促進社會各界對於社會福利之重視與參與。
3. 將民間實務工作者的經驗以及基層民眾的需要，傳遞給市政府拉近執政者與民間的距離。
4. 提升社會福利工作人員之專業知能，關注基層專業人員的工作條件，進而增進專業人員的
服務品質。

聯絡我們：(02)2754-9694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321 號 2 樓
電子信箱：ltswltsw@gmail.com
網站：www.ltsw.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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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故事

父親的心願
文

王乃民（法扶會台中分會扶助律師）

法扶會轉介一件父親擬向法院聲請成年子女給

後，與原配離婚，女兒交由原配扶養。未久再次結

付扶養費的家事案件。第一次與當事人劉先生會面，

婚，生下次女。好景不常，次女甫 6 歲時，適逢政

發現他不僅年邁，而且因為聽力障礙，導致發音不

府雷厲風行清查八大行業，各項投資事業週轉不靈，

清，於是我倆在會議室中互相喊話，勉力溝通……

欠下鉅額債務，劉先生便遠走大陸躲避債權人，第

我問：「劉先生，您打算向法院聲請裁定子女

二段婚姻就這樣終結，女兒們各由前妻扶養，音訊

給付扶養費，您有無子女地址？」雖然給付扶養費

杳然。歲月不饒人，劉先生少壯時，揮霍生命與感

案件是以受扶養權利人劉先生住所地之法院為管轄

情，及老，才發現病痛纏身又重聽，根本沒有工作

法院，但我需要子女的地址以便寄送聲請狀繕本。

能力，二任妻子均離異，二個女兒也有十多年未曾

劉先生：「我不知道他們實際住在哪裡，只有
社會局查到的戶籍地。」
我問：「劉先生，您希望子女每月給付多少扶
養費？」我心裡暗自盤算，參照目前實務見解，劉
先生二位女兒每月各給付 5 千元到 8 千元應是合理
範圍。
劉先生：「我沒有臉要他們給我生活費，律師，
拜託妳讓法院駁回我的請求吧！」
我一愣：「您既然不要子女扶養，為何去法律
扶助基金會申請扶助呢？」

謀面，家庭功能完全失調，孑然一身。

低收入戶資格不符

向法扶申請扶助

依據社會救助法規定，低收入戶是指經主管機
關審認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
月在核定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主管
機關公告之一定金額者。而家庭應計人口，除申請
人本人之外，包括其配偶、一等親之直系血親（含
父母、子女）、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其他直系血
親，以及認列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
務人等，均一併計算。劉先生因無工作能力，符合

劉先生：「為了領取社會局的低收入補助，沒

社會局專案核列之低收入戶，但社會局查得其尚有

有補助的話，我又老又病，實在活不下去！社會局

成年女兒，應一併計入，合計之後不合補助資格，

人員說我有 2 個成年女兒，成年子女的收入要和父

因而暫列專案補助一年，若屆期前能提出「不得請

母一併計算，若一併計算，我就不合低收入戶補助

求子女支付扶養費」之裁判書，將繼續補助，否則，

的條件。可是我不想要麻煩子女，只希望有低收入

將停止補助。為此，劉先生不得已乃申請法律扶助

戶的補助。若能有子女免負扶養義務之判決書，就

基金會之訴訟扶助，訴請子女給付扶養費，然而其

可以辦理低收入戶補助了 !」

真正冀望者，卻是法院能駁回其請求。

我：「子女有扶養父母的義務，法院不能因你
個人的希望，就准許或駁回你的請求。」
劉先生忽然眼眶轉紅：「律師，我說我的過去
讓你知道……」

101 年 6 月 1 日開始施行之家事事件法規定，
扶養事件專屬於「受扶養權利人」住所地或居所地
之法院管轄（第 125 條），與一般訴訟管轄原則「以
原就被」，即以被告或相對人之住居所地法院管轄

原來，劉先生是民國 39 年出生，年輕時風流瀟

之原則不同；又此種案件於請求法院裁判前，應先

灑，意氣風發，四海皆有兄弟，八大行業都有投資，

經法院調解，若直接向法院請求裁判者，視為調解

賺錢猶如取水般輕而易舉，但他當時所賺的錢多是

之聲請（第 23 條），採「調解先行」制度。至於扶

消耗在牌桌上或與朋友交誼間，甚少做為妻女家用。

養費的多寡，依據民法規定，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

劉先生與原配生下一女，女兒尚在襁褓中，劉先生

劉先生）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其子女）之

就因酒店圍事糾紛致人重傷事件啷噹入獄。出獄之

經濟能力及身份定之，並無固定之標準，實務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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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採用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最近年度家庭收支調

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

查報告作為標準，佐以個案情形增減。依上述規定，

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主張未曾

幫劉先生撰狀聲請法院裁定扶養費，遞狀後約一個

受父親扶養；劉先生的「前妻們」也出庭證明劉先

月即收到法院調解通知。

生完全未盡人父之責，而由其等獨力扶養女兒成人

法院調解室外等候的人很多，劉先生只能認出

含辛茹苦的過程。劉先生對於這些沈痛的指控一一

次女，他默默地逐一打量著幾位年輕女孩，卻無法

自認，向法官說：「若不是出庭，我連女兒現在長

肯定長女有無在現場，劉先生刻意的站在明顯處，

成什麼樣也不知道，從來沒有扶養女兒，如今若非

也無人走向前與劉先生相認。進入調解室後，劉先

確有困難，沒有臉要他們來負擔我的生活費。」本

生與暌違多年的女兒終於見面，空氣中瀰漫著一股

案裁判結果，是駁回劉先生的聲請，女兒們不需給

陌生和尷尬的氛圍，2 個女兒彼此雖不認識，卻相同

付扶養費，完全符合劉先生的期望。

地訴說著因父親在其生命中缺席所致的心裡痛苦，

通知劉先生來取回裁判書，以便向社會局申辦

及貧乏困頓的成長歷程，如今自身財務狀況亦不佳、

低收入戶補助，劉先生說：「幸好有法律扶助基金

拒絕扶養等話語。調解委員問明了始末，說道：「本

會的協助，有生之年能再見到二個女兒，看到她們

件調解不成立，各位還是讓法院裁判吧！」

好好的活著，了卻我最大的心願，如今已無遺憾，

骨肉相見圓心願

聲請駁回度餘年

法院開庭時，傳訊劉先生的 2 個女兒，2 個女

以後我死了，也毋需通知她們，打擾她們的生活。」
原來，走過千山萬水，最大心願竟是見女兒一面。
看著他孤單的身影，徒留為時已晚的感歎！

兒均援引民法第 1118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 :「受扶養

徵文
啟事
《法律扶助季刊》是一年四期的贈閱刊物，發送對象包含院檢署、律師公會、
扶助律師、各地鄉鎮區公所及調解委員會、大學法律、社工等相關系所、立法委員、
檢警專案試辦警局、媒體、社福團體、圖書館、中央及地方政府等單位，並在多家數
位出版平台上架，主要是以關懷弱勢為出發點，宣揚法律扶助理念。
本刊將自 48 期新增「扶助故事」專欄，敬邀扶助律師、社福工作者或志工朋友踴躍
投稿，稿件如經使用，酌贈稿酬。歡迎各界投稿！

投稿信箱：legalaid@la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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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棲身安養院 子女應給付扶養費
口述

陳俊寰（法扶會台中分會扶助律師）
文 洪玉盈

案件概述
陳老太太（化名）已 80 多歲，年老體衰、多病纏身且行動不便，為中低收入戶，住於台中某安養
中心，安養費用每月約為二萬多元，陳老太太根本無法負擔，但陳老太太的六名子女均未盡扶養義務，
陳老太太的弟弟來法扶會申請，希望本會能協助請求給付扶養費之訴訟扶助。後來由法扶會台中分會指
派律師提出訴訟，最後由台中地方法院裁定六名子女應分別自裁定確定之日起，至陳老太太死亡之日止，
按月給付扶養費約 4000 元。

六子女不願扶養

調解不歡而散

年老體衰的陳老太太，已經 80 多歲了，因為多

不足以支付安養費用，而生活雜支的開銷，更是毫
無著落。

病纏身，加上行動不便，起居皆須有人照料，目前

陳老太太的弟弟阿銘認為，陳老太太的子女們

居住於台中某安養中心。陳老太太是中低收入戶，

沒有盡到扶養的責任，曾代替她向區公所聲請調解，

名下沒有任何財產，每個月雖領有 7200 元的老人生

但六名子女們各自表達自己的難處，對分擔扶養責

活津貼，仍無力負擔 2 萬 2 千元的安養費用，尚不

任沒有共識，最後只能不歡而散。

包括其他的生活雜支開銷。
陳老太太育有三個兒子三個女兒，都已成年成

未能爭取補助

請法扶會協助打官司

家。起初，兒子安仔每月負擔安養中心費用 4 千元，

由於調解程序未能為陳老太太爭取到任何補

阿源負擔 1 萬元，後來，阿源只願意拿出 4 千元，

助，陳老太太的弟弟阿銘因而轉向法律扶助基金會

而阿富則是從未支付過半毛錢。即使有三個兒子的

（簡稱法扶會）尋求支援。原先阿銘是希望透過法

資助，加上陳老太太的老人生活津貼，加總起來仍

扶會來代理扶養費用的「非訟」程序，畢竟，若能
透過調解和平地解決問題，就能
盡量避免因訴訟而對簿公堂，最
後落得親人撕破臉的下場。
阿銘準備好陳老太太的戶籍
謄本、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
證明、向國稅局申請的財產清單
及所得清單，依此足以證明陳老
太太和六位子女的「直系血親尊
親」關係屬實，名下也確無任何
財產。
法扶會台中分會在依法審查
符合扶助資格後，便為陳老太太
委派指定陳俊寰律師，協助阿銘
向老太太的子女們請求扶養費程
序。陳律師了解阿銘的訴求，並

26

Legal Aid Quarterly

蒐集相關證明文件之後，便為此案書寫狀紙遞送法

不能免除，這是依照被扶養人的需求，考量扶養人

院，同時聲請訴訟救助，暫時免去須先行繳納一筆

的經濟能力及身分也會有不同的義務規範，情理法

裁判費的困境。

是相依相存的。

陳老太太的六個子女陸續接獲了開庭通知，在
民事上，他們有權選擇是否出庭，但放棄出庭也等

法官裁定平均負擔

保障被扶養人權益

同放棄自己的權益。在第一次的調解庭上，六位子

當法官聽完六位子女各自表述之後，認為他們

女並未到齊，到場者對扶養共識也依舊談不攏。調

分別都是 40 至 50 多歲的成年人，也還不到退休的

解不成，只好進入訴訟程序，由法院再次發出開庭

年紀，安仔從事裝潢業、阿富是計程車司機、阿源

通知。

是拖板車司機，三個女兒雖未詳述經濟狀況，但也
都具備工作能力，不能免除或減輕她們的扶養義務，

訴訟情理法相依存

須依法律規範

二次開庭時，陳老太太的子女中，有人指出其

況且六個子女也未能提出扶養陳老太太之後，就無
法維持自己生活的證據。

中一位兒子拿走陳老太太全部的積蓄，應該要由那

最後法官裁定將陳老太太的安養費用 22,892 元

名兒子負擔全部的扶養費用；有人說他月收入才一

分為六等分，六名子女必須各自分擔每月 3815 元的

萬多元，有兩個小孩要養；有人表示自己身體不好，

扶養費，直到陳老太太去世之前，都必須按月支付。

有時需要休息，無法長時間工作，每個月收入才一

另外法官也引用家事事件法中保障被扶養人權益的

萬多元，還要負擔房租，沒有能力負擔扶養費用；

規範，為避免日後六名子女有拒絕或拖延支付的情

有人說他才國中畢業，找不到好的工作，還需要扶

形出現，只要延遲一期，之後的兩期也視同到期，

養身體不好的太太，還有車貸、信貸和房貸要繳；

陳老太太可一併向子女們收取。阿銘的訴求得以完

也有人說她沒有工作，先生收入不多，有小孩要養，

滿解決，陳老太太的老年生活也因此獲得保障。

負擔扶養後，生活會很辛苦。
依照民法規定，直系血親相互間都有扶養的義

高齡化扶養問題

訴訟為最後手段

務。當扶養義務者人數較多時，就會依下列順序來

未來可預見的是，類似陳老太太爭取給付扶養

決定：（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直系血親尊親

費的個案，將會是走向高齡化和少子化的台灣一大

屬（三）家長（四）兄弟姊妹（五）家屬（六）子婦、

隱憂，長照服務的人力短缺是刻不容緩的習題，相

女婿（七）夫妻的父母，而被扶養的人，也必須是

關補助政策也應迎頭趕上，相較社福團體直接將觸

無法維持生活且沒有謀生能力時，才可以提出「被

角深入社會底層，法律所扮演的是較為被動的角色，

扶養」的需求，但若是「直系血親尊親屬」的關係，

若能藉由調解來化解糾紛，亦不希望動用訴訟程序

就沒有謀生能力的限制，像是自己的爸爸、媽媽、

而丟失親人間的和睦關係。

爺爺、奶奶，只要他們不能維持生活，就算有謀生
能力也還是可以請求被扶養的。
扶養的方法，在民法中也有規範，必須由所有

然不得已須動用到訴訟手段之時，以法扶會扶
助弱勢之宗旨，類似陳老太太的個案，只要符合扶
助資格，均會無差別地加以提供訴訟扶助。

關係人共同來協定，如果沒有共識，須由親屬會議

但受扶助人提出申請，應盡量提供充分且詳細

決定，扶養費的多寡若是沒有共識，就由法院來決

的相關資料文件，法扶會及扶助律師都會提供適切

定。但如果是在負擔扶養「非直系血親尊親屬或配

且完整的扶助，以爭取受扶助人的權益。

偶」的義務之後，卻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在法律
上是可以免除義務的，唯獨被扶養人是父母、祖父
母（即直系血親尊親屬）或配偶時，義務只能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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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子償債反遭棄養 法扶協助調解成立
文

蔡金保（法扶會雲林分會扶助律師）

案件概述
年老的梁阿嬤（化名）於 101 年 12 月間，將其名下土地出售，為長子償還了 158 萬餘元銀行借款，
梁阿嬤出售該筆土地後，即無其他財產，原本期待長子奉養晚年，沒想到長子於 102 年 7 月起即離家棄
梁阿嬤不顧。梁阿嬤因生活不繼，不得已向法扶會請求協助，起訴長子請求償還代為清償的 158 萬餘元
及扶養費。經扶助律師協助，梁阿嬤成功取回 155 萬元，長子並應按月支付扶養費，使梁阿嬤晚年生活
不致於陷入困境。

電話中梁先生語調溫和沙啞帶些無奈，表示想

不顧，搬離家中，甚至，梁先生描述自己連向大兒

向長子要回所贈與的財產，但因癌症第四期進行化

子要 1 千元看病的醫療費，兒子竟冷淡說「白做了

療中，體力不支，必須等精神狀況好一點後，才能

一天工」，真是讓梁先生心酸至極！

前來事務所討論案情。數日後，梁氏夫婦到事務所，

之後大兒子還將梁先生所贈與的不動產以 750

梁先生在梁太太攙扶下，吃力地進入事務所坐在沙

萬元出售，另外一筆房產也已委託房屋仲介公司出

發椅上，看起來身體狀況不是很好，整個身體斜靠

售，梁氏夫妻兩人害怕大兒子將資金全部轉移至大

在椅背上，說話時會有喘不過氣來的停頓，在梁太

陸，問及此事，詎料大兒子竟以「你不是要告？要

太的補充下，扼要敘說著一段滄桑。

告就去告，怎麼還坐在輪椅上！」之言語忤逆，梁

梁先生及配偶都是姓梁，育有三名子女，二男

太太也曾在家中遭大兒子同居人毆打，傷害案件也

一女，老大、老二都是男生，年輕時經營貨運業務，

正在地檢署偵辦中，所以梁先生希望要回贈與的財

適逢台灣經濟起飛，只要能賺錢的工作都是來者不

產，一方面籌湊龐大的醫療費用，同時也要預留梁

拒，多年來確實累積了一些家業，三名子女中老大

太太晚年的生活所需。了解了整個過程後，考量梁

為公務員，老二創業不是很順利，賠了一些錢，

先生當下的財力狀況，決定將梁先生轉至法律扶助

小女兒已經出嫁，梁氏夫婦都有提供一些資金的協

基金會雲林分會尋求協助。

助，大兒子原本在台中工作，梁先生除了幫大兒子

之後則接獲法扶會雲林分會的派案通知，梁氏

在台中購置房產外，另外也幫忙購買代步的高級轎

夫妻二人分別要求提出給付扶養費及撤銷贈與、返

車，後來大兒子調回雲林，賣掉台中的房產，梁先

還借款的訴訟，給付扶養費事件於家事法庭達成調

生從沒過問賣屋所得，也期待一家人住在一起，彼

解，參照行政院主計處所發布之 101 年度雲林縣平

此可以互相照料，生活平安順遂，豈料天有不測風

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金額，以三名子女平均分擔計

雲，人有旦夕禍福，梁先生被診斷出罹患癌症，須

算，大兒子每月應各給付梁先生夫妻新台幣 4,600

密集接受治療，經過夫妻兩人討論認為大兒子經

元，然調解成立後大兒子始終沒有履行其給付義務。

濟收入較為穩定，有充裕的扶養能力，大兒子亦

撤銷贈與事件及返還借款事件，均向台灣雲林

承諾往後每月給付新台幣 1 萬 5 千元生活費，於

地方法院起訴並聲請訴訟救助，其中撤銷贈與事件

是夫妻兩人與大兒子協議將名下不動產移轉登記

經裁定移送台灣嘉義地方法院管轄，當時梁先生已

在大兒子名下。

經癌症末期，記得該案於 103 年 4 月 1 日開庭，梁

財產辦理移轉之後，大兒子協助其大陸籍同居

先生忍住最後一口氣，電話詢問開庭情形及確認辯

人開了幾家服飾店，約定的每月 1 萬 5 千元生活費，

論終結後，不幸在翌日（2 日）上午去世，之後在

只有支付不足額地付了幾期，後來竟然棄父母二人

嘉義市立殯儀館舉行出殯儀式，一大早即進行公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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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只有簡單的牌位，沒有正式的靈堂，兄弟手足

開完庭大兒子轉身就走，梁太太仍舊是搭乘律師的

在服喪期間卻又大動干戈。

便車返回雲林租居住所。

大兒子對於撤銷贈與事件，接連遞了 4 份狀紙

返還借款事件，法院判決梁太太勝訴，大兒子

聲請再開辯論、爭執台灣嘉義地方法院管轄權，對

提出上訴，最後經法院駁回上訴而確定。撤銷贈與

法院准許訴訟救助之裁定也提出異議，梁太太考量

事件，大兒子在訴訟進行中，不改其咆哮的本事，

訴訟過程曠日廢時，深怕大兒子脫產，再次經法扶

對著法官、律師及梁太太吼叫，甚至大力拳擊自己

會扶助聲請假扣押，台灣雲林地方法院裁定准予假

胸口「碰！碰！碰！」，對著法官揚言「我下輩子

扣押，大兒子又提出抗告，並提出二份補充抗告理

也要當法官」，衝著梁太太大吼「給妳生到是我倒

由狀，最後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駁回抗告確定，

楣！」，每次出庭都驚動二、三位法警在旁戒護，

梁太太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後，除了扣押大兒子位

梁太太眼角泛淚，頭始終低垂，在忍無可忍的情況

於嘉義縣的不動產之外，同時也扣押大兒子在雲林

下低聲地回了幾句。法官勸諭雙方和解，梁太太提

縣服務單位的薪資三分之一，大兒子竟辦理留職停

出含給付扶養費之調解及返還借款之確定判決以

薪，並揚言要讓梁太太拿不到錢。

250 萬元的金額和解，大兒子拒不接受。法院辯論

有一次撤銷贈與事件開庭到晚上將近六點半，

終結，雖認定本件非屬民法第 412 條所謂附有負擔

當天晚上狂風驟雨，同樣都是從雲林同一鄉鎮前往

之贈與，且大兒子已經承諾按月給付，非不履行扶

台灣嘉義地方法院開庭，原本期待大兒子會搭載梁

養義務等理由，故未該當於民法第 416 條第 1 項第

太太回家，或許在車上母子二人可以解開心結，但

2 款所規定之「對於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
之構成要件，判決駁回梁太太的訴訟。接到判決後，
梁太太到廟宇求神問卜，尋求指示，考量返還借款
確定判決及給付扶養費調解的金額加上利息已經將
近有 200 萬元，故決定不再提出上訴。
梁太太經法扶會扶助聲請強制執行，其後法院
就強制扣薪所得款項核發移轉命令，梁太太領取扣
得約 8 萬元左右的金額，提領其中 75,250 元支付撤
銷贈與事件原先聲請訴訟救助之裁判費，執行程序
進行中，經由雙方代理人斡旋，最後於 104 年初達
成和解，扣除已經領取的扣押薪資所得外，大兒子
應再給付梁太太 155 萬元，直接匯入梁太太的帳戶，
另外扶養費的部分以半年為期預先支付，如有一期
未履行，視為一年期間到期，俟梁太太確認款項匯
入帳戶後具狀撤回強制執行之聲請。
每個案件都是一個緣份，互不相識之人因案件
而結緣，最後也因案件成為可以傾吐心聲的對象，
案件協助處理至此，心中存有些許感慨，生活之中
難免遇上惱人的法律問題，何其有幸可以略盡棉薄，
從中汲取一些經驗及教訓，多麼幸運自己不是深陷
其中的當事人！耳邊依稀迴響著梁先生溫和舒緩的
談話聲調，但願梁先生可以接受最後的訴訟結果，
了無牽掛。

29

扶助故事

老先生三度訴願 爭取身障補助款
文

陳榮哲（法扶會台北分會扶助律師）

案件概述
申請人許老先生（化名）領有中度聽障之身心障礙手冊，台北市萬華區公所每月原撥付生活補助
津貼 4,700 元，但自 102 年起，因政府 101 年身心障礙生活補助總清查結果，經查申請人的長女於 100
年度財稅資料有一筆財產所得，政府要求補付相關資料供查核，因申請人無法提供，政府因而停止發
放生活補助，經申請人向市議員陳情、四處求助，終於在 102 年 8 月至法扶會台北分會申請訴願扶助。
申請人請求就行政處分提出訴願，經台北市政府訴願決定書認為原處分機關之原行政處分撤銷，
並另為處分，但原處分機關仍然為相同內容之行政處分，經本會扶助再次提出訴願，且台北市政府也
再次撤銷原處分，惟原處分機關仍為相同內容之行政處分，惟查原處分機關違反訴願決定，且扭曲衛
福部函示，且未察申請人與其女兒早無往來，而將其女兒納入計算人口，顯有再訴願空間，申請人不
服來會請求就該處分提出訴願。
經本會三次訴願，申請人終於在今年領到身心障礙津貼，惟社會局並未追溯至 102 年起算，故仍
由扶助律師再提起訴願。法扶這一年多來協助受扶助人爭取權益，終於在今年恢復了許老先生請領津
貼之資格。

自執業以來，與法扶會合作數次，協助弱勢者

生並未因為其女兒的不動產交易獲得任何利益。因

處理相關法律問題，而在處理的過程中深刻體認到，

此，許老先生申請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遭社會局否

我國法制上就社會福利方面所設之規範，目前仍未

准後，生活立即陷於困頓，許老先生四處求助，輾

臻完備，尚有許多待改善之處。即以扶助當事人許

轉向法扶會台北分會申請，最後指派本人協助許老

老先生為例，檢討我國社會福利制度，期待相關制

先生爭取權益。

度與配套措施能與時俱進，挹注資源給予真正的需
要者。

在接手許老先生之案件後，細讀法扶會所提供
的資料，發現原處分機關係以 102 年 12 月間之身

許老先生高齡 90 歲且為中度身心障礙者，於民

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4 款

國（下同）102 年 10 月 16 日向台北市萬華區公所

第 3 目第 2 小目規定，認定許老先生的女兒在 99 至

申請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經該區公所初審後，於

100 年間有不動產買賣高額收益，故不予補助。惟

102 年 11 月 6 日函送台北市政府社會局複核，而台

在現代社會中，父母與成年子女未同住、長期未聯

北市政府社會局於 102 年 12 月 20 日否准許老先生

絡之情形不在少數，況且成年子女的財產狀況父母

之申請（此為第一次否准）。查社會局否准的理由

未必知悉，本案中許老先生與其子女長期未聯絡，

為：許老先生全戶列計人口 3 人（即許老先生及其

子女亦未給付扶養費，他們的財產狀況，許老先生

兒子、女兒），許老先生的女兒於 99 年至 100 年間

一無所悉；另外，買賣不動產未必均獲利，亦有因

有出售及購買不動產之交易紀錄，故許老先生之全

需錢孔急而拋售不動產。

戶人口 3 人所有動產（含存款及投資），超過 102
年度補助標準新台幣 250 萬元。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在審查許老先生的申請案
時，對於許老先生的多項主張均未詳查，逕以許老

然而，許老先生的一對兒女已有多年未與其共

先生的女兒在 99 年至 100 年間有不動產交易之事

同生活且未聯絡，許老先生對於他的女兒有不動產

實，即推定其女兒獲利甚鉅，故許老先生應生活無

交易毫不知情，遑論提出相關資料，更何況許老先

虞；此外，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亦未調查其女兒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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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負債等狀況，認為扣除不動產買賣的稅賦及規費

認許老先生全戶列計人口 3 人所有動產（含存款及

等獲得之價金即為收益，亦難謂公允。

投資）為 412 萬 5,102 元，仍超過補助標準，故於

法扶會在協助許老先生提起訴願後，台北市政

103 年 9 月 4 日再次否准許老先生的申請（此為第

府嗣於 103 年 3 月 19 日作出訴願決定（下稱「第一

三次否准）。許老先生仍不服，遂在法扶會之協助

次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並命原處分機關另

下，委託本人提起訴願（即本案第三次訴願）。

為適法之處分。

而在提起訴願之過程中，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以
許老先生的女兒在 99 年至 100 年間的不動產交易所

三次訴願程序繁瑣 救濟經費久旱甘霖

得得否列入家庭總收入計算仍有疑義為由，自行報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在接獲第一次訴願決定後，

請衛生福利部釋示，經衛生福利部以 103 年 12 月 9

於 103 年 4 月 7 日派員訪視許老先生，惟卻在訪視

日部授家字第 1030022972 號函釋，台北市政府社會

後以許老先生領有榮民院外就養金每月 1 萬 4,150

局遂參考前開函釋，重新審查，依最近一年度（102

元、許老先生之子依新北地院和解筆錄每月應給付

年度）之財稅及所得資料計算，核認許老先生自

許老先生新台幣 4,000 元扶養費， 故評估許老先生

103 年 10 月至 104 年 12 月止符合補助享領資格，

未有生活陷於困頓之情形，不適用社會救助法第 5

乃以 104 年 1 月 7 日北市社助字第 10350415200 號

條第 3 項第 9 款申請人子女不列入計算人口情事，

函通知許老先生並副知台北市政府法務局，自行撤

核認許老先生全戶列計人口 3 人（即許老先生及其

銷第三次否准的處分，並核定 102 年 10 月至 103 年

兒子、女兒），平均每人每月收入為 14 萬 7,894 元，

9 月止，許老先生仍不符合補助資格；自 103 年 10

超過 103 年補助標準 2 萬 8,161 元，故許老先生之

月至 104 年 12 月止核定符合補助資格，按月核發

情形不符合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第 2 條

4,630 元。

第 1 項第 4 款第 3 目第 1 小目予以補助之規定，據

自原處分機關第一次否准許老先生的申請以

而於 103 年 5 月間再次否准許老先生之申請（此為

來，經提起三次訴願，一來一往已耗費將近一年多

第二次否准）。然而，原處分機關既已實際派員訪

的時間，此期間許老先生並未能獲得該項補助，雖

視許老先生之生活情形，亦已審認許老先生與其子

補助款對於原處分機關而言僅係眾多經費之一項，

女長期皆無聯絡，卻仍執意不適用社會救助法第 5

然對高齡 90 歲且中度身心障礙之許老先生而言，此

條第 3 項第 9 款之規定，逕將與許老先生實際未同

一款項係為賴以維生之救命錢，若失去了此項補助，

住一起之子女列入計算家戶總人口數，令人不解。

生活立即陷入困頓，未來亦不知該如何生活。幸經

當然，許老先生對於社會局的上開決定，不能心服，

第三次訴願後，原處分機關自行重新審查，於 104

再次提起訴願（即本案第二次訴願）。

年 1 月間准予給付自 103 年 10 月至 104 年 12 月止

台北市政府嗣以許老先生之女於 99 年至 100 年

之補助款，惟仍拒絕給付 102 年 10 月至 103 年 9 月

間的不動產買賣交易所得，得否列入家庭總收入計

間之補助款，且補助款金額與原申請之金額有些許

算不無疑義，故於 103 年 8 月 6 日再次以訴願決定

出入，但即使如此，此項補助款，對於許老先生而

（下稱「第二次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並命原

言卻有如久旱逢甘霖。

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在接獲第二次訴願決定

實務考量應多層面

落實社會救助法精神

後，參考衛生福利部 103 年 7 月 14 日部授家字第

自本案件之扶助經驗發現，我國法制上就社會

1030700435 號 函 釋 意 旨， 將 許 老 先 生 之 女 99 年

福利方面所設規範，目前仍未臻完備，且無足夠之

及 100 年間買賣不動產交易所得，列入家庭總收入

配套措施，詳言之，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派員前往訪

計算，再扣除許老先生全戶 3 人自 100 年 1 月起至

視申請補助者之生活情形，固值肯定及贊同，然社

103 年 8 月止之全戶最低生活費用之必要支出，審

會局在確認申請人實際上與其扶養義務人並未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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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亦未受其扶養，申請人生活困頓實有准予補助

人。」同條第 3 項條列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特別是

之必要時，卻又以法院和解筆錄記載成年子女應每

第 9 款規定：「第一項各款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月給付申請人生活費等情，逕將該成年子女列計為

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範圍：…九、因其他情形特殊，

家庭總收入應計人口之計算範圍及申請人的每月所

未履行扶養義務，致申請人生活陷於困境，經直轄

得，此邏輯上令人費解。

市、縣（市）主管機關訪視評估以申請人最佳利益

蓋捨棄親眼所見申請人亟需補助之事實，反以

考量，認定以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為宜。」

一筆錄逕為應計人口計算之依據及申請人每月所得

由上開條文可知悉，社會救助法對於提出補助

之依據，其間之關聯性認定難以使人信服。又原處

申請者之家戶總收入應計人口之認定上，並無「申

分機關於訴願決定認應撤銷原處分後，更再以其他

請人（父母）需向法院聲請成年子女給付扶養費，

各款理由認申請人不符合資格，實令人困惑，蓋於

取得子女免除扶養義務之敗訴證明後方予補助」之

申請人申請補助時，原處分機關自應就各款符合與

限制，然於社會局審認申請者應計算人口範圍時，

否之全部情形加以考量，若認申請人有不符合資格

卻增加此項法律所無之限制，造成生活陷於困難之

之情形，即應於否准之處分中就各款審核情狀詳加

申請者尚須經過訴訟程序僅為取得一敗訴證明，不

載明，以免像許老先生案例一樣，一來一往數次徒

僅曠日廢時更嚴重耗費司法資源，且此一等待期間

然浪費時間。又本案許老先生所申請者係為「生活

更使申請者本已陷於困頓之生活雪上加霜。

補助」，係一提供申請人維繫生活必需為目的之款

社會救助法既已授予主管機關就應計人口認定

項，此為申請人之救命錢，更應盡速發放，認定資

上得以訪視評估之方式予以放寬，不需經法院嚴格

格上亦以從寬解釋為宜，以貫徹該等補助津貼設立

之訴訟程序認定，即得准予補助，主管機關實無必

之目的。

要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況此項准予補助之行政處

本案件許老先生自補助遭受否准以來，足足有

分係為授益性行政處分，故於認定資格上較為放寬

將近一年時間未能領取此項生活津貼，生活立即陷

實無不可。吾等可理解行政機關係為避免濫發補助

於困頓，然原處分機關卻有屢次拖延，並以各種理

之情形發生，惟既已踐行訪視之程序，並經評估確

由加以否准之情形，參酌社會救助法之立法目的：

有不列入應計人口計算之事由時，即不應反捨訪視

「為照顧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救助遭受急難或

評估之結果，而以法院判決（或其他與確定判決同

災害者，並協助其自立，特制定本法」，故行政機

等效力者）為判斷之依據，不宜拘泥於形式化而應

關於審查或適用相關法規時，亦應以此立法目的為

以實際情形為本，始符合公平正義並與社會救助法

考量，給予低收入戶或身心障礙者相關補助時，應

之立法目的相符，給予社會上弱勢者更多保障，更

以救急、救難為最大考量，此與行政機關作成侵益

況申請補助者之資格係每年度審核，主管機關所擔

性行政處分需審慎從嚴有極大之差異，於考量是否

憂之濫發情形亦可藉此期間審核之制度避免，更彰

准予發給補助金時，應以補助金發給之目的，綜合

顯毋須增加此類限制。

申請人等客觀因素詳加評估考量，並依行政程序法

僅就本次提供許老先生法律扶助之經驗，向各

第 9 條之規定，對於申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

位讀者分享我國社會福利制度上有關申請補助款項

律注意，並非僅就部分因素而為考量。

之情形，期待能與各界一同努力，亦期待主管機關

特別提出來討論者，社會救助法關於應計算之

於申請之資格認定上能夠多以申請者之實質需要為

人口，規定於第 5 條第 1 項：「第四條第一項及前

考量，以訪查評估申請者之實際生活情形為主，其

條所定家庭，其應計算人口範圍，除申請人外，包

餘文件形式認定為輔，提供弱勢者所亟需之資源，

括下列人員：一、配偶。二、一親等之直系血親。三、

使社會福利制度更加完善、更能有效分配資源。

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其他直系血親。四、前三款
以外，認列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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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一、前言
我國家事事件法明訂家事事件由少年及家事法
院處理之；未設少年及家事法院地區，由地方法院
家事法庭處理之（家事事件法第 2 條）。又依家事
事件法第 3 條第 1 項之規定，列舉甲、乙、丙、丁、

許映鈞（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調辦事法官）

如與一家事訴訟事件有基礎事實相牽連之關係者，
即應由家事法院依較周延之家事訴訟程序統合審理
之。實務上最常見之情形即為離婚（乙類家事訴訟
事件）併同酌定子女親權及給付扶養費（戊類家事
非訟事件）之統合處理。

戊等五類事件為家事事件，同條第 2 項復規定「其

家事法院就上開家事訴訟事件合併家事非訟事

他應由法院處理之家事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

件為第一審判決後，如敗訴之當事人就判決全部不

適用本法之規定。」前開法條雖已規定甚詳，惟實

服，或僅就家事訴訟事件之終局判決全部或一部不

務上案件類型繁多，某事件究屬家事事件或一般民

服者，應上訴於管轄之高等法院為第二審判決（家

事事件，應由少年及家事法院及地方法院家事法庭

事事件法第 44 條第 1 項、第 2 項參照）；惟如當

（以下通稱為家事法院）受理，或應由一般法院之

事人僅就家事非訟事件全部或一部聲明不服者，依

民事庭審理，迭生爭議。惟此部分已有不少學術研

家事事件法第 44 條第 3 項規定，係適用該家事非

究可以參考 註１，論述頗為詳盡，本文不擬重複。

訟事件之抗告程序。而依同法第 94 條第 1 項規定，

此外，家事事件法規範之家事事件包括家事訴
訟 事 件（ 即 甲、 乙、 丙 類 ） 及 家 事 非 訟 事 件（ 即
丁、戊類），又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相牽

對於第一審就家事非訟事件所為裁定之抗告，由少
年及家事法院以合議裁定之。然就上開由一審家事
法院合議庭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抗告，其抗告期間

連者，亦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 41
條參照）。不服家事訴訟事件之裁判者，應向所屬
高等法院及其分院上訴或抗告；不服家事非訟事件
之裁判者，則應向一審家事法院合議庭提起抗告。
是以家事事件因其事件性質之不同，受理其抗告程
序之法院即屬有異。現行司法實務上就某些案件類
型之抗告，究應屬高等法院或一審家事法院合議庭
管轄，仍有爭論。本院擬就此類管轄之爭議問題加
以簡要評析。

二、家事訴訟事件合併家事非訟事件之抗
告期間爭議
家事事件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數家事訴訟
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
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
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
53 條及第 248 條規定之限制。是以一家事非訟事件
註１ 最新著作請參唐敏寶，家事事件法實務爭議問題
研析，司法研究年報第 31 輯民事類第 1 篇，10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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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為 10 日或 20 日，實務見解不一。

間內，僅表明就家事非訟部分全部或一部提起抗告

主張抗告期間應有 20 日者，認為家事訴訟事

者，原法院亦難即時以抗告逾期為由加以駁回。蓋

件合併家事非訟事件之情形，類同於民事訴訟之附

因當事人於一審判決送達後，如未逾 20 日之不變

帶請求，依最高法院 89 年度第 2 次民事庭會議結

期間，仍有權利對一審判決全部聲明不服，提起上

論第 11 點：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僅對附帶請求部

訴，此時該家事非訟部分即視為併同上訴至高等法

分之裁判聲明不服者，所應遵守之不變期間，仍為

院。是以原一審判決中包含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

民事訴訟法第 440 條所定之 20 日。且依民事訴訟

訟事件部分，均需待 20 日之上訴不變期間期滿而

法研究會第 115 次研討紀錄，與會學者專家亦有研

無人聲明不服時，始得確定。因之，於此情狀下，

討意見認為：「家事事件，倘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

認當事人如僅就家事非訟事件聲明不服時，抗告期

非訟事件，原係分別處理判決及裁定者，其不服之

間僅有 10 日，亦無使該非訟部分提前確定之效果，

救濟程序，自分別依上訴、抗告程序處理之；倘二

於程序上並無實益。綜上，立於保護當事人程序利

者合併以判決為之，其上訴法定不變期間統一為 20

益之觀點，應認對於家事訴訟事件合併家事非訟事

日，上訴後，上級審再分別依其原有訴訟程序或非

件之判決，僅就家事非訟事件全部或一部不服者，

訟程序處理之。倘經原審判決合法上訴後，僅有非

其抗告之不變期間仍以 20 日為當。

訟部分待救濟，為第二審之高院自應將非訟部分，
實務上，僅就一審家事判決中之家事非訟事件全部

三、法院依家事事件法第 33 條、第 36 條
所為裁定之抗告管轄爭議

或一部聲明不服者，並未將卷證送往高等法院，再

按當事人就不得處分之事項，其解決事件之意

由高等法院移至一審合議庭審理；而係直接由一審

思已甚接近或對於原因事實之有無不爭執者，得合

家事法院之合議庭分案辦理，此種作法減省卷證往

意聲請法院為裁定；當事人就得處分之事項調解不

來之勞費，應值贊同，併此說明。

成立，而有第 36 條第 1 項第 1 至第 4 款之情形，

移由第一審合議庭依抗告程序處理之。」現行司法

反對者則以為：家事事件法第 44 條第 3 項既

法院應參酌調解委員之意見，平衡當事人之權益，

已明文規定當事人僅就家事非訟事件之第一審終局

並審酌其主要意思及其他一切情形，就本案為適當

裁定全部或一部聲明不服者，適用家事非訟事件之

之裁定，家事事件法第 33 條、第 36 條分別定有明

抗告程序，則其抗告之不變期間即應依同法第 93

文（以下就上開二種裁定情形簡稱為「兩造合意裁

條第 1 項之規定為 10 日。且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

定」）。又對於上開裁定，得為抗告，同法第 34

非訟事件係依法「合併審理」，家事非訟事件並非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且為同法第 36 條第 2 項所準用。

家事訴訟事件之「附帶請求」，此與最高法院 89

查家事非訟事件，本由法院以裁定行之，似無

年度第 2 次民事庭會議結論第 11 點所述情形無法

適用家事事件法第 33 條及第 36 條由兩造合意裁定

類比。是以依法律之明文規定，此處抗告期間應仍

之必要。且上開兩造合意裁定之立法目的，係就當

為 10 日，而非 20 日。

事人無爭執或爭執甚小之事項，簡化其程序，以促

本文以為，對於家事訴訟事件合併家事非訟事

進訴訟。而就一般家事非訟事件之裁定，如非駁回

件之一審判決，敗訴之當事人本有 20 日之不變期

聲請，且當事人就聲明無爭執者，本得不附理由為

間聲明不服，其上訴於高等法院之後，亦得撤回對

之（家事事件法第 97 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 36 條第

家事訴訟事件之不服，而僅就家事非訟事件部分單

3 項再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237 條規定之反面解釋）。

獨不服。是以當事人自始僅就家事非訟部分全部或

而適用家事事件法第 33 條、第 36 條之兩造合意裁

一部不服者，似不應異其處理，限縮其抗告期間僅

定，依同法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第 36 條第 2 項準

餘 10 日。再者，縱採抗告期間應為 10 日之說，當

用），則明文規定「應附理由」，於程序上反而更

事人於一審判決送達後逾 10 日但未逾 20 日之期

不簡便。由是可知，上開兩造合意裁定之立法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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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係適用於家事訴訟事件，簡化其判決程序為裁定

以較為簡便之程序為迅速之處理，以免訟累。是以

程序，以達成訴訟經濟之目的。惟因上開法條係規

此類案件之相關救濟程序，僅得提起抗告，係屬訴

定於家事事件法第二編調解程序，在第三編家事訴

訟事件之非訟化處理。本乎此立法目的，此類裁定

訟程序、第四編家事非訟程序之前，又無明文排除

之抗告應適用家事非訟程序之規定，自應由一審家

家事非訟事件之適用，故現行司法實務上亦頗有家

事法院之合議庭為抗告法院。目前司法實務上曾有

事非訟事件仍引用第 33 條、第 36 條由兩造合意為

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合議庭受理此種兩造合意裁定案

裁定之情形存在

註２

。

件之抗告 註３。

茲生爭議者，在於當事人不服法院依家事事件

本文以為，家事事件法第 33 條至第 36 條關於

法第 33 條、第 36 條規定所為之裁定時，其抗告應

兩造合意聲請裁定等規定，其抗告程序並無明文準

由何法院受理。由於上開裁定既係由當事人合意請

用同法第四編家事非訟事件程序之規定。且就此類

求或經法院徵詢兩造同意為之，兩造多無爭執，甚

裁定程序之訴訟參加及再審，均係直接準用民事訴

少不服而提起抗告。惟就此類案件之抗告應由何法

訟法相關規定，並非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家事

院管轄，實務上迄無定論。

事件法第 33 條第 3 項、第 35 條第 2 項、第 3 項參

有主張應依原家事事件之性質定其抗告法院

照）。是以家事事件法第 33 條、第 36 條關於兩造

者，理由略以：依家事事件法第 23 條規定，除丁

合意裁定之相關規定，僅屬判決程序與裁定程序之

類事件外，其餘家事事件均應經法院調解：而除別

轉換，應無使家事訴訟事件轉化為家事非訟事件之

有規定外，當事人亦得就丁類事件聲請法院調解。

意旨

是調解事件中包含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

為之裁定，尚無改變該家事訴訟事件之本質，其抗

其事件之性質，不因調解成立不成立或當事人是否

告仍宜由有管轄權之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受理為當。

註４

。從而，法院依上開法條對家事訴訟事件所

合意聲請法院為裁定而有不同，是若對上開依家事
其事件之性質定其抗告之法院。申言之，當事人於

四、就駁回提審聲請之裁定抗告之管轄權
爭議

調解程序中如係就家事訴訟事件依同法第 33 條、

98 年 12 月 10 日公布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第 36 條合意聲請法院或法院就第 36 條第 1 項第 3

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 2 條

款情形徵詢兩造同意為裁定者，就該裁定不服時，

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

應抗告至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惟如係就家事非訟事

律之效力；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9 條第 4

件之前開裁定為抗告，自應由一審家事法院之合議

項規定：「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剝奪自由時，

庭管轄。

有權聲請法院提審，以迅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法，

事件法第 33 條、第 36 條所為裁定不服，自仍應依

反對者則認為，兩造合意裁定之抗告應由一審

如屬非法，應即令釋放。」其所謂「因逮捕或拘禁

家事法院合議庭受理，理由略以：按當事人就不得

而被剝奪自由」，並無其他限制，不論是否基於犯

處分之事項或其解決事件之意思已甚接近或對於原

罪嫌疑被逮捕、拘禁，均得聲請法院提審。司法院

因事實之有無不爭執者，於調解中合意聲請法院為

大法官釋字第 708 號、第 710 號解釋理由均闡明，

裁定，其立法目的在於就當事人已無爭議之事項，
註２ 如台灣彰化地方法院 102 年度家調裁字第 5 號（酌
定子女親權事件）、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102 年度
家調裁字第 5 號（停止親權事件）、台灣台東地
方法院 102 年度家調裁字第 1 號（停止親權等事
件）、台灣宜蘭地方法院 102 年度家調裁字第 1
號（停止親權事件）、台灣新竹地方法院 102 年
度家調裁字第 8 號（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事件）
等。

註３ 台 灣 台 南 地 方 法 院 102 年 度 家 聲 抗 字 第 58 號 裁
定，當事人就確認親子關係存在之家事訴訟事件，
依家事事件法第 33 條合意由法院為裁定，嗣又不
服提起抗告，即由該法院家事法庭之合議庭受理
並為裁定。惟裁定中並未對其是否有管轄權一事
加以論說。
註４ 詳司法院家事事件法研究制定委員會第 58、59 次
會議紀錄，見司法院家事事件法研究制定資料彙
編（四）第 593-6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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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因犯罪嫌疑被剝奪人身自由者，應賦予其得即時

件之性質，非僅定性為提審事件。再者，依家事事

聲請法院審查之救濟機會。為保障人權，強化提審

件法第 94 條第 1 項所定，對於第一審就家事非訟

制 度 之 效 能， 立 法 院 於 103 年 1 月 8 日 修 正 通 過

事件所為裁定之抗告，由少年及家事法院以合議裁

「提審法」，並於同年 7 月 8 日施行。其中關於保

定之，對於提審事件涉及家事非訟之類型者，仍有

護安置、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等事件，屬丁類

其適用，而提審法第 10 條第 1 項關於「抗告於直

家事事件，其提審事件由家事法院管轄。惟就一審

接上級法院」，雖無如民事訴訟法第 486 條第 1 項

家事法院駁回提審聲請之裁定提起抗告時，究應抗

所定：「抗告，除別有規定外，由直接上級法院裁

告至所屬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或一審家事法院之合

定」之規定，此恐屬立法之疏漏。其抗告應由地方

議庭，實務亦有爭議。

法院家事庭之合議庭審理之 註６。

主張應由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受理家事提審事件

本文以為，提審事件係人民就公權力限制人身

之抗告者，理由略以：提審事件係在審查人民受法

自由行為之救濟，與家事事件之本質較無相關，程

院以外之機關為逮捕、拘禁之程序是否合法之事

序上應與其他提審事件具有一致性為宜，現行地方

件，與家事事件之本質窘然有異。且提審法第 10

法院民事、刑事或行政庭所為提審事件之裁定，其

條第 1 項關於「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等規定，並

抗告審均為高等法院或高等行政法院，於一審家事

未如民事訴訟法第 486 條第 1 項所定「抗告，除別

法院受理之提審案件，自不宜異其處理為是。至於

有規定外，由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之規定，顯見立

103 年 7 月 7 日院台廳少家二字第 1030019086 號

法者並未特別將受逮捕、拘禁之原因事實涉及家事

函增修之「臺灣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家事事件案

非訟類型之提審事件，與其他涉及行政、民事、少

號字別及案件種類對照表」，固有新增地方（少年

年、刑事等類型之提審事件，區分為不同之提審審

及家事）法院之「家提抗」字類以受理「家事非訟

查程序。從而，提審事件縱因事務分配辦法歸由家

性質之抗告事件」；惟亦同時新增高等法院之「家

事法庭受理，其本質仍為提審事件，非屬家事非訟

提抗」字類，此係為配合各級法院審判需求之司法

事件，當無家事事件法第 94 條第 1 項之適用，聲

行政作業，自不能作為本項法律爭議之判斷依據。

請人或受裁定人對於原審裁定不服，應抗告於其直
接上級法院即高等法院或其分院 註５。

五、結論

反對者則認家事提審事件之抗告應由一審家事

家事事件法施行以來，由於其統合處理家事紛

法院之合議庭審理，理由則以：人民受逮捕、拘禁

爭、訴訟事件非訟化、交錯適用訴訟法理及非訟法

之原因事涉多端，應由各類型之專業法院或法庭審

理等特色，致其程序事項複雜多變，有異於傳統之

理，此觀諸提審法第 4 條之規定自明。又依司法院

民事訴訟、非訟程序。惟就一審家事法院所為裁定

頒定「法院受理提審聲請之事務分配辦法」，涉及

之抗告，應由一審家事法院合議庭或所屬高等法院

精神衛生法之類型由家事法庭受理。且依 103 年 7

及其分院受理一事，事涉程序之安定，攸關當事人

月 7 日院台廳少家二字第 1030019086 號函增修之

之權利，如各法院之間不能統一作法，將致當事人

「臺灣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家事事件案號字別及

無所適從。是本文就目前司法實務仍無定論之抗告

案件種類對照表」，業已新增地方（少年及家事）

程序爭議加以介紹並簡要評析，冀能拋磚引玉，而

法院之「家提抗」字類以受理「家事非訟性質之抗

得於司法實務上早日達成共識。

告事件」。故認聲請提審意旨所述原因事實，若涉
及家事非訟相關法律之類型者，即兼具家事非訟事
註５ 如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3 年度家提抗字第 1
號、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3 年度家提抗字第
2 號均採此見解。司法院「提審業務研究會」會
議法律問題提案編號第 14 號結論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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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６ 如台灣新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家提抗字第 1 號、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 103 年度家提抗字第 1 號採此
結論。惟此係因抗告案卷送至台灣高等法院遭退
回，始由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合議庭為裁定。

借鏡他山

法扶望遠鏡─
初探澳洲原住民法律扶助制度
文

達程度，相對於其他非原住民為低，

一、前言
根 據 澳 洲 統 計 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ABS）最近一次於 2011 年的人口調查，
澳洲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以下簡稱「原住
民」）總數估計約為 669,900 人，比例約佔澳洲總
人口數 2.5%~3%。

註１

「原住民」事實上為一統稱

的概念，指稱十八世紀末英國白人來此殖民前原已
存在的當地族群，其在澳洲大陸及所屬太平洋島嶼
上各區域各有不同種族分布，擁有不同語言與文化。
註２

張毓珊（倫敦大學大學學院 UCL 博士候選人）

由於其所受現代教育的普及程度及所居環境的發

註１ ABS 網站 :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 t r a i t I s l a n d e r A u s t r a l i a n s , 2 0 1 1 ,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
Latestproducts/2076.0Main%20Features1102
011?opendocument&tabname=Summary&prodno
=2076.0&issue=2011&num=&view (Accessed 7
July 2015); ABS , (2014),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s,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Australian, p.7-8. 其 中， 普 查 顯
示原住民人數為 548,400 人 ( 佔總人口 2.5%)，
惟 若 加 上 身 分 未 明 人 數， 估 計 原 住 民 總 人 數
為 669,900 人 ( 佔 總 人 口 3%)； 若 按 普 查 人 數
計，原住民人數最多的省份分別為新南威爾斯省
(172,600 人，佔該省人口比例 2.5%)、昆士蘭省
(155,800 人，佔該省人口比例 3.6%)；若按比例
計，北領地的原住民比例最高 ( 達 26.8%)，維多
利亞省最少 (0.7%)，其餘各省比例介在 1.5% 與 4%
之間。
註２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tudies (AIATSIS), (2005),
National Indigenous Languages Survey Report
2005, p. 3,68; AIATSIS, (2010), Community,
identity, wellbeing: the report of the
Second National Indigenous Languages
Survey, p. xii. 上述調查指出 , 澳洲大陸初被
殖民時期，約有 250 種原住民語；至 2005 年，據
估計澳洲原住民約有 145 種語言，其中僅 20 種不
到可被全族所有年齡層使用，有 13 種瀕臨絕種；
至 2010 年尚存原住民語言只剩 120 種。

註３

導致其在

社會上相較於其他非原住民普遍居於弱勢，例如：
原住民一般家庭所得較非原住民明顯偏低，貧窮失
業問題較嚴重；註４原住民的健康狀況普遍較差，罹
病率較高而平均餘命明顯較短；註５而法律上，原住
民成為犯罪加害人和被害人的比例明顯較高，僅佔
總人口數 3% 的原住民，在澳洲的獄中人數卻高達
27%。註６
註３   ABS 網站 :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Australians, 2011,
Education http://www.abs.gov.au/ausstats/
abs@.nsf/Lookup/2076.0main+features302011
(Accessed 7 July 2015)
註４ A B S 網 站 : C e n s u s o f P o p u l a t i o n a n d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Australians, 2011,
Income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
Latestproducts/2076.0Main%20Features60201
1?opendocument&tabname=Summary&prodno=207
6.0&issue=2011&num=&view= (Accessed 7 July
2015)
ABS 網 站 :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Australians, 2011,
Labour Force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
Latestproducts/2076.0Main%20Features80201
1?opendocument&tabname=Summary&prodno=207
6.0&issue=2011&num=&view= (Accessed 7 July
2015)
註５ ABS 網站 : Australian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Health Survey: Updated
Results, 2012–13, http://www.abs.gov.au/
ausstats/abs@.nsf/Lookup/4727.0.55.006main
+features12012-13 (Accessed 7 July 2015)
註６ ABS 網 站 : Prisoners in Australia, 2014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
mf/4517.0 (Accessed 7 July 2015) 2014 年澳
洲監獄 33791 人中有 9264 人為原住民身分，高達
27%， 且 自 2004 年 ( 原 住 民 受 刑 人 比 例 20.88%)
起，幾乎年年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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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洲 由 政 府 出 資 的 法 律 扶 助 服 務（Legal

組成義務律師團為無故遭逮捕之原住民聲援辯護。

Assistance）提供者主要有四：各省法律扶助委員

第一個專門提供原住民法律服務的機構 Aboriginal

會（State Legal Aid Commissions， 簡 稱 LACs）、

Legal Service 於是就在雪梨市中心近郊的 Redfern

社 區 法 律 服 務 中 心（Community Legal Centres，

地區成立，期待能提供原住民於當時體制下更系統

簡稱 CLCs）、原住民與托雷斯海峽島民法律服務

性、持續性的扶助。該服務處一開始並無經費雇用

處（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Legal

人員，所有參與者均是義工，除了社運人士、律師、

Services，簡稱 ATSILS）以及家庭暴力預防法律服

教授外，亦有許多法學院學生擔任志工。其成立的

務處（Family Violence Prevention Legal Services，

章程及精神強調該服務處是由原住民社群所領導掌

簡稱 FVPLS）。其中，前兩者的扶助對象主要係社

控，以爭取原住民權益為宗旨。1970 年底，該服

會中的弱勢族群，並不區分原住民身分與否，主要

務處嘗試向當時政府原住民事務辦公室（Office of

視受扶助人是否該當其資力、案件類型及有無理由

Aboriginal Affairs）遞出經費申請，其後於 1971

審查取得受扶助資格；而後兩者則係專門扶助具有

年初即獲政府資助，得僱用一位全職律師、一位

原住民身分者或與原住民族相關之案件，其設置乃

原住民社會工作者（Field Officer）與一位行政接

著眼於原住民語言、文化，及其社會處境、遭遇法

待人員。

律問題類型的獨特性，給予其一般澳洲公民以外特
別適合並專屬於原住民族的法律扶助。

註７

此 後， 類 似 Redfern 模 式 專 門 由 原 住 民 組 成
並管理的原住民法律服務處於全澳各地開展 : 1973

以上這些不同類型的法律服務提供者，關於法

年，全澳除了塔斯馬尼亞島與北領地外，各省均

律扶助工作（不限原住民相關者），在各省會透

設有原住民法律服務中心；1984 年，全澳有 17 個

過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的 省 法 律 扶 助 論 壇（State Legal

ATSILS；2003 年，全澳共有 25 個 ATSILS 於 96 個

Assistance Forum） 交 流 串 聯 與 資 訊 分 享， 而 在

地點提供服務。

全國層級也會有代表各服務體系的全國組織定期於

務處，新南威爾斯省與首都特區共 6 個，北領地 4

澳 洲 法 律 扶 助 論 壇（Australian Legal Assistance

個，其餘各省各 1 個 。註９

Forum）進行交流。

註８

其中，昆士蘭省有高達 11 個服

2004 年，澳洲聯邦司法部因著眼於部分省份過

本 文 以 下 將 優 先 介 紹 ATSILS 與 FVPLS 兩 項

多的服務處造成行政成本增加，以致平均個案服務

專屬於原住民相關案件的法律扶助機制，其次介紹

成本明顯較高，決定揚棄原本針對各服務處補助的

LACs 與 CLCs 服務體系中與原住民法扶工作相關

方式，而自 2005/2006 起陸續於各省以政府採購公

者，之後論及目前澳洲原住民法扶制度尚未能滿足

開招標方式採購原住民法律扶助服務，盡量將各省

的需求缺口，最後以澳洲經驗摘要初步結論以為我

服務處控制在一個。原本具有多個服務處的省份內

國將來發展原住民法扶工作之參考。

於是興起一波整併。註１０

（一）歷史沿革

註７ Aboriginal Legal Service (NSW/ACT) Limited
網 站 , A Short Story of ALS, http://www.
alsnswact.org.au/pages/history#A short
history of the ALS (Accessed 7 July
2015)；M. A. Noone, & S. Tomsen, (2006),
Lawyers in conflict : Australian lawyers
and legal aid, Federation Press, p.66.

1960 年代，澳洲原住民未能於司法系統獲得

註８ 同前註，Noone & Tomsen, (2006), p.67.

二、原住民與托雷斯海峽島民法律服務處
（以下簡稱「原住民法律服務處」或
AATSILS）

與其他公民同等對待，原住民使用法律扶助比例極
低，刑事司法系統無故逮捕或拘禁原住民之問題嚴
重。1970 年，在一次警方無故逮捕原住民的事件
中，原住民社運人士擴大串聯法律學界與實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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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９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2005), Report 403
Access of Indigenous Australians to Law
and Justice Services, p.72.
註１０   同前註。

Legal Aid Quarterly

（二）發展現況

及 各 ATSILS 所 有 擔 任 政 策 研 擬 與 法 律 改 革 的 職

ATSILS 目前係一完全由聯邦政府司法部出資

位，以達每年估計 300 萬澳幣的經費減省，此舉

的 法 律 扶 助 機 制，2012/13 年 司 法 部（Attorney-

經 ATSILS、CLCs、律師公會、法律協會、人權團

General's Department，AGD） 資 助 全 國 ATSILS

體各方奔走，呼籲此預算裁減只會使目前原住民受

金額總額為 6 千 8 百萬澳幣。 註１１ 目前，全國共有

刑率更形惡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遠大於預期達到

8 個 ATSILS，其中原住民比例最高且地廣人稀的北

的節省，加上澳洲生產力委員會（The Productivity

領 地 有 兩 個 服 務 處（North Australian Aboriginal

Commission of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註 １ ４

Justice Agency、Central Australian Aboriginal

於 2014 年所公布關於澳洲公平近用司法制度的全面

Legal Aid Service）， 新 南 威 爾 斯 省 與 首 都 特 區

評估報告認為原住民的法律需求有許多服務缺口，

由 同 一 服 務 處 負 責（Aboriginal Legal Service

亟待增加資金（詳下述五），澳洲司法部終於於

（NSW/ACT） Limited），其餘各省各有一服務處

2015 年 3 月底宣布原本預算刪減計畫取消，未來

（Victorian Aboriginal Legal Service、Aboriginal

兩年內原本預計縮減的預算 1150 萬澳幣仍將被保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Legal Service （Qld）

留。註１５

Ltd、Aboriginal Legal Rights Movement, South

（三）扶助案件類型與服務模式

Australia、Aboriginal Legal Service of Western

根據澳洲生產力委員會所蒐集整合全國 ATSILS

Australia 與 Tasmanian Aboriginal Centre

資料指出：ATSILS 扶助內容若以全國而論，主要案

Inc.）。 其 中 除 了 塔 斯 馬 尼 亞 省 ATSILS 外， 其 餘

件 類 型 為 刑 事 案 件，2012/13 年 全 國 ATSILS 一 共

七 個 ATSILS 於 2008 年 簽 署 備 忘 錄 組 成 National

服務了約 196,000 件案件，其中刑事案件比例高達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Legal

83%，民事 11%、家事 5%、1% 為家暴保護相關；

Services， 簡 稱 NATSILS）， 由 其 代 表 ATSILS 與

倘若僅論個案扶助與法院當值律師服務案件量（而

聯邦政府各機關協調、發聲，並有益各省 ATSILS

不計法律諮詢案件量），刑事案件比例超過 90%。

交流、分享實務作法。註１２

然而實際上各省刑事、民事、家事案件比例差距甚

ATSILS 因應澳洲聯邦政府資金規定，須為法人

大，有專以刑事案件為主者（例如新南威爾斯省非

組織。為了提供具文化敏感度的服務，其治理方式

刑事案件僅 4%、維多利亞省則僅有 5%），亦有同

沿襲 Redfern 原住民法律服務處傳統，組織主要由

時發展民事與家事案件者（如塔斯馬尼亞 62%、北

原住民治理，負責管理的董事會須有地方的原住民
代表，並有一位董事專門負責財務與公司治理。因
其接受澳洲聯邦政府司法部資金，須直接向澳洲政

註１４

生產力委員會係澳洲聯邦政府針對影響經
濟、社會、環境、福利等議題所設獨立的研究
及諮詢機構。

註１５

NATSILS, (December 2013), Media
Release: Government to defund
Aboriginal Legal Services Peak
Body and all Law Reform and Policy
Positions; NATSILS, (December 2014),
Media Release: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calls for $200m funding injection for
legal assistance services as cuts
loom; NATSILS, (March 2015), Media
Release: NATSILS welcomes the reversal
of funding cuts. 可 透 過 NATSILS 網
站 : http://www.natsils.org.au/News/
MediaReleases.aspx 查詢 (Accessed 7 July
2015)

府報告。註１３
值得一提的是，澳洲聯邦政府原本自 2013 年
底 宣 布 預 計 從 2015 年 7 月 開 始 刪 減 ATSILS 的 預
算， 不 再 資 助 為 其 發 聲 的 全 國 組 織 NATSILS 以
註１１   The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2014),
Inquiry Report: Access to Justice
Arrangements, Volume 2, p.663.
註１２

同 前 註，p.683; NATSILS 網 站 : http://
www.natsils.org.au/MembersPartners.aspx
(Accessed 7 July 2015)

註１３

同註 11，p.68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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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地 26%、昆士蘭 21%）。註１６

本身須具有原住民身分，或其為原住民之配偶或照

若按服務種類區分，其中案件量 44% 為法律

護者。據統計，2012/13 年 ATSILS 僅有 0.2% 的受

諮 詢、42% 為 法 律 代 理 個 案、14% 為 當 值 律 師 服

扶助人不具原住民身分。 註２３ 資力審查方面，全部

務。 註１７ 惟各省關於個案法律代理、法律諮詢與法

的 ATSILS 適用同一標準，申請人必須至少具備下

院當值律師服務的發展策略亦有不同，例如昆士蘭

列身分之一，始得申請：（1）年齡在 18 歲以下；（2）

省發展策略上明顯以法律諮詢與法院當值律師服

主要收入來源來自社區發展僱用計畫（Community

務 為 主， 該 省 ATSILS 資 金 佔 全 國 ATSILS 總 資 金

Development Employment Projects） 或 社 會 福 利

24%，然而其諮詢案件量與當值律師服務量卻各佔

補助（Centrelink （or equivalent） benefits）；（3）

全國總數的 45.9% 與 44.9%；然而亦有單以法律代

每年個人收入毛額在 $46,000 澳幣以下。而其資產

理個案為主者，如新南威爾斯省、北領地。註１８

多寡則作為扶助是否免費的標準，全戶淨資產超過

每一省的 ATSILS 除了在都會區或人口聚集的
市鎮設有總部外，廣泛地在非都會區設立分會，亦
在偏遠地區設立外展服務據點，以因應巡迴法院的
需求。 註１９ 各省境內不同地點服務經常有所不同，
一般非刑事服務大多只出現在都會區的服務中心。
只有少數據點會提供類似精神健康、財務諮詢、在
監者法律諮詢或自殺防治等多元服務。註２０
ATSILS 主要係由內部專職律師提供法律服務，
例外時才會向外尋求其他法律資源。而在律師以
外，ATSILS 亦設有對於原住民語言、文化及該社區

$870 澳幣者即須開始負擔部分法扶費用（有不同級
距），超過 $3970 澳幣者須負擔全部法扶費用。其
資力審查標準相較於各州 LACs 標準，有更為寬鬆
者，亦有更為嚴格者。此乃因各州 LACs 資力標準
不 同。2012/13 年 統 計 有 85% 的 ATSILS 受 扶 助
人符合澳洲社會福利署 Centrelink 標準領有福利
補助。 註２４

三、家庭暴力預防法律服務處（以下簡稱
「家暴法律服務處」或 FVPLS）

深度了解的原住民田野工作者（Field Officers）扮

（一）歷史沿革

演重要角色，他們與受扶助人建立關係，與受扶助

1990 年代後期，有不少研究均指出原住民族

人溝通並協助其尋求所需的法律服務。註２１ATSILS

群中家庭暴力為一關鍵議題，故聯邦政府開始介

強調以融入原住民文化的方式提供整合全面的服務

入，於原住民事務相關機構展開因應措施，家暴

（holistic services），是故其亦與其他從事原住民

法 律 服 務 處（FVPLS） 即 為 當 時 一 項 新 發 起 的 計

社群服務的組織進行合作。

註２２

（四）受扶助人資格
ATSILS 受扶助人仍須經身分、資力、案件類
型與非顯無勝訴理由之審查。身分方面，受扶助人

畫。1998 年，該計畫首先由當時原住民及托雷斯
海 峽 島 民 委 員 會（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Commission ，ATSIC）於新南威爾斯省的
Kempsey （Many Rivers）地區投注進行試辦，其
後，全國各省紛紛有類似的 FVPLS 成立。該服務最
大的特色是提供受家暴或性侵的婦女或小孩法律扶

註１６

註 11，p.677.

註１７

註 11，p.669.

註１８

註 11，p.770, Table 22.1.

註１９

註 11，p.680.

註２０

註 11，p.677.

註２１

註 11，p.680

註２３

註 11, p. 670, 674.

註２２

註 11，p.681, 764.

註２４

註 11, p. 671, 672,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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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以及非法律的諮商服務。2005 年，隨著政府裁撤
ATSIC 並將原住民各項事務回歸由各主流相關業務
機關管轄，FVPLS 計畫即由聯邦政府司法部負責辦

Legal Aid Quarterly
理。註２５ 資助協議每次期間為期三年。註２６2012/13

最 終 於 2015 年 3 月 初 確 保 獲 首 相 與 內 閣 部 有 關

年司法部資助全國 FVPLS 金額總額為 1 千 9 百萬

原 住 民 升 級 發 展 策 略（Indigenous Advancement

澳幣。

Strategy）項目下 2015/16 年的資金補助。註３０

註２７

FVPLS 為因應澳洲聯邦政府資金要求，須為

（二）發展現況
全國目前有 14 個 FVPLS （除了塔斯馬尼亞島

法人組織，其治理與發展方式有兩種不同模式：一

與首都特區外，各省均有），含括 31 個具有高需

為區域化模式（regionalised model），由一個專

求的地理區域，均位在非都會或偏鄉。2012 年 5

門的服務提供者（法人組織）負責數個服務區域，

月，13 個 FVPLS 籌組全國 FVPLS 論壇（National

具有一個負責協調的總部核心與各地的辦公室；另

Family Violence Protection Legal Services

一則為贊助模式（auspice model），由一中介的

Forum, NFVPLSF）以代表 FVPLS 與政府各機關協

贊助機構，負責串聯支持該區域內的服務提供，

調、發聲，並有益於各 FVPLS 交流分享實務作法。

接受贊助於各地服務的機構與該贊助機構所立的

NFVPLSF 主要由一秘書任職處理行政事務，並任

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簽訂一備忘錄

命一位全國會議召集人，由各 FVPLS 的執行長輪

（MOU），由指導委員會出具建議給接受贊助機構

流擔任。註２８

的管理層，然指導委員會不實際參與機構日常服務

2013 年 12 月， 聯 邦 新 任 政 府 上 台 後 組 織 改
組，FVPLS 等 原 住 民 事 務 又 被 劃 歸 於 首 相 與 內
閣

部（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轄 下 負 責 原 住 民 事 務（Indigenous

與運作。 註３１ 目前全國 14 個 FVPLS 中，有 7 個區
域供應商提供 24 處服務，另外有 7 處由贊助模式
進行。FVPLS 因接受澳洲聯邦政府司法部資金，須
直接向澳洲政府報告。註３２

Affairs） 部 門 管 理。 惟 2014 年 12 月， 根 據 該 部

（三）扶助案件類型與服務模式

所公布的服務資助方案，並未將法律扶助列為一個

FVPLS 扶助內容為家庭暴力或性侵害相關案

完整獨立的申請項目，甚至應與其他醫療等服務

件，主要包括家暴保護令、兒童保護（包括提供予

項目競爭，致法律扶助各界撻伐聲援。

註２９

FVPLS

註２５

P. Memmott, C. Chambers, C. Go-Sam &
L. Thomson, （2006）, Good Practice in
Indigenous Family Violence Prevention
- Designing and Evaluating Successful
Programs, p.2.

註２６

註 11, p. 689.

註２７

註 11。

註２８

NFVPLSF 網站 : http://www.nationalfvpls.
org/Who-We-Are.php （Accessed 7 July
2015）

註２９

NFVPLS, （18 August 2014）, Media
Release: New threat for Family Violence
Prevention Legal Services,http://www.
fvpls.org/images/files/MR%2018082014%20
National%20Forum%20Response%20to%20
Indigenous%20Advancement%20Strategy.pdf
（Accessed 7 July 2015）;
Community Law Australia, （22 August
2014）, Funding certainty call for
Indigenous family violence legal help,

http://www.communitylawaustralia.
org.au/funding-certainty-call-forindigenous-family-violence-legal-help/
（Accessed 7 July 2015） ;
NACLC, （August 2014）, News: NACLC
strongly supports calls by National
FVPLS Forum for reinstatement of direct
funding,   http://www.naclc.org.au/cb_
pages/news/NACLCstronglysupportscalls
byNationalFVPLSForumforreinstatemento
fdirectfunding.php. （Accessed 7 July
2015）
註３０

NFVPLS, （6 March 2015）, Media
Release: Step up in commitments
to the national crisis of family
violence, http://www.nationalfvpls.org/
images/files/MR_06032015_Step_up_in_
commitments_to_the_national_crisis_of_
family_violence.pdf （Accessed 7 July
2015）

註３１

註 11，p.684.

註３２

註 11，p.68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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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的法律扶助與相關必要給法院的報告）、被害

主要扶助範圍為刑事與部分家事案件。根據統計

人損害賠償、家事法律及兒童監護與扶養（當案件

2012/13 年各省 LACs 各有 3~14% 不等的受扶助人

涉及家暴時）以及為提供受扶助人完整服務而協助

為原住民。 註３６ 有部分 LACs 甚至有專門針對原住

處理相關的民事法律問題。註３３

民的扶助計畫，例如昆士蘭省有專門提供原住民的

FVPLS 的 服 務 模 式 與 ATSILS 類 似， 主 要 由

資訊熱線（Indigenous information line） 註３７，而

內部專職律師提供，惟例外且資金允許時也會轉

新南威爾斯省法律扶助委員會（Legal Aid NSW）

介外包給其他提供者。澳洲聯邦政府提供的資金

更是與該省 ATSILS─The Aboriginal Legal Service

主 要 資 助 一 位 總 召 集 協 調 人（Coordinator）、 兩

（ALS） （NSW/ACT） 成立堅實的夥伴關係，除

位專職律師、一位原住民田野工作者或一位諮商

了定期的夥伴關係聯繫會議外，每年固定派長駐法

師， 及 其 他 辦 公 室 成 本。FVPLS 強 調 提 供 具 有 文

扶家事專職律師在 ALS 的辦公室辦公服務以外，其

化敏感度的法律扶助及與非法律服務的整合，除

民事律師亦定期至原住民部落從事外展服務，提供

法律個案工作外亦包含社區法學教育（community

個案諮詢、代理及大眾法治教育等服務，並資助多

legal education） 以 及 早 期 預 防 活 動（early

位原住民田野工作者於 ALS 或 Legal Aid NSW 的分

intervention），另外如個案有諮商必要也會資助並

會工作。註３８

主動安排諮商服務。FVPLS 有相當高的比例是在偏
鄉的外展服務，包括跟隨原住民法院巡迴。

註３４

（二）社區法律服務中心（CLCs）
根據統計，全國 CLCs 的個案工作約有 6% 是

（四）受扶助人資格

原住民的受扶助人。 註３９ 全國約 200 個 CLCs 中，

本身具備原住民身分，或其為原住民之配偶或

有 CLCs 是 坐 落 於 原 住 民 地 區 提 供 一 般 法 律 諮 詢

照護者，且為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面臨家暴、

（Generalist Advice）， 但 在 一 般 諮 詢 之 外 經 常

性侵威脅風險的受害人（必須不能為加害人），均

會再針對原民的特殊議題有特別專案計畫者，如

可申請，並無資力審查。惟倘若申請人本身不具原

Northern Rivers CLC、Illawarra Legal Centre；或

住民身分，須其案件對於任何一原住民有直接實質

是鄰近原住民地區，定期會至原民聚落從事外展服

的利益（如小孩），始得核准。根據 2012/13 統計

務，例如：Macarthur Legal Centre、Hawkesbury

數字，當年度受扶助人有 90% 為女性而其中三分之

Nepean CLC；亦有特別針對原住民婦女或家暴、

二介於 18 至 49 歲間。約略一半以上的案件為持續
進行的個案（相對於一次性的諮詢服務）。此類持

註３６

註 11，p.674-675, Table 20.2。其中，各省
LACs 受扶助人具有原住民或島民比例如下：
新南威爾斯省 10%、維多利亞省 3%、昆士蘭省
14%、南澳省 5%。

註３７

Legal Aid Queensland
網 站 : http://
www.legalaid.qld.gov.au/services/
Indigenous-Queenslanders/Pages/default.
aspx

註３８

Legal Aid NSW 網 站 : http://www.
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
annual-report1/annual-report-2013-2014/
collaborating-with-our-partners/
aboriginal-community-partnerships
（Accessed 7 July 2015）; http://www.
legalaid.nsw.gov.au/what-we-do/civillaw/civil-law-service-for-aboriginalcommunities

註３９

註 11，p.764.

續進行個案比例最高者為北領地，境內 3 個 FVPLS
有 2 個個案工作比例甚至高達 8 成。註３５

四、其餘的原住民法扶提供者
（一）法律扶助委員會（LACs）
如前所述，各省 LACs 的扶助對象主要係社會
中的弱勢族群，並不區分原住民身分與否，而其
註３３

註 11，p.677-678

註３４

註 11，p.669, 680-681.

註３５

註 11，p.67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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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議題的專科型 CLCs （Specialist CLCs），如
Wirringa Baiya Aboriginal Women's Legal Centre
（針對雪梨的都市原住民婦女），事實上有不少
ATSILS 與 FVPLS 也屬於全國 CLCs 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Legal Centres,
NACLC）的會員；或是從事特殊議題的專門 CLCs
（Specialist CLCs） 也 可 能 針 對 原 住 民 部 落 有
專 案 計 畫， 如 針 對 環 境 法 議 題 的 Environmental
Defender's Office Ltd （NSW）、致力於消弭身心
障 礙 者 差 別 待 遇 的 NSW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Legal Centre 等。註４０
（三）私部門執業律師
私人執業律師亦有可能參與對於原住民的法律
扶助，除了身為接受 LACs 派案的法扶律師外，另
一主要管道係透過志願公益律師服務（Pro Bono
Service）， 直 接 為 CLC、ATSILS 或 FVPLS 的 受
扶助人提供其扶助範圍以外的法律個案服務，主要
是民事方面。此類從事志願公益律師服務的事務
所，有可能係自己直接與 CLC、ATSILS 或 FVPLS
建立合作關係， 註４１ 亦有可能是加入志願公益律師
服務（Pro Bono Service）組織成為會員者，接受
該機構的指派，例如 National Pro Bono Resource
Centre、Justice Connect、Queensland Public
Interest Legal Clearing House （QPILCH）、各地
律師公會志願公益律師服務機制等。註４２

五、澳洲原住民法律扶助制度需求缺口及
改革建言
（一）原住民尋求法律扶助的障礙
根據澳洲最新一份有關原住民法律扶助報
告──即生產力委員會於 2014 年公布對於澳洲整
體公平近用司法制度相關措施的評估報告，澳洲原
住民相對於一般人民尋求法律扶助的障礙與產生困
境的緣由主要如下：註４３
（1）欠缺法律意識：特別是對於民事與家事相
關的法律問題，許多原住民根本未認識到該問題有
法律的層面「有法可管」，自然難以意識到當發生
問題時可透過法律尋求救濟管道；
（2） 溝 通 障 礙： 儘 管 90% 原 住 民 會 說 英
語，然而對於偏遠地區的原住民而言，英語並非
其母語，其所說的英語可能是所謂的原住民英語
（Aboriginal English），不易為一般非原住民所理
解。又其溝通帶有許多肢體語言，法庭通譯不見得
能準確傳譯。許多現代法律用語及概念並不存在於
原住民文化中，難以轉譯。此外，因教育及醫療相
對較不普及，原住民本身讀寫、數字能力有限亦有
較易產生因耳疾導致聽力喪失之情況。
（3）社會經濟的弱勢與地理位置的隔絕：如前
所述，相關的研究均指出原住民的教育程度、就業、
收入、健康等均處於弱勢甚至受到歧視，其所面對
的問題通常不只一項，問題經常是相互關連且會延
續至下一代，而其居住地區地理上的對外隔絕又加

註４０

Community Legal Centres NSW 網 站 ,
Aboriginal Legal Access Program:
http://www.clcnsw.org.au/cb_pages/news/
CCLCG_Aboriginal_Legal.php （Accessed
7 July 2015）; NACLC 網 站 : http://
www.naclc.org.au/clc_directory.php
（Accessed 7 July 2015）; 註 11，p. 684.

深了其取得資源處理問題的障礙。
（4）傳統原住民法律制度與現代澳洲法律制度
的差異：許多原住民的法律觀念仍沿襲傳統部落內
的規範與知識，而現代法律制度在殖民時期強制原
住民部落施行時，造成原住民極深的不信賴。原住
民對於現代法律分為刑事、民事等毫無概念，在其

註４１

註４２

ALS （NSW/ACT）
網 站 :http://www.
alsnswact.org.au/pages/pro-bono
（Accessed 7 July 2015）
如 National Pro Bob Centre, （2008）,
Aboriginal Legal Service Guide, p.2342,50-52; National Pro Bob Centre 網站 :
http://www.nationalprobono.org.au/page.
asp?from=7&id=128

眼中，現代法律等同於「監禁」、「死在獄中」、「把
小孩從身邊帶走」。
（二）澳洲現行原住民法扶制度的缺口
由於上述原住民使用現代法律服務及尋求扶助
註４３

註 11, p.76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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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該報告肯認現行澳洲提供原住民專屬

相對於 LACs 和部分 CLCs，ATSILS 與 FVPLS

特殊的法律扶助管道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特別是

投入在預防及早及介入的服務（包括法學教育在

ATSILS 與 FVPLS 提供適合其文化特性的法律扶助，

內）明顯較少。上開報告指出根據聯邦司法部內部

透過將文化整合到服務過程中，消弭其尋求主流扶

未公開的管理資料，相對於 LACs 平均花費 9% 的

助系統可能遭遇的障礙，協助其取得更好的結果。

經費在此類工作，ATSILS 中除了兩處花費達經費的

而 LACs 和部分 CLCs 作為原民法扶次要提供者，

5% 和 8% 外，其餘有三處甚至僅達 1%。FVPLS 情

針對 ATSILS 與 FVPLS 無法服務到達的地區或因利

況亦類似，甚至全國 FVPLS 原本用於預防工作的經

害衝突無法代理的當事人提供法律扶助，恰可收互

費（4 年 450 萬澳幣）於 2012 年被完全削減。註４７

補之效。註４４
然而，該報告認為在現行制度運作下，關於原
住民法扶仍有下列缺口：

（4） 替 代 性 紛 爭 解 決 機 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的服務缺口
許多偏鄉不見得能保障原住民有充分的機會使

（1）民事與家事案件的服務缺口

用類似家事調解等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此外，即

如前所述，ATSILS 絕大部分負責刑事案件，而

便有機會使用，此類機制進行的方式不見得適合原

FVPLS 僅針對家暴及性侵害相關，然而有一大部分

住民文化。例如有關調解人的中立性、程序中的保

的民事與家事案件需求不在扶助範圍內。這些非刑

密義務及非強迫適用調解的性質，均與原住民原本

事的法律需求倘若未能適時補上，將來可能造成許

文化中紛爭解決的方式相違，若欲引導其使用，需

多更嚴重的刑事犯罪問題，陷入惡性循環。不同的

要花更多時間來建立其信賴。註４８

研究指出至少有下列待優先解決的非刑事問題，包

（5）通譯服務的缺口

括了：兒童保護（包括兒童的安置）、租賃問題（如

如前所述，原住民面臨溝通的障礙，法庭通譯

修繕維護、租金、過度擁擠或房屋收回）、歧視、

的服務非常重要，特別是偏鄉地區。此外，原住民

社會福利（少領或溢領）、信用與債務、消費爭議

通譯的品質、公正性、招聘與流動性一直充滿挑

（大多關於行動電話契約、汽車購買與修繕）、鄰

戰。註４９

房爭議（大多關於噪音、圍籬、疆界與動物）、被
害人補償與遺囑（主要關於養老金、喪葬、子女監
護等安排）。註４５
（2）地理區域涵蓋程度的服務缺口
即便 ATSILS 已盡力涵蓋非都會區與偏遠地區，
仍有研究指出，在相對偏僻的偏鄉，仍有許多需求
未被滿足，經常只有在刑事法院巡迴的時間才有刑
事方面的服務。而 FVPLS 所服務的區域並未完全涵
蓋全國高家暴率的原鄉，且由於長途交通所費時間
及成本均鉅，許多偏僻的原鄉，經常每個月只有一
兩天有人服務。註４６
（3）早期介入與預防（Early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on）的服務缺口
註４４

註 11, p.764-765.

註４５

註 11, p.768-769.

註４６

註 11, p.77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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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上述服務缺口的改革建議
該報告針對上述服務缺口，提出下列建議的改
革方向：
（1）政府相關行政機關更主動前瞻地提早介
入，解決原住民的問題，特別在高度需求的領域如
兒童保護、社會住宅與租屋、社會福利等。註５０
（2）增加適合原住民文化的替代性紛爭解決
機制，以吸引原住民在問題惡化前使用。澳洲政府
應針對此一措施之成本效益進行分析（特別是針
對高需求地區），並資助此類服務，由專屬原住
註４７

註 11, p.772-773.

註４８

註 11, p.776.

註４９

註 11, p.777-779.

註５０

註 11, p.782-784.

Legal Aid Quarterly
民的機構提供，或者亦可由主流提供 ADR 的機構

助的資金仍應增加，應取消當時政府原本的預算刪

例 如 LACs 或 家 庭 關 係 中 心（Family Relationship

減計畫，惟由於實際尚未滿足的需求不明，仍待進

Centres，FRCs）提供。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原

一步研究及資料蒐集系統建置完善後，才能確定關

住民族也有許多不同的族群與文化，有效的紛爭解

於原住民法扶應增加的資金。 註５７ 另一方面，該報

決機制須對於當地原民文化特性有深刻的認識，並

告建議由於 ATSILS 的扶助業務絕大部分屬於省管

將此融入紛爭解決的流程中。

註５１

轄的刑事案件（而非聯邦政府管轄的家事案件等），

（3）澳洲聯邦與州（領地）政府應共同致力

省（領地）政府理應參與資助 ATSILS 的行列，如

於改善堅實原住民通譯服務，特別是關於偏遠地區

此一來，一方面可使省（領地）政府關於省級法令

法庭與爭端解決服務方面。此外亦建議可以北領地

政策的制定變更充分考量原住民的法律扶助，另一

（原住民比例較高的地區）現行發展的通譯服務為

方面也可使聯邦政府的資金更妥適地用於聯邦管轄

一平台，提供全國原住民通譯服務。註５２

的案件上，以滿足非刑事案件的服務缺口。註５８

（4）改善政府與服務提供者間的參與模式，雙
方應超越政府採購的關係，建立更深的信賴、關係
與合作，以利發展長期的扶助模式。 註５３ 同時加強

六、站在前人經驗上展望未來──討論代
結語

法律扶助各不同服務甚至是與其他服務提供者間的

澳洲原住民法律扶助因著歷史發展的緣故，於

協調、溝通與合作，以提高服務效率並降低資源重

不同時期建立了於主流法扶系統外專屬於原住民的

複投入的浪費。

註５４

（5）改善治理模式與回報要求，以利資訊蒐集
與績效評鑑：該報告指出，針對 ATSILS 與 FVPLS
董事會董事的治理能力與技巧的培養，亟須關切；
另關於其服務績效的目標設定與實績等數據，經常
付之闕如，需要加強改善，否則無法進行評鑑與比
較，此情況在 FVPLS 方面特別明顯。註５５
（6）妥善運用納稅人稅金於服務當口，包括減
少行政成本、資源重新分配以補足部分地區的需求
缺口。此議題對於 FVPLS 特別適切，由於全國 31
個區域的金額均相同，未能充分反映地區需求，造
成全國 FVPLS 的行政成本 17~46% 不等，有些高需
求地區服務缺口未能滿足。註５６
（7）為滿足如上所述許多的服務需求缺口（特
別是非刑事案件），該報告建議有關原住民法律扶
註５１

註 11, p.784-789.

註５２

註 11, p.789-790.

註５３

註 11, p.791-792.

註５４

註 11, p.793.

註５５

註 11, p.793-796.

註５６

註 11, p.797-799

小系統，先於 1970 年代起因對抗政府漠視人權無
故逮捕而發展出以刑事辯護為主的 ATSILS，繼而於
1990 年代末因原住民家庭與家暴問題嚴重而發展
出專門處理家暴性侵害案件的 FVPLS。而 LACs 與
CLCs 亦有服務原住民者，其服務針對前兩者不太
從事的非刑事案件、其服務未達的地區或因利害衝
突無法代理的案件，恰可補足缺口。各系統分立卻
又互補，並在近年來因全國或各省級法扶論壇甚至
是地區性的協調機制（如新南威爾斯省的法律服務
合作提供機制 Cooperative Legal Service Delivery
（CLSD）加強資訊分享與交流，以協調各服務體
系，減少資源浪費，達到法扶整體系統更好的綜效。
我國法律扶助基金會身為全國最大的法律扶助
系統，在此以外針對原住民並無其他規模足與之相
較且專屬於原民的法扶供應體系，相反地，原住民
族委員會甚至與法扶會合作，自 2013 年 4 月起提
供資金由法扶會為有需求的原民辦理，且不限某一
註５７

註 11, p.799-803. 惟 該 報 告 針 對 整 個 法
律 扶 助 系 統（ 包 括 LACs, CLCs, ATSILS 與
FVPLS）建議各級政府（包含聯邦與省 / 領地）
於更全面精確的需求量衡量結果出來之前，於
過渡時間應再增加 2 億的預算，以填補民事法
律需求的缺口。參註 11, p.701, 736.

註５８

註 11, p.804-806.

45

借鏡他山

法扶望遠鏡─初探澳洲原住民法律扶助制度

特定類型案件，亦即將原民的法律扶助需要整合入

使用現代司法與法扶服務的文化特色與其實際未被

主流的法律扶助系統中。相對於澳洲分立的系統，

滿足的需求，來引導政策推行。而有關進一步研究

我國法扶在資源配置上或處於較佳的位置，可以減

的問題與指標，澳洲生產力委員會報告所揭示的研

少許多重複的人事行政成本或其他資源的浪費。然

究結果，或可提供間接的啟發，例如：

而相對地，或許也面臨不同的挑戰──身為一個主
流服務提供者，服務對象不限原住民，要如何在服
務過程中適切地提供與原民文化相符合的扶助，使
原住民知悉且樂意使用，才是更重要的議題。關於
此，LACs 身為主流服務者，其針對原住民的服務
方式與拓展策略值得學習，而 ATSILS 與 FVPLS 以
原住民文化為本的精神與做法，亦值得更多融入我
國法扶對於原民扶助的實務。
如上所述，ATSILS 與 FVPLS 均強調以原住民
族群為運作主體或決策參與者，提供為原民文化量
身配合的服務過程。其扶助過程中善用原住民田野
工作者（Field Officer）為橋樑，除了語言相通外，
更在文化上得以溝通連結原住民與法律工作者，此
種服務方式後來也被提供原民扶助的 LACs 與 CLCs
所採，實值得我國將來制度設計參考。此外，因其
服務對象多處都會區邊緣、鄉村或是偏遠地區，
ATSILS 與 FVPLS 設置的據點接近其服務對象，同
時定期安排外展服務深入偏鄉，配合巡迴法院開庭
需要。而其服務方式強調重視全人需求的服務，故
經常與其他原民組織相互合作，以利連結其他非法
律的服務，以上運作與我國法扶轄區內有原住民偏
鄉聚落的分會經驗類似，值得成為我國法扶進一步
推展原住民工作實務運作的重要原則。
此外，我國法扶會既整合國內有關原住民法律
扶助的最大資源，應以澳洲經驗為鑑，站在整個
法扶體系制高點上對於原住民的扶助作通盤的思
考。澳洲制度規劃與檢討上強調以研究證據為本
（Evidence-based） 的 精 神， 值 得 我 國 效 法。 此
由其生產力委員會 2014 年的報告，強調「由於實
際未滿足的需求不明，仍待進一步研究及資料蒐集
系統建置完善後，才能確定原住民法扶應增加的資
金」，且該報告對於整個法扶體系於（需求計算前）
過渡時期的資金增加建言，成功地被用來阻擋聯邦
政府原本削減法扶預算的計畫，可見一般。我國未
來在制度規劃與設計上，應更深入研究我國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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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原住民對於現代國家法律、司法制
度、及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的認識。
（2）台灣原住民對於尋求法律服務或扶助與紛
爭解決方式的態度與習性。
（3）台灣原住民於尋求、使用現代司法與法律
扶助系統的困難為何？
（4）承上，是否遭遇語言不通的困難？又現行
通譯服務能否有效解決問題？
（5）現代司法與法律扶助系統對於原住民是否
友善？在執行的流程方法上可以作何因應其文化的
調整 ?
（6）台灣原住民目前使用法律扶助的案件類型
分布及其案件進行與終結的情況。
（7）台灣原住民於現行司法與法律扶助系統以
外，未被滿足的法律需求缺口為何及估計數量。
（8）台灣法扶會對於原住民扶助於地理涵蓋區
域上及資源配置上（例如：服務人力）有無缺口？
（9）台灣法扶會對於原住民扶助的工作內容
（如法律代理個案、法律諮詢、調解、法扶宣導與
法學教育、政策研擬及倡議）、比例及各項工作遭
遇的困難等。
以上，藉由對於澳洲過去 40 多年來原住民法扶
體系發展與其工作的初步介紹，期能啟發我國法扶會
未來發展原民法扶工作及相關研究之參考，使台灣原
住民的基本人權與福祉能真正被保障與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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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收」，並於信封上註明寄件人姓名、地
址及電話等資料。

捐款徵信（2015 / 05 ~ 2015/ 07）
2015/0 5
捐款金額

楊○鈴
陳○伸
楊○鈴
楊○鈴
蔡○壹
彭○標
楊○鈴
蔡○清
華○豪
張○聆
傅○萍
楊○恬

搶救被告—律師在警局教戰手冊

500
700
500
500
500
500
300
400
100
100
100
500

捐款人  
潘○君
德臻法律事務所
吳○玄
吳○庸
劉○祐
潘○勝
王○仁
王○仁
林○輝
陳○伶
林○逸

100
500
1,000
7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300
200
100
100
500
10,000
400
500
1,000
500

捐款人  

捐款金額

嘉義律師公會
許○山
王○三
李○章
楊○鈴
蔡○芳
南投律師公會
吳○新
楊○恬
潘○君
黃○協
吳○庸
郭○正
郭○隆
林○漳
包○銘
包○銘
盛記預拌混凝土有限公司
陳○青
林○逸

20,000
50,000
100
100
300
2,000
8,000
1,800
500
500
1,000
10,000
2,000
3,000
10,000
1,500
4,000
10,000
28,000
5,000

2015/07
捐款人

捐款人

捐款金額

捐款金額
500
1,000
2,600
10,000
1,000
3,000
1,600
6,400
25,000
5,000
5,000

陳○貴
李○菁
陳○伸
楊○鈴
社團法人基隆律師公會
蔡○清
崔○瑜
童○仁
陳○福
朱○協
蕭○旻
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
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
王○勻、張○程
江○聰
蕭○芬
花蓮律師公會
楊○鈴
劉○銀
陳○翰
曹○鈞
宜蘭律師公會
王○成
錡○妤
李○心
鍾○龍
蕭○萱
詹○玲
楊○鈴
李○慶
王○富
楊○然
陳○如

捐款金額
1,500
1,500
700
500
50,000
500
1,000
1,000
110
2,000
300
2,000
6,000
500
500
500
30,000
300
500
500
500
10,000
2,000
500
400
500
180
500
500
20,000
1,000
1,000
100

捐款人  

捐款金額

彰化律師公會
鍾○雄
李○和
新竹律師公會
無名氏
無名氏
楊○鈴
徐○香
黎○蘭
鄭○愛
郭○芳
林○婷
無名氏
溫○雅
楊○恬
潘○君
祥智法律事務所
黃○協
王○琍
黃○協
吳○庸
劉○閔
劉○閔
簡○榮
包○銘
陳○佑
翁○展
劉○汶
乃力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青
陳○香
林○逸

10,000
2,000
500
20,000
100
100
300
1,000
600
2,000
500
100
2,000
100
500
500
5,000
2,000
20,000
1,500
10,000
3,000
3,000
1,000
6,000
2,000
10,000
3,000
12,000
3,500
1,000
5,000

出版品簡介
卡到債－喬治和瑪莉的生命故事
出版單位：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書籍簡介：透過 1 千餘位債務民眾大規模問卷調查，
由 17 位個案代表現身說法，本書將揭開台灣最真實
的社會角落生命故事。

「請問多重？」紀錄片
出版單位：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影片簡介：弱勢族群要如何透過法律扶助，而得到公
平與正義？這是台灣法律扶助史上第一部紀錄影片，
走過三十個年頭，以三階段真實故事紀錄下台灣法律
扶助的濫觴、成長與茁壯。

停止死刑：死囚鍾德樹的故事
出版單位：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灣廢除死刑
推動聯盟
書籍簡介：回顧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與法律扶助基
金會在死囚看守（death watch）的聯手合作過程，盼
讓不可逆轉、以暴制暴的死刑案徹底停止。

法扶會 10 周年特刊－
那十年，我們一起走過的路
出版單位：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書籍簡介：2004 年 7 月 1 日法扶會誕生，
這十年法扶走在帶領弱勢者通往公益、幸
福的路上，靠著一代一代的法扶人艱困的
步履和足跡使得法扶得以誕生、成長，並
邁向茁壯。盼望未來透過更多有心人的加
入，使法扶精神傳承下去…

搶救被告－
律師在警局教戰手冊
出版單位：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財
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中華民國律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律師公會
書籍簡介：為實踐司法正義、維護被告人
權，本書融合警詢過程中被告可能遭遇與
相關心理以及律師倫理規範。法扶會、民
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及台北律師公會，攜手合作撰寫本書，集
結十數位律師、學者之力，以多年經驗和
數十次會議，製成律師在警局教戰手冊。

推倒訴訟高牆－
台灣法律扶助紀實
出版單位：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書籍簡介：世代相傳，前仆後繼，這是 12
位法律人奉獻自身青春的真實故事。他們
挑戰橫阻在弱勢族群之前的訴訟高牆！

強迫勞動與人口販運裁判選輯：
法官、檢察官及法律專業人員訓練手冊
出版單位：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國際勞工組織
書籍簡介：國際勞工組織出版品「Forced labour
and trafficking: a casebook of court decisions. A
training manual for judges, prosecutors and legal
practitioners.」透過宣導與合作解決強迫勞動問題，
法扶會取得中文版授權作為通譯教育訓練講義。

法扶會推出【電子發票愛心碼】囉！
方式 1：結帳時向店員口述愛心條碼代號「8282」即可捐贈。
方式 2：結帳時出示下方愛心碼條碼，刷條碼即可捐贈。
方式 3： 7-11ibon 捐贈－持有 icash 或悠遊卡者，在 ibon 首頁點選生活類，
按步驟輸入法扶會統一編號（99624605）， 即可捐贈。

法律扶助 安心扶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