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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為非政府組織的參與，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互動，所以法律扶助的發展與
非政府組織關係密切。兩岸法律扶助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從非政府組織的觀點，
可以瞭解非政府組織在法律扶助中所扮演的角色。非政府組織的存在，與政府的
相互配合，關係著法律扶助的推動與發展。
本研究透過國家與社會關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法律扶助之法理基
礎，解釋兩岸如何形成不同的文化、社會發展與價值觀。兩岸不同的思維，影響
兩岸的法律扶助制度，產生不同的宗旨、規範與作法。
台灣的法律扶助制度，在社會影響國家的概念下，透過公民社會與政府的力
量，產生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模式。中國大陸的法律扶助制度，則仰賴國家
的主導與社會的配合，國家影響社會的力量較大。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的力量雖然
存在，卻受制於政府的控制與監督。非政府組織缺乏獨立與自主性，必須與政府
合作，才能順利發展。

關鍵字：法律扶助制度、國家與社會關係、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訴訟權、
平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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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icipation of NGO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NGOs make
the NGOs maintain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gal aid system. In
fact, according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egal aid system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it i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main role that the NGOs
have been played in the legal aid 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GOs.
In the study, I will indicate the main reasons causing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value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based o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he governments and NGOs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legal aid
systems. It actually affects the legal aid systems owing to the different patterns of
thought of the cross straits. Also, it shows different purposes, regulations and methods
of the legal aid system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Under the concept of the influence of civil society to the country, the legal aid
system in Taiwan is produced by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NGOs.
However, the legal aid system in mainland China relies mainly on powers of the
government. In this case, it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more powerful than civil
society. Although the power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 does exist, it is under the control
and supervision of the government. Also, owing to the NGOs are lack of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they must ne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and well development.

Keywords: Legal Aid Syste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Civil Society, NGO,
The Right of instituting Legal Proceedings, The Right of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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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法律扶助制度，是目前國內學術界與實務界的通稱，在其他國家又被稱為法
律援助或法律救助制度。法律扶助制度是一種司法救濟制度，目前在世界各國被
廣為使用。法律扶助的定義在每個國家皆有不同的詮釋，不同的說法，根據《最
新法律扶助國際指南》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rectory of Legal Aid）之定義，係指：
「於特定的司法管轄區，在符合公益的情況下，由政府資源為無力負擔之人提供
的法律服務。」1國內有學者認為，法律扶助制度是指國家為了確保人民的司法權
利能夠確實的體現，對於那些經濟困難無法負擔訴訟費用或法律服務費用的人民，
無償提供各種法律上的幫助，以真正達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制度。 2再者，國
內實務界認為，法律扶助係指對於需要專業性法律幫助，而無力負擔訴訟費用及
律師報酬的人民，給予制度性的協助，以維護憲法所保障人民的平等權與訴訟權。
3

法律扶助制度如前述的定義外，更衍生出在本質上的三個特色:4
一、法律扶助制度是國家的義務，亦即國家是法律扶助制度的義務主體，既然法
律賦予人民權利，國家應該有責任讓權利在生活中真實的呈現。
二、得到法律扶助是社會上弱勢人民的基本權利，這是法治國家應該保障人民權
利而必須做的國家行為，法律扶助的權利主體是人民，人民有經濟上的困難，
而無法主張司法救濟時，得到法律扶助是人民的權利。
三、從形式正義到實質正義的追求是法律扶助制度的本質，國家為了落實「法律
之前，人人平等」
，在法律上制定許多有關人民權利義務的規定，例如我國憲
法上賦予人民許多人身自由的保障等等。然而這些都是彰顯於形式正義的法
1

2
3
4

Alison Hannah，
〈國際論壇 Keynote Speech-法律扶助全球趨勢〉
，
《法律扶助會訊》
，第 11 期，2006
年。
沈宜生，《法律扶助制度之研究-以英國法律扶助制度為本》(台北:元照，2007 年)，頁 10-11。
鄭文龍，〈法律扶助法之簡介〉
，《律師雜誌》
，第 300 期，2004 年 9 月，頁 30。
同註 2，頁 11-12。
1

律條文，對於每個人民來說並無顯著的差別，但是在現實生活裡，人民實現
這些權利的過程中，會因為本身的經濟條件，所處的社會環境，所受的教育
程度以及法律知識的多寡，造成每個人獲得法律保護的機會不均等，造成一
種在法律權利不平等的現象。因此，為了消弭這樣的法律上不平等，國家必
須要有法律扶助制度，來幫助那些經濟上的弱勢人民，可以合理平等的主張
自己的訴訟權，保障自身的權利不受侵害，來實現真正的實質正義。
法律扶助制度最早起源於距今八百年前的英格蘭王國，西元（下同）1215 年
的《英國大憲章》明定，人民的權利和公正不可出賣，賦予人民權利和公正也不
可抗拒。司法程序公正的權利開始出現在十五世紀末的英國，當時英國已廢除農
奴制度，農民獲得法律上的人身自由，資本主義開始萌芽。1495 年英王亨利七世
法案中也規定，貧困的人應該被授予正義，根據正義原則所任命的律師，應該要
同為貧苦人服務，同時並授權給法庭，為當時民事訴訟窮苦的當事人，提供法庭
上的代理，就此展開英國法律扶助制度的歷史新頁。之後，在英格蘭高等法院及
上訴法院依據《最高法院章程》
，提供法律協助給無法支付民事訴訟費用的窮苦人
民。窮人登記冊制度更一度在蘇格蘭創立，窮人只要經過登記，就可以免費獲得
法律顧問或訴訟代理人的協助。一連串的法案，慢慢建立起西方法律扶助制度的
雛形。之後，逐漸形成律師團體或社區對無資力民眾提供免費法律服務的一種有
組織活動。在十九世紀以前，法律扶助的概念只停留在律師的道德行為，爾後才
逐漸成為國家對人民的責任，國家應該保障人民在司法上的權利，是一種國家對
人民的應盡義務。英國是世界上法律扶助制度的發源地，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與淬
煉，其法律扶助制度已經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國家，成為許多國家所借鑑。5
法律扶助制度除了在英國發跡外，美國、日本目前亦是法律扶助制度相當完
善的國家之一，美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分為刑事法律援助及民事法律援助兩大體系，
刑事法律援助主要由公設辯護人為專責機關，而民事法律援助係由政府出資透過

5

沈宜生，《法律扶助制度之研究-以英國法律扶助制度為本》（台北:元照，2007 年）
，頁 15-16。
2

法律援助公司，按各州貧困人口數編列法律援助經費，選定法律援助單位具體來
提供民事法律援助。6有關民事訴訟的部分，美國透過政府出資透過法律援助公司
去主導整個法律扶助制度，非常類似台灣的法律扶助制度，政府單位固定提撥預
算，委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簡稱法律扶助基金會）去主導整個法律扶
助業務。組織的構成雖不相同，惟政府出資的部分委由民間進行業務的部分，其
立意想法是如出一轍的。
再者，亞洲鄰國的日本，在《日本國憲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情況下，有關種族、信仰、性別、社會地位、家庭出身、經濟及社會
關係，公眾不得有所歧視。7足見，身為民主法治國家的日本亦相當注重憲法上平
等權保障的概念。日本於二次世界大戰前，法律扶助工作係由辯護士公會與慈善
團體，進行相關諮詢工作，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法務省組織法規定「關於貧困
者之訴訟扶助事項」是法務省人權保護局所掌理事項之一，並在人權保護局之職
務中規定「對於貧困者施以訴訟扶助」
，而《辯護士法》第 33 條第 2 項也設關於無
資力者之法律扶助規定；依上開規定，日本法務省人權保護局在律師界的幫助下，
開始積極推展法律扶助工作，由辯護士聯合會捐助向法務大臣申請設立「財團法
人法律扶助協會」
，亦於 1952 年正式成立，對於無資力民眾進行法律扶助工作。協
會的工作包括對於無資力者暫墊訴訟費用、法律諮詢、介紹律師、法律扶助相關
調查研究、宣導法律知識、發行法律扶助出版物等。8
近年來，日本對於「日本辯護士聯合會」主導的法律扶助制度，進行檢討改
進，且《民事法律扶助法》於 2000 年完成立法程序；因此，日本「法律扶助協會」
依據民事法律扶助法成為日本法務省指定的民事法律扶助業務唯一法人，日本法
律扶助工作遂由法務省來主導；又於 2004 年日本又制定《總合法律支援法》
，法律
扶助制度產生新變革，包括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的訴訟費用，所有的法律扶助

6
7
8

左秀美，〈美國法律援助制度概況及思考〉
，《中國司法》
，第 9 期，2001 年，頁 56。
法庫，
〈日本國憲法〉
，《法庫網站》
，＜http://www.houko.com/00/01/S21/000.HTM＞。
沈宜生，《法律扶助制度之研究-以英國法律扶助制度為本》（台北:元照，2007 年）
，頁 37-38。
3

經費將由日本政府全額負擔。9
透過全球化的影響，許多的議題不再只是侷限在單一國家，包括人權、環保、
法律制度等，只要關係到人民的權利，生存的延續，這些議題就會從單一國家發
散到世界各地，法律扶助制度就是最好的應證。兩岸的政治制度雖然有顯著的不
同，國家社會的治理模式也有很大的差異，但不變的是人民對於司法人權的追求
目標是一致的，每個人對於平等權及訴訟權的公平行使，都有很深的期待。尤其
兩岸在經濟面的發展逐漸穩定後，人民希望公民權利的行使，可以更加順暢，許
多的紛爭可以透過公平的司法途徑加以解決。法律扶助制度在兩岸的發展，國家
與社會關係的互動是很微妙的，社會影響國家，國家影響社會，促使法律扶助制
度在兩岸開始發跡。
台灣法律扶助制度的萌芽，係由民間開始推動，進而促使國家立法，讓整個
制度更加完善。1998 年由長期從事法律扶助工作的鄭文龍律師和林永頌律師率先
發起，提出將台灣法律扶助工作推動法制化的構想，隨即在同年 9 月，結合民間
司法改革委員會、台北律師公會、台灣人權促進會三個民間團體，成立《法律扶
助法》草案推動小組，由鄭文龍律師擔任召集人，以讀書會的方式密集開會，深
入去探討世界各國的法律扶助制度，2000 年完成民間版法律扶助草案。10
再者，又在社會共識下，1999 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學者邱聯恭教授提議下，
並通過決議，決定制定《法律扶助法》
，並催生法律扶助制度的專責機構，從這個
時點開始，民間和政府開始攜手合作，2003 年 12 月 23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法律
扶助法》，司法院宣布法律扶助法自 2004 年 6 月 24 日開始實施，而法律扶助制度
的專責單位「法律扶助基金會」亦於 2004 年 7 月 1 日正式於台北、台中、台南、
高雄及花蓮等地成立分會。11台灣法律扶助制度的運轉，從此刻開始展開，由於民
間的不斷推動，讓政府聽到民間的聲音，促使一個普世價值的人權制度，能夠真
9

沈宜生，《法律扶助制度之研究-以英國法律扶助制度為本》（台北：元照，2007 年）
，頁 39。
陳民峰等著，
《推倒訴訟高牆-臺灣法律扶助紀實》（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2005 年）
頁 96。
11
同註 9，頁 96-97。
4
10

正開始落實。
至於，中國大陸的法律扶助制度，在中國大陸則稱為法律援助制度，他們的
發展時點其實和台灣非常接近。首先，在 1996 年 3 月 17 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刑事訴訟法》第 34 條規定:「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
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
辯護。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
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
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這是中國
大陸法制史上，首次將「法律援助」明確寫入法律中，是中國大陸法律援助制度
12

上的重要里程碑。

緊接在後，在同年 5 月 15 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六章，則是
將法律援助做一個專章的規定，其規定如下：「公民在贍養，工傷，刑事訴訟，
請求國家賠償和請求依法發給撫卹金等方面需要獲得律師幫助，但是無力支付律
師費用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獲得法律援助。律師必須按照國家規定承擔法律援
助義務，盡職盡責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司法
行政部門製定，報國務院批准。」上開規定明確認定人民獲得法律援助的範圍以
及律師必須依法承擔的法律援助義務，也為往後中國大陸法律援助制度的專門立
法奠定相當的法律基礎；又同年 8 月 29 日全國人大常委也通過《老年人權益保障
法》第 39 條，條文中明確規定對老年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內容。13
1997 年 1 月，中國大陸的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隨後，中國法律援助基
金會亦經國務院批准成立。2003 年 7 月 16 日，國務院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法
律援助條例》（簡稱法律援助條例），自 200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法律援助條
例》對中國大陸法律援助的許多層面，包括性質、任務、組織機構、範圍、程序、

12

13

新華網，
〈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
，
《新華網網站》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8/21/content
_1038391.htm>。
同註 12。
5

實施和法律責任等基本問題做出全面且具體的規定。法律援助條例的公佈實施，
意味著中國大陸的法律援助工作開始進入法制化、規範化的新階段，對於規範和
促進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相當的法律保障，使得比較貧弱的公民可以獲得必要的
法律服務，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國家的法律平等，都具有相當重要的助益。14
因此，法律扶助制度的概念，係由起源發跡的英國，傳到世界各地，包括美
國、日本等國，現在都是法律扶助制度相當完備的國家之一。全球化的影響，世
界各國對於國際人權的重視，法律扶助亦屬於司法人權的一環。在各國發展法律
扶助制度日趨完備的同時，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法律扶助制度的發展才算剛起步。
法律扶助專門法律的立法通過，專責機關的設立，目前的發展都還不到十年的時
間，因此需要面對與解決的問題還很多，期望透過兩岸法律扶助制度的比較研究，
學習彼此的經驗，相互借鑑，讓法律扶助制度可以幫助更多人，達到實質正義的
法律平等。
由法律扶助制度的背景論述，可以得知法律扶助制度，對於世界各國的公民
而言，是重要且不陌生的。它是司法人權的範疇，攸關到憲法上人民的平等權及
訴訟權，也關係一個國家的社會救助層面是否健全的標準之一。在國家與社會關
係中，社會的力量，非政府組織與民間團體不斷地推動，促使國家政府重視法律
扶助的議題，進而完成專門法律的制定，並設立專責機構。法律扶助制度成型後，
國家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推動法律扶助制度，使更多人民了解法律扶助的意涵。
目前有關法律扶助制度的學術研究，範圍相當廣泛，涵蓋許多層面。賴靜瑜
主要從制度面的基礎價值出發，結合實務運作及各國情況去探討法律扶助的必要
性，再由制度的設計與規範，去分析司法院與法律扶助基金會之間的相互影響與
互動關係。15施峻中針對法律扶助基金會第三部門的角色與功能去作分析，配合政
府與非政府組織的理論架構，分析法律扶助制度的現狀分析與成效。16蔡易珍主要
14
15

16

百度百科，〈法律援助制度〉
，《百度百科網站》，<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367.htm>。
賴靜瑜，《司法院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互動關係之研究》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
施峻中，《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之研究》（桃園: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
6

針對法律扶助法中律師的角色與義務去分析，包括扶助義務與其公益性質是否違
背，是否侵害律師獨立性等問題的討論，並整理受扶助人、扶助律師、法律扶助
基金會的三方關係。17陳素綾則從法律扶助的理論及規範切入，對實務現狀進行探
討，並結合英美兩國制度之分析。18孔賢傑主要原住民司法權益之維護出發，對現
行針對原住民的法律扶助進行探究，分析原住民司法權益與法律扶助制度之關係。
19

陳一誠從落實訴訟權的角度看法律扶助基會的運作，及其組織架構與法律扶助制

度的配合，並對於法律扶助規範進行分析檢視。20金克威將台灣的法律扶助制度與
世界其他各國比較，主要針對強制辯護案件與現行法律扶助制度的配合及資源整
合的利弊作相關研究探討。21黃鈴雅對法律扶助制度的實施，財務規範方面進行研
22

析，並以英國的制度作為借鏡。

上開的論文研究，都是與法律扶助制度相關的內容，其中不少都有提到世界
各國的法律扶助制度，甚至國內外還有許多期刊、專書探討法律扶助的議題。再
者，關於世界各國法律扶助制度之比較研究，台灣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比較，亦有
許多學者專家探討，例如台灣和香港23、台灣和韓國24、台灣和美國25的比較等等。
然而比較意外的，有關台灣與中國大陸法律扶助制度的比較研究，目前在台灣的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文，2007 年）。
蔡易珍，《法律扶助中律師責任之研究》（新竹:玄奘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 年）
。
陳素綾，《法律扶助制度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
孔賢傑，《從原住民司法權益觀點論法律癌灣扶助制度之改革》
（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陳一誠，《我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組織及運作之研究—從落實訴訟權之觀點談起》（嘉義: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金克威，《法律扶助制度下強制辯護案件之研究與展望》
（台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
究所，2011 年）
。
黃鈴雅，《我國法律扶助基金會財務規範之研究-以英國為借鏡》
（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2011 年）
。
林永頌，〈台灣與香港法律扶助制度及運作之比較（上）
〉，
《法律扶助會訊》
，第 6 期，2005 年，
頁 16-21。
林永頌，
〈台灣與香港法律扶助制度及運作之比較（中）〉
，《法律扶助會訊》，第 7 期，2005 年，
頁 44-49。
林永頌，
〈台韓二國法律扶助制度之比較（上）〉
，
《法律扶助會訊》
，第 2 期，2004 年，頁 12-13。
林永頌，
〈台韓二國法律扶助制度之比較（下）〉
，
《法律扶助會訊》
，第 3 期，2004 年，頁 30-31。
蔡孟勳，〈台灣與美國之法扶制度的比較（上）〉
，《法律扶助會訊》，第 10 期，2006 年。
蔡孟勳，
〈台灣與美國之法扶制度的比較（下）
〉，
《法律扶助會訊》
，第 11 期，2006 年，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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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學術研究較為少見，因此引發筆者欲進行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透過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在政府與非政府組織良好互動下，使得法律扶助的
發展與非政府組織關係密切。而兩岸在法律扶助的發展，非政府組織的推動，兩
岸間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不同的合作模式，產生不同的制度與差異。因此，從非政
府組織的觀點切入，可以明白非政府組織在法律扶助中扮演的角色，有助於瞭解
兩岸法律扶助制度的形成與發展的差異。
筆者認為台灣與中國大陸交流日益密切的情況下，有必要去了解台灣與中國
大陸法律制度的差異及現狀的發展，以保障越來越多兩岸交流的民眾。儘管兩岸
的政治體制不同，背景有很大差異，惟不變的是保障司法人權，維護公民的平等
權及訴訟權，不論在兩岸或國際上，都是無庸置疑的普世價值。再者，在國家與
社會關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夥伴關係，以及法律扶助制度法理基礎的理論架
構下，造就不同的文化、社會發展與價值觀，法律扶助制度的宗旨、作法及個案
上，是否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進而造成兩岸間制度上的差異。
至於，在研究限制與範圍上，由於廣義的法律扶助制度涵蓋範圍過大，包含
兩岸的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等相關法規非常眾多，本研究礙於物質、
精神、研究時間等成本因素考量，無法針對每一種法規，進行分析研究，因此在
兩岸法律規範的探究，將以法律扶助的特別法，分別是台灣的《法律扶助法》與
中國大陸的《法律援助條例》來作為主軸，進行分析論述。因此，本研究之範圍，
將著重於背景影響制度下的分析探究，主要針對兩岸的法律扶助制度，探討國家
與社會關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關係的影響下，兩岸在制度發展的差異性。在
國家與社會關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法律扶助之法理基礎的理論架
構下，去進行比較分析，探究兩岸的制度差異。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研究問題主要是兩岸在國家與社會關係、政府與非政府
組織之間的關係影響下，形成不同的文化、社會與價值觀，是否影響兩岸在法律
扶助制度的發展，形成不同的宗旨與作法，造就不同的發展方向？進而去探究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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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形成的背景與內涵探究，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影響下，兩岸法律扶助為何種
形貌？從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間的關係探究，兩者之間的關係與互動，如何配合運
作，建置整個法律扶助制度？從法律規範探究，兩岸法律扶助制度於各自的規範
中有何差異？法律扶助制度目前在兩岸是否還有需要改進之處？
最後，在研究目的方面，筆者期望透過國家與社會關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
之間的關係、法律扶助之法理基礎的理論架構，去瞭解兩岸在上開理論的影響下，
形成不同的文化、社會發展與價值觀，是否影響兩岸在法律扶助制度產生不同的
宗旨、規範與作法。筆者將分別從理念形成背景與內涵、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運
作、法律規範、實務運作四個層面，了解兩岸制度的形貌與差異，政府與非政府
組織如何配合運作，去建置法律扶助制度，以及現今兩岸的發展現況。透過比較
研究的方法，瞭解兩岸制度的優點及缺失，影響兩岸差異的因素與因果關係，將
有助於未來的後續研究，甚至作為將來修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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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係以國家與社會關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及法律扶助之法
理基礎為理論，兩岸在上開理論的發展影響下，形成不同的文化、社會發展與價
值觀，進而影響兩岸法律扶助制度產生不同的宗旨、規範與作法。實證研究方面，
分別論述台灣與中國大陸法律扶助制度的內容，包括理念形成之背景與內涵、政
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運作、法律規範及實務運作。進一步分析探討兩岸在法律扶助
制度的差異與差異形成的原因。透過理論與實證研究，得到最後的研究結果。
在國家與社會關係中，主要從兩個角度出發去分析兩岸法律扶助制度的演變，
一個是以國家為中心的觀點，觀察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國家如何影響社會在法
律扶助制度的發展；一個則以社會為中心的觀點，看公民社會的力量，如何影響
國家在政策的擬定與執行，及社會改革的過程。26藉由國家與社會關係中的兩個不
同角度，分析兩岸在法律扶助上的發展與差異。
在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中，主要切入的觀點，則著重於兩岸在政府與非
政府組織的互動關係，包括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夥伴關係；政府如何影響非政府
組織的運作；非政府組織如何透過公民社會的力量，去影響政府的施政。兩岸在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不同的互動關係下，如何形成不同法律扶助制度，造成不同
的發展差異。
在法律扶助的法理基礎上，則從兩岸在憲法及其他法律上對於平等權與訴訟
權的保障切入，分析兩岸如何將法律對於平等權與訴訟權的保障，落實到整體的
法律扶助制度，為經濟弱勢或因為其它原因無法獲得法律保障的民眾，提供法律
扶助。
透過上開理論的分析，再延伸至兩岸法律扶助制度上的四個層面探討，分析
兩岸在制度發展的差異。理念形成背景與內涵，主要論述兩岸在國家與社會關係
上的差異，為法律扶助制度帶來的影響；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運作，則是分析兩
26

林德昌，《廣東省與四川省的國有企業改革：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詮釋》
（台北：成文，2009
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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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法律扶助制度下的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關係，兩者如何配合及運作；法律規範，
主要分析兩岸法律扶助制度的規定及特色；實務運作，則針對目前兩岸法律扶助
制度的現況分析及法助成果等。
最後，根據上開內容，進行兩岸法律扶助制度上的比較，並分析國家與社會
關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間的關係，對整體法律扶助制度所帶來的影響。國家與
社會關係的差異，包含社會影響國家、兩岸在公民社會的發展、國家主導下的法
律扶助關係等；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不同，兩岸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在法律扶助制
度下的互動模式，包括合作模式、政府主導的模式；法律規範與實務運作的比較，
則論述在國家與社會關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關係影響下，兩岸法律扶助制度
的形貌。透過上開理論的分析，檢視兩岸在法律扶助制度的差異及形成原因，從
非政府組織的觀點，瞭解兩岸在法律扶助制度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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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受限於法律學的研究，比較難以用量化方方式表現，故
本研究係以質化研究為主。主要係以文獻分析法、比較研究法、歷史研究法去進
行研究分析。
一、文獻分析法
透過本研究的相關專書、期刊、論文、報紙、網際網路等參考文獻的分析探
究，將有助於瞭解法律扶助制度的背景，法律扶助制度的原理原則，法律扶助制
度的特色與功能，兩岸制度的規範，組織體系的配合，及實務現行的運作等有關
法律扶助制度的架構。
二、比較分析法
考量本研究係針對兩岸的法律扶助制度去進行比較分析，筆者將從兩岸制度
的立法背景與沿革、組織體系、法律規範、實務發展去進行分析比較，瞭解兩岸
制度的差異。
三、歷史分析法
主要針對兩岸法律扶助制度的立法沿革與背景，去進行探究，瞭解兩岸制度
上的演變，尤其兩岸不論是過去與現在，在國家與社會關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
之間的關係影響下，兩岸產生許多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與價值觀，對於後來兩
岸在法律扶助制度的發展，產生許多不同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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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架構
第一節 前言
本研究之理論架構主要由幾個理論出發，包括國家與社會關係、政府與非政
府組織之間的關係、法律扶助之法理基礎，探究兩岸在上開理論下形成的不同背
景，導致兩岸法律扶助在發展上產生差異，進而比較兩岸的差異。
基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不同發展，使兩岸在文化、社會發展與價值觀等方面，
出現明顯的差異，影響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使得兩岸在法律扶助的規
範、作法及發展上，存有相似與差異的發展現況。因此，在理論架構的分析探討
下，可以有比較具體明確的方向，深入分析兩岸在這些理論下的發展差異，對於
制度所造成的影響。
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理論上，筆者將探討法律扶助制度的形成，究竟是國家
去改變社會，抑或社會去影響國家，進而產生法律扶助制度。而在社會影響國家
的層面下，公民社會的概念，同樣在法律扶助制度中獲得實現，非政府組織在法
律扶助制度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其與政府之間的良好互動關係，讓法律扶助
制度能夠順利實行，憲法中的平等權與訴訟權，才能真正完整的落實。
在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中，則著重於兩岸在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互動關
係，包括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夥伴關係；政府如何影響非政府組織的運作；非政
府組織如何透過公民社會的力量，去影響政府的施政。
至於，在法律扶助之法理基礎上，平等權與訴訟權，是法律扶助制度最核心
的概念。兩岸的政治發展背景雖不相同，惟在兩岸於憲法的規定上，皆明白揭示
了人民的平等權與訴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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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家與社會關係
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概念中，社會科學家認為主要有兩種方式可以詮釋國家
與社會關係：一種是以國家為中心的理論，強調國家對於社會的控制力；另一種
則以社會為中心的理論，主張公民社會的興起，是社會改革的一股重要力量。27除
了社會主導、國家主導的類型，部分大陸學者對於中國大陸情況發展出一套「半
官半民」的概念，一方面主張社團受限於政府的直接控制，很難具有獨立性或自
制性，成為獨立運作不受干擾的民間組織；另一方面又強調社團不是政府機關，
沒有行政權與政府經費，不是單純的政府機構，代表中國大陸的非政府組織雖然
受政府的控制，實際運作仍受到環境制約與政府介入，惟在一定程度內仍具有「民
間性」的特點。28
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理論中，第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觀點，主要偏重探究國
家如何改變社會的能力，簡單說這是一個以國家為中心的論述，國家有相當的自
主權，在面對來自社會的需求與挑戰時，國家可以主導一切，以權威的政策來控
制社會，實行政策。因此，在國家要擬訂或修正政策時，來自社會的抗衡力量，
將會影響一個國家施政的自主程度。29這個觀點比較偏向極權主義與全能主義，是
國家主義與國家統合主義的觀點，一方面社會組織的運作發展遭國家機關掌控，
另一方面，國家對於社會控制有一定程度的穿透力。30因此國家對於社會的發展，
擁有絕對的主導權，國家可以透過各式各樣的手段來控制社會，控制社會團體的
發展，抑制社會的各種聲音，達到國家對於社會控制的目的。
國家與社會間的關係，是否時常處於衝突不穩定的關係，就要端看國家對於
社會的控制力多與少，國家如果對於人民的服從、政策的參與及合法性等概念，
能占有較多優勢，其對社會的控制力就能提高，對於國家施政目標的追求也比較
27

28

29
30

林德昌，《廣東省與四川省的國有企業改革：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詮釋》
（台北：成文，2009
年），頁 20。
王信賢，
《爭辯中的中國社會組織研究：
「國家-社會」關係的視角》(台北：韋伯文化，2006 年)，
頁 37。
同註 27，頁 21。
同註 28，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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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達成，因此國家要強化自主能力，就要提高其對社會的控制力。31提高對社會
的控制力，方便國家的政策施行，國家的整體運作凌駕於社會之上。
許多中國大陸學者從國家統合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強調
大多數的社會組織皆是由上而下所建構，與國家機關有許多的聯繫，甚至是從國
家機關所分離而生，亦即國家所建構的非政府組織，可將其視為「準政府」部門，
不管政府如何干預，這類社團組織的結構、管理及運作，都和一般政府機關雷同，
例如「工商聯」、「全國總工會」或「婦聯」等組織。32因此，由上開觀點可瞭解中
國大陸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互動上，國家對於社會的影響，國家對於社會的控制，
其力量是相當巨大，社會組織的建構與國家機關的干涉更是絕對牽連，密不可分。
至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第二種觀點，即以社會為中心的理論，國家不只會
影響社會，社會也會影響國家。一個特別的社會背景，也會影響國家政策的形成，
這個觀點主要是要探討國家動員的能力要如何被社會結構所影響。33這個觀點是從
多元主義切入，透過公民社會或第三部門的概念，強調社會和國家一樣，擁有自
主性的控制力量，國家、市場與公民社會是各自獨立發展的，國家的功能是法律
規範的制定與政策的執行，滿足社會需求，協調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市場的功能
是藉由契約與產權，以自由交易的模式滿足個人的需求；公民社會的功能是民眾
自願自主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施行自治管理。34至於，「第三部門」的概念，
係指在民主社會中，除了「第一部門」的政府以及「第二部門」的企業之外，所
有民間社會團體的組織和結社，都可通稱「第三部門」，第三部門可稱為非政府
組織(NGO)，又可稱為非營利組織(NPO)，針對與政府的對比是 NGO，而針對與企

31

32

33

34

林德昌，《廣東省與四川省的國有企業改革：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詮釋》
（台北：成文，2009
年），頁 30。
王信賢，
《爭辯中的中國社會組織研究：
「國家-社會」關係的視角》(台北：韋伯文化，2006 年)，
頁 36。
林德昌，
〈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演變模式：一項理論上的探索〉
，
《遠景基金會季刊》
，第 7
卷第 4 期，2006 年 10 月，頁 8。
同註 32，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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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對比則是 NPO。35目前學界對於非政府組織與非營利組織的區別，尚無明確的
定論，不過相同的是皆屬於社會公益的第三部門。
從西方觀點來看，社會影響國家，社會力量的興起，就要提到「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的出現。公民社會是由富有自主性的許多組織集結而成的集合體，
這些組織種類繁多，包括家庭、市場、宗教組織、大眾傳播媒體、學術單位、政
黨及人民團體等，經過它們介入整合協調，把個人與國家間連結起來。36White Gordon
教授認為，公民社會具有獨立性與自主性，主要是在保護社會大眾的利益和價值，
其存在於國家的體制外。37學者 Charles Taylor 認為公民社會是一種社會網絡，這個
社會網絡是自主的，由不受國家支配的人民團體所組成，這些團體凝聚了社會人
38

民的共識，能夠對國家的公共政策實施產生影響。 有關公民社會的定義，國內外
許多學者都有各自的見解，眾說紛紜，但唯一沒有改變的是公民社會的自主特性；
公民社會的形成，是從個人的權利、自由及志願結社開始，逐步展開的，志願性
的社團不論在宗旨、作法、目的或利益等，都是不受政治力量干預的，並且受到
國家機關的保護。39
公民社會具有三種特色，第一，公民社會係屬於民間組織，不屬於政府與國
家；第二，公民社會在經營管理與財務運作上是獨立的；第三，有民間團體所組
成的公民社會，它是屬於志願性質，例如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等皆是。40因此，
公民社會實質上代表著一股社會力量的崛起，國家不應該介入干涉每個公民的社
會行動與生活，在不違背法律規範的限度內，自主性與獨立性的社會活動，理應
是每個公民所應享有；公民社會的存在，對於公民參與公共事務，有相當大的助
35

蕭新煌，
〈第三部門在臺灣的發展特色〉
，蕭新煌等主編，
《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高雄：巨
流，2011 年)，頁 36。
36
吳英明，
〈公民社會、全球治理與台灣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一個觀念架構的建立〉
，林德昌編著，
《台灣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社會參與》
（高雄：中山大學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2003 年）
，頁 17。
37
Gordon White,“Civil Society,Democratization and Development,” Democratization, Vol.32,No.3,1994,
pp.375-390。
38
文一郡譯，Charles Taylor 原著，〈民間社會〉
，收錄於《社會主義：後冷戰時代的思索》(香港：
牛津大學，1995 年)，頁 39-69，轉引自註 33，頁 18。
39
彭堅汶等編著，《憲政民主與公民社會》(台北：五南，2008 年)，頁 113。
40
林德昌，
《廣東省與四川省的國有企業改革：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詮釋》
（台北：成文，2009 年）
，
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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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並且還能監督政府的政策施行，可以說是一舉數得；公民社會絕非抽象概念，
而是一種社會運動，主要目的是保障公民的社會生活，不受國家機關的干預與侵
害，可以說是一種非暴力的社會運動，國家中的不公不義，違反人權事項，透過
公民社會的力量集結，人民才足以與之對抗平反。41
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強調個人主義，維護人權發展；多元主義的社會文化；
討論議題的公開性與開放性；公共參與；強調法治，任何議題的主張，都必須在
憲法與法律的規範內；社會自治，不受國家干預的獨立性與自主權。至於公民社
會的具體表現上，公民社會應該有私人隱私的保障領域；公民社會是一種志願性
社會組織；公民社會討論的議題，皆屬於公共領域的公眾利益；公民社會是一種
社會運動；公民社會是一種全球性的活動模式，一個從下到上的影響過程。非政
府組織是公民社會的活動主體，國家與社會關係中，社會影響國家不可或缺的關
鍵。42
公民社會的影響層面涵蓋甚廣，包含政治、經濟、社會等多種層面，從每一
個角度去觀察公民社會，都能獲得不同結果；從政治學的角度去分析觀察，就會
發現公民社會參與權力分配的決策過程，及如何促成國家社會的民主機制；從經
濟學角度去分析觀察，就會去了解公民社會自由理性的一面，資本主義與共產主
義的公民社會有何區別，差異性為何；從社會學角度去分析觀察，就會知道在公
民社會的影響下，個人、群體與社會將如何串連，去影響整個國家的政策實施。43
公民社會可以說是一種特別的社會互動方式，其所關注的焦點，絕大部分在
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而公民社會中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與政府機關
之間，雖然有著性質上的差異，但也存在良性的互動關係，彼此具有互補的功能。
44

因此，公民社會與國家的關係，政府居於主政者的角度實施政策，所有的政策施

行，必然有利有弊，政府除了要有完善的規劃，也要傾聽人民的聲音。而公民社
41
42
43

44

彭堅汶等編著，《憲政民主與公民社會》(台北：五南，2008 年)，頁 113-115。
王振軒，《非政府組織的議題、發展與能力結構》
（台北：鼎茂，2006 年）
，頁 38-41。
鍾京佑，〈全球治理與公民社會：台灣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社會的觀點〉
，《政治科學論叢》
，第
18 期，2003 年 6 月，頁 23-52。
同註 41，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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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興起，就是代表人民的聲音，一種監督者的角色，有組織及規模的，代替人
民發聲，讓政府機關瞭解，政策的施行不能一意孤行，人民的利益大於執政者的
利益。
公民社會的發展，常常涉及許多社會問題，人民的權利，其中人權的議題，
一直是最眾所矚目的。人權是指人不論各種因素，包括種族、性別、地位、國籍、
宗教、語言等，應該普遍享有的權利；在部分國家，人權係指保障個人避免遭受
國家機關的侵害，造成其權利受損害，具體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決權、言論自
由、宗教自由、參政權、教育權等；人權甚至可分為消極人權與積極人權，消極
人權是指人民免於遭受某種侵害的權利，積極人權是指人民可以擁有某種利益，
享受某種權利。有關積極人權的思想是來自法國，在歐洲大陸非常盛行，盧梭是
主要的代表人物，主張國家有義務提供人民某種權利，並須保障人民擁有該權利，
例如生活權、法律平等權等。45
法律平等權的概念，可以和法律扶助的法理基礎作連結，憲法中有關平等權
與訴訟權的權利，都是每個人民所應該享有的，與生俱來的權利，國家不可以剝
奪，並應該保障人民對該項權利的主張。至於，生活權則與憲法中的生存權作連
結，生存權的保護有賴國家中的社會救助制度，法律扶助制度是一種涵蓋物質、
精神與制度的援助，目前台灣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受扶助者認定標準，依據社會救
助法的規定，分別將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都列入法律扶助之保障範圍，法律扶
助基金會不會再特別審查其資力，以維護其人性尊嚴。
公民社會的主體是人，因此保障人權是公民社會所必要為之的理念，自主積
極地參與公眾事務，關心公共政策，最終目的就是讓每個公民都能擁有尊嚴，有
自信地生活。在自由的社會裡，憲法保護人民的框架下，自由集結成各類的社團
體，這就是公民社會。憲法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因此產生許多各式各樣的民間
組織，不管這些民間組織的性質是什麼，其關注的並非個人利益，而是社會公益，

45

張子揚，《非政府組織與人權》(台中：必中，2006 年)，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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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台灣的人權團體、環保團體等非政府組織，集結團體的力量，爭取集體的權
利，對政府造成壓力，進而持續推動人權運動與公民運動。46透過這些非政府組織、
非營利組織等民間組織的推動，許多與社會公益有關的議題，不斷地在傳播發散，
使民眾瞭解議題，關心重視議題，逐漸形成公民意識。公民意識形成後，多數意
見、聲音的集中，讓國家政府機關看見聽見，使許多的問題可以獲得解決，社會
弱勢可以得到重視。因為全人類都需要一個長治久安的生活環境，而透過公民社
會的凝聚力量，民間團體的發聲，公民意識的形成，敦促國家政府的政策實施，
形成監督政府機關的第三部門。
有關台灣與中國大陸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層面上，因為背景、體制等因素的
不同，就有很大的差異。筆者認為台灣比較偏重社會影響國家的理論，而反觀中
國大陸則是比較傾向國家影響社會，由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一黨專政主導國
家與社會的脈動，非政府組織對於議題的主張，民間組織的發展，要有更進一步
的突破，勢必要向政府機關靠攏，尋求合作，往「半官半民」的方向來前進。

46

彭堅汶等編著，《憲政民主與公民社會》(台北：五南，2008 年)，頁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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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關係
公民社會的組成，基本上是由非政府組織、工會團體、宗教團體、慈善機構、
與社區組織等民間團體共同組成。47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是國家與社會
關係的延伸。在兩岸的法律扶助制度運作上，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有
不可分割的特性，兩者間存在相互合作的夥伴關係。
有關非政府組織的定義，聯合國認為非政府組織是一種具備地方性、全國性、
國際性、志願性，由公民所成立的非營利團體，主要是要增加公眾利益，發揮人
道精神，提供多樣服務，傳達人民聲音給政府，監督政府施政，鼓勵民眾參與公
共事務；非政府組織可以對政策提出分析，提供專業知識，建立預警機制，幫忙
監督與國際協定的執行；非政府組織多以環保、衛生、人權等各種不同宗旨來成
立，依目標、授權和管轄的差異，與聯合國各組織單位保持密切關係。48
非政府組織的興起，有許多不同的觀點，最常見的理論基礎，主要有以下三
種論述，分別是市場失靈論、政府失靈論、第三者政府論。市場失靈論(Market Failure)
是把社會當作一個類市場機制，在這種非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下，因為市場產生
問題導致市場失靈，沒有辦法使消費者的需求獲得滿足時，非政府組織就會因應
而生。因為非政府組織有非營利的特性，民眾相信其不會為了營利降低品質，並
且信任非政府組織可以帶來完善的服務，加上其小而美的組織規模，民眾相信其
經費的運用，會比政府機關更有效率，不會浪費太多在行政制度上，因此轉而將
經費捐給非政府組織，由非政府組織來滿足民眾需求。49
政府失靈論(Government Failure)即政府治理功能的匱乏，社會的公平正義，除
了靠市場經濟的功能外，也要依賴政府機關適時介入，補救與修正，來達到公平
且穩定成長的目標。然而現代民主社會中的許多利益團體透過遊說等手法，來達
成私人利益與目標，政府機關與民意代表都是由民主選舉方式產生，顧慮選票考
47
48
49

彭堅汶等編著，《憲政民主與公民社會》(台北：五南，2008 年)，頁 41。
王振軒，《非政府組織的議題、發展與能力結構》
（台北：鼎茂，2006 年）
，頁 18-19。
馮燕，
〈導論：非營利組織之定義、功能與發展〉
，蕭新煌主編，
《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
（高
雄：巨流，2004 年），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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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與政治生命的延長，往往將成本與效益列入考量，社會中下階層與弱勢團體的
利益因此遭犧牲，此時非政府組織的功能恰巧可以彌補缺憾的社會公益，顧及社
會弱勢團體，填補政府治理的不足。50
第三者政府論(The Third Party Government)，主要特色是政府目標由民間的非
政府組織來實施，對於公共基金的使用擁有實質的裁量權，等同代替政府作為執
行公權力的角色。非政府組織的興起，主要是調和人民對於公共服務的需求，惟
又害怕政府權力過度增加，因此透過第三者政府的成立，成為類似政府機關的角
色，提供福利與服務的功能。51因此，第三者政府是政府機關與市場機制以外的重
要機制，可以防止政府失靈及市場失靈的情況產生。
學者 Gidron、Salamon 與 Kramer 認為，可以從「經費的供給與授權」、「服
務的供給」來解釋政府與第三部門之間的互動關係，因此根據這兩項指標的區分，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將出現四種競爭與合作的關係，如表 2-1 所呈現。
52

表 2-1 政府與第三部門之間的互動關係
類型
功能

政府主導

二元模式

合作模式

第三部門主導

經費供給者

政府

政府與第三部門

政府

第三部門

服務供給者

政府

政府與第三部門

第三部門

第三部門

資料來源：Cidron, Salamon, & Kramer(1992 : 243)，轉引自江明修，
《公民社會理論與實踐》(台
北：智勝，2009 年)，頁 16。

50
51

52

王振軒，《非政府組織的議題、發展與能力結構》
（台北：鼎茂，2006 年）
，頁 6。
馮燕，
〈導論：非營利組織之定義、功能與發展〉
，蕭新煌主編，
《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
（高
雄：巨流，2004 年），頁 10-11。
Gidron,B.,Kramer,R.M.,& Salamon,L.M.(Eds.), Government and the third sector: Emerging
relationships in welfare states.(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92), p 243，轉引自江明修，
《公民社會
理論與實踐》(台北：智勝，2009 年)，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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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2-1 政府與第三部門之間的互動關係來看，主要可以分為競爭和合作，兩
大區塊。競爭的部分，分別為政府主導、第三部門主導兩種類型。政府主導的類
型是指經費供給與服務供給，完全由政府機關來統籌運作，而第三部門主導的類
型，剛好相反，則是全部由第三部門自己來運作。合作的部分，在二元模式方面，
政府與第三部門共同提供經費，而服務的提供亦是兩部門皆個別提供，再由民眾
自行選擇服務提供者。在合作模式部分，經費提供者主要是政府部門，而服務提
供者則是第三部門，政府與第三部門屬於夥伴關係。
從國家的角度而言，政府對於非政府組織的態度與作法上，大致可以分為以下
五種方式：53
一、政府對非政府組織採取敵視作法。由於政府大都認為非政府組織是反政府的，
經常與國家政策相違背，因此國家對非政府組織是採取鎮壓限制的手段，例
如中東國家對非政府組織就是採取，強力監督限制之手段。
二、政府不重視非政府組織發展。台灣從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政府當局就是採
取此作法。
三、政府對非政府組織採取收編方式。因為政府希望從非政府組織奪取更多資源，
並欲加強對非政府組織的控制。
四、政府希望利用非政府組織來達到其施政目標，而非直接控制非政府組織。
五、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是合作模式，彼此建立合作機制，成為夥伴關係。
上開政府對於非政府組織發展採取的作法，不但影響彼此之間的互動內容，
也決定了一個國家在民主政治上的發展。相反的，非政府組織對於政府所採取的
態度與作法上，亦有幾種方式的採行。首先是非政府組織完全採取獨立運作，脫
離與政府的關係，保留其自主性與公共性。再者，透過倡議方式，來與政府產生
互動關係。最後，非政府組織與政府透過共同參與合作計畫，彼此建立合作夥伴
關係。受非政府組織的影響，人民的力量大為提升，問題與意見的整合，強化公
53

林德昌、王重陽，〈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的建構與發展：國際與國家層面的分析〉
，《非政府
組織學刊》，第 2 期，2007 年 3 月，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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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會的凝聚力與自主性，對於政治的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力，而政府對於公共
議題的態度，也因為非政府組織透過各種方式的傳達，讓政府更加重視政策的制
定與配套，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民主化；而非政府組織與人民作為實際選舉的參
與者，以及透過輿論或司法程序挑戰政府的不當施政與作法，亦可促使政府去做
由上而下的改革，換言之，這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民主化。54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形成夥伴關係，亦即合夥、公私協力的概念，係指
在公私部門的互動中，公部門與私部門形成共同參與、平等互惠及分擔責任的互
動關係，公部門為支援性的角色，私部門為配合性的角色。55學者 Vigoda 認為 21
世紀政府在公共行政的治理，與人民、第三部門的發展關係，將會是環環相扣，
三方相互合作影響的夥伴關係，如此一來可以提升國家的競爭力，並可幫忙解決
社會的共同問題；如圖 2-1 所示，政府首長透過公民選舉產生，等同是政府合法性
的保證，而政府則為公民提供所需的服務；惟當政府面臨財政負擔的窘境時，人
民需求又不斷增加，要求政府改革，政府無力負荷，只能透過授權機制委由第三
部門來提供公共服務，然此時第三部門仍須扮演監督政府與提供政府意見的角色；
第三部門則提升民眾的自主化、社會化，凝聚公民意識的任務，同時民眾也會回
饋相關資訊及人力資源給第三部門。56由圖 2-1 亦可得知政府、公民及第三部門透
過夥伴關係的導引與反饋，形成一個良性的三方關係，第三部門彷彿是一個政府
與人民之間的中介者，讓國家與社會關係取得平衡。

54

55
56

林德昌、王重陽，〈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的建構與發展：國際與國家層面的分析〉
，《非政府
組織學刊》，第 2 期，2007 年 3 月，頁 11-12。
林淑馨，《日本型公私協力：理論與實務》（高雄：巨流，2010 年）
，頁 28。
陳定銘，〈政府與第三部門協力關係探討〉，《研習論壇精選》，2006 年，頁 41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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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政府治理與公
共行政

公民 ─ 個人團
體

合法性

夥伴關係

社會化

授權
意見提供
與監督者

資訊與
人力資源

現在狀態

社會實踐者 ─
第三部門

未來狀態
圖 2-1 政府、公民與第三部門之夥伴關係
資料來源：Vigoda（2002），轉引自陳定銘，〈政府與第三部門協力關係探討〉，《研習論壇精選》，
2006年，頁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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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多元的社會中，政府與第三部門的互動存在許多複雜關係，從政策面的
角度來看，政府對於民間補貼是目前民主國家常見的手段方式，因為第三部門的
活動比較富含公益，不論在運作的效率或志願參與者的配合，效果都比政府機關
組織來得更好，尤其是在藝文活動、文化事業推廣上都相當合適，因此擴大這類
的民間補貼，國家在總體資源上投入更多在第三部門上，將使民間公共部門可以
更加健全壯大，負擔更多的公共功能；然而唯一需要憂心的是第三部門的自主性
是否可以維持，例如世界各國常利用非政府組織拓展外交，打著公私協力的大旗，
讓政治力介入非政府組織營運，引而產生許多非政府組織名義的機構，利用研討
會或人力訓練等活動來分食經費大餅，然許多非政府組織為了能夠在國際舞台發
聲，也是甘願被利用，因而造成惡性循環；雖然接受政府機關的資金援助不代表
被「收編」，惟反對公私協力者主張非政府組織應該保有自主性，不該受政治力
的介入，若自身體質薄弱的情況下，難保面臨被政府機關收編的命運。57

57

江明修，《公民社會理論與實踐》（台北：智勝，2009 年）
，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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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法律扶助之法理基礎
法律扶助的核心概念，係指國家為了幫助經濟上弱勢的無資力民眾，或是因
為其它因素無法獲得法律保障的人，提供法律服務，以維護保障其權利的一種制
度，從憲法上的角度來說，就是保障人民的平等權及訴訟權。58平等權與訴訟權的
保障，皆為憲法所保護之基本權的範疇。強調保障平等權與訴訟權之前，筆者認
為應先回歸這兩個權利的根本。人性尊嚴是基本權的基礎，國家的存在是為了人
民，而非人民為國家而存在，人民是國家的主體，而非客體，因此人的存在本身
就是目的；人性尊嚴包含兩個內涵，一是人的主體性，亦即人不可以被當作一個
客體或是工具去加以使用；二是人的自由意志應該受到尊重，每個人都可以自己
做自己的主人，依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任何決定或行為；保障基本權必須要從人
性尊嚴去著眼，人的主體性與自由意志都應該受尊重，只要任何一個有欠缺，基
本權的保障都不可能實現。59
一、平等權
台灣的《憲法》第 5 條規定：「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60又第 7 條規定: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反觀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61第 4 條第 1 項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各
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
平等、團結、互助關係。…」又第 33 條第 2 項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
面前一律平等。」兩岸在平等權的概念上，均在憲法中使用兩個以上的條文加以
闡述，足見平等權對於一個國家的重要性。
平等權的意義，國內學者認為其最根本的原則就是「恣意的禁止」
，亦即相同

58
59
60

61

陳文靜，〈法律扶助之運用〉
，《律師雜誌》
，第 300 期，2004 年 9 月，頁 40。
李惠宗，《憲法要義》
（台北：元照，2004 年）
，頁 74-77。
本研究有關台灣的法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理由書等相關內容，均參閱法源法律網，
<http://www.lawbank.com.tw/>，司法院全球資訊網，＜http://www.judicial.gov.tw/＞。
本研究有關中國大陸的法律規定，均參閱 S-LINK 電子六法全書網站，＜http://www.6law.idv.tw/aa.h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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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應為相同對待，不同事情應為不同對待。62實務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簡稱
釋字）第 412 號解釋理由書揭示憲法平等權的意義63：
「憲法第 7 條所定之平等原則，
係為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亦即法律得依事物之性質，就事實情況
之差異及立法之目的，而為不同之規範。法律就其所定事實上之差異，亦得授權
行政機關發布施行細則為合理必要之規定。」
有關平等權的內容，釋字第 485 號解釋稱：
「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
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又釋字第 211
號解釋稱：「憲法第 7 條所定之平等權，係為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
並不限制法律授權主管機關，斟酌具體案件事實上之差異及立法之目的，而為合
理之不同處置。」因此，憲法保障的平等權是實質平等，而非形式平等。再者，
平等權並非絕對平等，而是「相對平等」
，每個人在本質上都是平等的，在法律上
本該受平等的對待，但是每個人在個人特性上都存有不同差異，因此有鑒於事物
本質的不平等，立法上應該多作考量，也就是說，因為個人情況不同所造成的差
別待遇，還是能符合平等權的要求，平等權要做到的是「衡平」而非「無所差別」。
64

如同法律扶助制度的本質，形塑無差別制度，讓每個人都能享有訴訟權。
憲法中的平等權應該如何落實於生活中，可分別由法律、政治、經濟、教育

等四個層次來說明：65
(一)法律地位的平等
國家機關應保障人民在法律適用的平等，不能因為人民身分不同或政治主張
的差異等因素，於行政機關、司法機關適用法律及執行法律上有任何差別待遇。
又國家在制定法律的時候，人民應要求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內容的平等。憲法保障
的平等權，是相對的平等，而非絕對的平等。例如刑法的量刑上，對於未成年人
的犯罪，與成年人犯罪應該要有所差別，對於初次犯罪與累犯，亦應有所差別。
62
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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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宗，《憲法要義》
（台北：元照，2004 年）
，頁 113。
同註 62，頁 113。
許志雄等著，
《現代憲法論》（台北：元照，1999 年），頁 95。
許慶雄，《憲法入門Ⅰ人權保障篇》
（台北：元照，1999 年）
，頁 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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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扶助制度的設計，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法律地位的平等，不讓沒錢不能打官
司的困境出現。每個人在法律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都有主張自己權利的基本人權。
(二)政治地位的平等
全體人民沒有階級的區分，一律平等，在政治上皆可主張自己的權利，是一
種參政權的平等。特別是在選舉制度的設計上，不能因為種族、性別、信仰、財
產、教育等因素，而有差別待遇。以台灣來說，自解嚴後政府開放黨禁、報禁，
且人民開始有權利直接參與選舉，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投下心目中神聖的一票，
從地方選舉到最高層級的總統選舉，人民都可以直接參與，這就是政治地位平等
的最佳應證。
(三)經濟地位的平等
在人民要求法律平等、政治平等之後，最重要的還是三餐要能溫飽，生活才
有辦法過下去。國家應該從制度面著手，來縮小貧富差距，以追求實質的機會平
等與公平原則。國家應該對於中下階層人民，實施利民的社會福利政策，讓經濟
劣勢者可以維持基本生活所需，能夠有機會靠自己的努力，改善自身經濟地位，
縮小貧富差距，達到實質平等的境界。
「法律扶助制度」筆者認為是創造抽象性的
經濟平等，畢竟實質經濟平等的目標，在目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人人追求財富的
情況下，是很難達到的，惟法律扶助制度的產生，至少讓中下層的弱勢人民，不
再因為經濟因素，而放棄自己的訴訟權，因此相當層度來說，筆者認為是一種抽
象性的經濟地位平等。
(四)教育地位的平等
憲法保障的教育地位平等，是指國家有義務讓每個人民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
權利與機會。不可以因為國民的種族、信仰、財產、社會經濟地位等因素，而有
差別待遇。教育可以讓人更具競爭力，能有一技之長及專業能力，讓階級之間能
夠產生流動，中下階級的人民，有機會藉著教育的幫助，提升自己的社會經濟地
位，縮小因為社會經濟地位及財產多寡所造成的差距。教育可以預防弱勢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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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先天經濟不平等的差距。因此，民主法治國家除了憲法上規定的教育義務外，
更設置各類獎學金及教育設備，保障低收入戶子女或身障學生的受教權，讓他們
不至於因為這些先天的因素，喪失教育學習的機會。從法律扶助制度的角度而言，
教育的平等與普及，可以幫助更多人學習了解法律知識，甚至參與更專業的法學
教育，讓知道法律、了解法律的人更多，提升整體國家的法學素養，亦讓人民更
懂得如何保護自己的權益，了解自己的權利與義務。

二、訴訟權
台灣的《憲法》第 16 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作為人民
基本權利之一的訴訟權，我國直接在憲法中明文揭示。相較中國大陸的憲法，目
前對於訴訟權的規定較為狹意與保守，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
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
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
訴訟權的客體僅侷限於國家機關與其相關人員，對於國民全體的訴訟權則無明文
規定。
惟有關法律援助的明文規定，則有立法規定於訴訟法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
事訴訟法》第 34 條規定:「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
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
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
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如此作為，也是比
較罕見的做法。
有關憲法上訴訟權的揭示，除在憲法有明文規定外，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亦作
出許多相關的論述。釋字第 418 號表示，「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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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至於訴訟救濟，究應循
普通訴訟程序抑依行政訴訟程序為之，則由立法機關依職權衡酌訴訟案件之性質
及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等而為設計。」明確表示訴訟權係人民的基本權，人民有
提起訴訟，公平受審判的權利。
又釋字第 574 號解釋稱：「憲法第 16 條所規定之訴訟權，係以人民於其權利
遭受侵害時，得依正當法律程序請求法院救濟為其核心內容。而訴訟救濟應循之
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則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
的，以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以法律為正當合理之規定。」因此，當人民權
利受侵害時，向法院提起法律訴訟的救濟管道，是憲法保障的訴訟權核心，任何
人都無法將其剝奪。
訴訟權是指當人民權利受侵害或有受侵害的危險時，為了尋求法律的協助與
保護，而向國家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的權利，又稱為「司法人權」或「司法受
益權」。66法律扶助制度，就是協助弱勢人民，有能力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自己
司法人權的一項制度。代表人民伸張正義的場所是法院，法院也可以說是正義伸
張的最後一道防線，人民訴訟權的主張，依照案件的不同，有不同的法院加以審
理，國家司法權利的分工，目的就是維護人民的訴訟權，保障其人權免於遭受侵
害。67因此，訴訟權的保護，除了國家、法院，也要有完整的訴訟制度加以配合。
有關訴訟權的內涵，學者認為主要可從兩個方面加以掌握，首先是使用司法
程序的權利，再者是受公平審判的權利。68在使用司法程序的權利方面，主要是人
民可以藉由國家法院，透過司法程序，提起訴訟來主張自己的司法權利。此外，
在法院管轄發生消極衝突的時候，亦即人民的案件，沒有任何法院得以承審時，
這樣的不利益情況，不應由人民來承擔，否則就有侵害其訴訟權的可能。69上開情
況的發生，目前台灣的現行制度尚未有相關配套，往往最後人民只能尋求司法院
66
67
68
69

許志雄等著，
《現代憲法論》（台北：元照，1999 年），頁 215。
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論》
（台北：三民，2001 年），頁 333。
同註 66，頁 216-217。
同註 66，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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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解釋來確認管轄權之歸屬。70目前台灣的訴訟制度隸屬訴訟二元主義，不同
案件依其性質不同，管轄法院也不相同，有關法院管轄權的歸屬，還尚待相關配
套能彌補漏洞，讓人民的訴訟權可以獲得更多保障。
人民因為權利受損害，而要求國家介入，提供人民救濟管道，人民要求審判
的權利係屬於受益權的範疇，而國家為了供給人民的需求，則提供中立的審判機
關即法院，讓人民可以享有公平審判的機會，且國家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審判；
再者，國家為了保障被告有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弱勢的中下階層人民不再因經
濟因素而無法提起訴訟，國家必須設立國家辯護制度，例如公設辯護人等制度，
以及訴訟救助的制度，讓每個人民都能享有公平受審判的受益權。71因此，法律扶
助制度的設立，就是國家為了讓每個人民能主張訴訟權，不再因為經濟因素而無
法提起訴訟，因應而生的訴訟救助制度。

70
71

許志雄等著，
《現代憲法論》（台北：元照，1999 年），頁 217。
許慶雄，《憲法入門Ⅰ人權保障篇》
（台北：元照，1999 年）
，頁 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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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本研究之理論分析架構，主要係以國家與社會關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關
係、法律扶助之法理基礎所構成，三種理論與法律扶助制度都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對於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的探究有很大助益。再者，本研究透過三個理論，分別從
兩岸法律扶助制度的理念背景與沿革、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運作、法律制定與規
範、實務發展去分析探究，理論背後所代表的背景因素，是否影響並造成兩岸在
法律扶助制度的差異，以達到筆者之研究目的。
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探討，可以瞭解兩岸法律扶助制度的立法沿革與背景經
過；而兩岸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間的關係互動，如何配合與運作，建構整個法律扶
助助度。從法律扶助之法理基礎，憲法的平等權與訴訟權，可以探究法律扶助制
度的原理原則，這是人民在憲法上的基本權利，也是政府應該保障人民的權利。
再者，從憲法之平等權與訴訟權的概念，可以瞭解兩岸法律扶助中，法律規範的
立法內容，包含台灣的《法律扶助法》、中國大陸的《法律援助條例》，都可以
加以檢視，其是否符合上開的原理原則，是否能符合公平正義，比較兩岸法律規
範的差異，瞭解彼此制度的優缺點。
最後，從理論架構的檢視過程，綜合三個理論的論點，可以瞭解目前兩岸法
律扶助制度的實踐成果為何，尚待改進之處還有多少，最重要的實質正義要能真
正落實於社會，保障人民的基本權。
法律扶助制度的背景，追本溯源還是回歸到人民對於基本權的需求與嚮往，
憲法上的平等權與訴訟權，不能僅只於紙上談兵，還需要真正落實到社會，讓人
民可以真正感受，否則只是形式正義的追求，實質正義仍就遙遙無期。惟形式正
義要如何轉成實質正義，要如何真正具體落實，必須要有制度的建構。台灣法律
扶助制度的建構，大致皆係由於人民與社會的需求，非政府組織的提倡，慢慢去
影響國家政府的決策，透過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進而立法，成立專責單位，
國家提撥預算，再去推廣整個制度，簡單說是由社會影響國家。反觀中國大陸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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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家影響社會，先由國家政府去主導，立法並成立專責單位，國家對社會產生
影響，促使民間的非政府組織成立運作，推廣整個法律扶助制度，並且幫忙募集
法律援助資金。因此，在整個法律扶助制度的運作及發展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
互動，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間的配合，兩岸公民社會的影響，兩岸之間的差異，筆
者認為都是非常值得探究的。

33

第三章 台灣之法律扶助制度
第一節 前言
法律扶助，一個維護人權，保障人民訴訟權與平等權的制度，幫助中下階層
無資力無法負擔訴訟費用的民眾，協助其主張權利。台灣法律扶助制度的興起，
由社會各界等民間團體，歷經長期的努力，敦促政府訂立《法律扶助法》
，且設立
專責單位「法律扶助基金會」，才慢慢有雛形，整套制度逐漸落實於人民生活裡。
本章的論述，筆者將透過國家與社會關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關係以及法
律扶助之法理基礎等理論，去分析台灣的法律扶助制度。從理念形成背景與內涵，
可以瞭解台灣法律扶助制度下的國家與社會互動，其背景因素如何去影響法律扶
助制度的宗旨作法。隨後，又可以從組織體系去檢視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互動，
彼此如何運作，透過夥伴關係讓整個法律扶助可以順利運行。再者，針對背景因
素、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影響下，台灣法律扶助的規範及內涵為何，有何特色。
最後，台灣法律扶助的內涵及特色，對於現行實務運作產生何種影響，透過實務
個案的介紹，可以進行現狀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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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理念形成之背景與內涵
2004 年台灣在制定《法律扶助法》以前，實際上並沒有一套完整健全的法律
扶助制度，當時除了刑事訴訟的公設辯護人制度，政府機關提供的法律扶助只有
限定諮詢的功能，沒有深入到訴訟代理或辯護的層面，對於民眾的法律需求，幫
助非常有限，以往的公設辯護制度，對於許多民眾來說只是形式上的法律扶助，
包括公設辯護人人數較少，年紀偏大，對於案情瞭解不深等因素，訴訟辯護效果
不佳，實質上的效益並不大。在政府部門方面，縣市政府有提供一般民眾的法律
諮詢，原住民委員會對於具有原住民身分的民眾提供部分的律師費用補助，內政
部則對於性侵害事件的當事人補助地方政府給予訴訟相關費用的補助，國防部與
民間律師簽約，對於軍人及其家眷提供法律諮詢的服務，惟有關政府部門的法律
服務都僅針對特定人事物，並非全面性的法律扶助，對於人民訴訟權的主張幫助
十分有限；當時民間團體與學界的方面，都有曾經想要力求改變，但民間力量不
足，成效非常有限，例如台北在 1973 年成立法律扶助中心，曾提供專職律師為窮
困民眾進行訴訟服務，無奈因為經費不足而停止；許多大專院校都設有法律服務
社的社團，惟功能都僅限於法律諮詢的服務，成效有限；各個地方的律師公會都
提供法律諮詢的服務，然而並不包括訴訟的代理與辯護的服務。72
基本上於法律扶助制度立法前，民眾最迫切需要的，除了法律諮詢以外，訴
訟的代理與辯護，其實才是最重要的，上開論述的機關，甚至各級法院的訴訟輔
導科，所提供的法律服務，皆屬於法律諮詢，未包含進一步的代撰書狀、訴訟代
理與辯護，民眾往往因為欠缺資力及相關資訊，無法聘用律師為其辯護，導致其
訴訟上權利的損失，如同到醫院看診，醫師僅幫病人問診，卻不開藥給病人，或
進行其它打針或開刀等醫療行為，因而延誤其病情。73再者，當時人民的困境，還
有遭遇訴訟上的三大障礙，無法獲得正義的伸張，首先是高昂的律師費用，不是
72

73

鄭文龍，
〈專題演講二：台灣的法扶現況與展望〉
，郭吉仁總編，
《2005 法律扶助國際論壇會議實
錄》
（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2006 年）
，頁 11。
謝慶輝、李伸一，
《法律扶助制度及執行成效專案調查研究報告彙編》
（台北：監察院，2003 年）
，
頁 16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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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所能負荷；再者，有關民事案件都會有裁判費，裁判費的多寡，亦是影
響民眾是否參與訴訟的考量重點；最後則是假扣押擔保金，在台灣為了保障勝訴
的成果，常需要假扣押被告的財產，依規定要繳交於請求金額三分之一的擔保金，
這部分亦非一般民眾所能負擔。74
台灣法律扶助制度的起源，主要是來自社會民間團體組織的推動，由社會影
響國家，促使國家重視該制度的必要性與人民的需求。為了維護保障人民在憲法
上的訴訟權與平等權，台灣由三個民間團體發動並成立推定小組，分別是民間司
法改革委員會、台北律師公會與台灣人權促進會，其中包括許多實務界的律師、
學者及非政府組織團體等專業人員，集思廣益，定期集會，討論比較各國的制度，
75

期望台灣能夠出現一套適合自己的法律扶助制度。 由此可見台灣的法律扶助制度，
是由社會上的非政府組織等民間團體的力量，逐步一點一滴慢慢努力，敦促國家
回應人民的要求，才有該制度的出現，在國家與社會關係中，屬於社會影響國家，
以社會為主導的類型。
上開三個團體更在 1999 年 7 月的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決議
「推動法律扶助制度」
，
目標決心一致，全力推動整個制度的誕生，經過兩年的時間，在參與人員的努力
下，起草完成民間版的法律扶助法草案，並委由立法委員邱太三在立法院提案；
而國家政府方面，法務部根據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的結論，依職權成立研擬小組，
經多次會議起草草案，而後因法律扶助事務與司法院業務範圍接近，又移請司法
院另行起草，司法院遂於 2001 年完成草案並送立法院審議，在政府與民間團體的
多方努力下，《法律扶助法》在 2003 年 12 月 23 日由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 2004
年 1 月 7 日由總統公布，此舉無非是弱勢民眾的福音，未來不論在法律諮詢、撰
寫書狀、訴訟代理或辯護等方面，民眾不再求助無門，主要由國家捐助經費成立
的「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將會給予協助，真正落實憲法保障人民的訴訟權

74

75

鄭文龍，
〈專題演講二：台灣的法扶現況與展望〉
，郭吉仁總編，
《2005 法律扶助國際論壇會議實
錄》
（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2006 年）
，頁 11-12。
鄭文龍，2004/7。〈公平司法的新紀元〉，
《法律扶助》，創刊號，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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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平等權，同時也是基本人權的一大進步。76
為了能夠完成法律扶助法的立法，台灣民間的非政府組織透過籌組聯盟的方
式，集結力量，期望推動包含法律扶助法在內的司法三法完成立法或修法，以追
求訴訟平等、裁判品質和司法效率，聯盟成員以國會遊說的方式，拜訪立法院各
個黨團及尋求立法委員的支持，也獲得很大的迴響，過程中因為主計處對於經費
有所疑慮，推動聯盟亦把遊說的層級，提高至行政院長，甚至總統，最後獲得總
統與行政院長的支持，政府方面允諾行政院每年在司法院的原有預算外，額外增
加法律扶助基金每年五億，及運作經費每年五億，才讓整個法律扶助經費有了著
落。77因此，台灣法律扶助制度的發跡過程，是透過非政府組織團體一直向政府機
關、國會及民意代表進行遊說，並且把遊說層級向上提昇，提供資訊，讓整個法
律扶助議題受到媒體的曝光與關注，國家機關才開始重視瞭解台灣法律扶助的不
足，以及民眾憲法上訴訟權與平等權在日常生活的落實。
台灣法律扶助制度的發展，主要是因為社會大眾對於法律制度的平等、訴訟
權利的主張有著很大的期待，尤其台灣是民主法治的國家，對於現在憲法的基本
原則更應該有合理的保障，而非只是紙上談兵。法律扶助制度除了是人民訴訟權
與平等權的保障，在法治國原則中，認為國家應該提供具備獨立性的法院，以保
障人民的司法基本權，國家應該提供沒有漏洞的司法制度，讓人民可以伸張正義，
防止侵害，注重實質正義的追求；在社會國原則上，國家有義務去保持社會階層
之間的平衡，以達到公平正義的社會狀態，讓不管是經濟上的強者或是弱勢，皆
能獲得平等的地位，確保國家在司法領域的照料。78
從民眾在法庭上參與訴訟所面臨的實際狀況，不論是面對法官或檢察官等司
法人員，不懂法律的民眾總是處於劣勢，遂可瞭解社會為什麼要不斷去推動法律
扶助制度，國家為什麼要配合社會，與非政府組織等民間團體合作，敦促法律扶
76

77

78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法扶簡介：關於法扶〉
，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2013 年 4 月 2
日，＜http://www.laf.org.tw/tw/a1_1.php＞。
鄭文龍，
〈專題演講二：台灣的法扶現況與展望〉
，郭吉仁總編，
《2005 法律扶助國際論壇會議實
錄》
（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2006 年）
，頁 12。
姜世明，〈訴訟救助制度之研究〉，
《月旦法學雜誌》
，第 76 期，2001 年 9 月，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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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制度的落實。以下是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於第六屆法庭觀察報告記者會上，所
公布的法庭觀察內容：79

‧本案被告 10 月 6 日才因前案（也是槍砲）執行完畢，被告認為這件案
案子和前案被查獲炸魚用雷管是同一批，但被告示一名船長，教育程度
關係似乎無法表達自己的想法，不知為什麼沒有律師或公設辯護人為其
辯護，我覺得讓這樣一個不瞭解法律規則的人為自己辯護對被告十分殘
忍與不利。
‧這個被告也沒請律師，看來律師不是每個人都請得起的。
‧審判長似乎對有請律師的人態度好很多，對律師也好客氣唷。
‧有律師在場，所以法官變的十分客氣。
‧法官一直用「我看沒有冤枉你」這句話打斷當事人的陳述，法官似乎
認為第一審判決無誤，說「地院不會隨便判你有罪」，還無法保證一定
會看到關鍵的證物，並且表面上給予當事人選擇，對暫押此處看守所有
無意見，其實當事人並無選擇機會。
‧法官代替檢察官唸出被告的權益（但念得很快）。今天是我第一天法
庭觀察，也是第一次看到法官大發雷霆，詳情如下： 原告是一位老阿婆
年約五十多歲，由於講話邏輯不清，後來法官又發現他誤認被害人是恐
嚇取財者，所以心情不悅便說：「你看我打勾的地方是不是就是他（指
被告）。」可能老阿婆太緊張，不知道在哪裡，法官便說：「你到底
識不識字呀！？看我打勾的地方呀！不知道還亂簽名！」老婆婆說：「
對不起。」法官說：「什麼對不起！你知道嗎，國家對你們的支出有多
少，浪費國家資源，你現在才說他不是那個人，你當法院、法官是傻瓜
呀！」最後還把本子狠狠地往通譯桌上丟。很可怕。
‧在調查過程中，就好像當事人已經是定了罪的罪犯一樣，很要不得的
79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神啊！請給我一個有效率的法院〉
，
《司法改革雜誌》
，第 31 期，
2001 年 1 月，頁 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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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學法律的人不應該如此。
由上開記者會內容，可得知在法庭上的訴訟攻防，當不懂法律的人碰上懂法
律的人，當一般民眾遇到法庭上的法官或檢察官，沒有辯護人的從旁協助，根本
無法達到訴訟上的武器平等。
學者蘇永欽教授於 1985 年及 1995 年兩次的實證研究中，抽樣訪查台北市民眾
對於法官、法院及法律的看法，研究結果發現 1985 年民眾對於法官的印象是正面
大於負面，而 1995 年民眾對法官的印象明顯轉為負面大於正面（表 3-1）；另外，
對於「法院的裁判是否公正?」
（表 3-2）
、
「法律制度是否對富人與權貴較有利」
（表
3-3）的議題，顯示一般民眾對於法院審判的公正缺乏信心，並認為法院對於富人
與權貴的訴訟主張比較有利，因此學者認為整體的司法形象仍在谷底。

80

表 3-1 法官在一般人心目中的評價
1995 年

1985 年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正面形象

410

33.4

777

67.7

負面形象

615

50.2

691

60.2

無意見

201

16.4

367

32.2

合計

1226

100.0

1147

───

備註：正面形象是指「很有威嚴」、
「公正無私」、
「清廉」
、「通情達理」
；負面形象是指「對一般民
眾較不客氣」、
「易受上級影響」
、「會收紅包」
、「不懂社會實務」。
資料來源：蘇永欽，《司法改革的再改革》(台北：月旦，1998 年)，頁 17。

80

蘇永欽，《司法改革的再改革》
（台北：月旦，1998 年），頁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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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人民對法院裁判公正性的信心
如果您涉及刑案，您會相信法院的裁判是公正的嗎？
相當相信

還算相信

不太相信

很不相信

無意見

合計

人數

88

408

418

130

181

1225

％

7.2

33.3

34.1

10.6

14.7

100

人數

223

375

264

39

250

1151

％

19.4

32.6

22.9

3.4

21.7

100.0

67

120

51

8

52

298

22.5

40.3

17.1

2.7

17.4

100.0

1995 年
台北市
（1985

年）

新北市

人數

（1985 年）

％

資料來源：蘇永欽，《司法改革的再改革》(台北：月旦，1998 年)，頁 18。

表 3-3 人民同不同意法律較有利於富人和權貴
有人說法律制度對富人和權貴較有利？您對這種說法：
相當相信

還算相信

不太相信

很不相信

無意見

合計

人數

546

411

133

86

181

1225

％

44.5

33.5

10.8

7.0

14.7

100

人數

242

324

293

183

250

1151

％

21.0

28.1

25.5

15.9

21.7

100.0

39

84

90

40

52

300

13.0

28.0

30.0

13.3

17.4

100.0

1995 年
台北市
（1985

年）

新北市

人數

（1985 年）

％

資料來源：蘇永欽，《司法改革的再改革》(台北：月旦，1998 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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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人民期待法院可以維持公平正義、濟弱扶傾，因此不論民間與官方
對於法律訴訟制度的司法改革，尤其是法庭間的訴訟進行相關配套，都不停的推
動，台灣法律扶助制度的產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因素下形成，讓立法前多元未
統一的法律扶助制度，成立專責的特別法與服務機關，來為民眾服務。
由上開的分析可知，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發展，台灣在法律扶助的領域內，
始終是社會影響國家，公民社會的理念集中發聲，非政府組織力量的集結，促使
政府機關重視司法人權與社會正義，落實憲法中的訴訟權與平等權。台灣的國家
與社會關係互動上，在 1980 年以前因為國民黨一黨獨大，黨國一體的政治體制，
非政府組織等人民團體很難不受政府的控制，然 1980 年後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
開始於台灣發展萌芽，台灣的威權政體產生轉變，解除戒嚴，黨禁報禁解除，社
會運動盛行，公民社會的發展，開始跟台灣的政府體制產生衝撞。81
因此，人民的聲音逐漸可以透過非政府組織等人民團體，向國家政府去爭取
人民的基本權利。法律扶助制度在台灣的發展，亦是如此，不斷由社會對國家影
響推動，促使整個制度的產生。公民社會可以說是人民力量的集結，一種社會向
國家對話的模式，台灣在經濟不斷發展，人民所得逐漸提升的情況下，人民也越
來越重視人權的主張，台灣政府機關對於公民社會的重視，甚至後來法律扶助制
度的興起，都與公民社會的力量推動，有很大的關係。

81

沈宗瑞，《國家與社會：中華民國的經驗分析》（台北：韋伯文化，2001 年），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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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運作
台灣法律扶助制度的建立，主要依賴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政府與第三
部門之間的關係，就是相互合作的夥伴關係，經費部分主要由政府提供，而服務
的提供上則由第三部門來負責。因此，在組織體系的部分，主要討論的重點是政
府與非政府組織的互動關係，及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兩者在法律扶助制度中所扮演
的角色。
台灣專責法律扶助的非政府組織「法律扶助基金會」
，是屬於公辦民營的法律
扶 助 單 位 ， 性 質 上 就 是 政 府 設 立 的 非 政 府 組 織 （ 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 GONGO）
，其資金來源主要是司法院等相關
政府單位和部分民間團體共同出資成立。GONGO 是指政府透過立法或直接捐款的
模式而成立的公益單位，這些由政府設立的非政府組織可以扮演很多角色，也應
該用高於一般民間組織的標準來監督與控制，以避免政府藉組織名意規避法令要
求，及圖利相關政府官員。82
1980 年代以後，可以說是台灣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期，今天台灣的基金會中，
有超過 2/3 大都成立於 1980 年代，當時的社會環境由於經濟起飛，人民的衣食無
缺，關於社會狀況的改善才受到關注，許多社會問題政府無力解決，需要透過社
會力量來加以協助。1980 年代正逢政府解嚴前後，社會結構和運作方式都有相當
大的變化，社會民間團體的力量逐漸抬昇，而到了 1990 年代，台灣的非政府組織
多元發展，議題區隔與全球化現象開始產生，例如環境保護、勞工福利、婦女權
益與人權等議題，法律扶助制度就是一個司法人權伸張的實例。83台灣從經濟穩定
發展的年代，逐漸邁入政治的穩定發展，也才開始注重非政府組織的聲音，以及
各種關係人民權利的議題。
非政府組織在人權議題上可以發揮的功能很多，包括資訊的提供、遊說、人
權救援行動與人權教育等。在資訊的提供上，政府業務繁多，主要功能並非蒐集
82
83

江明修，《公民社會理論與實踐》（台北：智勝，2009 年）
，頁 49。
王振軒，《非政府組織的議題、發展與能力結構》
（台北：鼎茂，2006 年）
，頁 37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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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大眾傳媒亦不可能一直報導人權維護的議題，此時非政府組織就成為政府
或國際組織的傳播者；在遊說方面，非政府組織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提倡議題的重
要性，希望改變國家的現行政策或實際情況，透過對社會的強烈呼籲，引發輿論
與政府的關注討論，產官學形成共識，然後透過民意代表或政黨在國會中提出相
關法案，遂進行修法或敦促政府救濟現狀的作為；另外在人權救援行動上，非政
府組織常以直接的營救或聲援受難人，提供法律諮詢，爭取合理的公平對待；人
權教育上，非政府組織則透過許多管道，不斷發布提倡人權議題，達到教育大眾
的目的。84
台灣的法律扶助制度在立法前，係由民間司法改革委員會、台北律師公會、
台灣人權促進會等非政府組織團體，不斷透過資訊的提供與遊說，向社會呼籲法
律扶助的重要性與急迫性，得到輿論與政府的關注後，透過立法委員在國會的提
案，才有《法律扶助法》的制定，以及主要由政府出資成立的「法律扶助基金會」。
而法律扶助制度立法後，透過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努力，在人權救援行動與人權教
育上，發揮更實質且強大的功能。因此，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在台灣
的法律扶助制度上，不論從立法前到立法後，都能看到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間的互
動與合作。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法律關係，如圖 3-1 所示，司法院對法律扶助基金會
是捐助、補助與監督的公法上法律關係，同時司法院亦是法律扶助基金會的主管
機關。實際上整個法律扶助制度的運作，政府機關僅有負責經費的提撥，法律扶
助相關事項的施行，全權委由法律扶助基金會去執行，提供人民服務的是非政府
組織。民眾有法律扶助需要時，可向法律扶助分會提出申請，通過審查後，法律
扶助基金會再依規定約聘專職律師或指定律師，擔任法律扶助的工作來服務民眾，
至於民眾與律師之間的法律關係，就是私法上的委任關係。司法院與法律扶助基
金會的關係，就是政府與第三部門的合作模式，由政府提供經費，第三部門來服

84

王振軒，《非政府組織的議題、發展與能力結構》
（台北：鼎茂，2006 年）
，頁 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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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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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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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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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法律扶助
（§18）

圖 3-1 法律扶助制度之法律關係圖
備註：法源依據為《法律扶助法》。
資料來源：法律事件工作室，
《台灣法學雜誌》
，第 207 期，2012 年 9 月，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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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

法律扶助基金會係依照《法律扶助法》之規定，運作經費由司法院與相關政
府機關、團體捐助，於 2004 年 4 月 22 日正式完成法人設立登記，且於同年 7 月 1
日正式開放民眾來受理申請，展開台灣法律扶助的新頁。此外，同時亦於台北、
台中、台南、高雄、花蓮等五個高等法院所在地成立分會，2005 年 1 月又增設桃
園、新竹、彰化、宜蘭、 台東五個分會，該年 7 月再增設基隆，苗栗、南投、雲
林、嘉義、屏東、澎湖、金門以及馬祖等九個分會，2006 年 12 月新設板橋分會，
2009 年 8 月成立士林分會，截至目前共有 21 個分會佈於全國為經濟弱勢的民眾服
務。85
法律扶助基金會的經費來源方面，絕大部分係由政府經費所補助，比例約占
86%，少部分則由民間捐助，此由圖 3-2 可以看出。法律扶助的基金總共為新台幣
100 億元，政府除了鼓勵民間踴躍捐助外，司法院亦逐年編列預算，創立初期基金
為 5 億元，現在已經累積至 29 億元。86再者，由圖 3-3 可以看出政府對於法律扶助
制度的重視，從 2006 年到 2011 年政府在法律扶助的經費預算上是逐年增加的，從
2006 年的 4.6 億到 2011 年的 7.9 億，2009 年甚至提升預算到 8.6 億，也代表政府對
這種公私協力的法律扶助運作模式是深具信心的。

85

86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關於法扶〉
，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網站》
，＜http://www.laf.org.t
w/tw/a1_1.php?PHPSESSID=tkrcrrh0td7b9joa3eeeask8a2＞。
吳景芳，〈台灣的法律扶助制度〉，
《軍法專刊》，第 58 卷第 3 期，2012 年 6 月，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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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法律扶助基金會 2011 年經費來源
資料來源：吳景芳，
〈台灣的法律扶助制度〉
，
《軍法專刊》
，第 58 卷第 3 期，2012 年 6 月，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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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法律扶助基金會經費預算 2006 年至 2011 年
資料來源：吳景芳，
〈台灣的法律扶助制度〉
，
《軍法專刊》
，第 58 卷第 3 期，2012 年 6 月，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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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法律扶助法》第 10 條規定，目前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業務範圍，分別是：
一、訂定、修正法律扶助辦法。二、規劃、執行法律扶助工作。三、法律扶助經
費之募集、管理及運用。四、推廣法律扶助教育。五、受理政府機關或其他團體
委託執行法律扶助工作。六、掌理不服分會審查委員會之覆議案件。七、其他法
律扶助事宜。
再者，依據《法律扶助法》第 11 條規定，分會辦理的事項如下：一、法律扶
助申請事件准駁、撤銷及終止之審議與執行。二、律師酬金及其他費用之預支、
給付、酌減、取消、返還、分擔或負擔之審議與執行。三、受扶助人與擔任法律
扶助者間爭議之調解。四、協助法律扶助經費之募集。五、執行董事會交辦事項
及其他法律扶助事項。
有關法律扶助基金會的組織架構，如圖 3-4 所示，依據《法律扶助法》之相關
規定，最高決策單位為董事會，設置董事 13 人，任期三年，均為無給職，董事由
司法院長聘任，包括司法院、法務部、國防部、律師、學者、弱勢團體與原住民
代表組成。此外，分會另設有審查委員會，專門審議法律扶助案件申請的准駁、
撤銷與終止，律師酬金及相關費用之處理，受扶助人與擔任法律扶助者間爭議之
調解及酌定調解條款等事項。87

87

法律事件工作室，〈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台灣法學雜誌》
，第 207 期，2012 年 9 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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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法律扶助基金會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法律事件工作室，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
《台灣法學雜誌》
，第 207 期，2012 年 9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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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扶助基金會的人員配置方面，截至 2012 年 4 月底止，目前在專職人員共
計 219 人，其中總會 52 人、分會 167 人，另有專職律師 12 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有
專職律師的設立，其設立的目的是為了保障法律扶助制度的推展順利，提升法律
扶助的品質，幫助部分偏遠地區的法律需求，以及協助辦理特殊案件與重大議題
的個案，例如八八風災專案、檢警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到場專案、消費者債務清
理事件法律扶助專案、小林村等四村落的國家賠償等案件。88
再者，在兼職人員方面，係由專門委員、覆議委員、審查委員、扶助律師、
實習律師及志工所組成，前三項的委員皆由許多學界與實務界的學者、司法官等
所組成。值得一提的，依據《法律扶助法》之規定，律師應該在所加入之律師公
會所在地，才能擔任參與法律扶助的工作，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扶助工作，大部分
由目前在市場上的執業律師所參與協助執行，提供法律相關諮詢、法律文件撰寫、
調解及和解紛爭、訴訟或仲裁之代理或辯護等相關法律扶助業務。統計到 2012 年
4 月底止，申請擔任法律扶助的律師共有 2,627 位，實際派案者共有 2,122 位，大
約接近全台灣執業律師人數的 30.77%。89

88
89

吳景芳，〈台灣的法律扶助制度〉，
《軍法專刊》，第 58 卷第 3 期，2012 年 6 月，頁 198。
同註 88，頁 19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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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法律規範
有關台灣法律扶助制度的相關規定，可以依 2004 年《法律扶助法》的立法，
作為一個分水嶺，
《法律扶助法》立法前台灣的法律扶助規範是多元未統一的，包
括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及行政訴訟等，都有法律扶助的相關規定。直到《法律扶
助法》制定後，法律扶助制度才有一個統一且整合的規範，從法律位階的層面來
看，
《法律扶助法》屬於特別法的位階，其他法律規定屬於普通法位階，因此在法
律的適用上，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則，法律扶助事件將優先適用《法律扶
助法》。
一、2004 年立法前
有關《法律扶助法》立法前的法律扶助規範，包括刑事訴訟、民事訟訟與行
政訴訟等，在《法律扶助法》立法後，仍然繼續適用，並沒有遭廢除，其係基於
普通法的地位。當民眾有法律扶助之需求時，將先行適用《法律扶助法》
，再適用
其他法律扶助等相關法規。
在刑事訴訟上的法律扶助，就是辯護制度的設計，其可以彌補國家機器與被
告的實力落差，實現公平審判的原則，國家機關擁有強大的組織作為後盾，包括
檢察署、調查局、警察局等偵查單位，為了追求真相的發現，對於被告進行調查
程序與強制處分等作為，其與被告實力落差極大；又被告的法律知識與國家機關
的專業法律人員並不相同，普遍被告的法律知識都是相當缺乏的，因此有必要藉
由辯護制度弭平兩者之落距。90
依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被告不論在訴訟的任何階段，包括偵查及審判
程序，都可以隨時選任辯護人，即「選任辯護」制度。此外，刑事訴訟法尚有「指
定辯護」的制度，即在審判階段審判長可以指定律師或公設辯護人，為被告進行
辯護。指定辯護的原因，依《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之規定有三個：（一）強制辯
護案件未經選任辯護人者；
（二）其他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

90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
（台北：元照，2004 年）
，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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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三）其他案件審判長認為有必要者，特別是案件複雜的情況。以上情況發生，
審判長都應該要指定辯護人為被告進行辯護，另若上開案件被告雖然有選任辯護
人，但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審判長得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
為被告進行辯護。91再者，刑事訴訟案件還有「強制辯護」案件的分類，就是一定
要有辯護人在場，法律訴訟才能夠進行，包括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
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的案件、被告因為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陳述的案件、低收入
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被告合意範圍已逾有期徒刑六月且未受緩刑宣
告等五大強制辯護事由之案件。以上情況，都是《刑事訴訟法》為了保護被告權
益，有關法律扶助的相關規定。
除了刑事訴訟外，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亦有法律扶助相關的規範，即「訴訟
救助」
，主要規定於《民事訴訟法》第 107 條至第 115 條，
《行政訴訟法》第 101 條
至第 103 條，由於兩者規定相近，本文將以民事訴訟為主進行論述，行政訴訟則不
加贅述。訴訟救助制度的建立，主要係因《民事訴訟法》規定民眾透過民事訴訟
程序進行訴訟時，須支出訴訟費用，如此一來可能造成無資力的民眾，因為擔心
支付不能負擔的訴訟費用，使其捨棄法院透過訴訟程序來解決私權糾紛，為了避
免經濟弱勢的民眾，其訴訟權遭受不當的限制與剝奪，故政府認為應有訴訟救助
的制度予以救濟之必要。92
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107 條規定，當事人申請法律救助應該具備的要件，包
括當事人須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及訴訟非顯無勝訴之望；所謂無資力的認定，不
是指當事人沒有任何財產，而是僅有為數甚微的財產且無法自由處分，關於當事
人的資力判斷，係由法院斟酌其基本生活需要，再去做判斷；又所謂非顯無勝訴
之望，係指法院依據當事人所主張的法律事實，不用經過調查與辯論，就能知道
其會遭受敗訴的結果，法律救助設定此一要件之目的，是為了避免當事人利用法

91
92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
（台北：元照，2004 年）
，頁 193-194。
姜世明，〈訴訟救助制度之研究〉，
《月旦法學雜誌》
，第 76 期，2001 年 9 月，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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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進行濫訴，以免與保護私權之目的相違背。93
最後，訴訟救助的效力為暫時免繳裁判費及其他應繳納的訴訟費用，免供訴
訟費用之擔保，審判長為其選任辯護律師時，亦可暫行免付酬金。不過上開費用
都僅是暫時不用繳納，並非完全不用繳納，終局判決確定或訴訟終結後，敗訴之
一方仍要負責給付。惟如果是受救助之當事人敗訴，法院可以向其具保證書人強
制執行，此外暫免的裁判費、預納的訴訟費用及律師酬金，則皆由國庫支付，以
保障受救助的當事人。
二、2004 年立法後
台灣在 2004 年制定《法律扶助法》並成立「法律扶助基金會」後，將原本多
元未統一的法律扶助制度，設立特別法與專責機關，並配合原先的法令規章，雙
軌並行，把整體的法律扶助制度規劃得更加完善。
《法律扶助法》第 1 條即將立法
目的說明得很清楚，為保障人民權益，對於無資力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
適當保護者，提供必要之法律扶助，特制定本法。
台灣的法律扶助，是一種全面性的法律扶助，包括刑事、民事及行政訴訟等
均涵蓋其中，而扶助種類上更是多元，舉凡法律諮詢、法律文書撰擬、調解及和
解的代理、訴訟代理或辯護等，帶給民眾更加便利的法律服務。 94《法律扶助法》
更明訂國家機關的司法院與行政院相關部會，負有推廣法律扶助制度與提供資金
的義務。95足見國家對於落實人民憲法上權利的重視，透過這樣的制度也拉近了國
家與社會的距離，國家與非政府組織間共同為促進司法人權而努力。
在刑事訴訟方面，目前是採行法律扶助與公設辯護人制度，雙軌併行的模式，
人民有選擇的自由，一方面也可以減輕法院公設辯護人的負擔，且刑事訴訟法的
強制辯護案件，則不須審查人民的資力，只要審查有無理由，遂可符合法律扶助
案件的標準。另外，在民事訴訟方面，因為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成立，而產生全國
93
94

95

姜世明，〈訴訟救助制度之研究〉，
《月旦法學雜誌》
，第 76 期，2001 年 9 月，頁 72-74。
鄭文龍，
〈專題演講二：台灣的法扶現況與展望〉
，郭吉仁總編，
《2005 法律扶助國際論壇會議實
錄》
（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2006 年）
，頁 13。
鄭文龍，2004/7。〈公平司法的新紀元〉，
《法律扶助》，創刊號，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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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的普遍性法律扶助，再者，上訴三審的民事訴訟案件，目前是採用律師強制
代理制度，所以無資力的民眾，也可以向最高法院申請法律扶助的律師，實務上
最高法院會發文給法律扶助基金會，請申請人至基金會申請與審查。最後，在行
政訴訟上，如同民事訴訟，只有法律扶助基金會才有全面的法律扶助。96
法律扶助的扶助對象及要件，依據《法律扶助法》的規定，在對象上總共分
為三類，分別是無資力的民眾、
《刑事訴訟法》的強制辯護案件、不分國籍合法居
住於台灣的人民。因此台灣的法律扶助對象，不分任何國籍，只要合法居住在台
灣，都能受到法律扶助的保護。再者，還有一個重要的要件，不論當事人資力等
客觀條件的差異，陳述的案件都必須要有理由，無理由的情況下，法律扶助基金
會有權不准許法律扶助案件之申請。
《法律扶助法》尚未立法前，民事訴訟上的法律扶助，僅能依據《民事訴訟
法》中的訴訟救助規定辦理。
《民事訴訟法》雖然有明文規定，無資力的當事人要
支付訴訟費用時，可以向法院聲請訴訟救助，惟「無資力」之認定，在《民事訴
訟法》中並無明文的認定標準，以致實務運作上大部分法院的判決，對於當事人
聲請訴訟救助都是採取比較嚴格的標準，當事人往往無法提出有利證據，遂遭法
院駁回聲請，讓訴訟救助制度門檻過高，無法發揮其功能，有違《憲法》欲保障
人民權利的美意。97然而，當《法律扶助法》立法後，這樣的認定問題都迎刃而解
了。
為了解決上開的問題，《法律扶助法》在第 62 條有特別規定，經分會准予法
律扶助之無資力者，其於訴訟程序中，向法院聲請訴訟救助時，應准予訴訟救助，
期立法目的就是要貫徹《憲法》中保障人民的訴訟權與平等權。因此，由於《法
律扶助法》的特別規定，有關當事人資力的審查，授權法律扶助基金會取代法院
進行審查。98
96

97
98

鄭文龍，〈專題演講二：台灣的法扶現況與展望〉
，郭吉仁總編，
《2005 法律扶助國際論壇會議
實錄》（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2006 年）
，頁 13。
鄭文隆、郭怡青，
〈法律扶助與訴訟救助制度〉
，
《法律扶助》
，第 3 期，2004 年 11 月，頁 33-35。
同註 97，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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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關於「無資力」的審查與認定，原先於《法律扶助法》第 3 條規定，
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或其每月可處分之收入及可處分之資產低於一定
標準者，才符合無資力者的條件。
「資產低於一定標準」的判定，則是依據法律扶
助基金會的《受法律扶助者無資力認定標準》來加以認定。惟在 2011 年 12 月 30
日司法院審核通過法律扶助基金會新修正的《受法律扶助者無資力認定標準》
（參
見表 3-4），此次的修正標準主要是考量台灣社會與經濟環境的變動，放寬每月可
處分資產與收入的認定額度，以高雄市為例，原標準規定家庭人口數二人戶時，
每月可處分收入標準為 23000 元，新標準為 33438 元；此外，法律扶助基金會考量
《社會救助法》目前已將中低收入戶納入保護範圍，此次修正中低收入戶亦納入
扶助範圍，無資力的涵蓋範圍，將比照《社會救助法》，民眾未來只要持有低收
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的證明文件，可不經過資力的審查，遂可獲得法律扶助，將可
使更民眾可以得到法律的保護。99
此外，為了保障原住民族群的權益，法律扶助基金會在未來對於原住民申請
人，如果其名下有不具經濟效益的原住民保留地，亦不列入其資產的計算項目，
該項修法立法目的，是為了避免原住民族群因為這些沒有經濟效益的土地，而無
法通過無資力的認定標準。又關於身心障礙、婦女等弱勢民眾的權益，法律扶助
基金會亦參酌社會救助法的規定，增訂相關規範，包括因為照顧身心障礙或受扶
養親屬而無法工作，或婦女因懷孕期間經醫師診斷不宜工作，及申請人受監護宣
告，可以推斷其沒有工作收入，因為上開的狀況，而無法獲得法律扶助的民眾，
有機會獲得法律扶助的幫助。此次無資力認定標準的修法，將可以為台灣的社會
提供更全面性的法律扶助，讓更多弱勢族群得到幫助。100

99

法律扶助基金會，〈法扶會放寬無資力標準，擴大法律扶助範圍！〉，
《法律扶助基會網站》
，
2012/1/3，＜http://www.laf.org.tw/tw/b1_3_1.php?idno=832＞。
100
同註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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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受法律扶助者無資力資格標準參考表

單身戶

家庭人口數二人

家庭人口數三人

每月可處 可處分資 每月可處 可處分資 每月可處 可處分資
分收入
台北市

產

產

分收入

28,000 元

37,510 元

56,265 元

以下

以下

以下

35,496 元

53,244 元

以下

以下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分收入

產

共計 50 萬 30,910 元 共計 50 萬 46,365 元 共計 65 萬
23,000 元 元以下

以下

以下

30,732 元

46,098 元

以下

以下

33,438 元

50,157 元

以下

以下

22,000 元以下

30,732 元以下

46,098 元以下

第 3 條第 1 款

第 3 條第 2 款

第 3 條第 2 款

高雄市

元以下

以下

元以下

台灣其他
地區
無資力者
認定辦法

備註

一、除單身戶外，以上未列情形，家庭人口數每增加一人，其可處分
之收入標準，依申請人住所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社
會救助法中低收入戶之收入標準，為計算標準。
二、可處分資產：此項計算不包括公告現值在 550 萬元以下的自宅或
自耕農地。另家庭人口自第三人起每增加一人增加 15 萬元。

資料來源：法律扶助基金會，
〈法扶會放寬無資力標準，擴大法律扶助範圍！〉
，《法律扶助基會網
站》
，2012/1/3，＜http://www.laf.org.tw/tw/b1_3_1.php?idno=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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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台灣在律師的法律扶助義務上，依據《法律扶助法》第 25 條規定，律
師應在其所加入之律師公會擔任本法所規定之法律扶助工作，但有免除擔任法律
扶助工作之原因者，不在此限。又第 27 條規定，律師經選定或指定擔任法律扶助
時，非有正當事由，不得拒絕，如有違反視同違背律師倫理規範，如情節重大，
應付懲戒，由基金會移請律師懲戒委員會依律師法處理。然而，實務上目前對於
律師的法律扶助，是依律師自由意志採取自由參加的，有意願要參與法律扶助，
由律師透過法律扶助基金會提出申請。因此雖然法律上有明確規定律師的法律扶
助義務，卻僅可歸類為訓示性規定，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實務上並無強制律
師參與法律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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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務運作
台灣法律扶助的案件類型，如圖 3-5 所示，可以分為一般案件與專案案件，一
般案件係指申請人至法律扶助基金會申請律師協助相關事項，包含「訴訟代理及
辯護」、「調解或和解」、「法律文書撰擬」等法律扶助工作。至於，專案案件的部
分，則包括「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事件法律扶助專案」
（簡稱消債案件）
、
「檢警第
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到場專案」（簡稱檢警案件）、「擴大法律諮詢專案」（簡稱擴大
法諮案件）、
「勞工訴訟立即扶助專案」（簡稱勞工專案案件）。101

總案件量

一般案件

擴大法
諮案件

專案案件

檢警案
件

消債案
件

勞工專
案案件

圖 3-5 法律扶助案件類型
資料來源：鄭文傑等編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2011 周年報告書》
（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
助基金會，2012 年）
，頁 20。

101

鄭文傑等編著，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2011 周年報告書》
（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2012 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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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案件的部分，
「擴大法諮案件」係指在法律扶助基金會現場以法律諮詢結
案的案件，包括面對面的現場諮詢、電話諮詢、視訊諮詢等方式；
「檢警案件」係
指涉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遭警局、調查局等司法單位傳喚、拘提或通知就
該案第一次偵訊的案件，或顯有心智障礙的當事人，臨時遭要求接受訊問，法律
扶助基金會皆可派律師陪訊；
「消債案件」係指依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到法律扶
助基金會申請債務協商、更生或清算財產的案件；
「勞工專案案件」係指由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簡稱勞委會）委託辦理的案件。102
根據法律扶助基金會自 2004 年 7 月 1 日成立，到 2009 年 6 月 20 日為止的統
計資料，基金會成立五年以來，如表 3-5 所示，總申請的案件量達到 169,082 件，
而通過法律扶助基金會審核准予扶助的案件數共 72,312 件，用時間加以換算，平
均每天有 93 位民眾前來基金會尋求法律的協助，每天約有 40 件案件審核通過准予
扶助，每 36 分鐘就有一個個案受到基金會的協助。103足見台灣社會對於法律扶助
的需求是相當大的，而由政府出資，非政府組織經營管理的法律扶助模式，在台
灣各地都有服務據點，讓整體法律扶助的運作更有效率。

表 3-5 法律扶助申請案件總量(2004-2009 年)
總申請量

准予全部扶助

准予部分扶助

總案件量

總案件量

169,082

72,312

1,678

37,084

法律諮詢

法治教育

現場撤回

其他

總案件量

總案件量

總案件量

48,668

3,930

65

資料來源：林淑媛等編著，《與弱勢同在
年）
，頁 30。

102

103

駁回總案件量

5,345

邁向新里程》（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2009

鄭文傑等編著，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2011 周年報告書》
（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2012 年），頁 20-58。
林淑媛等編著，《與弱勢同在 邁向新里程》
（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2009 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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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6 所示，從 2004 年到 2009 年的統計，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扶助總案件數
為 73990 件，除以扶助總案件數加上駁回案件數（73990＋37084），可以算出法律
扶助的准予扶助比例為 66.61％。104可見，一般民眾申請法律扶助，且通過法律扶
助基金會審核達到扶助門檻並不困難，如此一來將使更多弱勢民眾可以得到幫助，
並且願意利用這樣的管道，來主張自己的權利。

表 3-6 准予扶助件數與比例(2004-2009 年)
准予全部及部分

駁回案件量

准予扶助比例

37,084

66.61%

扶助案件量
73,990
資料來源：林淑媛等編著，《與弱勢同在
年）
，頁 31。

邁向新里程》（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2009

從各地區的申請件數來看，大都會區的扶助案件量明顯高於其他地區，主因
還是大都會區的人口數眾多，例如台北、桃園、台中、台南及高雄等，可見人口
數量的多寡與案件量有很大關係，然而都會區以外的案件量較少，亦要注意是否
是資訊、教育的差異或地理位置偏遠，導致對於法律扶助的相關事項不夠清楚或
不便申請，仍需關心注意。105
法律扶助基金會針對上開問題，也發展出許多辦法，希望可以更接近民眾，
包括下鄉服務、律師駐點、社團或鄉鎮公所合作，發展成法律扶助網絡，讓更多
民眾得到幫助；此外，法律扶助基金會更呼應民眾的需求，全面擴大法律服務諮
詢，增加法律諮詢的時間，開發更多下鄉服務的地點，配合法治教育的宣導，增
加民眾對於法律知識的認識與信任，相關法律程序的了解，克服民眾對於不了解
法律所產生的恐懼感，達到濟弱扶傾的目標，從每年不斷提升的扶助案件量，可

104

105

林淑媛等編著，《與弱勢同在
31。
同註 104。

邁向新里程》
（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2009 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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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法律扶助基金會努力的成果。106
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扶助種類，包括訴訟代理與辯護、調解及和解、法律文件
的撰寫、法律諮詢等，如表 3-7 所示，從 2004 年到 2009 年的統計，訴訟代理與辯
護的比例高達 60%。107可見民眾最迫切需要的法律扶助，仍是律師代理出庭，為當
事人在法庭上進行攻防，維護自己的權益。

表 3-7 法律扶助案件種類件數與比例
法律扶助總案件量

122,658

(含法律諮詢)
件數

73,857

比例

60.21%

件數

34,675

比例

28.27%

件數

12,639

比例

10.30%

件數

1,447

比例

1.20%

件數

10

比例

0.02%

訴訟代理或辯護

法律諮詢

法律文件撰寫

調解或和解

未填寫

資料來源：林淑媛等編著，《與弱勢同在
年）
，頁 32。

106

107

林淑媛等編著，《與弱勢同在
32-33。
同註 106，頁 32。

邁向新里程》（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2009

邁向新里程》
（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2009 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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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法律扶助基金會的統計，普遍民眾申請法律扶助的案件，除了一般民事、
刑事案件外，最常發生且需扶助的案件，分別是婚姻、傷害、親子、交通事故及
勞工案件，凸顯婦女、兒童及勞工在法律扶助方面的需求，而法律扶助制度的制
度化，更可以幫助這些弱勢族群，提供他們的需求。108
此外，除了婦女、兒童及勞工，目前台灣的法律扶助制度，不分男女、宗教、
種族、階級與黨派，甚至外籍人士，任何人只要合法居住在台灣，符合法律扶助
的申請要件，都可以向法律扶助基金會申請法律扶助。由表 3-8 所示，不論受扶助
者之身分為身心障礙人士、原住民、外籍人士，在法律扶助案件中，都占有一定
程度的比例，因此目前的法律扶助制度與《法律扶助法》立法前的情況相互比較，
不論是在對象、扶助條件及補助範圍上，都比從前寬廣許多，更多弱勢族群可以
因此受惠。

表 3-8 身心障礙者、原住民、外籍人士之扶助案件量及占所有扶助案件之比例
身心障礙者之受扶助案件量

占法律扶助件數之比例

17,096

23.11%

原住民之受扶助案件量

占法律扶助件數之比例

6,914

9.34%

外籍人士之受扶助案件量

占法律扶助件數之比例

7,707

10.42%

資料來源：林淑媛等編著，《與弱勢同在
年）
，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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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媛等編著，《與弱勢同在
33。

邁向新里程》（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2009

邁向新里程》
（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2009 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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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法律扶助基金會積極拓展一般案件以外的新型業務，即所謂專案案件，
包括「檢警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到場」、「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法律扶助」、「勞工
訴訟立即扶助」、「人口販運被害人法律扶助」、「擴大法律諮詢」及「八八風災」
等專案。109這些專案案件的扶助，讓更多需要法律扶助的民眾，可以了解法律扶助
的管道，法律扶助基金會不再只是被動接收案件，透過更多的宣導，採取積極主
動的方式，深入民間社會。這些專案的拓展，同時配合整體社會發展的脈動，與
社會運轉發生的時事相互結合。
「勞工訴訟立即扶助」專案係因全球大環境不佳，部分企業透過裁員、無薪
假等手段，產生許多勞資糾紛，勞委會為了協助勞工解決與雇主間的勞資爭議，
法律問題及相關費用的賠償等，從 2009 年 3 月 2 日起透過行政委託的方式，委託
法律扶助基金會辦理勞工專案案件，包括終止勞動契約、資遣費的索償、退休金
爭議、職業災害賠償或勞工保險相關糾紛等問題，勞工都可以透過法律扶助基金
會尋求解決。110
透過勞委會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兩會合作，資源共享的合作模式，期望可以建
立一個屬於弱勢勞工族群的保護機制，從開辦到現在(計算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
共有 9,415 件勞工法律扶助申請案，其中 8,021 件為准予扶助案件，由法律扶助金
金會派任律師協助勞工朋友訴訟代理及辯護等扶助工作，目前已結案的件數是
3,755 件，有超過八成以上的結果對勞工有利，粗步估計為勞工族群追回 7 億 3,925
萬元的勞工權益。111
「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法律扶助」係因台灣在 2005 年間金融業獲利減少，銀
行轉而大力行銷信用卡、現金卡之業務，銀行浮濫發卡，民眾理財觀念不佳，許
多民眾因為高利率無法如期還款，成為卡債族，銀行透過債權讓與或委外催收，
109

110
111

鄭文傑等編著，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2011 周年報告書》
（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2012 年），頁 44。
同註 109。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立院第八屆第 1 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 12 次全體委員會議專案
報告〉
，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網站》
，2012 年 5 月 14 日，＜http://www.laf.org.tw/tw/a3_2_1_1.php
?pjtype1idno=4&idno=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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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催收等問題頻傳，許多債務人因為經濟問題無法負荷而自殺，並衍生出家庭
問題，債務人甚至透過竊盜、強盜等手段，欲藉此清償債務，導致刑事案件不斷
發生，社會問題日益嚴重。因此，法律扶助基金會與其他非政府組織團體在 2007
年共同推動「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立法成功，且在 2008 年開辦消費者債務清理
條例法律扶助專案，設置專線電話、各地成立卡債諮詢中心，針對債務人辦理宣
導說明會等作為，還成立消債案件法律扶助專案小組，截至 2012 年 4 月止，總申
請案件量為 47,974 件。112
「檢警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到場」專案係因大部分的犯罪嫌疑人於受到拘提
或逮捕後，對於法律程序不清楚及不瞭解所涉刑罰，以及單獨面對偵訊人員心理
產生的畏懼感，而作出非真實、非任意性之陳述或決定，這個專案的運作可確保
偵查機關之偵查過程的合法性，減少供述或任意自白的爭議，提昇偵查、審判效
率及正確性，對於人民在憲法上的訴訟權與平等權更是一大保障。113原本就屬於犯
罪嫌疑人的權利，因為非政府組織的推動，讓該權利在實務上可以更加具體落實，
而不是只有淪為口號。
為了落實保障人權，法律扶助基金會從 2007 年 9 月 17 日起試辦「檢警第一次
偵訊律師陪同到場」專案，目前所有分會律師陪訊服務時間均為 24 小時全年無休，
僅花蓮、台東提供平日日間服務。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已有 2,062 人次之民
眾由扶助律師陪同接受訊問。114此舉對於台灣在犯罪嫌疑人的保護上，又向前邁進
一步，讓司法正義的公平性與合法性，更加穩固。
「人口販運被害人法律扶助」專案的部分，根據美國的評鑑報告，台灣對於
人口販運被害人之保護制度，目前與南韓並列為亞洲地區的模範國家。從 2008 年

112
113

114

吳景芳，〈台灣的法律扶助制度〉，
《軍法專刊》，第 58 卷第 3 期，2012 年 6 月，頁 206。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
「檢警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到場」24 小時服務記者會〉
，
《財團法人
法律扶助基金會網站》
，2007 年 10 月 17 日，＜http://www.laf.org.tw/tw/a3_2_1_1. php?pjtypelidno=6&i
dno=32＞。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立院第八屆第 1 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 12 次全體委員會議專案
報告〉
，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網站》
，2012 年 5 月 14 日，＜http://www.laf.org.tw/tw/a3_2_1.php?p
jtype1idno=6&idno=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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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法律扶助基金會已經協助 1,149 件人口販運被害人，進行
相關法律的協助事宜，目前除了加強服務人口販運被害人，並加強訓練扶助律師
及通譯的人才培訓，希望可以建立最具專業的人口販運被害人扶助團隊。
「八八風災」專案則起因於 2009 年 8 月 8 日的莫拉克颱風襲台，在中南部及
東南部等地區降下超大豪雨，造成水災、土石流等災害，其中又以高雄市甲仙區
（小林村）、那瑪夏區、六龜區（新開部落）、屏東縣林邊鄉、佳冬鄉、台東縣卑
南鄉、太麻里鄉等地受災最嚴重，是台灣歷史上傷亡最慘重的襲台颱風。災區民
眾面對家破人亡，繼承、債務、土地、國家賠償等法律問題，迫切需要法律扶助，
法律扶助基金會遂成立風災專案，擴大對災區民眾的法律扶助。115
台灣在法律扶助的運作，目前除了主要的非政府組織「法律扶助基金會」負
責法律扶助制度的管理與實施外，尚有許多大大小小的非政府組織，如財團法人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簡稱司改會）
、台灣人權促進會（簡稱台權會）等。為了司
法正義、法律扶助及維護人權等相關的社會議題，持續為社會弱勢來發聲，讓人
權的維護可以具體落實。
司改會的前身是司法改革委員會，亦是法律扶助制度成立前，強力推動法律
扶助的非政府組織之一。民間司法會關注的專案工作項目繁多，主要是有關人民
司法人權，司法正義的伸張，監督司法機關的運作，例如歷時 23 年的《法官法》
於 2011 年 6 月 14 日順利通過；追緝惡檢，推動檢察官評鑑制度，找出個案中違
法或不當偵查的檢察官；檔案追蹤，由義務律師組成案件追蹤小組，針對陳情案
件進行審查，並以冤案、檢警不當侵害人民的案件及三審定讞的案件為優先對象；
法官評鑑制度的推動；人民參審制度的推行；招募民眾及學生進行法庭觀察，建
立法庭觀察資料庫；
《刑事訴訟法》
、
《刑事補償法》的修法等許多司法改革的社會
運動，都有司改會進行參與推動的身影。116
115

116

鄭文傑等編著，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2011 周年報告書》
（台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2012 年），頁 56。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專案工作〉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網站》
，2011 年 6
月 15 日，＜http://www.jrf.org.tw/newjrf/Layer2/aboutjrf_2.asp＞。
64

再者，司改會在許多社會的個案裡，都曾參與其中，比較受矚目的個案，例
如江國慶案。在 1996 年 9 月，台北市大安區空軍作戰司令部營區發生一起謝姓女
童遭性侵殺害的命案，時年 20 歲的上兵江國慶在一個月內即被認定涉案，並以軍
法起訴，在 1997 年 8 月執行槍決。直到 2011 年 1 月 28 日，台北地檢署傳喚涉案
人許榮洲到案說明，社會輿論認為真兇浮現，大家才開始思考江國慶可能遭誤殺。
實際上在 2010 年 5 月 12 日，監察院已經對國防部提出糾正案，要求本案提起非常
上訴與再審，並查處及嚴懲相關失職人員；刑案偵查部分，由法務部轉最高法院
檢察署檢察總長與內政部警政署繼續偵辦。然而，國防部最高軍事法院檢察署竟
未著手研究，反而駁回江國慶家屬提起非常上訴的聲請。民間司改會遂協助江家
籌組義務律師團向軍事法院遞狀，代理江母向軍事法院聲請再審，希望透過再審，
撤銷江國慶的死刑判決，後續冤獄賠償及對違法失職人員的究責才有法律上的基
礎。至於國家賠償依法應由國防部主動進行，律師團認為國防部應立刻賠償，不
應拖延。117
司改會在社會矚目的個案中，不斷透過扶助律師與組織力量，維護刑事被告
的人權，提供必要的法律扶助，並訴諸輿論，希望政府重視人權的維護。包括在
蘇建和案、徐自強案、邱和順案、江國慶案等案件，司改會都極力主張被告的權
利，不該被漠視，法院在證據能力的認定，證據力的強弱，應該審慎判斷評估。
無罪推定原則之下，沒有相當的證據，就不能將被告予以論罪。司改會對於個案
的關注，期待台灣司法能將司法正義賦予人民，真正落實憲法上的訴訟權與平等
權。
台灣人權促進會在法律扶助制度的推動中，曾是扮演重要角色的非政府組織
之一。目前積極進行的工作重點，包括調查侵害人權事件，提供協助並提供救濟，
例如社會矚目的蘇建和三人案、邱和順案等重大司法冤案，提供訴訟協助，舉辦
巡迴演講，提供法庭觀察；政府長期以來對於樂生院漢生病患的錯誤政策，提供
117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個案追擊〉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網站》
，2011 年 6
月 10 日，＜http://www.jrf.org.tw/newjrf/Layer2/aboutjrf_4.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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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資源與訴訟救濟。定期追蹤國際人權組織的資訊，監控國家可能違反人權的
法令，隨時予以救援制止。推動人權教育，培養人權工作者。參與國際人權組織，
交換相互的經驗。118
台權會關注的個案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蘇建和三人案」119。在台灣高等法
院刑事庭周政達、趙文卿、許永煌三位法官就 100 年矚再更三字第 1 號判決宣判下，
認定被告三人無罪，同時援引《妥速審判法》第 8 條規定，宣告本案不得上訴最
高法院。纏訟 21 年的蘇建和三人案終於無罪定讞，也是司法史上第一次透過再審
程序無罪定讞的案件，打破司法零誤判的記錄。
蘇案的平反，同時見證台灣司法的進步。由於台權會等非政府組織團體，透
過法律扶助、訴諸輿論等各種方法，不斷奔走努力下，期望司法正義與人權，能
夠站在一個穩固的基準點上，真正落實在每個人身上。在非政府組織的努力與監
督下，使整體的司法制度能夠不斷活化革新，優點能夠繼續保持，缺點能夠不斷
改進。台灣的法律扶助與司法改革，透過非政府組織的推動與運作，配合政府的
政策執行，讓司法人權得以伸張，《憲法》上的訴訟權與平等權可以真正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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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權促進會，
〈工作重點〉
，
《台灣人權促進會網站》
，2012 年 2 月 3 日，＜http://www.tahr.org.tw
/node/83＞。
民國 80 年 3 月 24 日台北縣汐止市發生吳氏夫婦命案，負責偵辦的汐止分局表示「現場有打鬥
痕跡，研判兇手一人以上。…警方專案小組已在現場採集到數枚可疑指紋，正送往刑事警察局
鑑定中。」
（中國時報，3 月 25 日）經過五個月的指紋比對，八月十四日警方逮捕現役軍人王
文孝，專案小組並以「警方在現場採到的四種不同的指紋，其中一組指紋正是王的指紋」
，強調
正在追緝共犯。二天後，汐止分局攻破王文孝心防，尋線逮捕殺人共犯三人、把風共犯一人，
宣佈全案偵破。十月檢察官即以四人行兇的犯案情節，起訴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但起訴
書中除了被告的自白，沒有附上任何證據，包括據以破案的指紋鑑定也消失無踪。
蘇建和等三人於 1995 年 2 月 4 日死刑定讞，由於本案之審理與判決，無論在採證、事實認定或
用法方面都出現嚴重瑕疵，使得當時檢察總長陳涵前後共提起三次非常上訴列舉 24 項重大疑
點，皆遭最高法院駁回。至此，法律之路已走到盡頭，民間遂發起大規模救援行動，推動司法
全面改革。回應社會要求重審蘇案的呼聲，2000 年 5 月 18 日高等法院裁定開始再審，12 年來
歷經【再審無罪→發回更審→再更一審死刑→發回更審→再更二審無罪→發回更審】蘇案再審
漫長艱辛。2010 年 5 月 19 日妥速審判法公佈，規定發回更審三次無罪者，檢方不得上訴最高
法院。目前蘇案已經獲判二次無罪，再更三審如果再獲無罪判決，則全案定讞。資料來源：台
灣人權促進會，
〈蘇案 21 年簡介暨大事紀〉
，
《台灣人權促進會網站》
，＜http://www.tahr.org.tw/node/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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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台灣的法律扶助制度發展，從理念形成背景到《法律扶助法》立法後，法律
扶助基金會的發展，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互動，都可以看見社會影響國家的基本
架構。台灣的發展歷史上，早期著重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穩定後，人民才逐漸重
視政治上的大小事，憲法上的基本權利義務，包括司法人權的重要性。公民社會
的形成，告訴政府必須傾聽人民的聲音，透過民間力量的推動，形成一個由政府
出資，民間經營管理的非政府組織《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並完成《法律扶
助法》的立法。
台灣的法律扶助在制度化後，在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模式下，社會發展
的不同，社會時事的脈動，同時深深影響法律扶助基金會在法律扶助的相關作法。
尤其在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專案案件上，可以明顯看出，包括「檢警第一次偵訊律
師陪同到場」、「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法律扶助」、「勞工訴訟立即扶助」、「人口販
運被害人法律扶助」、「擴大法律諮詢」及「八八風災」等專案，都是因為社會影
響國家，因應而生的不同處理方式。而台灣目前除了法律扶助基金會外，尚有民
間司法會、台灣人權促進會等非政府組織團體，持續主張司法正義、法律扶助及
人權維護等社會議題，為社會弱勢來發聲。
《法律扶助法》立法完成後的法律扶助制度，解決了立法前多元未統一的法
律扶助制度；在法律扶助對象上，不分任何國籍，只要合法居住在台灣，都能受
到法律扶助的保護；無資力的認定標準，更加放寬，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街能
申請法律扶助。再者，對於婦女、兒童、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等相關弱勢的族群，
都能有更好的保護，維護其在憲法上的訴訟權與平等權。

67

第四章 中國大陸之法律扶助制度
第一節 前言
中國大陸的法律扶助制度，從 1994 年發展至今，尚未制度化以前，類似台灣
的狀況，許多法律中都有法律扶助的規定，惟多元未統一，而制度化後，國家設
立專責機關「法律援助署」
，並有《法律援助條例》的立法，民間方面更成立了「中
國法律援助基金會」來勸募法律扶助的經費。
本章的論述，筆者將透過國家與社會關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關係以及法
律扶助之法理基礎等理論，去分析中國大陸的法律扶助制度。從理念形成背景與
內涵，瞭解中國大陸法律扶助制度下的國家社會互動關係，其背景因素如何去影
響法律扶助制度的作法。此外，從組織體系去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互動，彼此
如何運作，其合作模式與台灣有何差異。而在背景因素、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影
響下，中國大陸法律扶助的規範及內涵如何呈現。如此的法律扶助內涵及特色，
對於現行實務運作產生何種影響，透過實務運作的介紹，可以進行現狀的分析，
亦可瞭解台灣與大陸在這個制度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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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理念形成之背景與內涵

中共在 1949 年建國後，極力將中國大陸透過各種手段的改造，要把中國大陸
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企圖解決原先社會中的私有化及個人化，往公有化與集
體所有制的目標邁進，然而國家在前進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道路，並非一路順遂，
途中仍然歷經許多的路線爭議，權力鬥爭。1956 到 1966 年之間，文化大革命的十
年浩劫，是整個中國大陸以政治、階級鬥爭為主的社會發展，最劇烈的時段，以
政治鬥爭為主軸的時代裡，民生經濟和國家建設，嚴重落後世界各國，歷經十年
浩劫後，1950 到 1980 年代在中國大陸是政治優先的時期，而 1980 年以後就是中國
大陸在社會發展上，以經濟為優先的年代。120
中國大陸在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決定採取「對內改革，對外
開放」的政策，爾後農村的改革，城市的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建立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的體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放沿海城市，建構經濟特區，優惠政策，
透過吸引外資、國際貿易、人才交流等手段，促進中國大陸經濟的蓬勃發展。然
而，在亮麗的經濟發展成績背後，也產生許多的社會問題，包括失業、民工潮、
勞工抗爭、官員貪污腐敗、治安敗壞、市場不公平競爭、貧富不均、城鄉發展差
距過大、階級對立等問題，都無法有效解決與改善。121這些社會問題的背後，也隱
含許多法律問題與糾紛，人民對於公平公正的中國社會，是有所期待的，司法人
權與正義，訴訟權與平等權，在沒有法律扶助的制度下，是難以主張的。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產生許多中產階級，代表經濟水平的一個提升，理論
上公民社會應該會伴隨產生，惟各區域發展懸殊，經濟發展比較好的區域，例如
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中產階級與公民社會的發展較為成功，其他經濟發展
比較落後的區域，中產階級發展有限，社會結構的多數難以形成。因此，中國大
陸的公民社會仍在萌芽期，如果要像西方國家或台灣的公民社會一樣，對一黨專
120

劉阿榮，〈兩岸社會發展的比較—政治優先與經濟優先的轉變〉，國立國父紀念館主編，《
「孫中
山與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國父紀念館，2005 年）
，頁 235-251。
121
高長，
〈導論：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回顧〉
，高長等主編，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評價與反思》
（台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2008 年）
，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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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政府提出政治上或人民權益的訴求，恐怕仍有窒礙難行之處。122可見中國大陸
政府當局對於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基本上仍是採取控制與監督的手段，任何議題
的主張，仍需經政府當局的過濾。
隨著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迅速，在法律扶助制度有系統的制度
化前，原來相關法規範中有關法律扶助的規定，已經無法符合人民需求，包括應
該加強適應法制建設，人民的相關權利及需要。123因此建立有系統且制度化的法律
扶助制度，是中國大陸社會所迫切需要的。
中國大陸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世界民主政治的影響下，大量有關人
民各種權利的法規範頒布實施，社會上的各種糾紛也不斷增加，人民許多權利的
爭取都需要透過法律途徑來解決，惟當人民有訴訟需求，部分人民卻因經濟關係
無法聘請律師提供幫助時，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國家的一切權利都隸屬人民，
國家應該有責任對於經濟困難的民眾提供法律扶助，解決這種社會存在的不平等
現象。124
如前所述，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雖然尚在萌芽階段，惟在 1989 年的六四事
件後，反而是公民社會的另一開端，政府當局雖然想要強化極權體制，收緊對社
會的控制，但由於極權社會的固有矛盾，即國家合法性的問題，反倒適得其反。125
中國大陸法律扶助制度的產生，公民社會的推動力量不如台灣強烈，主要仍是國
家為了社會控制的需要，對於國內貧富不均、司法人權不平等的情況，必須安撫
社會不滿的情緒。再者，中國大陸的經濟雖然迅速成長，惟對於人權的維護仍是
國際所撻伐，甚至受到抵制，中國大陸政府不得不發展法律扶助制度來符合國際
社會的期待，提升國際間對於中國大陸司法人權的評價。126目前中國大陸在法律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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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長，
〈導論：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回顧〉
，高長等主編，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評價與反思》
（台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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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耕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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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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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法律援助網》
，<http://www.chinalegalaid.gov.cn/China_legalaid/content/2010-08/31/content_226650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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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台北：桂冠，1992 年）
，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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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劍峰，〈中共法律援助制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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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卷第 5 期，2006 年 5 月，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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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單位中，從上到下，甚至非政府組織，大部分都是由國家主導而產生。
中國大陸在維持經濟持續成長的永續過程，建立一個發展健全的社會機制是
必須的，因此司法公正更是不可或缺的保障，一個能公正公平的法律秩序環境，
才是市場機制所需要的；沒有司法公正的社會環境，各種不公不義的現象就會產
生，違法亂紀的行為無法嚇阻，市場經濟要求的誠實信用，平等原則就難以實行。
127

因此，司法公正是實施市場經濟的中國大陸所需要的，如果貪污腐敗連司法都淪

現，司法機關成為有錢人的打手，對於中國大陸的發展將是一大阻礙，國家對於
社會的控制，亦將更難施行。
實現司法公正，就是要保障訴訟當事人依法應該享有的權利，司法公正是社
會公正最基本的保障，也是司法機關認定法律事實，正確的認定事實，適用法律，
所應該要有的作為；特別在司法案件訴訟進行中，嫌疑人往往因為法律知識的缺
乏，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無法有效捍衛自己在法律上應有的權利，當需要透過律
師的扶助給予協助時，如果因為經濟困頓無法聘請律師擔任辯護人，其司法權利
更是無法主張。無法聘請律師，對於當事人或許只是損失自身的司法權益，然而
對於國家而言，損害的是國家司法公正的形象，因此建立法律扶助制度，可以彌
補這樣的缺憾，確保訴訟當事人的司法人權，維持國家司法公正的形象。128
中國大陸將法律援助制度化的另一項原因，就是律師體制的改革。1993 年 6
月中國大陸司法部經國務院的批准，對律師體制進行了一次重大改革，主要內容
是不在使用傳統以生產資料所有制和行政管理的模式，來判斷律師與律師事務所
的性質，在不靠國家編制與國家財力的前提下，決定從每年一次的律師資格考試
中，改善律師的知識養成，提高律師的素質，以滿足社會主義經濟市場對於律師
服務越來越多的需求；此外，透過自我管理的內控機制，將律師的個人收入與服
務案件的質與量相結合，開拓律師的服務領域，提高服務的素質。律師體制改革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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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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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耕主編，
《中國法律援助制度誕生的前前後後（一）》
（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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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法律援助網》
，<http://www.chinalegalaid.gov.cn/China_legalaid/content/2010-08/31/content_2266501.
htm?node=24953>。
71

的成功，隨著市場經濟成長發揮重要的作用，惟貧富不均的社會問題，卻出現許
多因為經濟困難而無法有效主張自己司法權益的人民，因此在 1993 年底到 1994 年
初，司法部決定一併解決這個貧民請不起律師的司法人權問題，律師制度的改革
亦成為法律扶助制度成立的契機。129
從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 1994 年這段期間，可以說是中國大陸法律
扶助的孕育期，法律扶助的相關規定，已經有在部分法規中出現，例如 1954 年頒
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
《人民法院組織法》中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
被告人不但可以自行辯護，還可以委託律師辯護，必要時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辯
護人辯護。130由上開論述可知，此時的中國大陸已經有法律扶助的雛型，惟皆分散
於各式各樣的法規中，且規定尚未詳細，情況和台灣早期類似，屬於多元而未統
一的階段。
中國大陸法律扶助制度的開端，大約在 1993 年底至 1994 年初，律師制度產生
變革的同時，司法部開始在中國大陸一些經濟較好，法律服務評價較高的城市展
開試點，例如北京、廣州、武漢等城市，探尋法律扶助工作的最佳模式，因為還
在試驗階段，中國大陸各地對於法律扶助的認知及做法都不相同，各地形成不同
的法律扶助模式，其中廣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最具代表性，是第一個經政府核可成
立的法律扶助專門機關，成立約 100 天就處理了民刑事案件約 75 件，成效十分不
錯，也帶起中國大陸其他城市興辦或學習仿效的動作。131
中國大陸的全國人大會議在 1996 年 3 月通過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
法》
，其中第 34 條揭示了刑事法律扶助的概念，「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
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
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
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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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 年）
，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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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頁 45。
馬栩生，《當代中國法律援助：制度與理論的深層分析》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頁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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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
護。」132
再者，1996 年 5 月全國人大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
，這是律師的
法律扶助義務首次納入法律中，例如第 41 條規定，公民在贍養、工傷、刑事訴訟、
請求國家賠償和請求依法發給撫卹金等方面需要獲得律師幫助，但是無力支付律
師費用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獲得法律援助；第 42 條規定，律師必須按國家規定
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盡職盡責，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務。133爾後，全國各地亦開始
展開地方性法規的制定，例如《廣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福建省法律援助條例》
等。134上開規定，都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在法律扶助方面，從這個時期開始往立法化
的方向前進。
中國大陸在 1997 年 5 月 26 日成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135，開始在中央有
法律扶助機關。另外，於 1997 年經國務院批准，民政部設立登記的「中國法律援
助基金會」，它是目前中國大陸唯一全力發展法律扶助制度的全國性公募基金會，
主要功能是要勸募法律扶助基金，為有需要法律服務的民眾提供法律扶助的資金，
促進公平正義，司法人權的非政府組織。136
從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成立後，各種各式的辦法、規則，明確規定中國法律
援助基金會與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法律援助基金會的關係，工作與職責明確範
圍分工，基金會進入規範管理，各地方的法律援助機構紛紛成立，中央到地方共
分成四個層級，國家法律援助中心、省級法律援助中心、地方級與縣區級法律援
助中心，國務院並於 2003 年通過《法律援助條例》
，該條例將中央與地方的法律援
助工作、職責等相關事項，更加明文規定與劃分，讓整體中國大陸的法律扶助制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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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legalaid.gov.cn/China_legalaid/content/2010-08/30/content_2265757.
htm?node=24953＞。
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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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更上軌道，人民的權益亦更有保障。137
中國大陸目前的政治體制是中共以黨領政，對行政機關的掌控與領導，都存
在一定優勢，不管是體制內透過行政機關的間接領導，還是直接行使人事任命權，
對重大問題作出決策的直接領導，國家機關在解決重大問題時，主要還是須遵照
中共的指示。138因此，不論是制度的產生，甚至非政府組織的成立與否，只要有可
能影響到國家與黨的領導穩固，政府當局勢必加以管控。
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建構，自 1949 年以來，和西方國家比較，中國大
陸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確實存在有中國特色的獨特性，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歷
史環境、文化差異、儒家文化等，都影響了國家與社會關係，在 1949 年以後，一
139

黨專政與意識型態成為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發展的主要特點。 因此，中國大陸法
律扶助制度的產生，主要仍以國家推動為主，社會影響國家受限於政治體制的因
素，影響有限。
從中國大陸的法律扶助制度發展軌跡來看，一方面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成長，
貧富不均、城鄉發展差距拉大等許多社會問題產生，法律糾紛越來越多；另一方
面，國家為了增加人民對國家的信任與服從，亦必須跟隨世界的潮流趨勢，著重
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對法律的平等權與人民的訴訟權產生重視。政府當局面臨
社會控制的需求，國際間對司法人權的看待，其採取國家主導控制的方式，打造
法律扶助制度，由黨來領政作為決策核心，政府則遵從黨的指示去執行政策，總
結來說，在法律扶助制度的發展上，主要還是國家影響社會的性質居多，公民社
會的聲音，民間非政府組織的運作，原則上還是不能違背黨的意志，整體法律扶
助的運作，仍以國家政府為主體，國家與社會合作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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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宜生，《法律扶助制度之研究-以英國法律扶助制度為本》（台北:元照，2007 年）
，頁 43-44。
邵宗海、蘇厚宇，《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共決策機制：中共中央工作領導小組》
，（台北：韋伯文
化，2007 年）
，頁 29。
139
林德昌，《廣東省與四川省的國有企業改革：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詮釋》
（台北：成文，2009
年），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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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運作

中國大陸從 1978 年改革開放推動後，因為黨企、政企分開的緣故，在經濟與
社會服務等層面，政府開始需要民間團體的幫助，政府當局相信藉著非政府組織
的發展與提供的服務，可以協助中共強化領導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可以為社會與
政治帶來穩定；惟另一方面，中共對於非政府組織發展所存在的風險，仍持有相
當顧慮，例如：六四天安門事件、法輪功運動、宗教、勞工抗議等集會遊行抗議
活動，因為都和民間團體組織有相當牽連性，所以中國大陸政府當局在 1989 年和
1998 年，先後頒布「社會團體登記管理條例」，嘗試透過民間組織的登記與註冊，
加強對這些組織的控管，此舉顯示中國大陸對於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係採取既合
作又控制的模式。140
目前中國大陸在非政府組織的分類，大致分為五類：第一類為社會團體，從
事社會文化活動的會員組織，例如各種學會、協會、聯合會、促進會等；第二類
為經濟團體，從事經濟活動的會員組織，例如工會、商會、行業協會等；第三類
為基金會，從事社會公益、援助活動及資金勸募的非會員組織，例如基金會、聯
合勸募組織等；第四類是公共服務類型的機關，例如民間的各種圖書館、美術館、
醫院、學校等；第五類為從事公益活動，但未依法登記註冊的民間社會團體，前
三類屬於中國大陸法規體系中的「社團法人」。141
非政府組織的管理方面，中國大陸採取「雙重管理」，即登記管理機關與業
務主管機關，一同負責監督，故非政府組織的成立在取得民政局審核登記前，尚
須找到一個政府機關為組織背書，此機關亦將承擔所有監督責任。而非政府組織
的資金來源，目前超過 50%仍須仰賴政府的資金補貼，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互動
日益密切，從政府取得資源的同時，亦能有影響政府決策的管道，惟礙於政治因
素，政府對於非政府組織仍採取控制與管理，自發性非政府組織的影響仍十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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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昌、王重陽，〈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的建構與發展：國際與國家層面的分析〉
，《非政府
組織學刊》
，第 2 期，2007 年 3 月，頁 14。
王振軒，《非政府組織的議題、發展與能力結構》
（台北：鼎茂，2006 年）
，頁 31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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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僅有半官方性質的 GONGO，才有比較大的影響力。142此外，除「雙重管理」
外，中國大陸所有非政府組織皆須有掛靠單位同意，才可成立運作，非政府組織
可掛靠於政府機關或人民團體，掛靠單位則以業務主管機關角色來監督。143
中國大陸目前在法律扶助制度的運作上，政府與第三部門之間的關係，比較
傾向政府主導的類型，資金來源主要來自於政府的提供與民間的募款捐獻，法律
服務則是政府為主，民間為輔。而第三部門的法律援助基金會主要功能是負責法
律援助資金的募集與法律援助制度的宣導，性質上傾向於 GONGO，中國大陸官方
甚至將其歸類為中央級的法律扶助機構。雖然與台灣的法律扶助制度比較，主要
的非政府組織性質上同屬 GONGO，然而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背景、責任分工、資
金來源、運作方式及社會控制等方面都有顯著的不同，亦造成兩岸在法律扶助制
度發展的差異性。
目前中國大陸在法律扶助制度的運作上，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上，比較
傾向前揭表 2-1 論述的政府主導模式，在經費提供上，主要由政府撥款與非政府組
織等民間團體募款捐獻；在法律服務的提供上，主要由政府專責單位負責，民間
組織居於輔助的地位。中國大陸法律扶助最主要的非政府組織「中國法律援助基
金會」
，主要功能是法律扶助資金的募集與管理。而政府機關方面，則負責法律扶
助的所有相關業務，中央與地方都分別設有法律扶助的專責單位來服務民眾。
中國大陸在法律扶助制度的機關配置上，如圖 4-1 所示，目前分為兩個部分，
分別是政府設立與民間社會組織設立的法律扶助單位。目前整體運作係以政府設
立的機關為主體，從中央到地方有四級的架構建置，分別是中央、省、市、縣來
運作，中央的法律扶助機關由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所組成，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是中央法律扶助業務的行政單位，法律援助基金會則負責法
律扶助資金的募集與管理，而再往下延伸，省、自治區與直轄市設立法律援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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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軒，《非政府組織的議題、發展與能力結構》
（台北：鼎茂，2006 年）
，頁 318-323。
陳錦棠，〈兩岸三地第三部門之比較〉
，蕭新煌等主編，
《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高雄：巨
流，2011 年)，頁 44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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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該層級的法律援助單位須接受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揮監督，並負責管理
其管轄內的法律扶助工作，市級和縣級的法律援助單位，則負責最基層的法律扶
助工作，接受上級機關的指揮監督。144
至於民間社會組織的部分，依《法律援助條例》第 8 條規定，國家支持和鼓
勵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協
助。主要指司法行政系統的法律扶助機關外，民間社會團體及高等院校等法律扶
助組織，由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等社會團
體皆屬於準政府機構，自有一套從上到下的機制，不論是在組織、號召動員、資
金等，都有不小的影響力，也由於《法律援助條例》第 8 條並無規定設立程序須
經政府監督的要件，因此在全國各地的設立程序上都有各式不同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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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紅衛，《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頁 257-258。
廖劍峰，〈中共法律援助制度初探〉
，《展望與探索》
，第 4 卷第 5 期，2006 年 5 月，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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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中國大陸法律扶助機關配置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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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總工會、婦女聯合會、殘疾人聯合會等民間單位所成立的法律扶助組織，
這些團體組織都擁有非常豐富的資源及舉辦活動的經驗，有十分強大的宣傳擴張
能力，能具有號召力的大規模舉辦法律扶助活動，促進法律扶助制度的成長，這
些社團組織雖然不是政府所成立，但是卻一直配合政府的各項推廣及援助活動，
可以說已經是中國大陸法律扶助制度的重要環節；而高等院校組成的法律援助單
位，大約是在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出現，許多大學的法律科系學生，組織許多法律
服務性質的社團，例如學生法律服務中心、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等組織，提供免費
的法律諮詢與法律宣導等服務，且絕大多數都是學生自發性的組織，學校教師大
部份只是居於指導學生的位置。146中國大陸在 13 億人口數，幅員遼闊的情況下，
法律扶助制度在非政府組織及高等院校的推廣下，確實有一定的成效與必要性，
且在法律扶助制度的發展與運作，已經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是中國大陸法律扶助工作的專責機關，主要負責中
國大陸法律扶助工作的管理、協調與指導等工作，須針對下屬機關作業務指導，
全國性法律扶助規章制度的擬定，中長程發展計劃與工作方案的規劃，協調相關
法律事宜；有關地方與社會法律援助機構的設置，組織與培訓相關的法律工作服
務團隊；對於整體的法律扶助制度進行調查研究，相關的理論探討，匯集法律扶
助相關業務與部門的經驗，提出法律扶助與社會保障制度，如何與國家法制建設
配合發展的相關意見，作為全國法律扶助發展的參考；加強法律扶助制度的宣導，
與大眾傳播媒體相互配合，讓中央極力推廣的法律扶助工作，可以順利下達到地
方，讓中央與地方、人民與政府可以相互連結，方便法律扶助制度的拓展；與國
外的法律扶助團體進行交流，敦促中國大陸與國際各國在法律扶助工作的合作；
辦理相關法律扶助的事項。
「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是為了維護人民在法律上的基本權，專門為經濟貧
乏或因其他特殊原因的公民提供法律扶助，落實司法正義，保障社會安全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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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紅衛，《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頁 25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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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申請成立，經過中國人民銀行核准，民政部登記註冊及國務院批准的獨立社
會團體法人。主要宗旨是保障人民擁有公正平等的司法保護，維護人民在法律上
的權利，而在功能上主要係法律扶助基金的募集、使用與管理，協助宣傳中國大
陸的法律扶助制度，促進國家社會的和諧公正，為整體國家的法律扶助提供物質
上的幫助等作為。147法律援助基金會名義上雖然屬於獨立的社團法人團體，獨立運
作且功能明確，惟在性質上仍傾向 GONGO，除了創設初期的政府資金投入，法律
扶助制度開始運作後，與政府關係緊密連結，與政府合作推動法律扶助制度，並
參與其中的資金調度運用管理，相關的運作仍需配合政府，獨立性與自主性的展
現，受限於政府的政策與管控。
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的創設基金為人民幣 2000 萬元，資金來源主要是政府的
財政支持資金、募捐收入、自然人、法人等社會組織的捐贈、基金會投資收益、
其他合法收入等。148法律援助基金會有獨立的核算機制，實施民主管理，所有經費
只可以用在與法律扶助相關的活動，不能作為其他使用，此外基金會更設立專職
的財務人員，建立獨立的會計、稽核與監督機制，整體的資金收支，物資的運用
及運作狀況，皆受到中國人民銀行、民政部等相關主管機關的監督。149
有關中國大陸目前法律扶助機構的配置上，根據《法律援助條例》第 5 條規
定，直轄市、設區的市或者縣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根據需要確定本行政區域
的法律援助機構。中國大陸的法律扶助工作，積極進行管理層面的改革，加強法
律扶助組織的建設，在中央政府機關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要求下，目前省級法
律援助管理單位的建設上，有很大的進展，全中國大陸的省級法律扶助機構，皆
已納入司法行政機關，市級與縣級的法律援助管理機構建設則逐步建設中。150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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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耕主編，
《中國法律援助制度誕生的前前後後（九）》
（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8 年）
，
《中
國法律援助網》
，＜http://www.chinalegalaid.gov.cn/China_legalaid/content/2010-08/30/content_2265757.
htm?node=24953＞。
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章程〉
，《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網站》，2011 年 12
月 19 日，＜http://www.claf.com.cn/jgjg/jjhzc/index.shtml＞。
同註 148。
杜娟，
〈2009 年全國法律援助工作概況〉
，
《中國法律援助網》
，2010 年 8 月 26 日，＜http://www.chinal
egalaid.gov.cn/China_legalaid/content/2010-08/26/content_2260721.htm?node=2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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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級的地方法律扶助機構目前已達到 92%，縣級的法律扶助機構則達到 77%，全
中國大陸的法律扶助專業人員超過 8000 人以上。151從上開的數據，足見中國大陸
的法律扶助工作與建設，仍然不斷在前進中，如圖 4-2 所示，全中國大陸的每一省
份都有法律扶助的專責機關，這些專責單位則聽命於中央的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
然後由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來提供法律扶助經費，透過如此的分工，才能將中國
大陸的法律扶助制度加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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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法律援助中心
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
天津市法律援助中心
山西省法律援助中心

法律援助中心
寧夏自治區
法援處

山東省法律援助中心
河南省法律援助中心
江蘇省法律援助中心

安徽省法律援助中心

西藏自治區
法律援助中心

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

甘肅省法律援助中心
陝西省司法廳法援處
四川省法律援助中心
重慶市司法局法援處
雲南省司法廳法援局
貴州省司法廳法援處

湖北省司法廳法援處
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

福建省法律援助中心
江西省
司法廳法援處
廣東省
司法廳法援局
廣西自治區法律援助中心
海南省司法廳法律援助中心

圖 4-2 中國大陸各地法律扶助機構分布圖
資料來源：中國法律援助網，
〈法律援助服務地圖〉
，
《中國法律援助網》
，＜http://www.chinalegalaid.gov.
.cn/China_legalaid/node_409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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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曉冰，《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 年）
，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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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各級法律扶助機關，主要行使兩項法律扶助工作，即行政管理與
法律扶助的實施，行政管理的作業包含管理、組織與監督管轄區域的法律扶助公
作，而法律扶助的實施，係指由法律扶助機關的專職律師直接為民眾提供相關的
法律扶助。目前中國大陸在法律扶助基關的配置，從中央到地方分為四級，上開
工作的內容，主要由地方的法律扶助單位去實行，提供民眾需要的法律服務，而
中央與省級的法律扶助機關，則居於管理與指導的位置，並監督下級機關的運作，
讓整體制度可以順利運行。152
從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端看中國大陸的法律扶助制度發展，非政府組
織的發展仍處於國家主導的狀態，政府對於非政府組織仍是採取控制與監督，只
有配合國家政策與黨的社會團體，才有「半官半民」的空間存在，法律援助基金
會即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政府資金的挹注，公募基金會的性質，配合政府在法律
扶助工作的運行，張顯司法公平正義的重要性，對於募款的部分獨立運作，主要
仍是要向社會各界積極募款，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然而這樣的政府與非政府組
織關係，與台灣相較起來，中國大陸非政府組織的自主性相對減少，法律扶助的
服務提供由政府來統籌分配，法律援助基金會僅負責比較單純的資金募集，其他
非政府組織則居於輔助地位，整體的法律扶助工作由政府統一分工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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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曉冰，《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 年）
，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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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法律規範

中國大陸目前在法律扶助的法律適用上，主要專責法律是《法律援助條例》，
其他法律如刑事訴訟法、律師法、民事相關法律亦有法律扶助的規定，然而彼此
適用並不衝突，依特別法優先普通法原則，所有關於法律扶助的相關事項，仍以
《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為主。此外，目前以法律位階來說，
《法律援助條例》僅
屬法律規則，尚未到達「法律」的階段，許多關於人民權益的細節，甚至法律扶
助的流程，訴訟的相關規定等，還有進步加強的空間。
中國大陸法律扶助在實施的主體上，法律扶助機關的專業人員，主要是由專
業人員與行政人員所組成，專業人員主要是具有律師資格的法律扶助律師，以及
法務人員，法律扶助律師可以提供所有的法律服務，包括訴訟代理、刑事辯護等
具體的法律扶助工作，而法務人員則可以提供有關非訟事件的辦理、法律諮詢等
工作，藉由這樣的分工來服務所有需要被幫助的公民。153
法律扶助的受扶助對象方面，在世界各國關於受扶助對象的條件認定，不外
乎兩個要件，第一是申請案件須具備合法性的要件，第二是申請人因為經濟條件
不足，致無法支付或不完全支付訴訟費用。154而中國大陸對於法律扶助申請人的資
格認定，則分散規定於個別的法律中，包括民事相關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
訴訟法》
、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等都有相關的規定，此外在《法律援助條例》
中則有更具體的規定，讓法律扶助的受扶助客體可以更加明確。
在民事的法律扶助方面，對於受扶助對象不論在經濟能力或案件條件上，其
身分都必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因為經濟困難無能力支付法律扶助費用，
而透過法律扶助制度，得到專職扶助律師的協助；再者，案件要有一定的理由，
證明自己的合法權利須受到法律扶助的協助。155對於民事訴訟的部分，兩岸作法大
同小異，台灣在民事訴訟有訴訟救助的規定，另外於法律扶助亦有《法律扶助法》
153
154
155

宮曉冰，《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 年）
，頁 85-86。
廖劍峰，〈中共法律援助制度初探〉
，《展望與探索》
，第 4 卷第 5 期，2006 年 5 月，頁 84。
馬栩生，《當代中國法律援助：制度與理論的深層分析》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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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範可說是雙重的保障。
在刑事的法律扶助方面，主要依據《刑事訟訟法》第 34 條，公訴人出庭公訴
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
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
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
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
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由上開規定可知，
刑事方面的法律扶助，只要人民法院為被告指定律師進行辯護，法律扶助機關都
156

應該提供法律扶助，不用對被告進行經濟能力的審查與認定。 如此的規定在法律
扶助的範疇中，是相對寬鬆的，對被告及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護亦比較周延，更
可凸顯中國大陸對刑事被告及犯罪嫌疑人的權益保護日益重視。
此外，專門規定律師相關權利義務的《律師法》
，對於法律扶助亦有相關的規
定，《律師法》第 41 條規定，公民在贍養、工傷、刑事訴訟、請求國家賠償和請
求依法發給撫恤金等方面需要獲得律師幫助，但是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的，可以按
照國家規定獲得法律援助，因此中國大陸係直接將法律扶助列入律師的義務中，
貫徹濟弱扶傾、司法正義的宗旨。
至於，法律扶助的專責法規《法律援助條例》
，對於法律扶助的對象分為一般
對象與特別對象兩種。一般對象係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需要法律的協助來
保障自己的司法相關權益，且具備充分的理由，許多申請人對於法律規定及訴訟
程序並不瞭解，需要專業法律人員的協助，才能明確主張自己的法律權益，以排
除權益的侵害；再者，雖然需要法律的協助，惟因經濟困難或無法負擔法律服務
的費用，亦為法律扶助申請的要件之一，中國大陸對於法律扶助受扶助者經濟困
難的認定，係參照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門頒布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及勞動部

156

林廣華，〈建設中國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
，《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2003 年 6 月，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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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失業救濟標準」作為判斷依據。特殊對象係指在身體或精神狀況都處於貧
乏弱勢的公民，需要國家社會提供協助，包括申請人經濟困難、被告身體缺陷盲、
聾、啞人、未成年人未委託辯護人、被告可能遭判處死刑等情況，法律扶助單位
皆應提供法律扶助。157
中國大陸法律扶助的主要內容，就是為受扶助人提供免費或減少費用的法律
扶助，同時亦要求法律援助的主體，需要具備相當專業的法律智識，才能為申請
人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務，達到法律扶助的效果，法律扶助的內容相當廣泛，包括
刑事辯護與代理、民事訴訟、行政訴訟代理、非訟事件的處理、法律諮詢等，皆
為法律扶助的範疇。目前在《法律援助條例》中，於第 10 條至第 12 條，對於法律
扶助的範圍，有相當明確的規範，經濟困難無法委託代理人的申請人，可以向法
律扶助機關請求法律扶助，包括依法請求國家賠償、請求發給撫恤金、救濟金、
請求給付扶養費、請求支付勞動報酬、因見義勇為產生的民事權益等民事求償；
另外包括刑事訴訟、公訴案件的申請人，因為經濟困難且具備相關合法理由者，
都可申請法律扶助，來主張自己的訴訟權利。158
申請人根據案件的不同性質，須向不同的法律扶助機構申請法律扶助，依《法
律援助法》第 14 條規定，請求國家賠償的，向賠償義務機關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
構提出申請；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請求發給撫恤金、
救濟金的，向提供社會保險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發給撫恤金、救濟金的
義務機關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的，
向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的義務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請求
支付勞動報酬的，向支付勞動報酬的義務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主
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的，向被請求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
請。
中國大陸在法律扶助上，將律師的法律扶助義務與責任明確立法化，將其規
157
158

沈紅衛，《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頁 194-195。
同註 157，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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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律師法》與《法律援助條例》中。法律扶助機關確認受扶助人資格後，接
著就是要選任法律扶助人員來協助案件的進行，一般來說受扶助人無法自行選任
法律扶助人員，係由法律扶助機關分配，依《法律援助條例》第 6 條規定，律師
應該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為受援人提供符合標準的法律服務，依法維護受援人的
合法權益，接受律師協會和司法行政部門的監督，因此對於法律扶助機關的指派，
律師不能無故拒絕。159
如有違反，《法律援助條例》在第 27 條亦訂立罰則，律師事務所拒絕法律援
助機構的指派，不安排律師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由司法行政部門給予警告、責令
改正；情節嚴重的，給予 1 個月以上 3 個月以下停業整頓的處罰。目前中國大陸
在全國各地的案件需求並不相同，對於扶助律師的需求不一，通常地方要求每位
律師每年須承辦「義務法律扶助案件」1 至 3 件不等，且不能領取任何報酬，除非
案件超過一定數量，才能有機會得到相對應的補貼。160由此可知，中國大陸法律扶
助的資金來源，有許多是從律師的法律扶助代償金所奉獻，而強制律師進行法律
扶助的做法，和台灣相比較而言，相對強硬許多。

159
160

廖劍峰，〈中共法律援助制度初探〉
，《展望與探索》
，第 4 卷第 5 期，2006 年 5 月，頁 85。
同註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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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務運作

中國大陸在法律扶助的起步較晚，惟發展速度卻相當迅速，從《刑事訴訟法》、
《律師法》有法律扶助相關雛形後，此時對於具體性質和實施的機制尚未完整，
經過政府部門與民間的宣導努力下，自 1999 年開始，陸續於廣東、浙江、山東等
省份，分別制訂區域性的法律援助條例與規章，而全國性的中央法規，則是從 2003
年《法律援助條例》的立法開始施行，此刻在中國大陸才真正建立完整的法律扶
助制度，保障人民的訴訟權與平等權，實現司法正義。161
中國大陸的法律援助機關，在經過多年的努力，不論在中央或地方，各層級
都有法律扶助單位，基本上從中央、省、市、縣（區）、鄉鎮，已形成五級的法律
扶助系統，截至 2009 年 7 月，中國大陸的法律扶助機關達到 3,276 個，其中省機
構 33 個，地市機構 362 個，縣區機構 2,881 個；再者，因為法律扶助的範圍不斷
擴大，中國大陸的法律扶助案件數亦不斷攀升，根據司法部官方的統計顯示，2009
年上半年，中國大陸的全國法律扶助機關受理案件共 278,330 件，比 2008 年同期的
227,108 件，增加了 22.6％，其中刑事案件占總案件數的 21.4％、民事案件 78％、
行政案件 0.6%。162
根據司法部的統計，2009 年受到法律扶助的人次已超過 70 萬人次，法律扶助
的相關工作人員共有 13,081 人，比 2008 年增加 2.4%；全中國大陸准許辦理法律扶
助的案件數為 641,065 件，比 200 年增加 17.2%；各類受援助人總數為 736,544 人次，
比 2008 年上升 9.8%；到了 2010 年，中國大陸法律援助經費總額到達 10.12 億人民
幣，案件數亦持續攀升；2011 年時，法律扶助的總案件數已突破 80 萬件。中國大
陸法律扶助制度的實施，同時幫助了許多特殊族群，包括殘障人士、老年人、未
成年人、女性及經濟貧困的公民，如表 4-1 所呈現近 13 年中國大陸的法律扶助數
據，逐年成長的數字，表示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法律扶助的需求與渴望。163

161
162
163

高貞，
〈法律援助的中國經驗〉
，《中國司法》
，第 6 期，2005 年，頁 72-74。
馬栩生，
《當代中國法律援助：制度與理論的深層分析》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頁 151-152。
李紀平，
〈數字回顧法援十年〉
，
《中國法律援助網》
，2012 年 9 月 12 日，＜http://www.chinalegal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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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中國大陸法律扶助數據表
項目

單位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法律扶
助機關
工作人
員
法律專
業人員
案件核
准數目
民事案
件
刑事案
件
行政案
件
受扶助
人數
殘障人
士
老年人

個

1,235

1,890

2,274

2,418

2,774

3,023

人

3,920

6,109

8,458

8,285

9,457

10,458

人

2,801

4,253

5,837

6,537

7,643

8,468

件

117,545

159,413

149,061

135,749

166,433

190,187

件

42,438

62,671

79,815

65,791

95,053

108,323

件

41,597

48,293

57,838

60,693

67,807

78,602

件

1,806

2,240

3,595

3,291

3,573

3,262

人

190,545

231,288

260,355

286,616

293,715

294,138

人

10,298

25,396

32,374

30,484

29,899

27,950

人

21,181

31,835

42,850

38,821

38,584

39,797

未成年
人
女性

人

15,642

27,439

37,206

37,664

45,981

54,421

人

21,907

411,07

55,994

56,250

64,518

57,289

經濟貧
困者
法律諮
詢
法律扶
助收入
財政撥
款
辦案支
出

人

43,269

77,641

103,577

85,174

105,762

89,637

件

787,277

836,791

萬元

2,758

1,941

5,206

8,444

16,456

24,577

萬元

1,869

1,596

4,504

7,804

15,211

21,712

4,662

6,323

1,133,718 1,231,571 1,936,675

萬元

gov.cn/China_legalaid/content/2012-09/12/content_3836135.htm?nod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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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440

項目

單位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法律扶
助機關
工作人
員
法律專
業人員
案件核
准數目
民事案
件
刑事案
件
行政案
件
受扶助
人數
殘障人
士

個

3,129

3,149

3,259

3,268

32,74

3,575

3,672

人

11,377

12,038

12,519

12,778

13,081

13,830

14,150

人

7,419

8,032

9,971

10,250

10,337

10,939

10,888

件

253,665

318,514

420,104

546,859

641,065

727,401

844,624

件

147,688

204,945

297,388

418,419

515,414

610,198

726,826

件

103,485

110,961

118,946

124,217

121,870

112,264

113,717

件

2,492

2,608

3,770

4,223

3,781

4,939

4,081

人

433,965

540,162

524,547

670,821

736,544

820,608

946,690

人

32,897

37,941

40,339

50,075

51,805

54,302

54,039

老年人

人

53,259

60,198

57,546

69,556

76,027

95,026

102,206

未成年
人

人

66,667

83,131

87,830

98,053

94,853

87,530

89,132

女性

人

762,57

94,712

117,932

164,474

181,937

195,620

223,369

3193801

4069972

4322329

4849849

37,029

52,533

68,349

75,760

102289

127718

33,479

51,671

67,047

74,875

100,823

126,186

13,235

16,638

21,074

23,983

29,282

37,116

經濟貧 人
128,172
困者
法律諮 件 2663458
詢
法律扶 萬元 28,052
助收入
財政撥 萬元 26,220
款
辦案支 萬元
8,987
出

158,775
4,874,083 5,334,383

資料來源：杜娟，
〈全國歷年法律援助數據圖〉
，
《中國法律援助網》
，2010 年 8 月 27 日，＜http://www.chi
nalegalaid.gov.cn/China_legalaid/content/2010-08/27/content_2263187.htm?node=2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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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中國大陸各地法律扶助的運作模式不盡相同，根據中國大陸學者的研
究，比較具代表性有以下四種：第一種是透過政府出資設立的法律扶助專責機關，
並由其指派扶助律師進行法律服務，對於法律扶助的管理與實施，有政府加以監
督把關，然專職律師收入較低，競爭力低，案件服務的品質不齊；第二種是透過
律師協會，由當事人自行選擇私人律師，律師獨立性強，惟政府難以監督；第三
種係國家設立專門的法律扶助中心，由各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到中心輪流值班，耗
費成本小，惟律師來自各自的律師事務所，管理不易；第四種由律師事務所建立
法律扶助中心，同時辦理私人案件與法律扶助案件，其定位不明確，欠缺法律的
支持。164
由此可知，中國大陸目前在法律扶助的執行面上，在法律扶助模式的選擇，
相當多元，沒有一個明確的做法及標準，由各地方民眾自行去選擇決定，在法律
規範中仍相當欠缺比較具體標準的法律扶助模式。再者，城鄉差距在中國大陸是
相當明顯的，法律扶助在經濟比較弱勢的地方，執行效率和城市比較，勢必出現
一定的落差，都是未來政府及民間要共同努力的地方。
中國大陸法律扶助主要的非政府組織「法律援助基金會」
，在近幾年與中國大
陸政府司法部的密切合作，以及慈善企業、社會大眾的幫助下，法律援助基金會
針對不同地區與族群的需要，設立多達 14 個專案基金，分別是中國優秀學子法律
援助專項基金、592 法律援助專項基金、農民工法律援助專項基金、中國民間對日
索賠法律援助專項基金、殘疾人法律援助專項基金、婦女家庭權益保障專項基金、
老年人法律援助專項基金、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專項基金、生態環保法律援助專項
基金、5.12 孤殘法律援助專項基金、災區縣級法律援助重建基金、1＋1 中國法律
援助志願者行動專項基金、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項目以及維護民營企業
合法權益專項基金。165

164
165

黎亞薇，〈完善我國基層法律援助制度的幾點思考〉
，《科教導刊》
，2011 年 9 月，頁 142-143。
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簡介〉
，《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網站》，2011 年 12
月 29 日，＜http://www.claf.com.cn/jgjg/gxwm/jjhjg/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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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基金會發起的運動，其中比較具有特色的是 2009 年發起「1+1 中國
法律援助志願者行動」
。結合中央與地方的法律扶助單位，按照公開招募、自願報
名、定期輪換的流程來運作，先從全國的執業律師招募 30 位律師志工，再從全國
大專院校的法律相關科系招募法學背景的應屆畢業生 70 位，以一位律師搭配一位
學生的模式，分派到無律師或律師缺乏的地、市、縣來從事法律扶助工作，以後
逐年增加律師與學生志工的人數，形成一個專業團隊，來解決中西部扶助律師缺
乏的問題，使中國大陸公民都能享受法律扶助帶來的幫助。166
法律援助基金會在這些專款專項的扶助基金幫助下，透過嚴謹的管理，政府
部門的監督，及《基金會管理條例》、《公益事業捐贈法》等有關法律的規定，使
得法律援助基金會的經費，能夠妥善運用，以辦理越來越多的法律扶助案件，維
護社會弱勢族群的訴訟權與平等權，讓公民應有的司法正義得以伸張，達到法律
之前人人平等的目標。167因此，法律援助基金會的運作，在政府有效的控制與管制
的範圍內，仍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權與自主權，然而配合政府的運作，才能有效正
常運作，就是這類 GONGO 的運作模式。
中國大陸關注法律扶助議題的非政府組織，除了具有半官方性質的法律援助
基金會外，尚有許多非政府組織致力於不同領域，不同族群的法律扶助。有民間
所成立的非政府組織，例如北京益仁平中心、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
也有民間與大專院校合作成立的非政府組織，例如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華
東政法大學勞動法律服務中心等。雖然中國大陸這類有關維護人權的非政府組織，
時常需要與公權力相互抗衡，比較容易受制於政府的管控，只要能配合政府的政
策與運作，便比較容易取得與政府對話的管道，去主張自己的意見與法律扶助的
相關需求。
北京益仁平中心是有關醫療衛生的非政府組織，主要致力於疾病防治健康教
166

167

杜娟，
〈開展「1+1」中國法律援助志願者行動的通知〉
，
《中國法律援助網》
，2010 年 8 月 12 日，
＜http://www.chinalegalaid.gov.cn/China_legalaid/content/2010-08/12/content_3997300.htm＞。
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簡介〉
，《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網站》，2011 年 12
月 29 日，＜http://www.claf.com.cn/jgjg/gxwm/jjhjg/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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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病患者救助及消除歧視等公益工作。其工作項目包括政策倡導、法律扶助與
公益訴訟與社會運動等，目前在北京、鄭州、深圳和南京皆設有辦公室。益仁平
中心成立以來，協助 B 型肝炎帶原者、愛滋病感染者、殘障人士、糖尿病患者、
憂鬱症患者、色盲人士等弱勢病患，進行反歧視維護人權運動，其中大部分案件
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影響性訴訟；同時，益仁平中心更積極參與國家立法與修法
的工作，包括參與《就業促進法》
、
《食品安全法》
、
《勞動合同法》的制訂，
《公共
場所衛生管理條例》、《游泳場所衛生規範》等法律法規和規章的修法。168
益仁平中心參與許多的社會矚目案件，共協助公益訴訟一百餘起，例如積極
關注三鹿毒奶粉事件169、鎳鉻烤瓷牙事件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國相貌歧視第一
170

案、中國基因歧視第一案等，為受害者提供法律扶助等相關協助。 在三鹿毒奶粉
事件中，益仁平中心成立義務律師團，提供受害者法律協助；印製索賠指南，讓
民眾了解求償的流程；向相關政府部門提出了兩條建議，一是希望政府部門盡快
部署實施免費治療方案，二是政府部門通過相關管道，通知曾經食用三鹿奶粉的
孩子到醫院進行免費健康檢查。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成立於 1999 年，是中國大陸第一個專門從事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與研究的非政府組織。 中心的使命是致力於中國未成年人權益
保護，推動律師參與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建構全國未成年人保護網路，促進未成
168

169

170

北京益仁平中心，
〈北京益仁平中心簡介〉
，
《北京益仁平中心網站》
，＜http://www.yirenping.org/a
rticle.asp?id=35＞。
2008 三鹿毒奶粉事件，起因是很多食用三鹿集團生產的奶粉的嬰兒被發現患有腎結石，隨後在
其奶粉中被發現化工原料三聚氰胺。根據公佈數字，截至 2008 年 9 月 21 日，因使用嬰幼兒奶
粉而接受門診治療諮詢且已康復的嬰幼兒累計 39,965 人，正在住院的有 12,892 人，此前已治癒
出院 1,579 人，死亡 4 人，另截至到 9 月 25 日，香港有 5 個人、澳門有 1 人確診患病。事件引
起各國的高度關注和對乳製品安全的擔憂。中國國家質檢總局公布對國內的乳製品廠家生產的
嬰幼兒奶粉的三聚氰胺檢驗報告後，事件迅速惡化，包括伊利、蒙牛、光明、聖元及雅士利在
內的多個廠家的奶粉都檢出三聚氰胺。該事件亦重創中國製造商品信譽，多個國家禁止了中國
乳製品進口。9 月 24 日，中國國家質檢總局表示，牛奶事件已得到控制，9 月 14 日以後新生產
的酸乳、巴氏殺菌乳、滅菌乳等主要品種的液態奶樣本的三聚氰胺抽樣檢測中均未檢出三聚氰
胺。2010 年 9 月，中國多地政府下達最後通牒：若在 2010 年 9 月 30 日前上繳 2008 年的問題奶
粉，不處罰。2011 年中國中央電視台《每周質量報告》調查發現，仍有 7 成中國民眾不敢買國
產奶。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2008 年中國奶製品汙染事件〉
，
《維基百科網站》
，＜http://zh.wikipedi
ia.org/zh-tw/2008%E5%B9%B4%E4%B8%AD%E5%9B%BD%E5%A5%B6%E5%88%B6%E5%93%81
%E6%B1%A1%E6%9F%93%E4%BA%8B%E4%BB%B6＞。
同註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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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法學研究和法律政策的完善。提供需要幫助的未成年法律諮詢與法律扶助，
義務律師深入社區、學校，展開法律諮詢與相關演講，減少青少年的犯罪與安全
事故。171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透過法制培訓，培訓更多的未成年人權利保
護專業人士，培訓對象包括警察、法官、檢察官、律師、共青團系統維權幹部、
婦幼系統維權幹部、政府工作人員、中小學校長以及教師、志願者、記者等各行
業的專業人士；積極配合政府開展未成年人保護工作，與許多政府單位合作進行
法律培訓與研究工作。172
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即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和服務中心，成
立於 1998 年 10 月，經中國政法大學批准，司法部備案的環境資源法研究機構，也
是自籌資金為社會提供環境法律扶助的非政府組織。其成員由中國大陸多所大學
院校和研究機構，熱心環境保護事業的法律和技術專家、學者、律師和研究生兼
職組成。173
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是中國大陸第一個專為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扶助
的非政府組織，為許多需要幫助的弱勢污染受災者提供服務，免費為無力支付訴
訟費用與律師代理費的民眾打官司。174甚至開辦免費的污染受害者法律諮詢電話，
為污染受害者提供無償法律諮詢服務；免費對律師和法官進行環境法律實務培訓，
建立全國的環境律師網路，從 2001 年開始連續 6 年已經免費培訓來自中國大陸各
地的 262 名律師，189 名法官，及環境行政執法人員 21 名。175
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並舉辦國際及全國性環境法實施研討會，促進環境
法實施方面的國際和國內交流；進行環境法律研究，完善中國大陸的環境立法，

171

172
173

174

175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簡介〉
，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
助與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chinachild.org/b/wm/bj/2801.html＞。
同註 171。
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
〈中心簡介〉
，
《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網站》
，＜http://www.clapv.or
g/about/index.asp＞。
環境雜誌，
〈「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現象解讀〉
，
《網易網站》
，2005 年 8 月 15 日，＜http://new.
163.com/05/0815/13/1R6TB0US00011GHE.html＞。
同註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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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環境影響評價法》、《清潔生產法》、《自然保護區法》、《畜禽養殖污染
防治條例》、《轉基因生物安全法》、《消耗臭氧層物質管理條例》、《循環經濟法》、
《環境保護違法違紀行為處分暫行規定》、《公眾參與環境保護辦法》等法律、法
規和規章的起草，推動新的環境法律制度建立。176
華東政法大學勞動法律服務中心成立於 2001 年 2 月，屬於大學法律扶助組織，
其是上海唯一一家專門從事勞動法律諮詢和案件代理的民間法律扶助機構。宗旨
是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提高勞動者的法律意識。主要工作目標是對於普通勞
工，特別是弱勢的婦女、貧困者、外來工人提供免費的法律諮詢和代理服務，來
加強上海市勞工權益的保護；提高勞動者的權利意識，敦促地方政府對勞動者權
益的保護；加強勞動法的研究。勞動法律服務中心以大學為依托，長期向學生提
供實踐機會，通過讓學生為勞動者提供諮詢服務，將勞動法用於實踐，激發學生
學習勞動法的興趣，促使他們未來從事勞動法領域的事業。177
中國大陸有關華東政法大學勞動法律服務中心等學校的法律扶助單位，數量
繁多，主要是以學者與學生為主體，對外提供服務，為弱勢民眾實施法律扶助，
亦可帶給學生實習的機會，讓法律扶助制度可以向下扎根。

176

177

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
〈中心簡介〉
，
《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網站》
，＜http://www.clapv.or
g/about/index.asp＞。
華東政法大學，〈勞動法律服務中心簡介〉
，《華東政法大學網站》
，＜http://www.ecupl.edu.cn/intr
o/dwfw/ldflyz.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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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中國大陸的法律扶助制度，主要仰賴政府的主導以及民間社會的配合。國家
與社會的關係上，公民社會的力量雖然存在，惟礙於政府的控制與監督，非政府
組織的發展始終無法如同一般民主國家，擁有自主權的獨立發展。在這樣的關係
模式下，非政府組織想要突破困境，必須尋求與政府機關的合作，取得一個兩方
都可接受的平衡點，非政府組織亦能發揮比較大的影響力，而法律扶助制度的形
成與發展，剛好可以解釋這樣的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間的關係。
在中國大陸司法部與非政府組織「法律援助基金會」的合作下，政府與非政
府組織共同提供服務，共同解決經費的問題，雖然主要仍是政府主導，然亦形成
一種半官半民性質的法律扶助制度。在這樣的背景下，亦創造出一套屬於中國大
陸的法律扶助特色，從中央、省、市、縣，從上而下的四個層級法律扶助，並且
立法強制律師的法律扶助義務，由基金會統一控管法律扶助經費的收入與支出，
募集與管理，上開的作法與特色，皆由於中國大陸特殊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國家
主導社會的脈動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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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兩岸法律扶助制度之比較

第一節 前言
本文透過國家與社會關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以及法律扶助之法
理基礎，作為理論背景，去分析兩岸在法律扶助制度的差異。如前揭所述，兩岸
不論是在理念形成背景、組織體系、法律規範及實務運作上，都有相當顯著的不
同，本章將針對兩岸在法律扶助上的相同點、相異點去分析比較，並瞭解國家與
社會關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這樣的背景因素，對於兩岸法律扶助
制度，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再者，對於兩岸法律扶助的優點與缺點，可以更進一步了解與檢討，使司法
正義，法律平等的精神，可以真正落實在兩岸人民的生活，使法律扶助制度發揮
更深層的效益。

96

第二節 國家與社會關係之比較
兩岸在法律扶助制度的發展，會產生不同的法律規範與實務運作，而政府與
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差異，與兩岸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發展，有很大的因果關
係。至於兩岸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發展，形成截然不同的形貌，則必須回溯到兩
岸在社會發展的不同。
首先，台灣的社會發展係由經濟優先轉向政治優先，可謂是「先經濟後政治」，
從 1949 年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後，台灣內部面臨族群對立、戰後重建、高度通貨
膨脹等問題，外部又面臨中共威脅與外交危機，此時的政府考量維持政權的重要
性，整體施政策略為全力發展經濟，提供民生必需品，並充實國防軍備，因此在
1950 至 1980 年，台灣係以經濟優先為主的社會發展模式。然而經濟優先發展亦帶
來負面影響，台灣的民主與社會發展，受到《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及「戒嚴」的
影響，社會運動受壓抑，弱勢族群權益受影響，公民社會的意見無法主張，台灣
失去永續發展的動力。1990 年代以後，台灣社會意識到經濟發展帶來了「均富」，
而人民權利、社會及文化品質的提升，亦是人民所期盼，長期以來受打壓的公民
社會，必須獲得紓解，此時公民社會逐漸成長，促成國家政府威權轉型，向多元
化的社會邁進。178
台灣的社會發展自解嚴以後，有一些迅速的變遷，社會逐漸重視法律專業的
重要性，與人民在司法正義的伸張，其中影響的關鍵因素包括：思想控制的結束，
解嚴後威權體制瓦解，政治與法律分離，政府不再嚴格監控法院及檢警系統，人
民的司法權利得以有效主張；社會變遷迅速，法律因應多元化的社會，以維持社
會秩序的穩定；社會階級與成員的流動性高，經濟發展成功，人民不論在不同行
業間的水平流動或上下階層的垂直流動，彼此的價值觀與法律觀念都是不停的交
流，彼此也是相互競爭；台灣社會民主化，不同的階級、行業與族群等，都可以

178

劉阿榮，〈兩岸社會發展的比較—政治優先與經濟優先的轉變〉，國立國父紀念館主編，《
「孫中
山與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國父紀念館，2005 年）
，頁 23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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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自己的意見與想法，必要的溝通與理解成為重要課題；社會競爭日益激烈，
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必定產生許多糾紛與溝通不良的問題，需要法律來維持
社會秩序；自由知識分子的興起，對社會產生許多批判與自我反省，對於司法的
改革與人民權益的保護，更是有許多期待與促進的作用。179
台灣的社會發展，如前揭所述，係從經濟優先到政治優先，而在 1980 年以後
台灣的公民社會才逐漸興起，人民與民間團體開始勇於主張自己的公民權，法律
扶助制度等有關人權、平等權與司法改革的議題慢慢受到重視。學者 A.Stepen 對
於公民社會的解讀就是在一個區域內，存在許多的社會運動以及各領域的民間組
織，可能包括法律人員、婦女團體、人權組織、勞工團體等，他們試圖組織為一
180

個集合體，來表達或爭取自身的權益。 上開學者對於公民社會的描述，很符合當
時台灣的社會型態，亟力推動法律扶助制度的非政府組織團體，包括民間司法改
革委員會、台北律師公會與台灣人權促進會等民間組織，經過集結成一個集合體
後，不斷透過社會運動、宣導教育、大眾媒體以及遊說政府機關等手段，來敦促
政府當局重視人民的訴訟權與平等權，建立法律扶助制度的重要性。
再者，台灣人權運動的興起，除解嚴後的民主化運動外，尚有兩個重要的國
際因素，一個是 80 年代國際的第三波民主化運動，鼓舞台灣人的人權意識，另一
個則是國際第三部門的興起，許多人權議題透過國際人權非政府組織的倡導，讓
台灣許多人權非政府組織，將人權議題導入台灣的社會。181
法律扶助制度在沒有建立完整體系以前，除了針對特定對象，例如消費者保
護、性侵害與家庭暴力的被害人等，特別訂有個別法律予以法律扶助外，刑事訴
訟只有強制辯護制度，民事訴訟只有訴訟救助制度，而無律師代理訴訟的相關制
度。182對於民眾最殷切期盼，亦最欠缺的訴訟代理制度，皆無法律扶助的相關規定

179

180

181
182

林端，
〈台灣的法律與社會─法律社會學的考察〉
，發表於「靜宜大學法律學系演講」
（台中：靜
宜大學法律學系，2007 年 5 月 17 日），頁 15-16。
Alfred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1978）.
王振軒，《非政府組織的議題、發展與能力結構》
（台北：鼎茂，2006 年）
，頁 102。
謝慶輝、李伸一，
《法律扶助制度及執行成效專案調查研究報告彙編》
（台北：監察院，2003 年），
98

予以協助，使得許多貧困弱勢的族群，錯失主張自己訴訟權的權利。
由於社會發展與國際因素的影響，台灣在非政府組織不斷努力推動下，使得
社會上許多民眾對法律扶助的議題產生認同與瞭解，形成社會共識，集結公民社
會的力量，國家政府當局才逐漸重視法律扶助的議題，保障人民的司法權益。因
此，台灣在法律扶助的推動上，係經由社會的主導，國家輔助成立專屬法律扶助
的非政府組織「法律扶助基金會」， 由政府提供資金，非政府組織提供服務，並
通過法律扶助的專門立法《法律扶助法》
，使得台灣的法律扶助制度更加周延，人
民可以獲得更多司法上的權益，使司法平等能夠真正落實。
反觀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則和台灣完全相反，係從政治優先到經濟優先的
模式。中共政權建立以後，從 1950 年至 1976 年毛澤東逝世的這段期間，歷經多次
動盪國家與社會的政治與社會運動，包括五大運動、三大改造、三面紅旗、文化
大革命等，可以說中共在建立政權後的三十年，以政治掛帥，以鬥爭為綱，造成
民生凋零，人性的扭曲，文革的災難，加上人民的反感，亦是日後中國大陸走向
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推力。1980 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的發展以經濟發展為主軸，大
量吸引外資，促進國內各項產業發展，造就許多中產階級，甚至資產階級，國家
對於社會的控制減弱，公民社會逐漸萌芽。183
惟快速的經濟成長，同時帶來許多的社會問題，城鄉差距拉大，貧富差距懸
殊，許多的社會糾紛與法律問題產生，弱勢族群因為沒有足夠金錢去支付訴訟費
用，往往無法主張自己的司法權利，對於法律又一無所知，喪失許多應有的權益。
這樣的情況每況愈下，層出不窮，政府當局如果沒有出面處理，階級對立，民怨
的積累，對於一黨領政的中共，絕對是一大警訊，鞏固領導中心的同時，勢必要
找出社會控制的做法。
面對這些改革後遭遇的問題，中共主動協助非政府組織等民間團體的建構，

183

頁 164。
劉阿榮，〈兩岸社會發展的比較—政治優先與經濟優先的轉變〉，國立國父紀念館主編，《
「孫中
山與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國父紀念館，2005 年）
，頁 23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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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其納入政府的體制內，期望藉由這些民間團體整合逐漸分離的國家與社會，
並透過對於社團組織的控制與管理，解決面臨的困境。184法律扶助制度，就是一種
可以為人民帶來司法正義與平等的制度，同時也可說是中共政府當局進行社會控
制的方法之一。
再者，中國大陸法律扶助制度的生成，亦受到國際因素的影響，國際社會對
於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始終詬病，中國大陸的經濟雖然迅速成長，惟對於人權的
維護仍是受到國際質疑的，因此中共當局不得不發展法律扶助制度，來符合國際
社會的期待，提升國際間對於中國大陸司法人權的評價。
中共於在改革開放後，市場影響力加強，政府的控制力降低，為公民社會創
造拓展的空間，惟中共改革尚未完成，公民社會不可能享有獨立自主性。目前中
國大陸的困境，一方面政府在掌控一定資源下，欲放鬆社會控制，進行體制改革，
將部分職能轉移至民間組織，然另一方面，民間團體由於資源與能力的不足，仍
須依賴國家支援，無法成為獨立自主的公民社會。185
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理論上，法律扶助制度的產生，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相異
點在於中國大陸係由國家主導向社會推行法律扶助制度，整個制度的生成主要是
由國家發起，而發起原因如前揭所述，包括社會發展的需求，國家欲進行社會控
制的手段及國際因素等，皆為中國大陸發展法律扶助制度的原因之一。至於中國
大陸的公民社會，雖然亦有向政府發聲的空間，然而仍就受限政府的管控，無法
像一般民主國家獨立自主，隨心所欲主張自己的意見，因此非政府組織在制度產
生所扮演的角色，仍不及國家政府。
反觀台灣在公民社會的養成，因為民主的政治體制，發展是相當自由的，非
政府組織具備了自主性與獨立性。在整個法律扶助制度的產生過程，由非政府組
織與公民社會的力量不斷推動，促使國家政府去重視該議題，然後法律扶助法的

184

185

朱道亞，
〈中共國家與社會關係─近來的理論觀點與文獻分析〉
，
《東亞研究》
，第 38 卷第 1 期，
2007 年 1 月，頁 80-81。
同註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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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專責機關「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成立，使法律扶助制度在台灣順利產生，
弱勢族群的訴訟權與平等權可以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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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關係之比較
全世界目前約有 140 幾個國家，皆已建立法律扶助制度，法律扶助逐漸從律師
的個人道義行為與民間團體的關切，形成一種國家對人民的責任。大多數經濟發
達的國家，皆已逐步建立法律扶助制度，亦是國家法制完善的指標之一，而許多
發展中的國家亦逐漸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國家的法律扶助制度。這些發展法律扶
助制度的國家，表現出一些主要的特徵，分別是：完成法律扶助的立法；建立法
律扶助的專責機構與相關組織；建立符合自己國家情況的法律扶助資金供給制度，
使法律扶助的經費來源穩定；法律扶助慢慢從小範圍的個人道義行為，發展成一
套社會保障體系與維護司法正義的政府行為，或政府與民間社會相互結合的行為，
即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關係。186
在法律扶助制度的發展中，雖然每個國家與非政府組織合作的背景原因不盡
相同，然而可以確定的是經費來源是整體法律扶助發展的關鍵。因此，政府與非
政府組織合作，可以解決最棘手的經費問題，而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政府與非政府
組織之間的關係上，共同點是政府當局均為法律扶助制度提供經費的來源，不管
台灣或中國大陸，在法律扶助制度的發展上，政府資金的提供，均是相當重要的
經費來源之一。
再者，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另一共同點，則是法律扶助主要參與的非政府組織，
均有 GONGO 的性質，此點主要與經費來源有關，因為法律扶助的經費過於龐大，
全世界大部分國家的發展，均需仰賴政府經費的提供或補助，如果僅是民間團體
要負擔如此龐大的經費，恐怕難以負荷。因此，絕大多數國家的法律扶助運作，
都是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相互合作的模式。
台灣在法律扶助制度發展上，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屬於合作的模式，
實際上整個法律扶助制度的運作，政府機關負責經費的捐助，法律扶助相關事項
的施行，全權委由法律扶助基金會去執行，提供人民服務的是非政府組織，因此

186

沈宜生，《法律扶助制度之研究-以英國法律扶助制度為本》(台北:元照，2007 年)，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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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可以說是各司其職，一種公辦民營，公私協力的法律扶助制度。
中國大陸目前在法律扶助制度的運作上，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比
較傾向政府主導的模式，在經費與法律服務的提供上，政府仍居主位，而非政府
組織僅為協助的角色，在整體制度的運作，政府介入與控制的情況，是相當顯著
的。中國大陸在經費提供上，主要是以政府的撥款以及民間的募款捐獻為主，另
外在法律服務的提供上，則係以政府機關的專責單位為主，非政府組織等民間機
構為輔。
台灣與中國大陸相較之下，中國大陸由於法律服務的提供以政府成立的法律
援助中心等專責機關為主，法律援助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只是居於輔助的角色，
仍受限於政府的監督與控制，因此非政府組織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仍略嫌不足。而
台灣方面，法律扶助基金會的運作，則比較超然獨立，具備公辦民營的特質，由
基金會的人事安排與決策模式可以看出端倪。
台灣法律扶助基金會的董事是由官方代表與民間代表共同組成，另為避免基
金會的決策過於專斷，董事會係採取合議制的決策模式來進行，基金會董事在民
間代表的部分，占了全體董事的 2/3 以上，且董事長的產生是以全體董事互選的方
式選出，此遂可凸顯基金會的民間自主性，確保基金會運作的順暢與活力。187
再者，司法院身為法律扶助基金會的主管機關，依據《法律扶助法》的規定，
亦制定金金會的監督管理辦法，如此可以確保法律扶助基金會的超然運作，避免
公務人員過度主導或過度介入，亦可防止政黨或地方派系干涉法律扶助基金會的
運作。
中國大陸對於基金會的認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單位捐贈的財產，
以從事公益為目的，依國家頒布條例成立的非營利性法人，而「法律援助基金會」
係屬於全國性的公募基金會。在中國大陸以公募型基金會和政府關係最為密切，
因為基金會皆受政府相關部門的撥款，和政府共同合作相關政策的實施，由與政
187

謝慶輝、李伸一，
《法律扶助制度及執行成效專案調查研究報告彙編》
（台北：監察院，2003 年），
頁 17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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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來往密切的人擔任基金會的主要幹部，使政府的力量滲透民間組織，足以進行
控制與管理。188
GONGO 的存在主要與政府推動政策的便利性有關，其被視為政府實施政策的
推動工具，公部門執政者在推動政策方面，想要吸取民間組織的優點轉化為政府
施政的特色，又希望維持非政府組織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因此這類組織在政府的
推動下紛紛成立，中國大陸就有許多這類的非政府組織，與中國官方往來密切，
卻從不公布資金來源。GONGO 除了組織名稱和部分特質擁有非政府組織的態樣，
其他的運作及功能上，就如同是與國家機關並列的機構，因此在中國大陸官方亦
將法律援助基金會列入隸屬中央的法律扶助機關。189
台灣和中國大陸，目前在法律扶助運作的主要非政府組織，皆傾向 GONGO 性
質，係由政府創設的非政府組織，在台灣為法律扶助基金會，中國大陸則是法律
援助基金會，惟在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運作上，台灣屬於合作模式，而中國大陸
則屬於政府主導的模式。惟因政府的控制與管理，以及運作模式的不同，台灣的
法律扶助基金會係負責法律扶助制度的實施、執行與提供服務，整體運作上比較
不受政府干涉，獨立性與自主性高。反觀中國大陸的法律援助基金會，主要負責
法律扶助資金的控管與募集，資金來源、管理與分配，均與政府機關密切配合，
加上政治力介入、組織型態等因素，受政府的牽制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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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棠，〈兩岸三地第三部門之比較〉
，蕭新煌等主編，
《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高雄：巨
流，2011 年)，頁 446-451。
官有垣、吳芝嫻，
〈台灣的政府捐資基金會〉
，蕭新煌等主編，
《基金會在台灣：類型與結構》
（台
北：巨流，2006 年）
，頁 21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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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法律規範與實務運作之比較
兩岸在法律扶助的法律規範上，目前皆有專責的法律規範，在輔以其他的法
律作為配套，台灣方面是以《法律扶助法》為主，其他法律包括《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等為輔，中國大陸則以《法律援助條例》為主，
《刑事訴訟法》
、
《律
師法》等法律為輔。惟中國大陸的《法律援助條例》在法律位階上僅是行政法規，
尚未達到法律的位階，嚴格來說稱不上經過立法機關制訂的國家專門立法，從這
個立法的角度亦可反應出中國大陸對於法律扶助制度的思想與現實定位，仍與台
灣有一定程度的落差。190法律扶助制度目前是全世界維護司法人權所主張的普世價
值，中國大陸既然已制訂《法律援助條例》
，應該將其提升至法律的位階，透過立
法機關的制定，儘快制定法律援助法，讓整體法律扶助制度可以更加周延，確實
保障人民的訴訟權與平等權。
有關法律扶助的受扶助對象上，台灣與中國大陸相同的部分，在於皆不適用
於法人與非法人團體。而自然人的部分，台灣不分公民或外國人，只要有合法居
住於台灣的事實，並符合法律扶助的相關要件，不分國籍皆能申請法律扶助，此
舉讓更多人可以獲得法律扶助，亦讓台灣在人權的保護上，與世界多數國家作法
相同，對於人權的維護，不分種族、國籍與性別等因素。
反觀，中國大陸在《法律援助條例》第 1 條與第 2 條之明文規定下，僅有中
國大陸的公民才是法律扶助的對象；中國大陸如此的規定，與法律扶助保護人權
的觀念，有些許差異，目前世界各國多數的做法，亦將外國人納入法律扶助的範
圍內，包括英國、法國等國家，甚至包含中國大陸的香港地區，不論國籍的不同，
都能享有法律扶助的權利。191法律扶助本是公民與生俱來的司法人權，中國大陸在
外資不斷進駐發展的同時，對於外國人的權利保護，將備受關注，未來勢必要採
取開放的策略。
190

191

沈麗飛，〈我國大陸與台灣地區法律援助制度比較研究〉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
，第 4 卷第
1 期，2010 年 2 月，頁 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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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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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法律扶助受扶助人的資力審查與認定上，兩岸的作法與規定皆有不
同的運作模式。台灣方面，目前在實務上係依《法律扶助法》第 3 條作為判斷標
準，包括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以及每月可處分之收入
及可處分之資產低於一定標準者，才符合無資力者的條件。而「資產低於一定標
準」的判定，則是依據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受法律扶助者無資力認定標準》來加
以認定，且該標準亦隨社會經濟變動，不斷在做修改與調整，例如在 2011 年 12
月 30 日司法院遂有放寬標準調整過，並將中低收入戶納入扶助範圍。合法居助於
台灣的民眾，未來只要持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的證明文件，可不經過資力的
審查，即可獲得法律扶助。
中國大陸方面，對於法律扶助受扶助人的資格認定，刑事與民事的標準不同。
刑事法律扶助對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34 條規定，無
須審查是否具備一般法律扶助的經濟條件，應該經過法院指定或由法律扶助機關
指派律師，予以法律扶助；而民事的法律扶助對象，須為經濟能力困難而無法支
付法律訴訟費用的中國大陸公民，且有充分理由證明其需要法律扶助來保障自己
的合法權益。此外，有關「經濟困難」的認定，根據《法律援助條例》第 13 條的
明文規定，經濟困難的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自身行政區域經
濟發展的狀況和法律扶助事業的需要規定，因此實務上係由地方一級政府以「最
低生活保障待遇」作為判斷標準，由地方政府自行去決定是否符合法律扶助的標
準。192
在法律扶助受扶助人的資格判斷標準上，中國大陸與台灣會有如此差異，主
要原因可能在於中國大陸官方考量區域發展的差異，城鄉差距等經濟發展因素，
且中國大陸國土範圍遼闊，省與省之間，沿海與內陸之間，經濟發展都各不相同，
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差異，如果要比照台灣的作法，可能會有公平性的問題，
實務上的運作恐怕會有爭議。
192

馬栩生，《當代中國法律援助：制度與理論的深層分析》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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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兩岸在律師的扶助義務上，中國大陸將律師的法律扶助義務，納入律師
法的規範中，將律師的法律扶助義務與責任立法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
41 條規定公民在贍養、工傷、刑事訴訟、請求國家賠償和請求依法發給撫卹金等
方面需要獲得律師幫助，但是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獲得法律
援助；第 42 條規定，律師必須按國家規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盡職盡責，為受援
人提供法律服務。
再者，在《法律援助條例》中更明確規定，律師應該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為
受援人提供符合標準的法律服務，依法維護受援人的合法權益，接受律師協會和
司法行政部門的監督，因此對於法律扶助機關的指派，律師不能無故拒絕。如有
違反，甚至訂立罰則，律師事務所拒絕法律援助機構的指派，不安排律師辦理法
律援助案件，由司法行政部門給予警告、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給予一個月以
上三個月以下停業整頓的處罰。
反觀，台灣對於律師的法律扶助義務，相對是比較寬鬆的，實務上對於律師
的法律扶助，係採取律師自由參與的方式。依據《法律扶助法》第 25 條規定，律
師應在其所加入之律師公會擔任本法所規定之法律扶助工作，但有免除擔任法律
扶助工作之原因者，不在此限。又第 27 條規定，律師經選定或指定擔任法律扶助
時，非有正當事由，不得拒絕，如有違反視同違背律師倫理規範，如情節重大，
應付懲戒，由基金會移請律師懲戒委員會依律師法處理。然而，實務上目前對於
律師的法律扶助，是依律師自由意志採取自由參加的，有意願要參與法律扶助，
由律師透過法律扶助基金會提出申請。因此雖然法律上有明確規定律師的法律扶
助義務，卻僅可歸類為訓示性規定，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實務上並無強制律
師參與法律扶助。
因此，相較於中國大陸，台灣的律師在法律扶助工作上，自主性比較高，有
免除擔任法律扶助工作的原因或有正當事由者，皆可免於參與法律扶助。而台灣
目前的法律扶助工作仍存在人力不足的問題，由於專職律師的人數較少，而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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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扶助工作仍是由法律扶助基金會指定的扶助律師負擔，而扶助律師的意願
與品質是比較難以掌握的，在法律扶助案件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增加專職律師是
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努力目標。193
中國大陸透過立法化強制律師進行法律扶助的作法，主要與法律扶助資金的
募集不易及國家社會關係等因素相關。中國大陸法律扶助的資金來源，係透過政
府的財政撥款與法律援助基金會對外的募款捐獻，然而法律扶助工作所需資金是
相當龐大的，當政府資金與募款不足時，此時在國家與社會關係、政府與非政府
組織的運作上，皆屬於國家與政府主導的中國大陸，遂可透過立法，將這些法律
援助經費的來源，轉嫁到律師身上。因此，中國大陸在全國各地的案件需求都不
同，對於扶助律師的需求不一，地方政府要求每位律師每年須承辦「義務法律扶
助案件」1 至 3 件不等，且不能領取任何報酬，除非案件超過一定數量，才能有機
會得到相對應的補貼。
有關律師繳納法律扶助金或法律扶助義務代償金的制度，目前是世界各國募
集法律扶助資金的新路徑；律師普遍在行使有償的法律服務，在法律服務中受益，
因此許多國家都強制性規定，律師除了有償服務外，應該負擔一些無償的法律扶
助，這是作為律師的義務，例如美國的加州或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都有規定律師
的免費法律扶助時數或繳納法律扶助金的制度。194中國大陸目前的做法，比較傾向
法律扶助義務代償金的作法，將律師法律扶助義務作強制性規定，而台灣則是透
過專職或指定律師擔任法律扶助工作，支付律師酬金，來提供弱勢民眾進行法律
扶助工作。
儘管中國大陸透過立法的方式，將法律扶助強行納入律師的義務，惟中國大
陸仍與台灣面對相同的問題，因為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內陸或西部偏遠省分的法
律扶助中心，都面臨人力不足的問題，即便近幾年國家與社會各界許多法律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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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不斷努力，想要解決此一問題，惟上開問題仍然存在。195
有鑑於此，由中國大陸的法律援助基金會於 2009 年發起「1+1 中國法律援助
志願者行動」
，中央與地方的法律扶助單位相互合作，結合中國大陸各大專院校法
律系學生的力量，以一位律師搭配一位學生的模式，分派到無律師或律師缺乏的
地、市、縣來從事法律扶助工作，並逐年增加律師與學生志工的人數，形成一個
專業團隊，來解決中西部扶助律師缺乏的問題，使中國大陸公民都能享受法律扶
助帶來的幫助。196
在法律規範的特別規定上，台灣在《法律扶助法》第 21 條，特別訂立災難緊
急處理機制，目前僅有包括台灣在內的少數國家有這樣的規定，因為緊急災難發
生時，受災人數眾多，法律扶助沒有立即展開，必定造成社會問題，而情況急迫
扶助機關無暇立即確認受扶助者的身分、資力等要件，此時可以先予以法律扶助，
事後再進行資格審查。197因應台灣近年來遭遇到的天然災變，例如九二一地震、八
八風災等，這樣的緊急處理機制，亦讓受災民眾的司法權益可以得到妥善保障，
不因此而受損。
台灣與中國大陸在實務運作上，由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影響，導致政府與非
政府組織關係的不同，同時反映在運作模式的差異。台灣的政府機關目前僅有負
責經費的撥款，有關法律扶助工作的實施，全權委由公辦民營的法律扶助基金會
去執行。民眾有法律扶助需要時，可向法律扶助分會提出申請，通過審查後，法
律扶助基金會再依規定約聘專職律師或指定律師，擔任法律扶助的工作來服務民
眾。司法院與法律扶助基金會的關係，就是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模式，由政
府提供經費，非政府組織來為民眾提供法律扶助。
中國大陸的法律扶助工作則全由政府機關來主導，法律援助基金會僅負責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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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麗飛，〈我國大陸與台灣地區法律援助制度比較研究〉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
，第 4 卷第
1 期，2010 年 2 月，頁 56-60。
杜娟，
〈開展「1+1」中國法律援助志願者行動的通知〉
，
《中國法律援助網》
，2010 年 8 月 12 日，
＜http://www.chinalegalaid.gov.cn/China_legalaid/content/2010-08/12/content_3997300.htm＞。
謝慶輝、李伸一，
《法律扶助制度及執行成效專案調查研究報告彙編》
（台北：監察院，2003 年），
頁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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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與募款。運作模式上各地不盡相同，有政府設立的法律專責機關、律師協
會、官方法律扶助中心、民間法律扶助中心，目前在法律扶助的執行面上，法律
扶助模式的選擇，沒有一個明確的做法及標準，由各地方民眾自行去選擇決定，
在法律規範中仍欠缺比較具體完善的法律扶助模式。
至於，兩岸法律扶助之非政府組織運作上，兩個主要的非政府組織各有各的
宗旨、作法與運作模式。台灣的法律扶助基金會目前在實務上除了一般案件的服
務外，亦積極發展專案案件，主要是應付社會時事的變化以及民眾的需求，多元
化的社會中，社會變遷快速，專案案件更能夠即時有效給予民眾適時的幫助。所
謂專案案件，包括「檢警第一次偵訊律師陪同到場」、「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法律
扶助」、「勞工訴訟立即扶助」、「人口販運被害人法律扶助」、「擴大法律諮詢」及
「八八風災」等專案。
反觀，中國大陸的法律援助基金會，近年來與中國大陸政府司法部的密切合
作，以及慈善企業、社會大眾的幫助下，法律援助基金會針對不同地區與族群的
需要，設立多達 14 個專案基金，例如殘疾人法律援助專項基金、婦女家庭權益保
障專項基金、老年人法律援助專項基金、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專項基金、生態環保
法律援助專項基金、災區縣級法律援助重建基金、1＋1 中國法律援助志願者行動
專項基金等項目的基金，分別針對不同族群來開闢法律扶助的資金來源，主要著
重於資金的管理與募集。顯示中國大陸官方與非政府組織的配合，僅在單純的資
金募集與管理，以及法律扶助的宣導等輔助事項，核心的法律服務仍是由政府主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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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兩岸法律扶助制度的比較，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台灣的公民社會
力量，人民對司法正義的期許，對平等權與訴訟權等人權議題的主張，是十分強
烈的，人民的聲音不斷影響政府的政策運作，促使政府重視人權的議題，促成法
律扶助制度的發展。而中國大陸政府則是基於社會控制與國際視聽的需求，才開
始發展法律扶助制度，國家影響社會的層面比較大，作為公民社會主角的中產階
級，由於經濟發展的穩定，對於政府比較敏感的人權議題，反而不是很勇於主張，
因此亦減弱了公民社會的聲音。
兩岸在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台灣方面在法律扶助的運作，是由公
辦民營的法律扶助基金會為主體，提供民眾需要的法律服務，非政府組織是法律
扶助的主要運作者，而政府則是居於資金供給的角色。在中國大陸，非政府組織
的法律援助基金會，則係擔任資金管理與募集的角色，關於整體法律扶助的運作，
則由中國大陸司法部為首的法律援助中心，為民眾提供法律扶助。
至於，兩岸在法律規範與實務運作的差異，主要仍受到國家與社會關係、政
府與非政府組織間的關係影響，而有不同的宗旨與作法，不管在法律規範或實務
運作上，都存在各自的特色與想法，對於不一樣的社會環境，保障人民的司法人
權，是唯一不變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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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法律扶助制度是一個讓弱勢民眾可以有能力進行訴訟，主張自己司法權利的
制度，讓形式正義可以真正落實到實質正義。現實生活裡，許多民眾在實現這些
權利的過程中，會遭受本身的經濟條件，所處的社會環境，所受的教育程度以及
法律知識的多寡，造成一種在法律權利的不平等現象。因此，為了消弭這樣的法
律上不平等，國家必須要有法律扶助制度，來幫助那些經濟上的弱勢人民，可以
合理平等的主張自己的訴訟權，保障自身的權利不受侵害，來落實「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的概念。
兩岸法律扶助制度發展至今，存在許多的差異，不論是在機關組織的建構，
法律法律規範的差異，或實務發展的不同。透過國家與社會關係、政府與非政府
組織間的關係、法律扶助法理基礎的探討，得知理論背後所代表的背景因素與兩
岸在法律扶助制度的差異，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
從國家與社會關係來看，台灣法律扶助制度的建構，係由於人民與社會的需
求，非政府組織的提倡，慢慢去影響國家政府的決策，透過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
合作，進而立法，成立專責單位，國家提撥預算，再去推廣整個制度，簡單說是
由社會影響國家。反觀中國大陸則是國家影響社會，先由國家政府去主導，立法
並成立專責單位，國家對社會產生影響，促使民間的非政府組織成立運作，推廣
整個法律扶助制度，並且幫忙募集法律援助資金。
台灣的法律扶助制度發展，從理念形成背景到《法律扶助法》立法後，法律
扶助基金會的發展，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互動，都可以看見社會影響國家的基本
架構。台灣的發展歷史上，早期著重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穩定後，人民才逐漸重
視政治上的大小事，憲法上的基本權利義務，包括司法人權的重要性。公民社會
的形成，告訴政府必須傾聽人民的聲音，透過民間力量的推動，形成一個由政府
出資，民間經營管理的非政府組織《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並完成《法律扶
助法》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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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社會的多元發展，台灣在法律扶助的運作，目前除了主要的非政府
組織「法律扶助基金會」負責法律扶助制度的管理與實施外，尚有許多大大小小
的非政府組織，如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簡稱司改會）
、台灣人權促進會
（簡稱台權會）等。對於司法正義、法律扶助及人權維護等相關的社會議題，持
續為社會弱勢來發聲，讓人權的維護可以更加具體落實。
台灣的法律扶助制度在社會不斷影響國家，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模式下，
社會發展的不同，社會時事的脈動，以及公民社會力量的主張，深深影響法律扶
法律扶助的法律規範與實務發展。在法律規範上，政府進行法律扶助的立法，制
訂《法律扶助法》
，整合原先分散的法律規定，將法律扶助相關規範整理彙集，立
法化、標準化以及專責化。
尤其在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專案案件上，可以明顯看出，包括「檢警第一次偵
訊律師陪同到場」、「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法律扶助」、「勞工訴訟立即扶助」、「人
口販運被害人法律扶助」、「擴大法律諮詢」及「八八風災」等專案，都是由於社
會影響國家，因應而生的不同處理方式。
再者，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模式，法律扶助機關的設置，更能貼近民眾
需求。在法律扶助對象上，不分任何國籍，只要合法居住在台灣，都能受到法律
扶助的保護；無資力的認定標準，更加放寬，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街能申請法
律扶助。再者，對於婦女、兒童、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等相關弱勢的族群，都能
有更好的保護，維護其在憲法上的訴訟權與平等權。整體而言，台灣的法律扶助
制度發展，社會影響國家的比例偏重，法律扶助的規範與實務發展，是不斷受到
社會影響而促使政府改變的。
反觀，中國大陸的法律扶助制度，主要仰賴政府的主導以及民間社會的配合。
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公民社會的力量雖然存在，惟礙於政府的控制與監督，非
政府組織的發展始終無法如同一般民主國家，擁有自主權的獨立發展。在這樣的
關係模式下，非政府組織想要突破困境，必須尋求與政府機關的合作，取得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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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方都可接受的平衡點。
在中國大陸司法部與非政府組織「法律援助基金會」的合作下，政府與非政
府組織共同提供服務，共同解決經費的問題，雖然主要仍是政府主導，然亦形成
一種半官半民性質的法律扶助制度。在這樣的背景下，亦創造出一套屬於中國大
陸的法律扶助特色，從中央、省、市、縣，從上而下的四個層級法律扶助，並且
立法強制律師的法律扶助義務，由基金會統一控管法律扶助經費的收入與支出，
募集與管理，上開的作法與特色，皆由於中國大陸特殊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國家
主導社會的脈動所形成。
此外，中國大陸關注法律扶助的非政府組織，除了主要具有半官方性質的法
律援助基金會外，尚有許多非政府組織致力於不同領域，不同族群的法律扶助。
有民間所成立的非政府組織，例如北京益仁平中心、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
中心；也有民間與大專院校合作成立的非政府組織，例如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
心、華東政法大學勞動法律服務中心等。雖然中國大陸這類有關維護人權的非政
府組織，時常需要與公權力相互抗衡，比較容易受制於政府的管控，只要能配合
政府的政策與運作，便比較容易取得與政府對話的管道，去主張自己的意見與法
律扶助的相關需求。
國家主導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同樣形成政府主導的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關係，
而法律扶助制度的法律規範與實務發展，同樣受到上開模式的影響。中國大陸法
律扶助制度的產生，公民社會的推動力量不如台灣強烈，主要仍是國家為了社會
控制的需要，對於國內貧富不均、司法人權不平等的情況，必須安撫社會不滿的
情緒。
再者，中國大陸的經濟雖然迅速成長，惟對於人權的維護仍是國際所撻伐，
甚至受到抵制，中國大陸政府不得不發展法律扶助制度來符合國際社會的期待，
提升國際間對於中國大陸司法人權的評價。國際間對於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一直
是高度重視，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同時，高度發展經濟外，公民社會運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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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問題的重視，均迫使中國必須走向開放。而法律扶助制度的運作，就是重視
人權的方法之一。
兩岸法律扶助制度的比較，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台灣的公民社會
力量，人民對司法正義的期許，對平等權與訴訟權等人權議題的主張，是十分強
烈的，人民的聲音不斷影響政府的政策運作，促使政府重視人權的議題，促成法
律扶助制度的發展。而中國大陸政府則是基於社會控制與國際視聽的需求，才開
始發展法律扶助制度，國家影響社會的層面比較大，作為公民社會主角的中產階
級，由於經濟發展的穩定，對於政府比較敏感的人權議題，反而不是很勇於主張，
因此亦減弱了公民社會的聲音。
法律扶助制度最終目的，還是需要真正落實到社會，讓人民可以真正感受。
兩岸在法律扶助制度建立後，後續要進步努力的空間還有很多，包括對於外國人
的人權保護、偵查中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扶助、法律扶助的社區化等議題，甚至兩
岸交流日趨頻繁的同時，兩岸人民在彼此領域內，所發生的法律問題，需要的法
律扶助，兩岸政府如何透過司法互助協議來加以解決，都是後續值得關切研究的
議題。
綜上所述，從非政府組織的觀點切入，來看兩岸法律扶助的發展差異，更能
瞭解非政府組織在整體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兩岸在法律扶助制度的運作及發展
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互動，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間的運作模式，兩岸公民社會的
影響，兩岸之間的差異，都是相互牽引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發展差異，政府與
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互動，都為兩岸在法律扶助制度方面，帶來各個層面的不
同影響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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