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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案例開始

誤導、詐欺

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繼承一幢
房屋

A，35歲
患有自閉症
併輕度智能
障礙

Q：買賣契約會有效嗎？
Q：可否主張是被誤導、詐欺？
Q：可否以自閉症併輕度智能障礙

不懂買賣所造成之影響，主張
買賣不成立？



民法基本概念

什麼是「行為能力」？

能做出有效的法律行為的能力。

民法關於行為能力的規範？（§13）

未滿7歲的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滿7歲以上未滿20歲的未成年人限制行為能力

未成年人已結婚者完全行為能力

滿20歲完全行為能力
（民國112年起，滿18歲為完全行為能力）

有沒有行為能力
有什麼差別？



民法基本概念

無行為能力人所做的法律行為是無效的（§75）

法定代理人代替無行為能力人做法律行為（§76）

限制行為能力人做法律行為時需要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1.單純獲得利益

2.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

無須法定代理人同意（§77）



民法基本概念

雖然是有完全行為能力的人，但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的狀態下
從事法律行為，也會無效（§75）

Q：要如何證明行為時無意識或精神錯亂？



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預防紛爭的發生？

監護宣告

輔助宣告

意定監護

信託



監護宣告介紹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
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
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
機關、社會福利機構、輔助人、意定監護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14）

受監護宣告的人，無行為能力（§15）

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1110）



監護宣告介紹－監護人的職責
 監護人為了受監護人的利益，可以使用受監護人的財產（§1113準用§1101）

 監護人執行有關受監護人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的職務時，應尊重受
監護人之意思，並考量其身心狀態與生活狀況

 以下行為須經法院許可：

1.代理受監護人買賣不動產

2.就供受監護人居住之不動產出租、供他人使用或終止租賃

 監護人不可以做的事：

1.不可以將受監護人的財產為投資。但購買公債、國庫券、金融債券、可
轉讓定期存單或保證商業本票等，不在此限

2.不可以受讓受監護人的財產（§1113準用§1102）



監護宣告介紹－誰可以擔任監護人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
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
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1111）

照護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法人或機構及其代表人、負責人，或與
該法人或機構有僱傭、委任或其他類似關係之人，不得為該受
監護宣告之人之監護人（§1111-2）



監護宣告介紹－法院怎麼選擇監護人
 法院為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
查報告及建議（§1111）

 監護宣告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

 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
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
一、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
二、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
三、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
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

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1111-1）



監護宣告介紹－監護宣告聲請流程

向法院聲請

監護宣告

法院審理

醫院鑑定

法院裁定

1.准監護宣告
2.選定監護人

3.指定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人

辦理

戶籍登記

持法院裁定
確定證明書



監護宣告介紹－聲請監護宣告人之條件
 本人

 配偶

 四親等內之親屬(即父母、祖父母、子女、孫子女、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

 最近一年有共同居住事實之其他親屬

 檢察官

 直轄市、縣（市）政府

 社會福利機構

 輔助人

 意定監護受任人

 其他利害關係人（§14）



監護宣告介紹－監護宣告聲請狀







監護宣告介紹－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不可以是監護人

監護宣告裁定後二個月內向法院陳報財產清冊（§1113準用§1099）

未陳報財產清冊，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
行為（§1113準用§1099-1）

如果超過二個月了還沒開具財產清冊怎麼辦？

二個月的陳報期間為訓示期間，超過二個月並不發生失權效
果，儘速開具財產清冊陳報法院即可





監護宣告介紹－法院審理、醫院鑑定
向受監護宣告人之住所地或居所地的法院提出聲請（家事事件法§164）

聲請監護宣告須向法院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家事事件法§97準用非訟事件法§14）

法院應於鑑定人前，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
訊問鑑定人及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但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
者，不在此限（家事事件法§167）

法院會委請專業醫師為鑑定，鑑定費用需由聲請人預納

監護宣告之裁定，於裁定送達或當庭告知法院選定之監護人時
發生效力（家事事件法§169）



監護宣告介紹－鑑定醫院

https://www.judicial.gov.tw/tw/lp-1717-1-2-20.html?Query=UV9EVFN5c0BVOztRX0RUQ2xhc3MxTmFtZUAlZTclOWIlYTMlZTglYWQlYjclZTglYmMlOTQlZTUlOGElYTklZTUlYWUlYTMlZTUlOTElOGE7O1FfRE1UaXRsZUA7Ow==
https://www.judicial.gov.tw/tw/lp-1717-1-2-20.html?Query=UV9EVFN5c0BVOztRX0RUQ2xhc3MxTmFtZUAlZTclOWIlYTMlZTglYWQlYjclZTglYmMlOTQlZTUlOGElYTklZTUlYWUlYTMlZTUlOTElOGE7O1FfRE1UaXRsZUA7Ow==


監護宣告介紹－辦理戶政登記
由監護人到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親自辦理或線上申辦，若監護
人超過一人，由其中一位代表申請

準備資料：

申請人（監護人）的國民身分證

法院監護宣告裁定文件

監護人及受監護宣告人的戶口名簿

戶口名簿規費新台幣30元

申請期限：30日內，逾期依戶籍法科罰



監護宣告介紹－辦理金融機構註記
監護人向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辦理金融註記，限制受監護人之金融行
為，避免其在無行為能力之下，遭人利用進行辦卡、作保、簽署金
融文件等風險

由監護人到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親自辦理或郵寄辦理

準備資料：

當事人辦理註記申請書

當事人及申請人（監護人）的國民身分證

法院監護宣告裁定文件

監護人及受監護宣告人的戶口名簿

當事人註記不收取任何費用





嘉義地方法院110年度監宣字第34號
「本院審驗相對人之精神及心智狀況，點呼其姓名、年籍、現在何處，
相對人雙眼睜開、意識清醒，對於問話均無回答等情；並參酌長庚醫療
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周士雍所為之精神鑑定報告
書略以：相對人自幼發展遲緩，罹有自閉症及重度智能不足，無言語溝
通能力，不會叫爸媽，僅會發出無意義之聲音，平日不停大聲吼叫，並
罹有癲癇症，長期在神經內科吃癲癇藥物，但仍常會發作，日常大小便
不會表達，由母親清潔，可用湯匙吃飯，日常生活皆由家人照顧，相對
人因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
思之效果，建議為監護宣告等語。綜上，堪認相對人確因其他心智缺陷，
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之效果等情為真，故本
件聲請為有理由，宣告相對人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基隆地方法院109年度監宣字第188號
「本院在鑑定人即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陳枻志醫師前訊問相對人時，相
對人外觀正常，對本院之簡易詢問尚能正常應答，且其精神狀態經鑑定結果，略以：林
員（即相對人）自小一般智力功能顯著低於一般水準，且溝通能力、社交技巧等適應功
能皆有缺損，診斷有『自閉症合併輕度智能障礙』。林員目前社會職業功能缺損，判斷
力顯有不足。林員外觀無明顯異常，可正常行走，日常生活可自理簡單生活事物，但品
質不佳；經濟活動能力包括管理處分自己財產之能力較不足。另外，心理衡鑑結果顯示
林員智能為輕度障礙水準，整體能力落在輕度臨界水準，推估其心智功能約7至11歲，能
接受教育及從事簡單之技術性工作，具社交行為，但遇到困難時須有人協助。綜合以上
所述，林員之過去生活史、疾病史、身體檢查及精神狀態檢查結果，認林員目前因『自
閉症合併輕度智能障礙』，致其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和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
已達到『顯有不足』之程度，但未達到『完全不能』之程度，可為『輔助宣告』等語，
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乙件。綜合上情，足認相對人確
有心智缺陷，然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係顯有不足，
非完全不能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完全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自未達應受監
護宣告之程度。從而，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為監護之宣告，尚非允當，惟相對人仍有受
輔助之必要，故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為輔助之宣告，則有理由，應予准許。」



輔助宣告介紹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
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
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
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15-1）

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特定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律
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15-2）

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1113-1）



輔助宣告介紹－須經輔助人同意的行為
 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

 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

 為訴訟行為。

 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

 為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
賣、租賃或借貸。

 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

 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

以上行為無損害受輔助宣告之人利益，輔助人仍不為同意時，受輔助
宣告之人得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為之（§15-2）



輔助宣告介紹－須經輔助人同意
未得輔助人允許的單獨行為，法律上是無效的（§15-2準用§78）

未得輔助人允許訂立契約，須經輔助人承認才會有效（§15-2準用§79）

對契約相對人的保障：

可以定一個月以上期限，催告輔助人確答是否承認，期限內
不承認，視為拒絕承認（§15-2準用§80）

在輔助人未承認前，可以撤回契約。但訂立契約時知道未得
輔助人允許者，不在此限（§15-2準用§82）

受輔助宣告人以詐術使人信任已得輔助人允許時，法律行為
會有效（§15-2準用§83）



輔助宣告介紹－誰可以擔任輔助人

法院為輔助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
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
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輔助人（§1113-1準用§1111）

照護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法人或機構及其代表人、負責人，或與
該法人或機構有僱傭、委任或其他類似關係之人，不得為該受
輔助宣告之人之輔助人（§1113-1準用§1111-2）



輔助宣告介紹－法院怎麼選擇輔助人
 法院為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
調查報告及建議（§1113-1準用§1111）

 輔助宣告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

 法院選定輔助人時，應依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
助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
一、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
二、受輔助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

況。
三、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
四、法人為輔助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輔

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1113-1準用§1111-1）



輔助宣告介紹－輔助宣告聲請流程



輔助宣告介紹－聲請輔助宣告人之條件
本人

配偶

四親等內之親屬(即父母、祖父母、子女、孫子女、兄弟姊妹、
堂兄弟姊妹等)

最近一年有共同居住事實之其他親屬

檢察官

直轄市、縣（市）政府

社會福利機構（§15-1）



輔助宣告介紹－輔助宣告聲請狀





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輔宣字第7號
「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目前已正常，無須再受輔助宣告之
限制等語，惟依鑑定人即澄清綜合醫院平等分院劉金明醫師
之鑑定報告書，記載：『因相對人輕度智能障礙、自閉症類
疾患，精神障礙之程度輕度，應為輔助宣告』等語，足見依
相對人目前仍需為輔助宣告。從而，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輔宣字第26號
「聲請人主張其身體及精神狀況已回復至可處理自己日常事務之狀態，具有獨立判
斷事物之能力等情；復經鑑定人即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附設新莊仁濟醫
院羅家駒醫師審驗聲請人之心神狀況後，鑑定結果略以：『個案之全量表智商69，
整體智力表現落於輕度障礙範圍。整體生活適應功能屬正常範圍。個案可與人對談
及溝通，目前以身心障礙身份在學校任收發工作，雖其抽象思考能力稍差、語言表
達較僵化（與其自閉症之特質有關），已接受社交技巧訓練課程，亦多參與社會互
動，目前人際互動技巧提升，已增進有關社交判斷及了解社交情境風險的能力。其
表達及理解能力雖稍不佳，但尚敷一般生活及目前職場所需。考量個案本人及其輔
助人，認為其社交技巧及社會判斷有所改善，可正常生活及工作，之前輔助宣告對
其參加國家考試及財務自主有所影響，均要求撤銷輔助宣告，因此在其整體狀況已
有改善之情形下，可考量撤銷原輔助宣告。』。又經本院訊問聲請人，聲請人可明
白瞭解問題後適切回應，另關係人亦表示：當初聲請人在外讀大學，因聲請人的認
知沒有一般人好，擔心聲請人才聲請輔助宣告，但現在聲請人有參加團體、教會，
成長很多，在學校工作很順手，同事也喜歡聲請人，伊比較不擔心，伊和配偶也會
提醒聲請人在外小心，回來要告訴伊們，也會看新聞機會教育等語。是以，可認聲
請人之主張，應堪採信。」



意定監護介紹

中華民國法務部 2019/08/15 https://youtu.be/iJDSVze-Xt4

https://youtu.be/iJDSVze-Xt4
https://youtu.be/iJDSVze-Xt4


意定監護介紹

本人與受任人約定，於本人未來若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致不能正常表示意思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遭聲請監護宣告
時，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之契約（§1113-2）

誰可以做意定監護？

因法條章節名稱為「成年人之意定監護」，故限於成年之人
（滿20歲*）始得為之



意定監護介紹－如何做意定監護

需做成意定監護契約  意定契約書參考範本

意定監護契約之訂立或變更，應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始為成立。
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後七日內，會以書面通知本人住所地之法院

做公證時，應有本人及受任人在場，向公證人表明雙方均同意
此意定監護契約。

意定監護契約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發生效力（§1113-3）

https://www.moj.gov.tw/cp-272-122819-49959-001.html


意定監護介紹－誰可以擔任受任人

意定監護契約內所約定之人，不限於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
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等人，
只要是本人較為信賴之人，且有簽訂該契約者，即可擔任受任
人

法院在做監護宣告時，有事實足認意定監護受任人不利於本人
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可以依職權選定他人為監護人（§1113-4）



意定監護介紹－意定監護 v. 監護宣告

圖片源自：法務部
https://www.moj.gov.tw/cp-
21-116261-bd679-001.html

https://www.moj.gov.tw/cp-21-116261-bd679-001.html


意定監護介紹－辦理公證時之提醒

本人及受任人應親自到場，不得代理

均應攜帶有效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親自到場

請求人及受任人應提出最新之戶籍謄本或其他得證明尚未受監
護宣告之文件

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時，提出載有受指定人身分資
料之文件



意定監護介紹－撤回意定監護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前，意定監護契約之本人或受任人得隨時撤回之

意定監護契約之撤回，應以書面先向他方為之，並由公證人作成公
證書後，始生撤回之效力。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後七日內，以書面通
知本人住所地之法院

契約經一部撤回者，視為全部撤回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後，本人有正當理由者，得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意
定監護契約。受任人有正當理由者，得聲請法院許可辭任其職務
（§1113-5）

前後意定監護契約有相牴觸者，視為本人撤回前意定監護契約（§1113-8）



圖片源自：法務部
https://www.moj.gov.tw/cp-21-116261-
bd679-001.html

https://www.moj.gov.tw/cp-21-116261-bd679-001.html


除了監護宣告、輔助宣告、意定監護外

還有什麼保障方式嗎？



https://youtu.be/IOt69ctiIGo
https://youtu.be/IOt69ctiIGo


信託介紹

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
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法§1）

信託原則上應以契約或遺囑為之（信託法§2）

受託人為信託業者，須訂定書面之信託契約（信託業法§19）



信託介紹－當事人
委託人：將自己的特定財產作為

信託財產，並移轉予受
託人

受託人：在信託關係中負責管理
處分信託財產者

受益人：委託人辦理信託的財產
所想照顧的對象，也是
信託關係中得到信託利
益的人，可以是委託人
本人，也可以是第三人

圖片源自：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



信託介紹－信託監察人

受益人不特定、尚未存在或其他為保
護受益人之利益認有必要時，法院得
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
一人或數人為信託監察人。但信託行
為定有信託監察人或其選任方法者，
從其所定（信託法§52）

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及
破產人，不得為信託監察人（信託法§53）

信託監察人得以自己名義，為受益人
為有關信託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行為 圖片源自：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所出版

之《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手冊》



信託介紹－案例1（他益信託）
父親得知自己罹癌，為了避免視障的女兒在他離世後無人照料，
因此與銀行簽訂信託契約，將其僅有存款100萬元委託給銀行，
要求銀行於父親過世後，由信託專戶固定每個月給付2萬元之生
活費給女兒，直到財產用畢。

委託人：父親

受託人：銀行

受益人：女兒

信託財產：存款100萬元

信託目的：每月定期給付女兒生活費，直到財產用畢



信託介紹－案例2（自益信託）
 母親有一名重度智能障礙的兒子，從以前到現在，兒子過年所得的紅
包及母親為兒子所投資的財產，母親都有幫他儲蓄起來，兒子名下帳
戶財產已累積到100萬元，母親擔憂未來往生後兒子無人照料。於兒子
成年後，母親先替兒子聲請監護宣告，成為其監護人，並找銀行為兒
子辦理財產信託，同時找了社福團體擔任信託監察人，保障未來信託
契約執行。

 委託人：重度智能障礙的兒子

 監護人：母親

 受託人：銀行

 受益人：重度智能障礙的兒子

 信託監察人：社福團體

 信託財產：100萬元



信託介紹－身心障礙者安養信託契約
 信託目的：為保障未來生活、安養照護及醫療等之

 信託財產運用範圍之限制：投資商品風險等級不得超逾委託人之風險屬性，其投資
範圍包括國內外基金、ETF、國內外債券及其他經委託人指定之投資標的，但不得指
定投資於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2規定之複雜性高風險商品。

 受託人報酬之計算標準及限制：於信託財產成長至相當規模後，可約定不隨信託財
產之比率計費，而以固定金額計費。另委託人辦理身障者安養信託後，再透過受託
人投資金融商品時，受託人不得向委託人重複收取信託管理費。

 因應委託人安養照護需求之約定：明定委託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或有使用長照服務、
入住長照、安養、養護或護理之家等機構之需求時，得增加信託財產給付之約定。

 強化信託監察人功能：設有信託監察人者，得由信託監察人檢具事證書面通知受託
人增加信託財產之給付；受託人依約定調整信託財產給付金額前，應取得信託監察
人之書面同意。



https://www.trust.org.tw/upload/108301950001.pdf
https://www.trust.org.tw/upload/108301950001.pdf


聽到這應該也累了吧？

讓我來思考一下一開始的案例



回到最先的案例

誤導、詐欺

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繼承一幢
房屋

A，35歲
患有自閉症
併輕度智能
障礙

Q：買賣契約會有效嗎？
Q：可否主張是被誤導、詐欺？
Q：可否以自閉症併輕度智能障礙

不懂買賣所造成之影響，主張
買賣不成立？



回到最先的案例
Q：買賣契約會有效嗎？

→原則上會先被推定為有效

Q：可否主張是被誤導、詐欺？

→可以，但必須要有相關證據

Q：可否以自閉症併輕度智能障礙不懂買賣所造成之影響，
主張買賣不成立？

→可以，但必須舉證買賣當下意思能力是有欠缺的



法院實務怎麼做
民事訴訟法第45條：「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者，有訴訟能
力。」

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
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
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必要，而
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其親屬或利害關
係人，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



法院實務怎麼做
A經鑑定其意思能力應僅相當於九至十二歲限制行為能力人
程度，其辨識利害得失及知訴訟行為之結果，而行權利之伸
張及防禦方法之能力顯然不足。又按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
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僅有限制行為能力，依民法之規定，不
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自無訴訟能力，是A應屬限制行
為能力人，自無訴訟能力。而A為成年人且尚未經監護輔助
宣告，倘未為其選任特別代理人，其即難以及時行使訴訟權
利，自有為其選任特別代理人之必要。



法律扶助基金會介紹

https://youtu.be/6fnaUZq8RqE
https://youtu.be/6fnaUZq8RqE


法律扶助基金會介紹

對於需要專業性法律幫助而又無力負擔訴訟費用及律師報酬的
人民予以協助，以維護憲法所保障人民的訴訟權及平等權等基
本人權

目前全國共有22分會及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主要提供
「法律諮詢」及「申請扶助律師」服務



法律扶助基金會介紹-法律諮詢
電話法律諮詢

法扶全國七碼專線：412-8518
轉2（市話請直撥，手機加02）
依語音提示洽電話法律諮詢中
心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12點
30分、下午1點30分~5點

案件類型：「勞資糾紛、債務
清理、家事案件、原住民」



法律扶助基金會介紹-法律諮詢
現場法律諮詢
您可以在法扶分會或各法律諮詢駐點，與專業律師面對面
進行「現場法律諮詢」，每位民眾限時20分鐘。

視訊法律諮詢
透過電腦視訊系統，與律師視訊會面進行法律諮詢，每位
民眾限時20分鐘。

https://www.laf.org.tw/index.php?action=apply_detail&p=1&id=3511
https://www.laf.org.tw/index.php?action=apply_detail&p=1&id=3512


法律扶助基金會介紹-申請扶助律師

扶助律師可以做什麼？

打官司（訴訟代理）

寫法律文件（撰狀）

協助調解/和解

誰可以申請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扶助律師？

本國人

原則上外國人需合法居住於我國境內，但有些許例外情形



法律扶助基金會介紹-申請扶助律師

申請律師的審查標準？

法律案件要有道理

經濟狀況(財產、所得)在一定額度以下者

★有例外不審查經濟狀況情形

★有例外切結其確實無資力後，無須審查經濟狀況

屬於本會扶助之範圍



法律扶助基金會介紹-申請扶助律師
★例外不審查經濟狀況情形

 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之特殊境遇家庭

 涉犯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於偵查中初次詢
(訊)問、審判中未選任辯護人

 原住民於偵查中、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

 因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損傷或不全，無法為完全陳述，於偵查、審判中
未經選任辯護人；或於審判中未經選任代理人，審判長認有選任之必要

 少年事件調查、審理中，且具備前三項之情形

 其他審判、少年事件未經選任辯護人、代理人或輔佐人，審判長認有選任之必要

 得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清理債務之債務人

 重大公益、社會矚目、重大繁雜或其他相類案件，經基金會決議



法律扶助基金會介紹-申請扶助律師

★例外切結其確實無資力後，無須審查經濟狀況

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10款引進從事海洋漁撈、家庭幫
傭、機構看護、家庭看護、外展看護、製造、營造工作，或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工作之外國人

經濟弱勢且尚未歸化或歸化後尚未設有戶籍之國人配偶



法律扶助基金會介紹-申請扶助律師

向法扶基金會申請律師，無須再額外支付律師費用，律師費用
由基金會負擔。若上網搜尋法扶，詢問到的單位要跟你收錢，
請再確認該單位是否是「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有疑問可直接撥打各分會電話做詢問，避免受騙！



https://www.laf.org.tw/index.php?action=home
https://www.laf.org.tw/index.php?action=home


感謝聆聽

歡迎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