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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律師聯合會律師權益維護暨申訴處理辦法 
中華民國 97年 3月 15日全聯會第 7屆第 10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年 1月 17日全聯會第 10屆第 2次常務理事會修正並經 104年 3月 14日第 10屆第 2次理

事、監事聯席會議追認通過 

中華民國 104年 9月 12日全聯會第 10屆第 5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增訂第 5條之 1、第 6條之 1條

文 

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25日全律會第 1屆第 9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法規名稱、前言、第 2、3、

4、5、5條之 1、7、8條 

 

前言：為維護律師有尊嚴而合理的執業環境，保障律師之合法正當權益，特訂

定本辦法。 

 

第一條（委員會） 

本會於理事會下設律師權益維護暨申訴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名，副主任委員一至三名，委員五至十名。 

 

第二條（委員） 

主任委員由理事長提名，報經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聘任。任期一年。得

續聘之。 

副主任委員及委員，由主任委員提名，報經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聘任。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委員均為榮譽之無給職。 

 

第三條（受理申訴事件） 

律師執行職務遇有下列權益受損之情形，得向所加入之地方律師公會或本委員

會申訴： 

一、在執行職務時，遭受警察、調查人員、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法官、司法

事務官或所配置人員不當刁難或不合法禁止代理及辯護之情形。 

二、在執行職務時，遭受上開人員粗暴之言語侮辱或惡意之肢體碰觸。 

三、其他關於律師執行職務時權益受損事件。 

同時向地方律師公會及本委員會申訴，或同時向二以上地方律師公會申訴者，

得由各受理單位協調其一處理。 

 

第四條（地方律師公會之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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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執行職務，遇有前條各款情形而向所加入之地方律師公會申訴者，當地律

師公會或所屬律師公會應視實際狀況協助該律師向該相關單位交涉或反應，以

維護律師合法及正當權益。但地方律師公會認為不便處理者，得將該申訴事件

移請本委員會處理。 

 

第五條（得申請移轉本委員會處理之事件） 

律師向地方律師公會申訴之事件，如逾相當期間未獲處理，或逾三個月仍無結

果或進展，或事件有急迫性者，得申請地方律師公會將該申訴事件移轉本委員

會處理。 

前項情形，如地方律師公會逾期十日未移轉，原申訴律師得逕向本委員會另提

申訴。 

 

第五條之一（補正及不為補正之處理） 

律師提出申訴時，應提出足供地方律師公會及本委員會進行調查之必要事證，

並協助地方律師公會調查。如所提事證不明，無從啟動調查，受理申訴地方律

師公會得定相當期限通知申訴律師補正並為必要之協助。 

逾期不為補正或協助者，受理申訴地方律師公會及本委員會得經理事、監事聯

席會議之決議駁回其申訴。 

 

第六條（分組及調查） 

本委員會受理申訴之事件，得視案情繁簡，或申訴事件之難易，由主任委員指

派一人或三人專案小組調查或處理。 

如成立三人專案小組，由主任委員指派委員一人為召集人，負責召集該小組，

並調查及處理該申訴事件。 

本委員會為調查及處理申訴事件，得通知申訴律師到會或指定地點說明，並提

供必要之相關卷證資料。申訴律師提供之資料，如有涉及當事人隱私或其他權

益，應予保密者，應以書面敘明，並在各該資料上明確標示。 

本委員會為調查及處理申訴事件，亦得報請理事長核可後由本會函請相關單位

提供資料或查復。 

 

第六條之一（申訴案之撤回） 

申訴律師得於申訴案依第七條規定處理結案前撤回申訴。但申訴事實涉及全體

律師之執業尊嚴、環境、或合法正當之權益者，受理申訴地方律師公會或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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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得據以提經理事、監事聯席會議决議為適當之處理。 

申訴案依前項規定撤回者，視同未申訴。 

 

第七條（調查結果及處理方式） 

本委員會受理之申訴事件，應於三個月內提出調查報告，並得依情節輕重，就

下列處理方式，提出建議，報請理事長核定後執行。但第一款處理方式應經理

事、監事聯席會議之決議通過後行之： 

一、將被申訴人函請其所屬或監督機關依法懲處，或函請監察院依法予以糾

彈。 

二、由本委員會派員拜會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首長，或函請被申訴人所屬機關轉

請其注意改善。 

三、將調查報告或其摘要刊登於本會「全國律師」雜誌。 

四、其他本委員會建議之處理方式。 

如申訴事件涉及法規制度或具通案性質，本委員會應報請理事長提案交由理

事、監事聯席會議討論決定。 

 

第八條（生效及施行）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全國律師聯合會律師權益維護暨申訴處理辦法辦法」修

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修正理由 

全國律師聯合會律師權

益維護暨申訴處理辦法

辦法 

中華民 國律師 公會全國

聯合會律師權益維護暨

申訴處理辦法 

更正本會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前言：為維護律師有尊嚴

而合理的執業環境，保障

律師之合法正當權益，特

訂定本辦法。 

前言：為維護律師有尊嚴

而合理的執業環境，保障

律師之合法正當權益，特

依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以下簡稱本

會）章程第 14 條第 1 項

規定 訂定本辦法。 

本會章程尚未修訂完竣，

故刪除部分文字。 

第 1 條（委員會） 

本會於理事會下設律師

權益維護暨申訴處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 1

名，副主任委員 1至 3名，

委員 5 至 10 名。 

第 1 條（委員會） 

本會於理事會下設『律師

權益維護暨申訴處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 1

名，副主任委員 1至 3名，

委員 5 至 10 名。 

 

第二條（委員） 

主任委員由理事長提名，

報經理 事、監事聯席會

議通過後聘任。任期一

年。得續聘之。 

副主任委員及委員，由主

任委員提名，報經理 事、

第 2 條（委員） 

主任委員由理事長提名，

報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

任期 1 年。得續聘之。 

副主任委員及委員，由主

任委員提名，報經理事會

理事會變更為「理事、監

事聯席會議」。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聘

任。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

委員均為榮譽之無給職。 

 

通過後聘任。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

委員均為榮譽之無給職。 

第三條（受理申訴事件） 

律師執行職務遇有下列

權益受損之情形，得向所

加入之地方 律師 公會或

本委員會申訴： 

一、在執行職務時，遭受

警察、調查人員、檢

察官、檢察事務官、

法官、司法事務官或

所配置人員不當刁

難或不合法禁止代

理及辯護之情形。 

二、在執行職務時，遭受

上開人員粗暴之言

語侮辱或惡意之肢

體碰觸。 

三、其他關於律師執行職

務時權益受損事件。 

同時向地方 律師 公會及

本委員會申訴，或同時向

二以上地方 律師 公會申

訴者，得由各受理 單位

協調其一處理。 

第 3 條（受理申訴事件） 

律師執行職務遇有下列

權益受損之情形，得向所

加入之地方公會或本委

員會申訴： 

一、在執行職務時，遭受

警察、調查人員、檢

察官、檢察事務官、

法官、司法事務官或

所配置人員不當刁

難或不合法禁止代

理及辯護之情形。 

二、在執行職務時，遭受

上開人員粗暴之言

語侮辱或惡意之肢

體碰觸。 

三、其他關於律師執行職

務時權益受損事件。 

同時向地方公會及本委

員會申訴，或同時向二以

上地方公會申訴者，得由

各受理 公會 協調其中一

公會 處理。 

「地方公會」統一用語為

「地方律師公會」。 

第 2 項酌做文字修正。 

第四條（地方 律師 公會

之處理程序） 

律師執行職務，遇有前條

第 4 條（地方公會之處理

程序） 

律師執行職務，遇有前條

「地方公會」統一用語為

「地方律師公會」。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各款情形而向所加入之

地方 律師 公會申訴者，

當地律師公會或所屬律

師 公會應視實際狀況協

助該律師向該相關單位

交涉或反應，以維護律師

合法及正當權益。但地方

律師 公會認為不便處理

者，得將該申訴事件移請

本委員會處理。 

各款情形而向所加入之

地方公會申訴者，當地公

會或所屬公會應視實際

狀況協助該律師向該相

關單位交涉或反應，以維

護律師合法及正當權益。

但地方公會認為不便處

理者，得將該申訴事件移

請本委員會處理。 

第五條（得申請移轉本委

員會處理之事件） 

律師向地方 律師 公會申

訴之事件，如逾相當期間

未獲處理，或逾三個月仍

無結果或進展，或事件有

急迫性者，得申請地方

律師 公會將該申訴事件

移轉本委員會處理。 

前項情形，如地方 律師

公會逾期十日未移轉，原

申訴律師得逕向本委員

會另提申訴。 

第 5 條（得申請移轉本委

員會處理之事件） 

律師向地方公會申訴之

事件，如逾相當期間未獲

處理，或逾 3 個月仍無結

果或進展，或事件有急迫

性者，得申請地方公會將

該申訴事件移轉本委員

會處理。 

前項情形，如地方公會逾

期 10 日未移轉，原申訴

律師得逕向本委員會另

提申訴。 

「地方公會」統一用語為

「地方律師公會」。 

第五條之一（補正及不為

補正之處理） 

律師提出申訴時，應提出

足供地方律師公會及本

委員會 進行調查之必要

事證，並協助 地方律師

公會調查。如所提事證不

明，無從啟動調查，受理

申訴 地方律師 公會得定

相當期限通知申訴律師

第 5 條之 1（補正及不為

補正之處理） 

律師提出申訴時，應提出

足供公會進行調查之必

要事證，並協助公會調

查。如所提事證不明，無

從啟動調查，受理申訴公

會得定相當期限通知申

訴律師補正並為必要之

協助。 

加入「及本委員」之文字。 

理事會變更為「理事、監

事聯席會議」。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補正並為必要之協助。 

逾期不為補正或協助者，

受理申訴 地方律師 公會

及本委員會得經理事 、

監事聯席 會議之決議駁

回其申訴。 

逾期不為補正或協助者，

受理申訴公會得經理事

會之決議駁回其申訴。 

(本條文未修正) 第 6 條（分組及調查） 

本委員會受理申訴之事

件，得視案情繁簡，或申

訴事件之難易，由主任委

員指派 1 人或 3 人專案

小組調查或處理。 

如成立 3 人專案小組，由

主任委員指派委員 1 人

為召集人，負責召集該小

組，並調查及處理該申訴

事件。 

本委員會為調查及處理

申訴事件，得通知申訴律

師到會或指定地點說明，

並提供必要之相關卷證

資料。申訴律師提供之資

料，如有涉及當事人隱私

或其他權益，應予保密

者，應以書面敘明，並在

各該資料上明確標示。 

本委員會為調查及處理

申訴事件，亦得報請理事

長核可後由本會函請相

關單位提供資料或查復。 

 

第六條之一（申訴案之撤 第 6 條之 1（申訴案之撤

回） 
理事會變更為「理事、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回） 

申訴律師得於申訴案依

第七條規定處理結案前

撤回申訴。但申訴事實涉

及全體律師之執業尊嚴、

環境、或合法正當之權益

者，受理申訴 地方律師

公會或本會仍得據以提

經理事 、監事聯席 會議

决議為適當之處理。 

申訴案依前項規定撤回

者，視同未申訴。 

申訴律師得於申訴案依

第 7 條規定處理結案前

撤回申訴。但申訴事實涉

及全體律師之執業尊嚴、

環境、或合法正當之權益

者，受理申訴公會或本會

仍得據以提經理事會决

議為適當之處理。 

申訴案依前項規定撤回

者，視同未申訴。 

事聯席會議」。 

第七條（調查結果及處理

方式） 

本委員會受理之申訴事

件，應於三個月內提出調

查報告，並得依情節輕

重，就下列處理方式，提

出建議，報請理事長核定

後執行。但第一款處理方

式應經理事 、監事聯席

會議之決議通過後行之： 

一、將被申訴人函請其所

屬或監督機關依法

懲處，或函請監察院

依法予以糾彈。 

二、由本委員會派員拜會

被申訴人所屬機關

首長，或函請被申訴

人所屬機關轉請其

注意改善。 

三、將調查報告或其摘要

第 7 條（調查結果及處理

方式） 

本委員會受理之申訴事

件，應於 3 個月內提出調

查報告，並得依情節輕

重，就下列處理方式，提

出建議，報請理事長核定

後執行。但第 1 款處理方

式應經 本會常務理事會

或 理事會之決議通過後

行之： 

一、將被申訴人函請其所

屬或監督機關依法

懲處，或函請監察院

依法予以糾彈。 

二、由本委員會派員拜會

被申訴人所屬機關

首長，或函請被申訴

人所屬機關轉請其

注意改善。 

目前本會章程尚未修正，

並無常務理事會，故修正

為理事、監事聯席會議。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刊登於本會「全國律

師」雜誌。 

四、其他本委員會建議之

處理方式。 

如申訴事件涉及法規制

度或具通案性質，本委員

會應報請理事長提案交

由理事 、監事聯席 會議

討論決定。 

三、將調查報告或其摘要

刊登於本會「全國律

師」雜誌。 

四、其他本委員會建議之

處理方式。 

如申訴事件涉及法規制

度或具通案性質，本委員

會應報請理事長提案交

由理事會討論決定。 

第八條（生效及施行） 

本辦法於經 本會 理事、

監事聯席 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 8 條（生效及施行） 

本辦法於經理事會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理事會變更為「理事、監

事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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