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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律師聯合會律師倫理風紀委員會組織規程 

中華民國 110年 2月 20日全國律師聯合會第 1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通過全文 18條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3 日全國律師聯合會第 1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通過第 8、9、10、

11、11-1、15、16、17條 

第一條（法源依據） 

全國律師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處理律師法第七十五條第一項之

申覆案件，依律師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設置本律師倫理風紀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依律師法第七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訂定相關

事項。 

第二條（本委員會組織） 

I.本委員會設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本會理事長或副理事長互推一人任

之。 

II.本委員會除主任委員外，置委員十二人。其中委員五人，應由主任

委員就現非屬執業律師之社會公正人士提名，報經理監事聯席會通過

後聘任；其餘委員七人，由主任委員提名，報經理監事聯席會通過後

聘任。委員任期為二年，得連任一次。 

III.主任委員及屬執業律師之委員為無給職；非屬執業律師之社會公正

人士委員得由本會酌給出席費及車馬費。 

第三條（當事人定義） 

本組織規程所稱當事人，為受處置之律師或請求處置人。 

第四條（當事人請求申覆） 

律師涉及違反律師倫理規範案件，經所屬地方公會審議後，為移付懲

戒以外處置，或不予處置者，當事人得於處理結果送達二十日內，向

本會以書面提起申覆。 

第五條（調查小組召集、組成、召開調查詢問會） 

I.本委員會收受書面申覆時，應由輪派之委員一人擔任召集人，負責

召集調查小組。 

II.調查小組由三名委員組成，其中至少包括一名為執業律師之委員，

一名為非屬執業律師之委員。 

第六條（調查小組成員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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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調查小組成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一、有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所定法官應自行迴避之同一原因者。 

二、與當事人間現有或曾有合夥、合署、僱傭或代理關係者。 

三、與當事人之代理人間現有合夥、合署、僱傭或代理關係者。 

II.調查小組成員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聲請調查小組成

員迴避： 

一、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二、有其他情形足使當事人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 

III.當事人如已就該申覆案件有所聲明或為陳述後，不得依前項第二款

聲請調查小組成員迴避。但迴避之原因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不在

此限。 

IV.當事人聲請調查小組成員迴避，應舉其原因，向本委員會為之。 

V.前項原因及第三項但書之事實，當事人應自為聲請之日起五日內以

書面釋明。 

VI.被聲請迴避之調查小組成員，對於該迴避聲請得向本委員會提出

意見書。 

VII.調查小組成員應自行迴避者，應出具利益迴避聲明書予本委員會

附卷。 

VIII.調查小組成員自行迴避或經本委員會決定其應迴避者，本委員會

應另行指派委員替補該迴避之委員，或由本委員會依第五條規定另行

組成調查小組。 

第七條（主任委員與委員迴避） 

I.本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委員對應付議決之申覆案件有前條第一項各款

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主任委員及委員有前條第二項第二款之情

形者，亦得經本委員會同意後，迴避之。 

II.主任委員依前項規定迴避時，應指定委員一名擔任委員會主席。 

第八條（申覆不予受理之情形） 

I.申覆案件之當事人有下列各款情事者，調查小組得不予受理，並於

作成調查報告後送本委員會備查： 

一、逾律師法第七十五條第一項所訂二十日之申覆期間。 

二、同一申覆案件，業經本委員會之調查小組不予受理或簽結。 

三、未依本委員會要求之格式及數量提出申覆書面暨相關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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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申覆案件中受處置之律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調查小組應不予

受理，並送本委員會報告後備查： 

一、非本會之會員。 

二、同一違反律師倫理規範之行為，業經本委員會作成移付懲戒、維

持原處置、另為處置或不予處置之決議。 

三、同一違反律師倫理規範之行為，已受律師懲戒委員會依律師法第

九十四條作成懲戒處分確定或已受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依律師

法第九十九條第三項作成懲戒處分確定。 

第九條（申覆收受程序） 

本委員會收受書面申覆後，應踐行下列程序： 

一、當事人所提出之申覆書不符合格式者(如附件)，應命其於五日內

補正，並告知無正當理由逾期未補正將不予受理之意旨。 

二、除有前款之情形外，應即依本規程第五條規定分案，加以調查。 

第十條（申覆案件簽結，並送律師倫理風紀委員會報告、備查） 

調查小組認該申覆案件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經全體成員同意後

逕予簽結，並於作成調查報告後送本委員會備查： 

一、當事人無法釋明其提起申覆意旨及具體情節，致使該申覆案件無

法調查者。調查小組應先通知當事人限期補正，無正當理由逾期

未補正，致申覆案件無法續行調查。 

二、當事人死亡，且收受當事人死亡證明。 

第十一條（調查小組調查申覆案件之程序） 

I.調查小組得請原審議地方律師公會於二十日內將全卷移送調查小組。 

II.調查小組認依申覆意旨申覆顯無理由者，得於調查報告作成逕為維

持原處置或不予處置之建議，送倫理風紀委員會決議之。 

III.除第八條不予受理、第十條逕予簽結及前項之情形外，調查小組調

查申覆案件時應將申覆書繕本送達受處置之律師或請求處置人。調查

小組並得命受處置之律師或請求處置人於收受申覆書後十日內提出

書面意見書或申辯書，並附具相關證據。 

IV.調查小組得於收受前項之意見書或申辯書後送達繕本予受處置之

律師或請求處置人。調查小組亦得命受處置之律師或請求處置人將意

見書或申辯書繕本逕送他造。 

V.調查小組認為申覆案件調查已完備時，經調查小組成員過半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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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應製成書面調查報告，並於作成報告後送本委員會決議。調查小

組成員對調查報告如有不同意見，並得附記於調查報告中。 

VI.就調查結果，調查小組應於調查報告具體建議本委員會應為移付

懲戒、維持原處置、另為處置或不予處置。 

第十一條之一（調查詢問會） 

I.調查小組認為有必要時得召開調查詢問會。當事人如以證人為證據

方法，其應於意見書或申辯書內載明證人身分資料及待證事實，調查

小組得於調查詢問會時通知證人到場受詢。 

II.由調查小組指定調查詢問會之期日，並命當事人分別或同時到場陳

述。當事人得委任律師參與調查訊問會。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未出席調

查詢問會，不影響調查程序之進行。 

III.調查小組於調查詢問會應有兩位以上之成員始終出席。 

IV.調查詢問會之召開應使當事人有充分陳述及攻擊防禦之機會，但與

申覆案件無關或意圖延滯、妨害調查者，得制止之。 

V.調查小組於調查案件時，倘認當事人間有調處之可能者，於徵得當

事人同意後，得由調查小組試行調處。 

VI.調查詢問會時，應製作成書面紀錄附卷，為製作該紀錄，得全程錄

音、錄影。 

第十二條（詢問調查之不公開） 

調查小組所為詢問及調查，均不公開。 

第十三條（暫停調查） 

I.調查小組調查之申覆案件，若以其他訴訟之確定判決或偵查結果為

據，或確有無法續行調查之障礙時，本委員會得在其他訴訟終結或偵

查程序終結或無法調查之障礙排除前，做成暫停調查小組調查申覆案

件之決議。 

II.前項之暫停調查原因消滅時，調查小組應續行調查之。 

第十四條（提出調查報告期限） 

I.調查小組應自受理案件後三個月內提出調查報告，但必要時得延長

至六個月。 

II.前項期間應扣除通知補正及向其他機關或單位調取證據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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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調查報告之格式） 

I.調查報告應包括下列各款事項： 

一、申覆案件之案號。 

二、調查小組成員及召集人。 

三、當事人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四、事實、證據、調查結果及調查小組依第八條第一項不予受理、第

十條逕予簽結、第十一條第二項逕為建議或同條文第六項所做具

體建議之理由。 

五、調查報告之年、月、日。 

六、調查小組之成員應於調查報告簽名。 

II.申覆案件依第八條第一項不予受理、第十條逕予簽結、第十一條第

二項逕為建議者，於前項第四款得不分項記載，並得僅記載其要領。 

第十六條（調查小組提出調查報告後之程序） 

主任委員應於調查小組提出調查報告後召開本委員會會議，除不予受

理、簽結或應續行調查外，委員會應就申覆案件作成移付懲戒、維持

原處置、另為處置或不予處置之決議。 

第十七條（決議書應載事項及送達） 

I.本委員會，應作成決議書，記載下列事項： 

一、申覆案件之案號 

二、當事人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三、決議主文。 

四、事實證據及決議之理由。 

五、決議之年、月、日。 

六、本會主任委員應於決議書簽名。 

II.申覆案件依第十一條第二項逕為建議者，於前項第四款得不分項記

載，並得僅記載其要領。 

III.經本委員會做成決議後，應將決議書正本，送達受處置之律師、請

求處置人及原審議地方律師公會。 

第十八條（本組織規程生效） 

本組織規程由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後生效，修正時亦同。 



全國律師聯合會律師倫理風紀委員會 

倫理風紀案件申覆書1 

申覆人 

姓名  住址  

連絡電話  

文件送
達地址 

（請務必

勾選） 

□與住址相同 

□另行寄送之地址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電子郵件
信箱 

 
申覆人
身分 

□受處置之律師 

□請求處置之人 

被申覆人 姓名  住址  

【以下欄位若空間不足填寫，可另檢附紙本為附件，但仍須提供壹式伍份，並按被申覆人之

人數增加申覆書份數。】 

一、 申覆事實及理由（需具體指摘內容，不得僅以證據或其他方式代之）： 

 

 

二、 證據： 

 

 

三、 依據法條（若不知適用法條則無須填載）： 

 

 

四、 申覆人謹此聲明上開陳述與檢附資料均為真實，如有虛偽、捏造等情事致被申覆人受

有名譽等損害，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五、 申覆人 □同意 / □不同意3  貴會就申覆案件所涉個人資料之處理與利用，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規定，以基於研究律師制度等公益而為統計或學術研究目的所必要者為限。 

 

申覆人：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請提供壹式伍份。但被申覆人有數人時，應按其人數增加申覆書之份數。如：被申覆人有二人時，應提供壹

式六份；被申覆人有三人時應提供壹式七份，以此類推。 
2 住址非屬中華民國（台灣）境內者，請勾選「另行寄送之地址」並填寫該他國地址。 
3 勾選不同意並不影響申覆人之申覆權益。 



 

 

1. 移付懲戒 

2. 維持原處置 

3. 另為處置 

4. 不予處置 

地方律師公會 

為移付懲戒以外處置 移付懲戒 不予處置 

律師懲戒委員會

會 

移 付 

作 成 

審 議 

律師懲戒覆審 

委員會 

被付懲戒 律師或移送 

  機關團體 不服請求覆審 

決議 

調查小組 

調 查 

全國律師聯合會 

律師倫理風紀委員會 

（下稱倫理風紀委員會） 

 

受處置之律 師或請求 

處置人不服 提起申覆 

作成調 查報告後 

送 

作成調查報告

且於報告內

「具體建議」 

（第 11條第 6項） 

 

逕予簽結 不予受理 

送  

送 

倫理風紀委員會

報告後備查 

（第 8條第 2項） 

倫理風紀委員會

備查 

（第 10條） 

 

作成決議書 

（第 17條） 

 

倫理風紀委員會 

備查 

（第 8條第 1項） 

作成調 查報告後 

送 

倫理風紀委員會 

決議 

（第 16條） 

作成調查報告

且於報告內

「逕為建議」 

（第 11條第 2項） 

 1. 維持原處置 

2. 不予處置 

（全國律師聯合會律師倫理風紀委員

會組織規程（下同）第 4條） 

 

（第 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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