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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第 13/2012號法律

司法援助的一般制度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

（一）項，為實施《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三十六條所

訂定的基本制度，制定本法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

 

本法律訂定司法援助的一般制度，以保障符合法定條

件者不會因經濟能力不足而無法透過司法訴訟取得或維護

其依法受保護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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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適用範圍

 

一、本法律適用於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院所進行的

任何形式的訴訟，但下列情況除外：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部門的工作人員因執行公

共職務作出的行為或發生的事實而被起訴的情況，適用第

13/2010號法律的規定；

（二）刑事訴訟程序中嫌犯委託辯護人和支付訴訟費

用的情況，適用《刑事訴訟法典》和十月二十五日第63/99/

M號法令核准的《法院訴訟費用制度》的規定。

二、如對保全程序批給司法援助，該援助亦適用於以

保全程序所保護的權利為依據的主訴訟程序。

三、不論訴訟的裁判為何，司法援助在有關上訴中繼

續適用，並延伸適用於一切以附文方式併附於獲批給司法

援助的訴訟而進行的訴訟程序。

四、司法援助繼續適用於以獲批給司法援助的訴訟的

終局裁判為依據的執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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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形式

 

一、司法援助包括以下形式：

（一）豁免支付預付金；

（二）豁免支付訴訟費用；

（三）委任在法院的代理人和支付代理費用。

二、如擬獲批給司法援助的訴訟程序依法無須強制

律師代理，則司法援助不包括委任在法院的代理人和支

付代理費用，但訴訟的他方當事人已委託律師代理的情

況除外。

 

第四條

司法援助委員會

 

一、司法援助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具職權按照本

法律的規定對司法援助的批給和其他相關事宜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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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員會的組成和運作由補充法規訂定，委員會主

席須具備法律學士學歷。

第五條

合作義務

 

應委員會為行使本法律規定的職權而提出的要求，任

何公共或私人實體均有提供協助的義務。

 

第六條

個人資料的保護

 

一、委員會成員、其他參與委員會會議的人，以及參與

司法援助批給程序的公共部門的工作人員須就其於執行

職務時根據本法律的規定所獲提供的個人資料，遵守職業

保密義務，不得將之透露或用於非為執行本法律的其他目

的，即使在職務終止後亦然。

二、適用本法律時，尤其涉及處理及保護個人資料的

事宜，應遵守第8/2005號法律所定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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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司法援助的批給

 

第七條

批給對象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和住所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非具營利目的之法人，如屬經濟能力不足，有權獲得司法

援助。

二、基於下列任一情況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者，

如屬經濟能力不足，亦有權獲得司法援助：

（一）具有外地僱員身份者；

（二）獲澳門特別行政區主管當局承認難民地位者；

（三）獲第4/2003號法律第八條所指在澳門特別行政

區逗留的特別許可者。

三、司法援助的批給對象尚包括按照其他法律規定有

權獲得司法援助者。

四、司法援助的批給不取決於申請人在案件中的訴訟

地位及他方當事人是否獲批給司法援助，但不影響第三條

第二款規定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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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經濟能力不足

 

一、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申請人及其家團成員的

可支配財產的金額，如不超出法定限額，視為經濟能力

不足。

二、上款所指可支配財產的金額為申請人及其家團成

員的收入與資產總和扣除支出而得出的數額。

三、在訂定第一款所指限額時，須特別考慮獲批給司

法援助的訴訟案件平均的訴訟費用及代理費用。

 

第九條

可支配財產的計算

 

一、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可支配財產的收入、資產及

支出按以下各款的規定計算。

二、收入是指自提出司法援助申請之日起計的過去一

年內，申請人及其家團成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外所取得

的收益，尤其包括：

（一）從自僱工作或為他人工作而取得的收益；

（二）補助金、退休金或退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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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工商業活動、不動產、著作權及財務運用所

取得的收益。

三、現金分享款項、敬老金、殘疾津貼、社會保障給

付、援助金及不屬課稅收益的其他政府津貼，不視為上款

所指的收入。

四、資產是指提出司法援助申請時申請人及其家團成

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外的財產，尤其是非屬家庭居所的

不動產、工商業場所、合夥或公司的股、股份、出資或其他

的資本參與，對船舶、飛行器或車輛擁有的權利、有價證

券及金額超過澳門幣五千元的銀行賬戶、現金、債權、藝

術品、珠寶或其他物品，扣除以不動產作抵押擔保的銀行

貸款的負債。

五、如訴訟的他方當事人為申請人的家團成員，則在

計算可支配財產時，無須計算該家團成員的收入及資產。

六、支出包括：

（一）為申請人及其家團成員的年度生活開支而訂出

的固定金額，該金額為第6/2007號行政法規附件一所載最

低維生指數的二點五倍再乘以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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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提出司法援助申請之日起一年內經適當證明

的每項金額超過澳門幣五千元的必不可少的開支，尤其是

因教育、醫療及喪葬而引致的開支，但不包括申請人及其

家團成員因過錯而須支付的罰款、賠償或其他費用。

七、如申請人屬非營利目的之法人，則其收入及支出

是指自提出司法援助申請之日起計的過去一年內以任何名

義取得的收益及所作的開支，而其資產則適用經適當配合

後的第四款的規定，但不包括法人住所及專供本身運作的

不動產。

八、如對申請人所申報的資產的價值存有疑問，委員

會可透過適當的途徑進行評估。

 

第十條

家團

 

一、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家團由下列以共同經濟方

式生活的人組成：

（一）夫妻或如夫妻般生活的人；

（二）直系血親尊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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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系血親卑親屬；

（四）直系姻親；

（五）夫妻任一方的養父母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養

子女或其配偶，又或養子女的直系血親卑親屬。

二、被監護人及經行政交託或司法判決交託的未成年

人等同直系血親卑親屬。

 

第十一條

不獲批給司法援助的情況

 

如屬下列任一情況，不論申請人是否經濟能力不足，

均不獲批給司法援助：

（一）有理由懷疑申請人或其家團成員轉讓財產或為

其財產設定負擔，以符合批給司法援助的條件；

（二）申請人為爭議權利或爭議物的受讓人，且有關

轉讓是為獲批給司法援助而作出；

（三）申請人或其家團成員拒絕或未在指定期間內提

供第十七條第三款所指的文件、資料及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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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擬獲批給司法援助的訴訟的請求或其理由明顯

不成立。

 

第十二條

司法援助的廢止

 

一、如屬下列任一情況，司法援助予以廢止：

（一） 在提出申請至訴訟程序終結期間，按照經必要

配合的第九條的規定重新計算的可支配財產超出第八條第

一款所指限額一倍；

（二）作為批給司法援助依據的文件和資料屬虛假；

（三）在批給司法援助至訴訟程序終結期間證實批給

理由不成立；

（四）受益人被確定裁判判為惡意訴訟人；

（五）受益人表示不提起訴訟或不繼續進行訴訟，又

或不向獲委任的在法院的代理人提供為提起訴訟程序或

推動訴訟程序進行屬必不可少的資料或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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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援助可由委員會依職權廢止，或應法院、檢察

院、訴訟他方當事人、獲委任的在法院的代理人的要求而

廢止。

三、在作出廢止司法援助的決定前，須聽取受益人的

陳述。

四、如司法援助被廢止，委員會須將有關決定通知要

求廢止的實體、受益人、獲委任的在法院的代理人和審理

待決訴訟的法院。

五、廢止司法援助的決定自轉為不可申訴時方產生

效力。

 

第十三條

強制通知

 

一、在訴訟程序終結前，受益人須在知悉上條第一款

（一）項所指事實之日起五日內向委員會作出通知，否則將

被科處澳門幣五千元至二萬元的罰款。

二、委員會具有科處上款所指罰款的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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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照第一款規定而科處的罰款所得歸法務公庫

所有。

 

第十四條

司法援助的失效

 

如在獲批給司法援助後一年內基於可歸責於申請人

的原因而未提起訴訟程序，又或獲批給司法援助的自然人

死亡或法人消滅，司法援助即失效，但訴訟繼受人提出司

法援助的申請且獲批給的情況除外。

 

第十五條

款項的支付及退回

 

一、如屬下列任一情況，司法援助的受益人須按委員

會的命令支付訴訟費用及預付金，以及退回由法務公庫承

擔的款項：

（一）司法援助因第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而被廢止；

（二）訴訟程序終結後發現作為批給司法援助依據的

文件和資料屬虛假，或證實批給司法援助的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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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益人因勝訴而實際取得的財產價值超出因批

給司法援助而獲免除支付的款項，且受益人因取得該財產

而計得的可支配財產超出第八條第一款所指限額的一倍。

二、為適用上款（三）項的規定，獲批給司法援助的

訴訟的終局裁判一經確定，法院應將該終局裁判通知委

員會。

三、受益人應在接獲委員會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支付

訴訟費用及預付金，以及退回由法務公庫承擔的款項。

四、如未在上款所定期間內支付或退回有關款項，則

採取下列措施：

（一）如屬支付訴訟費用及預付金的情況，強制支付

十月二十五日第63/99/M號法令核准的《法院訴訟費用制

度》所指訴訟費用及罰款；

（二）如屬退回由法務公庫承擔的款項的情況，以委

員會命令退回的決定的證明作為執行名義，按照稅務執行

程序進行強制徵收。

五、按照上款（二）項規定獲退回的款項歸法務公庫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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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支付期間的中止

 

一、如於應支付訴訟費用或預付金之時尚未就司法援

助的申請作出決定，則中止計算支付該等款項的期間，直

至申請人接獲決定的通知。

二、如申請不獲委員會批准，申請人應在接獲該通知

之日起十日內支付有關款項；如對該決定提起的申訴的理

由成立，應返還申請人已支付的款項。

三、為適用本條的規定，利害關係人應將提出司法援

助申請的證明文件附於卷宗，並將關於該申請的決定通知

法院。

 

第三章

批給司法援助的程序

 

第十七條

申請

 

一、司法援助的申請可在首次參與訴訟程序前或在訴

訟程序中的任何階段向委員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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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提出司法援助申請時，申請人須簡要陳述其

訴訟請求和作為有關請求依據的事實，指明申請援助的

形式，並附同能證明符合批給司法援助的條件的文件和

資料。

三、為查證申請人是否符合批給司法援助的條件，委

員會可要求申請人提交補充文件及資料，並在獲申請人及

其家團成員書面許可下查閱銀行帳戶及其他有助知悉其可

支配財產的資料，在此情況下，金融及信用機構的保密義

務即予排除。

 

第十八條

正當性

 

一、下列人士可提出司法援助的申請：

（一）利害關係人；

（二）代表利害關係人的律師或實習律師；

（三）代表利害關係人的檢察院。

二、上款（二）項所指的代表關係，是以利害關係人及

有關律師或實習律師的共同簽名予以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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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程序的自主性

 

相對於擬獲批給司法援助的訴訟，批給司法援助的程

序具自主性，且不妨礙該訴訟的進度，但不影響下條及第

三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適用。

 

第二十條

期間的中斷及時效的中止

 

一、如在訴訟程序的待決期間提出委任在法院的代

理人和支付代理費用的司法援助申請，則正在進行的訴訟

期間自申請人將已提出該申請的證明文件附於卷宗之日起

中斷。

二、如提出司法援助申請，則提起訴訟程序的期間自

提出申請之日起中斷。

三、因適用以上兩款的規定而中斷的期間，自對司法

援助申請所作的決定轉為不可申訴之日起重新計算。

四、如提出司法援助申請，則擬透過獲批給司法援助

的訴訟而行使的權利的時效自提出申請之日至對該申請所

作的決定轉為不可申訴之日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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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惡意訴訟人

 

一、如申請人明顯不具備條件而提出司法援助的申

請，以達致拖延訴訟進行的目的，則視為《民事訴訟法典》

第三百八十五條所規定的惡意訴訟人。

二、為適用上款的規定，委員會須將知悉的事實通知

審理有關訴訟的法院。

 

第二十二條

決定的期間

 

一、委員會須在接獲司法援助的申請及按第十七條規

定所提交的文件和資料之日起十五日內作出決定。

二、如有充分理由，上款所指期間可延長最多十五日。

 

第二十三條

通知

 

一、在對司法援助的申請作出決定後，委員會須將決

定通知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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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申請在訴訟程序的待決期間提出，須將有關決

定通知他方當事人，且在有關決定轉為不可申訴後，將決

定通知審理待決訴訟的法院，但屬該法院就司法申訴作出

決定的情況除外。

 

第二十四條

豁免

 

為申請司法援助而向公共實體要求發出的證明、證明

書或其他文件，均獲豁免稅項、手續費及費用。

 

第四章

司法申訴

 

第二十五條

對委員會的決定提出申訴

 

一、不可對委員會就司法援助的批給申請、廢止或確

認失效所作出的決定提出聲明異議或行政上訴，但可按本

章規定提出司法申訴。

二、利害關係人在接獲上款所指決定的通知之日起十

日內提出司法申訴，且無須委託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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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正當性

 

一、司法援助的申請人具有正當性提出司法申訴。

二、對涉及司法援助批給申請所作出的決定，第二十三

條所指的他方當事人亦有正當性提出司法申訴。

 

第二十七條

管轄法院

 

一、如司法援助的申請在提起訴訟程序前提出，則初

級法院具有審理司法申訴的管轄權。

二、如司法援助的申請在訴訟程序的待決期間提出，

則審理待決訴訟的法院具有審理司法申訴的管轄權。

 

第二十八條

申訴請求

 

一、司法申訴請求應以書面方式送交委員會，但無須

以分條縷述方式作出陳述。

二、司法申訴只接納書證，並可透過法院請求獲取有

關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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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員會在收到利害關係人的請求後，應在五日內

維持或更改其決定。

四、如委員會更改司法申訴所針對的全部決定，應

將此事通知利害關係人，在此情況下，該司法申訴即告

終結。

五、如委員會維持其全部或部分決定，須將司法申訴

請求書、經認證的卷宗副本，以及維持有關決定的意見書

送交管轄法院。

六、提出司法申訴獲豁免支付預付金。

 

第二十九條

審理

 

一、法院在收到及分發卷宗後，法官可命令採取必要

的調查措施，並須在十五日內作出裁判。

二、不可對司法申訴的裁判提起上訴。

三、法院須將其裁判通知委員會。

四、委員會須將該裁判通知受益人、倘有的獲委任的

在法院的代理人、第二十三條所指的他方當事人，以及審理

待決訴訟的法院，但屬該法院就司法申訴作出決定的情況

除外。



21

五、如司法申訴獲裁定理由不成立，則有關訴訟費用

由提出司法申訴者承擔。

 

第五章

在法院的代理

 

第三十條

委任在法院的代理人

 

一、如委任在法院的代理人和支付代理費用的司法援

助申請獲得批准，委員會應委任在法院的代理人，並將所

作決定通知申請人和獲委任的代理人。

二、關於委任在法院的代理人的方式、程序、代理人

名單、委任次序及其他相關事宜，由委員會與澳門律師公

會透過協議訂定。

 

第三十一條

提起訴訟程序

 

一、在提起訴訟程序前獲委任的在法院的代理人，應

在獲通知有關委任之日起三十日內提起訴訟程序；提交起

訴狀時應附同已獲批給司法援助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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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上款所指期限內未提起訴訟程序者應向委員會

作出解釋。

三、如不作出解釋，或解釋的理由不成立，委員會須委

任新代理人，並將有關決定通知受益人及律師業高等委員

會，以便提起倘有的紀律程序。

 

第三十二條

推辭

 

一、如有充分理由，獲委任的在法院的代理人可向委

員會提出推辭有關委任的申請。

二、如在訴訟程序的待決期間提出上款所指申請，則

代理人應通知法院有關事實，而正在進行的訴訟期間自將

該申請獲批准的證明文件附於卷宗之日起中斷。

三、如申請獲得批准，委員會應立即委任新代理人。

四、委員會應將上款所指決定通知獲委任的新代理

人、司法援助的受益人和審理待決訴訟的法院。

五、因適用第二款的規定而被中斷的期間，自新代理

人接獲委任通知之日起重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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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代理人的替換

 

如有充分理由，受益人可向委員會申請由其他代理人

擔任職務，並適用經作出必要配合後的上條第二款至第五

款的規定。

 

第三十四條

代理費用

 

一、獲委任的在法院的代理人有權對所提供的服務

收取由委員會訂定的服務費，以及獲償還經適當證明的開

支，但不得要求或收取其他款項。

二、在定出服務費時，應考慮所耗的時間、工作量及工

作的複雜程度、已作出的行為或措施，以及案件的利益值；

為此，獲委任的代理人須向委員會呈交報告，而在有關訴

訟程序已展開的情況下，該報告須經審理獲批給司法援助

的訴訟的法官簽署。

三、委員會定出的服務費不得超出由公佈於《澳門特

別行政區公報》的行政長官批示所核准的服務費表所定金

額的上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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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訂定和調整載於上款所指批示內的服務費的上下

限時，應聽取澳門律師公會的意見。

 

第三十五條

違紀行為的通知

 

如委員會知悉獲委任的在法院的代理人的違紀行為，

須通知律師業高等委員會，以便提起倘有的紀律程序。

 

第六章

最後及過渡規定

 

第三十六條

刑事責任

 

為獲批給司法援助而提供虛假資料或偽造文件，適用

《刑法典》第二百四十四條及第二百四十五條的規定。

 

第三十七條

例外

 

基於人道理由或其他可予特別考慮的理由，即使申請

人不符合第七條的規定，委員會按照本法律的規定作出審

查，並經充分說明理由後，亦可例外地批給司法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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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

通知方式

 

一、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所有的通知按《行政程序

法典》規定的方式作出，但須遵守以下數款的特別規定。

二、凡按下列地址作出的通知均以單掛號信作出，並

推定應被通知人自信件掛號日起第三日接獲通知，如第三

日並非工作日，則推定自緊接該日的首個工作日接獲通知：

（一） 申請人在司法援助申請中指定的通訊地址或

住址；

（二） 獲委任的在法院的代理人的職業住址；

（三） 在擬獲批給司法援助的訴訟程序中所載的他

方當事人的通訊地址或住址。

三、如申請人的地址屬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地方，

上款所指期間於《行政程序法典》第七十五條所定延期期

間屆滿後方起計。

四、僅在因可歸咎於郵政服務的事由而令應被通知人

在推定接獲通知的日期後才收到通知的情況下，方可由應

被通知人推翻第二款所指的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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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條

負擔

 

因執行本法律而引致的財政負擔由法務公庫的預算

承擔。

 

第四十條

過渡規定

 

在本法律生效前已提出司法援助申請的待決個案適

用原制度。

 

第四十一條

補充法規

 

為執行本法律所需的補充規定，尤其是第八條第一款

所指限額、申請和批給司法援助的其他具體事宜由補充法

規訂定。

 

第四十二條

廢止

 

廢止：

（一） 八月十五日第21/88/M號法律第七條第二款、第

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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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八月一日第41/94/M號法令；

（三） 十月二十五日第63/99/M號法令核准的《法院訴

訟費用制度》中有關司法援助的規定，但第七十六條第一

款除外。

 

第四十三條

生效

 

本法律自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劉焯華

二零一二年九月四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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