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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般人都有一個錯覺，以為法律援助是免費的。事實上，以公帑進行訴

訟的受助人必須分擔法律援助署（本署）所支付的訟費及其他費用，包

括在法律援助證書批出前所招致的費用，例如法律援助署署長（署長）

在進行經濟審查或案情審查時所招致的銀行查冊費或諮詢大律師的費

用，除非：

•受助人的財務資源按《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規例》評定為不

超逾某一個款額；以及

•訴訟並無為受助人討回或保留任何財產。

在上述情況下，受助人無需支付分擔費。

2.

本小冊子的目的，是舉例說明在甚麼情況下，受助人的財務資源或訴訟

成果（即獲討回或保留的財產）會用以清還本署就法援資助的訴訟所支

付的訟費及其他費用，以及如何清還。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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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人一旦接受法律援助便有責任
以本身的財務資源分擔訟費Ⅱ

受助人一旦接受法律援助，便須按其財務資源繳付分擔費。分擔費的多

寡，視乎受助人的財務資源而定。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申請人，除非

有合理理由懷疑其經濟狀況，否則一般會被視為符合財務資格。

2.

在案件審結後，如已付的分擔費及向對訟人討回的訟費（如有的話）較實

際訟費為少，本署會要求受助人支付差額，數額不多於他應繳分擔費的總

額。實際訟費是指本署所支付的訟費及其他費用，包括在法律援助證書批

出前所招致的費用（例如銀行查冊費及諮詢大律師的費用），以及調解的

費用。不過，如果受助人所繳付的分擔費超逾實際訟費，餘款便會發還給

他。換言之，除非署長行使第一押記，否則即使實際訟費較分擔費為高，

受助人須向署長償還代其墊支或招致的訟費的款項不會超出他應繳付分擔

費的金額。

3.

以下例子說明已付分擔費的運用情況：

假設：「A」獲批法律援助，向「X」提出訴訟

　　　「A」應繳付分擔費36,000元

　　　「A」已繳付分擔費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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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

 「A」勝訴，法庭判令「X」支付「A」的訟費，該訟費其後經聆案官評定為 

10,000元。假設該案所涉及的實際訟費總額為15,000元，其中包括本署代 

 「A」支付外委律師費5,000元，而「X」已支付10,000元的訟費，「A」須在

分擔費中償還5,000元律師費給本署。由於「A」已付分擔費20,000元，本署

會將餘款15,000元發還給「A」：

20,000元（已付分擔費） - 5,000元（須由「A」支付的訟費）

＝15,000元

例二：

情況與例一相同，只是「X」並無遵照法庭判令支付「A」的訟費。本署會

將餘款5,000元發還給「A」：

20,000元（已付分擔費） - 15,000元（實際訟費）

＝5,000元

例三：

情況與例一相同，只是實際訟費（包括法援證書批出前所招致的費用）是

35,000元。由於「A」繳付了20,000元，所以他須再向署長支付5,000元，以

補足實際訟費的差額：

35,000元(實際訟費) - 20,000元(已付分擔費) - 10,000元(「X」已付的訟費)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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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四：

法庭審畢「A」的案件，並判令「A」及「X」各自支付本身的訟費。

 「A」本身的訟費（包括法援證書批出前所招致的費用）是35,000元，即署

長已代「A」墊支的實際訟費。

由於「A」已繳付分擔費20,000元，因此，「A」須向署長繳付差額15,000

元：

35,000元（實際訟費） - 20,000元（已付分擔費）

＝15,000元

例五：

法庭審畢「A」的案件，並判令「A」須支付「X」及他本身的訟費合共

60,000元。

嚴格來說，由於「A」已繳付分擔費20,000元，所以尚欠40,000元訟費。

不過，由於本署將「A」的分擔費評定為36,000元，雖然尚欠40,000元訟費，

「A」只須再向署長繳付16,000元：

36,000元（應付分擔費） - 20,000元（已付分擔費）

=1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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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在訴訟結束時受助人有責任以訴訟成果
分擔訟費（即署長優先扣除訟費）

不論受助人是否須繳付分擔費，如他從獲批予法律援助的訴訟討回或保

留任何金錢或物業，他便須以獲討回或保留的金錢或物業，向署長清還

本署支付的訟費及其他費用，包括在法援證書批出前所招致的費用（例 

如銀行查冊費及諮詢大律師的費用），以及調解的費用。如受助人曾繳付

分擔費或能夠從對訟人討回訟費，則這些款項會從受助人須支付的數額中

扣除。署長從受助人在訴訟中成功收回或保留的財產扣除訟費及其他費用

或不足之數的權利，稱為署長第一押記。

2.

從訴訟中收回或保留的財產包括：

﹣非金錢資產（例如股票及股份）；

﹣有價物品（例如珠寶、繪畫及古董）；

﹣土地或土地權益（例如在離婚訴訟中的婚姻居所）；以及

﹣金錢上的賠償，例如：

 ﹣配偶︑前度配偶或子女獲判的一整筆贍養費款項；

 ﹣配偶或前度配偶按月收取的贍養費；

 ﹣僱員補償金；

 ﹣人身傷害訴訟中獲判的賠償金；

 ﹣欠薪及遣散費等。

配偶或前度配偶按月收取的贍養費如不超過特定金額，以及子女按月收取

的贍養費，均可獲豁免署長第一押記。

3.

如從訴訟中收回或保留的財產是土地或土地權益，署長可在土地註冊處

將其押記登記在有關物業上，作為還款抵押，事前不會通知受助人。如

果獲討回或保留的物業須用作受助人或其受養人的住所，而署長又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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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物業的價值足夠抵償受助人所須繳付的款項，便可行使酌情權延遲收

取有關訟費（即延遲出售物業，以套取款項償還本署所支付的訟費及其

他費用），惟受助人須額外償還押記款項所衍生的利息（利息以特定的

單利率*計算），另加署長登記第一押記的費用及向土地註冊處墊支的

註冊費及查冊費。

4.

如收取利息會對受助人造成嚴重困苦，又或是為了公正公平起見，署長

可酌情豁免收取或減收利息。受助人可在清還第一押記的款項時，以書

面提出理據，要求署長豁免收取或減收利息。

5.

如受助人沒有從訴訟中收回或保留任何金錢或財產，便無須清還本署支

付的訟費及其他費用，包括在法援證書批出前所招致的費用，但仍須繳

付未付的分擔費，惟數額不多於他應繳付的分擔費總額。請參閱第II章例

三及例五。

6.

如受助人在署長取消/撤回其法律援助證書後，成功討回或保留金錢或財

產，受助人便須以討回或保留的金錢或財產，支付其法律援助證書被取

消/撤回之前，本署代其支付而又未能向對訟人收回的訟費及其他費用，

包括在法援證書批出前所招致的費用。（請參閱第14頁例八）

* 利率會於每年六月一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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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下例子說明署長第一押記的應用：

例一：

 「A」獲批法律援助，就在交通意外中受傷一事向「X」索償。

假設：

• (i) 獲判賠償金 200,000元

• (ii) 實際訟費支出 55,000元

 (a) 可從「X」討回的訟費為50,000元

 (b) 須由「A」支付的訟費應為5,000元

• (iii) 分擔費 無

如果「X」支付(ii)(a)項所列的訟費，署長會先從(i)項的賠償金額扣除 

 「A」須支付(ii)(b)項所列的款項，然後把餘款發還「A」：

200,000元（賠償金） - 5,000元（須由「A」支付的訟費）＝19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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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A」獲批法律援助，控告「X」違反買賣協議，並索取賠償。

假設：

• (i) 獲判賠償金 300,000元

• (ii) 實際訟費支出 120,000元

 (a) 可從「X」討回的訟費為100,000元

 (b) 須由「A」支付的訟費應為20,000元

• (iii) 分擔費 40,000元

如果「X」沒有支付(ii)(a)項所列的訟費，署長會先從(i)項及(iii)項所

收的款項扣除實際訟費開支，然後把餘款發還「A」：

300,000元（賠償金） + 40,000元（分擔費） - 120,000元（實際訟費支出）

＝220,000元

例三：

 「A」獲批法律援助，控告「X」違反買賣協議，並索取賠償。

假設：

• (i) 獲判賠償金 300,000元

• (ii) 實際訟費支出 120,000元

 (a) 可從「X」討回的訟費為100,000元

 (b) 須由「A」支付的訟費應為20,000元

• (iii) 應繳付分擔費 42,425元

• (iv) 已付分擔費 20,000元

如果「X」沒有支付(ii)(a)項所列的訟費，署長會先從(i)項及(iv)項所收

的款項扣除實際訟費支出，然後把餘款發還「A」：

300,000元（賠償金）+ 20,000元（已付分擔費）- 120,000元（實際訟費支出）

＝2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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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四：

 「A」獲批法律援助，追討在與「X」共同擁有的物業中所佔的權益。儘管 

 「X」提出就有關申索達成庭外和解，但「A」仍然決定入稟法庭。法庭命

令將物業出售，並判「A」可在出售物業的收益中佔得一份。

假設：

•（i） 獲討回的金錢（即「A」在出售物業後所佔收益） 600,000元

•（ii） 實際訟費支出 700,000元

 注意：假設法庭判「A」及「X」各自支付本身的訟費

•（iii）應繳付分擔費 40,000元

•（iv）已付分擔費 30,000元

所討回的金錢會用作抵償實際訟費支出，但仍會出現100,000元差額。

由於「A」須繳付分擔費40,000元，鑑於「A」已支付了30,000元分擔費，所

以他仍須向署長繳付10,000元。

這個例子說明，受助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特別是在考慮是否接受庭外

和解時，須謹記署長有權優先扣除訟費，並須衡量案件所涉及的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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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五：

 「A」獲批法律援助進行離婚訴訟。法庭判令其配偶將其在曾用作婚姻居所

的聯名物業的實際權益（百份之五十）轉移給「A」，使「A」能擁有該物

業以供其作為居所之用。

假設：

• (i) 實際訟費支出 65,000元

 (a) 可從「A」的配偶討回的訟費為15,000元

 (b) 須由「A」支付的訟費應為50,000元

• (ii) 分擔費 6,000元

假設「A」的配偶支付了(i)(a)項所列的訟費，而「A」亦支付了(ii)項的

分擔費。由於該兩筆款項不足以抵償該案的實際訟費支出(即65,000元)， 

 「A」仍須繳付44,000元的訟費差額。署長會將其第一押記登記在該物業上，

作為「A」須償還44,000元的保證。

由於該物業是用作「A」的居所，如署長認為登記其第一押記在該物業已

有足夠保證，確保「A」償還44,000元的款項，署長可行使酌情權押後強

制執行該物業上的押記（即出售物業），使「A」可日後才繳付該筆款項

的全數。

如「A」在日後才繳付該款項，她必須支付以下款項以贖回署長的第一押

記：

• (i) 44,000元 (「A」所欠的訟費)；

• (ii) 本署登記第一押記的費用；

• (iii) 署長將其第一押記登記時土地註冊處收取的費用，以及查冊費；以及

• (iv) 以上(i)項所欠訟費的利息，以單利率計算，由登記押記當日起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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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六：

 「A」獲批法律援助進行離婚訴訟。

假設：

• (i) 法庭判令「A」的配偶：

 (a) 向「A」支付贍養費 每月12,000元

 (b) 向孩子支付贍養費 每月5,000元

• (ii) 實際訟費支出： 30,000元

 (a) 可從「A」的配偶討回的訟費為10,000元

 (b) 須由「A」支付的訟費應為20,000元

• (iii) 分擔費 無

假設「A」每月收取的贍養費首8,850元獲得豁免署長第一押記，而法庭判 

 「A」每月可得的贍養費超過8,850元，超出的數額會被視為「A」透過訴訟

獲得的金錢，所以署長會從贍養費中優先扣除實際訟費。由於孩子的贍養

費可以全數獲豁免第一押記，署長不會從中扣減分毫。

在這個例子中，本署每月會從「A」的贍養費扣減3,150元，即12,000元（每

月贍養費） - 8,850元（豁免額*），以抵償實際訟費，直至「A」所須繳付的 

款項清繳為止。所須繳付訟費的金額是20,000元或30,000元，視乎「A」的

配偶有否支付他須承擔的訟費。

* 豁免額會定期調整。有關可獲豁免的法律援助署

署長第一押記款額，請參閱「財務資料一覽表」

的最新資訊。 「財務資料一覽表」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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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七：

 「A」獲批法律援助，就「X」向其追討價值500,000元的股票一案抗辯。 

 「X」聲稱「A」是以信託形式代其保管股票。法庭駁回「X」的申索，並頒

令「X」須支付「A」的訟費。

• (i) 實際訟費支出 300,000元

 (a) 可從「X」討回的訟費，包括法律援助證書 

  批出前諮詢大律師的費用250,000元

 (b) 須由「A」支付的訟費，包括法律援助證書

  批出前的銀行查冊費50,000元

• (ii) 已付分擔費 30,000元

由於「A」成功保留股票，該些股票會根據署長第一押記用作抵償訟費開

支。

假設「X」沒有支付 (i) (a) 項所列的訟費，由於已付分擔費不足以抵償實

際訟費，「A」須從保留的股票中支付差額270,000元。

因此，署長可行使押記，即出售股票並把所得款項用作支付270,000元的

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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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八：

 「A」獲批法律援助，就其工傷意外向「X」提出訴訟。「X」向法院繳存附
帶條款付款180,000元。其代表律師認為這個金額合理，但「A」拒絕接受。

 「A」的法律援助證書其後被取消。

 「A」繼續向「X」提出申索，最後雙方以180,000元達成和解；「A」可無需

法庭許可而接受該筆附帶條款付款的最後日期之前所涉及的訟費，由「X」

負責，「A」則負責支付該日期之後所涉及的訟費。

假設︰

• (i) 「A」在可接受該筆向法院繳存的附帶條款付款 80,000元 

  的最後日期之前的訟費開支

• (ii) 「A」在該日之後但在其法律援助證書被取消之 7,000元 

  前的訟費開支

• (iii) 「A」在結案後須支付的訟費（一般訟費） 5,000元

署長須負責支付第(i)、(ii)及(iii)項訟費，合共92,000元。

假設「X」已支付第(i)項的訟費，「A」須以所得的和解款項180,000元，

向署長繳付12,000元（即7,000元＋5,000元），因此，「A」所得的淨額為 

168,000元。在可接受該筆附帶條款付款的日期之後「X」所招致的訟費，

當然由「A」支付。

這個例子顯示，儘管受助人的法律援助證書被取消，仍須支付在獲得法援

期間所涉及但未能向對訟人收回的任何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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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九：

 「A」在訴訟期限行將屆滿前申請法律援助，就其在一宗交通意外所受的傷

害，向「X」提出訴訟。署長指示一名大律師就申索的法律理據擬備意見

書。該大律師認為「A」沒有合理理據向「X」提出申索。不過，由於訴

訟期限行將屆滿，為了保障「A」向「X」索償的權利，「A」獲批有限度

的法律援助證書，以便向法庭存檔一般註明令狀。

在令狀發出後，「A」的法律援助證書隨即被取消。

假設「A」聘請私人執業律師繼續向「X」提出申索，最後雙方以180,000元

達成和解，「X」並承擔「A」的訟費，惟該份對「A」不利的大律師意見書

的費用25,000元則除外。

由於「A」在法律援助證書被取消後獲得賠償，有關賠償仍受制於署長第

一押記，署長可優先扣除在法律援助證書批出前徵詢大律師意見所花的

25,000元。

這個例子顯示，儘管受助人的法律援助證書被取消，由於受制於署長第

一押記，他仍須支付在法律援助證書批出前所招致而未能向對訟人收回

的費用，包括徵詢大律師或其他專家意見（即使意見對其不利）的費用。

8.

案件完結後，署長須確定受助人是否須要從訴訟中成功收回或保留的財

產中繳付本署所墊付的訟費及其他費用。如有關的索償是申索金錢補

償，則在金額未確定前，署長可發放中期賠償金予受助人。以下例子說

明結算帳目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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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 法庭判令對訟人向受助人支付一百萬元，作為受助人在

交通意外中受傷的賠償。

步驟二 • 對訟人支付了賠償金，而賠償金亦已轉交署長。

步驟三 • 律師通知署長，估計訟費總額（包括案件所涉及的費用）

為300,000元。

  註：
 署長在這個階段可向受助人發放700,000元作為中期賠償金，即1,000,000元

（討回的賠償金） - 300,000元（估計訟費）。

步驟四 • 律師計算出訟費的確實金額是250,000元，但對訟人不同

意所開列的訟費金額，要求由聆案官評定訟費（即決定

對訟人須支付的訟費金額）。

  註：
 署長可以向受助人再發放50,000元。

步驟五 • 聆案官在聆訊中評定訟費如下：對訟人須支付200,000元

（基本訟費），而受助人則須支付10,000元（一般訟

費）。

步驟六 • 律師收到法庭發出載列核准訟費金額的訟費評定證明書

後，致函對訟人或其代表律師，要求付款。

  註：
 （1） 如果對訟人支付經評定的訟費，署長在結算帳目後會向受助人發

放240,000元，即1,000,000元（賠償金） - [700,000元＋50,000元 

（中期付款）] - 10,000元（實際訟費）。

         （2） 如果對訟人不支付經評定的訟費，署長在結算帳目後只會向受助人

發放40,000元，即1,000,000元（賠償金） - 750,000元（中期付款）  

- [200,000元（對訟人沒有支付的訟費）＋10,000元（受助人須承擔的

訟費）]。

       （3） 受助人獲發中期或最終賠償金所需的時間各有不同，視乎訴訟各方何

時能議定訟費、法院評定訟費的時間，以及對訟人何時支付訟費。



17

本小冊子只提供一般資料，以供市民作為參考，不得視作具權威的法律陳

述。內容如有歧異，以《法律援助條例》及附屬法規為準。此外，有關繳

付分擔費及署長第一押記的例子只屬舉例說明，有關情況不能一一盡錄。

2.

如對本小冊子的內容或在獲批法援前後署長所招致的費用或訟費有任何

疑問或查詢，在接受法援或庭外和解建議之前，請向本署職員或負責你

案件的律師澄清。

查詢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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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署署長的第一押記

法
律
援
助
署

    受 助 人 須 知

法律援助署

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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