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109年度工作計畫總說明 
 

108年 7月 31日第八屆第三次董事會暨第二次常務董事會聯席會議通過 

法務部 108年 8月 8日法保決字第 10800140250號書函同意備查 

壹、概況 

一、 設立依據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下稱本會)為財團法人組

織，係公益團體，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下稱犯保法）第 29

條規定由法務部捐助基金設立，受法務部之指揮監督。 

 

二、 設立目的 

    本會設立目的在秉持人溺己溺的仁愛精神，協助因他人犯

罪行為被害之人或其遺屬，解決其困境，撫平傷痛，重建生活，

維護社會安全福祉，建構完整司法保護體系。 

 

三、 組織概況 

    本會設址於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 2 段 166 號 3 樓之 1，

依章程規定設立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策劃、督導及審議會務

運作，分別置董事 23 人（其中董事長為當然常務董事，另選

出常務董事 4 人）；置監察人 3 人，查核財務運用管理情形。

以上均為無給職，由法務部就所屬機關或有關機關、團體主管

人員或社會熱心公益適當人士聘任之，任期 3年，連聘得連任。

為推展保護工作，置董事長 1人，由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擔

任，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置執行長 1人，副執行長 1人，

專任工作人員 10 人，分掌有關事務，又因應業務需要，聘請

顧問 8人。 

    本會創會後，除陸續策劃各項工作方針與制度規章外，於

88年 4月 1日在臺灣地區及福建金門、連江各地方檢察署所在

地設有 21個分會，105年 9月 1日配合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成



立，增設臺灣橋頭分會，目前共計有 22 個分會。分會得設委

員會，置委員 9人至 23人，無給職，置常務委員 3人至 7人，

由本會聘請有關機關團體主管人員、對犯罪被害人保護相關業

務有研究之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或熱心公益人士擔任，均為

無給職，任期 3年，連聘得連任。為執行保護工作，分會置榮

譽主任委員 1人，由地方檢察署檢察長擔任，協助董事長督導

分會會務；主任委員 1 人，綜理分會會務，工作人員若干人，

負責執行轄區各項保護工作，總計各分會目前在職專任人員有

49人（編制 70人、保留 2人）、兼任人員有 122人。 

    為發揮保護功能，協助重建被害人或其遺屬生活，本會及

各分會分別招募熱心社會公益人士擔任保護志工，投入犯罪被

害人保護工作行列，建立犯罪被害人保護網絡，積極推展被害

人保護工作。目前聘有保護志工共 805人，學歷以大專畢業者

居多，職業類別以從商及擔任公職者佔多數。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組織圖 

 



贰、工作計畫或方針 

一、 計畫名稱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109年度工作計畫 

 

二、 計畫重點 

（一）保護業務 

鑑於犯罪被害事件發生後犯罪被害人及其遺（家）屬

將面臨包括司法訴訟、生活失序及心理創傷等問題，本會

依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30 條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應辦

理業務之規定，規劃「法律訴訟補償服務」、「急難救助保

護服務」、「家庭關懷重建服務」及「身心照護輔導服務」

等四大保護服務基礎面向，共計 10類 30項服務，以達貼

近被害人需求、深化服務內涵及有效服務輸送之效，各項

服務並訂有相關資助、標準或服務方案。 

因此，本會 109年保護業務之工作計畫執行重點，以

四大保護服務基礎面向進行規劃，茲就各面向服務內容說

明如下： 

1.法律訴訟補償服務：預計服務（下同）17,286人次。 

(1)訴訟服務：11,414人次 

A.提供受保護人法律諮詢服務，以獲得正確法律知

識與判斷，知曉法律上之訴訟權益。 

B.受保護人為進行法律訴訟程序或主張法律上之

權益，協助其撰擬法律訴訟相關文件。 

C.為維護受保護人訴訟上之權益，以受保護人名義

在代理許可權範圍內代為實施或者接受訴訟行

為。 

D.對於受保護人於法律訴訟程序中所產生或衍生



之相關費用提供一部分或全部之補助。 

E.協助受保護人對於案件於法律允許或不禁止之

範圍內查詢或取得相關且必要之資訊或資料，或

基於案件進行之需要而為之法庭活動或資料提

供。 

F.為確保受保護人受償權益，協助向相關機關查調

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之財產狀

況。 

G.受保護人為向加害人起訴請求犯罪被害人保護

法第 9條第 1項各款之損害賠償時，無資力支出

假扣押擔保金且非顯無勝訴之望者，得申請出具

保證書代之。 

(2)申請補償：5,872人次 

A.協助受保護人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辦理犯罪被

害補償金、扶助金申請審議、覆議、暫時補償金

申請程序相關事宜。 

B.協助受保護人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提起犯罪被

害補償事件行政訴訟、上訴程序相關事宜。 

C.協助受保護人瞭解補償金申請或訴訟進度，或就

補償金審議或判決內容提供說明。 

D.協助獲得補償決定之受保護人辦理補償金請領

相關事宜。 

E.依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覆審）委員會決議信託

管理補償金，並以分期或以其孳息按月支付之。 

2.急難救助保護服務：預計服務 752人次。 

(1)急難救助：702人次 

A.受保護人因案件致生生活困頓而情況緊急，提供

金錢或物資上應急之救助或資源。 



B.協助受保護人辦理被害人死亡之出殯、埋葬等殯

葬禮儀及費用補助等事宜。 

(2)人身保護：50人次 

A.受保護人之生命、身體或自由有遭受侵害之虞，

協助提供促進安全措施，或協調警察機關等單位

實施保護措施。 

B.受保護人因案件致生暫時無居住處所或臨時居

住需求之情形，協助安置於政府、社會福利機構

或安排適當短期居住處所。 

3.家庭關懷重建服務：預計服務 24,959人次。 

(1)關懷服務：15,760人次 

A.對受保護人的情境加以關注，並予以安慰問候，

以真誠的傾聽、感受、考量其利益與需求而給予

反應。 

B.透過聚集受保護人的方式，並以有目的和計畫的

內容表達對於受保護人的關心。 

C.對於受保護人因案件處理或進行等情事提供陪

同、照顧服務，以減輕受保護人之身心負擔。 

(2)家庭支持：2,706人次 

A.為協助受保護人維持其家庭生活基本功能，提供

生活事務或權益事項協助，或轉介政府社政單位、

民間社會福利或慈善機構、公益資源申請或取得

各類社會福利資源。 

B.為促進受保護人心理健康，規劃或協助受保護人

參加教育、宗教、藝文等活動。 

(3)勞動促進：2,487人次 

A.對於受保護人之就業需求提供工作搜尋、就業媒

合轉介、創業輔導等，以協助其充分及穩定就



業。 

B.為提高受保護人勞動參與率及增進就業、創業機

會及能力，協助受保護人職業技能培訓或運用職

業訓練資源。 

(4)助學服務：4,006人次 

A.為協助在學之受保護人順利完成學業，提供就學

津貼或協助學雜等費用資（補）助。 

B.為鼓勵在學之受保護人努力向學，依其學習成果

或學習潛力提供或協助申請獎勵措施。 

C.為協助在學之受保護人順利完成學業，或增進對

於社會及個人的認識，培養興趣、專長及品格，

提供課業學習上之輔助，或規劃具有培育目的的

學習或活動。 

4.身心照護輔導服務：預計服務 3,417人次。 

(1)醫護服務：783人次 

A.對於受保護人遭受之生理創傷，協助使用醫療資

源，以促進身體機能健康之恢復。 

B.受保護人因重傷而生活無法完全自理，協助重傷

者本人取得居家服務、居家護理、居家復健、喘

息服務及照護用品、輔具等資源；協助實際照顧

者取得家庭照顧服務資源。 

(2)諮商輔導：2,634人次 

A.協助具有心理疾患、心理偏差與障礙之受保護人

以具有目的性之談話或運用技術或措施增進面

對與解決問題能力及促進恢復原有的正常功

能。 

B.對於受保護人可能產生之心理問題提供預防性

的教育，並就現況提供引導。 



5.針對受保護人進行需求評估：6,076人次 

(1)以提供申請書或通知相關訊息方式，以取得或瞭解

受保護人保護需求資訊。  

(2)以談話或安排正式會談形式，對受保護人案件、家

庭經濟、生活情形及身心狀況進行需求評估，取得

受保護人保護需求資訊，作為處遇計畫擬訂之判

斷。 

6.保護業務督導及規章修正精進： 

(1)持續辦理協助分會提升績效方案，透過分區督導及

指派資深專任人員協助分會進行業務改善或業務指

導。 

(2)推動外聘督導機制，藉由外聘督導的教育及支持功

能，提升對社會工作的處遇能力和專業認同。 

(3)配合工作人員教育訓練辦理分區個案研討或團體督

導，增進專任人員辨識個案問題及問題概念化能力，

形成更合適之介入與處遇策略。 

(4)配合法務部辦理司法保護業務評鑑，以增進各分會

保護業務功能，提高保護績效，並輔導保護業務之

推展，檢討缺失。 

(5)辦理司法保護評鑑精進業務交流座談會，安排司法

保護評鑑績效績優分會進行業務分享，並提供各分

會業務交流學習機會。 

(6)不定時檢討現行保護業務規章之執行問題，必要時

進行研議修正，以促進各方案規章執行之落實及能

具體提供被害人協助。 

（二）綜合推廣業務 

提升社會大眾對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之理解及對被

害人遭遇之同理，進而凝聚號召社會資源投入犯罪被害人



保護工作，其推廣重點如下： 

1.犯罪被害人保護宣導活動： 

(1)本會部分： 

A.配合法務部於每年 10 月份訂有「犯罪被害人保

護週」，透過此期間加強宣導，增進社會大眾對

於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及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

之認識。 

B.對於編印全國性會刊、簡介、單張、海報等宣導

文宣及採購年度宣導品等。 

C.配合保護業務推廣需求規劃辦理宣導專案，如拍

攝宣導片、微電影或舉辦座談會、公益宣導活動

等。 

D.承辦法務部表揚全國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有功

人士及團體大會。 

E.運用各種傳播媒體或管道，以刊登廣告、託播宣

導片或傳送訊息等方式及以多元、持續、重點性

地向一般大眾宣傳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 

(2)所屬各分會部分： 

A.編印地方性會刊、簡介、單張、海報等宣導文宣

及採購年度宣導品等。 

B.配合犯罪被害人保護週舉辦各項犯罪被害人保

護業務宣導，如座談會、戲劇演出、繪畫比賽、

音樂會、園遊會或健行等多元化方式辦理。 

C.運用各種傳播媒體或管道，以刊登廣告、託播宣

導片或傳送訊息等方式及以多元、持續、重點性

地向一般大眾宣傳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 

2.司法保護宣導活動：配合法務部、地檢署政策及結合社

會資源辦理各項宣導措施。 



(1)協辦法務部及各地檢署法治教育及預防犯罪宣導業

務，以達一級預防之效，進而減少犯罪事件發生，

減少被害。 

(2)協辦法務部及各地檢署修復式司法業務，促進加害

人與被害人之對話，降低加害人再犯罪之機會，減

少被害人因被害產生的負面情緒，以達終結案件的

共識及協議，並得到情感修復及填補實質損害。 

(3)協辦法務部及各地檢署司法保護業務，包含刑事司

法處理流程中的預防犯罪、保護人權、法律推廣、

犯罪研究、訴訟輔導及被害人保護等，透過整體司

法保護制度健全，保障被害人權益。 

（三）人力資源業務： 

1.工作人員待遇及訓練： 

(1)辦理專任人員及兼任人員薪俸及相關給付等事宜。 

(2)辦理核發年終獎金、不休假加班費等事宜。 

(3)辦理提撥專任人員退休準備金等事宜。 

(4)辦理支付勞、健保費用等事宜。 

(5)辦理本會董事、顧問、專任及兼任人員之聘免等事

宜。 

(6)辦理專任新進人員實習考核等事宜。 

(7)辦理專任人員年度在職教育訓練等事宜。 

(8)辦理專任人員擔任主管培育及主管在職教育訓練等

事宜。 

(9)辦理專任人員環境教育課程。 

(10)辦理專任工作人員體格健康檢查。 

(11)辦理專任人員職場健康方案。 

2.工作人員管理及考核： 

(1)辦理工作人員加班費之管考等事宜。 



(2)辦理本會及所屬各分會工作人員平時考核、考勤及

獎懲等事宜。 

(3)辦理工作人員年終考核等事宜。 

(4)辦理待遇調整、退休及撫卹等相關事宜。 

(5)辦理人事陳訴事項。 

(6)辦理專任人員勞健保加、退保等相關事宜。 

(7)建立工作人員人事資料檔案等事宜。 

(8)研修人事管理制度規章等事宜。 

(9)辦理工作人員督導考核等相關事宜。 

(10)辦理工作人員觀摩考察及永續發展之生物多樣性

研習活動等事宜。 

3.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之遴聘、管理及考核： 

(1)辦理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之遴選事宜。 

(2)辦理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之教育訓練事宜。 

(3)辦理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之管理、督導及考核事

宜。 

4.會議： 

(1)召開董事會(2場次)、常務董事會(1場次)及監察人

會議(1場次)。 

(2)所屬各分會召開委員會暨常務委員會(22 個分會各

2場次)。 

(3)繼續辦理保護工作等各項業務檢討會或研習會(22

個分會各 1場次)。 

(4)派員參加其他相關機構團體舉辦與其業務有關之會

議(視實際情形配合辦理)。 

(5)其他：繼續辦理其他會議活動相關事宜，以達促進

保護業務推展之目的。 

 



（四）行政業務： 

1.辦理一般行政所需項目，如水電、郵電、旅運、印刷裝

訂、修理保養、保險、材料及用品耗材、租金、稅捐與

規費等各項業務支付及管理事宜。 

2.辦理固定資產管理及折舊攤銷事宜。 

3.辦理行政檔卷歸檔及後續保存管理事宜。 

4.辦理資訊系統網路規劃建置及後續維運事宜。 

5.辦理其他為維持日常會務運作所需之行政工作事宜。 

三、 經費需求 

    109 年度工作計畫經費需求總計新臺幣（下同）2 億 684

萬 6,380元，包括：  

》依工作計畫 

1.保護費用                    8,304萬 2,809元 

A法律訴訟補償服務           1,906萬 2,520元 

B急難救助保護服務             467萬 1,350元 

C家庭關懷重建服務           4,345萬 1,405元 

D身心照護輔導服務           1,322萬 4,551元 

E研究與發展                   228萬 2,423元 

F需求評估                        35萬 560元 

2.業務及管理費用          1億 2,380萬 3,571元 

A總務行政業務               1,473萬 6,999元 

含設備及投資                          318萬元 

含折舊、折耗及攤銷              513萬 6,013元 

B資訊行政業務                  63萬 1,800元 

C檔案管理業務                  19萬 1,000元 

D人力資源業務               8,003萬 1,257元 

E綜合推廣業務               2,719萬 7,645元 

F主計行政業務                 101萬 4,870元 



 

》依經費來源（不含折舊、折耗及攤銷 513萬 6,013元） 

1.總會向各地檢署申請年度經費 

                              7,014萬 8,000元 

經常門                      6,720萬 8,000元 

資本門                              294萬元 

2.馨光閃耀專案計畫經費        2,771萬 8,656元 

3.衛生福利部補助款                    250萬元 

4.分會向各地檢署申請年度經費 

                              7,302萬 5,112元 

5.其他地方政府補助款             36萬 2,339元 

6.捐助款                      2,795萬 6,260元 
 

四、 預期效益及指標 

預期效益  效益指標 

（一）透過與檢察署、警

察機關密切聯繫，

落實通報（知）機

制，強化對於醫療

院所宣導，掌握被

害死亡及重傷主要

案源。 

 

 收案覆蓋趨勢： 

收案數較前一年之增減率與內

政部警政署死亡類及重傷類犯

罪件數較前一年之增減率呈現

正相關。 

（二）收案後及時聯繫被

害人本人或家屬，

提供關懷慰問及告

知權益資訊，並獲

得同意接受服務完

成需求會談。 

 

 1.開案率： 

完成開案案件數達收案案件

數 70%以上。 

2.完成開案日數： 

完成開案案件之開案日期距

接案日期日數平均在 30 日

以內。 

 

（三）落實推動本會「一

路相伴法律協助計

 1.律師服務滿意度： 

接受「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



預期效益  效益指標 

畫」，使有法律協助

需求之個案，均能

獲得妥適之法律服

務，以及法律訴訟

程序的全程陪伴。 

 

畫」個案對於律師服務達滿

意以上程度達 90%以上。 

2.服務計畫回饋： 

接受「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

畫」個案對於服務計畫正向

回饋比例達 90%以上。 

 

（四）落實推動本會「諮

商輔導方案」，提供

專業諮商治療及心

理輔導服務，協助

受保護人獲得正確

心理調適方式，減

輕復原過程的痛

苦，儘速走出陰霾。 

 

 1.輔導人員服務滿意度： 

接受「諮商輔導方案」個案

對於輔導人員服務達滿意以

上程度達 90%以上。 

2.服務計畫回饋： 

接受「諮商輔導方案」個案

對於服務計畫正向回饋比例

達 90%以上。 

（五）妥適運用專業人力

資源，瞭解受保護

人家庭生態、成員

關係、支持系統及

復原能力等，透過

專業方法及社會資

源運用，期使受保

護人在家庭生活重

建及就業、就學資

源上獲得充分協

助。 

 

 專業人力協助領域： 

增加專業人力資源協助保護業

務推動領域。 

（六）因應受保護人需

求，建立多面向資

源服務網絡，建構

橫向聯繫管道，除

運用本會內部資源

外，更能有效運用

外部社會資源，共

同協助受保護人解

決問題。 

 外部資源運用有效率： 

分會協助受保護人轉介運用外

部資源並獲得協助之比例達

80%以上。 



預期效益  效益指標 

 

（七）促進及強化工作人

員會務運作能力，

提升會務績效；提

供持續及系統化在

職訓練，增進工作

人員專業能力；協

助工作人員的保護

服務提供維持穩定

且一致的品質；培

育領導人才，強化

組織管理運作及服

務效能。 

 依本會「工作人員教育訓練計

畫」第十八點所列指標評估實

施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