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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工作計畫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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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組織系統圖） 

    本會設址於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4 號 5 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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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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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機關團體、對犯罪被害人保護相關業務有研究之專家學者、犯

罪被害人或家屬及民間具有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經驗之實務工作

者聘任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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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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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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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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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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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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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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計畫 

一、計畫名稱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110年度工作計畫 

二、計畫重點 

（一）辦理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 

1.強化橫向聯繫，掌握案件來源： 

    為即時有效提供犯罪被害人權益及服務資訊，本會

強化被害人權益資訊告知具體措施，建構多面向通知、通

報、聯繫機制，對於犯罪被害死亡案件，各地分會與地方

檢察署有密切的聯繫，對於警方向地方檢察署報驗案件，

地方檢察署提供本會各地分會，由各地分會初篩判斷為

犯罪被害案件者，分會向地方檢察署承辦書記官取得家

屬聯繫資料後，主動聯繫約訪被害人。 

    法務部 105 年頒訂之「法務部督導財團法人犯罪被

害人保護協會與警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處理作業程序計

畫」，對於殺人案件被害人之家屬，由警察機關設置之「犯

罪被害保護官」即時通知當地分會，分會人員 24小時值

機，接獲通報後，即啟動聯繫家屬、安排關懷慰問及會談

被害人需求，提供被害人家屬保護服務，平時與轄區犯罪

被害保護官建立通暢聯繫管道，並召開業務聯繫會議。 

    除了地方檢察署及警察機關外，也透過縣（市）政府

社會局、家防中心、醫療機構等橫向聯繫措施，部分分會

於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生命禮儀管理處（殯儀館）

等處設置服務櫃台，安排保護志工定點值班，即時提供犯

罪被害人諮詢服務。 

2.重大矚目案件，同理即時關懷： 

    發生社會重大矚目之犯罪被害案件，被害人除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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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親之痛外，更受到外界及新聞媒體高度關注，也可能有

許多單位團體的聯繫，身心壓力非常巨大，同理被害人心

情並提供即時關懷更顯重要，各地分會目前透過與犯罪

被害保護官及地方檢察署的密切聯繫，對於此類案件能

夠在檢察官相驗或解剖遺體時，及時介入進行陪伴關懷，

分會也會視案件及家屬狀況，必要時一併安排律師或心

理師陪同，提供初步法律諮詢及心理衛教。 

    本會業於 109 年建立「社會重大矚目案件督導分會

處理回報機制」，並訂有「社會重大矚目案件督導及追蹤

管考作業要點」，安排值週人員與分會進行聯繫，掌握案

件處理進度並即時回報處理情形。 

3.標準作業流程，保障服務品質： 

    本會對於保護案件之服務，制訂「實施保護程序作業

準則」，並依照社會個案工作（Social Case Work）流程

區分為： 

(1) 收接案件。 

(2) 蒐集資料。 

(3) 問題確認與需求評估。 

(4) 擬定處遇計畫。 

(5) 執行處遇計畫。 

(6) 追蹤複訪。 

(7) 結案評估與結案。 

    本會並透過於 108 年更新上線之業務管理系統進行

案件電子化管理，依據法務部「犯罪被害案件服務分類管

理計畫」區分犯罪被害案件類型，提供及時、適當之保護

服務，對於資助被害人款項金額之核發，依據「保護業務

資助項目表」進行，以達協助被害人的具體效益，並維護

保護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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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單一服務窗口，權益資訊告知： 

    逐步落實司改國是會議有關「以『有溫度的連結』為

核心理念，建立『單一窗口聯繫機制、全程服務制度』」，

並以歐盟理事會「犯罪被害人最低服務標準（minimum 

standards on the rights, support and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crime）2012/29/EU」有關理解與被理解的權利（第 3條）

及獲得信息的權利（第 4 條）建構具體而確實的權益告

知機制。 

    本會目前於收受犯罪被害案件資訊後，由分會安排

主責工作人員，主動積極與被害人進行聯繫約訪，透過約

訪進行被害人權益告知，包含法律訴訟上的權益、可以獲

得何種服務、有那些資源可以運用等，以及被害人需求之

瞭解，分會再依被害人的需求評估擬訂處遇計畫，以提供

被害人問題的解決方案。 

    工作人員進行會談以整體性瞭解被害人需求，包含

家庭狀況、訴訟狀況、經濟狀況、生活狀況、身心狀況等，

評估擬定解決方案的處遇計畫，後續並持續與被害人保

持資訊的往來，並於談話過程瞭解案件進展，處遇計畫執

行後，需求是否獲得處理及解決。 

    有關工作人員透過會談或談話形式對於被害人進行

需求瞭解及評估，預計服務 6,544案 9,743人次。 

5.擴大專業參與，深化服務內涵： 

    本會訂有「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畫，提供被害人

律師諮詢、法律文件撰擬、委任律師、訴訟費用補助等法

律協助，各地分會結合全國 205位律師及 20間法律事務

所提供法律服務，部分分會設有律師值班服務，並適時運

用當地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公會資源，提供多元法律服

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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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依據心理師法訂定「諮商輔導方案（溫馨專案）」，

全國結合114位具專業證照之心理師及4間諮商治療所，

提供諮商治療及心理輔導專業服務。 

    本會於 109 年訂有「外部督導支持及培力計畫

（ESEP）」，業經法務部於 109 年 5 月 20 日以法保字第

10905506520 號書函同意備查，並自 109 年 8 月 1 日實

施，透過具專業學識、專長技能及實務經驗之外部專家學

者提供教育性及支持性輔導功能，以達增權工作人員有

效傳承專業服務技能、提升工作人員自我覺察與認同、引

進跨界資源，擴大資源網絡及建構團隊工作模式之具體

計畫目標。 

    本會也將因應被害人服務專業化需求，規劃包含有

關重傷被害人專業資源服務團隊，如護理師、治療師、居

家服務員等；另規劃納入社會工作師建構以「被害人家庭

需求為中心」的整合性、計畫性的保護與支持服務。 

    另為增進專業服務工作執行人員對於創傷及復原歷

程的認知，避免對於被害人可能產生責難或存有迷思，造

成不利於被害人的復原，甚至造成二次傷害，規劃於教育

訓練納入「創傷知情/同理（trauma informed）」相關課程。 

6.瞭解需求困境，建構多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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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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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會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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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8 案 27,759 人

次 

A. 訴訟服務：預計服務 8,016案 21,266人次 

(A) 本會訂有「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畫，結合

律師提供專業法律協助。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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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服務專案包含臺北分會開辦「律師法律立即

關懷服務」、彰化分會辦理「宅配律師方案」

及屏東分會辦理「法入民馨專業知能講座」

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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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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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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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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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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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受保護人為向加害人起訴請求犯罪被害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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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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申請補償：預計服務 2,542案 6,4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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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案 1,111人次 

A. 急難救助：預計服務 386案 1,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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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人身保護：預計服務 50案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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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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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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1 案 30,273 人

次 

A. 關懷服務：預計服務 8,077案 17,7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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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家庭支持：預計服務 2,018案 6,3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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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新北

分會辦理「馨生人居家簡易修繕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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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勞動促進：預計服務 454案 2,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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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特色服務專案包含基隆分會辦理「手作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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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臺北分會辦理「編織訓練班」及「手工

皂(烘焙班)訓練班」、士林分會「馨靈手巧編

織班」、新竹分會辦理「香山皮件班、東區皮

件班、新豐皮件班、香山肥皂班、竹北肥皂

班」、南投分會辦理「許願樹(金屬線纏繞摺

疊)訓練班」、雲林分會辦理「創意小吃技藝

訓練班」、嘉義分會辦理「手工皂及保養品製

作訓練班」、宜蘭分會辦理「手工藝訓練班(皮

件、飾品、香皂)」及「音樂教學班」等。 

D. 助學服務：預計服務 1,782案 3,925人次 

(A) 本會訂有「資助受保護人就學要點」，提供被

害人在學子女學雜費用補助。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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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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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服務專案包含本會結合永瑞慈善基金會

獎學金、新北分會結合慈暉文教基金會及李

蒼降教育基金會獎學金、苗栗分會結合不動

產公會獎學金及臺東分會辦理「希望種子獎

學金」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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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服務專案包含基

隆分會辦理「馨希望學堂」、新北分會辦理「課

業輔導專案」、苗栗分會辦理「守護你我 迎

向陽光－圓夢專案」及「攜手傳愛」計畫、臺

中分會辦理「日光畫室」及「課業輔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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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分會辦理「馨愛築夢幸福啟航計畫」、雲林

分會辦理「馨生青年返鄉服務班」等。 

(4) 身心照護輔導服務：預計服務 1,862案 5,318人次 

A. 醫護服務：預計服務 614案 1,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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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服

務專案包含澎湖分會因應地理位置規劃「馨

空巴士-返家 88公里」醫療照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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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服

務專案包含本會辦理「重傷害被害人服務計

畫」、新竹分會辦理「照顧者喘息協助」、苗栗

分會辦理「安馨照顧您重傷扶助方案」、臺中

分會辦理「重傷家庭支持方案」、雲林分會辦

理「溫馨陪伴長期照護」、臺南分會辦理「重

傷家庭支持方案」、高雄分會辦理「安馨照顧

您重傷扶助計畫」、臺東分會辦理「暖馨相依

多元醫療協助方案」等。 

B. 諮商輔導：預計服務 1,248案 3,796人次 

(A) 本會依據心理師法訂定「諮商輔導方案（溫馨

專案）」，結合具證照心理師提供諮商輔導服

務。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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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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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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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培訓專職人員，提升專業能力： 

    本會於 108 年業依據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一

分組「1-1保護犯罪被害人」項目之一「建置具有專業能

力的專責犯罪被害人保護之警察體系與犯罪被害人保護

協會專責人員」決議訂有「工作人員教育訓練計畫」，對

於專職人員建立系統化教育訓練制度，並於今（109）年

8 月 1 日起推動「外部督導支持及培力計畫(ESEP)」，納

入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擔任外部督導，協助各分會推

動專業化服務，110年度為完整實施年度，藉以落實服務

專業化之目標。 

8.精進志工知能，培育陪伴志工： 

    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在本會從事犯罪被害人服務中

占有重要角色，為本會服務進入被害人家庭的重要媒介，

本會依據「保護志工參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計畫」落實

保護志工知能教育，並能實際運用於服務上。 

    本會也有感於社會重大被害案件，被害人的無助以

及受到關注而產生的壓力，以及刑事訴訟上有關犯罪被

害人的權益增進，110年度的志工教育訓練將著重於「陪

同相驗」、「出庭陪伴」及「關懷訪視」的教育訓練，以發

揮保護志工陪伴之效益，降低被害人的不安並且獲得支

持。 

9.佈局網絡資源，加強互動行銷： 

    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涉及不同專業，且有不同領域

的工作者參與，透過在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網絡資源的

佈局，有助於強化網絡機構團體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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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認識，以及提升受案來源，具體措施包含： 

(1) 召開及參與轄區網路資源機關團體聯繫會議，增進

網絡單位間的互動及資訊傳遞，並就有關犯罪被害

人保護之議題提供討論之平台。 

(2) 持續發行本會「馨希望電子報」，報導本會推動重要

業務、服務方案、人物故事、行銷推廣活動及業務成

果等內容，增進網絡資源單位對於本會及犯罪被害

人保護業務之瞭解。 

10.強化內容行銷，提供實用資訊： 

    隨著時代進步，以及傳播方式的推進，有關行銷之模

式也隨之改變，由於犯罪被害人保護並非生活議題，民眾

自然想要認知的意願自然不高，傳統「推播式行銷」方法，

不足吸引民眾，改以使用者的角度為出發點，採用「內容

行銷（Content Marketing）」模式，使需求者獲得有價值

且實用的內容，讓行銷更具效益，具體措施包含： 

(1) 增進對於社群平台的運用，透過影像、圖卡等方式製

作有關犯罪被害人保護之觀念和權益保障內容，對

於民眾，可以增進犯罪被害人保護的認知；對於被害

人，可以獲得其主張或行使權益的有用資訊。 

(2) 優化本會全球資訊網內容，本會已蒐集參採國內大

型機構以及國外犯罪被害人保護網站內容，規劃官

方網站內容，提供使用者更為友善及實用的瀏覽環

境。 

11.從被害到馨生，用生命說故事： 

    本會成立 21年餘，輔導 4萬多個家庭，每一個家庭

都是血淚的故事，有些被害人也因接受服務後，加入被害

人保護志工，服務其他被害人；本會也輔導被害人學習手

工創作，例如新竹分會「皮件班」，培育被害人子女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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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例如臺中分會「日光畫室」，成員也都逐漸嶄露頭

角，透過被害人的生命故事，透過被害人手裡的創作，讓

行銷不再只是冰冷的政令宣導，而是一篇篇觸動人心的

故事，具體措施包含： 

(1) 蒐集被害人的生命故事，透過書籍、影像等方式，傳

遞被害人個人或家庭的心路歷程，並且帶入服務的

點滴，藉由內容的觸動，傳遞觀念或訊息。 

(2) 透過本會培育手作、繪畫及影像創作的馨生人，將其

生命故事轉化為創作靈感，協助本會製作文創商品、

拍攝形象廣告等，別具意義。 

 

（二）人力資源業務： 

    建立工作職場之紀律與秩序，使員工行為有所規範，

進而健全組織及工作效率。明確規範勞資權利義務，促進

勞資和諧。負責組織編制、年度預算員額編列、訂定人事

規章、任免遷調、考績獎懲、差勤管理、進修、退休撫卹、

福利待遇、本會暨所屬分會工作人員管理及其有關事項。 

1.人事管理規章制訂及修正： 

因應時空環境變化，為契合需求，不定期檢討相關法

令規章(獎懲、考績、訓練、差勤)之研擬及修正，辦理如

下： 

(1) 工作人員工作規則及勞動契約、專任人員晉升補充

規定、專任人員工作績效及年終考核評鑑標準、人事

甄審暨考績委員會設置要點。 

(2) 新進工作人員試用期間實習及考核表。 

(3) 工作人員體格健康檢查實施計畫、員工職場健康服

務方案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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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人員進用（運用）、訓練、管理、考核及及相關制度

之建立： 

依據本會工作人員工作規則及工作人員教育訓練計

畫等進行規範，辦理如下： 

(1) 工作人員之甄選、遴聘、任免、相關證明書、服務識

別證製作等相關綜合業務。 

(2) 新進工作人員實習考核事宜。 

(3) 工作人員年度在職教育訓練及專業知能等訓練事宜。  

(4) 擔任主管培育及主管之工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等事

宜。  

(5) 工作人員環境教育課程。 

(6) 工作人員督導考核、考勤及獎懲等事宜。 

(7) 工作人員之差勤管理。 

(8) 工作人員獎懲、各類推薦、平時考核、服務獎章、因

公出國等業務。 

3.分會人力與工作配置合理性之督考： 

為使業務推展更為順暢，並秉持適才適所於每年均

適當評估進行了解工作人力調動，期待專任人員調動能

使其順利發揮所長盡心業務推展，辦理如下： 

(1) 不定期通盤研擬就人力有效配置、提昇優秀人員、主

管適任性、經驗累積傳承、培育適當人員擔任主管等

方向職務調整人員職務。 

(2) 檢視案件量與人力負荷，評估適度增員，以提供高品

質之保護服務。 

(3) 組織編制、預算員額編制、分層負責、任務編組及相

關會議召集。 

(4) 人力目標控管業務、人力配置作業、人員總數資料控

管及各項表件查報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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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人員待遇： 

依本會工作人員工作規則薪酬及相關勞工制度之規

定，辦理以下： 

(1) 核發工作人員薪俸、各項獎金、加班費及相關補助之

給付等。 

(2) 工作人員勞、健保加、退保及提撥退休準備金等。 

(3) 工作人員體格健康檢查。 

(4) 工作人員職場健康方案。 

(5) 工作人員休假、加班費及補休等業務。  

(6) 工作人員待遇調整、退休、撫卹及勞保、健保相關給

付等事宜。 

5.志願服務人力遴聘、組訓、管理、運用、考核及相關制度

之建立、運作： 

依據志願服務法及本會保護志工參與犯罪被害人保

護工作計畫規定，辦理如下： 

(1) 辦理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招募、遴聘事宜。 

(2) 辦理新聘志工基礎及特殊教育訓練課程。 

(3) 辦理已完成教育訓練之志工加保及製發識別證事宜。 

(4) 辦理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主要保護業務知能教育訓

練事宜。 

(5) 辦理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之管理、督導、考核及獎勵

事宜。 

6.人事章程規定會議及活動： 

辦理相關會議及活動，以達促進保護業務推展之目

的，辦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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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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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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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其他相關機構團體舉辦與其業務有關之會議並

視實際情形配合辦理。 

7.其它各項相關人事會議及庶務： 

(1) 人事甄審暨考績委員會成立、召開等相關業務。 

(2) 勞資爭議案件。 

(3) 退撫資遣案件。 

(4) 人事陳訴事項。 

(5) 對外各式契約書。 

(6) 員工職章製發。 

(7) 性騷擾防治、性別主流化、兩性平權相關業務。 

(8) 董事、顧問、專任及兼任人員之聘免等事宜。 

(9) 建立工作人員人事資料檔案等事宜。 

 

（三）綜合行銷推廣業務： 

1.本會部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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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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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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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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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運用各種傳播媒體或管道，以刊登廣告、託播宣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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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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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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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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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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司法保護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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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總務行政業務： 

1.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辦理一般行政所需項目，如水電、郵電、旅運、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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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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為維持日常會務運作所需之

行政工作事宜。 

2.設備及軟體購置及折舊攤銷： 

(1) 購置本會暨所屬各分會辦公相關設備物品。 

(2) 配合資通安全管理法並落實資訊作業安全，訂定資

安計畫、購置增強資訊安全軟硬體設備(如防火牆、

虛擬主機軟體及防毒軟體等授權)。 

(3) 為提升本會行政效率，增加工作人員執行保護業務

之效能，爰建置本會行政管理系統開發委外服務案，

以改善： 

A. 現行本會暨各分會目前財產管理方式係以

Microsoft Office Excel製作，需人工填寫易造

成較高之錯誤率。 

B. 目前本會所屬專任人員差勤打卡方式需另外購買

紙張較不環保，且需以人工方式計算差勤請假時

數以計算薪資，亦容易產生錯誤。 

(4) 辦理本會設備之折舊、折耗及攤銷。 

3.資訊行政業務： 

(1) 配合資通安全管理法，委外聘請資訊安全顧問協助

本會進行相關資通安全管理措施，包括資安政策之

落實、資安健診、系統弱點掃描及資安教育等。 

(2) 為維護本會資訊機房之正常運作，委外聘請廠商進

行機房設備及系統之維護。 

4.檔案管理業務： 

    本會暨所屬各分會並無專屬之檔案室，公文檔卷堆

積成山無處置放，擬辦理公文數位化將公文檔卷以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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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儲存於伺服器中方便調卷，輔以本會制定之檔案銷

毀辦法，定期清理公文以活化本會暨所屬各分會之空間。 

三、經費需求： 

    110年度工作計畫經費需求總計新臺幣（下同）1億 9,449萬

4,951元，包括： 

》依辦理業務面向 

1.辦理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       1億 0,740萬 9,182元 

A被害人法律訴訟補償服務         2,253萬 2,310元 

B被害人急難救助保護服務           456萬 8,400元 

C被害人家庭關懷重建服務         4,186萬 5,329元 

D被害人身心照護輔導服務         1,685萬 2,146元 

E保護業務研究與發展               204萬 9,903元 

F被害人需求評估                    45萬 3,352元 

G專業人員培訓                     125萬 9,600元 

H保護志工管理及培訓               946萬 5,193元 

I犯罪被害人保護推廣               836萬 2,949元 

2.辦理行政管理業務                 8,708萬 5,769元 

A總務辦公行政                   1,164萬 3,022元 

含設備及投資                       135萬 7,000元 

含折舊、折耗及攤銷                 354萬 9,976元 

B資訊行政管理                     162萬 5,400元 

C檔案管理                          12萬 4,500元 

D人力資源管理                   6,533萬 5,776元 

E協辦司法保護                     733萬 6,951元 

F主計行政                         102萬 0,120元 

》依預算科目 

1.保護費用                           8,832萬 1千元 

2.業務及管理費用                 1億 0,481萬 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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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工作計畫類別（依預算科目） 

1.保護費用                         8,832萬 1,440元 

A法律訴訟補償服務               2,253萬 2,310元 

B急難救助保護服務                 456萬 8,400元 

C家庭關懷重建服務               4,186萬 5,329元 

D身心照護輔導服務               1,685萬 2,146元 

E研究與發展                       204萬 9,903元 

F需求評估                          45萬 3,352元 

2.業務及管理費用                 1億 617萬 3,511元 

A總務行政業務                   1,164萬 3,022元 

含設備及投資                       135萬 7,000元 

含折舊、折耗及攤銷                 354萬 9,976元 

B資訊行政業務                     162萬 5,400元 

C檔案管理業務                      12萬 4,500元 

D人力資源業務                   7,606萬 0,569元 

E綜合推廣業務                   1,569萬 9,900元 

F主計行政業務                     102萬 0,120元 

 

》依經費來源（不含折舊、折耗及攤銷 354萬 9,976元） 

1.總會向各地檢署申請年度經費 

                              6,615 萬 1,000元 

經常門                      6,486萬 2,000元 

資本門                        128萬 9,000元 

2.馨光閃耀專案計畫經費        3,163萬 9,8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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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4 萬 2,125元 

5.捐助款                      2,671萬 1,9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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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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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指標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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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指標如下： 

1.開案率：完成開案案件數達符合服務條件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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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對於社會重大矚目案件服務處理之效能，督導服務執

行，維護服務品質，掌握服務進度及追蹤服務處遇情形。 

效益指標如下： 

1.限期報告（通報）率：依本會「社會重大矚目案件督導及

追蹤管考作業要點」規定時限進行社會重大矚目案件報

告（通報）比例達 90%以上。 

2.處遇計畫執行率：案家於首次關懷會談所提之需求項目

獲得分會處理，或銜接其他外部資源協助比例達 80%以上。 

3.其餘細項指標依本會「社會重大矚目案件督導及追蹤管

考作業要點」第十四點規定辦理。 

（四）落實推動本會「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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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指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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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律師服務滿意度：接受「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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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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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指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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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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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指標如下： 

1.增加 2 種以上專業人力資源納入本會服務團隊並訂有執

行計畫。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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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指標如下： 

1.結合外部資源數：各分會結合外部資源數量較前一年度

增加 1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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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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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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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指標如下： 

1.在職訓練完成率：專任人員完成至少時數人數佔應完成

在職教育訓練專任人員人數比例 95%以上。 

2.訓練成績優良率：課程採學習測驗評量達 80分以上專任

人員人數佔接受學習測驗評量專任人員人數比例 90%以

上。 

3.其餘細項指標依本會「工作人員教育訓練計畫」第十八點

規定辦理。 

 

參、彙整統計表（如附件） 

一、110年度工作計畫經費編列情形表（依經費來源）。 

二、110年度工作計畫經費編列情形表（依單位）。 

三、110年度工作計畫保護業務服務情形表（案件次/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