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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企業捐贈犯保協會100萬元
照顧重傷被害人
本會於9/17舉辦「新馨相伴•愛的連動」台新
社會公益信託基金捐贈重傷害被害人家庭服務照顧
計畫經費記者會，由台新金控林維俊總經理代表台
新企業捐贈新台幣100萬元提供本會用來服務重傷害
被害人及其家屬。
台新也透過本會購買捐贈包括復健褲、透氣褲、
紙尿褲等照護物資430箱，由被害人代表劉建欣先生
代表受贈，各地分會在中秋節前，由專人送達重傷
害被害人家中。
蔡清祥部長也感謝台新金的捐贈，盼望這次能
起了拋磚引玉的功效，讓更多大企業也能提供協助。
台新金控發言人林維俊總經理表示，台新企業

非常樂意在往後繼續與法務部、犯保協會合作，為
被害人、為社會盡一份棉薄之力。
本會邢泰釗董事長表示，台新企業願意透過捐
贈經費來支持協助重傷被害人，表達由衷的感謝，
本會也將會妥善運用本筆經費，實際協助重傷害被
害人家庭。
#我們在意
你的需要
#漫漫長路上
並不孤單

109.09.17

壽險公會媒合3家保險公司

異地陪同就醫
安心服務

續辦109年度微型傷害保險
共3002名馨生人受惠
金融機構配合金管會推動微型保險照顧
弱勢族群之政策，本會持續與「中華民國人
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續辦109年度微型傷害
保險，自105年起已邁入第5年，提供被害人
或其家屬多一分保障。
今（109）年度與中華民
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合作
之微型傷害保險投保作業，共
計有遠雄人壽承保1,085人、
三商美邦人壽承保983人及新
光人壽承保934人，共計受惠
3,002名馨生人。

對於必須跨轄區前往醫療資
源較充裕縣市就診醫療的重傷被
害人，衍生陪同的家人往返交通、
住宿及生活日常所需問題，台新
社會公益信託基金贊助「異地陪
同就醫安心服務」經費，讓陪同
的家人在安排交通、住宿及生活
上免除太多的經濟考量，使其無
後顧之憂。

105.07.21《首次合作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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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保 x 法扶 兩會建立單一窗口服務機制
5項合作具體作為 對被害人的服務更周全
立法委員王婉諭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工作相當
重視，其國會辦公室於今（109）年4月17日召開「犯罪
被害人權利與服務法制化」公聽會，邀請專家學者與會
討論，其中結論4「強化法律扶助基金會與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之合作聯繫及轉介機制，設立各分會之單一窗
口」之意見，本會及法律扶助基金會對此於7/27由兩會
業管部門工作人員召開「犯罪被害人保護單一窗口服務
會議」，研擬5項兩會合作具體作為，讓兩會的單一窗
口服務機制具體落實，並於9/10由兩會董事長確認規劃
實施。
法扶及犯保各分會設置專人擔任聯繫單一窗口，負責被害人法律扶助事
務的聯繫。
犯保製作「被害人服務需求通報單」，法扶遇當事人有保護服務需求，
由法扶通報犯保分會提供協助。
避免被害人準備文件的不便，兩會若有轉介通報案件，經被害人同意後，
兩會得共用文件。

犯保提供合作之律師名單給法扶，作為法扶受理犯保轉介之案件時，派
案之參考。對於服務完成之案件，進行滿意度調查，保障服務品質。
強化對於律師的教育訓練，提升犯罪被害人服務觀念，避免造成被害人
的二度傷害。犯保與法扶規劃於110年度合辦北中南三場律師教育訓練，
並提供認證。

犯罪被害人服務專線

0800-005-850

法扶會全國專線

412-8518

法扶范光群董事長拜會本會董事長
確認單一窗口服務規劃實施

109.09.10

109.09.10

法律扶助基金會董事長范光群律師
率同執行長周漢威律師及法務主任朱芳
君律師等人於9/10拜會本會董事長，法
務部保護司黃司長玉垣也到會指導，兩
會就建立單一窗口服務機制之5項具體作
為交換意見並確認規劃實施，為被害人
在法律上的需求，建立更友善且具有溫
度的服務。

手裡的溫度
是對親人的思念
回憶的封存
是為了家而堅強
沒說出口的傷痛
是為了孕育馨生的種子
可以繼續前行

電子型錄下載

馨希望電子報 第3期

第2頁

馨生市集型錄出刊
一場突如而來的被害案
件，改變了一個家庭，維持
家庭生計的擔子，其他的家
人承擔了下來，他們忍著傷
痛，努力著，為了讓“家”
可以繼續。
本會彙集了馨生人自營
的產品資訊，出刊本會首本
「馨生市集型錄」，希望透
過集中行銷，增加產品觸及
率，您也可以用行動來支持。

董事長參加中秋關懷活動
陪伴每逢佳節倍思親的馨生人
本會邢泰釗董事長於9/12及9/20分別參加士
林分會及新竹分會中秋節關懷馨生人活動，主辦
分會邀請被害人家屬齊聚一堂，讓家庭在失去家
人與健康後，也能感受團聚的溫馨。
法務部長官及本會邢董事長在士林分會活動
中，除關懷馨生家庭外，也與現場的馨生人互動
玩小遊戲，讓現場多一些歡樂氣氛，同時也讓與
會馨生人感受親切及柔性司法的一面。
在新竹分會活動中，也致贈中秋節慰問金以
及所有參加之馨生家庭中秋節月餅禮盒，讓馨生
人透過政府及社會資源，感受到溫暖，在陪伴與
支持的過程當中，漸漸走出傷痛。

109.09.20 新竹分會

各地分會辦理中秋節關懷馨生人活動
到府關懷致贈中秋禮及台新重傷照護物資
中秋佳節是國人家庭團聚的日子，然而，因
為被害事件的發生，許多被害人的家庭在日後多
年，在節慶的日子總是過得特別煎熬，本會各地
分會透過活動或是家庭關懷，帶給家屬關懷與勇
氣，圓滿被害人家庭的缺憾。
今年的中秋關懷，也搭配台新社會公益信託
基金捐贈的復健褲、紙尿褲、尿片、看護墊及營
養補充品等重傷照護物資，透過專人一一送到重
傷被害人家裡，為佳節再添一份溫馨，家屬也非
常感念犯保協會及台新社會公益信託基金的協助，
減輕家庭負擔。

109.09.23 臺東分會

109.09.24 彰化分會

109.09.29 雲林分會

109.09.29 澎湖分會

109.09.15 橋頭分會

109.09.20 臺北分會

109.09.11 臺南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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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26 高雄分會

109.09.29 宜蘭分會

109.09.26 桃園分會

109.09.08 苗栗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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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犯罪被害案件
犯保即時關懷陪同被害人家屬

蔡清祥部長9/23關懷去年
殉職鐵路警察李承翰家屬

本會於今年與檢察機關共同建立「重大被害案件
同理心即時關懷機制」，以快速獲得案件資訊，即時
關懷被害人，在重大犯罪被害案件中，發揮即時、效
率的聯繫，且迅速提供被害人關懷陪同。
近期重大犯罪被害案件，包含南投名間女童遭虐
殺埋屍案、臺中東海商圈氣爆案、內湖公車釀死亡車
禍案及基隆幼童陳屍保母家案，管轄分會當日即與保
護官及地檢署聯繫，在第一時間安排前往關懷，提供
協助與支持，並視被害人家屬需求陪同進行筆錄、相
驗及偵查庭，降低家屬的驚慌與不安。

udn聯合新聞網報導

109.09.19

109.09.25

犯保臺南分會
親子手做暨獎助學金頒發

犯保士林分會
「真馨手作」暑期親子DIY

犯保臺南分會
馨心相聚夏日遊

臺南分會於8/1在成功大
學舉辦「親子手做暨獎助學金
頒發」暑期馨生家庭關懷輔導
活動， 約有60位馨生家屬共
同參與，內容為頒發資助馨生
人就學金、晶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獎學金及製作馬賽克DIY
相框，大小朋友發揮創意設計
拼貼出獨有特色的相框，活動
過程溫馨歡樂。

士林分會於8/14在陽明山
亞 尼 克夢 想村 舉辦 暑期親 子
DIY活動，與馨生家庭一起動
手DIY製作杯子蛋糕，本次活
動也頒發感謝狀給張榮發基金
會，感謝基金會贊助新台幣30
萬元提供作為分會108年度第2
學期資助就學金，嘉惠55位馨
生學子，讓馨生家庭度過歡樂
的暑期下午。

臺南分會於8/15在臺南新
化大坑休閒農場舉辦「馨心相
聚夏日遊」馨生家庭親子系列
活動，共計有13戶馨生家庭，
約45人參與。馨生人感受體驗
到有別於都市的山間樂趣，且
透過遊覽園區景色、小動物療
癒身心，DIY互動活動，更因
為這次的交流多認識了許多馨
生朋友。

109.08.01

109.08.14

10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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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馨舒活、相得益彰
犯保彰化分會舉辦重傷被害人主要照顧者紓壓活動
重傷照顧者鮮少外出，更是鮮少能有為自我安
排的放鬆活動，本會透過台新社會公益信託基金的
捐贈，由本會彰化分會於8/14-15辦理重傷被害人照
顧者紓壓喘息活動，邀請彰化、臺中及雲林分會共
24位重傷馨生人照顧者走出家中，釋放生活及照顧
壓力，身心充電後繼續面對人生挑戰。
彰化分會也特別安排洪千惠臨床心理師帶領正
念減壓課程，覺察並透過系統化訓練，幫助照顧者
對當下所有的身心狀態有高度卻不帶評價的覺察，
達到情緒調解之效。

彰化分會謝武章主任委員表示，重傷被害人的
照護，對於重傷家庭來說是漫長且辛勞的歷程，犯
保協會提供法律、經濟與心理層面的關懷，更提供
重傷被害人醫療及照護層面的協助，但重傷家庭面
臨的是長期的需求，如何協助重傷家庭解決問題，
也是協會的目標與期望。
#讓我們成為您的身心充電站

109.08.14

109.08.14

犯保臺中分會

長者支持團體生命回顧心靈復育之旅
本會臺中分會與弘
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合作
自8/28起辦理為期8次的
「生命回顧」心靈復育
之旅方案活動，邀請長
者馨生人參加，增加長
者的自我價值，也增進
其社會支持網絡及社會
參與。

洪千惠心理師的工作筆記

109.08.28

109.08.14

犯保臺中分會

馨香芳療身心和好團體輔導
本會臺中分會與蛹之生
心理諮商所於9/5辦理團體
輔導活動，由陳素晴及邱于
真心理師規劃芳香療法及身
體活動課程。臺中分會陳怡
成主任委員表示，期盼透過
體驗與練習正向技巧，學習
抒發情緒與釋放壓力，進一
步自我照護。

109.09.05

捐款網頁

109.09.08
竹東軟橋社區馨生人許興爐提供自
己的工作室作為馨生人保護據點。許先
生的工作是規劃搭建小木屋，而在工作
室有偌大的空間、室內有原木長桌可提
供多人會議、課程使用，周邊還有有機
田園，享受滿滿的自然風光。新竹分會
也在9/8舉辦「我們是一家人」保護據
點溫馨座談會，就據點提供的服務與實
際效益雙向交流，希望能建立提供馨生
人有「安、靜、能、繫、望」家的感覺。

109.08.17
本會臺南分會協助的馨
張津雪以「津三角柚園」在
今年加入公益團隊，為回饋
感恩協會的支持與協助，決
定推出愛心文旦義賣，愛心文旦販售所得的
25%將捐贈犯保臺南分會。張婦感恩6年來遭
遇到各種傷心挫折與開心，栽種文旦獲獎的
心路歷程，都有犯保一路以來的陪伴關懷，
她覺得如今有能力，決定推己及人，希望以
公益行動幫助更多被害人家庭。

生人
自由時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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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17
山嶺福德廟副主委劉海金及
志工9/17至花蓮地檢署捐助40份
普渡供品（含各式罐頭、白米、
麥片、麵條、餅乾、沙拉油）給
犯保花蓮分會，山嶺福德廟認同
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也讓該廟
關懷社會大眾的善信大德有機會
共施福慧，已經連續三年將善信
大德普渡供品捐贈給花蓮分會，
藉以幫助更多被罪被害人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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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梯次工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安排 心理急救/創傷知情/訴訟參與/出庭陪伴 課程

109.09.14

109.09.22

109.09.15
109.09.23

本會推動外部督導制度
自109年8月起實施

臺北 / 吳慧菁 教授(台灣大學)
黃乙白 心理師(懷仁發展中心)
新北 / 張嘉紋 心理師(心禾診所)
士林 / 涂喜敏 執行長(張老師基金會)
桃園 / 楊靜芬 心理師(天力亞太諮商所)
新竹 / 鍾武中 講師(台北大學)
苗栗 / 魏芊蕙 心理師(大千南勢醫院)
臺中 / 洪雅鳳 助理教授(台中教育大學)
彰化 / 辛怡慧 心理師(張老師基金會)
南投 / 許沛玥 督導(南投成青協會)
雲林 / 蔡長穎 助理教授(南華大學)
嘉義 / 姚淑芬 主任(嘉義基督教醫院)
臺南 / 梁美榮 講師(嘉南藥理大學)
橋頭 / 余沛蓁 專門委員(高雄市政府)
高雄 / 吳慈恩 副教授(長榮大學)
涂瑞玲 心理師(家慈診所)
屏東 / 彭仁郁 副研究員(中央研究院)
臺東 / 張高賓 教授(嘉義大學)
花蓮 / 蔣素娥 心理師(慈濟大學)
宜蘭 / 黃子明 社工師(羅東博愛醫院)
基隆 / 吳慧菁 教授(台灣大學)

109.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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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9/14-16及9/21-23舉辦二梯次各
3天的專任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課程規劃包
含重大矚目案件處理的專業心理急救服務，
提供有溫度、持續性、品質深化的出庭陪伴
服務，以及透過創傷知情的陪伴，協助或減
少被害人出庭時遭受二度傷害的可能等內容。
教育訓練安排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
區高振傑臨床心理師講授助人者自我覺察與
夥伴支持、助人態度與助人倫理課程、心理
急救「安、靜、能、繫、望」五大要素及
「看、聽、連」行動原則；安排臺灣大學社
工系吳慧菁教授講授創傷知情照護；安排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林尚諭庭長講授刑事及民事
法庭實務運作、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安排
本會林淑芬社工師講授陪同被害人出庭實務。
本次在職教育訓練也透過前後測及小組
討論、演練瞭解學習成效，並能實際運用。

犯保士林分會志工訓練

犯保臺中分會志工訓練

社會資源運用/民法繼承篇課程

傾聽與互動/發掘長者生活支持
需求/認識高齡相關資源課程

講師 / 陳衍蓁社工師、吳采凌律師

講師 / 弘道老人基金會
戴瑜社工師、李昱璇組長、林琪玉專員

109.08.18
聆聽受害家屬心聲12年不間斷
士林分會志工 - 吳純寬
中時新聞網報導

109.08.25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新北分會
連結社會資源。扶持馨生家庭
犯保新北分會由林仁德主任率領，平均年齡33歲，是年輕且
熱忱的團隊，成員包含專任人員佳音、晏如、貽婷、郁茹及專案
助理錦萍。新北分會傾力協助馨生家庭，除有律師、心理師團隊
提供專業而及時的協助外，25位委員及顧問們熱心公益，還有54
位親切溫暖的志工長期關懷陪伴，給予馨生人最大的支持與鼓勵。
新北分會有兩大特色，一是聯結社會資源，目前有同慶、
同德扶輪社及金樹基金會提供弱勢馨生家庭長期性生活扶助
金；二是課後輔導，因服務案件中有許多頓失家中經濟來源
的被害人子女，考量課後獨自在家的安全性，分會媒合適切
的大專生提供課輔服務，陪
伴國小至國中就學中的被害
人子女；另外也尋求善心單
位資助弱勢家庭生活扶助金，
減少馨生家庭的負擔。
未來，新北分會仍會不
間斷地提供專業且溫暖的服
109.06.17《同慶扶輪社捐贈》
務，陪伴馨生人走過人生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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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萬2千
人次

1億2千
萬元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30條第6款規定本會應協助被害人生活重建，包括
輔導就學、就業等，本會為辦理輔導就學，提升其生活重建能力及社會競爭
力，並順利完成學業，爰於89年10月7日訂定「資助受保護人就學要點」。
自89年(89學年度第1學期)至108年底，共計資助39個學期，資助
22,347人次，資助金額累計達1億2,325萬元。
近3年 就學資助人次及金額

638萬7千元
405人次
551萬5千元
369人次
615萬5千元
391人次

犯保協會 x 檢察機關 109年7-8月份協力情形
地檢署的協力，讓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更順暢
保護
業務

次數 1,244次
件數 1,741件
在協力「保護業務」方面，包含提供案件來源、提供法律諮詢、協助一路相伴法
律協助審查、提供案件偵查、補審進度、協助出具保證書之初審、關懷慰問被害
人、出席協助被害人活動及相關被害人保護會議等。

行政
業務

協力
人力

次數 811次
在協力「行政業務」方面，包含無償提供場地、車輛、空間修繕、設備使用、設
備修繕、官網提供張貼資訊、資訊問題代為維修、協助人力招募甄選、出席協助
委員會議、志工訓練、宣導活動等。

人次數 2,846人次
在協力事項的人力支援上，從檢察長、主任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書記官長、書
記官，以至法警、錄事、司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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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保護學術研討會
9/18、24-25犯保屏東分會與屏東地檢署合辦
本會屏東分會與屏東地檢署於9/18及9/24-25分別在屏東大
學及屏東地檢署舉辦「犯罪被害保護學術研討會」共3場次，邀
請專家學者、律師、法官、檢察官分別主講「修復式正義之校園
與社區實踐」、「犯罪被害人心理創傷與輔導」、「犯罪被害人
及訴訟參與新制」及「犯罪被害人與沒收新制及發還問題」等四
大議題，讓民眾更加瞭解被害人所面臨的困境與法律新制，並落
實犯罪被害保護機制的建立。
109.09.18

109.09.24

#提升犯罪被害保護觀念 #保障被害人權益

109.09.24

109.09.25

第3期

有獎徵答
109/12/1從全數答對者中
抽出10名

109.09.25

掃描QR-code
線上填答
活動至109/11/30止

(得獎名單公布於官網及臉書)
贈送馨生人手工香皂/宣導品

馨希望電子報 第2期 有獎徵答得獎名單 參加人數 146 人
①楊○惠
(新竹市)
②陳○妍
(新竹市)
③鍾○瑩
(新竹縣竹東鎮)
④温○芳
(新竹市)
⑤黃○玲
(臺東縣臺東市)
⑥李○妹
(桃園市桃園區)
⑦陳○諾
(金門縣金湖鎮)
⑧吳林○雪 (雲林縣虎尾鎮)
⑨巫○賢
(桃園市桃園區)
⑩王吳○梅 (新竹市)
》得獎者贈送馨生人製作的手工香皂及本會宣導品，本會預定於
10月12-16日間寄出

愛心捐款
華南商業銀行 城內分行(通匯代碼008-1038)
戶名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帳號 103-20-051715-7

100006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4號5樓
免付費專線 0800-005-850轉8-6
市話專線 (02)27365850(代表號共5線)
行動節費 0975-839855
傳真專線 (02)27365865
電子郵件 headoffice@avs.org.tw

官方網站

》第2期發送數量3,692份(含紙本及電子)

馨希望電子報 第3期

第8頁

臉書粉絲專頁

instagram

捐款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