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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焦 點 報 導
HOTREPORT

謝謝您 以實際行動將愛散播給每一位馨生人
本會第八屆董事會、第六屆監察人及各分會第六屆
主任委員於今年12/11卸任，本會為感謝董事、監察
人及主任委員對於被害人保護工作的貢獻，11/3舉辦
「『馨愛築夢．攜手翱翔』感恩暨表揚大會」，由董
事長邢泰釗主持，法務部蔡清祥部長、陳明堂政務次
長及柯麗鈴主任秘書也親自到場表達感謝心意。
蔡清祥部長在致詞中表示，感謝董事、監察人不
吝提供各種專業建議，各地分會主委對於重大被害案
件，第一時間動員工作人員及志工給予家屬協助，義
行義舉，令人敬佩。
邢泰釗董事長也表示，本會董事會與監察人網羅相
關政府機關代表、犯罪被害保護的專家學者、被害人
代表以及願意投身被害保護業務的社會公益人士等多
元專業人士，在政策上給予本會專業且具建設性的指
導與襄助，拉近本會在保護工作與相關部會的距離，
整合資源更加順暢；對於各地分會主任委員以用心與
效率提供被害人的關懷，更是欽佩，被害人保護工作
除了訂立法規與政府部門的推動，更需要匯集民間的
力量才能拓展到社會的每個角落。

110.11.03

此外，本次大會更安排特殊貢獻獎，感謝過去一路
默默與同仁一起執行各項業務的陳維練顧問、陳淑雲
顧問、吳怡明顧問，以及曾俊哲執行長。
大會中另安排本會苗栗分會及桃園分會主任委員獻
唱，在主持人陳凱倫與來賓幽默風趣的互動下，活動
內容多采溫馨，該場活動同時採用網路直播方式同步
呈現，期盼能激發社會各界對犯罪被害保護的瞭解與
關注，透過各界對於犯罪被害人的支持，幫助他們能
儘速重建生活，迎向下一段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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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保護志工類

獲獎名單
1.胡純寬女士(士林分會)
2.李素真女士(臺北分會)
3.洪秀英女士(嘉義分會)
4.顏子滎女士(彰化分會)
5.謝淑麗女士(臺南分會)
6.黃仁旺先生(苗栗分會)

110.11.03

感謝推展被害人保護工作漫漫長路上的每份愛心
法務部11/3舉辦「110年度表揚推廣犯罪被害人保
護工作有功人士及團體大會」，感謝社會各界與公私
部門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的援助與貢獻。
今年度共有「被害人保護志工類」、「性侵害、家
庭暴力、兒童及少年被害人服務類」、「被害人之關
懷服務及協助、保護通報或轉介協助類」、「人口販
運被害人服務類」、「其他被害人服務類」及「補償
審議及權益保障類」等6大類，共計18名獲獎，其中
本會保護志工有胡純寬、李素真、洪秀英、顏子滎、
謝淑麗及黃仁旺共6名獲獎。
法務部蔡清祥部長致詞表示，犯罪被害人保護是相
當有意義的工作，感謝每一位得獎者多年來不辭辛勞、

不求回報的付出，使得被害人及其家屬之人生得以重
新燃起希望，向前跨出一步。另外，也希望藉由今日
表揚活動，使更多人投入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
大會特別邀請本會扶持的馨生人歌手－全世煌，他
來自南投信義鄉，自小喪父，母親在他小四那年被害，
與妹妹相依為命，將經歷化作歌詞，以真摯的嗓音感
動全場，全世煌也在現場向其幼年時透過世界展望會
的長期資助人－檢察總長江惠民獻上花束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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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倍加碼「更」貼「馨」一日店長記者會
犯保協會搭配五倍券政策紓困馨生人
本會與更生保護會11/10在法務部舉辦「五倍加碼『更』
貼『馨』一日店長記者會」，邀請「貓本家-寵物友善咖
啡」、「黑糖老薑」、「樸之緣－手工皂」、「斑家木
作」及「瀚升杯袋」等馨生商家共聚設攤，消費者購買
展售商品，均可獲得八折價格或加贈商品的優惠。
蔡清祥部長致詞表示，配合政府振興五倍券的政策，
法務部透過犯保及更保兩個重要的司法保護單位推動犯
罪被害人保護及更生保護工作，就是「從別人的需要，
看見我們的責任」，要盡最大的努力來幫助需要的人，
也期待大家共襄盛舉，讓馨生人和更生人的家庭可以
穩定的走下去。
本會董事長邢泰釗化身「一日店長」，介紹推廣馨生
人及更生人商品，也鼓勵帶動大家，拿出振興五倍券，
一起「買！買！買!」。本會將提供每位馨生商家最高7
萬5千元的補助，預估將挹注近100萬規模的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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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保吉祥物“愛馨大使”接受頒聘授帶
傳遞「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服務宗旨及精神
本會於11/3感恩暨表揚大會中，特別安排吉祥物「愛馨
大使 Lovely Bird」出場，並接受邢泰釗董事長披掛授帶，
並且頒發永久聘書。
愛馨大使的設計理念取自於《雜寶藏經》中鸚鵡滅火的
故事。一天，風勢乾猛，令竹林相互磨擦而起火，焚燒山
林遍野， 眼見即將奪去一切生靈的性命。
一隻名叫歡喜首的鸚鵡，哀愍大眾無翅飛逃， 就千萬度
往返於山海之間，用牠微薄的雙翼沾以海水，一次次灑向
漫天火海。如此堅毅真誠的義行，感動了帝釋天。
天帝詢問道：『你小小身軀如何能解救千萬里廣的火勢
呢？』 鸚鵡回答：『我的心意比火勢更寬闊啊！如果今生
滅不了，發誓來生一定把它撲滅！』帝釋天深受感動，施
展神通力，傾注豪雨，剎時解救了全山生靈。
故事中的鸚鵡展現無私付出的決心，因不忍眾生受苦，
雖自己身小力薄，但發下宏願勢必滅盡苦難，如同本會
「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服務宗旨及精神。

110.11.03

110.11.03

110.11.03

110.11.03

犯保 x 法扶
x 中檢 x 中律 合辦
中區犯罪被害人法律扶助
暨修復促進者培訓課程
本會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自今（110）年起
實施單一窗口服務機制，並推動5項友善被害人措施，
其中一項為合辦律師教育訓練，受到疫情影響，至8
月下旬決定採用視訊方式舉辦，於9/11完成訓練。
本次教育訓練邀請臺中地方檢察署及臺中律師公會
共同主辦，善意溝通修復協會協辦，使用5個週末假
日共30小時辦理，包含9節的分組演練，安排本會臺
中分會主任委員及法扶董事陳怡成律師、中國醫藥大
學精神醫學部顧問級主治醫師鄭若瑟、朝陽科技大學
社工系講師郭世豐及廖奕婷、張桂真律師擔任講師，
課程充實豐富，希望完成受訓的律師具備擔任法律扶
助、犯罪被害人律師或促進者的初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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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 時 關 懷
IMMEDIATE CARE

臺北及士林分會聯合辦理家屬座談會 提供心理衛教
新北雙溪虎豹潭景區10/16發生溪水暴漲導致參加
自然體驗營的六名成員遭洪水沖走不幸身亡意外，
本會基隆分會於10/17接獲通知後，即安排人員及志
工前往殯儀館陪同家屬進行相驗程序，體驗營女領
隊等人以涉嫌過失致死罪移送基隆地檢署。因家屬
分別居住於臺北及士林分會轄區，後續移轉兩分會
提供協助。
因案件發生後，被害人接獲太多單位、媒體電話，

110.11.10

致使家屬無法釐清各單位協助內容，臺北分會待家
屬處理完被害人喪葬事宜後，特別於11/10聯合士林
分會舉辦「法律及情緒支持座談會」，由臺北分會
廖益謙主任委員代表分會關懷致意，安排李明諭律
師及張衞航律師說明司法程序，讓家屬們提出問題
予以解答，最後由李亦欣諮商心理師進行心理衛教，
提醒家屬留意自身的情緒照護，一旦察覺狀況可立
即向分會求助。

傾聽需求 提供家屬適切的一路相伴安心服務
雲林分會啟動即時關懷 陪同家屬至派出所製作筆錄

桃園龜山砂石坍塌工安意外
桃園市龜山區砂石場10/12因側牆無法承受重達數百公噸砂石重量
導致坍塌事故，造成路過的計程車司機遭活埋當場死亡。
本會桃園分會於10/13即與家屬聯繫，並於10/15前往殯儀館進行
關懷，案發初期因家屬無力負擔被害人喪葬費用，桃園分會除提供
關懷慰問金及緊急資助金外，也協助與桃園市政府各社福窗口聯繫
申請相關補助，並陪伴家屬至勞工檢查處進行律師諮詢。

桃園社區大樓住戶口角刺死案
桃園市某社區大樓陳姓女住戶因地板噪音問題，與樓上鄰居積怨
已久，10/17兩人又因同樣問題發生爭執，被害人憤而持菜刀下樓理
論，未料反遭鄰居持水果刀刺死，送醫不治。
桃園分會接獲保護官通報後，於10/18前往殯儀館關懷慰問，被害
人兒子目睹母親倒臥在地的情景，分會除提供法律一路相伴協助外，
初步先行安排專責志工定期家訪以掌握身心狀況，以適時提供輔導
資源。
馨希望電子報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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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 務 方 案
SERVICE

PLAN

宜蘭分會 守護用路人安全 警助改善號誌設施
Yahoo
新聞報導

《 宜蘭分會製作危險路段改善說明 》

本會宜蘭分會服務車禍被害案件時，最常聽到家屬哀痛的提及「如果
有交通號誌、路口多點警示標誌，是不是這件車禍就不會發生？自己的
親人也不會離去」、「如果肇事地點不要有違停車輛，車禍可能就不會
發生了」等。
分會主委張謙一聽到了馨生人的心聲，統計分會108年至110年9月止
共受理211件車禍死亡或重傷案件，並調查經常發生事故之路段，隨即
發文至宜蘭縣警察局，希望能協助提供或改善各該路段的交通號誌及設
施，以免再有其他用路人受害。日前宜蘭縣警局已將改善情形函覆分會，
包括在路段增繪減速標誌、增設紅黃反光座式導標等。
馨生人阿秀媽媽的孩子，就是在其中一個路段不幸身亡，分會也將改
善情形告知阿秀媽媽，她很感謝分會的用心，並表示現在經過肇事路段
時，不會再擔心是否有人與她的孩子一樣被害死亡。

本會士林分會於10/22舉辦安薪專案「編織馨福-毛
線手作針織班」成果發表會，並邀請李魁相主任委
員、士林地檢署繆卓然檢察長等長官貴賓蒞臨參觀指
導，近距離關心馨生人近況、鼓勵馨生人持續創作。
編織班除建立馨生人的自信心外，更牽起了與家人
的情感聯繫。過去一年75歲的劉阿嬤風雨無阻到分會
上課，今年受疫情影響中斷，只能在家練習，因此孫
女也跟著阿嬤學出興趣，常常在課餘跟著阿嬤來學習
編織，讓祖孫間有了更多共通話題，相互指導的過程
中有了更多的互動，感情也變得更加融洽。
發表會後，馨生人紛紛捐出作品提供義賣，讓自己
用心製作的作品可以被實際使用，也讓大眾更了解犯
罪被害人保護，期許未來能夠被更用心、同理對待。

士林分會 編織馨福
毛線手作針織班成果發表會

110.10.22

臺南分會 馨生學子就學關懷 致送助學包

110.10.23

110.10.23

本會臺南分會於10/23特別關懷就學中的馨生學生約100人。
臺南分會龔甫青主任委員說，本來暑假期間會辦理學生關懷活動來頒
發獎狀及獎學金給優秀的馨生學生，但今年因疫情關係活動皆暫緩。9
月後，學生們陸續回歸學校上實體課，但仍有一段需要適應變動的時期，
因此臺南分會特別關懷轄內就學中的馨生學子，致送「助學包」，內容
物有「圖書禮券600元」及「防疫口罩」。
本次龔甫青主委特別邀請孫碧芳常務委員與陳美姿委員一同前往關懷
馨生學生，將關懷送到學生手中。學生收到助學包都非常喜悅，其中有
學生收到關懷禮馬上脫口說出「協會真是太棒了！」，讓分會人員都不
禁一起露出欣慰的微笑。
龔主委更勉勵繼續努力向學，要珍惜這樣的疫情下還可以到校實體學
習，希望學生要持續精進自己並在將來有能力之餘能再貢獻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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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分會 立冬到！真馨祝福送給您
本會南投分會結合南投地方檢察署及埔里維美冰品
麵食館，於10/28在南投地檢署舉辦「立冬到！真馨
祝福送給您」關懷活動，準備55份食補禮盒，內包含
有麻油雞湯、肉燥、四神排骨湯、滷豬腳、三層肉、
滷蛋等，南投分會吳明賢主任委員及南投地檢署檢察
長張云綺到場致意，並由志工們親自送至被害人家庭，
關懷馨生人，叮嚀大家多注意身體健康。
林進財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及分會委員、顧問在得
知主委要辦理立冬關懷活動時，紛紛出錢出力協助關
懷，幫忙送上暖心補品及最溫暖的祝福，期能藉由持
續的關懷，撫慰馨生人的傷痕，陪伴馨生家庭能夠盡
快走出傷痛，讓心充滿亮光，迎向光明人生。

110.10.28

花蓮分會 舉辦暖馨咖啡 關懷活動
本會花蓮分會於11/4有與被害人家庭一同進
行的「暖馨咖啡」關懷活動。由志工隊長劉曉
波咖啡師教參加者手沖咖啡，在疫情之下，犯
保今年第一次開會、辦活動，用咖啡的溫度拉
近人與人間的距離，也因咖啡香氣讓馨生家庭
暫時忘卻煩惱，提升正能量。

法扶結合各地犯保分會
舉辦法扶日活動

本會臺南分會10/23特別與法扶台南分會共同舉辦
溫情暖馨─「為你找個家」電影賞析活動。以關懷社
會為主題安排相關電影賞析活動，並邀請馨生人與弱
勢家庭共約120人一起共賞。
活動於電影放映結束由分會吳佳穎主任帶領探討劇
情議題外，另邀請陳寶華家事律師講述臺灣關於收養
的流程評估以及在法律上收養的辦理程序，讓活動與
會成員可以在觀看完電影感人的劇情之外，多認識法
律常識。

本會彰化分會與法扶彰化分會為保護及協助馨生人，
於10/23下午再度攜手，以桌遊方式，帶領馨生人從
遊戲中學習法律概念，寓教於樂，一起渡過溫馨而充
實的周末下午，其中分會主委謝武章與法扶彰化分會
會長謝英吉均親自出席，並有5戶的馨生人帶著孩子
一起出席活動。
透過設計過的遊戲，學習法律的概念，並了解利用
法律保護自己；除了遊戲虛擬情境，法扶的律師也現
場提供法律諮詢，給予馨生人實際的協助。

臺南

彰化

11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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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 業 發 展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南投分會

關懷物資不間斷．南投犯保用馨伴
犯保南投分會是由吳明賢主任委員帶領專任人員麗
焱主任、雅淳及芝晴秘書、輔助人力明珠、30名保護
志工、33位律師及11位心理師所組成的專業服務團
隊，攜手陪伴馨生人走過最艱難的時刻。
案件發生時，面對被害家屬的不知所措，南投分會
在被害案件第一時間啟動保護機制，提供法律、心理
等服務，以安撫馨生家庭內心的不安及恐懼。南投腹
地廣大，案家在來往地檢署上較為困難，分會同仁及
保護志工親自至案家服務，提供即時的陪伴及關懷。
南投分會為協助案家復歸生活，每逢節慶皆辦理關
懷活動，由保護志工送豐富物資至案家，並開辦支持
團體手作班，以多元資源的提供，幫助馨生家庭盡快

走出痛苦，並藉由長期的關懷以及多元的服務陪伴馨
生家庭，是分會一直以來的目標。

110.09.27

110.11.03《南投分會包裝袋手作班》

花蓮分會10/29辦理犯罪被害保護官座談會
犯保、檢、警三方關懷協助犯罪被害人
本會花蓮分會於10/29辦理「關懷協助犯罪被害
人-與保護官有約座談會」，由花蓮地檢署鍾和憲檢
察長及花蓮分會徐正隆主委共同主持，出席座談會
的6位保護官來自花蓮縣警察局及5個警察分局，座
談會中相關人員共同就「關懷協助犯罪被害人」的
通報方式進行討論，建構整合完整的保護網絡。
內政部警政署自105年9月實施保護官通報制度，

5年間，本會花蓮分會收到警察分局保護官通報的故
意殺人案件計10件，由於保護官從案發之初就主責
陪伴被害人家屬，並提供犯罪被害人保護資訊給家
屬，家屬很快信任犯保協會，也讓犯保與家屬的服
務工作關係能夠順利開展，以提供「即時、有感」
的服務。

110.10.29

110.10.29

持續籌編「被害保護工作指引」
充實專業倫理、保護據點、重傷服務等內容
本會籌編「被害保護工作指引」，經過多次研
商討論，已完成篇章架構及稿件徵集，在董事長指
示及同仁集思廣益下，再增加有關專業服務倫理、
司法保護據點、有效開案工作、非法定被害案件的
處理、八仙塵爆及重傷個案的服務分享、偏鄉地區
服務資源運用及經費申請、募款與行銷等內容，以
提供工作人員更多面向的工作經驗指導及傳承。

1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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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與組織架構
工作職責與使命
案件來源與服務流程
重大矚目案件即時關懷
以被害人為中心的服務模式
保護服務及重要方案
心理輔導的應用
個案管理服務
訴訟及法律程序實務
友善的補償審議機制
保護志工的訓練、運用及管理
修復式司法
工作管理與績效
友善的網絡資源
經費申請、募款與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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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馨 言 馨 語
MOOD TALK

大人與小孩都必須學習接受失去的悲傷
文 / 犯保嘉義分會秘書 陳政宏

「今天老師會先放一個電影片段，片名叫做『可
可夜總會』，在電影中會出現一些骷顱頭，小朋友
不要被嚇到喔！這部電影主要是想告訴我們，人過
世後會到另一個世界去生活，雖然祂們離開了我
們，但是祂們其實不希望被家人遺忘...」，電影結
束之後，老師請家長及小朋友們想一想，自己最親
的親人去到哪裡了呢？
晴晴問：「麻麻說拔拔去了天堂，但天堂在哪？」
「那晴晴妳覺得拔拔去了天堂嗎？」老師接著問。
晴晴答：「我覺得拔拔一直在我身邊。」
晴晴爸爸在她五歲時因為車禍事故而逝世，對晴
晴而言，每天最開心的就是被巨人般的爸爸抱起來
飛高高、牽著爸爸的大手一起去公園溜滑梯，然而
這一切生活中的美好卻一夕之間變了調。
「爸爸不見了！爸爸去哪裡了？」
晴晴的小腦袋瓜每天都不停詢問自己，其實在犯
保所關懷的馨生家庭中，有無數個像晴晴有類似遭
遇的孩子，在面對至親的驟然離開，大人可以選擇
用理性來面對，但在孩子幼小的心靈中，卻不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情，只能茫然地聽著大人們說著自己
聽不懂的話語。

念，並以自然輕鬆的方式逐漸引導孩子認識「死
亡」到底是什麼。

「拔拔會看到我今天畫的大房子嗎？」
「我們可以一起住在裡面嗎？」
聽著孩子們的童言童語，往往讓陪伴在旁的大人
不自覺鼻頭一酸而偷偷拭淚，然而宣洩的淚水不單
只是大人對情緒的釋放，也是一條可以牽引他們走
向孩子內心世界的繩索。
思念或許就像拼湊拼圖一樣，透過記憶中的片
段，一點一滴找回與家人曾經擁有的美好，或許心
裡面的遺憾會一直存在，然而拼圖的缺角不應該猶
如利刃般，讓每次的思念變成是一股椎心刺痛，而
是要將這份失去昇華成刻骨銘心的愛。
適時接納這份與眾不同的愛，也能夠讓大人與孩
子學習勇於面對失去的悲傷，並藉由老師的引導，
讓孩子去想像與創造親人在另一個新的世界生活的
種種形象，那裡也許是有著大大城堡的天堂；也許
是一整片綠油油的大草原，有棟小小的木屋；也或
許是一片廣大遼闊的未知之地，這些天馬行空的想
像是孩子對親人的祝福，同時也是他們內心最渴望
的心之所向。

大人們因為了解悲傷的原因，可以藉由哭泣、憤
怒去表達自己的情緒，然而孩子卻只能透過大人談
話中的片段話語，去觀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在
懵懂之際，往往只能藉由默默哭泣來思念突然不見
的親人，有時候的放聲大哭，或許還會招來長輩因
為心煩而大聲斥罵，甚至脫口說出「你爸爸死掉了
啦！」、「你爸爸不會回來了！」等話語，對孩子
而言造成二度傷害。
在犯保辦理的親子生活成長課程裡，我們會請專
業的諮商心理師，藉由課程及教材的互動與啟發，
帶領孩子能夠發自內心地傾訴對逝去家人的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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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保的起初、現在與將來
犯保人面臨的轉變與挑戰
文 / 犯保總會組長 尤仁傑

從零開始
二十二年前，一個剛從社工系畢業、當兵退伍的
社工人踏入了地檢署，開始成為犯保人，學校沒教
過，聽也沒聽過，什麼是「犯罪被害人」？還記得
當時地檢署的科長，將一堆文件交給我說：「你自
己研究看看，我們沒人做過…」一張桌子、一部電
腦，和地檢署書記官長共用辦公室，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就這樣開始了…

犯保成立之初，我們所辦理的服務偏重於訪視慰
問、法律諮詢及協助申請補償金，身為一個二十出
頭歲的社會新鮮人，社工背景教育裡也沒有法律的
課程，感覺處處都是挑戰，地檢署的官長、科長，
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幫助，帶著我去殯儀館、
去警局、去案家，幫我向被害人解答我所不懂的法
律問題，然而，工作沒一個月，發生921大地震，
多棟疑有偷工減料的建物倒塌，死傷慘重，可能有
大量被害人案件進來，地檢署帶著我到災區去慰
問，後續協助申請補償，這些經驗讓我邊做邊學。

跨領域的挑戰
當被害人走進地檢署，進到犯保辦公室，不會來
問低收入戶怎麼申請，不會來問學費繳不出來怎麼
辦？會問，怎麼提告？怎麼求償？法律的問題，指
引錯誤可能會影響被害人權利，身為社工的我，要
花更多心力去瞭解法律程序及內容，因為當我無法
向被害人回答或說明法律問題，信任關係就很難建
立，他不會再來找我了。
當年，各地犯保都只有一個人，來自不同領域，
每個人都面對跨領域學習的問題，二十二年後，各
地犯保也不過二到五人，面臨同樣的問題，法律人
要學社工、心理，社工、心理人要學法律，跨領域
學習並非不好，但絕非一蹴可幾，在犯保每天都必
須處理重大刑事案件還有維持組織運作的行政業務
當下，無法等我們學到專業成熟才上場，大學畢業
剛進到犯保的社會新鮮人，可能隔幾天就要去面對
重大刑案，這壓力何等沉重，地檢署、保護官、志
工、律師、心理師、社工師的協力，對犯保而言，
是如此重要且不可或缺，透過整合人力資源，各司
其職，聯繫互助，讓服務一樣可以到位。

專業期待下的衝擊
近年來，幾起的重大犯罪被害事件，讓社會對於
被害人保護及權益保障議題被廣泛討論，學術界及
實務界也更多人關注犯保，讓犯保曾經的所作所為
被拿出來檢視，期待犯保的工作更專業、更友善、
更有溫度，不可否認的，我們面對很大的壓力，心
裡也有委屈，也衝擊了過去二十多年來，在社會還
沒人關注之時，犯保已經默默地在服務被害人，盡
力運用有限的資源建立的服務體系。
去年，邢董事長要我們發行電子報，讓外界知道
我們在做什麼，董事長也覺得可能會因為資訊大量
揭露，引來更多意見或批判，但董事長也要我們正
面面對，外界的意見有道理，我們就來改；若對我
們有誤解，我們就說明澄清，因此，社會各界在媒
體、研究刊物、社群平台所發表或提出的意見，我
們也都逐一記了下來，檢討有無可以改善且更精進
之處，記得在一次對外的會議場合，聽到蔡部長對
大家說到「希望大家能給犯保基層同仁多一些鼓
勵」，心裡很感動，為什麼？犯保的人力有限，但
我們的責任，我們都不會推辭，給我們時間，我們
會更好。
盡心竭力 馨生如願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正草案」目前正在行政院
討論階段，可以預期的，將來的犯保會面臨重要的
變革，未來承擔的責任會更加重大，被害人的服務
觀念也從「保護」演進為「權利保障」，協助被害
人解決困境、撫平傷痛、重建生活是犯保的使命，
若能給被害人
更多的保障與
照顧，犯保人
必定盡心竭力，
只願馨生如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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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統 計 資 料
STATISTICS

突如其來的被害事件，衝擊了整個家
額外產生的經濟負荷，往往讓被害人家庭陷入另一種困境
犯保提供經濟上的支持，讓被害人安心～

網路
捐款

訴訟費用補助
108年度

107萬8,434元 / 63件次

109年度

209萬6,100元 / 98件次

請支持「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服務及推廣計畫」
公益勸募字號：衛部救字第1101361484號

緊急資助金
108年度

360萬900元 / 363件次

109年度

414萬6,350元 / 471件次

就學資助金
108年度

806萬6,550元 / 338件次

109年度

919萬2,800元 / 559件次
醫療資助金

108年度

210萬302元 / 87件次

109年度

219萬1,400元 / 108件次

長期照護補助金
108年度

318萬7,212元 / 188件次

109年度

508萬9,435元 / 446件次

⊿ 訴訟費用補助係針對被害人自費委任律師所提供之補助，不包含由犯保直接安排律師協助之支出。
⊿ 規劃中的經濟支持措施包含有出庭旅宿補助、殯葬補助、搬遷租屋補助、居家安全及清潔修繕補助、生活扶助金、
托顧補助、就醫陪病旅宿補助、輔具補助及居家無障礙設施修繕補助等。

馨希望電子報 第12期

第10頁

7. 推 廣 宣 導
PROMOTION

10/25-29 法務部

110年度 犯罪被害人保護週

感謝全國各檢察機關、警察機關、大專院校協助宣導
宣導素材
隨時下載

南投

110.10.23

臺南

宜蘭

我在乎/你的在乎
I CARE YOUR CARE

110.10.22

110.10.25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至犯保拍攝兒少性剝削保護宣導影片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為辦理犯罪預防宣導，規劃拍攝「兒少
性剝削」主題宣導短片，於11/1邀請本會業務企劃組洪偉凱組長參與
影片拍攝，並於短片中介紹本會對於妨害性自主案件被害人，可以協助
的服務項目內容（如法律訴訟、諮商輔導、急難救助、就業協助等），
以及被害人權益保障等資訊，以加強推廣犯罪被害保護的重要性。

110.11.01

活動預告

產品
展售

手作
DIY

闖關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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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
作品

成果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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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愛馨登場“LINE貼圖”
Lovely Bird小愛，有著人溺己溺、
人飢己飢的慈悲胸懷，整天飛到東飛
到西，主動出擊維護被害人權益，一
刻不停歇！聰明伶俐又帶點傻氣，靠
近你給予安全感，體貼溫暖你的心。

小愛馨登場
LINE貼圖

臨櫃
捐款

如須開立捐款收據，請將匯款存根聯
傳真或掃描提供本會，並請載明捐款
人姓名、地址及電話；如須上傳國稅
局，請再提供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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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N 2789-7524

公益勸募捐款 勸募字號 | 衛部救字第1101361484號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西門分行(通匯代碼812-0610)
戶名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帳號 2061-01-0001140-7

EISSN 2789-4983

官方網站

馨希望電子報 第12期

網路
捐款

第12頁

臉書粉絲專頁

instagram

捐款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