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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焦 點 報 導
HOTREPORT

111年推出「百萬馨愛築夢」小額貸款方案
提供馨生人在創業、生活改善上更多元的選擇

《馨生人經營農作》

《馨生人經營烘焙》

《馨生人經營編織》

被害事件的發生，除了帶給馨生人心理的失落及創傷外，若被害死亡或
重傷者是家中的經濟支柱，就意味著這個家庭將面臨經濟上的需求，短期
可能可以透過社會救助，長期而言，就面臨是否透過就業、創業等方式，
恢復家庭的經濟收入來源，也可能因此有短期的資金需求。對於一般的家
庭來說，可能會向金融機構貸款，然而，這樣的方式可能面臨高度還款及
利息壓力，而且金融機構的作法通常出於商業考量，不容易有彈性作法，
也難同理馨生人因為被害事件所面臨的實際情況。
因此，本會規劃「馨愛築夢」小額貸款方案，對於原本可能預計向金融
機構貸款的馨生人，提供另一種更友善的資金取得模式，協助馨生人創業
及生活改善。本方案預計規劃提供100萬元經費，自明（111）年度起，
每年協助至少10名馨生人，讓保護服務方案更加多元。

規
劃
辦
理
方
式

申請對象

開案起算五年內之馨生人，每案以一次為限。

申請額度

1.原則上最高為新臺幣5萬元
2.超過5萬而經本會內部審查通過者最高上限10萬元。

申請類別

1.急用貸款
2.創業貸款

申請文件

1.申請書。
2.國民身分證、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短期需求經濟需求說明書/營業計畫書。
4.連帶保證人簽署之保證書。

償還方式

1.自領取貸款後第三個月起開始還款，不計利息。
2.自領取貸款之月起至多五年內分期償還，如因正當
理由無法如期還款時，取得保證人同意後，可申請展
延還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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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12/8主持工作指引全國編輯委員會議

110.12.08

各地分會提供第一線工作實務需求 充實工作指引內容
本會於12/8由董事長視訊主持「被害保護工作指引
全國編輯委員會議」，上午場由執行長主持，進行各
篇章編輯內容導讀及撰稿者說明，下午場由董事長聽
取全國22個分會的意見，特別在第一線工作實務的經
驗，納入工作指引更能有助於同仁務實的學習工作經
驗與技巧，此次意見的蒐集也將作為最後定稿內容的
重要參考（如下表），董事長也特別邀請提供具體意
見的分會同仁納入編輯小組，協助最終定稿作業。
因應政府及民間各界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的重
視及關注，在目前本會人力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如
何讓工作人員即早熟悉服務內涵，接軌各項服務工作
顯得相形重要，故本會為落實專業經驗交流及傳承，
於今（110）年9月初，在董事長指示下啟動籌編「被
害保護工作指引」，將工作人員角色職責、案件不漏
接、接開案處理、需求評估、重大矚目案件處理、以
被害人為中心的服務模式、保護服務重要方案、個案
管理、訴訟實務、友善補償、修復式司法、工作管
理、網絡資源、行銷推廣等內容納入。
初稿在第一階段由各分會進行校稿並提供書面意

見，第二階段由本會邀請臺灣大學吳慧菁教授、高雄
師範大學徐西森教授、暨南大學張英陣教授、臺灣師
範大學賴月蜜副教授、臺中教育大學洪雅鳳助理教
授、樹德科技大學許坋妃助理教授、張嘉紋心理師、
黃乙白心理師、陳衍蓁社工師、本會常務董事廖英藏
醫師、董事林坤賢律師、楊靜芬心理師、臺中分會主
任委員陳怡成律師及高檢署陳淑雲檢察官、臺北地檢
署賀文群檢察事務官等15名各領域專家學者提供編輯
意見，再透過本次全國編輯委員會議的召開，確立最
終編輯內容，預計於12月底前定稿，明（111）年1月
底前完成出版。

工作指引主結構

工作指引
組織與

服務流

人員

程

七大核
心工作
項目

各類案
件服務
模式與
實例

工作管
理與督

問答集

導評鑑

全國編輯委員會議 各分會意見及本會回應一覽表
1

增加註解或小教室專欄，增加可讀性。（依意見修正）

14

增加精神疾患的社會資源連結。（依意見修正）

2

字型統一、標明重點。（依意見修正）

15

執行方式及實務分享此2個主軸建議分開呈現。（列為參考意見）

3

加入「管轄競合」的處理方式。（依意見修正）

16

工作方法在部分篇章重覆，建議刪減。（依意見修正）

4

加入在監動態及假釋徵詢及移轉管轄程序。（依意見修正）

17

刪除工作人員協助求償估算，以安排法律諮詢。（列為參考意見）

5

重大災難事件加入分會支援相互支援部分。（依意見修正）

18

加入犯保基本規範，可以隨時查閱。（列為參考意見）

6

加入志工的創傷壓力及志工諮商輔導。（依意見修正）

19

加入引言說明使用方式及目的。（依意見修正）

7

案源增加醫院急診室及法院刑事庭聯繫平台。（依意見修正）

20

大型矚目案件與縣市政府確認合作模式。（參考實務做法）

8

篇章節以顏色頁籤等方式區分。（依意見修正）

21

加入小額貸款、聲請保護令作業要領。（依意見修正）

9

增加外籍移工、少年加害人案件經驗分享。（依意見修正）

22

加入工作證使用說明。（依意見修正）

10

加入訴訟獲知平台部分。（依意見修正）

23

修正名詞身心障礙證明、加入信託年齡提醒。（依意見修正）

11

工作者與個案有不同詞彙表示，建議統一用語。（依意見修正）

24

建議可運用QR-Code連結資訊內容。（依意見修正）

12

統整繪製較正確且普遍的工作流程表。（依意見修正）

25

重大災難案件處理，建議加入離外島支援部分。（依意見修正）

13

建議提供電子書線上閱讀版。（列為下次版本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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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愛融入日常 一同點亮黑暗中的光芒
本會於11/18~22主辦為期五日的「馨生公益市集」
邀請各分會馨生人共設置15個攤位聯合展售，吸引約
6千人次的民眾參加，現場特色商品從手工食品到飾品
一應俱全，如新竹最道地的客家小吃、南投直產的茶
葉與梅製品、各式手工包包與銀飾，還有現場人像速
寫等，希望藉由市集讓各界了解馨生人走出傷痛時的
心路歷程，讓愛陪伴馨生人，繼續支持、製作出有
愛、有故事、有生命的產品。
本會自97年起開始推動「安薪計畫」，為馨生人培
養就業技能、第二專長，並自103年起由本會新竹分
會結合Big City遠東巨城購物中心，讓馨生人可以在百
貨公司進行成果展售，同時也提供一個產品行銷的平
台，讓馨生人的產品能被外界看到，進而獲得收入，
對馨生人莫大的鼓勵及肯定。
今年度的活動為促進消費，除了設計有趣的集點活
動，消費滿額即可免費兌換手作DIY體驗，並由馨生人

110.11.21

進行現場教學外，特別規劃闖關活動，讓民眾更瞭解
被害人保護服務，更結合問答遊戲，讓民眾仔細閱讀
展版、參與遊戲，答對還可免費轉扭蛋換取各攤位提
供的精美獎品，並透過民眾親自至各攤位兌換的過
程，讓民眾與馨生人能有更進一步的互動與認識。

110.11.19

 LIVE

直
播
 YT

影
音

110.11.19

11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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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11stop

110.11.19

父親發生車禍往生後，闆娘受到犯保宜蘭分會的
一路關心與協助，讓闆娘一家人一路走來不孤單。
闆娘大學畢業後，因父親車禍過世，必須照顧爺
爺奶奶以及弟弟妹妹，於是離開固定上下班的工
作，從爺爺的開心農場意外找到一片天，2015年菜
價行情不好，因不甘賤售爺爺辛苦種植的大白菜，
於是開啟了闆娘的泡菜人生。
11STOP取自於闆娘的中文名字，也能把11解讀
為兩個人，闆娘與老闆兩個年輕人創業的一步一腳
印，希望透過食品與大家傳遞溫度。

橋頭 瀚升杯袋
一場重大車禍，黃媽媽的寶貝兒子瀚升成為植物人，整個
家庭頓時陷入困境中，從對於司法的無助，到重傷的醫療照
護，很感謝犯保橋頭分會從法律、心理輔導、重傷照護多個
層面，給予幫助，一直陪伴到現在。
疫情的發生對於黃媽媽來說更是艱辛的過程，但為母則強
的意念支撐著她，帶著瀚升到夜市販賣以瀚升為名設計的杯
袋及相關的手工小物，懷著大家每一次的購買都代表著一個
家庭活下去的希望，並相信在未來漫漫長路，能夠繼續陪伴
瀚升無畏無懼地走下去。

110.09.30

凱
擘
新
聞
報
導

110.11.12

110.11.26

士林地檢11/12舉辦園遊會

參加11/26經濟研究院座談會

五倍加碼更貼馨 士林分會助馨生

探討媒體新聞評論與人權保障議題

士林地檢署11/12辦理「五倍加碼更貼馨~犯保士
林協助振馨」記者會，李魁相主任委員邀請邢泰釗董
事長、法務部保護司黃玉垣司長以及士林地檢署繆卓
然檢察長一同來品嚐八仙傷友準備的咖啡、滷味及車
禍家屬手作愛心茶葉蛋、黑糖老薑等自營商品。
此外，活動現場使用五倍券進行商品購買，以最實
際的行動支持馨生人，並期盼透過記者會推廣馨生人
商品以擴大能見度，並呼籲社會大眾支持馨生人，降
低其受到疫情期間營收減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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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11/26辦理「我國電視報
導司法新聞及評論涉及人權保護之政策法規予案例委
託研究案」座談會，邀集保護被害人相關團體、組
織 ，本會鄭書琴執行長以各分會提供的實際案例進
行分享，並將電視報導、網路媒體及社群網絡新聞等
都進行分析，將被害人或其家屬受到媒體不實報導或
虛偽報導之實際影響生活部分也分享予主辦方，盼未
來NCC等相關主管機關更能夠站在被害人之立場審
查新聞，提供更加安全確實的新聞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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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 時 關 懷
IMMEDIATE CARE

110.11.22《自由時報報導》

桃園分會緊急資助 全程一路相伴
桃園龜山區一間超商於11/21清晨發生一起殺人案
件，29歲蔡姓被害人為超商店員，因勸導蔣男依防疫
規定配戴口罩，未料對方竟因不滿，事後又返回超商
並持刀砍傷被害人，造成被害人失血過多送醫不治。
本會桃園分會獲知後，主動與桃園地檢署及保護官
聯繫取得家屬聯絡方式，並於11/22由黃正和主任委

110.11.22

員偕同分會人員至桃園殯儀館關懷與致贈慰問金，並
說明權益事項及協助內容。
本案事發突然，家屬因無法於短期內籌措喪葬費用
訂金，桃園分會除協助與殯葬業者溝通免支付訂金
外，也協助申請緊急資助金與法律一路相伴，並視家
屬後續實際需求，評估提供心輔資源。

新北分會偕同相驗 陪伴家屬
新北市三峽區11/20發生工人摔落鷹架的意外，
三鶯環狀線捷運工程在進行橋墩灌漿作業時發生鷹架
倒塌事故，造成3死2傷；本會新北分會於媒體得知本
案消息後，主動與保護官聯繫取得家屬聯絡資訊，隨
即與家屬進行電話關懷，並於11/21上午由3名專任
人員與4名保護志工前往新北市立殯儀館，並以分組
方式分工陪伴不同的家庭，進行慰問與了解需求。
被害人家屬對於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及團體保
險，還有各承包商之間責任歸屬感到疑惑，分會人員
除現場初步提供諮詢外，後續也將協助被害人家屬進行調查協助，與
提供法律一路相伴。外籍移工部分，新北分會也即時與仲介公司取得
聯繫，請其協助與被害人家屬進行資訊轉達與確認。

拒絕配合公務 竟將派出所所長手指咬斷
花蓮分會、地檢署及警分局前往醫院慰問
花蓮美崙派出所王所長和員警11/8夜間巡邏時，發現民眾行車違
規將其攔下，該劉姓男子拒絕配合公務竟將王所長左手拇指咬斷，
在醫療救治下雖已接回，但仍需住院治療及觀察；本會花蓮分會與
地檢署及花蓮分局於11/11前往醫院慰問王所長，提供王所長及其家
人關懷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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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 業 發 展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雲林分會

守護希望．愛不止息

雲林分會由主任委員王明和(新任主委許倍豐)領導專任人員林
秀君主任、李青晏秘書及33名保護志工，連結律師及心理師組
成專業服務團隊，聘任23名委員支持下，攜手陪伴馨生家庭。
雲林分會秉持「一路相伴」精神，提供法律及心理上的協助，
也開辦「春仔花」技藝訓練課程，幫助馨生人習得一技之長，藉
由手作的專注過程，覺察內心感受、練習與自己相處，並透過彼
此的支持陪伴，療癒內心、撫平傷痛。疫情嚴峻期間，雲林分會
也特別購買馨生人種植的柑橘及手作甜點等，支持馨生家庭，將
愛與盼望傳遞。
雲林分會將會持續守護及陪伴，擴大專業參與，深化服務
內涵，落實「有溫度的連結」，成為馨生家庭最堅強的後盾。

110.10.30

《春仔花技藝訓練課程》

專任人員及志工教育訓練

彰化犯保方案聯繫會議

110.11.16

110.11.29

為建立友善、安全與健康的職場環境，本會於
11/5.8.12辦理三梯次「專任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包含資通安全宣講、性別主流化－多元/平等/友
善、拒絕職場性騷擾及勞工衛生安全教育。
另本會於11/29.30辦理二日的「保護志工特殊教
育訓練」，講授志工的角色與功能、助人技巧、民
刑事訴訟、訪視理論與實務、紀錄撰寫、同理心等
課程。

為架構共同推動被害保護工作平臺，彰化地檢署
及本會彰化分會於11/16召開「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
方案聯繫會議」，由彰化分會謝武章主委及彰化地
檢署王銘仁主任檢察官共同主持。
本次會議除彰化地檢署相關科室外，彰化縣政府
社政、勞政、法制、警政也共同參與，更邀請轄內
各大醫院社工室及脊隨損傷協會與會，結合被害家
庭優勢與資源，攜手陪伴回歸社會。

4. 讀 者 來 函
LETTER FROM READERS

Q1
A1

Q2
A2

其歷史沿革。然每屆聘期屆滿時間為12月11
日接近當年度尾聲，確實可能造成分會行政作
業時程壓力與負擔，本會擬將本議題提案至董
事會審議後陳報法務部核定。

請問分會代理主任是否可以請總會進行真除？
本會各項職務晉升與真除皆有人事規範可依
循，並需提報本會人事甄審暨考績委員會（下
稱人審會）進行審議。所以若有意晉升主任之
代理主任，可函報本會歷年優良事蹟，供提報
人審會審議。
各分會第七屆委員會聘期至113年12月11日
止，為利於行政上有完整年度的運作執行，可
否延聘至113年12月31日？
本會自92年12月11日將各地辦事處改制為分
會，而開始委員會制度，故目前委員會聘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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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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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進行輔導被害人時，恐有身心壓力與
受創的問題，請問本會是否有資源可運用？
工作人員長期輔導馨生人，都有可能造成工作
人員的身心影響，所以本會規劃有「員工協助
與健康促進實施計畫」及「重大災害案件後員
工協助與健康促進實施計畫」以維護同仁的身
心健康，歡迎多加利用！

5. 馨 言 馨 語
MOOD TALK

文 / 犯保屏東分會 主任 彭惠齡、秘書 陳姿君

那天保護志工文雅陪同被害人家屬進行調解，原
本過程十分和平且順利，卻在被告脫口說出的一句
「被害人也是倒楣、不幸才會遇到這種事」後，使
得家屬勃然大怒，為此與被告發生爭執，最終雙方
不歡而散。
原來，有時候我們自以為是安慰，例如「這也是
不幸碰到的意外…」，對於家屬而言卻如同一把利
刃，似乎是在說明被害人是因為自己倒楣而遇到事
故，而非被告的責任一樣，這無疑是在家屬的傷口
上灑鹽。
當文雅與我們分享後，我也不禁開始反思自己，

無論是被告、調解委員，甚至是陪伴著家屬的我
們，曾有過多少我們自以為是的安慰的話語，實質
上卻是在無意間傷害了家屬的心？
夥伴的回饋，讓我們看見犯保志工陪伴的重要與
專業，志工的陪伴不僅是要關心家屬，更是在每個
細節裡覺察他們的需要，並且將犯保的關懷如實傳
遞，然後進一步反思要如何可以更加細膩且貼心的
協助。
很感動也很感恩，我們能夠有這麼棒的志工夥伴
及專業團隊，為社會增添更多的溫暖，減少並承接
每一個創傷的心。

圖文 / 犯保新北分會秘書 張貽婷

在新北犯保三年多的日子，從最初的小菜鳥，默
默熬到了所謂的「中生代」，那些在辦公室的日
常，時常伴隨的此起彼落的電話聲，每當電話響起
時，夥伴們都在進行「手速競賽」搶著要接電話，
但實際上卻是小小的貼心默契，只因為不想讓電話
打斷其他夥伴手邊正在進行的工作。
常常上一秒大家正在熱烈討論事情，下一秒當電
話響起後，便瞬間安靜下來，接著會傳來溫柔的語
調說著：「保護協會您好」，再來便是用心地聆聽
馨生人的傾訴並給予回應，除了電話諮詢與追蹤關
懷，辦公室每天也都會有馨生人前來尋求各方面協
助，大家也都會立即放下手邊的事情，衝向前請馨
生人坐下，最後依照馨生人的主訴提供專業且適切
的協助。

此外，專業的律師、心理師及社工師團隊，也時
常耐心地傾聽我們的疑惑，進而提供專業且完整的
回覆，同時更願意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細心地指導
我們該如何面對挑戰。
或許這就是在犯保協會工作中最難能可貴之處，
我很有榮幸地能在犯保工作，因為這群強大而溫暖
的新北以及其他分會的夥伴，還有專業且溫馨的律
師、心理師及社工師們，讓我在犯保找到馨的歸
屬。

在工作歷程中，難免會遇到不同的難關及挑戰，
當自己無法解決時，夥伴是最好的依靠，當下會拋
出問題，立即開啟4人的小組會議，進行一場熱絡
的討論。倘若最後還是無法解決的話，大家就會開
始致電給其他分會的前輩、夥伴們，而他們也都會
無私地分享自己的專業與經驗，並且熱心地協助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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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統 計 資 料
STATISTICS

110年度1-10月份新收案件共 3,106 件

3000

109年度新收案件共 3,575 件

2647 2668
2500

108年度新收案件共 3,430 件

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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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306 321

432

576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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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7

0
死亡

重傷
108年

犯保協會 x 檢察機關

性侵害
109年

其他

110年1-10月

110年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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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1,427次

保護
業務

件數 2,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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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行政
業務

協力
人力

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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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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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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頁

7. 推 廣 宣 導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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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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
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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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分會拜訪網絡單位

鏈結保護服務網絡 延長服務量能

基於多元服務馨生人與維持犯罪被害保護服務網絡
及機構能見度，本會臺東分會於今年保護週期間主動
拜會臺東縣政府社會處與南迴線、海岸線、縱谷線與
臺東市四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臺東縣警局、實物
（食物）銀行、慈濟基金會、全聯慈善事業基金會等
網絡單位，進行協會保護服務宣導、交換協處服務對
象近況訊息。
臺東分會透過保護志工居間聯繫，安排於縣政府社

會處晨會時段與社會處陳淑蘭處長及高忠雲副處長、
社會工作及保護科、兒少及婦女福利科、社會救助
科、社會福利科、勞工行政科等科長介紹犯保服務。
兒少及婦女福利科管轄的四個社會福利中心分處臺
東地理位置南北山海區，分會也一一拜訪，除介紹保
護業務，提示分會重傷照護、法律協助、補償等專案
服務，中心社工員當場提出業務疑問進行意見交換，
建構網絡互補性合作模式。

110.11.16《至屏東縣政府社會處宣導》

110.11.17《至海岸線中心宣導》

法扶結合各地犯保分會
舉辦法扶日活動

臺中分會 x 法扶 舉辦宣導講座
本會臺中分會10/19首次結合法扶基金會臺中分會鄭聿
珊律師於臺中地檢署舉辦「法扶當支柱 保護進一步」法律
常識與法律扶助資源宣導講座。
活動內容包含刑事與民事訴訟程序及法律扶助資源簡
介，期許未來雙方業務上能更加精進，提供犯罪被害人更
溫暖且完善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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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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