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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焦 點 報 導
H O T R E P O R T

本會於110/12/13舉辦「第7屆主任委員暨橋頭分

會第3屆主任委員聘任典禮暨業務研習會」，本次聘

任計有全國22個分會的主任委員，其中包含15位新任

主任委員，聘任典禮由董事長邢泰釗主持，並親自頒

發聘書，法務部保護司司長黃玉垣蒞臨指導。

董事長致詞表示，自108年3月就任董事長以來，致

力推動「一路相伴即時關懷通報機制」、「布局網絡

資源加強對外互動行銷」、「型塑本會專業識別形

象」、「建立法律扶助基金會單一窗口服務機制」、

「建構友善補償審議機制」以及每月出刊「馨希望電

子報」，這些創新服務都是為了回應外界的期待，更

是我們對馨生人義無反顧的責任。而近期幾起重大的

被害事件，例如花蓮太魯閣列車事故、高雄城中城大

樓火災案等等，都是分會的主任委員帶領著第一線的

工作同仁在第一時間即時提供服務與關懷，也都非常

欽佩主任委員與同仁的用心與效率。

董事長也歡迎本屆加入的新任主任委員，以及感謝

連任的主任委員願意繼續承擔此深具意義但須勞心勞

力的職務。我們從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行政院

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方案，以及法務部推動犯罪被害

人保護法的修法等，再再都顯示著外界對犯保業務的

重視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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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中並安排座談時間，由各分會主任委員自我介紹

及分享，也透過影片將本會7大核心工作項目進行重

點介紹，讓主任委員可以瞭解保護服務工作，也期待

主任委員為我們結合在地資源與力量，填補政府有限

的資源缺口，以實際行動將愛散播給每一位馨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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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第七屆主任委員聘任典禮
「同心啟行、守護馨生」全力支持推展保護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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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馨生人創作喜願樹

110.12.28110.12.28

「 FUN  TIME 」有您同行．溫馨談話
董事長12/28南下新竹司法保護據點關懷馨生人

本會董事長邢泰釗在入冬冷氣團來襲時之際，於

110/12/28啟動「FUN TIME有您同行．溫馨談話」

，與顧問陳佳秀(高檢署書記官長)、新竹分會陳進興

主任委員、呂柏鏞常務委員，邀約馨生人在新竹分會

竹東軟橋司法保護據點共度歡樂時光下午茶。

邢董事長讚賞竹東軟橋司法保護據點提供者－馨生

人許興爐化憂傷為大愛，提供園藝工坊，時時接待身

心、法律需要協助的馨生人，讓馨生人也會有馨生聚

會互助取暖的據點。

馨生人許興爐表示，這個據點原是與妻子胼手胝足

創設的家，愛妻卻因車禍永遠離開這個愛的園地，有

感新竹分會的溫暖陪伴與協助才能走出傷痛，也有感

於馨生人需要一個相互取暖之地，因此將這個藝術空

間分享給有同樣傷痛歷程的馨生朋友。

新竹分會也時常在這個空間辦理不定期聚會、開辦

木作家飾DIY課程，馨生人之間建立如家人般良好情

誼，讓竹東地區遇有需要幫助的犯罪被害家庭可以就

近求助，也等同新竹分會在竹東地區的延伸據點，做

為與社區的一個橋樑，讓需要幫助的馨人生與司法的

距離縮短。

高檢署設文化藝廊

春節活動贈犯保 祝福馨生

本會南投分會1/15舉辦春節關懷活動，馨生人阿土伯
在南投從事茶葉工作，女兒不幸於車禍中身亡，在本會
南投分會長期關心陪伴下逐漸走出傷痛。
阿土伯以其對於創作的興趣，以鋁線編製造型小松樹

「喜願樹」，在活動現場親自贈送本會，由董事長邢泰
釗代表接受，希望犯保持續溫暖協助馨生人，也祝福馨
生人新年平安，董事長表示非常感謝阿土伯這份心意，
「喜願樹」將會擺設於高檢署文化藝廊。

111.01.17 111.01.15

推展馨生人作品 鼓勵創作

臺灣高等檢察署於110/12/21完成第一辦公室簡報室
整修，並利用簡報室外走廊空間創設「文化藝廊」，以
軟性文化藝術為訴求，展出充滿生命力之作品陶冶、療
癒身心靈，以文化饗宴同仁。
本會臺中分會100年開辦的「日光畫室」培育如葉子

欣、陳立偉等多名藝術創作者，本會也將陸續購置日光
畫室以及開辦藝術創作課程分會的馨生人學員作品，透
過馨生人作品，鼓勵馨生人創作以及生活重建。



審核 通過

審核 通過

審核 通過

小額貸款方案 助馨生人創業或短期經濟所需

歷經5個月 完成最後校對 近期出版

被害保護工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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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小額貸款方案」依馨生人的需求分為急用

貸款及創業貸款。急用貸款針對家中有短期經濟急

用需求，可在5萬元以內提出申請；創業需求則針對

馨生人如有創業需求，最高可在10萬元以內提出申

請。

申請過程中，馨生人向所在分會申請後，如申請

金額在5萬元以內，則有分會收集資料後進行初核，

並送總會進行書面覆核；申請金額超過5萬元未逾10

萬元，分會除進行書面初核外，亦須進行實地訪

談，了解申請目的或創業計畫等，做成紀錄後函送

總會，由總會審核小組審查並經董事長核定。通過

後即通知馨生人辦理對保並訂定契約。

撥款後起，原則上自第三個月起開始還款，如馨

生人未能於期限內還款完畢，或有其他違反規定之

事由，分會應盡力輔導，使其能順利還款。

手續便利

運用彈性

保障安心

不計利息

安全保密

申請

急用 創業

分會審核

總會核備 總會核備

總會實地訪查

分會初核

通知對保

撥款

追蹤輔導

還款完畢

結案

犯保「小額貸款方案」簡介 「小額貸款方案」申請流程

5萬以內
超過5萬
未逾10萬

馨希望電子報合訂本

本會自110年8月籌編「被害保護工作指引」歷經5
個月的時間，邀集本會工作人員及外部專家學者撰寫
實務工作指引及原則，日後，將作為本會工作人員執
行保護服務工作的重要依據及參考。
本書目前已完成最後校稿，近期將準備出版，封面

採用「愛馨大使」蘋果綠顏色為基底，以漸層方式代
表「撥雲見日」，也彰顯本會的服務宗旨，以協助馨
生人解決困境、撫平傷痛及重建生活，雖經歷黑暗與
幽谷，但在犯保的關懷陪伴之下，生命終將撥雲見
日，迎向馨生。

犯保兩年來的保護服務成果

為加強對外互動及行銷推廣，本會特別將自109年
6月發行的「馨希望電子報」第1期至第13期彙集為
合訂本，這13期電子報，充實的記載本會保護服務成
果以及對於被害人保護工作的重要服務方案推展，也
透過回顧過往，作為自我砥礪、更加精進的動力。
合訂本封面設計，引用110年法務部表揚大會部長

蔡清祥致詞內容「從別人的需要，看見自己的責任」
寓意，以手繪圖表達犯保人對馨生人的關懷與陪伴，
共同望著日漸升起的朝陽，代表著無論目前路有多
難，犯保將持許守護陪伴，看見希望。

分會審核

分會實地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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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 時 關 懷
IMMEDIATE CARE

嘉義分會緊急關懷 提供經濟援助
嘉義縣竹崎鄉12/26中午一名59歲林姓婦人被發現陳屍在

檳榔園內，被害人家境貧困，生前與3名子女相依為命，本

會臺灣嘉義分會提供緊急資助金，竹崎鄉公所也協調處理後

事及民眾善款，協助家屬度難關。

本會嘉義分會執行秘書吳國安(嘉義地檢署書記官長)及主

任周俊良等人於12/28前往關懷慰問被害人的3名子 女，並

致贈關懷慰問金及緊急資助金。

吳執行秘書國安表示，被害人丈夫早已過世，與3名成年

的兒女同住在老舊平房，被害人與長子、長女都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小兒子平時打零工維生，家境貧困，被列為中低收

入戶，預計提供每月1萬8千元的緊急資助金並持續3個月，

未來也會協助處理後續的法律問題及心理創傷輔導。
110.12.28

中央通訊社報導

以 愛心、專業、紀律 建立犯保三大核心價值

專業是本會同仁在服務馨生人過程中應有的基本要

件。如何提升專業化，應具備以下六面向：

1. 專業知能：對於本會保護業務應有充分瞭解，包

含從事馨生人保護工作及行政工作等，相關理論及實

務之專門的知識或技能，擁有系統性的知識體系。

2. 專業倫理：任何行業，為達成目標，需有一套規

範，並建立特殊之專業領域，專業應擁有完善的倫理

規範，避免不當之措施，影響服務品質。

3. 專業組織：進入組織必具備符合該組織之一定條

件，由受過訓練之專任人員組成，且擁有健全的組織

架構及規章，並擁有專業的自主性。

4. 專業訓練：透過在職訓練、長期的訓練及培訓，

持續協助工作人員的成長。

5. 操作流程：製定作業流程標準化，除了能夠縮短

新進人員面對不熟練且複雜的學習外，還能減少錯誤

的產生、提升工作效率。

6. 專業態度：專業人員應具有服務的熱忱，且對社

會有犧牲奉獻的精神。

良好的紀律可以維護團隊的運

作秩序，發揮團隊工作的效能，

特別對於可能影響組織形象或馨

生人權益、身體生命安全事項，

依循評估、通報、處遇等原則，

才能有效解決問題、處理危機。

工作同仁應恪守協會相關工作規範、服
務標準及原則，保障馨生人權益

有愛心、同理心才能發揮真正的專業，
也才符合我們協會的服務宗旨

本會宗旨在於協助撫平馨生人

的傷痛並重建其生活，面對馨生

人的訴說以及可能的各種情緒，

我們要以耐心傾聽與同理，以

「溫柔而堅定」的原則，理解困

境並協助其解決問題。

持續接受專業在職教育訓練，建立專
業知能，才能提供良好的服務品質

引用自 翁長亨，〈臺灣家庭教育專業化的現況與發展－以家庭教育專業人
員觀點剖析〉，輔仁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7月，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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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科學園區作業員洪姓男子，因交往多年女

同事分手轉與另名葉姓同事男子交往，心生不

滿，110/12/29凌晨下班後騎車半路攔下葉男機

車，持水果刀刺殺葉男，再點燃葉機車內汽油，

燒死情敵。

本會臺南分會於12/29晚上接獲保安警察第二

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通報，分會於12/30上午

即與家屬聯繫進行初步關懷，並於家屬完成警方

筆錄程序後，就近至分會休息整理情緒並進行初

次關懷解說。上午10時30分，再由分會人員陪

同家屬前往殯儀館進行認屍以及排除媒體詢問並

在旁輔助關懷，後續將提供調查犯罪者財產以進

行法律程序，及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等協助。

一名吳姓男子疑似懷疑妻子外遇，110/11/30在與

妻子爭執後，將對方殺害，並將遺體對折塞入塑膠桶

封存。

本會桃園分會於12/1中午接獲桃園分局犯罪被害保

護官通報，分會於次日與家屬完成聯繫，安排專責人

員及保護志工於12/3下午前往桃園殯儀館關懷慰問，

並致贈慰問金，也陪同家屬完成遺體相驗程序，家屬

關注法律程序事宜，由分會人員提供說明。

110.11.12

桃園分會前往殯儀館關懷陪同家屬

臺南分會陪同相驗 全程一路相伴

桃園市平鎮區110/12/6發生人倫悲劇，31歲曾姓男

子患有幻聽、幻想和重度憂鬱症，清晨持菜刀砍殺同

住的重度身障母親身亡。

本會桃園分會於12/6下午接獲平鎮分局犯罪被害保

護官通報，分會安排專責人員與保護志工於12/7下午

前往中壢殯儀館關懷慰問家屬，並陪同家屬進行遺體

解剖程序，並在解剖等候時間，為家屬們說明相關權

益、可提供的服務以及法律程序。

桃園分會前往殯儀館關懷陪同家屬

圖片來源：ETtoday新聞雲

聯合新聞網
報導

圖片來源：
聯合新聞網

110.12.07

https://udn.com/news/story/7315/599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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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新聞 採訪犯保溫暖協助馨生人

3. 服 務 方 案
SERVICE PLAN

本會苗栗分會為紓緩重傷被害人家庭在精神與經濟上的

雙重壓力，自103年起推動「安心照顧您~重傷馨生人扶

助計畫」，結合護理師、職能及物理治療師組成專業團

隊，評估重傷被害人需求，安排專業人士提供居家護理或

居家復健，協助指導護理及復健技巧，讓重傷被害人即使

不出門，仍可在家獲得完善的復能協助。

小豪遭酒駕撞擊重傷，昏迷指數介於中度和重度間，使

用正壓呼吸器和鼻腸管，對外界刺激反應較為遲鈍，也因

長期臥床因而有壓瘡的情形；關節部分在兩肩、掌指關

節、髖關節較為僵硬，小豪常常進出醫院，妻子醫院家裡

兩地跑，分會請治療師到宅進行評估，提供後續的服務，

除了讓妻子有喘息的機會外，也能獲得正確的照顧技巧。

本會南投分會於110/12/7辦理「冬至滿福‧添馨

意」關懷活動，結合大埔城有限公司、鼎田烘焙

食品舖提供的鮮肉湯圓、五行湯圓、燉烏骨雞、

老薑油飯和筊白筍美人丸等美食，再由分會工作

人員及保護志工親自將年節慰問金及慰問品送至

馨生人家庭，受惠家庭共計55戶，希望馨生人在

冷冷的冬天能夠在品嚐到甜甜的湯圓的同時，感

受到暖暖的祝福。

臺北分會 走出戶外儲存正能量南投分會 冬至關懷暖心頭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教學實驗媒體「生命力新聞」學生記者採訪

本會業務企劃組洪偉凱組長，透過本次的報導，將本會的保護服務業

務以及近期所推動的被害人保護工作向社會大眾做個說明。

洪組長採訪中表示，對被害人們而言，自我「悲傷歷程」的發展經

常被忽略，導致創傷後心理無法復原；犯保從心理出發，用長期的陪

伴與完整的程序瞭解被害人真正的需求。採訪中也說明本會如何找到

被害人、推動友善補償讓被害人安心及紓困振興等措施。

時值歲末疫情逐步趨緩時節，為讓社會各界的

愛與關懷像和煦冬陽，溫暖無辜受害人或其遺屬

的心靈，本會臺北分會在委員會、保護志工及全

體同仁共同攜手努力下，特別邀請馨生人家庭，

在110/12/11精心籌辦「茶香送暖」關懷活動」

，特別邀請邢泰釗董事長蒞臨，透過活動陪伴馨

生人迎向青山綠水，敞開胸懷彼此聯繫情誼，拉

近距離，共同打氣加油，釋放壓力儲存正能量。

110.12.11110.12.07

110.12.20

苗栗分會 結合醫療團隊協助重傷居家復能

https://vita.tw/%E8%AE%93%E8%A2%AB%E5%AE%B3%E4%BA%BA%E5%8B%87%E6%95%A2%E5%93%AD%E5%87%BA%E4%BE%86-%E4%B8%80%E8%B5%B7%E8%B5%B0%E5%AE%8C%E6%82%B2%E5%82%B7%E6%AD%B7%E7%A8%8B-1b23237e03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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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110年續行規劃「重傷害被害人家庭服

務照顧計畫」，也再次獲得台新企業贊助計畫

經費100萬元，110年度因為受到疫情影響，包

含重傷照顧者紓壓喘息服務活動及重傷被害人

社會環境適應等團體性的活動均取消辦理，主

要以「捐贈重傷被害人照護物資」及「異地就

醫安心服務」為主。

本會110年度提供重傷被害人照護物資，總計

共採購復健褲55箱、透氣褲197箱、替換式尿

片166箱、看護墊64箱、濕紙巾51箱、潔牙棒

63袋、原味安素519組及凡士林331瓶，支出經

費92萬5,106元，各地分會也在歲末年終之際，

親自派員分送到每個重傷害被害人家庭，總共

受益243個重傷害被害人家庭，也在疫情不穩定

的狀況下，減少家人必須經常外出採購的風

險，讓重傷被害人家庭也能過個好年。

台新企業持續照顧重傷被害人 受益243個家庭

5. 專 業 發 展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嘉義分會

犯保護馨生‧在嘉揪感心
嘉義分會由林文村主任委員帶領專任人員周俊良、陳政宏以及

2名輔助人力，並藉由45名保護志工、14位律師、4位心理師及

諮商所組成專業團隊，深獲嘉義在地人士的支持與肯定，因而踴

躍擔任嘉義分會的委員及顧問，讓各項會務能夠穩定發展運作。

嘉義分會與嘉義地檢署互動連結性強，在案件發生之始迅速掌

握案家聯絡資訊；在法律扶助層面與法扶嘉義分會建立一路相伴

的法律機制；在諮商輔導方面與心理師、諮商所互動密切；在經

濟方面與在地慈善機構進行資源連結、相互配合，以提供被害家

屬最即時且適切的協助。為了讓馨生人紓解心中的哀傷情懷，嘉

義分會每年辦理多場優質生活成長課程與關懷活動，期盼馨生人

能夠感受到協會的溫暖，幫助他們早日回歸正常生活軌道。 111.01.07

本會運用台新企業贊助經費，提供必須跨轄

區前往醫療資源較充裕的縣市就診醫療的重傷

被害人以及陪同的家人交通及住宿上的補助，

讓重傷被害人家庭在安排交通、住宿及生活上

免除太多的經濟考量，使其無後顧之憂，110年

度計提供17案次共計13萬5,365元的補助。

異地就醫安心服務

臺北 屏東

花蓮 士林

110.12.08

110.11.29110.12.24

110.12.09

照護物資 異地就醫

243
案

17
案

92萬5,106元 13萬5,3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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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於110/12/7召開「臺鐵408次列車事故精進

關懷作為第4次會議」，本會由當時現場提供關懷服務

的花蓮分會代表參加，由許華寧主任、外部督導蔣素

娥心理師、劉曉波志工隊長及陳月霞資深志工出席。

本會花蓮分會在會議中以「遺憾，來不及向意外中

的親人簡單地說聲再見」為主題進行分享，援引自吳

慧菁、唐宜楨老師2008年的研究，分享的內容除介紹

本會背景外，目的是讓與會人員能夠感受到在殯儀館

現場的哀戚與家屬的悲慟，並提醒交通單位高層及臺

鐵能重視失落事件引發的身心反應、家屬在面對年節

，以及各種與悲傷事件有關的記憶或情感時被引起的

「週年反應」，也呼籲臺鐵盡快定位關懷員的角色，

在和解階段能把握與家屬接觸的機會，好好善待家屬

，且不要忽視正走在司法審理階段家屬的哀傷情緒。

會後，交通部主任秘書和參事與本會同仁一一對話

，表示現在更能瞭解在後續工作中必須考量這些層面

的問題，本會也希望各界看待家屬所經歷的一切，不

要只是覺得是在忍受家屬的傾吐和悲傷，沒有人是局

外人，每個人都有能力好好協助家屬，成為犯罪被害

人走在復原路上的重要他人。

新進人員職前訓練 建立基本服務能力
本會於110/12/14辦理「新進人員職前教育訓練」之基礎課

程(一)，共有臺灣臺北分會等計6位新進人員參加，課程共計6

小時，包含組織介紹、人事法規及職場倫理、犯罪被害人保護

法、保護及推廣業務、行政及資訊業務及主計業務，提供新進

人員對於本會組織及各項業務的運作有基本的認識。

新進人員後續依本會「工作人員教育訓練計畫」，還須接受

當地分會16小時的實務基礎課程、5日前往績優分會實習以及

為期4個月的實習課程，建立新進人員基本的服務能力、專業知

能、品德操守及核心價值為重點。

花蓮分會12/7參加 臺鐵事故精進關懷作為會議
提醒關注家屬的「週年反應」

本會澎湖分會110/11/30辦理

「 110 年 度 委 員 暨 常 務 委 員 會

議」，主任委員蔡惠如感謝委員

對犯保工作的投入外，也進一步

說明111年度落實案源不漏接、

同理心即時關懷、法律一路相伴

等工作重點，勉勵大家在業務上

更加精進提供更溫暖的服務。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多年來與本

會臺中分會合作，協助重大被害

案件被害人，在110/12/29舉辦

的「110年度法律扶助顧問律師

表揚大會」，邀請臺中分會參

加，並由市長盧秀燕頒發感謝獎

牌，感謝這一年來雙方在推動法

律協助業務上的互助。

110.12.14

本會屏東分會為感謝委員暨志

工，於110/11/24舉行「委員志

工聯合座談會」，並頒發有功人

士獎項，多位志工獲此殊榮，由

主任委員龍應達親自授獎，對於

其奉獻給予肯定；龍主委於110

年底卸下主委一職，感謝團隊的

每一位夥伴盡心實踐犯保精神。

110.11.29110.11.30

澎湖分會
辦理110年度委員會議

臺中分會
獲法制局頒發感謝獎牌

110.12.07

屏東分會
辦理委員志工聯合座談

110.12.07



6. 馨 言 馨 語
M O O D  T A L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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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8月份，我們接獲一起死亡車禍案件，資

料內僅有被害人的名字及案弟的電話號碼，保護

志工秀珠姐經與案弟聯絡後得知，被害人遺有外

籍配偶及三名兒子，因為案弟本身居住在外縣

市，所以秀珠姐請其提供被害人妻子的聯絡方

式，讓分會可以就近提供服務以保障家屬權益，

然而自此之後就再也無法聯繫上案弟，也讓秀珠

姐心急如焚、擔心不已，這個名字也一直掛在分

會心上。

後來秀珠姐因為其他案件聯絡當地志工秋英姐

時，無意間提到此案件，秋英姐也悄悄地放在心

上，並在中秋連假大家歡慶團圓之際，持續不斷

的撥號著案弟的號碼，終於在某一晚打通了電

話，並依著案弟提供的微薄訊息，找到了無依無

靠的案妻等人，更在中秋假期的最後一天親自前

往案家關懷、給予支持，並告訴案妻「有我們

在」。

每個不幸的被害案件，在社會上也許只是一閃

而過的畫面或是名詞，但對於分會的每一位夥伴

而言，卻代表一個受重創的生命及破碎的家庭，

也因不捨家屬的無助、心痛與難過，志工們抱持

的永不放棄的精神，才能創造這起不可思議的奇

蹟，讓家屬能重新在分會陪伴下，賦歸社會。

一個名字，能在社會上留下多久的時間？對於

犯保人而言，名字不僅僅是名詞，更是乘載了生

命的重量，而志工們從不放棄任何可能，透過不

間斷地聯絡，將愛傳遞給家屬，當愛牽起被害家

庭的那一刻，帶來的不僅是感動，更是尊重生命

的價值，並呈現最高品質的服務真諦。

文 /犯保屏東分會 秘書陳姿君

在陪伴慕恩和慕恩媽媽的過程中，我們不僅僅

只是提供法律訴訟及犯罪被害補償金申請的協助，

當慕恩媽媽來到我們的面前時，我們願意坐下來傾

聽，對她有更多一些的認識與瞭解。

她是來自新竹尖石鄉的泰雅族，離開家鄉嫁來花

蓮太魯閣族家庭，因為不同的文化、族語和習慣，

先生就是慕恩和慕恩媽媽最大的靠山和支持，然而

無情的車禍帶走了她的先生，甚至令她一度覺得無

法繼續在花蓮生活，這裡成為她的傷心之地，想要

帶著慕恩回新竹娘家，但是深深感受到婆家親友的

關懷和愛，以及不忍見到公婆和慕恩分開，再加上

生活中也有小姑幫忙照顧年幼的慕恩，因此讓她決

定留在花蓮繼續生活。

由於被告騎乘電動自行車非強制險、特別補償基

金保障範圍，加上賠償能力有限，雙方幾次調解都

未能成立，無奈只能進行民事訴訟，因此我們建議

慕恩媽媽可以同時申請遺屬補償金，試試看能不能

獲得彌補。

慕恩媽媽原本對未來的經濟感到悲觀，得知犯罪

被害補償金制度時破涕為笑，雖然補償金才剛提出

申請，還有一段審議的時間，即使還要等待審議的

結果，但她告訴我們：「申請就有希望！」

而每當慕恩媽媽很想念先生和娘家時，她除了會

和娘家姊妹傳line、講電話外，也會打電話到協會

跟同仁說說話，她說雖然協會不是她的親人，但是

像她認識多年的朋友。或許，這就是陪伴所帶來的

力量，希望在慕恩

文 /犯保花蓮分會 主任許華寧

成長以及慕恩媽

媽復原的路上，

我們能夠持續地

為他們點一盞心

燈。

110.12.17

犯保屏東分會 永不放棄為愛堅守

用陪伴的力量，點一盞心燈



⊿ 法律機構係指如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公會或律師事務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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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 死亡/重傷/性侵害 案件主要來源管道

檢察機關

被害人自請保護

警察機關 社政機關 其他

402件
10.7%

189件
5.0%

95件
2.5%

2,943件
78.4%

123件
3.34%

來源 死亡 重傷 性侵害 合計

檢察機關 2,526 90.5% 229 56.7% 188 33.8% 2,943 78.4%

被害人自請保護 39 1.4% 119 29.5% 244 43.8% 402 10.7%

警察機關 171 6.1% 17 4.2% 1 0.2% 189 5.0%

社政機關 2 0.1% 3 0.7% 90 16.2% 95 2.5%

民間團體 5 0.2% 11 2.7% 19 3.4% 35 0.9%

法律機構* 3 0.1% 7 1.7% 11 2.0% 21 0.6%

其他政府機關 7 0.3% 6 1.5% 4 0.7% 17 0.5%

醫療機構 2 0.1% 3 0.7% 0 0.0% 5 0.1%

其他 36 1.3% 9 2.2% 0 0.0% 45 1.2%

合計 2,791 100.0% 404 100.0% 557 100.0% 3,752 100.0%

7. 統 計 資 料
S T A T I S T I 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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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O M O T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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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年
賀
卡

Happy
New
Year

111年

七年前，高雄一名退休女教師在哈囉市場遭劉姓男

子持鎚擊殺致死，家屬在本會高雄分會的陪伴與協助

下，出版「劇變之後—月妹未了情」一書，110/12/9

在高雄地檢署前舉辦新書發表記者會及音樂會，被害

人丈夫張介能先生親自登台，唱出對愛妻的思念。

七年的時間沖淡了曾經聳動的新聞，卻無法沖淡這

個家庭的悲憤與懷思，他們還要為生活打拚，還要面

對似無止盡的法庭與邪惡勢力奮戰，被害人先生曾確

診憂鬱躁鬱症，大兒子事業受挫現已成家且工作穩

定，女兒工作不順且差點輕生，現已逐漸克服心理障

礙，甚至參與本書插畫設計，獨自在國外求學的小兒

子，也已拿到哈佛博士學位，一切回歸正向發展中。

這個家庭怎麼走到今天的？歷經更三審數十次刑事

庭如何面對？已經故去的至親遺物遺產怎樣處理的？

他們克服萬難，已將以上的過程及處理應對分述在名

為「劇變之後—月妹未了情」的新書中，本書由高雄

分會運用高雄地方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編印出版，期

待這些敘說能對社會有更積極正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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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妻遇害 馨生人張介能出書 道出心路歷程

高雄分會舉辦『劇變之後~月妹未了情』新書發表

》第11期發送數量4,595份(含紙本及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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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vs.org.tw/home_cht.aspx
https://www.facebook.com/avs0850/posts/3407245759319685
http://www.avs.org.tw/other_donate.aspx?t=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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