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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焦 點 報 導
HOTREPORT

臺中興中街住宅大火6死6傷 犯保啟動即時關懷機制
陪同罹難者家屬 指認大體 完成相驗程序

111.03.08《殯儀館現場服務》

111.03.07《陪同指認大體》

臺中市3/6在興中街發生集合式住宅火災，造成12人死傷慘劇，本會在接獲消息後，立即督導臺中分會成立
「即時關懷」小組，安排7名專任人員及5名保護志工於7日進駐殯儀館設立「服務台」關懷陪伴罹難者家屬，
並配合臺中地檢署進行現場服務，至3/8完成協助6位罹難者家屬遺體指認、相驗及檢察官訊問程序。
一、迅速接獲通報，犯保協會於案發後建立單一窗口
由於本次事故造成死亡人數眾多，且尚有大體需進
行DNA鑑定，為有效掌握被害人資訊，本會督導臺中
分會與臺中地檢署、保護官成立單一窗口，確認罹難
者身分，迅速聯繫，並透過臺中地檢署共同協處，即
時關懷罹難者家屬。
二、分組分工協助家屬指認遺體、相驗、偵訊及關懷
本會在第一時間獲悉案件後，立即指派同仁趕赴現
場，臺中分會在興中街案發事故現場及臺中崇德殯儀
館兩地分設服務台，專任人員及保護志工分組分工，
在興中街案發事故現場提供罹難者家屬相關資訊，在
臺中崇德殯儀館現場服務則陪同家屬進行指認大體、
陪同相驗及協助家屬接受檢察官訊問等工作，等候休
息時間，專任人員關懷並安撫家屬情緒。
三、結合法制局提供後續刑民事訴訟及保全程序協助
本案後續涉及刑事責任追訴、保全程序及民事求償
問題，臺中分會與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第一時間進行案
件討論，後續將評估每一位罹難者家屬的狀況，由臺
中分會或法制局安排律師提供訴訟協助，確保家屬的
法律權益。對於辦理假扣押保全程序，依犯罪被害人

保護法第28條規定，經濟弱勢的無資力者，可由本會
出具保證書代替假扣押擔保金，本會也會協助家屬評
估進行假扣押程序，扣押犯罪行為人財產。
四、一路相伴持續服務，追蹤關懷不中斷
本案於檢察官相驗程序後，家屬後續尚有後事辦
理、官司訴訟、創傷復原等問題，生活重建是條漫漫
長路，臺中分會也會依家屬住所地，移轉住居所在地
當地分會提供一路相伴、持續關懷，並依家屬需求提
供適切的服務與陪伴。
《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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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告知

後續追蹤

護送離開

111.03.06《火災現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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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通過「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正草案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
總則

保護服務

犯罪被害人保護命令

犯罪被害補償金

行政院3/10於第3793次院會通過「犯罪被害人保
護法」修正草案，法案名稱修正為「犯罪被害人權
益保障法」，將以往側重補償及保護的概念 ，擴
充、提升為強調人性尊嚴，並以同理心的態度，深
化、完善對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權益保障。
修正草案總條文數103條，分為七章，以行政院核
定的「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方案」為基礎，並依據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聯合國「犯罪與權力濫用
被害人之司法基本原則宣言」、歐盟「犯罪被害人
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 」的精神全面檢
修。
修正草案有八大重點，包括一、提升層級由行政
院督導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之辦理成效；二、明確
跨部會權責及建構服務網絡；三、增訂保護服務章

太魯閣及城中城事件

改革犯保 依循工作指引

以完善相關服務；四、明定法律訴訟之相關協助機
制；五、強化犯罪被害人之人身安全保障；六、規
範修復式司法之基本原則；七、通盤調整犯罪被害
補償金之制度與性質；八、保護機構邁向專業化及
透明化。

會計師2/21-25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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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保護案件管理機制

稅務及財務簽證查核 案件清查結案歸檔

111.02.15《取自ETtoday新聞雲訪談》

「花蓮台鐵太魯閣出軌事故、和高雄城
中城大樓火災，這兩個重大意外事件，我
都到了現場，認為犯保亟需一本統一的工
作手冊，作為整個業務改革的一環。」兼
任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董事長的
臺灣高檢署檢察長邢泰釗表示。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讓犯保協會能在重大
犯罪發生時，趕赴現場，設立攤位，統一
服務，按表操課，他認為，犯保各地都有
分會，經驗應該要交流，發揮「一方有
難，八方支援」的功能，在此理念下，著
手擬定工作指引，同時參考專家學者的意
見，實務同仁的經驗，編輯入冊，共同完
成這本工作指引。

保護機構

111.02.21

本會於2/21-2/25期間由安德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進行稅務及
財務簽證查核，已順利完成查
核程序。
本會會計業務皆遵循相關規
範嚴謹落實，會計師辦理稅務
查核工作，依本會提供的自結
報表數字核算並與往來銀行回
覆之函證核對所有帳戶餘額，
主要根據會計原則及審計準則
規定辦理查核簽證財務報表的
真實性、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及有關交易記錄與會計處
理是否符合稅法規定，以核定
課稅所得額，並出具查核報告
表示專業意見及代理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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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03

行政院於3/10通過「犯罪被
害人保護法」修正草案，接續
將由立法院進行法案審議。
未來本會的工作內容及保護
服務對象將會有大幅度變動，
為因應整體社會期待及人力妥
善調配之原則下，本會即督導
各地分會開始進行保護服務案
件分類清查，以及公文檔卷的
整理，以提高預估未來人力使
用精確性及加入大數據資料的
正確性，本會也期盼透過本次
整體清查，可增加同仁對於案
件的掌控及經費預估運用。

犯保史上首貸馨愛築夢小額貸款
為了解創業需求 協助營銷新規劃
實地訪查 士林馨生人邱媽媽 及 嘉義馨生人阿容
本會今(111)年度推出「馨愛築夢小額貸款」方案，提供最高10萬元的資金，協助創業或急用需求的馨生人，
由於本貸款並非救助性質，馨生人也必須自備部分資金及物資，以符合本會協助馨生人發展出個人對生活掌控
感的賦能作為，所以，本貸款以馨生人家中經濟急用或營業購置材料、什費、機器、設備、營運週轉為限。

士林分會

嘉義分會

111.02.21

111.02.23

在試行階段，本會實地訪查了士林分會服務的馨生
人邱媽媽，兒子阿峻5年前發生車禍，當時他半工半
讀是家中經濟來源，在換工作期間遇到事故，造成頸
椎損傷，四肢癱瘓，對家裡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因為醫生說阿峻要多補充蛋白質，本來都在超商買
茶葉蛋的邱媽媽後來想說：「不如自己來做也比較健
康！」因此逐漸投入茶葉蛋的生意，不僅能在白天一
邊照顧阿峻、一邊工作，又能賺得一些收入。
目前客人多是犯保、地檢署和學校，因邱媽媽自行
調配滷包並採用高品質的調味品，受到消費者好評，
但都是自己配送，營銷就受到限制。在與士林分會討
論後，邱媽媽申請了犯保第一筆築夢貸款，有了貸款
資金後，規劃添購真空包裝器材，運用宅配的方式來
擴展產量，士林分會也會協助行銷規劃，讓更多人可
以品嚐。

《製作辣味滷汁》

第二筆築夢貸款由嘉義分會服務的馨生人阿容申
請，7年前阿容的丈夫車禍死亡，是家中經濟來源，
還有年幼子女要扶養，阿容必須承擔扶養小孩的重
任，於103年參加嘉義分會辦理的手工皂製作班後，
在分會的鼓勵下，逐漸開始手工皂的製作販售，阿容
在家中製作手工皂的場所，整理得井然有序，各式器
材分區擺放，天然的原料，讓購買者都很喜歡，為了
拓展營銷，分會也與阿容一起討論，希望能夠添購更
多設備，讓產量可以增加，也能添購不同原料，讓款
式多元化，增加銷售機會。
此外，阿容也將出席3/21的「2022犯保、更保工
作指引新書發表會」，分享自己一路以來的心路歷
程，期待藉由自己的親身經歷，鼓勵更多想要創業的
馨生人，勇敢追夢。

《茶葉蛋製作》
《手工皂用具》

《手工皂成品》

本會「馨愛築夢小額貸款」方案無需手
續費、不收利息、無需擔保品，讓馨生人
不用承擔向金融機構貸款的壓力，希望在
協助馨生人生活自立上，成為一份助力。

《茶葉蛋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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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 時 關 懷
IMMEDIATE CARE

自由時報報導

苗栗分會 主動發掘關懷 提供法律資源及生活照護
110年底，苗栗縣頭份市某工廠發生嚴重工安意外，
導致女作業員右腿遭輾截肢，被害人公司探視發給1萬
元慰問金，並打算以10萬元進行和解，甚至表示「截
肢而已，不嚴重啦，裝個義肢就能走了」等態度讓被
害人心寒不已，更讓社會各界人士為之震驚及撻伐。
於新聞事件紕露前，本會苗栗分會已主動與被害人
取得聯繫，並於2/22由苗栗分會陳有昆主任委員偕同
分會同仁、志工及法律扶助基金會等人員前往被害人

111.02.22

家中進行慰問，除傾聽被害人心聲並致贈慰問金外，
同時了解被害人的法律訴訟問題，因本案無家屬可從
旁協助，分會亦主動協調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到宅提
供相關法律協助，及安排心理師進行創傷輔導，提供
被害保護以維護其相關權益，藉此也協助獨自租屋在
外的被害人能安心進行復健，日後能得到法律的妥善
保障及生活照護。

基隆分會 即時慰問 提供法律諮詢
高雄分會 陪伴遺屬 懷抱思念 勇敢道別
馨生人張介能出書 道出心路歷程

111.03.01

基隆七堵2/25發生一男騎車與貨車發生對撞，男子送
醫後宣告不治，經查被害人為立委高嘉瑜的二伯父。
本會基隆分會於2/26收案後即與家屬聯繫，並於3/1
由主任委員吳文喜與同仁前往死者靈堂上香，並發給關
懷慰問金，家屬認為犯嫌卸責無悔意，擔心脫產，分會
亦派員提供法律諮詢及補償金權益告知，將協助辦理假
扣押。經了解被害人交友廣闊，與妻結褵多年，感情深
厚，後續將持續追蹤家屬身心狀況，提供支持陪伴。
馨希望電子報第16期

中央通訊社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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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報導

3. 服 務 方 案
SERVICE PLAN

士林及嘉義分會召開 「馨愛築夢」小額貸款 審查會議

111.02.16《嘉義分會》

111.02.18《士林分會》

嘉義分會審查會議

士林分會審查會議
本會士林分會為協助馨生人邱媽媽拓展其愛心茶葉
蛋之宅配訂單，特於2/18召開小額貸款審查會議，由
分會林志銜主任委員主持，並召集張克強兼任執行秘
書、左婉媛會計秘書等人，一同討論邱媽媽申貸的文
件及用途，審查委員在林淑芬主任的說明報告下，得
知邱媽媽在照顧中風的先生及重傷四肢癱瘓的兒子之
餘，製作販售愛心茶葉蛋，現在希望能購置一台食物
真空包裝機，以拓展訂單增加收入。
與會委員被邱媽媽的辛苦創業過程感動，除了一致
通過申貸案外，並提供一些意見，例如測試冷或熱產
品真空後的保存期限、包裝外袋貼上QR code等，分
會也希望未來能持續協助邱媽媽增加收入，慢慢改善
家中經濟。

本會嘉義分會於2/16召開小額貸款審查會議，由分
會林文村主任委員主持，吳國安兼任執行秘書、林宗
利兼任會計秘書擔任審查委員，分會周俊良主任、陳
政宏秘書列席說明審查內容及報告審查案件。
申請人葉小姐提出創業貸款申請，主要營運項目為
手工皂製作，並檢附申請書、營業計畫書，也提供切
結書、保證書、貸款契約書，該馨生人檢附的資料完
整，由各審查人員進行審閱。
委員對於申貸金額運用於添購產品製作原料及相關
模具的多樣化，認為可實質幫助到馨生人；並於營運
計畫書中，提及有關可添購包裝盒讓手工皂產品增添
附加價值，更美觀的手工皂也可增加消費者的購買意
願。

南投分會與南投縣家照關懷協會合作 募捐醫療耗材

提供重傷被害人家庭醫療物資 減輕經濟負擔
南投分會

重傷被害人 醫療資源

台灣好新聞報導

11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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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2/10發起「陪
您醫起．護您在宅安心顧」家庭照顧者醫療耗
材捐贈活動，邀請本會南投分會合作，將被害
人納入救助名單，共有160餘戶受惠，並於南
投市好厝邊銀髮健身俱樂部舉辦捐贈儀式。
南投分會主委吳明賢說，有些受害家庭連犯
罪者的一句道歉也得不到，身心飽受戕害，負
責照顧的家人也長年承擔壓力，犯保前年與家
照協會共同邀請受害家庭外出旅遊紓壓，鼓勵
照顧者及受照顧者走出來，今年又與家照合作
發送醫療物資，希望給予受害家庭更多關懷，
幫助他們度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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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 業 發 展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高雄分會

劇變之後 一路相伴 串聯網絡提供全人照護
高雄分會在陳保合主任委員帶領下，委員顧問團24人，工作人
員有吳瓊華主任、2位專任人員魏言凌、詹郁玲及專案會計張淑
領，在30名無私奉獻的保護志工協助，以及23名服務律師組成
一路相伴法律協助專案，提供每週五免費法律諮詢、2間諮商所
共6名心理師組成諮商輔導專業團隊，提供專業諮商或到宅輔
導，更有完整的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及語言
治療師等6人組成「全馨照護-被害重傷家庭整合服務計畫」，深
入犯罪被害重傷家庭，提供居家專業指導及復能協助。
高雄分會向來秉持全人個案管理模式，透過內部專業團隊的合
作，並媒合外界資源的使用，提供個別化服務，期能使被害家庭
在事件發生後，除了有法律、心理、社工等專業當後盾，更有犯
保大家庭的暖心支持，陪伴他們在漫漫訴訟過程，以及身心創傷
復原歷程裡，生理與心理都有個依靠。
面對疫情新時代對服務的考驗，除配合政府政策辧理各項關懷
與紓困，更體恤不少家庭因疫情造成生活困難，主動積極聯結高
雄地檢署及轄區炭火愛心物資平台、實物銀行及善心人士，協助
家屬渡過難關，促使重建之路走得更為穩健順遂。

111.03.07

110.10.26《志工大會》

苗栗分會

基隆分會

參加苗栗地檢署 國民法官法 聯繫會議
保障犯罪被害人權益

辦理第7屆第1次委員會
積極連結在地資源嘉惠馨生人

中時新聞網
報導

111.03.07

111.02.22

目前司法院（法官）與法務部（檢察官）皆在密
集籌備國民法官參審案件新法上路，苗栗地檢署
2/22召開「第一次國民法官法業務聯繫會議」。從
協助被害人的角度來說，本會苗栗分會以觀察被害
人在家族中的地位、被害人及其家屬事件發生後的
身（心）理表現及輔導過程等面向綜整表述，提供
給公訴檢察官做為法庭上量刑的參考資材，希望能
藉由新的參審程序妥適定罪科刑，實現司法正義，
還給被害人及其家屬一個公道。
馨希望電子報第16期

本會基隆分會於3/7召開第7屆第1次委員暨常務委
員會議，會議中除展現分會110年度工作成果外，亦
請培訓多年之馨鼓樂團登台表演，樂團多數成員為馨
生人，演奏曲目歡慶，感動在場來賓。
本屆共新聘8名委員，委員會成員21名，背景涵蓋
法律、心衛、社政等系統，其中不乏基隆在地知名企
業、社團成員，期盼成為分會及馨生人之堅強後盾。
本分會吳文喜主任委員自110/12月上任起，熱心會
務，積極連結社會資源，成果豐碩，自111年起基隆
慶安宮每學期固定提供本分會馨生人助學金，礦工醫
院憑卷減免馨生人就醫掛號費，財團法人海鷗春陽基
金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協助本分會馨生人課後輔
導，逐步建構完整保護資源網絡，保障馨生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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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馨 言 馨 語
MOOD TALK

文 / 犯保嘉義分會 秘書 陳政宏

擁有一個家庭功能健全的「家」，除了是多數馨
生家庭遙不可及的夢，更是他們心中揮之不去的
痛。面對失去骨肉至親的悲傷，除了消極地藉由時
間去沖淡傷痕，如果能透過適當的外力協助，或許
能讓他們內心深處的那顆衰萎種子重新嶄露新芽，
迎向嶄新的蔚藍天空。
可以告訴我爸爸是甚麼嗎?
婷婷在四歲的時候，爸爸就因為車禍而過世，幼
小的婷婷不了解，為什麼原本熱鬧的一大家子，轉
眼間大家都安靜沉默了，爸爸爽朗的笑聲為什麼突
然不見了?而當時仍在襁褓之際的弟弟軒軒，對於
爸爸的記憶則是一片空白…。
「姊姊可以告訴我爸爸是甚麼嗎?」、「我們班
的凱凱說他的爸爸很厲害，那我們的爸爸呢?」、
「吼…姊姊快點跟我說嘛!」軒軒總像個跟屁蟲似
地繞著婷婷詢問著關於爸爸的一切。
「吼…你很吵耶!」一直佯裝成小大人的婷婷，
因為逐漸淡忘了對於爸爸的記憶，心中也開始感到
慌張，而假裝不耐煩來逃避弟弟的問題。
思念爸爸的一種方式

我想這或許就是婷婷思念爸爸的一種方式，從周
圍可能跟爸爸年齡相仿的人身上，慢慢地拼湊出她
幼年記憶中的爸爸拼圖，一點一滴地找回那個曾經
熟悉的溫度，讓這位曾經最熟悉的「陌生人」重新
印入她模糊的記憶中。
讓自己蛻變成更美好的小大人
然而我也擔心將這種對爸爸的思念投射到第三人
的移情作用，日後是否容易影響婷婷的心理發展。
經由與心理師的討論以及觀察，所幸從事教學工作
的案妻，長期對於小姊弟都有灌輸正面教導，加以
心理師的關懷及正向引導，小姊弟的身心發展都相
當的健全。
「政宏叔叔，可以抱我一下嗎?」婷婷張開雙
手，用充滿朝氣的語調朝著我飛奔過來。
「姊姊等等我啦!我也要政宏叔叔抱著我飛高高!」
如今的婷婷已經是個活潑好動的小二小學生，不
僅是媽媽得力的家事小幫手，也會在媽媽工作忙碌
之餘，幫忙照顧弟弟，我也期盼著她對爸爸的思
念，能夠昇華為豐富自己人生的動力，讓自己蛻變
成更美好的小大人。

協會接觸這對小姊弟已經四年多了，每次舉辦關
懷活動的時候，總是可以看見小姊弟的身影，而小
姊弟有趣的童言童語也常常讓周遭的氣氛更加歡樂
有童趣，是協會可愛的開心果。
「政宏叔叔，你可以抱我一下嗎?」
猶記得四年多前，協會帶領著馨生家庭還有輔導
志工一同至台東舉辦關懷活動，在活動結束後，大
夥一起愉快地步行走去夜市時，婷婷第一次小小聲
地開口詢問我。
在徵得媽媽的同意後，我就把婷婷抱起來飛高
高，讓她坐著我的肩膀上，看著婷婷稚嫩的小臉露
出了開心的笑靨，兩隻手在空中不停地揮舞者，就
像是隻正在學習展翅高飛的小小稚鳥，期盼著能夠
實現翱翔天空的小小夢想，而一旁的軒軒也吵著要
我牽著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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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張英陣

要能快樂地工作
多數人的生活有大多數的時間是花費在職場上工
作，可是有許多人認為職場上的工作並不快樂。假
如我們花那麼多時間在工作，可是又不快樂，那工
作的目的就變成只是為了混口飯吃。捷克經濟學家
賽德拉切克（Tomas Sedlacek）指出，機器人robot
這個字彙源於古捷克文與斯拉夫文的robota其義為
「工作」指涉凡是遭遇到貶抑、變成只是工作者，
即謂機器人。換言之，一個人的工作若只是謀生工
具，那人與機器又有何差異？勞動部的職場幸福感
調查顯示，快樂工作比優渥薪資待遇更加重要。快
樂的工作通常是指工作本身是有意義的工作、職場
上的人際關係融洽。要能快樂地工作除了職場需要
更重視人性尊嚴的管理之外，工作者本身也需要具
備足夠的專業知識、技能和合宜的價值倫理。因篇
幅所限，本文無法討論人性尊嚴管理和專業知識和
技能，僅能簡要說明職場上的倫理議題。
倫理學觀點
當前主要的倫理學觀點包含義務論、效益論、
德行論和關懷倫理學。義務論相信每個人都是理性
與自主的，所以人所訂立的法令和規則都是善的。
依據此倫理觀點，職場倫理最重要的是所有工作人
員都要「依法行政」，遵守規則與程序就符合倫理
行為。

關懷倫理學則是1980年才逐漸形成的倫理學觀
點，此觀點不像義務論和效益論強調理性抽象的原
則，關懷倫理學相信人性是脆弱的，所以人和人之
間應該彼此相互依賴。應用於職場倫理則期待工作
者要能關注服務對象的需求、承諾願意協助服務對
象、具備能力提供具體的服務、服務對象也應有所
回應、以及服務過程中重視平等與民主。
他們更想要溫馨關懷的「朋友」
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本身是深具意義的工作，也
較可能從工作種獲得快樂。雖然過去的職場倫理比
較偏重於義務論與效益論，我們並沒有要主張揚棄
這兩種倫理觀點，但我認為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應
該更重視德行論與關懷倫理學。
因為我們的服務對象通常是處於脆弱性程度較高
的狀態下，而且服務過程中更需要建立信任關懷的
關係。國外的研究指出，許多處於脆弱狀態下的服
務使用者並不需要助人的「專家」，他們更想要溫
馨關懷的「朋友」。當前的職場倫理比較忽視德行
論和關懷倫理學，或許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的職場
倫理可以有另類的思考。

效益論也相信人是理性地而且會「趨吉避兇」，
所以最重要的倫理原則就是「追求最大多數人的利
益」。因此，職場上的工作人員應積極追求績效，
將有限的資源造福最大多數的服務對象。
德行論是最早的倫理學觀點，源自儒家與古希臘
的哲學思想。德行意指人所具備的不偏不倚之中庸
特質，像是儒家所提倡的智、仁、勇，古希臘哲學
家所倡議的謙卑、慈善、正義和勇氣，當然人的美
德不只是這些，關懷、真誠、溫暖、責任等都是重
要的德行。符合職場倫理的工作人員應該要培養這
些德行，不能僅是專注於專業知能，方不致於「有
才無德」貽害社會。
馨希望電子報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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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11《臺北分會戶外團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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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參與審判明年上路
被害人參與了什麼？

降低傷害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新篇章

…一個無法讓被害人信服的訴訟制度，不會是一個成
功的訴訟制度。從而，國民法官法的設計，法院不
僅對於國民法官負有照料義務，在國民參與審判程
序中，對於被害人亦應負有照料義務。學者有謂，
國家對於被選任為國民法官的國民，在審理過程中
應給 予「三安原 則」的保障 ：「安全、 安靜、安
心」，此論點實屬正確，也同樣應適用於被害人。
一言以敝之，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既然係以「國
民」為中心，自然不能將同為「國民」的被害人視
為邊陲，反而更應提升被害人在整體國民審判程序
中之地位，這樣的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也才會逐漸
為人民所接納。
－摘自蘋果新聞網 陳昱奉／嘉義地檢署檢察官－

…協會其實這幾年來有朝向三大方向來邁進。第一個
就是一路相伴，尤其是面對這些重大被害案件，像去
年的花蓮太魯閣的事故或者是高雄城中城大火事件，
第一時間我們犯保協會的工作人員跟志工就會到現場
去動員提供聯繫和關懷。第二個部分是引進專業的諮
詢，納入更多的專業人士來提供不同的背景跟領域提
升服務品質的一個要求，不管是法律之外，社工、心
理，還有醫療、照護等等領域，都會繼續的引入我們
的這些專業。另外就是加強互動行銷，其實民眾常常
不知道犯保做什麼，甚至抹殺這些基層同仁的辛苦或
努力，這幾年持續利用各種的傳播媒體管道，比如說
不定期的更新官網、臉書粉絲團，那也有每一兩個月
製作電子報來加強跟外界的溝通跟行銷。
－摘自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專訪
法務部保護司被害保護科 張哲銘科長－

線上收聽

蘋果新聞網
報導

持續推廣公益勸募計畫 發票捐+零錢捐

「發票做愛心．一塊幫助被害人」
本會為持續推動公益勸募計畫，依據衛生福利部110/4/30衛部救字第
1101361484號函辦理公益勸募活動，特別訂製與設計公益勸募箱，考量
各地分會目前人力有限，初步規劃放置於29處勸募據點。
公益勸募箱募得之款項將運用於：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畫、緊急資助、
喪葬補助、安置費用補助、生活扶助、職業訓練補助、醫療資助及諮商輔
導等方案，以協助被害人及其家屬解決困境、撫平傷痛及重建生活，並推
廣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觀念，提升社會大眾的理解與支持，請您與我們一
同關心被害人，擁抱馨生、一路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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