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會董事長張斗輝於7/7下午特地偕陳佳秀顧問、鄭

書琴執行長及總會同仁前往宛儒畫廊參觀「女性藝志

II」主題畫展，聯展藝術家之一的葉子欣，為本會臺中

分會長期扶助的馨生人，本次共展出12幅創作。

現場由馨生人藝術家葉子欣帶領董事長等人參觀，詳

細介紹自己的創作過程，其中《神聖羔羊》是她大學四

年級畢業前夕的創作，當時面臨對未來的徬徨，在一個

個與自己內心獨處的夜裡，透過刻意調整油彩的比例，

讓顏料在可控的筆觸與恣意的流動間，找回自己對於繪

畫的初心以及對於自由創作的掌控。

張斗輝董事長表示，在過去擔任臺中地檢署檢察長期

間，適逢法務部於99年推動「修復式司法方案」，隔年

(100年)協會便以「更生」與「馨生」的相遇為主題成

立「日光畫室」，由更生畫家教導馨生人子女作畫，體

現修復式司法的精神，葉子欣於102年加入畫室，當年

她只有13歲，今天參觀畫展後，對於葉子欣的藝術成長

感到相當驚艷，也勉勵所有馨生人不要放棄希望，本會

會盡全力協助被害人的家庭重建生活。

目前就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型設計學系碩士

班的新銳藝術家葉子欣，從小就喜愛繪畫，在母親於

102年因國道車禍意外離世後，因為家中經濟狀況不佳

且毫無美術相關資源，曾一度考慮放棄心裡的夢想，後

來透過本會臺中分會的協助，在日光畫室李鐸老師的指

導與鼓勵下，從素描、水彩、油畫逐步學習藝術繪畫技

巧，在學習過程中展現出驚人的人像速寫天賦，15歲報

考臺中市街頭藝人，經現場評審團破例錄取成為當時

「全臺中市最年輕的街頭藝人」，本次展出之精彩畫

作，截錄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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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焦 點 報 導
H O T R E P O R T

111.07.07 111.07.07

1 《神聖羔羊》
葉子欣 / 2020 / 油彩纖維板

2 《生之歌１》
葉子欣／2022 / 油彩纖維板

3 《新生兒１》
葉子欣 / 2020 / 油彩纖維板

1
2

3

在日光畫室學習近十年，藝術不僅陪伴馨生人葉子欣走過痛失至親的徬徨階段，更為她的生命開創了另一條

不同的道路，不僅於就學期間參與校內外畫展，更出版主題繪本等。

今(111)年度，本會推動「受保護人專長培育計畫」，已審核通過葉子欣的計畫書，未來她將與本會共同辦理

「公益繪畫教學系列課程」，以自己的繪畫專業與療癒傷痛的經歷，陪伴喪親子女在藝術創作的過程裡，找回

自我、撫平傷痛，同時也回饋協會這十年來一路上的陪伴與支持。

犯保協會「專長培育計畫」十年有成
新銳藝術家嶄露鋒芒 回饋專業療癒馨生

https://www.facebook.com/avs0850/posts/3407245759319685
https://www.facebook.com/avs0850/posts/3407245759319685
http://www.avs.org.tw/home_cht.aspx
http://www.avs.org.tw/home_cht.aspx
http://www.avs.org.tw/home_cht.aspx


本會為培育體育、音樂、藝術等領域具特殊專長、

潛力的馨生人，自99年起推動菁英培育計畫，110年9

月2日經報奉法務部同意備查修正為「受保護人專長培

育計畫」，提供更多元符合實務需求的補助內容。

本計畫的實施執行，除提昇被害人服務層面外，對

於具有特殊專長但囿於家庭經濟因素，或苦尋不著專

業老師而無法繼續進修或深造的馨生人，可經由本會

提供金錢上及專業人士的協助，培育其專長，不僅可

以協助馨生人圓夢，也可藉由培育有成的馨生人主動

回饋，將其經驗傳承並分享給其他馨生人。

本計畫屬於長期性的規畫，針對本會所輔導、具有

特殊專長的馨生人，在沒有後顧之憂情況下，繼續鑽

研，並在日後可以回饋社會，以其不同之專長，協助

本會推動保護業務，參與本會各項宣導活動或教導其

他馨生人。

本計畫的補助分為4類，其中「學費補助」，需案件

發生六年以上，補助範圍從國小到研究所（金額於各

年級有所不同），本會提供每案每學期最高3萬5千元

的學費補助。

「生活費補助」，依衛生福利部公布最新年度學校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本會

提供每月最低生活費之25%的生活費補助。

「專長培育補助」，包含器材補助、課程補助、其

他為精進專業能力而產生之費用等，本會提供每案一

學期最高3萬的實支實付補助。

「特殊補助」，如出國參加國際性比賽、出國取得

學位及其他特殊榮譽事項，本會提供每案最高20萬元

的實支實付補助（在學學生補助計算以學期為單位，

如非在學則以半年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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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保護人專長培育計畫 讓馨生展翅飛翔☀
提供學費、生活費、專長培育及特殊補助

學費補助 專長培育補助

• 國小2千元
• 國中3千元
• 高中職以上最高3萬5千元

• 每案一學期最高3萬元

生活費補助 特殊補助

• 依衛福部公布學校所在地
每月最低生活費25%補助

• 每案最高20萬元

國民法官法 112年1月1日上路
本會規劃貼心、安心及用心服務措施 保障被害人出庭權益
國民法官法即將於112年1月1日上路施行，其中先行

適用的案件類型為「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

為本會服務的主要案件類型，此類案件被害人出庭前、

中、後的權益保障，以及本會律師的告訴代理陳述等，

本會均已積極進行規畫準備，就被害人、檢察機關及工

作人員三面向規劃貼心、安心及用心的服務措施，以期

無縫接軌。

考量在國民法官法新制下，法庭上各種角色的運作，

包含公訴檢察官、被害人和犯保律師如何進行聯繫、犯

保律師如何在法庭上進行有效的陳述、被害人在法庭的

情緒如何支持陪伴、庭前準備和庭後追蹤如何進行等

等，都至關重要。

因此，本會研商規劃專任人員、律師及陪同人員相關

教育訓練，並制訂危機處理與媒體應對流程。在協助被

害人方面，庭前規劃資訊告知、聲請訴訟參與、安排庭

前準備會談、提供心理支持輔導、托顧安親服務；出庭

期間規劃聯繫機制、開庭提醒、接送及旅宿服務、開庭

準備及陪同服務；出庭後提供媒體受訪保護、支持會談

及追蹤關懷等措施，以期保障被害人權益。

111.06.24《與高檢署廖先志檢察官研商討論》

犯保Ｘ檢察機關

資訊獲知，訴訟安心

犯保Ｘ工作人員

專業培訓，服務用心

一路相伴，關懷貼心

犯保Ｘ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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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即時關懷
IMMEDIATECARE

桃園青埔高鐵站附近停車場於6/10發生雙屍命案，

泰國裔夫妻疑是因金錢糾紛，遭來自同鄉的王姓友人及

兩名泰籍移工殺害後棄屍，犯案後接續搭機逃回泰國。

桃園分會獲知本案後，隨即與家屬取得聯繫，並於

6/13前往中壢殯儀館進行關懷，當面了解家屬需求。

經了解三名加害人皆已潛逃回泰國，日後將續留泰國

接受刑事偵查，分會除提供初步法律諮詢，以及協助家

屬與警方確認加害人動態外，因被害人已取得我國國籍

，也向家屬說明我國繼承法之相關規定，後續將持續關

懷追蹤家屬身心及生活情況，適時提供協助。

國道3號南投路段於6/9發生6車追撞事故，造成1死3

傷，因其中1名被害人遺屬住於雲林縣，故南投分會初

步連繫後將該案移轉管轄，由雲林分會後續協助。

雲林分會獲知消息後，隨即與被害人家屬聯繫，並於

6/13由分會許倍豐主任委員偕委員及工作人員前往斗六

市八德生命園區進行關懷慰問被害人遺屬。

經會談了解其家庭經濟狀況不佳，被害人遺有1名未

成年子女及年老父親，無力負擔殯葬費用，雲林分會隨

即協助轉介雲林縣夜市慈愛會、坑慈靈宮青年會及仁濟

功德會等民間團體，獲得殯葬費補助以解決家屬困境。

本圖擷取自：ETtoday新聞雲

雲林分會媒合民間團體 提供家屬殯葬補助

新竹市東大路一間輪胎行於6/15晚間發生一起火警，

陳姓犯嫌疑似與家人爭執後負氣外出購置汽油，再回到

現場潑灑縱火，造成8死1傷天倫悲劇。

新竹分會於6/16上午接獲新竹地檢署通報後，立即依

重大矚目案件機制組成「關懷訪視團隊」，進行即時關

懷服務；新竹地檢署張介欽檢察長、分會陳宛青主任及

一路相伴服務律師魏廷勳等人，也於同日下午前往新竹

市立殯儀館慰問被害人家屬。

由於陳姓屋主逃出火場時並未攜帶任何物品，分會主

任委員陳進興除指示工作人員致贈慰問金及緊急資助金

外，也特別準備生活必需用品給陳姓屋主，同時備妥相

關權益說明文件，並請分會律師現場向家屬說明相驗及

後續流程，更由專員陪伴製作筆錄讓家屬安心。

當天陳姓屋主向分會表示希望能於殯儀館靈堂陪同逝

去的家人，分會協助向市政府民政科說明後，取得殯儀

館同意開放夜間使用靈堂，分會也派專人陪伴陳姓屋主

過夜，後續也將就法律、心理及生活重建等各面需求，

全力提供家屬協助。

新竹分會成立關懷訪視團隊 靈堂陪伴家屬過夜

桃園分會即時關懷 一路相伴提供權益諮詢

111.06.13

111.06.16

111.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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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務方案
SERVICEPLAN

澎湖分會 手工的溫暖夏季訪視關懷

澎湖分會於6/2辦理「夏季訪視關懷」，並結合小赤崁社區

發展協會，採購手工饅頭為本次的關懷訪視物品，分會主任

委員蔡惠如表示，手工揉製的饅頭有著溫暖的餘溫，以及純

粹的麵粉味飄香，就如同服務犯罪被害人，需要秉持愛心及

耐心，將服務送到位。

宜蘭分會 手工皂技藝班安薪專案

宜蘭分會於3月份辦理「新芳香-手工皂技

藝班」兩梯次課程，邀請講師張錦慧帶領馨

生人一起體驗手工製作艾草平安皂、護手

霜、左手香膏、護脣膏等。

希望馨生人可以在手工打皂的專注中，傾

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增進自我的認識，並在

探索與抒發內心情感的過程裡，

與其他馨生夥伴認識、分享，

成為相互支持與陪伴的力量，

同時學到一技之長。

扶持馨生紓困防疫關懷箱疫情期間服務不中斷

落實持續關懷 追蹤馨生人需要 保護服務不因疫情間斷
在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期間，本會各地分會為了減少馨生家庭

的心理顧慮，同時也保護志工及工作人員，除了將以往團體形

式的關懷活動，改以貨運或專人配送關懷慰問品外，也持續以

電話方式關懷馨生人的生活狀況，讓愛與關懷不因疫情的影響

打折。

本會臺南分會於端午節前夕，特別致電關懷分會馨生家庭生

活狀況，得知有數戶家庭成員也正因新冠疫情確診而居家隔離

中，除了身體不適外，也表達隔離在家的不便與日常生活受影

響甚鉅，因此特別向臺南地檢署申請專案購買防疫物資箱，並

與家樂福合作客制防疫物資箱（包含快篩劑、酒精、乾糧物資

等），由家樂福專車協助於6/2前，全數致送到轄區內40戶馨生

家庭手中。

橋頭分會結合萬海航運慈善基金會與橋頭地檢署，運用獲贈

防疫物資（包含酒精、洗手乳、酒精濕紙巾）及愛心米，有鑑

於南部疫情不斷升溫，為預防疫情擴散，分會於5-6月期間由工

作人員及志工發放防疫及紓困物資，共計16戶馨生家庭受惠；

同時也在關懷過程，發現馨生家庭因為確診等因素，導致暫時

無法工作，後續也依照不同狀況，評估發放紓困緊急資助金，

使馨生家屬減輕經濟壓力，陪伴馨生人共同抗疫挺過疫情。

臺南

橋頭

111.06.02

111.05.18

111.06.02

澎湖分會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為了保護馨生人及

保護志工的健康，本次關懷訪視調整由專任人員與志

工隊長陳楨徽執行發送任務，關懷訪視地點包含澎湖

離島、白沙鄉、湖西鄉及馬公市等地，共計關懷訪視

24戶馨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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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花蓮分會
秉持「溫柔與堅定」的信念 以溫暖陪伴馨生

4.專業發展
PROFESSIONALDEVELOPMENT

士林分會辦理志工大會暨在職訓練

楊志工以本職專業分享強制險

花蓮分會由徐正隆主任委員帶領執行秘書陳少康、主任許華寧、

助理秘書吳維芸、第九屆保護志工隊長劉曉波、副隊長詹淑芬、劉

紹錦及22名志工隊員，在刑事司法體系下，於花蓮地檢署內陪伴及

協助經歷犯罪被害事件而面臨訴訟、生活困頓、身心受創的犯罪被

害人及其家屬，形成司法與社會工作結合的服務模式。

近年來社會發生多起嚴重的被害事件，不論是殺人、重大車禍、

兒虐致死等案件皆使得各界相當關注犯罪被害人保護議題，花蓮分

會為了增進服務的內涵，提供更專業且貼近犯罪保護人需求的服

務，在律師、心理師、社工師與花蓮分會同仁共同努力下，幫助被

害人及家屬穩定身心、提高復原力。

此外，和轄內犯罪被害保護官有通暢的案件通報及聯繫窗口，讓

重大案件被害家庭獲得即時、有感的協助，花蓮分會更秉持「溫柔

與堅定」的服務信念，在110年臺鐵太魯閣事故中，協助花蓮地檢

署在司法相驗過程中陪伴家屬指認親人的遺體，讓被害人早一點回

家，花蓮分會莊嚴沉穩的完成任務，團隊成員間的彼此關照與補

位，讓大家的心更靠近、力量更凝聚，為被害人帶來溫暖與支持。

士林分會於6/17辦理「111年度第1次志工大會暨

在職訓練」，分會林志銜主任委員及士林地檢署繆卓

然檢察長皆到場關心。

當天除召開志工大會佈達年度重要事項外，也特別

安排保護志工楊惠如說明「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內

容，因楊志工本職為保險從業人員，藉由自身的專業

與服務經驗，以淺顯易懂的方式為其他志工夥伴介

紹，讓大家更了解強制責任險的內容，以便未來在服

務被害人的過程中能提供相關資訊，減少被害人家屬

處理案件中的焦慮不安。

南投分會辦理教育訓練暨環境教育

增進保護志工專業服務素養

南投分會於6/26-28舉辦「111年度第1次保護志

工教育訓練暨環境教育」，共計有35位保護志工參

加，出席率達9成。

本次訓練課程邀請黃子琳諮商心理師主講「敘事治

療的視野對語言的覺察」、「心靈牌卡的自我照顧：

壓力因應與情緒照顧」，藉由諮商卡牌認識自我並學

習應用於實務中；「災難型社會重大矚目案件演練說

明」，則由分會盧冠宇主任進行說明，讓志工藉由實

務演練習得專業知能，提高專業與服務品質，完善分

會處理災難型社會囑目案件時之動員及應變能力。

110.10.28

111.06.17 111.06.26

109.11.27《犯保有功表揚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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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犯保臺北分會 保護志工江芯

5.馨言馨語
MOODTALK

沒有怨懟的等待

三年前的一場交通事故，使得王大姊的先生受到

腦部損傷，經由朋友的介紹後，王大姊初次聯繫上

犯保臺北分會。

多數的被害人家屬在面對突如其來的事件時，會

感到徬徨、悲痛，甚至是憤恨不平，但王大姊說：

「遇到事情後，剛開始會覺得為什麼是我們家，但

我等待，等待先生能重新站起來，等待老天爺的安

排。」談吐間沒有任何的怨懟，取而代之的是滿滿

的希望與能量。

堅毅而柔軟的心

「等待」其實並不容易，在等待底下的是一顆堅

毅又柔軟的心，後來王大姊在臺北分會的陪伴下，

花了漫長的時間，找到支持與興趣，慢慢穩定情

緒、慢慢釐清事情、慢慢走出來。

「工作了三十年，不甘心被它擊垮，如果倒下

去，我工作一輩子就什麼都沒有了。」倚仗著一份

毅力和一份不甘心，王大姊告訴自己不能就這樣被

命運擊垮，於是她從低谷中站起，開始學習協助家

中農產事業，重新找回生活的支點。

讓善緣在愛裡流動

抱持著「能夠幫助別人就是有福氣」信念的王大

姊，也開始幫助身邊腦傷患者的家庭，讓善緣在人

與人之間流動。

今年端午節前夕，臺北分會的委員、顧問以及保

護志工也購買了149盒王大姊家裡種植的玉荷包，以

實際的支持，讓更多美好的連結在更多的人與人之

間流動，用愛傳遞愛。

快樂與悲傷的選擇

快樂也是過一天，悲傷也是過一天，悲傷的日子

不會讓你快樂，不如勇於面對一切，王大姊說：

「我相信遭遇事情會讓你覺得非常恐慌，因為我也

是這樣走過來，這條路真的很不好走，也非常非常

的不簡單，但是我們可以把悲憤化成好的力量，去

幫助其他人，你得到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現在的王大姊負責家中荔枝農產的銷售，每天都

在家與護理中心間來回奔波，一肩扛起所有照顧責

任，以正向的心態過著充實的生活。

一箱一箱的玉荷包，實白如肪、甘而多汁

這玉荷包，包裹著人與人的溫情與善緣

107年《被害人重傷前與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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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轉介及提供資訊機關團體

2,954件 85.2%地方檢察署

6. 統 計 資 料
S T A T I S T I C S

110年度 查訪保護佔46.5% 通知保護42.7% 自請保護10.9%

網絡通報轉介 即時關懷服務

⊿ 單位：件

⊿ 查訪保護：本會及所屬分會主動向地檢

署取得案件資料，或透過媒體報導、民

眾告知等方式知悉而主動發覺之案件。

⊿ 通知保護：本會及所屬分會透過網絡相

關機關，例如地檢署、警察保護官、家

防中心、社會局處、調解委員會、移民

署等通報管道獲知者。

⊿ 自請保護：民眾自行前往分會請求保護

服務者。

查訪保護

1807, 

46%

通知保護

1659, 

43%

自請保護

423, 

11%

案件來源方式

192件 5.5%警察機關

96件 2.8%社政機關

36件 1.0%民間機構團體

22件 0.6%法扶/律師事務所

民眾自請保護資訊來源

120件 28.4%社政機關

80件 18.9%民間機構團體

77件 18.2%司法機關

43件 1.0%法扶/律師事務所

42件 1.0%媒體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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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做愛心．幫助被害人
您的一個小小支持 帶來一份大大希望

本會各分會已於６月中旬

啟動發票捐活動，以提升本

會捐贈收入來源，並增進與

地方商家的公益連結，目前

全國總共計有34處發票箱放

置據點。

希望可以將募集到的社會

大眾的愛心，轉化為幫助犯

罪被害人撫平傷痛、重建生

活的溫暖力量。

一份溫暖的力量

如果您有發票要捐贈，不用去找發票箱，您可以以信封袋將發票直接寄到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4號5樓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收」

和職能治療師一起走入家庭
重傷害被害人照護與家庭支持
苗栗分會 重傷被害人服務方案 正聲廣播電台

苗栗分會賴桂烟主任於6/28透過

正聲廣播電台台北調頻台「Yoyo

Live Show」節目中介紹分會重傷害

被害人服務方案。

苗栗分會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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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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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OTION

７.推廣宣導

【放學後的我們，在哪裡?】
真實遭性剝削案例 兒童及性剝削防治條例第32條

臺北婦幼波麗士 👮

臺北婦幼波麗士FB

愛心發票捐贈碼 支持被害人

111.06.14《花蓮分會發票箱置放於江洱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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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nstagram.com/avs_0800005850/
https://fb.watch/e3DDkW0m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