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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焦 點 報 導
H O T R E P O R T

本會於111/7/26召開「第9屆第2次董事會暨第2次

常務董事會聯席會議」，為張斗輝董事長就任後，首

次召開董事會議，法務部保護司代理司長林嚞慧蒞臨

指導，會議主要為審議112年度工作計畫案及112年度

預算案，與會董事也提供許多寶貴意見。

董事長致詞表示，今年3月10日，行政院已經通過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正草案」，目前也在立法院審

議過程中，5月12日也經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初

審通過，部分條文尚待協商，預期在今年9月至10月

可以通過，立委們也都看到犯保的努力、用心，並給

予我們鼓勵與支持。董事長也揭示工作重點，包含：

一、無縫接軌，研修配套措施

請同仁依犯保法修正草案盤點檢視各項子規定是否

需配合訂定或修正，陸續按期程進行，以期修法通過

後，讓工作同仁在組織運作及服務工作上無縫接軌。

二、公私協力，建構服務網絡

犯保的工作涵蓋範圍很廣，單靠公部門或協會本身

的服務量能是不夠的，董事長非常感謝各位董事們多

年來的支持，未來犯保法通過後，服務只會朝更多

元、深化及專業的服務面向發展，我們也期待董事們

繼續在經費、資源上提供支持，或幫本會引薦更多企

業、民間團體的參與，共同完善保護服務。

三、權益保障，落實一路相伴

被害人權益保障是犯保法修正草案的重要核心，董

事長也已請同仁就明年國民法官法上路，犯保法修正

草案通過後，立即會實施的修復式司法、犯罪被害人

保護命令專章進行準備，讓被害人獲得專業、溫暖的

協助。

董事長也以自身親自參與犯保法修法的推動，深刻

體會被害人保護的觀念在改變，社會的期待也更高，

然而，這也是給本會一個改變的機會，期待大家共同

努力，讓犯保更好，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

會議中也追認法務部廉政署主計室主任代理臺灣高

等檢察署會計室主任陳文敏女士擔任本會顧問案，以

協助督導本會主計業務。

召開第九屆第二次董事會議 通過112年度工作計畫

以無縫接軌、公私協力、權益保障為重要工作目標

11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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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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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斗輝董事長7/15親赴殯儀館慰問家屬
111.07.15

南投草屯某生技公司於7/14發生驚悚槍擊命案，造成4死1

重傷慘劇，每名死者都是遭胸前持槍朝頭部行刑式槍殺，犯

案手段兇殘。

本會南投分會於7/15上午接獲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以下

簡稱南投地檢署）及犯罪被害保護官通報後，立即依照社會

重大矚目案件機制成立「關懷小組」，派員前往南投縣立南

投殯儀館提供死者家屬即時關懷服務，並陪同相驗遺體。

本會董事長張斗輝及南投分會主任委員吳明賢、南投地檢

署檢察長張云綺及主任檢察官李俊毅也於7/15下午前往殯儀

館關懷家屬並致贈慰問金。

張董事長在現場除傾聽家屬需求，同理家屬心情外，也表

達後續一定全力協助家屬，也特別指示南投分會同仁落實一

路相伴，並協助家屬提出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聲

請，以保障家屬對於訴訟進度的獲知權。

南投分會陪伴家屬等候相驗遺體過程，因考量天氣炎熱且

相驗費時，除了派專人在現場提供家屬各項權益資訊及法律

諮詢外，也貼心準備茶水點心，適時關懷與支持家屬情緒，

讓家屬們在等待的過程中感到安心，後續也將協助委派分會

律師擔任偵查中告訴代理，並持續與家屬保持聯繫、瞭解需

求以提供必要之協助與關懷。

臺高檢召開檢察機關協力研商會議
討論訴訟資訊獲知及重傷案件通知議題

因應將來犯保法修法通過
召開修復式司法工作小組會議

本會考量犯保法增訂第四章修復式司法專章，將

於法案通過公告後立即施行，有必要以該章之訂定

精神，有更積極的作為，彰顯修復式司法「人本精

神」及「善意溝通」核心價值，爰於7/29召開「修

復式司法工作小組會議」，同時邀請具修復式司法

多年經驗的本會臺中分會陳怡成主委及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洪淑姿主任檢察官與會提供寶貴意見，以

期與檢察機關、司法機關及矯正機關共同協助被害

人，修補犯罪所造成的傷害。

111.07.29 111.08.03

為強化檢察機關對於被害人權益保障，臺灣高等檢察署於

8/3召開「研商檢察機關就犯保協會保護對象之刑事案件被

害人協力流程可行性會議」，邀請該署及所屬地檢署(主任)

檢察官和本會與會研商，主要就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增加

提供分會資訊功能，以提供工作人員與被害人同時獲得訴訟

資訊，將服務化被動為主動，並即早提供預防性或支持性服

務。另就現行重傷案件起訴通知機制，研議於案件進入檢察

機關即有專人篩選通知當地分會，以利即早介入提供一路相

伴法律協助、住院醫療、出院銜接及長期照顧資源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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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犯保法修法核心為接軌國際趨勢，由「補償」及「保護」提升、擴充

為強調「尊嚴」與「同理」，並增訂各項權益、深化服務，將犯保法由原本

46條、未分章，修正為七章103條，包含：總則、保護服務、犯罪被害人保

護命令、修復式司法、犯罪被害補償金、保護機構及附則。

本會對於保護工作的推動，也將朝「無縫接軌，研修配套措施」、「公私

協力，建構服務網絡」及「權益保障，落實一路相伴」三個方向持續精進。

堯堯

本會張斗輝董事長

2022年8月11日

13:00-13:30

主 持 人

受訪人員

首播日期

播出時間

YoYo生活法律空中人物大特寫
IOS

Android

111.07.19

接軌國際趨勢犯保法修法新走向

https://apps.apple.com/tw/app/%E6%AD%A3%E8%81%B2%E5%BB%A3%E6%92%AD%E7%B6%B2%E8%B7%AF%E6%94%B6%E9%9F%B3%E6%A9%9F-csbc/id1063241138
https://apkcombo.com/de/%E6%AD%A3%E8%81%B2%E5%BB%A3%E6%92%AD%E7%B6%B2%E8%B7%AF%E6%94%B6%E9%9F%B3%E6%A9%9F/tw.com.csbc.csbcradio/


第4頁馨希望電子報第21期

2.即時關懷
IMMEDIATECARE

臺中市潭子區於7/24晚間，經營滷味攤的曾姓老闆

在備料時，遭到兇嫌持槍射殺，經送醫急救宣告不治。

臺中分會於新聞報導獲知本案後，隨即主動與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聯繫，以取

得被害人家屬聯絡資訊，提供即時關懷協助，並於

7/25前往案家進行訪視，了解家屬需求。

因家屬不諳法律，故分會除向家屬說明相關訴訟流程

外，也於會談過程中協助聲請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

平台之使用，以掌握案件資訊，後續也將由分會律師提

供偵查中告訴代理。

桃園市平鎮區一名男子疑似因為家中寵物狗叫聲太

吵，與鄰居產生嫌隙，7/17下午前往邱姓鄰居家中，雙

方突然爆發口角衝突，最後被害人頭部遭邱姓鄰居持鐵

棍敲擊後，因失血過多不治身亡。

桃園分會於7/18經保護官通報取得家屬聯絡資訊，隨

即與被害人弟弟取得聯繫，並於7/19前往中壢殯儀館進

行關懷訪視，並陪同家屬等待解剖程序。

在等待解剖的過程中，家屬主動提出法律訴求，分會

除進行訴訟程序、調查協助等基本權益告知外，後續也

將安排家屬與律師諮詢，並協助申請偵查中告訴代理。

桃園分會陪同解剖落實即時關懷提供支持 臺中分會即時關懷提供一路相伴法律協助

111.07.19 111.07.25

實務演練緊急應變處理災難型重大案件

建立災難型重大被害案件SOP標準作業程序
現場提供即時關懷陪伴服務讓被害人家屬安心、放心
近年來，有幾起的重大犯罪被害事件造成多人傷亡

的慘劇，例如八仙樂園粉塵爆燃、太魯閣列車事故、

高雄城中城大火等案件，由於此類案件傷亡人數眾

多，相較一般案件在服務處理上，更需要效率化及組

織化的運作，才能有效地在現場提供保護關懷服務。

本會配合2022被害保護工作指引的出版，也將災難

型重大矚目案件的處理列入指引內容，此類案件如何

在最短時間進入服務，提供有效且具有溫度的服務，

事前的準備、訓練及規劃就相當重要，本會也請各分

會於７月至８月期間，依據工作指引的大方向原則，

透過分會外部督導會議再行進行討論，擬定細部SOP

及事前準備，並安排工作人員及保護志工進行模擬演

練，從不同的案發狀況及場景中微調並記錄，未來案

件發生時，即可依各種情況做好適時應變。

宜蘭

111.07.21

高雄

111.07.19

花蓮

11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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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務方案
SERVICEPLAN

臺東分會 自我照顧藝術治療 紓壓團體

臺東分會為陪伴因犯罪被害事件衝擊影響情緒、認

知的家屬回復生活，於111年3月展開「藝饗心開」

連續性小團體活動，邀請謝湘蓁藝術治療師擔任團體

帶領者，以油性粉蠟筆、水彩、陶土、棉紙等各式媒

材，進行情緒探索覺察，靜心梳理心中紛雜或能落定

消彌，促進對於失落經驗整理，完成轉化修復。

本系列活動後因疫情暫停，分會評估近日疫情漸有

舒緩，於7/23重啟活動，並以「自我風景」為本次主

題，透過自然景色的隱喻來探索及表達自我，活動學

員因久未觸摸水彩及蠟筆，無不懷著回味及忐忑之心

情進行創作，並期盼持續參與接下來的每一場活動。

嘉義分會

嘉義分會於7/30辦理「馨生人花藝紓壓成長課

程」，課程中講師以園藝治療方式中「生命照顧生

命」、「生命呼應生命」的核心，以植物為媒介，

透過親手栽種的過程，讓人與自然界、植物的心靈

對話，在身體及心理層面產生療癒效益。

經由「融入、體驗、共鳴、分享」，察覺自然及

植物生命的美好與感動，使情感找到依附，再結合

精神的投入、希望、期待、收穫與享受的過程，達

到舒緩壓力、療癒身心靈，期許馨生人們能在活動

裡轉移自我心境情緒，進而發掘生命的美好，逐步

克服內在焦慮，帶著更多自信走過悲傷歷程。

苗栗分會 划舟體驗馨生課輔 暑期關懷活動

苗栗分會於7/18結合頭屋國中及苗栗縣政府辦理

「攜手傳愛課輔－馨世代SUP歡樂一夏」活動，讓馨

生學子體驗獨木舟的樂趣，並感受團結與人際互動的

重要性，以及提升自信心。

當天由頭屋國中吳主任帶領學員認識獨木舟操槳基

本技術，並講解救生衣穿著方式及水中安全等，學員

也在著衣救生衣後下水體驗划獨木舟的樂趣。

已參加多場活動的小雯在這次的活動回饋中，特別

提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因為在競賽的時候，小雯這

一隊靠著一致的口令及團隊默契，超前了其他隊伍，

讓她感到相當開心，也希望每年都可以陪伴馨生學弟

妹們參加這些有意義的活動。

士林分會

士林分會於7/29暑假期間辦理「探索馨航道．暑

期親子參訪活動」，邀請大小朋友及行動不便之馨

生人在炎炎夏日中一同出航，至長榮海事博物館認

識各類海洋文化及船舶知識，而除了館藏文物介紹

外，海博館亦設有多項互動設施，馨生家庭不分年

齡皆踴躍體驗，玩得不亦樂乎。

本次也特別致贈感謝狀給張榮發基金會，感謝贊

助此次博物館門票及模型小禮物，同時更感謝基金

會贊助30萬元提供馨生學子就學資助金，並由基金

會鍾德美執行長出席頒發給馨生學子，而馨生學子

感受到基金會的用心，也特地手寫小卡片回饋，以

表謝意。

心靈探索園藝治療 紓壓團體

親子體驗資助就學 暑期關懷活動



第6頁馨希望電子報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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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保協會 x 檢察機關
地檢署的協力，讓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更順暢

1,406次次數

1,875件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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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
業務 552次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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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護人、書記官，以至法
警、錄事、司機等。

協力
人力

1,959人次人次數

保護
業務

111年5-6月份協力情形5. 統 計 資 料
S T A T I S T I C S

4.專業發展
PROFESSIONALDEVELOPMENT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臺灣宜蘭分會
以好山好水釀出最純粹的溫情一心伴「馨」生

宜蘭分會由主任委員張謙一、執行秘書林建發、顧問洪李雅

萍，帶領專任人員林鈴慧及李安柔、輔助人力游詩敏、14位委

員、23位保護志工、9位律師、6位心理諮商師所組成的專業服

務團隊，陪伴馨生人面對被害案件所造成的衝擊，走出人生黑

暗幽谷。

當被害事件發生時，宜蘭分會第一時間向臺灣宜蘭地方檢察

署（以下簡稱宜蘭地檢署）取得家屬聯絡資訊，建立有效率案

件轉介機制，與案家聯絡後，以傾聽了解馨生人需求，評估各

項服務，用心提供最貼近需求的服務，讓馨生人不畏懼漫長的

法律訴訟，並在訴訟圓滿結束後，安排一系列手工藝活動，包

含皮件班、香皂班、園藝班、芳香班、烘焙班等，讓馨生人同

聚一起，藉由手作的專注及相互分享的過程，在團體情境中增

進自我與彼此的認識，於療癒自我的同時，創作出具有行銷價

值作品，並連結宜蘭地檢署提供的販售及展示平台，增加馨生

人成就感及收入，在自信中重建生活。111.07.20

橋頭分會辦理教育訓練重視志工自我照顧以提升服務量能
本會各分會近期陸續進行「災難型社會重大矚目案件演

練」，以利如遇突發的災變時重大災難時，能具備即時應

變處理能力。

橋頭分會於7/16舉辦志工教育訓練，除進行實務演練與

任務分組外，邀請分會外聘督導余沛蓁帶領舒壓放鬆課程

，余督導本身具備心理及社工雙背景，藉由其專業來引導

志工們自我覺察，提醒在助人工作的同時，也應適時紓壓

以利穩定自身之身心狀況，藉以增進提升服務的品質，避

免在全身心投入馨生人服務時，卻面臨過度耗能之狀況。111.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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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犯保雲林分會 外部督導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助理教授 蔡長穎

6.馨言馨語
MOODTALK

長期以來犯罪被害人的心聲與困境，在傳統法律

制度下，因缺乏系統化、制度化的設計，保護措施

不足，得不到應有的尊重與周全的照顧，致衍生社

會問題層出不窮。

我國於民國87年公布施行《犯罪被害人保護

法》，並於88年1月29日依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第二十九條之規定，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成立「財

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受法務部監督指

揮，嗣於同年4月1日在各地檢署成立「財團法人犯

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所屬各辦事處」，至此全國性犯

罪被害人保護工作開始全面性推動。

在重大犯罪死亡案件中，被害人家屬所面臨加害

人罪行所帶來的傷痛，不僅面臨著難以走出的悲傷

與愧疚，在心中有著更大的疑問是，加害人怎會如

此狠心做出這樣的事情？但即便存在著疑惑，也被

巨大的哀傷、自責、歉疚等情緒以及針鋒相對的司

法程序所掩蓋，彼此難以理解，更遑論真誠的致歉

或原諒對方的可能。然而，這一切只要加害人接受

懲罰，被害人家屬就能放下且釋懷？刑事死亡案件

對犯罪被害家屬影響更是重大，被害人家屬除需面

對親人遇害所帶來的心理衝擊之外，尚需面對司法

歷程及重新建構日常生活中衍生的各種問題。

被害人家屬在面臨此些重大創傷事件當下，常會

出 現 「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以下先由兩個案例來看：

案例一

三十幾歲的程小姐自小由單親母親扶養長大，後

母親遭母親男友殺害，對自身存有強烈自責愧疚感

受，認為以前母親被男友家暴時，都是她提供案主

保護，此次卻來不及搶救母親。

程小姐覺得母親的死意味著歸屬感、心靈安頓的

力量都沒有了。夜夜獨睡母親的床上，希望能夢裡

相見，責怪自己種種不是，怨嘆母親魂魄未歸，無

法夢境裡再敘天倫。

案例二

九歲的鍾小弟弟，亦由單親母親(外籍)獨自扶

養，後母親因債務問題與男友常有糾紛爭吵，最後

林小弟弟目睹母親遭男友殺害，後續產生難以入眠

及功課適應困難等生活問題。

上述真實案例，非預期性的失落情緒皆無法在短

時間內消失，被害人家屬在面臨重大失落事件的數

小時至數週內，在情緒方面，有情感上的休克體

驗，麻木、冷漠、焦慮；在行為上，呈現坐立難

安；在認知層面，會否認死亡的發生，顯得困惑，

注意力下降，記憶能力不佳；身體症狀方面，食慾

下降、全身痠痛、倦怠、失眠。

而在事件發生後數週至兩年左右，在情緒方面，

麻木感及焦慮程度下降，陣發性的情緒低落、哭

泣、憤怒（生氣自己的無能，或生氣死者的不告而

別，或將憤怒轉移到他人身上）；在認知層面，注

意力及記憶力依舊不佳，開始察覺失落是不可回復

的變化，強迫自己不斷回憶逝者及過去生活點滴，

怪罪自己當初種種不是；在行為上，喪失個人興

趣，活動力減退，社交漸退縮，不斷在生活中尋找

逝者蹤影；身體症狀方面，慢性睡眠障礙、食慾不

佳、欠缺活力且易疲勞。

最後在哀慟反應的第二年期間，情緒方面，漸趨

平穩；認知上，較能適應孤單，能發展出新的角色

和自我概念，即使失去重要他人亦能獨自對待外界

生活上的困境；行為方面，學習新的角色功能及技

巧；身體方面，除了尚有偶發或持續的睡眠困擾

外，食慾及倦怠感漸消失。

<未完續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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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ON

７.推廣宣導

本會於7/25安排尤仁傑組長及臺中分會王佩均秘書至

正聲廣播電台臺北調頻臺參加 YOYO Live Show節目直

播，以「社會重大矚目案件的即時服務：從事發的即時關

懷到日後的一路相伴」為主題，分享3/1臺中興中街住宅

大火案的即時關懷服務過程。

犯保總會於獲知本案的第一時間即督導臺中分會成立

「即時關懷小組」，隨即進行責任分組，並進駐殯儀館設

立服務台，以利提供被害人家屬相關法律諮詢及結合資

源，同時也配合臺中地檢署協助罹難家屬遺體指認、相驗

及檢察官訊問程序；後續也將依據家屬需求，提供法律、

心理、生活重建等不同面向的協助，落實一路相伴。

正聲臺北調頻臺

直
播

LIVE

愛心碼

下載圖檔

支持被害人

您的一個支持 帶來一份希望
載圖檔．存手機．隨手捐

本會洪偉凱組長於7/12接受海山高中國中部黃同

學以「廢除死刑」之議題進行採訪，訪談過程中，

洪組長透過本會服務與陪伴的經驗，藉由不同案件

家屬的視角與生命歷程，向黃同學分享創傷失落、

療癒復原、公平正義的各種面向，並透過討論的方

式，交換不同世代的想法，同時也讓司法保護的觀

念向下紮根。

以被害保護看廢除死刑
每個生命軌跡的意義與分享

學生採訪 生命教育

111.07.25

總會

111.07.12

正聲直播訪談重大案件即時服務
從即時關懷到一路相伴

社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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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google.com/drive/u/1/folders/1V5dt9i7IYmkRgX1s7886VlcxfuWZyv4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