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應國民法官法將於明(112)年上路，以及犯罪被害

人保護法（下稱犯保法）修正草案，修復式司法程序也

是被害人權益保障重要的一環，專任人員必須瞭解相關

制度的核心價值與執行規定，才能落實服務的推動執

行，本會也因此安排於9/15-9/16及10/3-10/4分別辦

理第一梯次和第二梯次「111年度專任人員在職教育訓

練課程」，提升專任人員提供服務的專業認知。

在國民法官法課程，二梯次分別由司法院陳思帆法官

及文家倩法官講解「國民法官制度－理論與實務概述課

程」，並就本會在國民法官案件協助被害人訴訟參與提

供說明，以落實並保障被害人權益。

而犯保法修正草案通過後，第四章修復式司法將會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本會邀請在修復式司法領域具專長的

臺中分會主任委員陳怡成律師講解「修復式司法理論與

實務」，並強調其人本精神及善意溝通之核心價值。

本會自110年起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建立單一

服務窗口，為落實及深化制度運行，提供被害人友善的

服務，邀請法律扶助基金會莊華隆律師與張源禾法務與

專任人員就法律扶助單一窗口執行實務進行交流。

另外，在去(110)年花蓮太魯閣列車事故案發生後，

本會更加注重第一線專任人員，在面對重大被害事件後

的壓力及衝擊調適，如何適切有效地提供服務，而也能

照顧到工作者的身心狀況，邀請到台灣臨床心理學會災

難與創傷心理委員會高振傑臨床心理師分享「心理急救

特論」，包含遺體辨識的經驗分享、遺體辨識的建議

方案及事前準備與自我認識等內容。

張斗輝董事長致詞中表示，過去幾年，因幾起重大犯

罪被害案件，犯罪被害人保護議題長期受到各界的關注

及討論，在擔任法務部常務次長期間，負責督導犯保業

務，也親自參與「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法的推動，深

刻體會犯罪被害人保護的觀念已不同以往，社會對本會

也有更高的期待，而這是一個改變的機會，期待大家共

同努力，讓犯保更好，能受到各界的肯定也讓社會看到

大家的努力成果，也對於同仁在第一線為被害人的盡心

努力與付出表示由衷感謝與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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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有著團圓的象徵，而這特別的節慶往往會觸碰馨生人的傷痛回憶，為陪伴及瞭解馨生人的生活需求，法務

部保護司陳佳秀副司長特地安排前往分會關懷訪視馨生人的家庭，分別於9/13、9/19及10/6前往臺中、橋頭及澎

湖，藉由實際拜訪來表達政府的關心，並給予鼓勵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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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9.19《橋頭分會》

法務部保護司陳佳秀副司長關懷馨生人家庭

111.10.06《澎湖分會》

臺灣高等法院國民法官上訴審模擬法庭

本會出席旁聽瞭解被害人出庭過程

臺灣大學社工系教育部標竿計畫舉辦「法務社工

領域實務應用與倫理挑戰」線上課程，邀請本會尤

仁傑組長於10/5視訊分享「重大災難事件：社工實

務應用」主題。

課程內容先介紹本會組織，並說明服務過程的社

工角色與任務，以及服務相關之法規，特別以花蓮

太魯閣列車事故為例，分享工作者現場服務狀況，

並藉此引申服務倫理上的挑戰及執行上會遇到的問

題，提供司法社工人員在服務此類案件的思考。

為因應國民法官法新制，臺灣高等法院舉辦「國民法

官上訴審模擬法庭」第2輪次活動 (第5場桃園 )，於

10/14進行準備程序模擬，本會陳建頴執行長及尤仁傑

組長出席旁聽，瞭解告訴人（被害人）在上訴審出庭過

程所會獲知接收的資訊，是否能夠清楚讓被害人瞭解，

以及在準備程序中，被害人可能的陳述內容，而被害人

如受到影響而有較激烈的情緒反應，法庭會如何因應，

以及陪同人或訴訟參與代理人如何進行協助等，將作為

後續座談意見反映及本會規劃服務措施參考。

陳佳秀副司長偕同柯建帆主任委員訪視因車禍重傷的

馨生人林小姐，案發前林小姐就在華山基金會擔任志

工，案發後因不能從事志工活動感到心灰意冷，但車禍

意外並未澆熄她服務的熱忱，接觸犯保後，更種下日後

要當犯保志工的信念，藉此更讓自己有動力堅持前進。

🚗 9/19 橋頭分會

陳佳秀副司長跨海抵達澎湖，訪視車禍死亡案件之被

害人遺屬，關心近期膝關節置換手術之恢復情形，同時

傾聽訴說著對逝去親人的思念，訪談間也梳理了自我情

緒，並感謝這些年來，分會持續的關心與陪伴，因此而

感到相當溫暖，也減少了許多孤寂感。

🚗 10/6 澎湖分會

臺灣大學「法務社工領域實務應用
與倫理挑戰」線上系列課程2.0

重大災難事件:社工實務應用

11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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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分會現場陪伴保護家屬不受媒體打擾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於9/5接獲報案，梁姓被

害人失聯多日，警方登門查看，發現屋內有一具屍體，

被害人頭顱、雙手、右腳已經不見，只剩下身軀及左

腳，經調查後逮捕為本案兇嫌的死者親大哥。

新北分會獲悉本案消息後，9/6立即前往新北市立殯

儀館陪同家屬進行司法相驗，於陪同的過程傾聽家屬需

求，並進行相關權益告知。

家屬另表示在場媒體眾多，深怕影響自身職場生活及

其他家庭成員，因此分會在場除提供情緒性支持外，也

向家屬表示稍後離場時會盡量協助家屬不受媒體打擾，

家屬十分感謝協會於第一時間的關懷。

本圖擷取自：

屏東分會與保護官共同關懷慰問被害人

屏東火車站附近旅館於9/15發生一起殺人案件，被害

女子被旅館人員發現時已經明顯死亡。

屏東分會於第一時間接獲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

保護官通報，保護官也主動向被害人家屬說明本會服

務，為分會及家屬之間建立起聯繫的橋樑，以便分會提

供即時協助。

分會方建明委員及保護志工也於9/19與保護官一同前

往案家進行關懷，了解案件處理情形及目前生活狀況，

為保障家屬權益，分會後續也將協助家屬提出被害補償

金、刑事訴訟資訊權利平台申請，以及一路相伴法律協

助，讓家屬面對未來司法訴訟不會再感到茫然無助。

本圖擷取自：

2. 即 時 關 懷
IMMEDIATE CARE

111.10.15家屬抵臺後，士林分會全程陪伴被害人家屬
臺北市士林區於10/13晚間驚傳一起殺人案件，就讀

銘傳大學的馬來西亞籍女大學生於租屋處，遭到陳姓男

友勒斃，警方接獲報案後隨即趕往現場，發現被害人已

無生命跡象。

士林分會啟動一路相伴機制，於10/14晚間被害人父

母抵臺後，即安排專人進行陪同關懷，陪伴家屬前往臺

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製作筆

錄與偵訊；次日陪同家屬進行複訊，並與銘傳大學協調

後續協處方向，由士林分會協助家屬進行律師委任及申

請犯罪被害補償金等事宜，由學校協助家屬在臺生活。

因家屬為外籍人士，不諳我國法律及相關文件申辦，

士林分會後續也將協助家屬完成相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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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傷照護中秋節關懷活動每逢佳節倍思親 走出戶外儲存正能量

南投分會即時關懷提供現場權益諮詢

南投縣仁愛鄉德路灣部落28歲林姓男子，9/12晚間

與劉姓犯嫌酒後發生口角爭執，劉姓犯嫌利用工具及徒

手毆打林姓男子，導致林姓男子於9/13送醫宣告不治。

南投分會於9/14晚間接獲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仁愛分局

保護官通報後，即與被害人母親聯絡，因案母對於犯嫌

交保及犯案手法感到不滿，分會即協助撰狀陳報臺灣南

投地方檢察署，並於9/16至南投縣立南投殯儀館陪同相

驗，現場除提供家屬權益資訊外，也發給案母關懷慰問

金及緊急資助金。

彰化分會與彰化地檢署到府關懷家屬

彰化縣鹿港鎮於9/15發生一起車禍致死案件，被害人

於上班途中與對向車發生碰撞，送醫搶救後不治身亡。

被害人是警察界優秀巡佐，在這不幸的車禍事件中離

世，對於社會是一大遺憾，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洪家原

檢察長秉持著柔性司法的關懷，與彰化分會邱暉智常務

委員於9/16前往案家關懷家屬，同時說明相關訴訟權益

資訊保障，以及服務資源等，提醒家屬如有任何需求皆

可隨時彰化分會人員聯繫，以便即時給予協助，減輕被

害人家屬壓力。

111.09.16 111.09.19

橋頭

111.08.26

嘉義

111.08.28

苗栗

111.09.06

新竹

111.09.03

新北

111.09.03

屏東

111.09.01

士林

111.09.07

高雄

111.09.02

3. 服 務 方 案
SERVIC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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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福建金門分會
扶持陪伴．風雨有我攜手同行

4. 專 業 發 展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金門分會由主任委員蔡育仁帶領執行秘書董秀珍、專任人員陳碧玉、

18名常務委員暨委員、4名顧問暨19名保護志工等組成專業服務團隊，

扶持陪伴馨生人面對人生風雨，走出陰霾。

金門是一座擁有豐富文化資產的小島，而在純樸的風俗民情下，刑事

案件量相對較少，然而金門的發展日新月異，尤以金門大學蓬勃發展更

甚，交通事故案件頻傳，每一案件發生皆是雙方的痛處，更造成被害人

及其家屬原本的生活步調被打亂，家屬因此對未來感到徬徨與無助。

分會透過提供法律訴訟補償、急難救助保護及家庭關懷等服務，並秉

持「關懷馨生，讓愛陪伴新生」的精神，陪伴馨生人勇敢的走出傷痛，

重拾希望，開啟新的人生，繼續未來的旅程。

臺東

111.09.01

宜蘭

111.09.07

苗栗分會辦理志工教育訓練

學習國民法官法及犯保法修法

苗栗分會於9/2辦理「志工教育訓練」，為因應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法，及明年度「國民法官

法」即將上路，特別邀請苗栗地方檢察署黃棋安檢

察官和總會尤仁傑組長分別為志工團隊講解「犯保

協會在國民法官法下的任務」及「犯罪被害人保護

法修法重點」。

本次課程中，志工積極與講師交流更提出討論，

關於犯保法修法後，重傷認定的服務擴大問題及有

關國民參與審判之後，對於被害人的發聲，以及對

被告量刑上的影響，期於未來提供更專業的服務。

111.09.02

111.10.01《舞出馨生 舞出愛活動》

111.09.05《中秋關懷活動》

高雄分會舉辦第7屆第1次委員會暨

專業團隊座談會

111.09.22

高雄分會於9/22舉辦「第7屆第1次委員會暨專業團

隊座談會」，由陳保合主委主持，另邀請到高雄地方

檢察署洪信旭檢察長等人共同出席，並同時頒贈委

員、專業團隊聘書、捐款感謝獎牌及獎狀。

陳主委致詞提到，現今犯保業務越來越多元，相對

責任亦日益加重，在有限的人力下，委員會將會全力

推動團隊人力擴展，減輕人員不足的壓力，維護同仁

身心健康。

同時陳主委也捐贈新台幣10萬元，展現對分會工作

的肯定，拋磚引玉，帶動善心人士一同出錢出力。

彰化

111.09.06



「爸爸，不要走…不要走…」小兒子在睡夢不停地

喃喃著，一旁的阿龍則輕輕拍著他的肩膀安撫，強忍

著眼眶中即將潰堤的淚水，他知道自己必須要堅強。

家庭分離後的再次相見

阿龍是位純樸的莊稼漢，與太太育有兩名雙胞胎兒

子，但因為常年埋頭操勞於農務，讓原本就沉默寡言

的阿龍，又更加拙於言詞表達，在長期疏於家庭的經

營與溝通，最終換來了一紙離婚協議書，同時讓出了

孩子的監護權。

阿龍原以為自己的人生將會孤獨終老，卻突然接獲

前妻因車禍驟然離世的噩耗。

懷著忐忑的心情接回兩個孩子後，孩子對於爸爸的

陌生及不信任，導致父子三人的關係陷入膠著與緊

繃，也讓不知所措又缺乏家庭系統支持的阿龍著實感

到苦惱。

在言語表達之外的濃厚父愛

在得知阿龍的情況後，分會立即委請心理師到府進

行訪視與了解，透過適當的處遇方式，重新繫起父子

間的情感，逐步建立溝通的渠道，讓孩子漸漸了解父

母親的離異，並不代表父親不愛或是不重視他們，而

是礙於傳統男性不擅於表達愛。

同時也讓阿龍重新省思「父親」這個身分，並非僅

受限於傳統的嚴父形象，即便是平凡無奇的日常問

候，也可能深深地溫暖孩子內心孤單的小宇宙，也因

為心境與觀念的轉變，讓父子間的情感悄悄地起了微

妙的變化。

充滿父愛與韌性的小小家庭

「陳秘書，接下來兩場的團體輔導課程我們就不參

加了…」阿龍搔著頭露出了不好意思的表情，在我的

追問下，他才怯怯地說出了內心的顧慮。

「協會辦的活動跟餐點都很好，但是我平常沒辦法

給孩子吃這麼好，我怕他們回家後會吵、會比較…」

這番話讓我開始反思，對大部分的馨生家庭而言，豐

富且完善的活動，可以讓他們安心地偕同孩子參與，

增進親子間的互動並重新燃起親情的熱度；但是我們

不經意的「體貼」，或許也會造成部分家庭無形的壓

力，就如同在阿龍心中正展開著一場煎熬的拉鋸戰。

站在為人父母的立場，阿龍何嘗不想提供孩子們豐

沛無虞的物質生活，但是受限於傳統務農人家的經濟

優劣皆仰賴天公是否作美，讓他的心願僅能屈就三餐

得以溫飽即可；相較於一般家庭，周末能夠親子出遊

或是上餐館享用美味佳餚，對於囊中羞澀的阿龍而

言，這樣的生活更是不敢奢望。

阿龍的這番言語，讓我感受到他對自身條件的自

卑，使他害怕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的親子關係，如果

因為外在的因素而受影響，可能會讓他再次失去孩子

的信任，導致孩子心生恐懼與不安。

分會尊重阿龍的選擇與考量，但是對於孩子的心理

諮商及就學等資助仍不間斷地提供適切的協助，持續

地用符合我們角色的方式，默默地守護這個充滿父愛

與韌性的小小家庭。

烈日下揮灑汗水的堅實臂膀

即便阿龍肩膀上的擔子依舊沉重，但他仍然不屈不

撓地在烈日中揮灑著汗水，用他粗糙厚實的雙手，努

力地撐起他與孩子的避風港；就猶如隨風搖擺的滿溢

稻穗，雖然樸實無華，卻讓人能感受到飽足與安穩。

分會再次邀請阿龍一家參加今年的春節關懷活動

時，阿龍一如往常的安靜，但已經能夠跟我們緩緩述

說和孩子們相處的日常點滴，看著阿龍眼中閃爍著滿

滿的慈愛光芒，也讓我們感受到他們的父子之情已經

濃的無法離開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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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馨 言 馨 語
M O O D T A L K

111.01.15《馨生人春節關懷活動》

文 / 犯保嘉義分會 秘書陳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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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推 廣 宣 導

檔
案
下
載
▶

與你同馨與你同行
犯罪被害人(馨生人)在經歷人生苦痛與困境的過程
需要你我的支持
犯保協會邀請您一路相伴與馨生人同心同行

宣
導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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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被害人保護週宣導
增進民眾了解被害人權益及服務

教育電台總會

蘇銘翔
本會尤仁傑組長
2022年10月12日
46分34秒

主 持 人
受訪人員
首播日期
節目長度

超級公民GO 訪談犯罪被害人的保護

本會尤仁傑組長受邀至教育廣播電臺「超級公民

GO」直播節目進行分享，主要談到犯罪被害人保護

服務的內容，以及協會是如何的來陪伴協助被害人，

特別對於學生來說，也藉在犯罪被害人保護週期間，

呼籲學生如何預防發生犯罪被害事件。

https://reurl.cc/0X7gW9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1/folders/1V5dt9i7IYmkRgX1s7886VlcxfuWZyv4E
https://reurl.cc/pMOn0e
https://reurl.cc/pM7D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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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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次次數

1,8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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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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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觀護人、書記官、觀護人，以至法警、錄事、司機等。

協力
人力

1,878人次人次數

保護
業務

111年7-8月份協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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