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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焦 點 報 導
H O T R E P O R T

本會於11/17~21在新竹遠東巨城購物中心主辦

「馨生公益市集」，邀請各分會馨生人設置攤位，

聯合展售，法務部蔡清祥部長及本會張斗輝董事長

也在11/18記者會蒞臨，給馨生朋友鼓勵與支持。

新竹分會為配合推動本會「安薪專案」，自103

年起結合新竹巨城購物中心，舉辦馨生公益市集，

提供場地讓馨生人商品可以在百貨公司中進行展

售，108年起更擴大提供各分會馨生人共同參與，

使更多的馨生人故事被看見，發揮更大的效益。

蔡清祥部長表示過去2年的疫情期間，法務部持

續與犯保協會密切關注被害人的生活需求與經濟狀

況，啟動緊急紓困振興方案，即時協助度過難關。

如今疫情逐漸趨緩，期待藉由巨城購物中心的人

潮，讓馨生人的努力能夠被更多人看見。

本會董事長張斗輝也表示，感謝新竹巨城購物中

心及羅總經理的長年支持，還有在地企業的贊助支

持，是「公私協力」結合企業資源的典範，讓保護

工作更加完善。

每年的馨生公益市集不僅有美味的食品、精緻的

飾品，以及各攤充滿故事的馨生商品，更是將本會

輔導馨生人生活重建、習得一技之長的成果在市集

中展現，並藉助百貨公司的人潮，讓馨生人得到更

多社會的支持與了解，

透過民眾的參與及網路

的力量推廣，讓社會大

眾更加認識犯保協會。

犯保協會舉辦 2022年馨生公益市集

111.11.18

曾在生命低谷

因著生命韌性．以及努力不懈．所展現出來的動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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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因應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被害人律師培訓
協助犯保律師對於國民法官案件訴訟認識及代理實務

國民法官法將在112年1月1日上路，由於這是一

個新的制度，本會爰於11/23舉辦「因應國民參與

審判案件之被害人律師培訓」，實體及線上課程共

有84位律師及54位工作人員參加。

培訓課程邀請法官、檢察官、律師及心理師來擔

任課程講師，包含司法院刑事廳陳思帆法官講授

「被害人律師在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角色職責」、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高振傑臨床心理師講授

「創傷知情在被害人律師代理過程中的運用」、臺

灣高等檢察署王亞樵檢察官講授「被害人律師在準

備程序、調查證據及科刑範圍陳述意見實務」，以

及長期協助被害人的林帥孝律師分享「被害人律師

擔任訴訟參與代理人實務經驗」，幫助律師從不同

的專業角度來了解如何在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中來協

助被害人。

本會張斗輝董事長致詞表示，雖然在目前刑事訴

訟的三角關係中，被害人不具當事人地位，但是依

據刑事訴訟法聲請被害人訴訟參與，被害人及其代

理人也可以在「準備程序」、「證據調查」及「科

刑範圍」陳述意見，希望律師能透過法律賦予被害

人的權益，積極來為被害人來發聲，讓被害人感受

被支持、被保護，也讓被害人的心裡知道，他正在

為逝去的家人在正義的路途上盡最後一份力，這是

擔任犯保律師所彰顯的一路相伴精神。

111.11.23

本會於12/1-2以實體及線上課程舉辦「犯罪被害人保護

志工特殊教育訓練」，計有100名新進儲備志工參加，課

程主要為協助志工瞭解被害人保護服務的基本內涵，為日

後的服務奠定基礎。

本次訓練安排有總會組長、社工師、心理師及律師分別

講授犯保法及犯保業務簡介、保護志工角色與功能、同理

心訓練、電話輔導理論與實務(初階)、助人技巧、訪視理

論與實務(初階含會談技巧)、輔導紀錄撰寫及民刑訴訟法

概要等內容，課程結束後，志工仍需完成25小時的實習課

程並通過考核，才能正式成為保護志工。

舉辦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特殊教育訓練
培訓新進志工對於犯保業務認識及服務專業知能

11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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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 時 關 懷
IMMEDIATE CARE

111.11.16

宜蘭分會即時關懷傾聽家屬心聲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地下道於11/14發生一起酒

駕飆車事故，兩車於地下道內競速狂飆，以致追撞前

車，造成前車王姓駕駛無辜傷重死亡。

宜蘭分會得知王姓被害人居住於宜蘭縣後，立即與

其家屬聯絡，並於11/16由分會張謙一主任委員偕同

專任人員至被害人家中進行關懷慰問。

被害人母親因突發變故哀痛不已，為了處理此事必

須往返臺北宜蘭兩地，更感身心俱疲，也提及被害人

為單親父親尚育有一名年幼子女，對於如何面對未來

深感徬徨無助。

分會傾聽關懷其心聲並撫慰受創之心靈，並仔細向

被害人母親解說分會服務、權益事項及案件訴訟程序

等，針對家屬的需求將提供法律、經濟、心理服務等

協助，望能減輕家屬的負擔，同時也保障相關權益。

3.服務方案
SERVICEPLAN

家庭支持團體活動 療癒手作橋頭分會

橋頭分會11/19於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舉辦「綠

意盎然馨球苔」植栽活動，期盼馨生人能夠在後疫

情時代，因體驗手作的療癒，減輕生活的壓力。

本次活動也結合聖誕節慶的氣氛，植物選擇為墨

西哥鐵樹(又稱幸運草)，花語代表著「希望、信

心、愛情與幸運」，每一片葉子都代表著分會對於

每一位馨生人的祝福與心意；活動中大家各自帶著

不同的故事，沈浸在植物及療癒中，而每個人的互

動及眼神，在分會眼中都充滿了愛意及感謝，同時

也期許馨生人能在分會陪伴下，重新適應新生活，

找回安適自在的空間。

謝謝您願意為馨生人付出南投分會

南投一品堂中醫診所草屯分院於11/20舉辦開幕

儀式，並捐款新臺幣13萬2,000元整，贊助南投分

會購置40份春節年菜禮盒，作為112年度春節關懷

弱勢馨生人之用，分會主任委員吳明賢出席受贈儀

式並頒發感謝狀，表達誠摯謝意與敬意。

💡一品堂中醫診所於南投縣草屯鎮開設第14間

分院，院長蔡全德醫師也是南投分會顧問，常年

捐款贊助會務，行善不落人後，更大力舉薦草屯

分院院長林毅盛醫師一同加入顧問行列，廣納社

會賢達襄助分會推動被害人保護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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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 業 發 展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基隆分會由主任委員吳文喜、執行秘書陳德晶帶領專任秘書張智

崴、陳于筑、19位委員、9位顧問、18位保護志工、8名律師、5位諮

商心理師共同組成專業服務團隊，持續秉持專業及無私奉獻的服務精

神，與地檢署、警政、社政、衛政等網絡單位，建立良好通報及轉介

機制，落實即時關懷服務，保障被害人權益。

分會除了結合在地宮廟慶安宮辦理「馨希望-育苗助學」計畫，透過

獎助學金勉勵馨生學子努力向上、敦品勵學外，111年更與財團法人

海鷗春陽文教基金會共同辦理「攜手相伴 展望未來」弱勢家庭學童助

學服務計畫，透過家教方式，讓有志學習之弱勢學童有學習機會。

此外，基隆分會多年來將「太鼓」音樂藝術融入犯罪被害保護，成

立「馨鼓樂團」，並在課程中藉由老師、志工及學員之間的陪伴度過

低潮與傷痛，亦能凝聚馨生人的力量，共同成長及陪伴，建立新的支

持系統，促使馨生人找回正向及自信的能力，重獲希望。

花蓮分會轉介張榮發基金會
跨域合作業務拜訪結合在地社會服務

111.11.08

士林分會召開保護官聯繫會議
落實即時通報、即時關懷被害人

111.11.11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
以專業及無私奉獻的服務精神共創美好「馨」生

花蓮分會許華寧主任於11/8前往財團法人張榮

發慈善基金會東部辦事處，親送轉介案件，基金

會社工接收到個案轉介需要時，表示會盡快聯

繫，並於談話中得知個案因車禍導致行動不便

後，積極與分會討論，並以分會提供的資訊為

主，讓整個訪視評估的過程更精簡。

跨域專業要共案合作，是需有長期的配合及默

契，分會長期結合組織內外資源，提供弱勢被害

家庭專業協助，並發展在地化之社會服務，讓個

案能夠獲得最適當的幫助及服務。

士林分會於11/11假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辦理

「與警察機關協助犯罪被害人之聯繫會議」，邀

請轄區內各分局之犯罪被害保護官參與。

會議中也邀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繆卓然檢察

長蒞臨指導，繆檢察長特地針對轄區內近期發生

之馬來西亞女大生遭勒斃及求職民眾遭囚禁致死

等案，提及有保護官的協助通報，讓分會能於第

一時間與被害家屬接觸，並陪同至殯儀館相驗，

提供即時的慰問關懷、一路相伴法律協助等服

務，讓被害家屬能感受到柔性的司法關懷。

111.10.28《馨鼓樂團演出》

11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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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分會為推動修復式司法

政策，於11/18安排志工參加

由金門地方檢察署辦理之「修

復式司法教育訓練」課程。

課程中邀請吳紹貴律師來授

課，吳律師長期在臺中地區推

動修復式司法，是實務上的專

家，提供實例的分享及精闢的

解說，讓參訓人員均感獲益良

多，對修復式司法業務的推動

也助益良多。

透過本次教育訓練，讓參訓

人員學習到「在對話平台中，

維持中立角色的重要性」及對

修復式司法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與認識。

111.11.18 111.11.19 111.11.30

金門分會｜澎湖分會｜彰化分會
各地舉辦志工教育訓練提升保護志工專業能力

澎湖分會於11/19辦理「保

護志工業務研討會」，由黃筱

筑主任將服務面向較完備的案

件以個案研討方式進行。

過程中與保護志工進行討論

及經驗分享，除加強溝通聯

繫，使保護志工了解在我們身

邊發生的被害案件，是如何進

到犯保及實際服務的情形，能

共同學習成長，並可宣導業

務，強化在地特色。

主任委員蔡惠如於會議中肯

定保護志工一年來的付出，尤

其保護志工無給職，卻願意犧

牲個人時間，投入犯罪被害保

護工作，值得肯定及支持。

彰化分會於11/30辦理「犯

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正重點及因

應服務內容」訓練課程，並邀

請總會業務企劃兼綜合推廣組

尤仁傑組長來授課。

課程內容向志工說明修法前

後的差異，課程內容理論與實

務兼具，並同時告知保護志工

可以努力的方向與應做的準

備；志工們更於課堂中踴躍的

分享，激盪出不同火花。

期望志工了解犯保未來的趨

勢與變革後，能落實即時關

懷，並深化服務內容，將所學

實際運用，讓遭受困境的馨生

家庭權益獲得保障。

橋頭分會辦理第3屆第2次委員會議暨感恩餐會

111.11.18

橋頭分會於11/18舉辦「第三屆第二次委員

會議」，由主任委員柯建帆主持，針對111年

度整體會務及明年度活動規劃報告，委員們就

自身經歷提出建議，使在業務及行政資源上有

更多發展性及支持。

會議中也邀請到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長

鍾和憲，鍾檢察長不僅分享與柯主委一同拜訪

被害人的經歷，聽到家屬感謝分會的長期協

助，內心很是感動也給予高度肯定，並期待地

檢署能與分會共同為被害人爭取應有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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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南分會實習的

八週，接近兩個月的時間有如白駒過隙，一眨眼便

過去了，但實習所學卻非過眼雲煙，而是脫胎換骨

般使我成長。

暑假期間的小小幸運

遙記當初是如何一修再修撰寫的實習計畫書，只

希望能獲得分會的青睞，錄取成為實習生。面試當

日的情景與考題依然歷歷在目，更難以忘懷在某個

下午接獲督導的通知，自己是面試中的第一名，正

式成為分會的實習生。

十分幸運地能由分會負責不同專案的主責人員，

各自帶領一週的實習內容，這些過程不僅使我學習

法律訴訟的程序與權益，更使我懂得自我關注並了

解社會中的心理諮商資源。

「一路相伴」專案，讓我了解分會在法律協助方

面，包含協助申請服務律師代寫訴狀、為被害人家

屬出庭代理等；「溫馨專案」，讓我了解分會在心

理諮商輔導的服務，藉由主責人員的轉介與評估，

再由團隊裡的心理師、社工師等專業人士，進行諮

商治療與個別輔導兩個項目。

從「實習生」成為「一份子」

跟隨督導完成每週任務的過程中，分會舉辦了兩

次為保護志工所擬定的專業研習，課程內容包含家

系圖的運用、會談技巧與同理心訓練、檢察官在被

害案件中的角色與訴訟程序，還有正念紓壓。

能夠跟年紀稍長的志工大哥大姐們相處是一件極

具趣味的事情，他們對於實習生的好奇和大方歡迎

之舉，總是令人感到十分窩心。經過志工會議與訓

練的相處，最後一週舉辦研習時，我已逐漸與他們

熟捻，能稍微記住大哥大姐們的名字和個性，看見

他們來上課我都很開心，會快樂大聲的和他們打招

呼，也會在休息時間小小的閒話家常。他們有各自

的所長與社會經歷，也有完全不同的談話風格和大

而化之的個性，唯一相同的便是為了分會與被害案

家服務的熱忱，這是我永遠敬佩的。

甜美收穫背後的付出

研習當天的愉快與順利並非理所當然，從督導的

身上我學習到該如何將一個研習及活動從無到有的

細節與安排，做好前置作業的重要性無須明說！在

計畫書的撰寫上，我學習到正式格式的重要性，清

楚闡明該計畫是由於哪項經費與方案執行、執行的

內容與項目、服務對象與計畫的參與人員、舉辦地

點與時間、需準備的用品等。

我也從督導身上學習到行政系統與執行業務密不

可分的關係，要如何有邏輯且有效率的去完成事務

工作與表格登錄，是十分仰賴作業流程的細心與安

排。

詳盡的計畫書給予了活動完整性的框架，也使得

參與人員可以在分工合作上對即將舉辦的活動保有

一定的資訊同步，並各司其職完成目標；活動海報

的設計與宣傳扣合著巧思，活動中也可能會迸發出

意想不到的驚喜與意外，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最甜美

的收穫。

美好便是最棒的感動

記得舉辦暑期親子關懷活動「一日烘焙師DIY雪Q

餅」時，我與每位馨生家庭的互動，有感情良好互

道感謝的父子、有媽媽指揮坐陣由小孩負責奮力一

搏的母子三人、有低調專注烘焙的母女，也有在車

禍後勇敢展現生命力量的重傷馨生人一家三口。

「其他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今天所有的一切都很

美好。」這是來自馨生家庭送給我最棒的感動，謝

謝他們願意給自己一個機會、願意給被害人保護協

會一個機會；面對生命中的重大失去、他們都比我

要勇敢太多。

5. 馨 言 馨 語
M O O D T A L K

文 /犯保臺南分會 實習生林芸琳



111/11/30起「微型電動二輪車」
需領牌照、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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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推 廣 宣 導

🔊 於11/30起新規定，汽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投保義務人

於保險期間屆滿逾六個月，仍未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規定再行投保者，公路皆理機關將註銷其牌照。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翰林出版公民與社會科課本
納入介紹犯保

犯保提醒您 防詐騙宣導

近期有不明人士假冒「犯保協會」人員，表示要

提供服務或致贈物品，而向被害人或家屬「索取個

人資料」，請勿聽信、請勿聽從，以免權益受損。

詐騙手法層出不窮，如有民眾、被害人或家屬接

到不明電話，請致電犯保分會確認。

📞各地分會聯絡資訊查詢

YouTube

翰林出版公司為編印「111下高中公民與社會乙版

第二冊」教科書內容，其中「被害人權利」篇章納入

被害人訴訟參與、修復式司法、避免被害人二次傷害

及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的說明，並簡述本會組織，讓學

生更加了解犯罪被害人的權益及資源管道。

摘錄自翰林出版高中公民與社會乙版第106頁

https://reurl.cc/4Xjm4V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VQYcuQw8UE&t=49s
https://reurl.cc/jRm8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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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統 計 資 料
S T A T I S T I C S

112 年 1 月 6 日 (星期五) 上午 11 時
就在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路及龍富路 路口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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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9-10月份協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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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3次次數

1,6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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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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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人次人次數

保護
業務

http://www.avs.org.tw/home_cht.aspx
http://www.avs.org.tw/other_donate.aspx?t=online
https://www.instagram.com/avs_0800005850/
https://www.facebook.com/avs0850/posts/34072457593196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