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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部長蔡清祥、督導參事林嚞慧、保護司副

司長陳佳秀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長繆卓然參

加士林分會2/5在大直典華婚宴會館舉辦的「玉兔

迎春馨年好」春節關懷餐會，到場關懷馨生家庭，

獻上最特別的元宵祝福，士林分會在疫情解封之際

，特別邀請46戶（約130位）被害家屬齊聚一堂，

希望透過餐會活動，讓一度生命重挫的被害家屬有

機會分享彼此經驗、共同扶持、一起加油打氣、再

度走向陽光的新人生。

蔡清祥部長於致詞中表示，今天到場的馨生人朋

友想必都曾經有過悲慟難忍的經歷，也很高興各位

願意走出來參與協會為大家所辦理的關懷活動。此

外，也特別感謝過去一年來投注在這個工作的夥伴

們，特別是長期陪伴被害人的分會委員、顧問以及

志工朋友，你們的付出與努力是被害人在幽暗深谷

時的一道光線，引領他們走出傷痛、獲得新生，最

後，也特別強調《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已於

1/7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法務部會盡快完成相關配

套措施及法規命令之修正，相信未來被害人所能獲

得的各項服務及權益保障，絕對會再提升、更上一

層樓。

活動在「馨鼓樂團」的擊鼓聲中揭開餐會序幕，

他們用精采燦爛且鏗鏘有力的人生歷練鼓舞所有在

場的貴賓，並獲得全場一致讚賞。

也因餐會適逢於寒假期間，同時邀請到22位馨

生子女到場，分會主任委員林志銜提供紅包鼓勵馨

生子女求學及生活順順利利。

活動中有7位行動不方便之重傷馨生人到場，其

中一名車禍被害人小龍，在分會與家人的照顧下，

已從乘坐電動輪椅恢復到能持拐杖步行；另一名雙

眼失明的車禍被害人小美，也在分會陪伴下走出陰

霾，蔡部長特地逐一至桌邊致贈紅包關懷，並高度

讚揚其勇敢踏出家門、努力不懈的精神，並勉勵小

龍持續復健及祝福他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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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跨部會權責及建構服務網絡納入地方政府協力角色

犯保法修法重點介紹(2)－明訂各部會權責

衛生福利1.
福利服務、社會救
助、醫療、復健、
重傷犯罪被害人之
長期照顧等相關權
益之規劃、推動及
監督事項。

警政2.
人身安全保護、提
供關懷協助相關資
訊、告知警政偵辦
重要進度、刑事
偵、審程序及權益
等事項。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18條第2項至第4項

• 保護機構及分會辦理本法所定業務，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予必要之協助。

• 主管機關、保護機構得視需要與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召開業務聯繫會議，協調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相關事宜。

• 分會應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相關機關（構）或

單位，定期召開業務聯繫會議，共同推動犯罪被害人權

益保障業務。

勞動3.
就業服務與職業訓
練、勞動權益等相
關權益之規劃、推
動及監督事項。

教育4.
就學權益、專業服
務人才之培育等相
關權益之規劃、推
動及監督事項。

移民5.
就臺灣地區無戶籍
國民、外國人、無
國籍人民、大陸地
區人民、香港或澳
門居民因係犯罪被
害人，致逾期停
留、居留者，協助
其在臺居留或定居
權益維護，配合協
助辦理後續送返事
宜。

交通6.
我國國民、外國人
或無國籍人民於我
國領域內觀光旅
遊，因犯罪行為被
害之緊急處理及其
他必要協助事項。

外交7.
犯罪被害人涉外事
務之必要協助事
項。

大陸事務8.
犯罪被害人涉及大
陸地區、香港或澳
門之必要協助事
項。

農業9.
我國籍漁船經營者
境外僱用非我國籍
船員之犯罪被害人
勞動權益及其他必
要協助事項。

文化10.
出版品違反本法規
定之處理等相關事
項。

通訊11.
廣播、電視及其他
由該機關依法管理
之媒體違反本法規
定之處理事項。

112.02.08

112年度外部督導座談會

112.01.31

本會於1/31召開「第9屆第1次臨時董事會議」，主要通過本

會申請公益勸募活動至111年4月30日所募得款項至去年底使用

成果，依公益勸募條例規定經董事會通過再提報衛生福利部備

查，以及4項追認案，張斗輝董事長致詞中也表示，犯保法已經

在1/7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國民法官法也在1/1上路，本會也因

應舉辦前瞻研習會，以及建立國民法官案件聯繫平台，以凝聚

共識，建立緊密的橫向聯繫及合作關係，完善司法保護工作。

第9屆第1次臨時董事會議

焦點報導 即時關懷 服務方案 專業發展 馨言馨語 推廣宣傳

本會於2/8以視訊方式舉辦「112年度外部督導座談會」，本

會自109年8月實施「外部督導支持及培力計畫(ESEP)」，共有

35名外部專家學者納入本會外部督導資料庫名單，其中24名受

聘擔任分會外部督導，透過本次座談會，本會向新進督導介紹

外督計畫，並就外部督導平時提出之意見彙整及說明，並說明

近期業務重點，包含犯保法修正、案件不漏接、國民法官制度

等，並就各分會督導關心的人力及經費不足，說明目前請增案

的規劃進度及預計期程，督導也提供意見及回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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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檢署召開「因應犯保法三讀通
過之業務配合及協力聯繫會議」

臺灣高等檢察署於2/16召開「因應犯保法三讀通過

之業務配合及協力聯繫會議」，邀請法務部檢察司、

保護司及本會研商，會中就犯保法修正後，配套措施

之協力、預計期程進行討論，主席並指示有關規劃事

項如涉及犯保業務，須請犯保先行彙整意見並邀請與

會；本會於會議中也提出8項提案，包含地檢署轉介

機制、偵查陪同在場問題、地方政府聯繫會議、個資

查調表單、傳票標示、重傷轉介、保護命令及修復式

司法等意見。

112.02.16

高檢署召開因應犯保法修正有關
補償審議規定相關措施聯繫會議

112.02.20

焦點報導 即時關懷 服務方案 專業發展 馨言馨語 推廣宣傳

因應犯保法修法各章施行之子規定研商修訂

法務部召開「因應犯保法配套措
施跨部會討論會議(第一次) 」

112.02.23

臺灣高等檢察署於2/20召開「因應犯保法新修正有

關犯罪被害補償審議規定之相關措施聯繫會議」，邀

請法務部檢察司、保護司列席指導，各地檢署及本會

出席，討論有關犯罪被害補償金新舊法適用原則，以

及重傷及性侵害補償金給付級距及相關原則。

本會也蒐集各地分會實務服務經驗，提出包含申請

時效、申請人、補償金種類及金額、重傷資格、駁回

或減除事由、補償金請領及返還補償金等問題，提供

制定相關說明參考。

法務部於2/23召開「因應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配

套措施跨部會討論會議」第一次會議，邀請司法院、

行政院、外交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勞動部、文

化部、內政部、警政署、移民署、觀光局、農委會、

陸委會、通傳會、金管會、臺灣高等檢察署、法務部

矯正署及本會出席，會中討論各部會配套措施一覽表

及期程規劃之研商，另就第三章「犯罪被害人保護命

令」相關配套措施及作業程序進行研商，本會盤點相

關子規定之增訂及修正共計有30項。

臺灣高等檢察署於3/16召開「犯罪被害補償金新舊

法處理原則相關問題討論會議」，邀請法務部檢察

司、保護司、法制司及法律事務司列席指導，臺北、

新北及士林地檢署及本會出席，討論有關新法施行

後，得請領強制險案件不適用、已作成補償決定不服

審議結果、已提出申請但尚未作成補償決定、遺屬補

償金之申請人意見不同、多次性侵害被害申請補償、

返還補償金、覆議時應適用新舊法、目前撰擬之新舊

法適用說明書等內容進行討論。

112.03.16

高檢署召開「犯罪被害補償金新
舊法處理原則相關問題討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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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法已於112年1月1日上路，截至2月底，

各分會列管案件共計46件，已起訴繫屬法院計有臺

中及新竹共3件。

本會考量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具有「媒體關注度

較高」、「訴訟難度較高」及「保障需求較高」等特

性，建構分會與犯保律師、分會與公訴檢察官，以及

犯保律師與公訴檢察官的團隊工作協力關係，讓被害

人有一路相伴的「貼心」服務，並且從犯保與檢察機

關的資訊聯繫，能獲得訴訟資訊而能「安心」，也透

過工作人員和保護志工的專業培訓，提供「用心」的

服務。

本會就上述被害人可能面臨壓力負荷以及權益保障

需求，規劃相驗、偵查、庭前、審理及庭後五階段，

共39項保護服務措施，例如相驗階段的即時關懷、

權益告知、媒體受訪保護；偵查階段的資訊獲知、律

師代理、陪同出庭、安全保護、調查財產；庭前階段

的訴訟參與、陪同量刑證據調查、庭前準備會談、聲

請法庭協助措施、心理支持輔導、律師與檢察官聯

繫；審理階段的開庭準備、交通、住宿及膳食服務、

托顧安親、陪同出庭、促請法院注意作為；庭後階段

的媒體受訪或與相對人照面保護、庭後支持會談、追

蹤關懷及協助聲請檢察官上訴。

馨希望電子報第27期

112.02.14 112.02.24

焦點報導 即時關懷 服務方案 專業發展 馨言馨語 推廣宣傳

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犯保規劃5階段保護服務措施

法務部召會研商修復式司法方案
矯正機關與地檢署間合作模式

法務部於2/14召開「修復式司法方案『矯正機關

與地檢署』間合作模式研商會議」，邀請臺灣高等檢

察署、矯正署、保護司社區矯治科、保護司更生保護

科及本會出席，就地檢署及本會所屬分會接獲受刑人

以信件或透過機關轉介表達申請修復意願之處理方

式，本會也因應犯保法修復式司法的施行，已完成

「修復式司法業務實施要點(草案)」的研擬，對於協

助被害人提出聲請、確認被害人有無意願，以及陪同

進行修復等進行規範，以避免被害人受到二次傷害。

新竹首件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
進行被害人服務措施說明

本會針對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起訴首件適用行國民

參與審判案件，於2/24在新竹地檢署召開「國民法

官審判案件之服務配套措施研商說明會議」，邀集新

竹分會，以及相鄰之桃園及苗栗分會人員共同討論，

包含訴訟參與的聲請、律師代理應行注意事項、律師

酬金的適用範圍、被害人家屬的需求了解與安排，檢

察官蒐集量刑證據之陪同、律師與檢察官之聯繫溝通

方式、陪同出庭人員應行注意事項及如何確保被害人

家屬在過程中能夠得到充足的照料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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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自：《Ettoday新聞雲》

焦點報導 即時關懷 服務方案 專業發展 馨言馨語 推廣宣傳

走出戶外儲存正能量基隆分會 謝謝您願意為馨生人付出臺東分會

臺東分會於2/15於潮渡假酒店辦理「同馨同行．

初春祝福餐會」，邀請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長

戴文亮、主任檢察官陳筱茜、廖榮寬及立法委員劉

櫂豪等嘉賓熱情出席。

致詞中，各界互相勉勵，並一致表示對於強化被

害人保護服務的認同，期許彼此結合網絡資源以發

揮整體效能，使被害人能獲得更全面性的服務。

餐會於主任委員朱建銘的主持下進行各項流程，

其中安排頒發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績優金牌獎，並

公開感謝長期協助會務的志工鄭月香，另有感謝狀

致謝兩屆志工隊長陳鴻永及長年義務擔任法律專案

審查的律師王丕衍及熱情凝聚委員志工的五六屆主

任委員粘昭焰，表達分會謝忱。

基隆分會於2/4舉辦「鴻兔大展賀馨春」春節戶

外關懷活動，邀請18戶馨生人家庭參加，主任委員

吳文喜與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長余麗貞、主任

檢察官周欣蓓、書記官長陳德晶(兼分會執行秘

書)，也一同至新竹綠世界生態農場團聚走春。

新竹綠世界生態農場設有多樣的生物探索區，讓

馨生人對於自然生態有更深層的認識，藉此凝聚情

感並獲得放鬆療癒之效果；下午則至北埔老街感受

客家風情。

檢察長於活動中與馨生人交流同歡，現場氣氛倍

感溫馨；主任委員吳文喜更表示，希望透過本次關

懷活動能更增進馨生家庭間的連結，相互勉勵及慰

藉，得到情感交流，使之獲得扶持、共擔的能力。

臺中在111/10/20發生黃姓業務員持刀闖入施男住處，將其猛

砍13刀致死案件，於1/5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殺人等

罪起訴，成為全國首件國民法官法案件，並於2/24在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進行準備程序，由庭長唐中興擔任審判長及受命法官，之

後會再依法定程序選任國民法官審理本案。

本案於案發後，本會臺中分會即提供家屬協助，同時由分會安

排許富雄律師擔任偵查程序告訴代理人，案件起訴後，增加廖怡

婷律師加入團隊，也與家屬詳盡說明相關程序並進行多次討論。

臺中分會陳怡成主委也為此案於1/19召開「臺中分會國民法官審

判案件之犯罪被害影響陳述」會議，與檢察官及律師共同研討國

民法官案件訴訟上應行注意事項，落實被害家屬權益之保障。

擷取自：《yahoo新聞》

高雄城中城大火一案造成46人死亡43人受傷慘劇，主嫌黃格格

於案發當晚與郭男發生爭執後，藉酒意點火滋事，經臺灣高雄地

方法院一審判處無期徒刑，目前案件在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進

行二審審理。

本案於110/10/14發生，至今已逾一年半，高雄分會仍持續追

蹤被害家屬生活近況，適時提供協助；此外，因被害人數眾多，

高雄分會於案發後，隨即成立「即時關懷小組」，前往殯儀館提

供即時關懷與諮詢，後續安排分會律師擔任家屬刑事一審及二審

告訴代理，期間也召開被害人家屬法律說明會，讓家屬掌握訴訟

進度，保障家屬在訴訟上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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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分會與新竹地檢署辦理
警察執行犯保業務聯繫會議

112.02.06

為因應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臺中分會及士林分

會分別於3/6及3/10辦理「保護志工教育訓練課

程」，安排總會尤仁傑組長講述「犯罪被害人權益保

障法重點介紹」以及保護志工因應的服務作為。

課程中，尤組長說明犯保法修法的源起，以及本次

修法的核心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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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說明「保護」與「權益保障」之概念區別，接

續逐條條文說明並透過案例強化理解，讓保護志工對

於修法後的犯保法有更深刻的認識。

臺中分會於同日另安排「犯保資源整合」內容之課

程，讓志工了解現有的各項服務內容，以及在與馨生

人訪視接觸時，除了使其感受到溫馨陪伴外，更能了

解馨生人之需求，並提供更專業之服務。

士林分會則另邀請到張老師基金會執行長涂喜敏，

與志工分享「服務界限」，在提供服務時如何自我保

護、在同理個案的悲傷時，如何調節自身情緒。

新竹分會與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於2/6共同舉辦

「與警察機關執行犯罪被害保護業務第一次聯繫會

議」，透過聯繫會議作為業務溝通及交流平台。

檢察長張介欽於致詞中強調，犯罪被害人保護制

度自88年已開始施行，各項對於被害人保護的重點

政策，也逐年呼應被害人的需要推陳出新，除了由

犯保提供專業的服務外，也需要有警察機關、社福

機構的協助，讓被害人可以於第一時間獲得即時、

必要且確實的服務。

臺中

112.03.06

士林

112.03.10

彰化分會於3/9出席彰化縣政府社會處召開的

「彰化縣112年第1次重大家庭暴力事件檢討會

議」，同時邀請到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

方檢察署、彰化縣衛生局、警察局，以及法律扶助

基金會彰化分會共同參與。

會議中就去年12月發生的家庭暴力致死案件進

行討論，由出席人員依案件相關處理流程及策進作

為說明，另邀請學者翁慧圓助理教授及顏玉如助理

教授針對各網絡單位服務之過程給予指導及建議。

彰化分會參加彰化縣112年度
重大家庭暴力事件檢討會

112.03.09

臺中、士林分會辦理志工教育訓練
介紹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修法重點及志工服務因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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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逝去的搗蛋鬼
林阿伯跟太太都是公務人員退休，從小就教導孩

子要認真讀書、要規規矩矩的做人處事，偏偏小兒
子阿奇從小就活潑好動，是學校出了名的搗蛋鬼！
阿伯心想就算阿奇沒有如他的期盼考上公職的鐵

飯碗，只要循規蹈矩的工作，好好成家立業，他跟
太太也就心滿意足了……殊不知，阿奇竟然因為感
情糾紛被殺，「就算殺人不能一命抵一命，我也一
定要幫阿奇討個公道回來！」那時的林阿伯在心中
暗暗下了這個決心。

無法弭平的心中苦
林阿伯對於加害人迄今未緝捕到案的事情一直忿

忿不平，「喂？陳秘書啊，我是林阿伯啦！阿奇那
件有抓到殺人犯了嗎? 都快一年了……那欸拖這麼
久啦! 警察局我也都有打去催，叫他們要快去抓人
啦！」我知道林阿伯始終無法跳脫阿奇被害的悲傷
情緒，然而無論協會安排再多的心理諮商，也始終
無法弭平阿伯心裡的苦，唯一能做的，就是靜靜地
聽他抒發內心的悲憤。

閃爍光亮的眼角淚
對於檢警偵辦的進度，林阿伯一直都十分積極地去關

心和了解，並留意檢警追捕加害人的動向，而犯保委請
的告訴代理律師也對這個案件的辦理相當盡心盡力。
或許是阿奇在天有靈，在祂過世滿一年後的不久，檢

警意外地在偵辦另一件槍砲案時，逮捕到了殺害阿奇的
加害人，「陳秘書啊！這個蛋糕要請大家吃，很感謝你
們的關心，還有律師的幫忙！那個兇手終於被判無期了
！」那天林阿伯到辦公室道謝時，我似乎在他的笑容下
，看見了眼角閃爍的淚光。

療癒傷痛的關鍵鑰
從案件發生，歷經了檢方的偵緝、一審、二審及

最高法院的審理，只要院檢有通知被害人家屬可以
到庭表示意見，即便需要拖著老邁的身體，舟車勞
頓的前往，林阿伯也從不喊苦，因為對林阿伯而言
，這是身為父親的他，唯一可以幫阿奇做的事情。
或許阿奇生前的行為直接或間接成為引燃這場悲

劇的導火線，但無論實際的發生經過如何，阿奇的
死亡對年邁的雙親而言都造成了莫大的衝擊，再多
的因果排解與勸導，也都無法讓林阿伯釋懷，僅有
法院的判決結果，才是唯一能夠治癒他們內心創傷
的一把鑰匙，也才能讓他們真正放下心中的這份「
執念」。

跨過荊棘的小日子

「阿伯！協會今年有舉辦春節關懷活動，要記得

帶阿姨一起出來走走哦！」前些日子，我打了一通
電話邀請林阿伯與林媽媽一同參加協會的活動，「
好啊！我再帶我太太一起去!陳秘書有閒來厝內啦！
」林阿伯在電話另一頭爽朗的答應，身後也夾雜著
林媽媽愉快地吆喝聲。
其實兩位老人家的年紀與我父母親的年紀相差無

幾，很開心在他們有生之年，終於能夠跨出內心荊
棘，重新回歸他們原先儉樸恬靜的日子，或許「歲
月靜好、執手偕老」就是兩位老人家未來最圓滿的
幸福了吧。

「喂、喂…請問是林○○的家人嗎？林○○因為感情糾紛被人殺死了……」
「……喂？林先生你還有在聽嗎？喂、喂……」

那天是個充滿炙熱的炎夏午後，退休後的林阿伯正期盼著能夠享受含飴弄孫的家庭之樂，然而一通警局
的電話卻狠狠的打碎了阿伯的天倫夢，警員急促的向林阿伯簡單說明案件發生的噩耗，林阿伯頓時間腦袋
一片空白，無法相信好好的一個兒子就這麼死了？而且還是被殺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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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聲YOYO Live Show節目直播訪談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上路 被害人保護及權益保障再升級

本會執行長陳建頴及法務部保護司科長張哲銘，於

2/21前往正聲廣播電台臺北調頻臺參加YOYO Live

Show直播節目，以「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新制上

路」為主題，分享修法後，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

及權益保障再升級之內容。

犯保法自87年訂定迄今，雖歷經小幅修正，但面對

近年來多起社會重大矚目案件，引起社會各界對被害

人權益保障及保護服務的關注，推動修法並更名為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修法重點濃縮為下列三

大要點：一、以「被害人權益保障」為核心；二、全

面調整「犯罪被害補償金」制度；三、加速保護機構

的專業化、多元化及透明化之改革工程。

正聲臺北調頻臺總會法務部

112.02.21

本會常務董事同時也是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理事

長吳東亮，深感於被害人過去3年受疫情影響，帶

頭響應、拋磚引玉，購買士林分會馨生人產品「貓

本家咖啡禮盒」，於工商協進會春酒贈送貴賓，同

時呼籲馨生人商家需要更多關懷與實際行動支持。

常務董事吳東亮以行動支持
工商協進會春酒購買馨生人產品

如接獲不明來電
請洽詢犯保各地分會

◀ ◀各地分會聯絡資訊查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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