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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第五次董事會暨第四次常務董事會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4月 13日(週一)，10時 00分 

貳、地點：臺灣高等檢察署第 2辦公室 4樓 434會議室 

參、主席：邢董事長泰釗              紀錄：蔡娜文 

肆、上級指導：法務部保護司黃司長玉垣、張科員惠如 

伍、出、列席人員： 

    出 席 者：江常務董事松樺、吳常務董事東亮、廖常務董事英藏(代

理)、陳常務董事秋郎(代理)、周董事清玉、陳董事金華、

黃董事連福、王董事忠訓、林董事坤賢、劉董事成枝、

陳董事思亮、韋董事愛梅、楊董事靜芬、邱董事瑞利、

周董事漢威、張董事靜倫、黃董事齡玉、徐董事西森、

金鶯(代理)、謝光富(代理) 

    列 席 者：李常務監察人琇玉、宋顧問國業、吳顧問怡明、陳顧問

恩華、曾執行長俊哲、解副執行長廣怡、陳督導娟娟、

尤組長仁傑、林組長芳存、洪代理組長偉凱、楊北區督

導千慧、吳南區督導瓊華、蔡秘書娜文、鄭秘書景太、

黃秘書秋烈、張助理秘書正忠、朱助理秘書智麟 

陸、主席致詞： 

這是我 3月上任後第一次召開董事會，感謝法務部上級指導長

官法務部保護司黃司長、李常務監察人及各位常務董事、董事，為

了本會的正常運作，百忙之中抽空參加，而且現在在疫情這麼嚴峻

的當時，各位都可以說是冒著生命危險來的！本次董事會除了業務

報告外，還有 3項提案，待會討論也請各位董事踴躍發言。 

第一次召開董事會，也向各位董事報告個人未來的工作方向。

首先非常榮幸有機會加入有光榮歷史的被害人保護協會，與大家一

同推展被害人保護工作。我們犯保總會有優秀的同仁負責承上啟

下，在承上我們負責落實政府的有關政策，而啟下在結合各分會同

仁與民間資源一同努力。隨著時代的變遷，在歷任的董事長帶領下

已有著很好的成績。業務如何承先啟後，在 3月 13日就未來規劃

方向有三項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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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進專業諮詢，帶動行政革新 

二、 佈局網絡資源，強化對外互動與行銷  

三、 強化組織功能，提升經營成效 

期待以這 3點來呼應時代的改變，尤其小燈泡事件對犯保協會

來說既是個危機也是個轉機。如何將危機調整成轉機，就看我們如

何回應並調整我們的行動，我相信我們若能做出社會期待的及時回

應，就可以將此事件變成轉機。 

因此，基於社會對犯保的期待，我們短期之內可以做的有 4點： 

     1.建立全國即時通報系統： 

總會要在第一時間掌握地方上的重大被害資訊，展現本會與檢

察機關結合有節奏的即時反應的最大特色。 

2.落實本會一路相伴法律協助專案： 

    近日與檢察體系同仁交流犯罪被害保護意見，以及本人也親自

前往關懷慰問新店隨機殺人案件家屬，使我深深感受被害家屬非常

需要司法協助，如新店隨機殺人案件家屬就親自告訴我，當加害人

在案發後找上案家希望和解，這乍聽下會覺得對方願意和解是好

事，加害人應該是感到愧疚所以尋求和解，但在被害人家屬心中他

們是感到無比驚恐的，如加害人為何會知道自己的住家地址、加害

人或其家屬會不會來報復等；在與案件家屬會談時，就覺得他們相

當了不起，案件發生時他們一開始的情緒反應相當傷心，後來他們

也清楚現在殺人罪法院判死刑的案件很少，便開始擔心起加害人在

未來會不會再繼續傷害到其他人，從自己到關心社會上的他人，真

的令人感動，而家屬也有提到對於曾耳聞有律師表示這案件是傷害

致死而不是殺人感到質疑，這也可看得出來民眾與被害家屬都有所

進步，關心司法正義是否得到伸張、法律適用是否合理，由以上可

知，本會的一路相伴對被害人來說是多麼重要，在被害人出庭前、

出庭中及出庭後都能落實，可以充分結合運用司法資源給被害人一

路上司法的陪伴，讓協會展現最大的效力，這是我們未來努力的方

向。 

3.反應民意完備修法： 

    在許多被害人心聲、基層民意和學者見解發現，現行的犯罪被

害人保護法與大家的意見是有嚴重的落差，所以如何修正被害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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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以符合民意是我們當前的重要工作，但協會也要整理出自己的

法律主張，而非全依學者見解修正法律。 

4.提高工作效能： 

    在歷任董事長的努力下，各地內部與各地檢的凝聚力已相當不

錯，但對外，民間對我們的瞭解並不多，我們如何在既有良好的基

礎上擴展對外的聯繫，就是運用現代的網路科技來對外行銷，如更

保協會如何運用資訊科技對外行銷更生人產品，而犯保如何與民間

增加互動爭取支持，這也是需要努力的方向，所以我們預計在現有

的人力之下成立研發組提升會議工作效能，如視訊會議、網路行

銷。另外還需要落實我們的預算檢討與執行，在司改會、立法院公

聽會收到許多寶貴意見，尤其對我們的預算執行與編列，這也確實

有提點到我們的一些問題。 

總而言之，犯保業務是公益慈善性質，要結合大家的力量，共

同將業務執行的更完善，也需要各位董監事給我們鞭策與指導，我

們會虛心接受指教，更感謝大家在百忙之中與疫情如此嚴峻的情況

下仍參與會議，在此敬祝各位闔府安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柒、上級指導長官致詞：法務部保護司黃司長玉垣 

    邢董事長、常務董事、顧問，很高興代表法務部參與會議。犯

罪被害人保護是目前國家重要政策之所在，也是現在立法院關注的

議題，本人非常佩服邢董事長馬上掌握了犯保的走向。的確，我們

做了很多，也認為我們做得很好，然而外界的感受如何呢?其實很

多董事是犯保分會的主任委員卸任的，像周清玉董事就是以前的彰

化縣縣長，她雖然退休了但我在彰化服務時，周董事仍不斷的帶著

彰師大的學生到檢察署參觀、瞭解，以打破司法機關與人民的隔

閡，否則許多人民都不瞭解法院究竟在做什麼，但透過周縣長定期

帶領學生的參訪，就可以讓民眾瞭解我們的業務，所以我想犯保也

必須要走出去，固然在業務上我們受限於人力與經費，所以可能沒

辦法達到一些民眾的需求與要求，但其實我們做得非常努力，所以

我非常敬佩邢董事長與我們的蔡部長理念真的是完全一樣，不在於

表張自己做得多好，而是曾經做過的就應該有紀錄留存，我以最近

的例子來講，也是北部某地區的案件，其實在第一時間該地分會的

主任委員就到了現場關懷家屬，但大家都知道事發時家屬非常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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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他或許沒辦法聽得很清楚，而犯保同仁也不會去搶媒體的鏡

頭，不會故意在媒體面前送緊急慰問金，犯保不會消費我們的被害

人，我想我們的韋教授、徐教授、楊老師等都知道在犯罪學理論、

心理諮商等等的，或是用同理心都知道這樣的概念，所以我們都進

行的很低調，但我們過度的低調卻被外界忽略了，認為我們都沒在

做。當然我對慈濟非常尊敬，但大家在事發現場都可以看到慈濟師

兄師姐，他們都沒有搶鏡頭但記者就會主動拍攝，這就很值得學

習。曾經對於我們犯保同仁是否在第一時間，就穿著背心去介紹，

但我就很敬佩志工，志工告訴我，我們就是在做好事不用讓別人知

道，只要把我的服務證讓被害人家屬知道，讓被害家屬可以找到我

就好，但這樣民眾的感覺卻是案件發生後都看不到犯保，這就是我

們過度限縮自己的形象，但其實我們做得相當相當多，回過頭來講

前幾天的案件就是個例子，在主任委員去關懷後有一次公聽會，就

有民間團體說我們沒有去關懷家屬，但其實有去，我們低調的在不

打擾被害家屬的狀態下拍攝了照片，所以我告訴了那個民間團體我

們有去，只是不會主動張揚我們在場。犯保不以消費被害人來提升

自己形象，在做我們該做的事，所以有關於如何結合行銷的概念，

讓大眾瞭解被害人保護協會在發生犯罪被害時我們就是被害人最

堅強的夥伴，這也符合邢董事長及蔡部長所講的一路相伴的概念，

一路從案發到訴訟的終結這期間，不論是發生經濟上的困難或是心

理上的需求犯保協會都能幫忙，這也是為什麼聘請了許多這方面專

業背景的董事。今天早上，我剛好看到一則慈濟發的報導，內容是

慈濟協助了一案修復式司法，我好奇的去詢問了主責的觀護人怎麼

沒有發布這樣的新聞，觀護人只告訴我「報告司長，這是我份內的

事」，聽到這個我相當感佩，但我也請他將相關的資料蒐集好讓法

務部保護司彙整發布，讓大眾知道修復式司法投入的成效，我想犯

罪被害人保護也是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讓社會知道我們的積極作

為，我也相信犯保在邢董事長與各位董事的領導之下一定有相當好

的作為，我也相當期待，所以今天僅代表法務部以學習的態度來這

裡瞭解。 

剛好上星期是的部務會報，我也向部長表示犯罪被害保護是現

階段最重要的任務，現在的部務會報都會以影片的方式呈現，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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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也剛好來播放這段影片，請各位董事來指正。(影片略) 

我們的目標就是希望年底能將我們犯保法的修正草案送到行

政院，也麻煩各位常務董事、董事多多幫忙！謝謝。 

捌、會務報告：尤組長仁傑報告（略；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說明： 

謝謝尤組長仁傑報告。我認為在提案討論前一定要讓董監事

瞭解本會目前的業務運作概況，也呼應如何引進專業諮詢。在座都

是各行業中的翹楚，希望能聽聽各位的專業中給予我們的指導與鞭

策。在以上的報告中，有幾點要做說明：例如如微型保險對犯罪被

害人來說就是很需要的；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給我們重傷被害

人的物資與照顧就是及時雨，是對重傷被害人最實際的需要；107

年度江松樺常務董事捐贈 300萬元提供各地檢署法警協助推動被

害人保護工作獎金，在此特別向各位致謝。 

在諮商輔導方案滿意度調查，回收問卷只有 58份，在每一案

都會回收問卷的狀態下，這數量好像太少了，未來要詳列母數與問

卷數，如此的統計才會有意義。另外社會矚目案件建立通報系統，

很感謝曾執行長及組長們都願意擔任值周通報負責人，在遇到社會

矚目案件時的即時通報並結合各地檢警系統的資源，這樣才能充分

展現犯保機關的特色，這也可以消弭外界質疑為何犯保協會董事長

要由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兼任，當我們與各地檢署充分發揮結合運作

的功能，質疑上述問題的部分就會比較少，現在看起來也運作得很

不錯，只要有發生重大刑案都會馬上回報，日前臺南有台拖車在平

交道與火車相撞，馬上就收到同仁的回報，我也趕快跟檢察機關確

認這意外的事實，以及駕駛的傷勢是一般的還是重傷，這些消息都

在新聞還沒發佈時就掌握了。本案若是重傷害，犯保就會在第一時

間與地檢署結合，進行最快的處理，這也才可展現犯保設立在高檢

署的特色與必要性，現在我們也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就是要來合力

推動。 

被害人最需要身心的關懷與社會支持，如何借重各位董監事

的專業來提升協會對被害人的輔導專業智能，是我們未來努力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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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謝謝大家，接下來進行下個程序。 

玖、提案討論： 

第一案、本會 108年度工作成果案，如附件一。（綜合推廣組） 

說 明： 

一、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五十五條第二項：「會計年度終了

時，應將工作成果及決算提經董事會審定，並送請全

體監察人分別查核後，報請主管機關辦理。」 

二、依據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第二十八條第三項後段規

定：「並於年度結束後，編製上年度工作成果、收支決

算及財產清冊，經監察人查核後，於四月底前報請法

務部備查及送立法院審議。」 

辦 法：提請董事會審查後提報監察人會議查核，陳報法

務部備查及送立法院審議。 

討  論： 

    韋董事愛梅提出： 

        個案需求評估因系統更新在 108年以獨立項目呈現，

應加以說明，否則易誤解為 108年以前協會並無進行個案

需求評估。協會既然是以服務被害人及其家屬為主，但在

工作成果統計多以件數或人次來進行統計，是否有考慮以

人作為統計的單位；我們應該也要以一個個案平均接受協

會多少項目與個案平均接受服務的時間為多長來進行統

計，這將有利於向外界解說我們的服務內容。另外以目前

性別平等政策來考量，未來在重要的統計上加註性別統計

分析是有必要的。 

周董事漢威提出： 

    在附件 1之 3與附件 1許多數據有些微差距，提醒同

仁確認是否有數據擷取區間落差所造成。 

楊董事靜芬提出： 

    工作成果雖然是同仁努力的成果，但現在立法院以被害

人保護為中心，所以期待看到的東西已漸漸在改變，而在協

會的工作人力上卻是非常的精簡，真的非常的辛苦，在必須

有四大專業卻薪資待遇條件卻不是很好的狀況下，人員留任



                                                                                                                                                                                                                                                7 

的意願真的很困難，所以在報告的呈現上一定要符合社會觀

感的要求，才能讓協會被看見。 

徐董事西森提出： 

    協會的人力相當單薄，所以服務的對象要相當明確， 

不然協會的工作人員負擔實在太大了，而目前臺灣有證照 

的諮商心理師共有 3,000名，這資源絕對足夠來運用。 

林董事坤賢提出： 

    我想對於一些航空事件之所以我們會需要去協助，是 

因為這之中是有業務過失而造成事故，如此就符合犯保法 

的扶助要件，這也是我一再強調協會的資源太少，尤其在 

人力不足與薪資過低的部分，另外，還有很重要的是整個 

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均，例如，在性騷擾與性侵害案件中投 

注過多的資源，導致我們協會所獲得的資源不足，卻因為 

這樣的問題，使犯保協會遭受了很多的批評。過少與不足 

的人力與資源，我們根本無法落實外界對我們的期待，而 

且分工也是很大的問題，性侵案雖然已經有主責單位在承 

辦，但法規卻也要犯保協會來服務，這些重疊的分工也需 

要重視與檢討。 

決 議：修正誤植資料後，本案通過。另對於董事建議事 

        項請各業務單位於 2個月內提出修正報告後回報 

        董事。 

 

第二案、本會 108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財務報告案(會計師查

核報告)及決算案，如附件二。（主計組） 

說 明： 

一、 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財團法人在法

院登記之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達一定金額以

上者，其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第 3 項

「前項之一定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總額，由主管機

關定之。」 

二、 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財團法人應於每

年結束後五個月內，將其前ㄧ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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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分別提請董事會通過後，送主管機關備查。」

第 2 項「財團法人設有監察人者，前項工作報告及

財務報表於董事會通過後，並應送請全體監察人分

別查核，連同監察人製作之前一年度監察報告書，

一併送主管機關備查。」 

三、 法務部於 108年 1 月 31 日以法律字第 10803501310

號函公告法務財團法人適用財團法人法第 24條第 2

項之一定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為在法院登

記之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當年度收入

總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自 108 年 2 月 1 日生

效。 

四、 財團法人依法決算須送立法院或監察院之決算編製注

意事項第 4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其餘財團法人決

算，應於次年 4 月 15 日前將提經董事會審定並送請

全體監察人查核後之決算資料函送主管機關。」第

2 項「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或年度收入

總額達主管機關訂定之一定金額以上者，其財務報

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會計師查核報告應併同前

項決算資料函送相關機關。」 

五、 本會 108年度決算收入共計 1億 7,129萬 1,763元，

決算支出共計 1億 6,212萬 8,159元，收支相抵，計

賸餘 916萬 3,604元。 

辦 法：提請董事會審查後提報監察人會議查核，陳報法

務部，並製作決算書提送立法院審查。 

討  論： 

李常務監察人琇玉提出： 

    在附件 1，勸募合計數與書面數字不符，保護業務是協 

會的核心業務，但費用比例確是行政費用高於保護費用這 

不免令人質疑。從 108年度的決算看得出有剩餘款的部分， 

我想協會的經費來源多數是政府經費及由緩起訴處分金補 

助，但在各地地檢署緩起訴處分金收入都越來越少的情況 

下，要如何開源節流掌握計畫執行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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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董事清玉提出： 

    我很感謝與很期待邢董事長未來的帶領，我加入犯保 

很多年了，從無到有真的很棒，但是這一次的董事會的內 

容與報告都和以往不同，真的可以感受到董事長的投入與 

用心，我們是不是給董事長一個鼓掌致意(掌聲)，這是以 

專業在進行會務的考量。另外，在執行保護業務就是需要 

人力去規劃與執行，用人費用高這沒有什麼問題，而且我 

們的被害人重點是需要陪伴，不是一直發錢給他們，明白 

此點就瞭解許多的服務是不花錢的，但這不能表示我們的 

同仁沒有盡心盡力在服務個案，因此以費用比例來評斷同 

仁的業務不是很妥當，而同仁應該如何將所做過的服務在 

工作成果中完整的呈現，這方面是可以再加強的。另一面 

如何加強行銷協會對現階段的我們是重要的，我建議現在 

最快速的行銷方式是董事長接受電視媒體的專訪，或是被 

害人能出面現身說法分享他的心路歷程，這個效果是非常 

大的，且是可以直接影響觀看的民眾。關於立法委員對協 

會的疑慮，我想我們可以主動去向立法委員解說協會的運 

作方式，而不需要等立法院質詢或公聽會時才去解說，否 

則立法委員在不清楚協會的狀況下，很容易產生誤解，質 

詢時也不容易抓到重點。尤其在向立法委員解說時，盡量 

不以書面呈現，應以面對面的方式溝通交流，才能達到真 

正的效果。 

楊董事靜芬提出： 

    除了會計科目的分類以外，其實許多行政費用的支出 

是因為保護業務所產生的，但因限於會計科目的關係，反 

而讓不瞭解的人誤會我們花費在行政費用多於保護費用， 

所以如何呈現行政及保護的費用，是我們未來可以修正及 

改善的地方。 

決 議：修正誤植資料後，本案通過。另對於董事建議事 

        項請各業務單位於 2個月內提出修正報告後回報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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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編訂「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誠信經營規範」，如附

件三。（人力資源組） 

說  明：依法務部 108年 10月 2日法保決字第 10805512090

號函及財團法人法第 24條第 3項規定辦理，提經董

事會通過後，報請法務部備查。 

辦  法：提請董事會審查後陳報法務部。 

討  論： 

徐西董事森提出： 

    有幾點建議供各位參考，本規範是否應該先行修正本 

會捐助及組織章程後再行編定，這樣才符合程序。另外， 

本規範是否改為「辦法」或「守則」及第二條與第八條內 

容相似，是否為重覆編訂。第二十條後段「得」應該改為 

「並」。第二十二條鼓勵董事等用語，不宜用於法規中。第 

二十三條「應」應為贅字。 

決議：本案保留，待修正後於下次會議再行提出討論。 

拾壹、主席結語 

謝謝各位董事撥冗參加，今天董事會就到此圓滿結束。 

拾貳、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