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屆第六次董事會暨第五次常務董事會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7月 31日(週五)，10時 30分 

貳、地點：臺灣高等檢察署第 2辦公室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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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科長哲銘 

伍、出、列席人員： 

    出 席 者：陳常務董事秋郎、廖常務董事英藏(代理)、金董

事鶯、鄭董事棟評、周董事清玉、黃董事連福、

王董事忠訓、林董事坤賢、陳董事思亮、韋董事

愛梅、楊董事靜芬、黃董事明昭、邱董事瑞利、

徐董事西森、謝董事光富、劉董事成枝(代理) 

    列 席 者：李常務監察人琇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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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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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董事長泰釗致詞 

         法務部上級指導長官黃玉垣黃司長、李常務監察人及各

位常務董事、董事大家早安，各位都是社會顯達，非常感謝

大家在百忙中參與第八屆第六次董事會暨第五次常務董事會

聯席會議，在這裡有 4點跟各位報告： 

     一、「同理心即時關懷，一路相伴」 

     在各位的桌面上有本會馨希望電子報，未來將會每兩個月發

行一次，就如同我就任時向各位董事報告的理念方向，第

一、「同理心即時關懷，一路相伴」第二「引進專業諮詢，帶

動行政革新」來將本會的形象提升、第三「佈局網路資源，

加強對外互動與行銷」。從小燈泡事件後，引起社會大眾對犯

罪被害人的注意，也有許多的指教與批評，我們現在最重要

的是反躬自省，因此有了「即時關懷措施」，讓同仁能在第一

時間到現場關心被害人或家屬，各地的檢察長也一同即時到



場關心。前一陣子有一位吸金案的被害人寫了一封陳情信致

總統府表示判決不公，雖然本案非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的被害

人，因為是社會值得關心的對象，所以我們主動給予關懷。

我們在聆聽第一線被害人的聲音後更深深瞭解「一路相伴的

必要性」，落實被害人在出庭前、出庭中、出庭後的法律資訊

取得，也讓被害人瞭解法官在處理案件是公正嚴謹的並不會

特別獨厚被告，以消弭被害人的擔憂。 

    二、專業諮詢 

        我很感謝在場的台新金控吳 東 亮董事長及林宏哲副總，安排

本會在 5月 13日到台新公益慈善基金會與文化藝術基金會參

觀，收益良多；另外在 5月 19日本會也到了家扶基金會臺北

辦事處參訪，家扶一年的經費大約 50億元，這也讓我們瞭解

家扶基金會的募款能力，而家扶有大約 12%的經費是由政府單

位補助其餘為捐款所得。本會最近有工作人員輪調的問題，所

以也特別請教家扶基金會人員輪調的狀況，他們也是會面臨很

多的困難與阻力需要克服，但為什麼需要輪調?其實輪調是培

養人才的方法，但不可輪調後反而讓人才流失，所以如何在避

免人才流失與培養人才中取得平衡，我們需要有更周延的配套

措施。我們創辦馨希望雙月刊，就是要讓外解瞭解本會做了什

麼，有人或許會說那不是增加外界批評的機會，但這樣這樣才

能有進步改善的空間。 

    三、在網路資源加強對外互動與行銷方面 

電子報的發行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時也印製紙本版讓民眾

或貴賓索取。而最近外界在討論本會是否要脫離檢察機關，這

當然是可以考慮的選項，但也需要考慮許多面向，例如檢察機

關在我們協會所挹注的資源與人力成本，許多重大案件都是在

晚間或假日時發生，所以建立「值星制度」，讓分會與地檢署

所處理的案件在第一時間能夠陳報，讓總會能即時掌握案件進

度也能達到即時關懷，地檢署檢察長也能夠在最快的時間去關

懷被害人，案件的發生由當地法警通知當地分會進行慰問，所

以若未來脫離檢察機關沒有這些便利性將是個問題。再者，檢

察體系的人力在被害人保護的慰問或付出及各地檢署犯罪被害

補償金的審議及審議結果書面製作中，所運用到的檢察長檢察



官、檢察事務官、書記官等，都是沒有支薪，若未來要請律師

來審議這費用很可觀，所以在目前這樣的運作模式下，若檢調

人力協助協會業務，每次以均價 300元來計算，108 年度也為

協會節省下約 800萬元的經費，若是以聘請外部的人力來協

助，這經費可能要增加 10餘倍。這些機關同仁的付出，也都

有必要讓外界瞭解，所以現階段不論未來的走向如何，離開或

留下來都要好好做事，我們面對問題就解決它。 

四、因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法迫在眉睫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法迫在眉睫，制度一定要改革，所以現在

亟需引進外部資源與意見，帶動我們行政革新，目前擬定的三

個理念方向，都是要進行改革也讓大眾更了解我們，同時讓對

我們有批評指教的單位進行直接溝通，這都是本會未來努力的

方向。 

    再次感謝各位常務董事及董事在百忙之中參加本次會議，謝謝

大家。 

 

柒、 上級指導長官致詞：法務部保護司黃司長玉垣 

    聆聽了刑董事長在對協會施政上的規畫中著實敬佩，尤

其是剛剛所提到的保護法修法的部分，在我接任保護司時部

長交代給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著手犯保法的修法，當時的

犯保法根本沒有人提，所以很敬佩部長已經體會到了犯保法

修正將是未來的議題所在。向各位常務董事及董事報告，目

前犯保法的修正是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原則朝向五大面

向，第一在於核心工作，如同董事長所講的資金募集，是否

需成立一個基金會或是董事會多元化與功能的再造或是各分

會人力的補充，又或是財源來源的與規劃都要以被害人為起

點的基本核心，犯保法修法就是以被害人為其核心，以這樣

的思維為之，因此希望對外社會能夠形塑對被害人關懷的同

理心，那麼在訴訟協助上同樣的刑事訴訟法的修正也配合

著，基本概念宣示性基本權益的條文也會與以呈現，就是在

訴訟參與被害人絕對不是在刑事訴訟法上被忽略的一環，被

害人應該是跟被告立於同等的地位，被害人也絕對不是檢察

官旁邊的輔助人，被害人甚至就是一個訴訟主體，但同時要



尊重被害人的隱私權與訴訟程序告知，在這方面檢察官了扮

演攻擊的角色以外，被害人除實現正義以外還有金錢上的實

現，所以未來也會和法扶相結合，大家印象中的法扶都在幫

助加害人卻都忘了在陰暗處哭泣的被害人，但從明年起法扶

基金會除了幫被告辯護，也會積極的與犯保結合在被害人求

償甚至是刑事上協助檢察官幫助被害人，希望服務更多被害

人。剛剛所倡議的同理心也須用於對律師的訓練，讓律師從

一般熟悉偵審中服務被告轉換成幫助被害人的角色轉換讓其

適當轉換，另外補償金審議時間過長的問題也是因為沒有同

理被害人的心境，被害人在那麼多個月後才拿到補償金都已

經沒有感激的心了，這部分我們也都會加以把關發揮同理

心，另外也要向各位報告，犯保同仁與志工都很有愛心及積

極心，但又相對的低調這也是很符合公部門的特性，我們不

太可能如宗教團體一樣穿了制服站一排如此顯著讓媒體拍

照，我們的團隊常常很低調穿的衣服就一般人一樣，就如幾

年前過年發生的台南大地震，其實當下臺南分會的同仁已經

在現場服務了而且又低調，導致讓外界誤會我們都沒有提供

協助或缺少感情溫度。 

        每次參加犯保活動心情都會感到特別陽光愉快，我也很

欽佩董事長既是犯保董事長又是更保董事長，這樣的雙重身

份也都衡平的非常好。犯保一直都是幫助別人的單位，但今

天一早我的同仁就傳了一份周刊給我，周刊對我們犯保有一

些指正，我今天也有帶來是否可以容許我將資料發送給大

家。犯保若有個案服務不周全的地方當然可以指教提醒，我

們也要反省，但不可否認的是犯保同仁與志工在 9成 9以上

都是非常努力的，不應以特別的案例就否定了同仁的辛勞。

最後代表法務部感謝各位常務董事、董事對犯保的指導與對

法務部的業務予以協助！感謝！ 

 

捌、 會務報告：尤組長仁傑報告（略；詳如會議資料） 

 

玖、 提案討論： 

 第一案、本會 110年度工作計畫案，如附件一。 



 說 明： 

      一、依據財團法人法第五十五條第一款：「會計年度開 

          始前，應訂定工作計畫，編列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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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 

         「本會應於每年年度結束前，訂定次年度之工作計 

          畫，編列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於七月底前報 

          請法務部備查及送立法院審議。」 

  辦  法：本會 110年度工作計畫經董事會通過後，連同預算

書報請法務部備查並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後於 110年

度實施。 

 決  議：110年度工作計畫依董事意見修正後通過報部，另 

         爾後提報年度工作計畫之董事會議皆訂於 7月 22前 

         辦理。 

第二案、本會 110年度預算案，如附件二。 

  說 明： 

       一、依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第 28 條規定：本會應於 

           每年年度結束前，訂定次年度之工作計畫，編列 

           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於 7 月底前報請法務 

           部備查。 

       二、另奉法務部 103 年 5 月 28 日法保決字第 

           10300104310 號函指示：年度預算書應於每年 7 

           月底前擬編一式二份送部審核確認後，再依中央 

           政府總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案分送方式辦理財團 

           法人預算書送立法院作業事宜之規定，製作應有 

           份數送部。 

       三、110 年度預算（詳如附件四）匡列如下： 

          (一)預計收入數新臺幣（下同）1億 9,369萬 2千元， 

              包含： 



              1.政府補助收入 1億 3,280萬 1千元： 

               (1)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規定向各地方檢察署申 

                  請年度公務預算 6,615萬 1千元。 

               (2)衛生福利部補助款 250萬元。 

               (3)各分會向轄內地方法院檢察署申請之公務預 

                  算 6,400萬元。 

               (4)中彰投就業服務中心補助臨時工作津貼人員 

                  薪資 15萬元。 

              2.緩起訴處分金提撥款收入 3,164萬元。 

              3.受贈收入 2,800萬元。 

              4.利息收入 114萬 3千元。 

              5.雜項收入 10萬 8千元。 

          (二)預計支出數 1億 9,369萬 2千元，包含： 

             (1)保護費用 8,832萬 1千元。 

             (2)業務及管理費用 1億 0,537萬 1千元。 

          (三)收支相抵後，本年度無餘絀。 

辦 法：提請董事會審查後陳報法務部。 

   決  議：依董事意見修正後通過。 

   第三案、本會臺北等 4分會配合地方檢察署而遷址，擬變更本 

           會法人登記證書記載事項，如附件三。 

  說  明： 

        一、本會臺北分會配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搬遷，自原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72-1號地下一樓』遷址至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4號一樓』。(附件三之一) 

       二、本會臺灣彰化分會配合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第二辦公 

           室遷回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舊辦公廳舍案，自原『彰 

           化縣員林市中山路 2段 281號四樓』遷址至『彰化縣 

           員林市中山路 2段 240號』。(附件三之二) 

       三、本會臺灣臺南分會配合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搬遷，自 



           原『臺南市安平區健康路 3段 310號 3樓 307之 1 

           室』遷址至『臺南市安平區健康路 3段 310號 3樓東 

           側』。(附件三之三) 

       四、本會臺灣高雄分會配合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搬遷，自 

           原『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71號』遷址至『高雄市 

           前金區中正四路 249號』。(附件三之四) 

   辦  法：提請董事會審查後依財團法人法第 6條及本會捐助及 

           組織章程第 3條規定函請法務部核准變更，並向臺北 

           地方法院進行分事務所記載事項之變更聲請。 

   決  議：本案通過。 

 

  第四案、編訂「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誠信經營守 

          則」，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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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本案通過。 

  第五案、追認本會及基隆、臺北、新北、嘉義、臺南、高雄、 

          屏東、花蓮等 8分會，總計 41件財產報廢案，如附 

          件五。 

   說  明： 

       一、依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第 10條及會計制度第 112條 

           規定辦理。 

       二、報廢財產清單詳如附件五。 

   辦  法：提請董事會審查追認。 

   決  議：本案通過。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主席結語 

 謝謝各位董事撥冗參加，今天董事會到此結束。 

拾貳、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