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屆第八次董事會暨第六屆監察人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 7月 22日(週四)，10時 30分 

貳、地點：臺灣高等檢察署第 3辦公室 336會議室(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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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常務董事英藏、陳常務董事秋郎、江常務董事松

樺、吳常務董事東亮、陳董事金華、鄭董事棟評、

周董事清玉、黃董事連福、林董事坤賢、劉董事成

枝、陳董事思亮、金董事鶯、王董事忠訓、徐董事

西森、韋董事愛梅、楊董事靜芬、黃董事蘭媖、莊

董事勝雄、邱董事瑞利、周董事漢威、王董事祖

琪、謝董事光富 

    列 席 者：李常務監察人琇玉、陳監察人秀華、羅監察人美

鈴、鄭執行長書琴、解副執行長廣怡、陳督導娟

娟、尤組長仁傑、林組長芳存、洪組長偉凱、蔡秘

書娜文、鄭秘書景太、黃秘書秋烈、張秘書正忠、

朱秘書慧慈、朱助理秘書智麟 

陸、 邢董事長泰釗致詞 

    法務部黃司長、張科長、李常務監察人、各位常務董事、

董事，大家好！ 

    今天以視訊方式來召開本會第 8屆第 8次董事暨監察人聯

席會議，因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仍維持第三級警戒，故採用視訊

的方式來進行，請各位董事及監察人見諒。 

    今天的會議主要審查本會 111年度工作計畫案、111年度預

算案及追認鄭書琴女士擔任本會執行長案。 

    過去這一兩年，因為幾起重大的犯罪被害事件，犯罪被害

人保護議題受到各界的關注及討論，我們虛心檢討並思考精進

革新，我也請同仁蒐集國會議員、專家學者與社會大眾、犯罪



被害人的意見，整理成重點的改革事項，非常感謝各界對於犯

罪被害人業務的關心與鞭策。 

       本會規劃革新措施在明（111）年度的工作計畫，我們

從專家學者意見、過去問題的檢討、被害人的回饋意見及 第

一線工作人員的反應等 4個方向規劃，另外也參考法務部「犯

罪被害人保護服務白皮書」委託研究報告來思考明年度的工作

重點，規劃具有前瞻性及專業性的作為。今年 5月，立法院審

查本會解凍報告，國會議員也提到本會工作人員平均每人要負

擔 149件的案量，希望本會及法務部訂出短中長期人力計畫，

希望能達到 1:80的目標，這也是我們正在努力的方向。 

    在 111年度預算方面，去年立法院在審查本會預算時，國

會議員也提到本會應本撙節原則支用各項支出，並加強預算管

控等內容，本會今（110）年度的預算數是 1億 9,449萬元，明

（111）年度編列預算數為 1億 8,948萬，減少約 2.6%，雖然年

度預算編列些微減少，但近年來，本會已減少舉辦花費較高和

非必要的活動，去年疫情以來，各地分會也將團體性質的活動

改為其他方式來服務被害人，支出減少，但照顧更多被害人，

本會在整體經費沒有增加情況下，將經費勻支調整，重點會用

在被害人服務、教育訓練及專業督導上，所以，對於被害人的

服務和照顧，不會打折。 

    今天也請董事會研議鄭書琴女士繼任本會執行長議案。在

此同時我們也非常感謝臺灣高等檢察署曾俊哲檢察官，自 104

年 1月 30日以來，擔任本會執行長 6年多的時間，用心投入參

與犯保工作，出錢出力協助建立專業服務、凝聚團隊共識，貢

獻卓著。本次會議也規劃自 7月 1日起敦聘原本在桃園地檢署

擔任觀護人兼組長的鄭書琴女士擔任本會執行長。  

    本會日前已將第 8期電子報寄送各位董事及監察人，各位

可以看到疫情三級警戒期間，適逢端午佳節，本會對於被害人

的關懷沒有停止或減少，往年會透過舉辦活動方式辦理，今年

改採電話關懷、致贈生活物資、防疫物資等方式表達對於被害

人的關心。 

    本會也配合法務部推動「因應三級疫情司法保護緊急紓困



措施」，落實部長以司法保護對象（馨生人和更生人）運用彼此

供給面與需求面網絡關係，採購「更生人」產品，紓困經濟弱

勢「馨生人」。 

    本會自 6月 28日起，已經陸續配送第一批每戶約 1,500元

的「紓困防疫關懷箱」，共採購馨生人及更生人自營商品計

1,011份 31萬 460元，受益 288戶馨生人家庭共 988人。 

    第二批加碼採購物資，共計採購 1,368份 33萬 5,160元，

預計受益 228戶馨生人家庭共 775人，已在 7月 5日起透過各

地分會發放配送，希望在疫情期間，雖然人與人的接觸減少，

被害人也能感受政府的關心與社會的溫暖。 

    感謝各位董事及監察人長期對本會的愛護與支持，對於今

日會議的提案，也請大家踴躍發言提供卓見，對於本會會務日

後推動方向，也請各位先進不吝指教。最後，祝福大家身體健

康、平安順心！謝謝大家！ 

 

柒、 上級指導長官致詞：法務部保護司黃司長玉垣 

    邢董事長及各位董監事大家好。在聆聽邢董事長接任犯保

董事長後的作為真的令人敬佩。今天也在此向各位報告昨日到

行政院參與會議，會議主持人為羅秉成政務委員，犯保的幾位

同仁也有參與。在會議中羅政委非常讚許邢董事長對於犯保工

作的投入，在這一年多的時間也讓人看到不同以往的作為。以

往同仁都是默默地工作，讓一些民間團體對我們有誤解的認

知，但最近在一些有非政府組織的場合中，已不會聽到往年那

些聲音與批評，如都看不到犯保同仁等等，所以現在我們犯保

一樣的工作以外也讓外界瞭解犯保的作為，在此要非常感謝邢

董事長的投入。今日與會的董事與監察人都是各方面的俊傑，

更是我們學習的對象，因此對於我們犯保將來該如何提升量

能，讓大眾認同我們的作為，在邢董事長與各位董監事的領導

之下，法務部絕對全力支持。已上報告！謝謝！ 

 

捌、 會務報告：鄭執行長書琴報告（略；詳如會議資料） 

 



玖、 追認事項 

第一案、為敦聘鄭書琴小姐自 110年 7月 1日起擔任本會執行

長，請追認案。 

 說 明： 

一、 依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第 19條規定，本會置執行長一

人，承董事長之命辦理日常事務。執行長由董事長提

名，經董事會同意後報請法務部聘任。 

二、 本會曾執行長俊哲奉法務部 110年 4月 26日法保字第

11005505100號來函自 110年 7月 1日起免兼執行長乙

職，擬改聘臺灣高等檢察署簡任觀護人鄭書琴小姐接

任，協助督導本會業務之執行，並按月支給兼職費新臺

幣 3,500元。 

  辦  法：請審查追認。 

  決  議：審查通過。 

壹拾、 提案討論： 

 第一案、本會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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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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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實

施。 

 決  議：審查通過。 



第二案、本會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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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預算（詳如附件二）匡列如下： 

(一) 預計收入數新臺幣（下同）1億 8,630萬 4千元，包

含： 

(1) 政府補助收入 1億 2,212萬 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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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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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7萬元。 

(2) 緩起訴處分金提撥款收入 2,996萬 1千元。 

(3) 受贈收入 3,300萬元。 

(4) 利息收入 114萬 1千元。 

(5) 雜項收入 8萬元。 

(二) 預計支出 數 1億 8,618萬 5千元，包含： 

(1)保護費用 1億 4,164萬 2千元。 

(2)業務及管理費用 4,454萬 3千元。 

(三) 收支相抵後，本年度餘絀 11萬 9千元。 

辦 法：提請董事會審查後陳報法務部。 



決  議：依陳美華監察人意見，預算應為無餘絀，授權業務單

位修正資料，審查通過。 

第三案、訂定本會 110-111年度內部控制及稽核計畫案，如附件

三。 

說 明： 

一、 依財團法人法第 24條第 2項、第 61條及本會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辦理。 

二、 本計畫訂定以書面或現場實地查核方式，分別

稽核總會及各分會各項業務。 

三、 控制及稽核範圍包含以下三大事項： 

(一) 人事事項：組織、任免、差勤、考評、獎

懲、薪資等項目。 

(二) 管理事項：業務規劃與作業準則、執掌分

工、風險評估、利益迴避等項目。 

(三) 財務事項：採購、出納、財產管理、會計等

項目。 

四、 本會每年辦理一次內部稽核，由內部稽核小組

採任務編組辦理稽核工作。 

五、 稽核工作完成後 3個月內，將稽核之意見與應

改善事項建議作成內部稽核報告，簽報董事長

核定後送各受稽核單位參考並據以追蹤改善情

形。 

六、 稽核小組獨立隸屬董事會，小組任免應經董事

會通過，成員名單如計畫書。 

七、 本計畫執行情形定期提報董事會，並向監察人

報告。 

辦 法： 

一、 本計畫提請董事會審查通過後執行。 

二、 提報稽核小組成員，敬請同意任免。 
決 議：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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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