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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第 5 屆第 3 次董事會暨第 2 次常務董事會聯席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0 年 7 月 26 日(二)下午 2 時 30 分 

貳、地  點：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2 樓簡報室 

參、主  席：顏董事長大和                    

肆、指導長官：法務部保護司費司長玲玲、林科長瓏                                                

伍、出、列席人員： 

    出 席 者：廖常務董事英藏、黃常務董事富源、陳常務董事淑貞、

陳董事皎眉、張董事淑英、張董事錦麗、郭董事彩榕、

高董事福源、王董事珮玲、周董事清玉、林董事弘、

張董事司禮、洪董事毅一、劉董事明泰、陳董事秋郎

（代）、林董事三貴（代）、張董事素紅（代）、林董事

德華（代） 
    列 席 者：許常務監察人專琴、郭顧問文東、周顧問清南、游執

行長明仁、解副執行長廣怡、林代理督導仁德、陳組

長娟娟、林祕書芳存、陳助理秘書建宇、邱助理秘書

千容 
陸、主席致詞： 

上級指導長官、常務監察人、常務董事、董事、顧問以及本

會同仁大家午安，謝謝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前來參加本次聯席會。 

在這段期間承蒙各位常務董事、董事、顧問等之協助讓犯保

業務得以穩定成長，非常感謝。有關業務，除書面資料以及之後

游執行長簡介外，現在先就一些重點業務向各位報告。 

一、 人事部分： 

（一） 專職人員部分，無論總會或分會皆有同仁離職或留職

停薪情形，人事流動大。為因應此問題本年度在職人員訓

練改依內部溝通方式進行，希望藉由內部的對話，讓同仁

們得以在人事更迭頻繁之際，繼續致力於保護業務的推

動，更希望能藉此改善目前人事變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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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護志工部分，目前本會及各分會保護志工共計 881

位，依規定皆需投保，此保費亦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三） 在各分會主任委員的帶領下，犯保業務皆能順利推

展。目前各分會依規模大小分為三類，去年業務評鑑依類

別作排名，一類第 1 名為臺中、二類為雲林、三類是南投。 

（四） 最近因為法規變動，本會爰就捐助組織章程及志工訓

練的規定亦配合加以修正，報部核備中。 

二、 業務部份： 

（一） 犯保已經邁入第 2 個 10 年，但各地尚未有統一作業

規範，爰依上級指導長官指示研訂了作業準則，並於 100

年 8 月 1 日開始實施。內容包括案件之分類及案件的處理

時程等，俾同仁從事保護工作時能有一準則得以依循，以

爭取保護時效。 

（二） 今年自 4 月 1日起就業務、人事、主計、總務、資訊

等五大部分開始內部稽核。發現各地各有其優、缺點，將

俟各地全部稽核完畢後，再彙整優、缺點分送各分會參

考，希望藉由分享，以利業務進展。 

（三） 外聘督導計畫，即所屬各分會皆有一名外聘大學社工

系之教授或實務工作者督導，讓外聘督導實際至分會了解

其所需，並給予建議，以及給予專任人員精神上的支持、

增進其知能。 

（四） 保護業務前年 4千多件，至去年已提升到 9 千多件，

這樣的進步要感謝各地主委的用心推動協助以及法律扶

助基金會的協助與配合。 

（五） 當被害人遭遇被害案件時，常不知如何是好，本會現

已在網站上放置犯罪被害補償問與答。此雖為地檢之業

務，但被害人透過犯保網站即時知道自己的權益，例如申

請時限等。 

（六） 塑化劑部分，雖各地縣市政府皆有協助受理申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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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保在各地皆有分會，法務部曾部長在部務會議中請犯保

各分會能協助填寫申訴單，各分會均能配合辦理。 

三、 綜合推廣部分：  

（一） 目前正在籌備製作「馨生人指引」影片，並於 100

年 8 月 1 日開標。目前已採訪過 9 位馨生人，未來將以此

採訪稿編寫劇本。俟影片完成即可放置各地警察局、地檢

署或司法保護據點，以協助被害人了解其所需。 

（二） 「一把彩虹傘」部分，目前已找了 50 位馨生志工撰

稿，並放置在本會網站上。 

四、 行政部分: 

（一） 目前捐助款資訊已透明化，在會刊及網站上均可查得

到;另本會公文電子化已完成，目前總會及各分會之公文

往返均以電子郵件為主，節省時間及郵電費。 

（二） 本會網頁參與「行政院研考會 2010 網際營活獎」得

了三個獎項，分別是優質公益網站人氣票選獎、佳作、鼓

勵獎，並獲得 8萬元獎金。 

（三） 在此要特別感謝陳董事淑貞、陳董事秋郎對於業務推

動之捐款。尤其，陳董事秋郎在了解本會及各分會於成立

之初所購買之公務機車目前多已不堪使用時，便於去年捐

助本會 22部機車。而在今年 6月原已捐入 120萬元讓本

會及所屬各分會添購公務用品，兩週前其公子結婚，他又

以兒子及媳婦名義捐贈 100萬元，實在是非常感謝! 

五、 主計部分: 

本會今年主要財源是緩起訴處分金，法務部補助款 4,000

萬、內政部補助款 900多萬。今年補助款較少，雖目前有提

議希望能增加犯保補助款，但礙於補助款有分配的問題，所

以我向法務部提議，撥付更保及犯保兩單位之金額，將更保

部分減少，多撥付於犯保。 

前些日子請主計人員精算後，了解到本會補助款幾乎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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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人事費用，而緩起訴處分金的收入也相較去年同期減少

了 39.86%，原因是目前主計處希望各地檢之緩起訴處分金能

撥入國庫;認罪協商判決金，今年才給 100 多萬元，也相對減

少了 70.79%。依目前的情況收入急遽減少，將影響本會業務

的推展。 

以上財源情況希望透過今天這個機會讓大家了解。 

非常感謝各位一直以來對本會的支持及今日的出席。未來我

們會更致力於與其他公益團體及社會資源的連結，發揮本會服務

社會的功能。 

接著請上級指導長官費司長致詞。 

 

柒、上級指導致詞：法務部保護司費司長玲玲 

董事長、董、監事及各位犯保夥伴午安 

剛剛聽到董事長的簡介我相當感動，其實從各項資料都可以

看出犯保的進步，尤其是董事長出了很多力量。無論是內部稽核

或是外聘督導計畫目前都逐漸完成中。 

今年開始我們已頒布，就犯罪類型(各種不同案件)做服務之

分類，例如被重傷癱瘓者所需服務及其它犯罪類型被害所需服務

的不同，在此特別拜託總會能督導分會將這部分做到最完美。 

事實上我們到各處去訪查，最常遇到的問題是如何確切掌握

被害人，希望能切實服務到每個需要協助的人，這部分仰賴分會

與地方網絡密切聯繫，才能達到這樣的目標。 

此外，司法保護資料庫即將完成。以往都是彙整成一本書面

資料提供給大家，但完成時即已過時，為建立中央到地方健全的

網絡，包含分支機構都能將相關資料建置入並即時更正錯誤，以

減少不斷印製的浪費，也便利大家能即時找到所需資料。 

司法保護據點目前已有 459點，希望能於全國皆有建立，讓

被害人能第一時間尋求到協助。當保護據點進入社區後，才能更

深入的提供協助，並讓需要的人即時獲得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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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協會服務做得相當好，但犯罪補償金部分卻仍不夠好，

社會聲浪很多。因應此問題，部裡已召開會議希望能擬定更好的

辦法以能徹底解決此問題。 

目前正在修正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希望能擬定出更好的規

定。我相信我們無論再怎麼努力一定會有盲點，各位董事能不吝

指導。非常感謝大家。 

 

捌、會務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一、 游執行長報告：略 

二、 董事發言與建議 

（一） 張董事錦麗： 

    我相信在錢少人也少的情況下能做到這樣，相當令人

感動。而且在這屆董事會看到犯保更加的進步，例如強化

執行準則之訂定等，都非常的好，我十分感動。 

但於會議資料第 6 頁中看到，各分會辦公室都位在地檢

內，各地檢檢察長皆是榮譽主任委員，許多活動皆須其批

定，我覺得如此會有相當問題。 

而且募集的款項能為了個案，但無法就人事部分募款。想

請問在各地分會推動業務時，各地檢在業務、行政等部分

扮演甚麼樣的地位？ 

顏董事長回覆： 
其實於陳定南部長在任時，曾希望犯保、更保皆民營 

化，但最後仍採類公辦民營的模式。於例行性檢察長會議

時，會建議各檢察長多協助辦理犯保之業務。地檢的人很

多，能兼任執行秘書等職，以補人力不足之情況。各地辦

理活動時，除了主任委員外，仍須經各地檢察長同意。甚

至和更保、觀護等合作。 

    目前緩起訴處分金審核小組之成員多由各地檢主任

檢察官兼任，來決定應該如何分配。今年因國庫吃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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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視地檢大小來先將緩起訴處分金分配一定金額至國

庫，其餘部分才能分配給犯保等單位。 

費司長回覆： 

非常感佩老師們一下就點到問題，其實會在地檢，是 

希望檢察長能在地方上發揮統籌的角色，統一分配資源。 

去年開始不再做往年例行性的評鑑，而改由司法保護地 

圖，分為犯保、更保、觀護 3 大部分，來就他們對於個案 

所做的服務討論。因為幫助弱勢就是須和地方上之機關、 

團體做整合及結合。現在不再單就於個案的部分(內部稽 

核)，而是做整體的檢視，來看到檢察長是否有重視每一 

部分，並做整合的規劃。經兩年看來，發現檢察長們皆有 

落實資源的整合，而且越做越好。 

人事部分，希望能突破 2 名人力限制，甚至就大小分 

會來規劃，而人力的運用也不僅限於專任人力，應包括志 

工總員額的數量限制。才能就人力做最好的運用 

（二） 黃董事富源: 

    會議資料第 22 頁之緩起訴處分金代保管是什麼?先

前只有屏東分會，目前已增加為 5 個分會，是否未來全國

皆會逐步成為此情況? 

顏董事長回覆： 

當初為避免緩起訴處分金之濫用，有訂定作業要點，

所有支出皆須經過緩起訴處分金審核小組。若小組通過

後，表示此款項只限於該計畫，並限於分會執行。目前仍

持續討論此問題。現在仍待法務部檢察司修正緩起訴處分

金動支要點，希望能讓本會金錢來源穩定下來，以利犯保

業務推動。 

玖、追認事項： 

案由：本會 99年度決算案。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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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本會會計制度第二章第十條第四項第（二）款規定：本

會決算應於年度結束後 2 個月內彙整編造完竣，提經董事

會通過，並經監察人查核後，於三月底前報請法務部備查。 

二、法務部 99 年 11 月 24日法保決字第 0999051582 號函轉行

政院同年月 16日院授主會二字第 0990006915號函規定 99

年度決算書擬編一式二份送部審核確認後，再於 100 年 5

月底前依 99 年度法務部主管財團法人決算書送立法院作

業事宜之規定，製作應有份數送部。 

三、本案決算書業於 100 年 5 月 26 日隨同法務部長官親送立

法院相關單位（如 99 年度決算書；附件六）。 

辦法：請審查追認。 

    決議：照案追認通過。 

 拾、討論提案： 

第 1 案 

案由：修訂本會「資助受保護人就學要點」。 

說明： 

一、本要點於93年修訂後即未再行修訂。實際執行中常因要點

規定不明確或有缺漏，屢屢造成分會承辦人員之困擾，實

有對此進行修訂之必要。 

二、本次修訂重點為本要點第五點有關「享有公費者」之修訂、

第六點有關「延畢生」之增訂。另對於第七點應備文件及

第八點審查程序亦做微幅修訂。 

三、有關「享有公費者」之修訂，現行資助受保護人就學要點

（下簡稱助學要點）第5點第1項第2款規定「享有公費者，

不得申請助學金」，其中「享有公費者」常產生界定之疑

義，為期具體明確爰予修訂。目前受保護人就學所受有之

補助，多數僅是部分補助或減免，仍有需自費部分。倘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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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受有政府補助或減免者，皆視為「享有公費」，而不得

申請助學金，似乎過於嚴苛；若視政府補助或減免後是否

尚有餘額始予補助，應較為務實合理，因此擬將「享有公

費者，不得申請助學金」修訂為「已受政府補助或減免就

學費用，無須再繳交任何費用者，不得申請」。「享有公費

者」之問題，前已先行訂定『「資助受保護人就學要點」

注意事項』，將「享有公費者」定義為「接受公費培育而

將來負有義務之學生」，亦經報部核備施行中。是以本要

點實際執行上已採「已受政府補助或減免就學費用，無須

再繳交任何費用者，不得申請」之原則辦理。 

四、承上，關於僅受政府部分補助或減免，而仍有須繳交就學

費用者，若不問金額多寡，均予補助，似不盡妥適，應有

為此訂定標準之必要。經衡酌案家可負擔之額度，以就學

費用未達所申請金額之4分之1，始不予補助，應尚屬適

切。所訂4分之1，以國中小助學金2000元為例，即部份繳

納就學費用須達500元以上，方得申請補助，應屬合理適

當，爰於「已受政府補助或減免就學費用，無須再繳交任

何費用者，不得申請」 之後，再加訂「仍須繳交之就學

費用未超過所申請金額之4分之1者，亦同」之規定。 

五、有關「延畢生」之增訂，目前本要點並無有關延畢生之規

定，因此延畢生仍視為一般生予以補助。惟延畢生之在校

修習時間甚較就讀進修推廣部（夜間部）者為少，且延畢

多為個人成績因素，若仍按一般標準發給資助金額，顯有

不公平之情形，因此有必要考慮是否不發給資助金或酌減

發給。惟考量造成成績不佳之原因亦有可能為應寬待或需

予同理之因素，如因家庭經濟不佳，必須半工半讀等，是

以為衡平各種情況，爰規定酌減發給。再者，為免受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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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ㄧ再延畢及促進其早日畢業，並規定以延畢一次為限。 

六、檢附本要點新舊條文對照表一份（附件七）。 

    辦法：請審查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陳董事皎眉發言： 

我個人覺得這樣的修正是非常適當的，但在接受一定

補助費用後，仍需繳交費用時，是不是只補助差額為宜？ 

林代理督導回覆： 

差額補助不利於各地分會人員作業。 

郭董事彩榕發言： 

建議將第五點後段修正為「當繳交金額未達本要點第 

六點之資助金額」之文字，較為詳細。 

    第2案 

案由：本會101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請討論案。 

說明： 

一、101年工作計畫 

詳如附件八。 

二、依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第26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本會應

於年度結束前，訂定次年度之工作計畫，編列預算，提經

董事會通過後，於12月1日前報請法務部核備。 

三、法務部100年5月23日法保決字第1000013651號函轉行政院

同年月18日院授主孝一字第1000003040號函規定，明(101)

年度預算書應於100年7月底前擬編一式二份送部審核確

認後，再於100年8月底前依101年度單位預算及附屬單位

預算書送立法院作業事宜之規定，製作應有份數送部（如

附件九）。 

四、101年度預算匡列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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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198,605千元，包含： 

科 目 金 額 備 考 

政府補助（法務部） 43,620千元 含保護業務費用 

政府補助（內政部） 7,885千元  

捐 贈 12,000千元  

利 息 2,500千元  

緩 起 訴 處 分 金 130,000千元  

認罪協商判決金 2,600千元  

 

支出：194,322千元，包含： 

科 目 預 估 需 用 金 額 支 用 範 圍 

政府補助（法務部） 43,620千元 
保護業務業務、用人費

用、辦公費用、會議等 

政府補助（內政部） 7,885千元 
保護業務費用、用人費

用等 

捐 贈 7,114千元 
保護業務費用、用人費

用、辦公費用、會議、

宣導等 

緩 起 訴 處 分 金 131,751千元 
保護業務費用、業務費

用、會議、宣導、社區

生活營等 

認罪協商判決金 2,600千元 
保護業務費用、業務費

用、會議、宣導等 

管理及總務費用 1,352千元  

 

五、收支相抵：本期賸餘：4,832 千元。 

辦法：請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林秘書芳存說明: 

購置設備費 500多萬是逐年攤抵費用，故金額兩項不

同，另本期剩餘繕寫錯誤與會議資料不符，擬修正為 4,283

千元。 

王董事佩玲發言： 

想請問 101年的工作重點為何？及未來的修改方向為 

何？另本次會議有檢附許多業務績效統計說明，並作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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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這是去年沒有的，我覺得這部分就非常清楚能讓我們檢

視出整個服務內涵的成長或是有需修改的狀況。在此表中第

4 頁中，今年度相較過去總服務人數減少了不少。請問就這

部分 101 年的工作計畫是否也有針對此部分做一些修正？ 

林代理督導回應: 

目前已訂定本會保護業務作業要點，明年的工作重點希 

望分會人員能有一個方向，並提供更專業的服務及加強服務

品質。另外本會目前已推動各項專案及剛剛司長提到的案件

分類提供保護之部份，這兩部份也會持續的努力。最後還會

加強全國的宣導，以上是明年度努力的方向。 

另數據的不同乃是真實情形，此部分將會在更深入的了解，

目前看見生活重建的人次有降低，推論可能是因此部分而造

成了影響。 

顏董事長補充說明： 

因本會受限於十五項法定保護業務，無法有更多拓展的 

機會，今後努力方向應為如何更深化的提供服務。 

本會主要案件為車禍案件，由於今年度加強取締等措

施，車禍死亡人數明顯降低，在此被害事件整體的數據降低

的情況下，相對保護對象的人數也受到影響。所以目前應該

致力的方向應將推廣犯保的部分納入，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將

受重傷、性侵等案件，也成為本會的保護對象。 

張董事錦麗： 

照理擴大保護對象後應該是增加服務人員，倘若因生活 

重建而造成影響，金額增加，亦勢必有所調整，建議能了解。 

郭董事彩榕： 

其實此數據有可能是因為資料輸入的問題，因為每個輸 

入者對於一件服務的認定標準可能不同，所以建議可就各分

會前後年度做比較，而就人數變化幅度較大的部分作了解。 

另建議納入犯罪被害補償金補償之結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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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科長瓏： 

此部分主要是法務部的業務 

周董事清玉： 

感謝大家的努力，防止家暴仍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因 

為家暴的加害人如為家人，是較敏感的情況，所以目前主要

的防止家暴連結為內政部家暴防止中心，其實較不會轉介到

犯保來，大家雖然一直希望增加擴大保護對象之人數，但僅

就一些措施其實並沒有辦法改善這樣的情況，甚且還要避免

重複提供服務。其實與家防中心的連結應該再多加強。 

林科長瓏回覆： 

感謝周董事的意見，在犯保法通過後，擴大保護對象的 

部分主要是在被害補償金。提供這樣的服務其實並不該只有

犯保提供，而是應該整合所有的資源。９８年擴大保護對象

後，已訂定一些配套措施，並召開不少會議希望可以解決連

結上的問題。目前還請總會要分會去拜訪縣市政府等相關單

位籌措資源，自行建立資源的網絡，俾中央及地方皆建立協

助的資源網絡。 

另外，為了避免二度傷害這部分，仍須努力與家防中心溝通。 

顏董事長： 

中央訂有聯繫要點，但分會執行有落差，建議將要點以 

公文發下去，並促其切實改善。 

周董事清玉： 

僅發放一公文可能無法解決問題，而且不只本會各分會 

之部分，甚至各地家防中心亦須推廣，讓雙方皆知道有彼此

的資源，落實資源整合。 

黃董事富源： 

各國被害人保護法皆將性侵害被害者第一優先納入，所 

以本會一定要將性侵害被害人納入為保護對象，此外經費部

分也希望能予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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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董事彩榕： 

在一再要求加強保護業務的情況下，目前犯保的人力的 

確是不足的，另外於專業部分可能也是不足的，但我知道

目前在各項配套措施推出後，已經有顯著的進步了。 

費司長： 

我知道各分會已做了很多努力，但在性侵害被害者的部 

分，就被害人的心理層面上有很多的考量，希望能將服務專

業化、精緻化，以避免造成二度傷害。再加上家防中心及犯

保的專任人員溝通可能有不同意見的情況下，其實可能無法

把個案直接轉介過去其他單位。所以希望無論是怎麼樣的情

況下，都能將所有資源跟資訊告知被害人，由被害人自行選

擇要接受哪邊的協助較為妥適。 

顏董事長： 

下次提供的數據有落差較大者，請提供數據資料分析。 

 

    第3案 

    案由：有關是否調増 100 年下半年本會工作人員待遇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政府考量軍公教6年沒調薪，於本年7月已調薪做為帶頭的

作用，目的是要帶動一般民眾薪水的成長，讓更多人享受

到經濟成長的果實，薪資具有指標的作用，加薪後還能提

高國內整體薪資水準，帶動民間消費，刺激GDP進一步成

長，自7月1日起調薪3%。 

二、本會為法務部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薪資待遇亦比照公務

機關訂定有「薪點表」，以做為核給薪資之依據。94年迄

今6年本會工作人員薪資亦未曾調整。 

三、經試算，若本會工作人員比照公務人員調薪 3%，每月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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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4萬元，以 8.5 個月（7月起算至 12月，加 2.5 個月

年終及考績獎金）計，今年度約需增加 34萬元，惟依今年

度經費收入及預估支出情形，法務部補助款已無剩餘款項

可支應，若本案通過實施，應僅能以捐助款支應。 
辦法：請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王董事佩玲： 

先前司法評鑑時有出席人員發現各地除人力不足外，同 

一學歷畢業者相較於外面任職之薪資偏低，例如社工系畢業

後在外任職基本起薪是三萬二千元，但本會助理秘書起薪僅

有兩萬六千元。希望總會能就這些部分討論。 

顏董事長回覆： 

本會有薪點表，目前３％部分就是調整薪點部分，雖很 

想調整薪資，但一開始也有報告，目前財源所遇到的狀況，

未來有機會將會調整。 

 

拾壹、臨時動議 

第1案：提案人劉董事明泰 

案由：詳如附件資料。  

辦法：請與會人員惠賜卓見。 
顏董事長回覆: 

案由第 1 點送請法務部卓裁，案由第 2-4 點案送總會研討，另 
志工會議將盡量出席。 

第2案：提案人張董事司禮 

案由：詳如附件資料。  

辦法：請與會人員惠賜卓見。 
顏董事長回覆: 

送請法務部處理，若各分會仍有相關問題得向各地榮譽主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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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反映。 
林科長瓏補充說明: 

之前召開相關會議時，警政署之代表對於提供個案資料有疑 
慮，將會加強協調。 

第3案：提案人張董事司禮 

案由：詳如附件資料。  

辦法：請與會人員惠賜卓見。 
顏董事長回覆: 

增加人力及牽涉到財源問題，98 年前也僅 1 名專任人員，98 
年 8 月後才增聘 1 名專任人員，此案送總會審議。 
張董事司禮建議: 

召集秘書檢討案量之問題。 
顏董事長回覆: 

開案標準需統一。另法務部及內政部的補助款希望明年能有更 
多的金額，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拾貳、散會。 

                                 

                             

                                   主席：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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