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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屆第2次董事會暨第1次常務董事會聯席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2 年 8 月 1 日下午 2 時 30 分 

貳、地  點：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二樓簡報室 

參、主  席：陳董事長守煌                   紀錄：陳娟娟 

肆、上級指導：法務部保護司黎專門委員翠蓮 

伍、出、列席人員： 

     出 席 者：廖常務董事英藏、許常務董事財清、江常務董事松樺、

張董事司禮、洪董事毅一、劉董事明泰、廖董事明山、

周董事清玉、高董事福源、陳董事玉書、黃董事蘭媖、

陳董事宜珍、郭董事彩褣、林董事德華(代理)、 
    列 席 者：許常務監察人專琴、郭顧問文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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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組長芳

存、陳秘書建宇、邱秘書千容 
陸、主席致詞： 

上級指導長官黎專門委員、許常務監察人、林科長、各位常務

董事、各位董事及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本會第六屆董事會第二次

會議，承蒙各位在百忙之中出席這次會議，個人謹代表犯保向各位

致上最深的敬意及謝意。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已實施十五年，在歷屆董事長、董事的監督

指導下已運作嫻熟，但仍有進步空間。犯罪被害保護除了保護工作

外，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輔導及陪伴，方能在創痛的地方、在憎恨

的心靈上灑下溫暖種子，在苦難的地方施給愛心的關懷。 

當犯罪被害人歷經人生重大創痛的時刻，犯保協會秉持職責及

愛心，在他們遭受孤苦無依、喪志之際生命頗為愁苦。 

當我們本於愛心及善心，提供幫助協助，這是相當有意義的工

作，我們期勉同仁與志工在探視被害人及其家屬時，讓其了解海浪

因暗礁遭遇加害到，更加了解生命不是用來尋找答案，而是用來尋

找愉快的生活，看清人情善惡到頭終有報，我們的工作除了提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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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探視，更重要的是提供其心靈上的安撫。 

希望他們能透過此舉，放下悲情，開拓嶄新的人生。 

最近幾件重大事件，包含廣大興 28 號案等，協會在保護司的

指導下，包含行政院政務委員林政則的探視下，一共前往 5次探視

及最後發給 360萬的犯罪被害補償金，讓家屬及社會大眾看到協會

的積極付出及努力。當案件發生後，漁船回來的第一天，我交代屏

東檢察長親自前往探視，因為在此案，我們只能提供精神上的安

慰，希望他們對政府能降低對立之心態。 

洪仲丘案非常感謝本會臺中分會林主委的關注及付出，多次拜

訪案家，並提供慰問金及法律協助。蘇建和案的遺孤吳東諺欠缺新

的呼吸器，現已獲得經費購置；本會士林分會仍持續一年多次在節

日前往探訪，並提供每月專案補助其生活費。英國商人林克穎撞死

人逃回英國之案件，協會也提供諸多協助，包含在英國的訴訟費

用，扣押他的財產，雖結果如何尚無法知悉，但我們深信我們的工

作並非表面，而是應給家屬們實際的幫助。 

在座各位都是社會的菁英、事業有成的人士，在各項領域裡皆

任有重要職務，希望各位可以秉持你們珍貴的經驗給我們更多的指

教。相信在座的各位也是相當樂善好施，例如江董事有很多公益的

付出，此言非向各位募款，主要是希望能借重各位珍貴的人生體

會，來協助被害人，讓服務品質提升並發掘更多適切的方案，使得

被害人獲得更多協助。 

今天的有兩項追認案，其一：敦聘顧問需追認，因有新的職務

調動，屆時會再聘有新的顧問；其二：101 年度收支決算。 

願大家都能在合群中去廣結人緣，節儉中去樂於施捨，體會生

命的意義及人生的價值。 

柒、上級指導長官致詞：法務部保護司黎專門委員翠蓮 

陳董事長、各位常務董事、董事，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因今天是部會會報，所以司長副司長不克前來，在此替其表達

歉意。 

最近部裡一直積極的推動及補強犯罪被害相關的規定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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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藉此機會向各位報告各工作的目前進度。 

由於目前社會上對犯罪被害保護相當重視，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已於 102 年 5 月 22 日完成了部分修正，此次修法重點有四： 

1. 創設扶助金：為使國人在海外遇到被害事件時能有所協

助，雖金額不高但希望能藉此提供適時的關懷及協助。 

2. 犯罪被害補償金之喪葬費為 20萬元內無須檢具單據。 

3. 因此法已施行多年，所以調整了喪葬費在 20 萬元內，不審

查，且須於 15天內發放，以提供及時的協助關懷、過去逐

項審查歷時很長又多扣除社會保險金，常給被害人不好的

感覺，目前除強制險外，其他社會保險皆不被扣除。 

4. 為充實經費，各地檢緩起訴處分金的分配機制列入更動，

希望能加入更多經費。緩起訴處分金如何納入，對犯保很

重要，現在已召開 15 次的會議，一再討論，包含緩起訴處

分金作業要點及犯保法施行細則的修正要點將會陸續進

行。 

重大案件承蒙董事長關心，林克穎的案件已委由外交部推薦律

師在英國協助訴訟，此案件相當複雜，由多個部會協助，也特別感

謝士林分會特別開立專戶處理經費。 

廣大興案則是相當感謝屏東分會多次訪視，在第一時間提供補

償金、吳東諺呼吸器部裡結合社會資源後，因總統府表示由其支

應，所以社會資源轉為一般捐款，由士林分會未來持續提供其生活

所需、洪仲丘則是第一時間即提供一路相伴法律協助，律師亦是台

中分會的扶助律師，感謝所有的董事對犯保工作的投入。 

今天很榮幸能參與此會議，陳董事長是虔誠基督徒，有很多愛

心及專業理念，在他的領導下，相信能更精進，再加上各位董事的

加持，相信保護工作能夠有更顯足的進步。 

捌、會務報告：游執行長報告（略；詳如會議資料） 

玖、追認事項： 

一、 本會 101 年度收支決算，請追認案。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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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第 10條第 5款及第 16條規定辦 

             理。 

 (二)本會 101年度收支決算，業經監察人於 102年 4 月 12日  

     查核完竣，並報奉  法務部 102 年 5 月 7日法保決字第 

     10200555620 號函准予備查。 

 (三)101年度收入共計 1 億 5,042 萬 9,660 元，支出共計 1 

     億 7,031萬 7,480 元，收支相抵，計短絀 1,988 萬 7,820 

     元，運用以前年度結餘款支應。 

 (四)詳如附件五。 

   辦 法：提請董事會審查追認。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為敦聘徐麗雯女士擔任本會顧問，請追認案。 

說 明： 

(一)依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第 20條規定，為因應業務需要， 

    經董事會決議，得聘請顧問若干人。 

        (二)本會前顧問林邦樑先生於 102年 3月 11 日調派臺灣南投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茲因業務推展需要，其遺缺自同 

            日起，改聘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文書科科長兼代理書記官 

            長徐麗雯女士擔任本會顧問，協助督導本會業務之執行， 

            並按月支給兼職費新台幣 3,000元。 

 辦 法：請審查追認。 

董事發言與建議 

周董事清玉:性別主流化，要求中央、地方檢驗法條是否遵守性別 

           平等的規定。希望未來保護協會應納入性別平等的概 

           念，各委員會皆以此概念聘任相關人員。 

 董事長回覆:董事長職務係依法定，顧問之職則是依其職務聘任， 

            無法限制於性別部分，且本會目前多數成員仍以女性 

            居多，未來在可適用的範圍內，我們會儘量配合性別 

            平等的相關規定進行。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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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提案討論： 

一、 本會 103 年度工作計劃，請審查案。 

  說 明：103年度工作計劃詳如附件六。 

  辦 法：提請董事會審查後陳報法務部。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本會 103 年度預算案，請審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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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 6月 15日法保決字第 101001156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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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預算（詳如附件七）匡列如下： 

1、收入：201,337 千元。 

A. 政府補助收入：40,447千元。(計法務部補助 34,447

千元、內政部補助 6,000 千元。) 

B. 捐贈收入：16,500 千元。 

C. 緩起訴處分金提撥收入：19,000千元。 

D. 利息收入：2,200 千元。 

E. 緩起訴處分金收入：120,000千元。 

F. 認罪協商判決金收入：3,090千元。 

G. 雜項收入：100千元。 

2、支出：199,917 千元。 

A. 保護費用：14,627 千元。 

B. 業務費用：59,244 千元。 

C. 管理及總務費用：2,956 千元。（固定資產提列折舊

及無形資產攤提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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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緩起訴處分金支出：120,000千元。 

E. 認罪協商判決金支出：3,090千元。 

3、收支相抵計餘 1,420 千元。 

辦 法：提請董事會審查後陳報法務部，並製作預算書提送立法院

審查。 

問題與答覆： 

郭董事彩榕：社會司過去有編列經費，我們相關的單位因組改移出 

            至衛生福利部，犯罪被害業務改由目前的保護服務司 

            102 年度已撥付，103 年度預計金額與會議資料略有出 

            入，請查證是否有誤。 

許常務監察人：從會議資料中，可看出協會的經費相當短缺，但由 

              於目前政府經費亦屬縮編狀態，請大家共體時艱。 

              立法院現在要求財團法人須比照國營事業的預算格     

              式，請承辦同仁注意並配合修改。另因為更生保護 

              的會計制度修訂後，協會這邊的制度尚未修訂，所 

              以在此部分可能要有適當的調整，避免日後遭到立 

              法院之質疑。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照許常務監察人之意見修訂相關格式。 

拾、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劉董事明泰 

案  由：服兵役是國民義務，但軍中領導幹部屢有不法行為，致服 

        役期間慘遭毒害，引起人神共憤、天地不容，為還被害人 

        家屬公道，維護社會公理正義案。 

說  明： 

一、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一條 為保護因犯罪行為而被害死亡

者之遺屬或重傷者，以保障人民權益，促進社會安全，特

制定本法。服役軍人理應受保護範圍。 

        二、司法官大法官釋字第 436號解釋指出「軍事審判機關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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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者，亦屬國家刑罰權之一種」法治國家司法機關應有權 

            行使軍人審判權。 

        三、建請儘速修法-法律審判權，杜絕軍中黑幕防止服役期間 

            以【意外、自殺】含冤屈死，更應立法保障被害人家屬權 

            益，查封加害人財產，不應再以國家賠償草率結案。 

      四、司法機關應以務實態度追查真相，保護協會介入保護工作 

          協助還給被害人家屬公道，並維護社會公理正義。 

     問題與答覆： 

董事長回覆:現軍法部分已著手修法，其餘犯罪被害保護的部分， 

           以洪仲丘案而言已介入協助，未來如有相關情況，亦 

           仍依規定協助。 

黃董事蘭瑛:此次除洪仲丘案，尚有其他相類似案例，是否得請全 

           省各分會前往訪視關懷，並建立聯繫網絡，相互支持? 

董事長回覆:由於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有其規定及時效，全省相類似 

           案例之實際狀況並不明朗，所以當發現符合本會規定 

           之案件時，將會予以協助，但普遍性之訪查可能有其 

           困難。 

決  議:此案保留。 

第二案 

提案人：廖董事明山 

案  由：開通行動電話撥打本會 0800-005850免付費電話服務。 

說  明： 

    一、民眾撥打本會免付費 0800-005850 保護專線，接通後由撥 

       話地所屬分會接聽及提供後續服務。現階段，僅開通市話 

       撥打服務，行動電話無法撥通。 

    二、根據統計，全台行動電話用戶普及率近 100%，每位國人

平均都有一隻(以上)手機，習慣使用行動電話連繫者增

多，並以行動電話掌握即時資訊，鑒於行動電話普及率

高、攜帶方便及訊息傳遞快速，為加強本會服務宣導及

推廣保護專線，應開通行動電話撥打保護專線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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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 

    一、請與會董事提供卓見。 

     二、每年由董事捐款中提撥部分額度支應相關開支。 

問題與答覆： 

游執行長明仁回覆:因此案若通過將為長久方案，建議待緩起訴處 

                 分金作業要點修正通過，確定有固定經費後， 

                 再行討論進行，以避免發生日後經費不足支應  

                 之情形。  

董事長回覆:除經費問題外，行動電話尚為少數之情形，請總會評 

            估是否可行。 

郭董事彩榕：建議參考 0800 專線一年進線量，甚至可考慮和其他 

             電信討論較適宜的方案，此提案非常的好，但仍建 

             議可以考慮現在是否為適宜的施行點。 

廖董事明山:此提案乃是為推動總會所推之專線方案後發現的困   

            難。 

周董事清玉:首先可能要先考慮協會的免付費專線之號碼是否為 

            大家所知，雖此提案相當重要，但建議可將推廣此免 

            付費的號碼列為更優先之計畫，會更為適宜。 

決  議：請總會於兩個月內完成是否適宜進行之評估。 

拾壹、臨時動議 

  提案人：陳董事宜珍 

  案  由：建議明定溫馨專案之目的及目標。 

      說  明： 

      一、於溫馨專案實施計畫草案中，無法清楚了解其目的及目 

          標。 

     二、計畫中所指成效評估所依為何未臻明確。 

辦  法： 

      一、溫馨專案實施多年，希望藉由此計畫去明確訂定下來相 

              關規定，使分會進行相關業務時，能有所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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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此草案乃先前進行討論會議後之結論，尚未定案，將 

          參考董事意見進行修正。 

  問題與答覆： 

廖常務董事英藏:溫馨專案恰為我任職於臺北分會時開始推 

               動，由各分會進行相關工作，而總會為督導之 

               責。過去心理輔導在此專案尚未推動前，多採 

               戶外活動的方式，自 93年後方開始進行個人 

               等等的輔導。 

 陳董事宜珍：我個人覺得此專案非常好，但希望總會可以訂定 

             出明確的指標，使得各分會在訂定相關的計畫並 

             推行時能有所依循。  

 游執行長明仁回覆:陳董事能否於會後將相關意見以電子郵件 

                  提供給我們，非常感謝。 

   決  議：將依陳董事意見修改草案。 

拾貳、主席結語 

心中有慈悲就能夠超然於世俗之外，以服務及奉獻為人生增

添色彩，感謝此次能集合各位董事的高見，希望未來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能有更多的進步。 

在這個災難連連的社會，祝福各位平安一級又一級，夢想都

成真，事業都如意，人生留存一點真。 

會議就在此結束，在此祝福大家！ 

拾參、散會。 

主席：                                   

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