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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四次董事會暨第三次常務董事會聯席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3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2 時 30 分 

貳、地  點：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2樓簡報室 

參、主  席：王董事長添盛                 紀錄：陳娟娟 

肆、上級指導：法務部保護司游司長明仁、林科長瓏、朱視察念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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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陳常務董事秋郎(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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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董事木源 
              (代理)、鄭董事棟評(代理)、江董事國仁、林董事維言、

李董事臨鳳 
    列 席 者：許常務監察人專琴、陳顧問雲南、林顧問美瑤、王執行

長秀灑、解副執行長廣怡、林督導仁德、陳組長娟娟、

林組長芳存、陳秘書建宇、盧祕書榮晟、蔡助理秘書娜

文、彭助理秘書美蓉、康助理秘書鈺淨 

陸、主席致詞： 

        上級指導長官法務部保護司游司長、林科長、朱視察、許常務 

    監察人、各位常務董事、各位董事及各位同仁大家好！ 

        今天召開本會第 6屆董事會第 4 次會暨第 3 次常務董事會聯 

    席會議，感謝大家出席本次會議，對於本會來說是一種精神上的鼓

舞及實際行動的支持，個人謹代表本會向各位致上最深的敬意及謝

意。 

        首先向各位介紹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陳襄閱主任檢察官雲 

    南，也是本會顧問，他的特徵就是冬天也穿短袖，今早我力邀他前

來，他相當於高檢署副首長，協助我處理一些案件，他的工作精神

非常好，對本會業務也非常熱心及熟悉，循例聘任擔任其顧問協助

會務。 

        另外，我向各位報告董事異動，原林德華董事因本職內政部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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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長異動，由胡木源局長接任(馬振華警政監代理

出席)，非常歡迎胡木源局長擔任本會董事，相信各位都是各專業

領域的翹楚，希望能借助董事們的專長、經驗與力量，讓會務推展

更順利、服務更多元周全，工作人員也能更上一層樓。 

    今年適逢本會成立 15 週年，擴大舉辦的推展保護有功人員表

揚大會，也感謝各位董事的鼎力相助，活動才得已於 10月 24日圓

滿達成，希望本會未來的各項活動，也可一同共襄盛舉讓活動蓬蓽

生輝。 

        各地的分會也在當地的檢察長也就是榮譽主任委員的帶領及

委員的協助及專任人員的努力下，業務可說是相當平順的進行。尤

其今年度國內在 6 月份發生了幾件重大的社會矚目案件，如：澎湖

空難、高雄氣爆、食品安全問題，整個社會環境壟罩在一片低氣壓

當中，各分會的同仁都在災難發生第一時間展開慰問工作，替協會

爭取最好的社會肯定及形象，在此對各地的工作同仁給予高度的肯

定。 

        本次會議除會務報告外，另有 2項追認案及 3項討論提案，希 

    望接下來的會議中，各位董事都能不吝發言提供意見與指教。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柒、上級指導長官致詞：法務部保護司游司長明仁 

        董事長、常務監察人、各位常務董事、董事、陳顧問、林顧問、 

    王執行長及各位總會同事大家好。 

        時間過得很快，在上次開董事會至今，要開本屆的 3次的董事

會了，如董事長所言，今年發生了許多重大案件，如高雄氣爆及澎

湖空難，分會的同仁都能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協助受保護人，直到

事情到一個段落後才撤走，而以這兩件案件為例，董事長也都在第

一時間親自致電各地榮譽主任委員，叮嚀處理進程，相信總會同仁

也跟分會人員有密切的聯繫，在此感謝總會對於分會的協助。 

        明年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的預算，由於緩起訴處分金已在今年 

    6月開始繳回國庫，因會計處長的幫助，讓法務部補助經費能夠 

    與緩起訴處分金合併，在預算上是相對寬裕的，在此感謝會計處處 



                                                                                                                                                                                                                                                3 

    長的大力幫忙。 

        保護協會再各位董事的協助之下，服務績效逐年提升，這也在 

    本年度的業務評鑑報告中顯現的出來。希望未來被害案件量能夠減 

    縮而服務績效能夠提升。表示治安能夠改善而服務能夠升級，預祝 

    會議圓滿進行。 

捌、會務報告：王執行長報告（略；詳如會議資料） 

玖、 上次董事會暨常務董事會決議回覆辦理情形 

  一、敦聘王秀灑女士擔任本會執行長追認案。 

  權責單位：人力資源組。 

  決議：本案保留，為考量法律面，請本會人力資源組提供當時陳 

報法務部聘任之相關資料及本會組織章程之相關程序說明

報部後，於下次會議再行追認。 

  辦理情形： 

     (一)業於 103 年 9 月 22日總護盛人字第 10300101900 號函 

         陳報報法務部說明並提供當時聘任之相關程序及資料 

     (二)經簽奉董事長核示於本次董事會提報追認前執行長游 

         明仁先生解任暨現任執行長王秀灑女士聘任案。 

二、開放行動電話撥打本會 0800-005850免付費服務電話案（廖董事

明山提案）。 

  權責單位：行政組 

  決議：是否適宜開放請總會於 2個月內，就經費等各項完成評估。 

  辦理情形：本會免付費服務專線第 2 期擴充計畫，法務部已於 103

年 8 月 12日以法保決字第 10300138020號函核定。本會已洽中

華電信自 103 年 9 月 1 日起，開放行動電話撥打進線，並建立非

上班時間語音信箱擋門機制。比較開放前後之進線話務量，皆維

持在 300 筆上下，無明顯差異。而開放後較開放前所需費用約增

1,000元左右。 

   三、本會及所屬各分會溫馨專案執行模式研議（周董事清玉提案）。 

權責單位：業務企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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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一)本會為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成立之犯罪被害人保護機 

        構，需辦理本法第 30條第 1項之業務，且依本會宗旨為 

       「重建受保護人生活」，因此，本會對於能達到「重建受 

        保護人生活」且為本法第 30 條第 1 項之業務者，均應予 

        以辦理。 

    (二)受保護人需求大致分為兩方面，經濟需求及專業性協助 

        需求。本會就上開需求之處遇作法，於經濟支援方面， 

        以直接提供或結合社會資源辦理。基本上，屬於短期或 

        急難性，金額不高者，由本會直接提供；屬於長期性或 

        貧窮問題，金額較龐大者，以結合社會資源提供。於專 

        業性協助方面，包括法律、心理等，均以結合相關領域 

        之專業人士實施為原則，本會工作人員之角色，為專案 

        計畫執行管理者。 

    (三)本會對於受保護人有關專業性需求之協助，有三個層面 

        需要考量：一是專業措施效果、二是信任關係效能、三 

        是運作方式效益。專業措施效果，即是指採取之專業方 

        法對受保護人心理復原產生之直接效果；信任關係效 

        能，指協助過程中因關係互動產生對受保護人整體復原 

        的推進效能；運作方式效益，指採行運作方式之成本效 

        益。因此本會在心理創傷復健的措施提供上，於評估心 

          理創傷復健之實施模式時，均將上述三層面納入分析考 

          量，其中以各分會結合相關專業團體或個人建立團隊運 

          作模式，三層面均較能兼顧。其他實施模式，如聘請專 

          任心理專業人員專責實施，運作成本過高，轉介至相關 

          資源團體回應此需求，信任關係難以增進，較有未能全 

          面顧及之憾。 

    (四)現行有關本會受保護人之心理創傷復健之運作，是以本 

會訂定「溫馨專案實施計畫」母計畫為本，由各分會因

地制宜訂定「溫馨專案執行計畫」據以執行，各分會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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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會依執行計畫建立心理專業團隊。關於心理專業團隊

之運作大致分為兩種方式：一是與各大學諮商輔導所、

地區醫院精神科等心理相關專業團體合作；二是與個別

心理專業人士（二位以上）合作。此模式運作已有多年，

各分會均已實施辦理。 

      四、建請本會保護業務績效與犯罪案件數做交叉比較研究案（王董 

事佩玲提案）。 

  權責單位：業務企劃組。 

  辦理情形： 

   (一)未來統計分析相關數據時將依董事所提意見辦理，就 

       犯罪案件數與本會實施保護數做比較。 

   (二) 檢附 102 年與 103 年 1 至 10月之比較表。 

   五、建請本會網站須定期更新案（李董事臨鳳提案）。 

  權責單位：綜合推廣組 

  決議：請行政組及函請各分會配合盡速更新。 

  辦理情形：本會除各業務組於每週或即時提供相關業務訊息予 

綜合推廣組，由綜合推廣組彙整後更新至外部網站外，並函知

各分會辦理定期更新本會外部網站並指定更新專責人員。 

   討論與回應： 

董事長：關於以上辦理情形，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意見。李董事 

           您的提案我們有在做更新了，再麻煩您在上網替我們 

           檢視。 

   李董事臨鳳：有的，已經上網確認過確實有更新。 

   董事長：關於第四點王董事的提案我們也已經進行。還有溫馨 

           專案的部分也感謝周董事的提案，感謝各位董事的鞭 

           策及提議如果各位沒有意見的話我們進入下一個議 

           程。 

拾、追認事項： 

   一、為敦聘陳雲南先生擔任本會顧問，請追認案。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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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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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前顧問郭文東先生於 103年 9月 3 日起調派，茲因 

             業務推展需要，其遺缺自同日起，改聘臺灣高等法院檢 

             察署襄閱主任檢察官陳雲南先生擔任本會顧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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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董事會審查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二、為本會前執行長游明仁先生解任暨現任執行長王秀灑女士聘    

任，請追認案。 

       說明： 

          (一)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組織及監督辦法第 14 條規定， 

「保護機構置執行長一人，承董事長之命，辦理日常業

務。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解任時，

亦同...」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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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董事長

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報請法務部聘任之。 

          (二)本會前執行長游明仁先生於 102年 9 月 5 日榮陞，茲因

業務推展需要，其遺缺自同日起，改聘臺灣高等法院

檢察署檢察官王秀灑女士擔任本會執行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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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應依法追認解任前執行長游明仁先生執行長之職並追 

              認現任執行長王秀灑女士之聘任。 

辦法：提請董事會審查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拾壹、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人：本會業務企劃組林組長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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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由：修訂本會「實施保護業資助範圍與標準」有關訪視慰問 

          金發放標準為每案 5000 元。 

      說  明： 

        一、本案原為本會臺中分會所提，主要考量之點在於案家辦 

            理喪事期間致贈訪視慰問金新臺幣(下同)2,000元為偶 

            數，與社會習俗不合，又因慰問金以案家人數計算，致 

            每案之慰問金不同，亦造成執行上之衡酌困擾，是以建 

            議修訂為每案發給 5,000元。 

        二、目前本會「實施保護業資助範圍與標準」(如附件十二)中 

            有關訪視慰問金（或慰問品）發放之規定為：低收入戶者

每人 5,000元、中低收入戶者每人 3,000元、一般家庭每

人 2,000元、特殊個案專案簽辦每人最高金額 5,000元。

每戶慰問金或等值物品，最高 3萬元。訪視慰問金本會

最初之規定為「慰問金或慰問品最高 5,000元」，因 90

年內政部查核時發現各分會發放金額不一，又無客觀標

準，造成查核困擾，函示宜再細定補助標準。依此，本

會即於 90 年 9月進行修訂，現行規定即為當時所修訂。 

        三、本會現行慰問金之發放確存在一些問題，除臺中分會所 

            提發放標準數額有單數有雙數，符合雙數（一般個案，每

人 2,000 元）之死亡案件，不符合民間習俗外，尚包括雖

有標準，但衡酌空間甚大（主要為衡酌要發幾口），衡酌

時常造成工作人員困擾；依現行標準，各分會發放金額

不一，易引起社會大眾質疑不公；依是否有低收身分，

認定發放數額，因慰問金發放均在案發之初，還未掌握

案家資料之前，照此規定執行有困難等。而此均與現行

規定之發放方式及彈性空間有關。因之本會亦認為可評

估採單一發放標準，如臺中分會所建議每案發給 5,000

元，以解決上述問題。關於慰問金之金額有無需保留範

圍彈性之必要，經審酌，慰問金為表達關懷之意思，尚

非救助措施，似無需依個案經濟情況以不同金額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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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保留發放金額的範圍彈性，每案統一發放一定額度

之金額，應無不妥。 

         四、於經費方面，經評估，若採單一發放標準，以 5,000 元 

             為額度，應屬妥適。就支出分析，採每案計算，以死亡

案件年平均 1,720 件（前三年平均值）及重傷害案件年平

均 296件（前三年平均值），每年需支出 1,008萬元，較

之現行訪視慰問金年平均發放金額 683 萬 5,193元（前三

年平均值），將增加支出 324 萬 4,807。 

若採單一發放標準，以 3000 元為額度，每年需支出 604

萬 8,000元，較之現行訪視慰問金年平均發放金額 683萬

5,193元（前三年平均值），減少支出 78 萬 7,193 元。 

    問題與答覆： 

    李董事臨鳳：責任未明或構成犯罪未明之時，是否進行救濟。 

    董事長回覆：這個問題當時有考慮過，因為有很多時候事件的責

任未卜，比如澎湖空難，但是我們考慮到不論是機

械或是駕駛員的因素，從寬來認定，這都是外界介

入的意外，另外在這類的案件當中受理之分會皆在

案發地設立服務攤位來協助被害人，若每個案件都

要等地檢署檢察官來認定案件，則保護業務在初期

則無法順利進行。 

    林董事維言：李董事所提慰問金的發放，如果範圍擴大，應該要 

回歸法的意旨，金額發放的對象應該要定義清楚。 

    董事長回覆：定義是很清楚的，本會所保護的對象就是犯罪被害

人，爭議的部分只是在救濟的當下，我們是否要再

去問被害人是否為低收入戶，這是金額發放多寡及

救濟進行的問題。 

  林董事維言：若性侵害案的被害人通報之後，是否就能夠發法慰

問金呢？這個是邏輯的問題。 

  許董事財清：建議所有受理案件皆發放 5,000元。 

  周董事清玉：我認為保護對象一定要很清楚，每個案件都該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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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關注，但是可能各個單位要負責不同的領域。

總會應有清楚的定義，讓所屬分會能有個基本的基

礎及訓練，也就是我們所在乎的，工作的項目一定

要很清楚，應要有一定的訓練及一致的規範，謝

謝。 

    江董事國仁：有關空難及高雄氣爆部分，想了解與我們保護的對

象及範圍，錢的多寡當然是主要要看我們的經費充

足。如果經費有限，那當然希望把經費用在最需要

幫助的人，而為什麼我剛才特別提到這兩個災害

呢，因為他們很可能有一些補償金或其他單位的一

些措施，那這個時候我們協會是否還要另外再進行

救濟，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事實上，高雄氣爆案的

受害人，每個人獲得的賠償有800萬之高，在這麼多

的額度之下我們的救濟可以說是杯水車薪，對他們

造成不了太大的幫忙，但是不管是在一般的車禍案

件也好或是兇殺案件，反倒是非常需要我們的幫

助，或許默默無聞，但卻是最實際的幫助。是不是

能夠把經費用在最需要幫助的地方。 

   董事長回覆：對於各位董事所提的被害人，我們不只在案發第一時 

                間進行協會，在每年的三節也都有進行慰問，而現

在所提出的問題是，不希望在案發現場當時來問被

害人是否領有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戶證明，才依此發

放救濟金，讓我們的工作同仁到現場時感到困擾。 

    廖董事英藏：此提案的用意是在第一時間進行慰問，只有一次，

所討論不在討論慰問金的適法性及適合性，而是金

額的統一性。 

    林組長仁德回覆：目前的發放有依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標準的

規定，但這個部分在實務上來講是不太可行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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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第一時間分會就會進行訪視，並會發給慰問

金，而此時對案家狀況尚未能掌握充分資訊，包括

是否為低收入或中低收身分。所以區分為一般、低

收、中低收等標準發放不同金額，實際運作上有困

難。至於金額的統一性，目前各分會依一般、低

收、中低收標準及酌量發放口數而使得每一案所發

放的慰問金金額是沒有一致性的，因此擔心恐會引

起質疑不公平的問題，這也是考量金額統一的原

因。另外慰問金的性質並不是在於救助，而是對於

被害人的慰問，因此應該也可以不必一定要依被害

人的經濟狀況來衡量發放金額的多寡。慰問金的發

放一般只有死亡及重傷害被害人，其他被害人並沒

有做發放，若怕發放的金額過高，我們可以在規定

裡面訂定發放對象限定於死亡及重傷害被害人這個

標準。報告完畢。 

    張董事司禮：發放金額的部分我認為是可以討論的，慰問金形式

是行之有年的，以過去的經驗來講，這個部份的發

放事實上可以拉近與被害人的距離，對於保護工作

是有幫助的。至於假設要以案來發放的話，這個案

的定義是否要釐清一下，以過去來說，是以被害人

數來計算的，將來是否要以戶來計算呢？因為有些

家庭父母是離異的，那要發放給父親或母親呢？發

放的對象是要給父母配偶或子女呢？這些都是可以

討論的，在執行面上應該要訂立一套標準。 

   董事長回覆：慰問金的發放標準也是個困擾，若以被害人數來計算 

的話，每個人拿 5,000元所需經費較為龐大，所以需 

以案來計算，一案 5,000 元。 

 李董事臨鳳：發放訪視慰問金這部分我們瞭解是有需要的，但我們

也知道政府的預算也是有限，所以發放的對象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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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犯罪被害人為主，就這項服務業務成果統計上，我

有一個疑問，就訪視慰問統計所保護的人次看起來是

有 13,885人次，而所發放的金額卻只有 568萬 3,857

元，換算起來每位受保護人只有領到 409 元，想請問

這部分的數據是正確的嗎？另外社會救助部分，有

2,237人次受益，總共花費約 232 萬元，平均每人約

領到 1,039元，如果平均每人拿到這麼少的金額那效

果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董事長回覆：請業務單位做說明。 

   林組長仁德：因為訪視慰問的服務人次並非每一人次都發放慰問 

                金，此服務人次部分還包含年節關懷及後續訪視。 

                所以並非每次都有慰問金的發放。 

   林董事臨鳳：希望未來將有無發放分別統計。 

   劉董事明泰：感謝各位董事對於高雄氣爆的關心，關於這個案件我 

               從頭參與到最後，無論是受害者本人或他的家屬沒有 

               人能夠順利走出來。所以有時候我們要惜福。以上跟 

               各位分享。 

   董事長回覆：感謝劉董事向我們陳述現場悽慘的狀況及熱心的付 

出、協助。高雄氣爆受害者所得到的賠償，是由當地

市政府從各單位捐款所獲得的資源發放給被害人，有

800 萬之多，據我了解事實上這些被害人還未提出犯

罪被害補償金的申請，這部分如果提出來相信也是一

筆大的數目。 

  林科長瓏回覆：各位董事提出很多提案上沒有看出來的角度跟看 

              法，保護司都會納入參考，但也請總會再思量。 

  江董事國仁：慰問金額的發放標準無法在當場詢問是否為低收入

戶，確實會造成執行人員的一些困難。 

  林董事維言：原則上發放的金額修改我們也支持，但對象是否連天 

               災所受害人都列入，定義應該要請總會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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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科長瓏回覆：建議參考各董事的發言做考量後再重新提出討論。 

   決  議：請業務單位就法務部意見再做評估研擬。 

   第二案 

提案人：張董事司禮 

案  由：請放寬對犯罪被害人出具保證書代替假扣押免擔保金之擔 

保金額上限，以增強保全犯罪被害人或其遺屬對加害人或

應負賠償責任人之求償權益。 

說  明： 

一、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28條規定:被害人或本法第六條之人 

    (得申請遺屬補償金之遺屬)非依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向加  

害人起訴請求本法第九條第一項各款之損害賠償時，暫免

繳納訴訟費用。前項當事人無資力支出假扣押擔保金者，

得由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出具之保證書代之。但顯無勝訴

之望者，不在此限。 

二、據上可知具有資格可得申請本會出具保證書者，以因犯罪

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及性侵害犯罪行為被

害人為限，且當事人必須符合無資力之條件，審查過程中

尚須判斷該民訴案件非顯無勝訴之望，審查堪謂嚴謹。本

會核准之申請案其最高保證額度目前訂為新台幣 180萬元。 

三、按犯罪被害人或其遺屬可得請求民事賠償之範圍應包含醫

療費、喪葬費(死亡案件)、扶養費、精神撫慰金以及其他

財產上損失等，故被害人或其遺屬所得請求賠償之金額往

往超越新台幣 180 萬元以上，如被害人為受重傷致癱瘓者

時，依法對加害人所得請求之損害賠償範圍尚可包括被害

人所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生活上需要(如長期看

護費、醫療輔助器材費…等)，其可以請求賠償之金額甚為

鉅大。以故本會目前所出具之保證書最高額度新台幣 180萬

元，確已無法充分保全受重傷被害人之求償額度，對被害

人權益之保護實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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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據法律扶助法第 65條規定：「分會認為法律扶助事件顯

有勝訴之望，並有聲請實施保全程序之必要者，受扶助人

應向法院繳納之假扣押、假處分擔保金，其全部或一部，

得由分會出具之保證書代之。」據悉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

會其出具之保證書金額係經審查委員會 3人一致之同意，並

決定保證書之金額，再經分會會長同意，始得為之，如保

證書之金額過高，會列為高風險案件管控(保證書金額超過

新台幣 500萬元之案件為高風險案件)。因此同為保護社會

弱勢族群之政府 NGO組織，相形之下，法律扶助基金會得出

具保證書之上限，與本會所能核准之保證書額度相較，差

距甚大，易讓外界誤認本會對犯罪被害人之保護措施有所

不足。 

  問題與答覆： 

 林科長瓏回覆：提出最高擔保的金額法務部並沒有規定，至於為何 

可有 180 萬的擔保金額，是與犯罪被害補償金能夠補

償到最高金額去做對應，想瞭解董事是希望在補償金

的金額再做修正嗎？又另外若要修正金額其實對總會

的負擔是相當大的，若對於保護法第 28條還是有疑

慮，歡迎提出修正。 

 董事長回覆：請問 180萬當時是如何訂立的呢？ 

 林科長瓏回覆：這是以當時最高的補償金額訂立的，現在補償金加 

              精神撫慰金最高金額則為 220萬元。 

 林組長仁德回覆：目前本會出具保證書所能擔保的額度限定在各補 

              償金各項目的總和，是因為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28條第2項的規定，且實務上法院執行處也有相同的 

              見解。 

 董事長回覆：犯罪被害人可以向政府求償的範圍總共只有四項，加 

             起來只有 220萬，一般假扣押要請求應該要提供三分 

             之一的擔保金，我們所提供的擔保金最高額度事實上 

             已經超越所可補償的最高額度。因此我們跟法律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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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會性質不太相同，他們可以受理的案件比較廣， 

             不一定是犯罪被害人，甚至包含一些民事的案件，所 

             以跟我們的狀況比較不一樣。 

 張董事司禮：以過去的經驗，因為提供擔保金後的案件被撤銷而需  

             要賠償的狀況是不是有發生過呢？ 

 林督導仁德回覆：沒有。 

 張董事司禮：事實上我們審核的過程已經很嚴謹，一般來說不會發 

             生上述的狀況，所以是不是能針對此案來作考量，當 

             然最後還是尊重董事會的決定。 

   決  議:請業務單位再做評估。 

   第三案 

   提案人：張董事司禮 

案  由：對重傷害被害人申請法律協助請求由律師代理民事訴訟

時，請給免審查其資歷之資格，抑或對其放寬審核之標準。 

說  明： 

      ㄧ、依據本會「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畫第九點補助要件規定: 

(一)受保護人申請本計畫之法律協助，以無資力者為原則。但 

    下列之受保護人，無須審查其資力： 

    1.經分會審核認係社會重大矚目案件之受保護人。 

    2.本計畫第六點第（一）款第 3 目之受保護人 ( 按係指犯 

      罪被害人保護法第三條第二款所稱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 

人)。 

    3.本計畫第六點第（二）款之特別受保護人 ( 按係指因故

意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之遺屬)。 

(二)受保護人申請協助項目為法律諮詢或法律文件撰擬者，亦 

免審查其資力。 

(三)第一款規定無資力之認定標準，由本會制定之，並得視實

際情況予以調整。 

 綜觀上述規定，因犯罪被害而受重傷之被害人申請法律協助請

求由律師代理民事訴訟時，目前並不在無須審查資力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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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提案人擔任志工並曾長期輔導犯罪被害人之經驗，因 

    犯罪被害受重傷者所遭遇之困境常比被害死亡者之遺屬所

面臨之困難為多，困期亦長。首先在醫療部分，除被害人

本人須接受醫療上之苦楚以外，家人亦須放下工作照顧被

害人，常造成家庭收入減少、支出增加之經濟困境；其次

在司法訴訟上，家屬必須在法院、醫院兩頭奔波。尤其在

進行民事訴訟時，若不能符合法扶及本會規定申請訴訟代

理之資力條件時，分會工作人員只能安排律師提供法律諮

詢及代繕訴狀，家屬必須親上法庭應對，或親自辦理假扣

押保全程序，造成蠟燭兩頭燒，身心俱疲的情狀，對重傷

馨生人之保護有所不足。因此對重傷害被害人申請法律協

助請求由律師代理民事訴訟時，實有放寬審核條件或免審

其資力之必要。 

    問題與答覆： 

 董事長:請業務單位說明當初訂相關規定的理由。 

 林組長仁德回覆：一般情況我們對於受保護人法律方面的專

業協助在有法扶會以後，都會先轉法扶會，但有些受

保護人沒有通過法扶會的資力審查就得不到法扶會

專業的協助，因此我們訂定「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

畫」，並以法扶會資力標準的 1.3 倍訂為「一路相伴

法律協助計畫」的資力審查標準，以讓更多受保護人

能獲得專業的法律協助。目前本計畫的提供，原則上

必須審查受保護人資力，但有些受保護人或情況是免

資力審查的，如社會重大矚目案件受保護人、故意殺

人案件受保護人、性侵害被害人，以及法律諮詢、撰

狀服務等。現在確實重傷害被害人並未在免資力審查

之列。未將重傷害被害人列入免資力審查，是有一個

考量，即「重傷害」法律雖有明確規定，但在司法程

序未認定前，民眾常會自行判斷自己是重傷害，若本

會又不需審查資力，可能會發生很多非重傷害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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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傷害的被害人向本會申請法律協助之情形，屆時本

會將需認定是不是重傷害，恐因此造成與被害人間之

爭執。 

 董事長回覆:當初規範的目的在於，若為經濟能力好的人民，

打官司應自己出錢。這是符合公平與正義的，而就

像剛才提到，若非重傷害被害人而有執意提出申請

的狀況，而我們無法審查其資力就提出補助協助，

這就並非我們立法的原意了。 

 張董事司禮：法律上對於重傷害的認定其實是非常嚴謹的， 

假設是檢察官以重傷害來起訴的話，是不是我們能

夠以此來當作初步的認定，進行協助呢？ 

董事長回覆:縱使是檢察官起訴，若當事人為有資力，我們所

幫助的對象仍應以最需要幫助的被保護人。 

張董事司禮：我同意將此意見列為修改規範時的參考。 

決  議:將本案列入「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畫」修定參考。 

拾貳、臨時動議： 

提案人：劉董事明泰 

案  由： 

一、高雄８月１日發生氣爆造成重大 31 人死亡，犯保高雄分會

當天立即啟動「81 氣爆專案服務」，動員志工至高雄市立

殯儀館設立『馨案服務台』，除由劉明泰名譽主委與劉振

芳主委發放家屬慰問金之外，也由分會義務律師到場提供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以及心理師也到場支援，犯保高

雄分會面對此次重大傷亡，除了第一時間的慰問之外，後

續也因提供家屬協助而密集與高雄市社會局聯繫，希望給

予家屬更適切更即時的服務。 

二、配合高雄地檢署反賄選行動，犯保高雄分會名譽主委劉明

泰特地提供兩部私人家庭房車提供作為「反賄選行動車」，

並與主委劉振芳共同率領志工團隊於地檢署門口接受雄檢

蔡瑞宗檢察長授旗，象徵犯保高雄力挺乾淨選舉，同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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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巡迴大高雄 38區，遠至那瑪夏、桃源、甲仙等莫拉克風

災重創之山區，冒著生命危險行駛在狹小山路，往返約

300 公里路程，兩個月內動員分會志工團隊上山下海足跡

踏遍大高雄 38區，而反賄行動車圓滿結束後，緊接著原車

隊及原班人員仍將繼續巡回大高雄 38區數次，向民眾積極

宣導反酒駕、反毒等活動，上述活動傾力支持配合，動員

大量人力，故建請總會列入績效考核。 

問題與答覆： 

 董事長回覆：分會委員及同仁都非常的辛苦，我謹代表協會

感謝大家的付出，劉董事父子兩人協助地檢署

反賄選的活動本人也代表高檢署向董事及高雄

分會劉主委表示感謝，劉董事及劉主委為保護

業務出錢出力不在人後，提案是希望能夠將功

績列入考核，我們以鼓掌表示對董事的肯定。 

 林董事維言：這應該是法務部的業務，應該請法務部表揚。 

決  議：(董事長以口頭表揚。) 

拾參、主席結語 

感謝此次能集合各位董事的高見，會議就在此結束，在此祝

福大家！ 

拾肆、散會。 

 

 

主席：                                     

 

 

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