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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五次董事會暨第四次常務董事會聯席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4 年 7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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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保護司黃副司長怡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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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常務董事秋郎(代理)、江常務董事

松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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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董事福源、陳董事為祥、

黃董事蘭媖、江董事國仁(代理)、林董事維言(代理)、 
               鄭董事棟評(代理) 
    列 席 者：陳顧問傳宗、曾執行長俊哲、解副執行長廣怡、林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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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常務董事、各位董事，大家好。謝謝各位前來參加本次第

六屆第五次的董事會暨第四次常務董事聯席會議，感謝大家平常對

會務的關心，也提出很多建言並給予督導，使本會的業務能夠順

利，近日社會重大矚目案件如：復興空難、八仙樂園粉塵爆炸案陸

續有重傷者的往生，令人不勝惋惜，苗栗後龍在上個禮拜又有六個

年輕的生命消失。對於案件被害人的家屬，本會各分會都能夠迅速

結合當地公務部門及社福團體前去慰問、安撫及協助。代表政府關

懷保護，在此也非常感謝在座的董事，尤其有幾位兼任在地各分會

的主任委員，率先帶領保護志工及專任人員對家屬做慰勞安撫的工

作，也獲得大家的肯定。 

         這半年來，本會就在這樣兢兢業業的狀況下執行保護工作，雖

然經費並不充裕，但我們依然用熱心及愛心給被害人及家屬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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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感謝法務部給我們協助很多，當重大災難發生時，總在第一時間

與我們及各地地檢署檢察長也是本會榮譽主任委員聯繫，一方面檢

察署要追究肇事者的責任，一方面也協助分會推動被害人保護工

作。 

        本次會議除會務報告外，另有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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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保護司黃副司長怡君 

        董事長、各位常務董事、各位董事、顧問、執行長及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參加本次董事會，誠如剛剛董事長所說，

在司法保護體系這幾年來，因為有保護協會的存在，各地專任同仁

的付出非常令人感動，尤以在案件發生第一個時間點就會對於無論

是遺屬或者是被害人，都能即時給予他們協助。 

   前兩年犯罪被害保護法修法後，大幅提高了犯罪被害補償金，

的確對這些受害者的家屬及被害人本身有一些幫助。我想這確實是

在整個保護協會和董事長及各位董事帶領下才能夠有這樣的成

績。感到汗顏的是無法給予很充裕的經費，事實上大部分經費來源

是仰賴緩起訴處分金及各地分會委員或董事們熱心的贊助，在有限

的經費之下，能夠做得這樣的成績坦白講並不容易，靠的是在座各

位及各地同仁委員們的熱情才有辦法做到，法務部在此也藉這個機

會感謝各位。 

    剛剛董事長致詞所提到的，最近有許多的人禍發生，法務部有

幾件事情想提醒大家。第一是關於八仙塵暴事件，因其被害人是遍

佈在全國各地，建議總會要有一致的標準作業流程。第二是緩起訴

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自明年起將編為公務預算，年度補助將按照公

務預算的方式，緩起訴處分金的作業小組除了自己人外，也將有社

會公正人士參與。未來犯保在申請補助款的要求標準會與社會民間

團體一致，會裡可能要及早考量應對方式。第三是關於緩起訴處分

金及認罪協商金的累積款項，法務部檢察司在 103年度有發函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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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檢署對於 103年底緩起訴處分金的結餘款應轉支國庫，至於犯保

的累積款項是否上繳國庫，大家有不同的見解，部長也指示保護司

與檢察司盡快招集會議研商解決對策，在此也請總會把實務狀況及

需要先做內部研議，大家共商如何妥適運用這累積款項。法務部的

立場也是希望這筆積存款能夠留在犯保，為犯罪被害人提供更好的

服務，是我們比較期待走的路，但是可能各界會有些不同的看法，

這部分得需及早做些因應。以上這三點請總會同仁做相關準備。 

         再次代表法務部感謝大家在保護工作的付出，謝謝各位！ 

捌、會務報告：曾執行長報告（略；詳如會議資料） 

董事長：謝謝曾執行長的報告，曾執行長也是臺高檢檢察官兼任本 

     會執行長，關於以上的報告，大家是否有要提出意見補充 

     或請執行長說明的？ 

            請各位董事參閱書面資料第 4頁，謝謝法務部在今年 3 月

27 號到總會進行實地查核評鑑，各地分會評鑑從 5 月 15

號到 7 月 31 號，現在還在進行中。這是非常繁重的工作，

由法務部保護司、會計部門及外部的專家學者參與，如此

確實督導實在難得。本年度也有提出檢討的項目，如書面

資料附件二。整體來說會務是運作是順利的，有幾項建

議，就綜合評語的部分，評鑑委員張英陣委員建議本會可

以強化董事會功能，依據本會各項服務項目都由各分會執

行，因此各分會成立功能性委員會，協助推動及會務決

策。大家可集思一下是不是需要再組成功能性董事會各位

可以再評估看看。 

        賴委員月蜜提到新進人員的適用期間六個月過久，宜加強 

            專業培訓。似有前後矛盾，加強專業培訓是需要較長久的 

        時間。 

                   梁委員美榮建議，各分會聘任人員非為四種專業背景之人

員，建議應進行教育訓練或進修計畫，這是我們可以考量

的及評鑑資料的整理，除了檔冊外，亦需提供各項服務的

數據，來做分析比較，使政策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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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人事處對相關專任人員權益，一年之中已經有晉

級，年終是否還有獎金這些本會內部都會再作討論。 

    會計部門也提出多項檢討，對於會計報表未按時陳報，近 

日我已在公文上批核，將表報提報情形列為考核檢討項目

之一。另也提到，衛福部補助款是否要分立帳戶，明年開

始，大部分經費來源都得向各地地檢署申請，地檢署需編

列在預算內，本會將通盤考量以因應明年度的政策方向。 

            空白收據應收納上鎖至鐵櫃內，不宜擺放一般箱子內。另 

       有關緩起訴處分金繳回問題，在法務部部務會報中有提 

       出，會內的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當年都是各地檢署 

       檢察官指定繳入本會，而本會對於經費的使用監督非常嚴 

       謹，一點一滴把它存下來，若是以一紙命令就命我們將剩 

       餘款項繳入國庫，似認為不妥。我所提出，剛才黃副司長 

       也提到，部長有做裁示，要由各司各部門一同研商，本會 

       也請執行長及相關人員做初步討論並擬出意見，這個意見 

            送請黃副司長，希望保護司能夠支持。 

          保護司的建議，希望工作會報能有董事出席或外部專家學 

       者做督導，這非常有意義。自去年開始，我們每三個月召 

           開工作會報，皆由本人親自主持，另外邀請本會駐會董事 

       廖常務董事與會給予指導，廖常務董事本職是醫生，非常 

       忙碌，但是他還是很熱心的參與奉獻。我們也會根據工作 

       會報所討論的議題，邀請一些專家來參與。亦或者在舉辦 

       專任人員訓練時，邀請聘請專家學者來演講，讓我們的思 

       考更廣闊，尤其現在是多元化的社會，各界人才輩出，各 

       個學有專精，可以提供我們領域外的知識。 

       另有關建置會計系統，請主計同仁說明進度。 

    林組長芳存：會計制度設計須報部審查，已於今年六月陳報法務 

           部，待法務部核備下來就可以開始進行。 

    董事長：常務董事陳秋郎先生去年捐贈本會 145 萬，充實各分會 

           的硬體設備，非常感謝，陳董事今天沒有來，派他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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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來參與，我們給他鼓掌一下。 

        江常務董事松樺也要捐一筆錢也非常感謝，請代理江常 

        務董事陳銀欉先生說明本筆捐助款之用途。 

陳銀欉先生：感謝董事長、各位董事及同仁，自從本人服務昇恆昌 

         股份有限公司十多年，很感謝貴會臺北分會長年以來給

予我們的協助，我們是以永瑞慈善事業基金會來與貴會

合作，捐助用途為被保護人子女的獎助學金，今年是第

十一年了，至今捐款額超過一千多萬了，也很感謝時任

臺北分會專任人員娟娟小姐的幫忙。今天將捐贈款項犯

保的部分 50 萬元，更保 50 萬元，現在我把這個支票帶

來了。 

    董事長：非常感謝陳董事及貴基金會。 

陳銀欉先生：更保捐款部分於下星期再送過來。 

     董事長：是的，再次感謝陳董事。 

    董事長：本會承辦法務部年度表揚犯罪被害人保護有功人士及團體大 

           會今年預計在 10 月 30 日假臺南地區舉辦，屆時將會寄送邀 

           請函，希望各位董事能撥空與會指導。也非常謝謝廖常務董   

           事每次的參與。 

玖、上次董事會暨常務董事會決議回覆辦理情形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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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業務企劃組提案)。 

  權責單位：業務企劃組。 

決議：請業務單位就法務部意見再做評估研擬。 

    辦理情形：提出評估報告如附件五。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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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董事司禮提案)。 

權責單位：業務企劃組。 

決議：請業務單位再做評估。 

   辦理情形：本案需修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提供法務部修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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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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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董

事司禮提案)。 

權責單位：業務企劃組。 

決議：將本案列入「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畫」修定參考。 

辦理情形：「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畫」尚未進行修訂，預計今年 

          （104 年）底前研擬修訂。 

拾、追認事項： 

    一、為敦聘林慶宗先生擔任本會顧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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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前顧問林玲玉女士於本(104)年 1月 5日退休，

茲因業務推展需要，其遺缺自同日起，改聘臺灣高

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檢察長林慶宗先生擔任，協

助督導本會業務之執行，並按月支給兼職費新臺幣

3,000元。 

辦法：提請董事會審查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二、為敦聘曾俊哲先生擔任本會執行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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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董事長

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報請法務部聘任之。 

              (二)本會前執行長王秀灑女士因退休請辭，茲因業務推 

展需要，其遺缺自 104年 1月 30日起，改聘臺灣高

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曾俊哲先生擔任本會執行長，

協助督導本會業務之執行，並按月支給兼職費新臺

幣 3,000 元。 

辦法：提請董事會審查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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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三、為敦聘楊治宇先生及鄭文貴先生擔任本會顧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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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檢調機關職務異動，本會顧問林慶宗先生及施

良波  先生於本(104)年 5月 7日起本職異動，為使

業務得以順利推展，其遺缺自同日起，改聘臺灣高

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檢察長楊治宇先生及福建高

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檢察長鄭文貴先生擔任本會

顧問，協助督導業務之執行，並按月支給兼職費新

臺幣 3,000元。(提請追認) 

      辦法：提請董事會審查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四、本會 103年度收支決算，請追認案。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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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度收支決算，業經監察人於 104年 4月 14

日查核完竣，並報奉法務部法保決字第 10400562570

號函准予備查。 

           (三)103 年度收入共計 1 億 8,560 萬 6,367元，支出共計

1 億 9,160 萬 1,898 元，收支相抵，計短絀 599萬

5,531元，運用以前年度結餘款支應。 

           (四)詳如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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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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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本會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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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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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預算（詳如附件九）匡列如下： 

  1、收入：208,811 千元。 

(1)政府補助收入：104,771 千元。 

(2)捐贈收入：20,310千元。 

(3)緩起訴處分金提撥收入：83,010 千元。 

(4)利息收入：720 千元。 

 2、支出：208,811 千元。 

(1)保護費用：92,186千元。 

(2)業務費用：113,805千元。 

(3)管理及總務費用：2,820千元。(固定資產攤提數) 

              3、收支相抵後無餘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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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請各位董事提供意見。許常務監察人因另有會議無法 

               出席本會董事會議，但她有提出書面的建議，就所提 

               105 年度預算書部分之意見請主計組做說明及處理情 

               形。 

       許常務監察人書面意見： 

       一、「收支營運預計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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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年度決算數」欄之數值核與該會103年度決算書表之數值 

                未相符，如收入、業務外收入、其他業務外收入、雜項收 

                入、業務外賸餘(短絀一)、本期賸餘(短絀一)等科目，請查 

                明更正。 

         主計組處理情形：原編列「緩起訴處分金提撥收入」科目係依法務 

                部104年6月8日法保決字第10400590990號函辦理，經去  

                電保護司朱視察說明，該補助經費83,010千元，其來源係 

                屬各地方法院檢察署編列補助本機構之經費，業將該收入科 

                目調整編列為「政府補助收入」會計科目，並修正影響之相 

                關表報。 

            (二)「本年度預算數」欄，緩起訴處分金提撥收入編列83,010千

元，若所編經費係屬各地方法院檢察署編列補助犯保機構

之經費，建請移列「政府補助收入」科目編列，有關「收入

明細表」及總說明等，請一併修正。 

主計組處理情形：原編列「緩起訴處分金提撥收入」科目係依法務 

       部104年6月8日法保決字第10400590990號函辦理，經去

電保護司朱視察說明，該補助經費83,010千元，其來源係

屬各地方法院檢察署編列補助本機構之經費，業將該收入

科目調整編列為「政府補助收入」會計科目，並修正影響之

相關表報。  

       二、「支出明細表」部分 

  (一)「上年度預算數」欄，與該會104年度預算書表之數值及「收

支營運預計表」未相符，如業務費用、保護費用、租金償債與

利息等科目及總計，請查明更正。 

 主計組處理情形：茲因統計公式跑掉致合計數值錯誤，已更正並重新 

          檢視影響之欄位。 

          (二)「保險費」科目本(105)年度預算數包含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

請調整為「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科目，以符合會計原理原

則之「一致性原則」，支出明細表說明請一併修正。 

      主計組處理情形：本會現有會計制度並無「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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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已去電向會計處承辦人員鄭科員雅夫說明。 

          (三)「保護費用—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交流活 

動費」科目，與支出明細表說明之科目不相符，請查明更

正。 

       主計組處理情形：誤將會費、捐助…繕寫為會費、補貼.，業已更正。 

     (四)「支出明細表說明」一表，其中業務費用之用人費用科目有關

人員之說明，與員工人數彚計表、用人費用彚計表未盡相

符，如專任人員人數、臨時人員人數等，另業務費用之服務

費用之印刷裝訂與廣告費科目總數與細項合計未相符，請查

明更正。 

     主計組處理情形：已更正並重新檢視。 

 三、「固定資產投資明細表」部分 

     「租賃資產及租賃權益改良」科目，編列辦公廳舍搬遷經費，建請 

      釐清其性質並其性質予以歸入適當科目，若屬搬遷經費，請編列 

經常性經費，若屬裝修經費編列「租賃資產及租賃權益改良」科

目，惟應予以敘明清楚，避免報表使用者產誤解。 

 主計組處理情形：本案係本會臺北、桃園分會預計於明(105)年度搬遷  

          至新辦公廳舍及新設置鳳山分會等而衍生之裝潢費用，業依 

          其屬性更正相關用語。 

       四、「資產負債表」部分 

         「104年(上年)12月31日預計數」一欄，經核算部分數值與以103 

            年度12月31日之決算數加減104年度預算增減數未相符，請重 

            新檢視其原因，並重編資產負債表，請一併檢視「現金流量表」、 

           「淨值變動表」及「總說明」之正確性。  

     主計組處理情形： 

                 (一)本案係依法務部103年5月28日法保決字第10300104270 

                     號函轉行政院主計處103年5月26日主基法自第

1030200476B號函有關「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共通性會計科

(項)目參考表」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預算書表格式暨撰

寫案例乙案，所附「資產負債預計表」填表說明2.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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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預計數係就法定預計數按實際業務狀況調整之數額(及

原有之調整後預計數)及法務部會計處於上(103)年度指

導104年度預算編製情形而辦理之。 

            (二)如不依前項調整相關數據，將造成資產負債預計表列中 

                 之「固定資產-租賃權益改良及無形資產-電腦軟體」等 

                 結果為負值，並不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三)有關本案因會計處人員出差尚無法聯繫，擬仍以主計處 

                   函示調整第2項負值問題，同時將問題以電子郵件傳送會 

                   計處鄭科員再行討論解決方案。 

      五、「用人費用彚計表」部分 

        (一)「說明」欄有關人員人數部分與「員工人數彚計表」、「支出明 

             細表說明」未盡相符，如專任人員人數、臨時人員人數、督導 

             人數、組長人數、秘書人數等。 

        (二)本年度預算數之數額與說明不相符及漏字之情形如超時工作報 

             酬科目。 

        (三)正式員額薪資科目，專任人員55員薪金總數與細項合計有尾差 

            之情形。 

         (四)以上請查明更正，並請檢視相關表報一併查處。 

     主計組處理情形：本案同前述問題二之(四)更正並重新檢視相關表報 

      六、「總說明」部分 

         (一)第8頁三、經費需求部分，105年度工作計畫經費概算金額與 

             「收支營運預計表」之金額不同，請查明更正。 

          (二)同上頁之參、本年度預算概要一、收支營運概況(三)本年度 

              業務費用2億0,881萬1千元略以，較上年度預算數8,948 

              萬2千元，係為「增 加」非「減少」1億1,932萬9千元， 

              請查明更正。 

     主計組處理情形：業已更正相關文字並重新檢視。 

      七、所送105年度預算書表內容錯漏甚多，請確實核校，以維持預算表 

          報之品質。 

      主計組處理情形：遵照指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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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有關104預算案編製，請依「財團法人依法預算須送立法院之預算

編製注意事項」第2點第2項第3款規定，該會104年度預算應於

會計年度開始5個月前(每年7月底前)，將擬編之年度工作計畫或

方針及預算報送主管機關。請該會注意預算提報法務部時程，並

依該項規定辦理。 

      主計組處理情形：遵照指示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另依其指正事項修正辦理。 

     第二案 

     提案人：本會主計組 

 案由：本會 105年度工作計畫案，請審查案。 

     說明：105年度工作計畫詳如附件。 

     辦法：提請董事會審查後陳報法務部。 

     決議：照案通過。 

拾貳、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劉董事明泰 

案由： 

     (一)建請多加獎勵有功之調解委員。 

          (二)提昇犯保各分會委員會獎勵機制。 

           (三)高雄分會酒駕宣導成效卓著，建請將宣導成效納入評鑑 

               項目。 

   (四)建請修改法務部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有功人 

       士及團體實施計畫中，經獲表揚者，原則上 3 年內不 

       再行推薦之原則。 

       說明： 

              (一)為減輕民衆疲於訴訟爭執，減少小爭議案件纏訟耗費訴 

               訟資源，地檢署轉介進行調解之案件很多，而調解委員

盡心盡力協調雙方，確實也大量、有效率地完成付託

事宜，建議各地檢署應全面獎勵有功調解委員，嘉勉

其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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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犯保各分會皆仰賴委員捐款與募集資源，然在獎勵方面

則多由分會各自辦理，獎勵層級略感不足。在有效運作

分會委員會考量下，建議法務部與總會對於全國各地委

員會，不管在捐款、或勞心勞力上都能予以嘉勉。 

  (三)除在保護業務的努力上，高雄分會配合反賄選宣導外， 

個人亦積極主動以自用驕車，運用廣播放送方式巡迴至

大高雄 38區各人潮出入地點，期能提醒民衆加強反酒

駕的概念，然評鑑項目未能列入，無形中抹煞了分會辛

勞。 

         (四)法務部表揚有功人員的相關規定，對於已獲表揚者 3 

             年內不得再行推薦之規定，對於持續付出心血、功在 

             犯保的人士來說顯得不甚公平，建議應取消原則性規 

             定，而就實質貢獻每年重新予以評斷。 

  問題與答覆： 

    董事長回覆:感謝劉董事，劉董事擔任本會高雄分會主任員委 3

屆，都非常熱心，現在交棒給兒子，全家都在作公

益實在不容易。劉董事一方面督促兒子，一方面自

己又在做更有意義的事情，如開車到各地宣導反賄

選及酒駕防治。昨天又有兩部車子相撞，8 人都受

傷，酒測值達 1.29，大概也要喝烈酒 1瓶半。因此

喝酒不駕車宣導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劉董事明泰：董事長、各位董事大家好，關於調解委員這件 

    事，因本人是高雄市三民區的調解委員，三民區

一年成立的調解案件，約有 1,200 多件，占法院

的案件數 10 分之 1 以上，若調解不成立，只能送

法院，增加法院的困擾，小案件會浪費司法的資

源，所以很多的案件都盡量在調解委員會進行調

解。而調解委員會的委員能夠得到甚麼呢？完全

沒有。尤以民間調解案件複雜的事情很多，調解

委員們用他的心血在處理，應予以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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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關於酒駕的部分，就全省來說高雄地區酒駕

的情形進步很多，我與家人及志工們 38區連續 2

個月，做反賄選、反毒、反酒駕的宣導，希望能

夠得到法務部或董事長的肯定，是心裡的安慰。 

董事長回覆：調解委員會是設在公所，且就調解委員會的組織

條例，主管機關是內政部，皆有辦理表揚。 

決議：本案陳報法務部卓辦。 

董事長回覆：第二案，本會是否有表揚主任委員的機制？ 

   陳組長娟娟：請各位董事參閱桌面上法規彙整手冊內第 17 頁

「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志願服務獎勵辦法」，獎勵

辦法中第七條：「非保護志工之個人或團體，協助

辦理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著有特殊事蹟者，亦得

以適當方式公開表揚」；本會也依前獎勵辦法制定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保護志工獎勵辦

法」，其內容訂定有獎勵標準與敘獎方式，符合獎

勵標準予以敘獎包括有本會獎狀、獎牌及法務部獎

狀、獎牌；各分會於每年 5月前依該獎勵辦法提報

符合敘獎之保護志工名冊，另也依該辦法中第六

條：「其他個人或團體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有

功人員準用本辦法」提報非保護志工身份之熱心人

士亦包含主任委員及委員在內。 

    黃副司長怡君：法務部於每年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有功人士及

團體有一定的評選標準，記得劉董事及廖董事

都曾受到表揚，同仁剛剛有提到第七條的獎勵

辦法，若不符合獎勵標準，各分會可於保護週

以適當方式給有功人士及團體肯定。 

決議：遵照法務部指示辦理；另發函各分會請其於公開場合表 

揚。 

董事長回覆：第三案請法務部保護司表示意見。  

黃副司長怡君：很感謝劉董事能夠用自己的時間及資源為大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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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人民宣導的正確的觀念，但若要納入評鑑，可

能會有困難，第一點是反酒駕主要是屬交通部的業

務。第二點目前各分會人力普遍吃緊，部裡的立場

是希望能減工作而非加工作。此提案在部裡的政策

上應無法納入評鑑項目，但若各分會行有餘力在保

護工作外還能做這部分的宣導，我們是給予肯定

的。 

決議：遵照法務部指示辦理；留供本會業務單位參考。 

董事長回覆：關於第四案，請法務部表示意見。 

黃副司長怡君：有功人士獎勵辦法各部會都有相關規定，主要是

在鼓勵更多的好人出頭，希望能讓更多人參與這個

行列，而被表揚過的其實就是予以肯定了。所以這

規定短期內是無法更動的，但是劉董事的熱情我們

是很肯定的，在此再次代表法務部感謝您對被害人

保護工作的付出。 

劉董事明泰：此提案是因為高雄分會目前除總會撥款之外，其他

經費多來自各委員的捐款，在互動上若能夠與以表

揚，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鼓勵且更有動力。 

黃副司長怡君：這個部分也可比照上一議題，在保護周時擴大來

辦理表揚。 

劉董事明泰：好那就這樣辦。 

決議：遵照法務部指示辦理；留供本會業務單位參考。 

廖董事英藏：其實總會訂有獎勵規則個人每年捐款 5 萬元會頒發

獎狀，也許這樣還不夠有面子，我是由建議董事

長在年度表揚時能夠出面，親自頒獎。另外我是

贊成 3 年內不再納入評選，因為參與的人太多了，

往往會有遺珠之憾，所以要讓大家有機會。 

  林科長瓏：個人捐款每年 20萬，團體 50萬法務部會頒發獎牌及

獎狀給總會轉發各分會在公開場合頒發。 

董事長回覆：好的，那麼就遵照廖常董的建議，必要時我親自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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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廖董事明山：關於前面談到個人捐款超過 20 萬會有法務部獎狀

獎勵這事，這是給一個鼓勵，但是在花蓮分會好

像並沒有辦理此獎勵事項，我每年捐款均超過 20

萬元，但未有收到此獎勵。 

周董事清玉：建議請總會函發各分會，遺漏的請再補提報，這也

是對捐款的人一個尊重。 

決議：請總會向各分會調查了解是否有遺漏名單，並於下次會 

    議補充報告。 

第二案 

提案人：張董事司禮 

案由：建請法務部重新構思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有功人士獎項名 

        稱。 

說明：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有功人士的獎項名稱太過冗

長，建請法務部另命獎項名稱，比如：金馨獎。亦可採舉

辦公開甄選，也可達宣導的效果。 

決議：請法務部酌參。 

第三案 

提案人：周董事清玉 

案由：建請聘任專業背景人士協助提升工作人員業務專業。 

說明：參加彰化重大案件之檢討會，遇有案件被害人本身是有資

力的，犯保仍提供金錢補助的情形，而案主需要的是心

靈的關懷，且錢應花在刀口上，工作人員在判斷服務項

目時需針對被害人需求的不同，給予需要的服務。所以

加強工作人員及保護志工的專業，對當事人是有很大的

幫助。 

問題與答覆： 

  董事長回覆：謝謝周董事的提出。各分會初期開案在與被害人建

立關係時，會發放慰問金或慰問品外，另外就是

協助被害人向地檢署申請犯罪被害人補償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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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服務項目當中也有對家庭重建、心靈輔導等，

但幫助要讓被害人有感，總會同仁可以再了解各

分會推動保護工作的狀況給予加強訓練。 

周董事清玉：在被害案件中，有些個案是爸爸殺死媽媽，家中又 

有資力，如果再去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似有不 

 妥。 

林科長瓏：董事長、各位董事大家好，做個補充報告，周董事

提到這樣的情形，在過去也有發現這樣的現象，我

們工作人員非常認真，會將服務項目及規定從第一

項介紹到最後一項，希望可以提供被害人最完整的

保護。我想周董事的建議是希望工作人員有時要保

持一點彈性，15項服務內有些對個案來說可能不需

要的，工作人員需評估個案實際多元化的需求，提

供服務。這也是我們這幾年在評鑑各分會時所強調

的。另一點再補充說明的是如果是像周董事提到的

家庭暴力內的死亡案件，如果是爸爸殺死媽媽，若

申請補償，爸爸又沒有返還能力時，反而可能要向

孩子來求償，所以像這樣的情形，申請補償雖是他

的權益，同仁必須說明，但是同仁也必須將需要求

償跟返還的規定一併解釋，讓他做決定他究竟是否

要來申請。我想周董事的意思是指在在職人員訓練

當中怎麼樣透過訓練的方式讓同仁在執行業務的時

候，能夠計符合法律的規定也保有對個案的專業性

與彈性，謝謝。  

董事長回覆：的確，工作人員應該要抓住重點。下次辦在職人員

專業訓練時，可與周董事聯繫，請周董事提供她

的經驗並給予指導。 

決議：請總會辦理在職同仁訓練時，邀請專業人士提供訓練課 

程之建議，以提升專任人員之專業知能。 

拾參、主席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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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此次能集合各位董事的高見，這裡就不在此多耽誤大家

的時間。會議就在此結束，在此祝福大家！ 

拾肆、散會。 

 

                               主席：                                     

 

                               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