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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重大矚目案件督導及追蹤管考作業要點 

 

作業要點名稱。 

一、 為提升對於社會重大矚目案件服務處

理之效能，督導服務執行，維護服務

品質，掌握服務進度及追蹤服務處遇

情形，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一、作業要點訂定目的。 

二、法務部於 107 年 11 月 5 日

以法保決字第 10705513490

號書函所示「關於重大矚目

案件處理，請建立重大矚目

案件主動追蹤管考機制…」

等語。本會於 107 年 12 月

18 日先行以總護盛業

1070101341 號函修正「社會

矚目案件處理通報表」，並

於 108 年 10 月 1 日起改採

電子通報模式，為具體規範

追蹤管考作業，訂定本作業

要點。 

二、 本會應安排專任主管人員擔任值週人

員，負責與分會聯繫、督導服務的進

行、接收分會訊息報告及向執行長、

董事長彙報處理情形。 

當年度各週值週人員班表應於年度開

始前排定，並函知分會；修正時，以

電子郵件通知並於內部網站公告。 

 

一、為便於分會對於社會重大矚

目案件向總會進行及時報

告有統一窗口，且避免總會

同一專任人員接受報告造

成負荷過重，採用專任主管

人員輪值制度。 

二、為使分會人員能知悉當週總

會值週人員，明訂應於年度

開始前排定。 

三、 分會處理社會重大矚目案件，應依初

判、處理、通報及追蹤四個階段辦理： 

（一）初判：案件是否符合本會服務

條件及是否為社會重大矚目案

件之初步判斷。 

（二）處理：案件資訊蒐集、聯繫約

訪、關懷會談及進行初期服務。 

（三）通報：於本會業務管理系統填

規範本要點追蹤管考四個階段

及應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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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社會重大矚目案件處理通

報表」（附件一）並進行電子通

報。 

（四）追蹤：案件處遇服務情形及進

度之追蹤填報。 

前項通報及追蹤階段之辦理，須完成

處理階段之關懷會談後始實施。 

 

四、 分會主任負有向當週值週人員進行初

判及處理報告之義務。分會主任有不

能為報告情形時，應指定所屬分會專

任人員 1人代行報告義務。 

初判及處理有跨越值週週期時，仍向

原值週人員報告。 

 

一、規範向值週人員進行報告義

務之人或代行報告之人。 

二、為避免因跨越值週週期而須

向不同值週人員報告之情

形，容易造成混淆，規範仍

應向原值週人員報告。 

五、 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報

告，應以通訊軟體或電話等及時傳送

及接收方式為之。 

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之通報，應以本

會業務管理系統電子通報方式為之。 

前二項之報告或通報，因通訊或系統

設備故障不能為之時，得先行以其他

方式代替，並應於故障排除後補送。 

 

一、初判及處理階段之報告內容

應具備及時性，現今科技通

訊設備發達，規範以通訊軟

體或電話方式為之。 

二、本會對於通報階段之作業，

已於 108 年 9 月 26 日於業

務管理系統建置電子通報

功能，故規範應採電子通

報。 

三、考量通訊或系統設備有故障

之可能，規範得以其他方式

代替，但仍應於故障排除後

補送。 

六、 案件初判階段，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本會或所屬各分會專任人員透

過傳播媒體報導知悉疑為社會

重大矚目案件時，應將該報導

訊息透過通訊軟體群組通知周

知。 

（二）案件發生地之管轄分會專任人

員及當週值週人員知悉後，應

一、為秉持本會「全體一會」之

原則，第一款規範各分會專

任人員對於社會重大矚目

案件發生應具有告知同仁

之義務，並輔以現今及時通

訊軟體傳送周知。 

二、為避免多人得知訊息，造成

訊息重複通知，故第二款規

範管轄分會專任人員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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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於通訊軟體群組進行接收

回覆。 

（三）管轄分會應依本會「實施保護

程序作業準則」判斷該案件是

否為符合本會服務條件之案

件，以及是否為社會重大矚目

案件，必要時，得與當週值週

人員聯繫協助進行判斷。 

（四）案件完成初判為符合本會服務

條件之社會重大矚目案件時，

管轄分會應主動進行案件及聯

繫資料之取得，並應於知悉犯

罪被害案件報導訊息次日前，

將以下資訊報告當週值週人

員： 

1.案件發生日期、案情摘要及

被害人數。 

2.知悉案件日期及時間。 

3.案件初步判斷結果。 

4.案件及聯繫資訊取得初步進

度。 

5.服務人力及資源運用之初步

安排。必要時，得協請本會

或其他分會協助。 

（五）案件進行初判有以下情形之一

時，管轄分會仍應於知悉犯罪

被害案件報導訊息次日前報告

當週值週人員： 

1.案件未符合本會服務條件。 

2.案件符合本會服務條件，但

非屬社會重大矚目案件。 

3.案件未能確定是否符合本會

服務條件。 

（六）前款第三目情形，管轄分會知

悉之日準用初判為符合本會服

週值週人員知悉後應進行

接收回覆，後續其他專任人

員即毋須在就同一案件通

知周知。 

三、第三款規範管轄分會接受訊

息後之初判作業。 

四、第四款及第五款規範初判符

合及不符合情況之報告。 

五、未能確認案件是否符合本會

服務條件時，以知悉犯罪被

害案件報導訊息起算時限

未盡公允，故此種情形，第

六款規範準用初判為符合

本會服務條件之社會重大

矚目案件時之日起算時限。 

六、第七款規範案件及聯繫資訊

之取得遇有困難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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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條件之社會重大矚目案件時

之日。 

（七）案件及聯繫資訊之取得遇有困

難而無法解決時，管轄分會應

主動聯繫當週值週人員研商處

理。 

 

七、 案件處理階段，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案件完成約訪聯繫後，管轄分

會應於知悉犯罪被害案件報導

訊息次日起 2日內將以下資訊

報告當週值週人員： 

1.預計關懷會談日期及時間。 

2.預計關懷會談地點。 

3.安排的訪視人員名單。 

（二）案件完成關懷會談後，管轄分

會應於完成關懷會談次日前將

以下資訊報告當週值週人員： 

1.完成關懷會談日期及時間。 

2.完成關懷會談地點。 

3.訪視人員名單。 

4.警察機關及檢察機關提供之

協助。 

5.關懷會談當日提供的服務及

時程。 

6.案家需求摘要。 

7.分會初步規劃之後續處遇措

施。 

8.分會與地方政府機關或民間

團體之網絡聯繫協處。 

（三）對於案家之關懷會談應於知悉

犯罪被害案件報導訊息次日起

3日內完成。同案有 3名以上

被害人時，每增加 2名被害

人，增加 1日。惟其中至少 2

一、為瞭解分會與案家聯繫情形

及約訪安排，第一款規範案

件完成約訪聯繫後之報告

期限及內容。 

二、為瞭解分會完成關懷會談情

形及後續規劃，第二款規範

案件完成關懷會談後之報

告期限及內容。 

三、考量多人傷亡或災難型被害

案件，皆以與一般案件同樣

3 日內完成約訪，將造成分

會負荷過大，故於第三款規

範完成關懷會談寬限日數

之計算標準，惟基本案數仍

應於最低期限內完成關懷

會談。 

四、基於「尊重被害人或家屬」

原則，第四款規範若被害人

或家屬同意進行關懷會談

不在所定日數範圍內之例

外允許情況。 

五、第五款規範案件被害人或家

屬拒絕關懷會談時之處理

及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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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被害人或家屬之關懷會談仍

應於 3日內完成。 

（四）前款期限於被害人或家屬同意

進行關懷會談之日期不在所定

日數範圍內，且管轄分會於所

定日數範圍內進行關懷會談確

有困難時，不在此限。 

（五）案件被害人或家屬拒絕關懷會

談時，管轄分會應主動聯繫當

週值週人員研商處理，並積極

尋求其他管道協助，如最終仍

無法完成關懷會談，管轄分會

應於知悉犯罪被害案件報導訊

息次日起 3日內將以下資訊報

告當週值週人員： 

1.聯繫約訪結果。 

2.聯繫約訪方式及時程。 

3.對於本案之後續規劃。 

 

八、 案件有以下情形之一時，管轄分會應

依特別時限報告當週值週人員： 

（一）隨機殺人、強盜搶奪、擄人勒

贖、強制性交致被害人死亡案

件。 

（二）被害人為兒童、少年之故意犯

罪行為被害死亡案件。 

（三）加害人或被害人為公眾人物之

犯罪被害死亡案件。 

（四）加害人故意或過失犯罪行為致

被害人死亡、受重傷害達 3人

以上案件。 

（五）其他經本會指定應依特別時限

報告之案件。 

應依特別時限報告之案件，其時限及

應報告內容如下： 

一、考量社會重大矚目案件中有

部分類型可能受到社會各

界更高度或密集的關注，原

規範之報告期限有必要縮

短，以利獲得更及時之資

訊，故第一款規範適用「特

別時限」之案件類型，第二

款規範報告時限，第三款規

範無法於特別時限報告之

處理。 

二、考量夜間通常無法及時處理

並報告，故於第二項第四款

排除每日 20 時後至次日 8

時前之時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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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悉犯罪被害案件時起 6小時

內：第六點第四款或第五款。 

（二）知悉犯罪被害案件時起24小時

內：第七點第一款。 

（三）約訪完成後 12小時內：第七點

第二款。 

（四）時限之時數計算不包含每日 20

時後至次日 8時前。 

管轄分會如有無法於上述特別時限報

告之情形，應主動告知當週值週人員

研商處理。 

 

九、 管轄分會於完成關懷會談後，如有發

布新聞稿，應將新聞稿及照片檔案傳

送本會綜合推廣組。 

管轄分會對於案件之處理及服務經新

聞媒體報導時，管轄分會應將該報導

訊息提供當週值週人員。 

 

規範分會如有發布新聞稿或是

處理及服務經新聞媒體報導之

資料或訊息提供，以利本會掌握

輿論報導情形。 

十、 當週值週人員接收分會報告之資訊，

應於確認及統整內容後，以通訊軟體

及時彙報執行長及董事長。 

法務部保護司為瞭解案件情形而須獲

得案件相關資訊時，由本會業務企劃

組負責提供。 

前項提供應於值週人員完成第一項彙

報作業後為之。 

 

一、第一項規範值週人員接收分

會報告之資訊應向上彙報。 

二、法務部保護司為瞭解案件情

形而須獲得案件相關資訊

時，為提供上級單位單一窗

口，於第二項規範由本會業

務企劃組負責提供。第三項

規範提供法務部保護司之

資訊應先行提供執行長及

董事長。 

十一、 案件通報階段，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完成關懷會談之案件，應於關

懷會談日次日起 2日內完成該

案之電子通報。 

（二）案件主責專任人員應於本會業

務管理系統「社會重大矚目案

件處理通報表」功能進行填報

規範分會以業務管理系統進行

電子通報及本會接收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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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 

（三）分會上傳之「社會重大矚目案

件處理通報表」，由本會進行內

部陳核並轉陳法務部保護司。 

 

十二、 案件追蹤階段，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完成約訪之案件，本會進行為

期 3個月之追蹤列管，有下列

情形之一時，得延長至多 3個

月： 

1.案家於首次關懷會談所提之

需求尚未獲得分會處理，或

分會尚未能銜接其他外部資

源協助。 

2.案家向本會或上級機關陳情

分會有怠惰、疏忽或延誤協

助之情形且經查證屬實。 

3.案件受新聞傳播媒體持續關

注報導。 

4.案件進展或服務情形受民意

代表、民間組織或團體持續

追蹤。 

5.經本會或上級機關認有持續

追蹤列管必要。 

（二）分會應自完成關懷會談日之次

月起，逐月填報「社會重大矚

目案件追蹤管制月報表」（附件

二），並按月於 20日前傳送本

會業務企劃組。 

（三）本會應按月彙整各分會「社會

重大矚目案件追蹤管制月報

表」並陳報法務部備查。 

 

一、第一款規範完成約訪案件之

追蹤列管期程，以及延長追

蹤列管期程及條件。 

二、第二款及第三款規範分會傳

送本會，以及本會陳報法務

部之作業。 

十三、 管轄分會專任人員對於社會重大矚目

案件之初判、處理、通報及追蹤有怠

社會重大矚目案件之處理攸關

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之權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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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疏忽、延誤或不作為情形且查證

屬實者，依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應積極迅速且謹慎處理，規範對

於有怠惰、疏忽、延誤或不作為

情形且查證屬實之懲處。 

十四、 本作業要點之實施成效得以下列指標

表示： 

（一）初判限期報告率：一般及特別

時限案件分別於規定時限內完

成案件初判報告件數比例。 

（二）約訪聯繫限期報告率：一般及

特別時限案件分別於規定時限

內完成約訪聯繫報告件數比

例。 

（三）完成關懷會談限期報告率：一

般及特別時限案件分別於規定

時限內完成關懷會談報告件數

比例。 

（四）限期完成通報率：完成關懷會

談案件於規定時限內完成電子

通報件數比例。 

（五）如期解除列管率：追蹤列管案

件於規定期限內經本會解除列

管，以及經延長追蹤列管而無

第十二點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二

目情形件數比例。 

（六）處遇計畫執行率：案家於首次

關懷會談所提之需求項目獲得

分會處理，或銜接其他外部資

源協助比例。 

分會專任人員處理社會重大矚目案件

成效或年度實施成效指標優良者，得

提報予以敘獎。 

 

一、規範本要點之實施成效指標

及績優敘獎。 

二、考量本要點旨在效能、執

行、品質及進度面向，故分

會是否能依時限完成為衡

量成效之重要指標，但也應

排除不能歸責於分會之因

素，故訂有 6 項衡量指標。 

十五、 本作業要點經董事長核定，並報請法

務部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實施及修正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