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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董事長於109年3月13日接任
規劃未來努力方向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於今(109)年3月
13日在臺灣高等檢察署辦理卸任、新任董事長交接
典禮，新任董事長由甫就任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
邢泰釗接任，法務部部長蔡清祥親自監交，接下我
國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的重任。

邢董事長表示，對於犯保協會基層同仁在人力
有限的情形下，仍秉持對於犯罪被害人服務的付出
及熱忱，表示肯定與感謝，期許總會及各分會齊心
努力，一同來建立一個有溫度的犯罪被害人服務環
境，並且指示了未來努力的方向，包含：
第一點「同理心即時關懷，一路相伴」
第二點「引進專業諮詢，帶動行政革新」
第三點「佈局網絡資源，加強對外互動與行銷」

法務部部長蔡清祥在典禮上也表示，自今天起，
領導更生保護與犯罪被害人保護的二項重責大任將
移交予邢董事長手中。邢董事長曾任法務部政務次
長，襄贊部長，領導同仁，歷經無數艱鉅工作，均

能圓滿處理；擔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期間，除督導
辦案績效有目共睹外，強化保護工作與網絡的連結，
重視被害人與更生人感受，強調保護工作程序、效
率與效益之重要，尊重助人專業，是位眾所敬戴之
長官，相信在現有的良好基礎下，二個保護會未來
業務發展必會更加精益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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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隨機殺人案董事長訪視關懷
指示規劃被害人出庭前、中、後服務措施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在今(109)年3月25日由
董事長邢泰釗偕同執行長曾俊哲及工作人員赴生命禮儀會
館探視3月13日發生在新店的隨機殺人案林姓被害人家屬，
聆聽家屬的訴求與困境。

http://www.avs.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avs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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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持續辦理「一路相伴－法律協助
計畫」，可以安排律師協助犯罪被害人家
屬，讓被害人家屬的法律權益及主張，可
以獲得充分行使，然而，在司法訴訟歷程
中，家屬承受的壓力、惶恐與未知，不能
不加以考慮，邢董事長也就此已指示著手
規劃犯罪被害人在「出庭前」準備服務、
「出庭中」的出庭陪伴員訓練及「出庭後」
的訴訟資訊獲知服務措施，來強化本會現
行的「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畫」。



即時通報、即時關懷重大犯罪被害案件
犯保協會與檢察署共同建立「同理心即時關懷機制」

近年來，社會發生數起重大且受到社會矚
目之犯罪被害事件，本會在邢董事長指示下，
首先成立總會對於「社會重大矚目案件督導分
會處理回報機制」，設置值週人員掌握重大被
害事件發生後，負責與分會雙向聯繫，掌握處
理狀況並進行動態回報。

本會並與檢察機關建立密切的橫向資源聯
繫關係，共同建立「重大被害案件同理心即時
關懷機制」，快速獲得案件資訊，即時關懷被
害人，例如新店隨機殺人案、錢櫃KTV大火案，
還有嘉義殺警案後續關懷，在地檢署發揮「同
理心」主動提供資訊協助，本會與檢察署即時
迅速地提供被害人關懷，給家屬協助與支持，
在相關服務政策規劃上，更能貼近被害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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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各地檢署共同關懷被害人服務
• 地檢署遇犯罪被害死亡、重傷或性侵害案件轉介犯保協會案件共計1,623件。
• 提供犯罪被害人權益手冊予家屬共計3,409件。
• 犯保協會透過地檢署通知或徵詢地檢署同意後，於死者遺體相驗時進行關懷計有198件。
• 地檢署於起訴後，提供被害人或其家屬訴訟權益告知單張共計3,129件。

合計8,359件

身兼台北分會榮譽主委的台北地檢署檢察長周章欽
及主任委員廖益謙關懷錢櫃KTV大火案罹難者家屬

109.05.01

發揮「同理心」
擴大服務非法定犯罪被害保護案件

去年發生的台鐵殺警案，在今年4月30日一審宣判無罪，本會
嘉義分會獲知後，擔心家屬情緒，立即由林主任委員木釧偕同工作
人員前往關懷，並主動聘任律師協助家屬；而被害人父親不幸於6
月4日因病過世，嘉義地檢署主任檢察官蔡英俊也代表嘉義地檢署
檢察長繆卓然前往靈堂上香，致贈2萬元慰問金，更允諾為家屬爭
取上訴。

本會在法定服務案件外，如遇有雖非法定服務案件但有協助必
要的情形，也基於被害人「同理心」，主動關懷並提供相關的社會
扶助資源。今年5月間本會也接獲非法吸金詐騙案件被害人陳情事
件，本會也耐心傾聽被害人的需求，並將該需求轉送相關機關提供
協助，擴大彰顯被害人保護服務的精神。 109.06.04

109.04.30

嘉義鐵路警察遭鄭姓乘客殺害，法院一審
判處無罪，《犯保嘉義分會》當日前往關
心及協助

109.05.02

布農族男子持獵槍誤擊舅舅，《犯保嘉義
分會》前往關心，並陪同家屬至警察分局
製作筆錄

109.05.07

彰化少年打工遇惡老闆囚禁凌虐，《犯保
彰化分會》前往關心，提供法律扶助及權
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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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被害人與執勤服務的工作人員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全面啓動防疫保護

因應新冠肺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
19）疫情的持續延燒，本會邢泰釗董事長於今年3月下
旬即特別指示，為了避免疫情蔓延影響保護工作的正常
運作，應立即啓動全面防疫措施。在保護犯罪被害人及
其家屬的同時，也要為服務執勤的工作人員提供周全的
照護。
一、落實異地辦公，減少感染風險。
二、提供口罩搭配口罩套，加強防疫。
三、訪視不因疫情斷，電話傳關懷。
四、視訊會議通風清潔，勿群聚感染。

防疫紓困關懷 持續進行中…

• 馨生人紓困關懷計379件，包含電訪關懷237
件，家訪關懷142件。

• 發覺有紓困需求個案計108件。
• 有紓困需求但未符合紓困規定者，協助提供

其他資助或轉介救助單位提供協助計29件。
• 有紓困需求且符合紓困規定者，協助提供相

關申請資訊或協助辦理手續計67件。
《資料統計至5月下旬》

各地分會進行紓困電話關懷 109.04.20《犯保花蓮分會》志工載送物資協助馨生人

109.04.20 109.04.20 109.04.20

金樹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張福源於
109/4/15至《犯保新北分會》捐贈新
台幣40萬元，做為經濟弱勢馨生人
家庭的補助經費。

角兒協會創辦人之一的姜宜婷與理事
長等人109/4/30載來80包白米近300
公斤到《犯保花蓮分會》捐助給馨生
家庭。

香港商曼巴互動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109/5/21公益捐贈8組再生
電腦設備給《犯保臺南分會》弱勢馨
生家庭，以減少數位學習落差。

捐款網頁

109.03.30與各分會進行視訊會議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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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生人溫情故事 掃描QR-code 閱讀媒體報導

犯保協會獲台新贊助
「重傷害被害人家庭服務照顧計畫」經費100萬元

本會在去（108）年新增服務245
件重傷害案件，累計持續服務中之重
傷害案件達1,511件，也陸續推動各
項重傷害被害人服務方案。

今（109）年度本會提出「重傷害
被害人家庭服務照顧計畫」獲得台新
金控「台新社會公益信託基金」經費
贊助100萬元，推動捐贈重傷被害人
照護物資、家庭財務永續規劃服務、
重傷照顧者紓壓喘息服務、重傷被害
人社會環境適應及異地陪同就醫安心
服務。

補助外縣市開庭的馨生人
本會臺灣橋頭分會體會到馨生人出庭

奔波的辛苦經歷，因此今年獲得橋頭地檢
署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專案的補助，
讓有同樣經歷到臺灣各地開庭的馨生人減
輕經濟及身心的負擔，一路陪伴馨生人面
對漫漫訴訟長路，更希望有一天馨生人在
面對訴訟程序時不再千里迢迢。
#本服務由臺灣橋頭地檢署緩起訴處分金專
案補助辦理



109/5/19 參訪家扶基金會台北辦事處

109/5/13 參訪台新公益慈善基金會及文化藝術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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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端主持《消失的祕密》
殺人事件的加害與被害 療傷與原諒

🏷 🏷
影片時間
02:05 鄭捷案倖存者 林文帥
08:15 鄭捷辯護律師 黃致豪
26:05 小燈泡媽媽/立法委員 王婉諭
36:00 被害人遺屬阿桂媽媽

（犯保新竹分會服務馨生人）

犯保新竹分會主任 陳宛青

感謝台新金控董事長吳東亮、資深副總林宏哲、台新文化藝
術基金會董事長鄭家鐘、執行長鄭雅麗及台新公益慈善基金會

執行長郝名媛熱情接待

感謝家扶基金會
執行長何素秋、臺
北辦事處處長林秀
鳳、主任潘惠珍及
高級專員黃瑜華

熱情接待



臺北地檢署與犯保臺北分會
辦理轄區分局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巡迴座談會

本會臺北分會自109年3月份起，由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樊家妍、臺北分會主
任委員廖益謙及委員、顧問一同至臺北地檢署
轄區10個分局辦理109年度臺北地檢署轄區分
局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巡迴座談會共計10
場次。

與會人員亦就各分局推動犯罪被害保護業
務之相關議題進行溝通與交流。未來，將持續
落實並精進現有業務聯繫及通報機制，發揮柔
性司法保護功能，使犯罪被害人與家屬能即時
感受到有溫度的司法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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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保臺東分會》

宣導點線面─部落、少年與機構
宣傳犯罪被害保護服務

本會臺東分會於今(109)年陸續參與
臺東縣政府脆弱家庭多元服務計畫、臺東
市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聯繫會議，並到大
橋部落與臺東地方法院調查保護室輔導課
程中分享保護服務業務，於諸多機構間建
立協會服務區隔與能見度。

重要
政策

服務
績效

矚目
案件

109.03.09中正一分局座談會

109.03.09中山分局座談會 109.03.16松山分局座談會

109.05.07臺東大橋部落宣導

109.05.13臺東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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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保協會 x 檢察機關
地檢署的協力，讓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更順暢

檢察機關提供本會及各分會在保護業務及行政業務上之支援，此等協力屬於隱性成本，往往無法於
相關統計或表報呈現，卻是大量節省本會及各分會在人力、物力及經費上的成本支出。

在協力事項的人力支
援上，從檢察長、主任檢
察官、檢察事務官、書記
官長、書記官，以至法警、
錄事、司機等，109年3-4
月份共提供3,760人次的
人力協力，此等皆屬非常
龐大的人力和事務資源成
本，對於本會及各分會在
有限人力情況下，仍然可
以維持穩定的會務運作，
具有相當的貢獻。

在協力「行政業務」
方面，包含無償提供場地、
車輛、空間修繕、設備使
用、設備修繕、官網提供
張貼資訊、資訊問題代為
維修、協助人力招募甄選、
出席協助委員會議、志工
訓練、宣導活動等，109
年3-4月份即提供1,036次
的支援協力。

在協力「保護業務」
方面，包含提供案件來源、
提供法律諮詢、協助一路
相伴法律協助審查、提供
案件偵查、補審進度、協
助出具保證書之初審、關
懷慰問被害人、出席協助
被害人活動及相關被害人
保護會議等，109年3-4月
份即提供1,878次的支援
協力，受益案件2,402件。

一起來看看，有那些協力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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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放心的專業服務
犯保協會律師 / 心理師服務團隊

108年度接受服務者高達 9成2以上的滿意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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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網站 臉書粉絲專頁

100006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4號5樓

免付費專線 0800-005-850轉8-6

市話專線 (02)27365850(代表號共5線)

行動節費 0975-839855

傳真專線 (02)27365865

電子郵件 headoffice@avs.org.tw

捐款網頁

華南商業銀行城內分行(通匯代碼008-1038)

戶名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帳號 103-20-051715-7

愛心捐款

摘錄被害人在「法律協助」回饋單裡
說到：

• 謝謝犯保協會以及ＯＯ法律事務所
全體同仁的協助,讓我們被害者家
屬有個求助的管道，也感到社會是
有溫暖的。

• 非常感謝協會的Ｏ先生及Ｏ律師熱
心的協助，讓我們在徬徨無助的時
候，看到溫暖的曙光。

• 感謝Ｏ秘書及Ｏ律師於第一時間充
分提供法律資訊，經濟上的幫助，
使我們無後顧之憂，不用獨自面對
訴訟，因為有你們的一路相伴熱心
協助，讓我們感受到溫馨，有你們
真好。

• 感謝本會人員，非常細心、貼心，
能感同身受被害人身心狀態去耐心
詳解說明受害人申請流程和關懷。
律師用心去說明訴訟案件流程，非
常專業和尊重意願，衷心感謝。

• 因為家母遭遇不幸事故，獲得犯保
協會Ｏ先生滿分協助，他還抱病幫
我假扣押遞狀，還有Ｏ小姐每次都
耐心回答問題，志工Ｏ先生的關懷，
協會給予不知所措的被害人家屬有
效率的服務與幫助。我們會確確實
實銘記在心，永懷感激！ 摘錄被害人在「諮商輔導」回饋單裡說到：

• 單親想自殺，要放棄治療重傷的我，謝謝犯保志工及諮
詢的老師，鼓勵更多重傷者心理。醫病先醫心，進而身
心進步得到醫治。

• 非常感謝貴會此次的安排，心輔師的耐心傾聽，非常感
激。心中的傷痛可以得到暫時的緩解，謝謝你們。

• 對於犯保分會的工作人員及志工無私的奉獻，就感覺都
是一家人一樣，感覺非常好。

• 非常感謝您們協會的幫助以及社會幫助，我有能力一定
回饋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