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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編《被害保護工作指引手冊》落實專業經驗交流與傳承

指
引
手
冊
重
點
方
向

自106年總統府召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以第一分

組「保護被害人與弱勢者的司法」為主題，行政院於

107/12/28修正「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方案」，法務

部也就「犯罪被害人保護法」進行大幅度研修，擴大

並深化服務規模，顯示政府及民間對於犯罪被害人保

護業務改革與落實被害人權益保障相當重視及關注。

本會與高檢署於今年1/27舉辦「友善的犯罪被害補

償審議機制研習會」，會中聽取多方意見，為能協助

工作同仁能夠確實提供被害人友善而專業的服務，邢

泰釗董事長於9/2邀集同仁研議編輯執行補償業務工

作手冊，針對被害人普遍感受不佳的制度進行討論，

並請專家學者就補審制度上可調整的方向、對於被害

人創傷知情等內容提供專業意見，也請各地檢署提供

審議過程須請申請人檢附的資料、內容說明及工作流

程，以及友善補償審議機制的措施。

而除了補償審議制度外，邢董事長也於9/15討論會

議中，近一步指示強化工作手冊內涵，就本會各項保

護服務領域及重要工作，包含案源不漏接、社會重大

矚目即時關懷、一路相伴法律協助、友善補償審議機

制、重傷服務方案、諮商輔導方案、友善的犯保資源

網絡、修復式司法、志工訓練、人力資源及行政管理

等，由總會或發展該領域成熟的分會來撰擬工作指引

，讓工作同仁除了法規制度外，也能瞭解各項工作的

執行要領，以互相交流、經驗傳承的方式，減少摸索

時間，提升專業工作能力，完善各面向犯罪被害人保

護服務及權益保障。

110/9/15啟動 10月底完稿 11月底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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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議題近年來廣受各界重視與關

心，被害人雖非刑事程序中的訴訟當事人，卻是因犯

罪被害而身心受苦、權益受害之人；其中生命、身體

受到侵害的被害人或其家屬，在司法程序中尤其有特

別保障其權益的必要。

本會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在今年1月起建立

單一窗口服務模式，提供被害人更為友善適切的法律

扶助，以陪伴與支持被害人走過訴訟歷程。

今年全國法扶日，期望透過各分會舉辦犯罪被害人

權益保障相關講座或活動，讓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更

瞭解自身權益，並在權益遭受侵害時，透過兩會律師

協助解決困難，同時也希望社會大衆能知道司法訴訟

的歷程可能對被害家屬的影響，並以同理心貼近被害

人的需求，給予被害人更多實質的幫助，協助他們早

日恢復正常生活。

110.08.30

澎湖

110.09.03

連江 花蓮

110.09.14

法扶結合各地犯保分會

舉辦法扶日活動

新北

110.08.27

110.09.10

董事長9/10中秋前夕南下臺中關懷馨生人
董事長邢泰釗及法務部保護司司長黃玉垣於9/10南

下臺中，偕同臺中高分檢署檢察長謝榮盛、臺中地檢

署檢察長黃謀信、犯保臺中分會主任委員陳怡成及同

仁，參加中秋節關懷暨紓困物資宅配活動，邢董事長

於活動現場致贈馨生人中秋禮盒，表達關懷之意。

本會因應疫情對於馨生人的影響，同時也辦理第三

批紓困物資的發放，本次採購馨生人及更生人經營生

產的水梨、柚子、海苔酥及乳酪絲等產品，總價約56

萬元，受益432個馨生人家庭。

臺中的活動現場也邀請本會臺中分會服務的馨生人

蔡富吉和爸爸代表出席，富吉是騎乘摩托車返家途中

，遭酒駕肇事者撞擊，造成顱內大出血，傷到脊髓，

多年復健就診，仍有意識障礙，目前狀況已比較好，

在旁人協助下可以行走。

參加活動的馨生人對於本會一路相伴的温馨及鼓勵

表示感謝，本會也持續以「一路相伴」做為犯保的職

責及專業，透過關懷馨生人，建立互動關係，傾聽需

求、瞭解困境，才能在必要時提供及時的幫助。

秋節送暖 傳愛馨生



苗栗分會一路相伴 傾聽需求提供協助

110.08.28

車禍翻覆致三兒2死1傷

110.08.29

2. 即 時 關 懷
IMMEOIATE CARE

雲林縣水林鄉8/27發生2死1重傷的車禍案件，本會

雲林分會經保護官通報獲悉後，即向王明和主任委員

報告並成立即時關懷慰問小組，由當地委員楊素蓮、

分會同仁及志工前往水林鄉蕃薯公墓關懷慰問家屬。

因家屬於同場車禍中受傷，尚在醫院就醫中，雲林

分會經與被害人舅舅連繫後，得知被害人家境貧困，

為政府所列之低收戶，經與水林鄉許鄉長整合資源擴

大服務，已告知被害人相關權益事項及提供後續心理

輔導、法律協助，被害人舅舅感謝協會第一時間介入

關心，讓家屬安心不少。

酒後爆口角 遭友人毆打後棄屍

110.08.18

南投縣埔里鎮8月初發生鬥毆事件，被害人與友人

聚會飲酒時發生衝突，遭毆打後倒地不起，隨後被載

至山區棄屍，警方17日於南投山區尋獲死者遺體。

本會南投分會於8/18即前往南投殯儀館慰問，並陪

同家屬進行相驗。然而，因死者遭棄屍懸崖下10多天

，大體上半身遭嚴重毀損，家屬無法接受，分會人員

隨即轉介76行者修復團隊進行後續修復的評估。

由於被害人家庭為低收入戶，經濟窘困無力處理後

事，南投分會協助連結中華民國人乘佛教會，提供後

續殯葬費補助，讓家屬得到最妥適的協助。

苗栗縣竹南鎮8/14發生跑車超速闖紅燈撞上女騎士

的車禍案件，因野馬跑車駕駛當下時速破百，造成女

騎士傷勢嚴重而陷入昏迷。本會苗栗分會獲悉後，在

竹南分局保護官協助下，於8/15前往被害人家中進行

初步關懷訪視，瞭解家屬需求並告知相關權益事項。

苗栗分會陳有昆主任委員也於8/17親自前往被害人

家中，傾聽家屬的心聲並致贈慰問金，因被害人家庭

經濟並不優渥，事發突然又要面臨龐大的醫療支出，

後續將提供緊急資助金，以緩解燃眉之急。

然而在歷經14天的救治後，家屬不忍被害人持續受

苦，於27日心痛放棄急救，宣告不治。苗栗分會也致

電關懷被害人父親的狀況，提供情緒支持。陳主委亦

偕同分會同仁及志工一同前往靈堂捻香致意，並由陳

主委親自將緊急資助金交給家屬，同時也依照家屬的

需求，委任分會一路相伴服務律師提供刑事偵查程序

代理，陪伴家屬走過日後的訴訟程序、伸張權益。

雲林分會成立即時關懷小組 與鄉長整合資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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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分會即時關懷 連結資源提供葬喪費用與大體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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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澎湖分會在父親節前夕，體恤父親的辛勞及

增進家庭感情，於8/7辦理「感恩的馨 Super88」

父親節關懷慰問活動，特地向馨生人經營的店家

(進寶麵包店)訂製父親節蛋糕，以親自彩繪蛋糕的

溫馨方式，傳遞愛與幸福，也協助馨生店家紓困。

親手點綴的蛋糕有著對父親的思念，有已為人父

對孩子的牽掛，每個蛋糕背後的心意不同，但每個

蛋糕都讓愛更有溫度。

澎湖分會 相伴父親節 感恩的馨 Super88

澎湖日報報導

桃園分會 安心照護補助 重傷馨生人
本會桃園分會對於重傷案件長期追蹤服務，瞭解案家除法律

及關懷慰問外，還有醫材、生活用品(尿布)、營養品的需求。

為使經濟弱勢，以及不符低收入戶或身心障礙補助，但實有

需協助的重傷馨生人獲得適切的健康照顧維護，桃園分會特別

規劃「重傷馨生人-安心照護補助」計畫，每案核發3萬元重傷

害補助金，合計金額39萬元，共有13戶重傷馨生家庭受惠。

黃正和主任委員與林文正執行秘書於疫情降為二級後，親自

到重傷馨生家庭致送照護補助金，案家也感謝分會長期協助。

本會臺南分會馨生人張津雪丈夫車禍過世，得獨自扶

養2個孩子，為延續丈夫留下的果園，她毅然辭去工作，

從零開始學種文旦，去年栽種的文旦更獲評鑑表揚，懷

著感恩的心，她已連續2年參加當地青農組成「快快公雞

公益聯盟」活動，以自身力量回饋社會。

這七年來，臺南分會除了協助子女申請就學貸款外，

也提供心理輔導、社會陪伴等服務，陪伴家屬走出陰

霾。雖然分會工作人員是扶持的角色，但一路走來也跟

著家屬成長，對張津雪展現的生命韌性敬佩不已，如今

甚至是捐贈者之一，對犯保而言意義非凡。

臺南分會 馨生人走出先生車禍陰霾
麻豆柚農文旦 營收回饋社會

110.08.09

中時新聞網

本會南投分會及更生保護會南投分會，結合無肉

市集與中華藍海慈心關懷協會，於8/18在南投地檢

署前廣場舉辦「甦活更生 溫馨犯保 齊力送暖」暖

心物資箱捐贈活動，受捐贈的馨生家庭共61戶。

不少家庭因疫情而受影響，南投分會特別針對重

傷害案件提供紓困物資資助及協助申請疫情紓困金

，期望幫助大家在疫情影響下能維持正常生活。

南投分會 甦活更溫馨 犯保齊力送暖

3. 服 務 方 案
SERVICE PLAN

台灣新生報報導 110.08.18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596608
https://penghudaily.blogspot.com/2021/07/blog-post_311.html?m=1&fbclid=IwAR2xWqbcxVbkvTMUHxCtMmj7pXJUUHvOccrgxWjpap3jTrSwKk4P8qvR1ZM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596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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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24

本會屏東分會李明盛委員自103年協助媒合屏東扶輪社扶輪之子獎
助學金，至今已協助44個馨生家庭，資助金額累積超過50萬元。
屏東扶輪社每年都會邀請馨生學子親臨現場，透過公開的儀式鼓

勵孩子們勇往直前，然而今年的表揚形式有了很大的改變。頒獎的
社員與受獎學子同坐一起，面對面聊天，以輕聲細語叮嚀孩子要努
力成長，也走到家長身邊了解其生命故事，鼓勵他們勇敢的為孩子
堅強，更感謝他們為孩子的付出。 110.08.27

本會桃園分會為紓緩經濟弱勢馨生家庭負擔，8月份結合三峽無極
天元宮、樂福基金會以及菩提基金會等慈善團體，提供生活物資(含
米.麵.食用油.餅乾.飲料等)給30戶馨生家庭，提供貼近需求的關懷。
此外，春好芯生活美學長期秉持著「存好心，做公益」的理念，

關懷社會議題、捐助弱勢族群，於今年3/19至5/7舉辦《寒士—康楠
溪公益書法展》，展覽所得其中3萬元捐助本會桃園分會，作為犯罪
被害人保護工作使用，藉以幫助更多犯罪被害人家屬。

本會花蓮分會於每年中元節期間，都會獲得來自慶天宮及地母廟所捐
助的普渡供品，今年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衝擊公益團體在自籌物資
上的來源，但慶天宮及地母廟仍持續捐助犯保花蓮分會，今年更增加朝
天宮捐助的供品一批，共計30戶馨生家庭受惠，獲得「有感紓困」。
分會同仁及志工發送物資至馨生家庭，同時關懷家屬近況、掌握法律

訴訟進度，除了說明訴訟流程與調(和)解注意事項外，更在傾聽陪伴家
屬話家常的過程裡，讓家屬更加清楚自己的權益。110.08.31

4. 社 會 溫 情
KINDNESS EVENYWHERE

本會士林分會於暑假期間辦理《生涯。馨探索》活動，
活動除參訪士林地檢署之外，士林分會李魁相主任委員也
特地頒發感謝狀給財團法人新光鋼添澄基金會，感謝基金
會贊助新台幣40萬元，讓分會得以提供資助就學金嘉惠
45位馨生學子，並由基金會代表簡慧菁副總出席頒發助
學金。

馨
桃園分會 三峽無極天元宮 | 樂福基金會 | 菩提基金會 | 春好芯生活美學

士林分會 財團法人新光鋼添澄基金會

屏東分會 屏東扶輪社扶輪之子獎助學金

花蓮分會 慶天宮 | 地母廟 | 朝天宮



犯保臺中分會由陳怡成主任委員帶領專任人員俞君

、又甄、益漢、佩均及盈綺、專案助理婷婷及宗翰、

57位志工，以及律師、心理師及醫師組成專業團隊。

有鑒於被害家屬於案件發生後內心慌亂不知所措，

臺中分會在被害死亡案件後，主動提供家屬「犯罪被

害權益手冊」，並盡快與家屬接洽聯繫，提供關懷、

法律、經濟協助。在案件初期皆能即啟動保護機制，

陪同案家相驗或解剖，並在第一時間發動保護服務。

臺中分會積極結合及開拓社會資源，並與臺中當地

的公、私部門一同合作，提供家屬短、中、長期服務

，如開辦支持團體、日光畫室、年節關懷、醫療協助

及重傷者的照護服務等方案，皆能結合多元化之資源

，提供全面化服務，以符合被害人家屬不同的需求。

我們秉持深耕並以個案之不同需求，客製化專業服

務，以及保護志工親切長期的關懷，讓家屬的需求得

到滿足，並且釋放傷痛。我們用愛與關懷幫助家屬走

過生命中難以承受之苦，邁向修復之心，這是我們努

力不變的堅持理念。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中分會

多元化資源．全面化服務，長期陪伴守護馨生人

本會於8/20、8/23、8/26舉辦專任人員在職教育

訓練，邀請葉北辰諮商心理師以「助人者面對創傷

事件的自我照顧」為主題，介紹「創傷接觸反應」

及「正念減壓概念」。

透過將感官聚焦的體驗運用於生活中，感受自身

狀態及情緒，以及瞭解自己但不對自己作任何評斷

的方式進行。最後以「自我慈心」回到內心根本，

接納並改善心情，只控制自己可以控制的範圍，讓

自己活在當下。同時也說明，當助人者在面對被害

人闡述悲傷情緒及難以抗拒的憤怒時，該如何承接

並溫暖回應，且在面談後放下情緒及創傷故事，不

帶入自身生活中，造成負向影響。

本次訓練以助人者為出發點，藉由正念減壓，提

醒助人者如何紓壓自身情緒，以及瞭解自身狀態，

透過學習自我療癒，且持續用同理的視角與溫暖的

話語，在傾聽被害人內心的同時也照顧好自己。

視訊辦理專任人員在職教育訓練3梯次
講授助人者面對創傷事件的自我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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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辦理專職人員及志工專業訓練4梯次
講授身心障礙者權益及性別主流化等課程
本會為增進專職工作人員及保護志工的服務知能，

也依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審查本會110年度預算書

案提案有關「…以目前志工教育訓練之課程表為例，

似乎較欠缺被害人保護服務專業倫理、性別主流化、

礙障者權益維護等內容」，爰規劃本次教育訓練，分

別於9/7、9/10、9/14、9/27分四梯次以視訊方式

舉辦，預計專職工作人員及保護志工約800人參加。

課程安排由陳衍蓁社工師講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課程，由葉北辰諮商心理師講授「性別主流化」

課程，另因應金管會跨部會協力推動金融教育計畫及

臺灣高等檢察署廉政志工專業訓練計畫，也安排相關

課程協助參加者瞭解社會新知，增進對於社會脈動的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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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檢視管理與數位化建檔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下稱本會)自民

國88年1月29日成立，並於同年4月1日於臺灣及福

建金門、連江兩縣，設有21個辦事處(民國92年12

月12日個辦事處因組織變革，改制為分會)，並於

民國105年9月1日成立橋頭分會。

本會成立以來，陸續制定、研擬、修正相關的

法令，以及各項保護政策與措施，為兼顧實務運

作的需要，在參考檔案法後，制定本會檔案管理

作業要點，使檔案處理步驟與流程有所依循。而

這23年來所積累的「檔案」，不僅僅蘊含了一個

單位業務推動的概況及軌跡，更見證一個組織的

成長發展與歷史傳承。

為了優化本會檔案管理模式，並增進檔案檢索

及調閱的行政效率，邢泰釗董事長特別於去(109)

年9月中旬，指示陳娟娟總督導帶領同仁將創會以

來的陳年行政檔案，包括文書、圖片、紀錄、照

片、錄音以及物品等，進行全面性的盤點與審視

清理。透過系統化的檢視流程，以現今宏觀的角

度，重新判定這些塵封已久的「歷史性資料」的

屬性與價值，據以決定是否繼續保存或銷毀。

在整理的過程中，除了將具有歷史意義的創會

文件，以及本會重要歷程珍貴檔案予以實體保存

外，其餘長年收存，但重要性相對較低的文書檔

案，則改採數位建檔，在進行線上掃描作業後予

以銷毀。此方式除有利於檔案的分類、管理外，

亦可將原本有限的行政空間，做更有效的規劃及

運用。

本次檔案清理作業，在邢董事長的帶領以及同

仁通力合作下，在5天的作業時間內，共檢視2萬1

千餘件檔案，並進行數位掃描1萬8千餘件，銷毀

檔案1萬3千餘件，釋出約30坪的行政空間，展現

高效率的行動力，除了使日後檔案管理運作更加

順暢外 ，亦增加行政空間可供妥善規劃運用。

檔案是按照文化、歷史或證據價值而挑選出來以作為永久或長期保存的記錄。檔案包括了信件、
報告、賬目、會議記錄、照片、草稿和最終稿件。它們可以作為過去事件的文獻證據，並協助解釋
和理解歷史。

—《摘錄自維基百科》

109.11.08《進行檔案檢視》

檢視檔案

21,000件~

數位掃描

18,000件~

檔案銷毀

13,000件~

109.11.08《進行檔案分類》



來到犯保彰化分會服務將近四年，這裡是一個
充滿愛與關懷的地方；當犯罪被害的案件發生，
犯保協會第一時間收到訊息之後就進行關懷與陪
伴家屬。起初從收到地檢署提供的報驗書上看到
很多案件事故，以及後來與被害人的會談，從中
聽到了多少個家庭故事，心中除了遺憾感傷外，
著實感慨世事的無常。
當專任人員與被害人訪談時，對案件的悉心說

明與進行處遇，若被害人有需求，提供「一路相
伴」法律協助，在這裡我看到被害人從原本求助
焦慮的心情漸漸轉為安心、放心的情緒。有了律
師的協助及諮詢，更帶給他們一份安定的力量。
在犯保服務學習、瞭解與自身經驗裡，明白服

務對象當中，弱勢的族群也不少，看著他們辛苦
的為案件奔波，平日工作之餘還要照顧家庭，這
樣心力交瘁真令人不捨，所幸犯保在法律、心理
、生理、經濟等各個層面提供了各項需求服務，
還有志工大哥大姐對馨生人的訪視、關懷及陪伴
，我看到了無私奉獻的精神。
雖然我只是分會的小螺絲釘，不管在行政工作

或保護業務，舉凡個案的需求、會議的進行、活

動的支援、帳務的處理等等，我秉持著盡最大的
努力來做最好的服務。
在接觸過許多馨生人，因來自不同的家庭，其

對案件的發生也都有不同的想法，對於如何安撫
馨生人的心情，亦是一個極大的挑戰！然而在透
過資助就學補助及申請永瑞獎學金的辦理，從中
不僅與馨生人建立良好的關係，且收到馨生人的
正向回饋，除了成就感外，也奠定我願意繼續為
馨生人們貢獻自己的心力。
人生最快樂的事是能付出，也最踏實。所以我

們要存好心、做好事！做一個快樂的助人工作者
，幫助更多需要協助及關懷的人。

用愛守護犯罪被害家庭
年過五十而知天命，這才發現人生中所有的錢

財、地位、名望等，都會隨著生命的起落緣起緣
滅，是否人生在世時也應該做些對社會有意義的
事，因此，在因緣際會之下從事起公益活動。
在好事大家一起做的機緣，101年12月12日由補

教名師也是犯保委員吳千田的引薦下，一起加入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委員會的行
列。從初起對何謂犯罪被害人保護所知有限的情
況下，單純以認同的角度，發揮有錢出錢、有力
出力的小小奉獻心，除了不定時捐款贊助，在分
會的活動也鼎力支持參與。
107/12/12接任高雄分會主任委員開始，自覺身

負重任，每天面對分會龐大業務的公文簽核及訪
視紀錄回報，瞭解到看似平凡的日子裡，每天卻
不斷有犯罪被害事件發生。我細細地看著每篇訪
視報告，看盡世間人情冷暖，傷痛悲劇一再重演
，也看見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飄搖不定的生命力
，在訴訟過程中的無助，經濟、社會資源極為有
限的條件下，心理創傷復原中感到顛跛無助。

在每一次隨著專任人員前往訪視被害家庭時，
總可以感受到，這短短的關懷對他們是何其重要
。因為犯罪被害事件的發生，創傷失落瀰漫在每
個家庭成員的心中，而犯保適時的陪伴，小小的
一份關懷、微不足道的慰問，卻可以讓家屬們感
受到社會仍然存在著溫暖，願意相信人間有愛，
而那份用愛守護犯罪被害家庭的力量，就從犯保
團隊一步一腳印的陪伴開始。
犯保的工作是如此深具意義，也讓我對犯保與

自己更多了份期待。冀望個人在犯保擔任主委期
間，透過工作同仁專業的評估，以及紮實的服務
品質，讓一個又一個犯罪被害家庭，可以在經濟
的急難救助、法律協助的一路相伴、以及心理諮
商輔導下，陪伴他們復歸正常生活，重新找回陽
光且燦爛的生命力。
在犯保工作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我很希望

有志一同的社會人士能一起加入犯保工作行列，
讓社會到處充滿溫暖正向的能量。

文 / 犯保高雄分會主任委員 陳保合

文 / 犯保彰化分會專案助理 鄭秀蓮

6. 馨 言 馨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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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那天與多年的好友們沐浴在宜蘭棲蘭神木群

，享受著芬多精的洗禮，才正要感到心曠神怡之際

，接了一通來自家人的電話──父親被車撞了，已

昏迷轉送至大醫院急救。在不間斷的電話返往中，

討論著父親的急救狀況及進度，最終，痛下決定讓

父親不再帶著任何病痛好好的離開，「接下來怎麼

辦？」拔管後，家人在電話那一頭問我。

怎麼走接下來的路？

除了在第一時間想到要趕快找禮儀公司外，腦海

浮現的都是平常工作中，那些對服務家屬說明的事

項，相驗、申請強制險、訴訟、調解…等。然而，

竟無法想像這一切怎麼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但正因

身為犯保的工作人員，經過長期的專業薰陶之下，

對於處理這些事情似乎並不困難，真正困難的是

──怎麼走接下來的路？怎麼面對繼續服務家屬？

當時自認為足夠專業的自己，總覺得處理完父親

的事情後，便可以隨即回到工作崗位。然而，其實

我也是一個平凡人，一個有七情六慾的血肉之軀，

半年之後，才察覺到不行，應該好好的面對自己、

好好的梳理所有情緒。

讓我好好的思念

父親離開五週年之際，回想這一路走來，曾經在

自己周圍設立結界，與世隔絕，躲在自己的世界中

不想與人聯絡；曾經背起背包遠離塵囂，在流浪中

自我放逐，一路騎著機車，讓眼淚無止盡的宣洩。

後來因為工作因素，再度走訪最後一次有父親旅

遊的地方，起初看著書面資料並不以為意，然而直

到實際到訪後，才發現這連結是如此的強烈，車子

抵達目的後卻下不了車。

那個當下才真正理解，為什麼服務的家屬不願出

門，因為害怕所到之處容易觸景傷情或賭物思人，

曾對受服務的家屬自我揭露本身的經驗，但得到的

回應令我再度受傷。經過專業老師的指點，明白瞭

解，每個人的經驗都是獨特，彼此有彼此的經驗，

是無法相比的。

身為犯保工作人員，對於求助工作的專業夥伴似

乎有些顧忌，只好多次北上另找專業老師協談，才

讓自己把結界拿掉，再度走向人群的同時，也再度

回到父親當初被撞倒下的斑馬線。

因為每每走到巷口時，總是會刻意避開那段斑馬

線，雖然再次經過已是事發兩年後，當時告訴自己

可以再往前邁進一些。只是萬萬沒想到，去年竟會

因為教育訓練，再度回到當初接到電話的宜蘭棲蘭

山莊，帶著忐忑不安的心再度上山，或許是老天爺

的安排，讓我好好的思念、好好的道別。

走過復原之路

這段復原之路，不論何種方式有許多人的陪伴，

送書給我的長官、聽我放肆大哭的同事、默默陪伴

在側的朋友。還有在第一次調解時，調解委員梁先

生起身為父親默哀，讓我及家人感受到他對父親的

尊重，這些用不同形式的陪伴與關懷，對我而言都

是一種療癒，點滴在心頭。

我是一個服務被害人家屬近十年的犯保工作人

員，從未想到自己有天會成為馨生人。五年過去

了，身為平凡人的我，只有坦然的面對一切，接受

不完美的自己，才能敞開雙手繼續服務被害家屬。

犯保人的五年馨生之路

文 / 犯保士林分會主任 林淑芬

109.06.16《訪視重傷馨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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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保成立宗旨協助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

遺屬或重傷害者本人保護工作。透過政府與民間

團體結合社區建立保護網絡，提供犯罪被害人協

助與撫平傷痛，重建生活，維護社會安全福祉。

近年來除提供法律權益及法律協助，更擴大提

供緊急資助、居住安置、關懷慰問、關懷活動、

關懷陪同、生活扶助、生活成長、職業訓練 、就

學資助、學習培育等協助等等。

因常發現受保護人之心理創傷亟須處理，在重

建受保護人生活的過程中，除了具體的社會福利

措施以及法律協助之外，協助受保護人培養正向

因應心理創傷經驗之能力，提升其自我照顧能力

之技巧，在服務對象的全面化照顧同時，對於專

職及志工夥伴們的照顧其實需要強化。

從110/4/2台鐵太魯閣號408次列車事件，犯保

同仁及志工在第一線服務後提供團體輔導，事件

後針對家屬後續還得面臨後事處理、官司訴訟、

創傷復原等問題身心照護輔導服務將持續辦理。

在承擔多元服務時建議加強各地區員工協助方

案(EAP)，即以系統化的方式來照顧員工個別需求

的服務方案，如：健康、家庭、工作、及管理…

等，讓員工安心、放心、及全心的投入工作，避

免專業耗竭又稱「工作倦怠」（Job burnout）。

這類問題起因於長期無法宣洩的壓力，而造成個

人生理上或及心理上的枯竭。

員工專業耗竭不僅是員工個人的責任，機構也

可藉由實施服務方案，幫助員工重拾工作意義與

恢復對工作的熱情。當同仁或志工照顧犯罪被害

人時，強化「自助及助人」的觀念，落實照顧措

施讓助人工作創造雙贏。

文 /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執行長
犯保士林分會外部督導、諮商心理師 涂喜敏

109.07.29《訪視馨生人》

員工協助方案預防專業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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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7.26《協助重傷被害人修繕電動輪椅》110.01.06《分會主任參與法務部記者茶敘分享》

109.07.01《專任人員為保護志工上課》



註：
⊿ 法律事務協助是指協助遞狀、申請訴訟資訊、進度查詢、辦理提存、申辦業務、陪同出庭、陪同協調等。
⊿ 目前在各地分會共有 227 位律師及 26 間法律事務所提供專業法律協助服務。
⊿ 犯保服務律師服務年資達 3 年以上者佔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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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保律師 讓被害人在無助徬徨時 看見溫暖的曙光

109年犯保提供的法律協助約佔全年服務量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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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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gram

新竹巨城百貨馨生市集

悲傷不會這麼快過去

風傳媒報導

暗夜微光 陪伴者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簡介

Top NEWS
台數科YT

感謝
社會及家庭署

社區發展季刊
主題報導本會

8. 推 廣 宣 傳
P R O M O T I O N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集團 協助製作

愛女遭殺害 讓她8年看盡被害人最心碎之路

犯保董事金鶯女士(馨生人)媒體專訪

預見大未來—法律風險系列

第一集 誰來保護被害人權益

大肚山產業創新基金會
委託台數科(鑫傳國際多媒體)製播
楊貴智
檢察總長 江惠民
前交通部長 林佳龍
28分53秒
LINE TV

製作單位

節目主持人
受訪來賓

節目長度
網路平台

檢察總長節目受訪被害人保護議題

11/18 新竹遠東巨城購物中心隆重登場

http://www.avs.org.tw/home_cht.aspx
https://www.facebook.com/avs0850/posts/3407245759319685
http://www.avs.org.tw/other_donate.aspx?t=online
https://www.instagram.com/avs_0800005850/
https://udn.com/news/story/7321/5607358?fbclid=IwAR0WYcsD82pB_fGfg61tVbAJOp-FtrWcp-CFApRX5dqZWf5zohdWl4KBHa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yw2aAaa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0D1qw5WoaU&list=PL358CD40AD13A1153&index=2&t=96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