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會沿革 服務各地區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

遺屬或本人受重傷害的保護工作，本分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係依
會辦公位址於屏東縣屏東市棒球路10號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29條規定由法務部
2樓，希望透過政府與民間團體結合社會同內政部在民國88年設立的公益慈善
區建立保護網，提供犯罪被害人協助與機構，主要在協助因他人犯罪行為而被
撫平傷痛，重建生活，維護社會安全福害導致重傷者本人或致死亡者家屬重建
祉。生活。

98年8月1日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新法本會於88年1月21日奉法務部核准，
修訂施行，將性侵害被害人納入犯罪被並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辦理財團法人設
害人補償及保護對象，並同時將家庭暴立登記，隨即於88年1月29日成立，並於
力與人口販運犯罪行為被害人、兒童及88年4月1日於各地檢署內設立辦事處，
少年以及大陸地區、香港、澳門與外國由檢察長擔任辦事處之主任。92年12月
籍配偶或勞工等被害人納入保護服務範各辦事處更名為分會，組織變革為委員
圍。制，檢察長升任為榮譽主任委員。繼續

二、工作簡介 訓練、生活規劃及心理輔導等方式，

以及提供相關資訊、轉介服務等，協我們的服務項目：
助受保護人重建他們的生活。1.安置收容：因遭受被害導致無家可歸

10.信託管理：受保護人如果是未成年的被害人，由我們協助安排政府或社
人，不適於管理其受補償金額時，依會福利單位提供的收容場所。
法在他們成年前為他們信託管理，以2.醫療服務：因他人犯罪行為致生理、
分期或按月支付方式提供他們生活費心理遭受創傷者，安排前往相關醫療
用，以保障其權益。單位接受治療。

11.緊急資助：受保護人如因被害案件3.法律協助：提供被害人在被害案件中
導致生活頓陷困境情況緊急，我們會的民事求償、刑事偵查、審判前後等
提供急難救助及協助他們尋求救助。  相關法律諮詢與協助。

  資助金額每人每月新臺幣（下同）4.申請補償：協助受保護人依法向地方
6,000元，最多以支給3個月為限。法院檢察署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暫

12.出具保證書：受保護人如要向加害時補償金及其相關事項。
人起訴請求各項損害賠償時，無資力5.社會救助：受保護人因家境貧困而無
支出假扣押擔保金且非顯無勝訴之望法生活者，協助向社政機關或社會福
者，得依申請由我們協會出具保證書利機構申請急難救助。
代替擔保金。6.調查協助：為確保受保護人受償權

13.訪視慰問：以主動訪視慰問等方益，協助洽請相關機構調查犯罪行為
式，關懷瞭解應受保護人困境，提供人或依法應賠償責任人的財產狀況。
必要的協助及安撫心靈。7.安全保護：受保護人如有再次被害的

14.查詢諮商：提供犯罪被害人及社會虞慮時，協助協調警察機關等單位實
大眾關於犯罪被害人保護相關事項及施適當保護措施。
疑難問題之解說。8.心理輔導：因被害案件而導致心理受

15.其他服務：辦理其他犯罪被害人保創者，協助作心理調適治療。
護相關事項服務。9.生活重建：以輔導就學、就業、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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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活        動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歷史年表

1.97年12月01日

3.98年01月11日

5.98年05月02日

7.98年05月-10月

9.98年07月08日

11.98年07月27-30日

13.98年09月14日

2.97年12月17日

4.98年03月03、11、18日

6.98年05月11日

8.98年06月26、27日

10.98年07月15日

12.98年09月08日

14.98年10月23日

14.98年11月18日

15.98年10月31日

15.98年12月23日

97年度志工聯合會議

新春團圓餐會

98年度志工分區座談會

98年 端午節發放慰問金及禮盒度

98年度南區聯合志工研習會議

98年度志工研習座談會議

三會志工專業知能研習會議

第五屆保護志工特殊訓練

屏東、高雄保護志工交流座談會議

97年度第二屆第三次常務委員暨委員會會議

98年 母親節關懷活動度

2009年犯罪被害保護法治宣導活動

「學習成長成長學習」馨生夏令營

98年中秋節慰問活動

「88水災馨心相惜」同歡會

98年度第二屆常務委員暨委員、第五屆保護志工聯

合會議

98年度第二屆第四次常務委員暨委員會會議

活動
紀錄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灣屏東分會歷屆理事長名冊

屆別

1~2

3

主任委員

李燕妹

李昭仁

職稱

屏東縣醫師公會理事長/

李內科診所醫師

屏東縣唐榮國小校長退休

任期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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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志工分享 活，我就在它神聖又溫馨的理念，實

際投入保護被害人的工作，展開不同

的人生體驗。民國97年被選任為志工1.犯保十年心˙晴˙天
隊長一職，承接屏東分會的使命，配  志工隊長  戴鳳賢
合彭秘書的專業領導，召集志工隊長                     
分區研習，共同討論、集思廣益，讓

志工隊員更瞭解訪視過程中，運用知

識領域傾聽被害人或家屬的心聲，了

解他們的實際需求，以提供各項必要

的協助，志工們憑著一股熱誠與慈悲

的心，同心協力，抱著無私奉獻，無  
怨無悔的精神，將上級交付之各項任  
務，囑託之個案，訪視慰問追蹤案  
件，都能圓滿達成，讓志工隊從無到      本人曾經參與許多的公益團體活
有，慢慢萌芽，成長茁壯，結果讓屏動，這已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東分會業務履創佳績。分，因為我認為它是我生命中自我成

      歷經保護訪視輔導工作，接觸了長最大的環境和體驗、人生學習最大
許多社會因突發事故的個案，在訪視的空間，抱著「其寬大為懷、忘我無
輔導有著極大差別，諸如受害人家屬私、服務他人、成長自己」為宗旨，
的質疑或不合作，反覆質問等問題，民國60年開始擔任屏東縣警察局枋寮
為什麼要來訪視，你們是否詐騙集分局義勇警察隊長，73年由時任高分
團，因近年來媒體一再披露詐騙集團局長引介，投入屏東地區司法保護輔
的猖狂，令人防不勝防，造成人跟人導工作，歷任觀護志工、更保志工、
的信任消失，致真正保護輔導者，還司法志工、屏東監獄、看守所教誨志
未開口就被蒙上不白之冤，難以自工，一直輔導曾誤入歧途的更生人，
清，面對如此窘境，心中的挫折感難改過遷善、回歸正常生活社會生活，
免會產生，但每當看著被輔導的個88年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召
案，重新走出傷痛的陰霾，迎向陽募首批志工，由屏東地檢署黃書記官
光，一個家庭又將完整維持下去，內長推舉加入志工行列，經研習訓練才
心除了替案主慶幸外，也和多位個案確實了解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秉持
家屬建立良好關係，已成為生活中的「人溺己溺」的精神，協助因他人犯
好朋友，只要碰上困擾，法律諮詢轉罪行為而造成重傷者本人或死亡之家
介，必定打電話或親自來向我商討協屬，透過政府的力量，補償制度，利
助，想到這裡，讓我覺得溫暖，似乎用社會資源徹底落實犯罪被害人保護
一切的挫折和委屈又顯得微不足道法之功能，協助弱勢孤苦的一群人，     
了。能夠走出陰霾，脫離悲情，重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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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眠藥成了日常必須品。孩子也正值青

程中，其實自己獲益最多，除了可以 春期，我的自我放逐及孩子的叛逆，

結善做功德外，從中學習到寶貴的法 讓彼此之間越離越遠，親子關係越來

律知識和心理輔導等專業常識，也汲 越惡劣。我把自己的心關了起來，未

取很多社會經驗，磨練自己，希望我 來對我來說是虛無、沒有希望的，我

的成長，願在行有餘力時，奉獻個人 甚至用傷害自己來逃脫這種痛苦，撞

微薄心力，繼續為更多需要的人服 牆、開車時想撞電線桿或樹、吃安眠

務，讓社會更加祥和。 藥…，我想要結束這一切。醫生診斷

出我得了重度憂鬱症，還給了一張憂

2.迎向陽光  鬱症重大傷病卡，當時我想，這一生

  志工  蘇秀如 大概就要這樣過了。

                        直到，參加一次協會辦的活動

中，秘書的一句:「你現在過得怎麼

樣？」。她關心的眼神及溫暖的話

語，讓我像在大海中抓到了一塊浮木

般，使我頓時的敞開了心胸。在當

時，經濟及工作上的壓力幾乎將我壓

垮，還必須兼顧孩子們的生活、教養

等種種問題，我的信心和勇氣幾乎消

失殆盡。經由這次機會，我開始接受

協會的心理輔導，多次下來，已經有

   7年前，我的丈夫在自家門前遭不 足夠的信心面對外邊的世界。

明車輛撞擊死亡，對方肇事逃逸。這     透過協會的心理輔導，不只是我

件事情對我們家來說，真是晴天霹 改變了，我的孩子們也從叛逆、自

靂，驚惶、害怕、無助的情緒似狂風 卑、軟弱變成今日的貼心、懂事、有

暴雨迎面而來。 自信，還會鼓勵、安慰我。這樣的改

    我的丈夫大我8歲，從認識至結婚 變，增進了我們家庭幸福，也使我能

到他離開共15年。這15年的時間我倚 漸漸走入社會，安心的工作。

靠他而活，不喜歡出門的我，沒有朋     在此，我要向這些默默為我們付

友、不懂生活，只是一個平凡的家庭 出關心和幫助的協會成員及志工伙伴

主婦。丈夫的死過於突然，讓我一時 們獻上最深的感謝，也想告訴所有被

之間不知所措，他的後事、孩子的教 害者家屬們:「請不要傷心、不要難

養和未來生活瑣事等…，事情如排山 過，因為世上還有許多關心及幫助著

倒海般湧了過來，讓我失了分寸，不 你們的人。勇敢走出去，世界上還有

知道該怎麼活下去? 更多的美好，等著你去發現去領受，

    於是，我放棄了自己，酒精、安 所以加油囉!!」

    一路走來，在保護輔導工作的過

3.一路走來  勇敢的爬起來，還有工作人員與志工

  志工  邱秋蓉 無怨無悔的付出，都令我感動莫名。

猶記得踏入犯保的第一天，我懷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孩

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走進位在地檢 子因父母於他很小的時候就已分開，

署一樓的辦公室。從未到過地檢署的 家庭又遭逢重大變故，隔代教養的關

我，總認為都是發生一些司法案件， 係造成行為偏差的問題。孩子的伯母

不得已才會來這裡。 然而，在經過林 來電向協會求助時，我與一位志工前

秘書詳細說明介紹後，才瞭解犯保的 往其家中訪視、並且不定時的與孩子

服務項目及理念。隨後，因林秘書調 聯繫或寫信關懷，甚至轉介至心理輔

到台北總會，恰逢新舊秘書交接之 導中心予以輔導。雖然剛開始孩子看

際，情況只能以兵荒馬亂來形容。好 似無動於衷，我們的關懷並沒有立竿

在有許多資深志工的協助及秘書更換 見影的效果。可是，值得慶幸的是，

也漸漸穩定下來，在這不知不覺間， 孩子這學期不但回學校念書，同時也

也熟悉了業務。 找回了自信。這件事情讓我體會到，

如今，在忙碌之際，也已過了一 在犯保協會的工作不只是正面與個案

年。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協會的業務 家屬接觸，更要發揮耐心、愛心及同

漸漸茁壯。與個案接觸中，看到每個 理心去關心他們，他們的成長也就是

個案堅強的面對自己的人生低潮，再 我們最大的驕傲。

柔
性

司
法

224

225



四、心得點滴 

             到孔子所謂的:「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之道

             理。不論對方如何，總

             能從其身上學到一點東

             西，這對我來說是寶貴

             的經驗，也是一種挑戰 

             ，這可不是教科書上學

             得到的。我也從中體會

            到，幫助人是多麼愉快

的一件事。  看著志工大哥大姊無怨

            無悔的付出 ，只要我需

要幫忙，總是二話不說出錢出力；雖

然訪視奔波辛勞，但也樂在其中。大    
家這麼用心為協會、個案努力，貢獻

自己的精神及心力。我不知不覺也感
1.新手上路  

染了這份氣息，雖然我的能力很有限
  秘書  彭惠齡

，但若能盡一點點微薄之力，即使只
    老實說，剛接任這份工作時，緊

能幫助到一個家庭，減少社會裡微乎
張及害怕的心情是大過於高興的。一

其微的悲痛，那也有值得堅持下去的
方面擔心自己能力不足以致於無法勝

價值，繼續努力的空間。
任，會因此耽誤到許多人；另一方面

，看到前手每天拼死拼活工作，喘不
2.從零開始   

過氣來的樣子，著實令我不敢想像自
助理秘書  陳姿君

己的未來，所以一開始就已經讓我萌
茫茫然於生活旅途中，這是我在

生退意。
畢業之後的感想。對於人生的定義與

    但是，漸漸開始自己接手之後，
目的為何，我很迷惘，也因此沒有一

慢慢經歷許多事，讓我發現這並非全
個努力的目標與方向。不懂為什麼有

是一份苦差事，這反倒是一份能激勵
人可以工作的如此開心、如此盡心盡

自己潛能及發揮自己想法的工作。越
力，也不瞭解為何有些人可以工作永

是投入，我就越能體會這種感覺，沒
久不會懈怠。更不明瞭，活著究竟是

有人能綁住自己，能隨著自己的想法
為了什麼，何須努力？何須付出？但

越飛越遠，越衝越前，也許會讓自己
是，進了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之後，

陷入瘋狂工作的狀態，卻能自由自在
我漸漸明白這箇中道理。

，盡情發揮，苦中作樂也未嘗不是  
犯罪被害人保護，聽起來就是一

件趣事。
件必須付出熱忱才可以一直持續下去

   除此之外，透過這份工作，使我
的工作。一開始，我不知道自己是否

有幸能接觸許多形形色色的人，體會  

有能力或有熱心可以

持續這份工作，但慢

慢接觸之後，被害人

的無奈、辛酸、傷心

與無助，都牽引著我

想為他們做點事情。

    有人問，犯罪被

害人保護是要做些什

麼？我想，只要是我

們能力所及的，當然

都想要為他們做。其

實，並不是要為個案做到鞠躬盡瘁才 問號，全都讓我在犯保工作中找到答

算是幫忙。進入到這份工作我體會 案。

到，我們小小的一份心力，比如說只 很感激犯保給了我力量與活著的

是打個電話慰問、關心個案，他們也 方向，這樣的話語也許其他人聽來覺

銘感在心。個案的感謝，讓我頓時覺 得矯情，但我是真心滿足於這份工

得活著真好，我很開心自己是個有用 作。因為它，讓我成長、讓我得以不

的人。我們微薄的力量，原來帶給他 同角度思考與看待人生。而且，我也

們是如此的幫忙，原來，只要人願意 要感謝我的工作夥伴們，因為有他們

付出，都可以幫助受困的人，無論是 的包容與體貼，讓我在這份工作上做

在生活、心理方面，其實都是可以做 起來更是如魚得水，適應良好。我的

到的。 粗心與迷糊，都是靠惠齡、秋蓉姐與

看到個案的無助，就忍不住想為 楊大哥的叮嚀、提醒，才漸漸改過，

他們做點什麼，看到他們辛酸的故 不至於工作上犯錯。對於他們，我也

事，免不了自己也辛酸難過，因此， 心存感激，因為有他們，讓我更心繫

總是希望自己可以為他們多做點什 於屏東犯保。有他們的作伴，讓我在

麼。而這樣的概念就在不知不覺中， 工作上更感覺溫暖與奮發上進的動

已經填補我心中那塊空缺，那個茫茫 力。我只能說，犯保是個讓我著迷的

然的虛無感，已經悄悄地被忙碌個案 工作，而屏東犯保，是溫暖我、讓我

的事情所掩蓋。倏忽地，我找到了人 有活力的地方。

生目標與意義，它似乎給了我一個答

案，一個人生而在世想要奉獻點什麼

的答案，一個讓我活的有意義的方

向。活著，不外乎就是想證明點什

麼，證明自己有能力、證明自己活

著、證明自己是個有用的人，而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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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另一種甘露

民國92年12月12日，在法務部的會 的車禍事件得到合理的處理，我們的心

議室裡，我接下了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 裡也不由得放下了沉重的負擔。

保護協會臺灣屏東分會主委的重擔。起 在心理諮商上，我們與中華溝通分

先有些惶恐，畢竟過去對司法與檢警單 析協會合作，這是一對一的諮商，雖然

位的刻板印象，總覺得那是一個冷酷的 不是一蹴可收成效，但在諮商人員鍥而

機關，在同屬一個屋簷下的團體要如何 不捨的協助努力下，看到個案陸續走出

做出溫馨的事情呢？經過歷任檢察長 陰霾，生活重建，各自為未來的生活開

（榮譽主任委員）的指導，官長及委員 始打拼，這也是值得我們去為他們祝福

的護持、秘書及志工團隊們不辭辛勞的 的事。

訪視慰問、陪伴、關心等等，六年下 在團體輔導上，我們也曾經與台

來，讓我欣慰「走對了路」。 南、高雄、嘉義等分會合辦墾丁之旅與

在潛力開發生活營方面，從明正國 走馬瀨農場之旅等闔家出遊的活動，使

中七位同學開始，接下來陸續有光春、 許多家庭嘗試到第一次闔家出遊的樂

高樹兩國中加入，到現在的十個單位， 趣，享受親情的甜美感覺，更拉近了親

真正成了社區生活營。前後四位觀護人 子之間的親密關係，改善家庭氣氛。

室主任，也是幕後推手。尤其許主任育 近2年來由分會自辦的活動很多。

寧帶我東奔西跑，到處說明，從獲得認 95年1月 在 台 糖 烤 肉 及 農 曆 年 前 的 聯

同到樂意協助，最後社區的主動申請加 歡；6月4日的佛光山心靈澄淨之體驗；

入，確實是經得起考驗的一種服務項 9月及10月二次邀請專家來為家長現身

目，是值得欣慰的一種成長。更讓許多 說法-親子溝通及壓力釋放；9月底的大

參與者，從十字路口經過輔導才選擇了 鵬灣國家風景區生態體驗等，96、97年

正確的人生道路，在預防犯罪上收到良 度春節前的餐會、元宵節的做燈籠、搓

好的效果。 湯圓、端午節做香包及屏東縣議會議長

六年來，我們本身的服務事項，在 親自下廚做湯並宴請馨生人；中秋節前

上級的指導下，也由物質補償，逐漸轉 烤肉及贈書；5月的母親節戶外團體輔

移到溫馨的精神加油層面。例如參與屏 導踏青等活動。從參與者的笑容可知馨

東市大同國小學生畢業旅行車禍事件之 生人對保護協會已經產生了信任感，也

傷痛慰問，主委與志工以同理心的對談 能體會到司法單位對他們的保護與用

方式去安慰師生及家長，榮譽主委也協 心，對自己往後的生活產生了自信。

助協調保險單位迅速的理賠，並親自參 在死亡服務方面，由保護志工方淑

與死者的公祭，讓校長、師生、家長， 卿引薦之下，已有新園鄉玉林禮儀公司

感受到保護協會溫馨的一面，看到不幸 和屏東市的益壽禮儀公司願意全力服務

的承諾，讓我們感受到『德不孤必有 接納；從個案婉拒訪問到誠摯的期待志

鄰』、『溫馨暖流待結合』的使命感。 工的到來，甚至會主動打電話請求協助

為了大力宣導本會的保護業務，使 等事項來看，我們的宣導策略是正確

更多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能得到本會的 的，宣導的方法是可行的，保護工作是

協助，本會盡力於各政府機構或團體辦 要持續的；今年八月份以後本會更擴大

理之活動中設攤宣傳。今年度更與台灣 保護對象及服務範圍，我們必須戮力以

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之檢察事務官合 赴，持續努力。夥伴們，加油！從迴響

作，巡迴屏東縣各鄉鎮（共16個鄉鎮） 中我們已體會到了，我們的工作從過程

宣導犯罪被害保護業務；與屏東縣多家 中雖然是辛苦的，但結果卻是社會中的

廣播電台及電視台合作，播放及宣導本 另一種甘露。

會之業務。經過這些努力，使得本會的

曝光率大大的增加，也讓本會有機會服

務更多的馨生人。

六年的耕耘並沒有白費工夫，從社

會上人們對我們的態度-由誤會到真心

第一、二屆犯保協會主任委員   李燕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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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心得

九十九年八月三十日下午，地檢署

禮堂座無虛席。地檢署主辦，屏東縣醫

師公會協辦的一場高水準法律講座，在

邢泰釗檢察長精心策劃籌備下順利圓滿

地劃下句點。由此機緣，有幸認識一位

英挺健壯、器宇軒昂、才華橫溢的儒將

─邢泰釗檢察長。

承蒙推薦，自民國九十九年元月起

接任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主任委員之 非常感人，很值得學習的活動（活動名

職，深感榮幸有機會參與另一類項的社 稱 ： 我 的 真 心 獻 給 你-預 防H1N1一 把

會服務，但同時也深恐力有未逮而辜負 「皂」）。在社會勞動人合唱「感恩的

邢檢察長之託。 心」聲中，我不禁熱淚盈眶。我相信人

顧名思義，犯保協會乃針對犯罪被 與人之間的敵對仇恨應該都可以消弭撫

害人提供包括精神及物質上必要的關懷 平，讓社會祥和且充滿著「愛」。

與協助的一個社團。是繼更生保護會、 期待本協會能給予最誠摯的關懷，

觀護志工協進會之後，於民國八十八年 鼓勵馨生人振作起來，堅強勇敢地面對

一月二十九日成立，全國各縣市皆設有 未來。最後也深切期盼地檢署長官們能

分會。 給協會更多的指導與協助。

甫上任三個多月，尚未深入瞭解，

亦無法一窺全貌，但已可感受到邢檢察

長對協會的重視，這對協會是一大鼓

舞。同時數年來培訓歷練的近六十位優

秀熱誠的志工，更是推展業務不可或缺

的原動力。

事發後的即時探訪只是一個開始，

後續有關善後處理、物質救濟、心理輔

導、精神慰藉、法律諮詢等等，才是協

會會務的主軸。此乃異於一般慈善社團

急難救助之處。

99年1月27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檢察署觀護人室在鹽埔鄉公所舉辦一場

犯保協會主任委員   李昭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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