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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心理輔導的方式，讓被害人感受到溫

馨，並且陪伴這些被害人撫平心靈創傷，

協助其縮短療傷之時程，減低修復過程之

痛苦，使其敞開心扉，重新建構家庭生活

模式，進而積極面對未來人生。

二、目的

( 一 ) 落實犯罪被害人或其遺屬心理輔導工

作以協助受保護人心理治療。

( 二 ) 連結心理衛生專業資源，讓被害人或

其遺屬能夠適時接受醫療服務，以預

防重大創傷後心理疾病之發。

( 三 ) 以個人或團體模式對被害人或其遺屬

進行心理輔導、諮商及心理調適治

療。

( 四 ) 邀請專業領域的專家組成評估小組，

並建立督導及審查機制，提升心理輔

導的實質效益，並使個案的心靈創傷

壹、	溫馨專案
一、源起

2004 年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

首創心理創傷復健門診。為使犯罪被害人

家庭能積極面對未來人生，犯保臺北分會

從 2004 年 4 月起與師範大學、中崙聯合診

所舉辦全國首創的犯罪被害人心理創傷門

診，透過心理諮商，幫助被害人家屬恢復

正常家庭生活。心理創傷門診不僅幫助被

害人家庭重建生活，亦促成了溫馨專案的

生成。

犯罪被害人之家庭，因頓失其成員或

依靠，必須辛苦地獨自面對未來，導致家

庭系統結構及生態產生重大變化。為協助

家庭成員間的相互扶持及面對悲痛事件、

撫平心靈創傷，須透過受保護人以個人或

溫馨專案

壹、	溫馨專案

貳、	暑期馨生人關懷輔導活動

參、	2016 年度「自我成長活動 -紓壓體驗工作坊」

高鈺婷

1.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專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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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盡早治癒。

貳、	暑期馨生人關懷輔導活動
一、緣由

時值暑假期間之到來，為抒解求學中

的小朋友升學壓力，並透過親子攜手休閒

活動的機會，提醒家長注意子女在暑期的

生活作息與活動，學習如何選擇正當且適

當的休閒活動，同時表達本分會對受保護

人的敬意與鼓勵，並提供親子休閒互動之

機會，學習與社會環境之聯結，以重新適

應及重建家庭生活。

二、目的

為紓解求學中的小朋友升學壓力，並

透過親子攜手休閒活動的機會，提醒家長

注意子女在暑期的生活作息與活動，學習

如何選擇正當且適當的休閒活動，同時表

達本分會對受保護人的敬意與鼓勵，並提

供親子休閒互動之機會，學習與社會環境

之聯結，以重新適應及重建家庭生活。

參、	2016年度「自我成長活動-

紓壓體驗工作坊」

一、緣由

對馨生人而言，喪親帶來的衝擊，影

響到生活的各個層面。心裡的傷痛、官司

的煩惱、經濟的不穩定，讓他們所承受的

壓力因此倍增，超出他們的負荷範圍，累

積的壓力會造成不安、低落、失眠、身體

症狀，長期會影響健康與生活的能量。本

活動不著重於談論傷痛，而是教導一般大

眾容易接受、自然、實用易學的紓壓方法，

讓學員從自我照顧中重新感受到內在力

量，並與其他同樣處境的夥伴形成互相支

持的友伴關係，豐富未來生活。

二、預期效益

( 一 ) 減少犯罪事件對被害人或其遺屬造成

之衝擊，增進其生活適應力。

( 二 ) 協助被害人或其遺屬人際適應，以復

歸社會生活。

諮商室概況 A 諮商室概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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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14 暑期

史前生物之旅

2011.7.24 暑期活力四射

之旅

暑期相關關懷活動

2011.7.24 暑期關懷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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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3 烏來深度之旅

暑期相關關懷活動

2015.8.1 暑期關懷

2015.8.1 亞太生態

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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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壓體驗工作坊活動情形

106.3.26 2016.3.26 以漸進式肌肉放鬆法改善情緒

2016.3.12 體驗以適合自己的音樂調適情緒201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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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師團督

2017.02.17 2017.03.17

2016.04.21 2016.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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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起緣	1

一、保護個案因心理因素及專業技能不足遂

具競爭劣勢，加上近年來景氣波動出現

衰退現象，工作尋覓不易，大多缺乏一

技之長，求職更為雪上加霜。近十年來

我國就業年平均成長率雖已漸成長，隨

著就業技能及意願之提昇，加上新興服

務業提供職業型態的多元化，以及工作

場所自動化之發展，均應鼓勵協助更多

保護個案投入就業市場，使其經濟基礎

能持穩。

二、經本會輔導之保護個案發現，被害人往

往於家庭遭逢變故後，頓失經濟來源，

保護個案須承擔家務重任，生活困頓、

子女教育經費無著落等窘境伴隨而至，

為俾免產生後續相關社會問題產生（失

業、子女輟學等），協助保護個案就業

或增加工作收入，以解決其生活困境。

貳、	計畫目標	
一、消除保護個案就業障礙，增進保護個

案就業能力，提高保護個案勞動力參與

率。

二、結合輿論力量報導輔導個案之現況及

喚起社會大眾及企業界對弱勢族群的重

視，提供實習、就業機會。

三、有效開發被害人勞動力，提供技能訓

練、輔導創業、有助於家庭其生產力的

提昇，改善經濟能力。

參、	特色
一、電腦成長營

在現在社會中，使用電腦的技能變為

十分重要，已經成為個人最基本的能力。

為使馨生人跟上時代腳步，增進電腦文書

安薪專案 - 手作馨希望

壹、	起緣

貳、	計畫目標

參、	特色

肆、	開班花絮

伍、	馨生人回饋

高鈺婷

1.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專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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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技巧，擬辦理相關電腦課程，使馨生

人、保護志工及司法志工能夠學習電腦基

礎使用技巧，增加其基本能力，培養第二

專長，增加就業機會。

二、英語提升班

在現代社會中，英語為國際通用語亦

為基本第二外語，學習英文成為每個學生

的基本課程。而犯罪被害人家庭多為弱勢

家庭，尚難協助教導，故為使馨生人提升

英文程度，能夠學習英文基礎理論，增加

其基本能力，培養第二外語，增加就業機

會，故開辦英文提升班。

三、馨生人手工皂班

手工香皂逐漸蔚為風潮，簡單的製作

方法，短暫的等待時間，就能製作出具備

環保、香味和清潔功能的手工香皂，透過

製作過程中與其他馨生人學習、觀摩等互

動，強化馨生人與社會支持系統的連結，

逐漸打開被封閉的心，以重新適應及重建

家庭生活，並增加其基本技能，培養第二

專長，增加就業機會。

不同於之前開辦的 MP 手工皂 2，2016

年下半年開始，邀請新竹分會馨生人前來

教授 CP 手工皂 3，透過馨生人以其過來人

的經驗，不僅傳授手工皂、護手霜、護唇

膏等手作自製品的知識、推廣環保愛護地

球的概念。同時也藉由進行手作的團體課

程，讓參與其中的馨生人分享走過傷痛歷

程的心情，互相扶持，協助創傷家庭走出

悲傷，增進其新生活適應性。

四、馨生人烘培班

近幾年因衛生、健康關係，國人吹起

2. 皂基手工皂：將皂基加熱溶解後加入色素或香料後入模，冷卻後即可取出。

3. 冷製皂：用油及香精等手工均勻攪拌混合到 trace 狀態後入模，於室溫下行使皂化反應，待 4~8 週後鹼值下降，

脫模取出。

太乙膏 (防蚊膏 ) CP 手工皂



321

2017 年手工香皂班包皂過程

2012.11.4 英語提升班2012.9 電腦成長營

肆、開班花絮

2017.10.15 黃主委主持烘培班開課

了一陣手作烘培風氣，手作點心也成為許

多人會購買的產品之一，犯保協會因應潮

流，特別開設了烘培班，邀請救國團勵學

終身學習中心教室及講師，開始了為期 8

週的課程。本次課程目的係使馨生人能有

一技之長，並結合現今社會最流行的手作

風，使參與的馨生人能重建其生活外，亦

能透過團體課程與他人產生互動，協助其

能較快速的走出傷痛。

安薪專案的計畫與推動，不止是一項

技藝訓練，更是協助馨生人於生活重建中，

與他人情感再度連結重建信心、走出幽谷

歷程的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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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馨生人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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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源起

犯罪被害人死亡或重傷後案件，其家

屬往往因頓失家庭成員或依靠，導致家庭

系統結構產生重大變化，犯罪被害人遭遇

犯罪行為後，除身體立即性的受損、財產

損失、精神創傷外，更需面臨未來司法調

查、訴訟程序、倘若加害者不明或因負賠

償責任之人無資力賠償損害等因素，被害

人及其家屬無法迅速獲得應有之賠償，不

但會對政府司法救濟制度產生誤解，甚至

因生活陷於困境，無法負擔醫藥費、殯葬

費或生活費等，此則容易造成另一社會家

庭的問題。

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常面臨因犯罪被

害案件之民事求償及刑事偵查、審判中、

審判後等相關法律問題，法律之諮詢與協

助事項多半是被害人家屬所迫切需解決，

又被害人家屬常困擾於法律問題的認知，

其中又以法律訴訟程序最為重要，倘若法

律諮詢範圍已超過本分會能力所及之處，

則被害人家屬需尋求能給予徵詢法律問題

的人。

本分會自 2005 年 9 月份起首創免費

法律諮詢並聘請義務律師，每星期固定時

間提供犯罪被害人家屬免費法律諮詢，且

為協助被害人家庭面對悲慟事件及儘速撫

平心靈創傷，以透過法律協助的方式，使

其尋求司法的公平與正義，進而積極面對

未來人生，本分會除於 2008 年起推出「一

一路相伴

壹、	源起

貳、	目的

參、	近五年法律協助人次

肆、	一路相伴 - 法律陪伴員專業訓練

王盈惇

1.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助理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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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相伴 - 法律協助計畫」，亦於 2009 年 2

月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合作法律諮詢服務，

期望能確保受保護人的權益，強化既有法

律扶助的不足。

貳、	目的
一、幫助被害人或其遺屬法律諮詢，並協助

其法律程序的解說。

二、配合刑事訴訟法緩起訴處分金指定專款

用於深化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

三、避免衍生被害人或其遺屬對法律產生誤

解，積極尋求尋求司法的公平與正義。

參、	近五年法律協助人次

法律協助一直是臺北分會重要保護業

務之一，法律問題向來是被害人遇到最迫

切的問題，2012 年法律保護業務服務人次

從未滿 200 人次到 2015 年的近 600 人次，

雖 2016 年降低至 300 人次左右，但法律協

助保護業務仍會是臺北分會未來著重發展

的項目。

2009 年 2 月 26 日本分會洪副執行秘

書至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參

加「免費法律諮詢服務」駐點會議，討論

合作事宜，希望固定星期三下午在犯保台

北分會的辦公室，提供免費法律服務諮詢。

肆、	一路相伴─法律陪伴員專

業訓練
一、為加強對於犯罪被害人之法律協助，應

充分運用保護志工，實施保護志工陪同

制度，協助個案以主責方式進行輔導，

適時提供情緒支持或聯繫等協助，陪伴

被害人走完整個民刑事訴訟程序。

二、在訴訟程序中關懷協助受保護人，提供

下列相關資訊並協助聯繫相關事宜。

( 一 ) 警訊程序對被害人之協助。

( 二 ) 檢察機關對被害人之協助。

( 三 ) 一、二審程序對被害人之協助。

( 四 ) 三審、再審及非常上訴對被害人之協

助。

( 五 ) 調解程序對被害人之協助。

2009.4.15 法律扶助基金會協助法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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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協助律師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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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4.23 法律扶助基金會感謝狀

2010.4.14 法律諮詢

法律諮詢

2009.4.15 法律諮詢

2011.4.20 法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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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0 法律陪伴員專業訓

練─和解、調解及強制執行

主講者：陳淑貞律師

2016.10.20 法律陪伴員專業訓

練─警察機關刑事案件處理流程

主講者：中正二分局廈門街派出

所所長薛博文

2016.10.7 法律陪伴員專業訓練

─刑事訴訟概要

主講者：李明諭律師

法律陪伴員專業訓練
被
害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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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6 法律陪伴員專業

訓練─民事訴訟概要

主講者：林帥孝律師

2016.12.2 法律陪伴員專業訓

練─親屬、繼承及監護宣告

主講者：吳秀娥律師

2016.11.24 法律陪伴員專業訓

練─車禍鑑定流程及案例

主講者：中華車輛交通事故鑑

定技術研究學會張漢威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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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社會各界長期以來非常忽視犯罪被害

人的保護及訴訟權益，直到最近廢除死刑

的議題為司法界投下震撼彈，大家才從專

注被告人權，稍為轉移而聚焦檢視犯罪被

害人保護制度的不足，又因多起重大刑案

蒐證鑑識及偵審程序缺失而延宕未決，立

法院三讀通過《刑事妥速審判法》，對於

犯罪被害人的訴訟權益並未詳慎斟酌，日

後配套措施，包括《刑事訴訟法》的修正

草案是否會確實保障被害人的司法權益，

必須密切觀察。

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絕對有科際整合

的必要，並非只有法務部、保護司、保護

協會所能概括勝任，亟需法律、社工、心

理、醫學、警政…等各科系整合研究，相

輔相成。

貳、	目的

針對保障人權及建構速偵、速審、速

結之訴訟制度，冀司法界、民間司改、學

者及實務工作者，透過心得交換、經驗分

享，凝聚相關當事人、實務工作者以及官

方單位、學術研究機構的共識，俾修改方

向以提供被害人或其家屬更適當以及更符

合需要的協助。在司法過程中協助被害人

減少爭議、糾紛、衝突，使後續之司法審

判能夠圓滿順利，也使被害人能重拾對社

會正義的信任感。

參、	議題
一、被害人司法權益 ( 一 ) ─刑事妥速審判

與被害人司法權益座談會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北分會非

常關注被害人及家屬的法律扶助與輔導，

於 2010 年 6 月 11 日下午 2 時，假台大校

友會館特別舉辦本次座談會，並結合財團

司法權益論壇

壹、	緣起

貳、	目的

參、	議題

王盈惇

1.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助理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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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白曉燕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江許笋

文教基金會、台灣法學會等社福單位協助

辦理，本次座談會邀請法務部吳常務次長

陳鐶、法務部保護司費玲玲司長及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林檢察長玲玉等人蒞會

指導，表達關懷、重視之意。

2010年 4月 23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刑

事妥速審判法》，此案通過後司法機關大

表欣慰，檢調單位則因檢察官上訴權受限

縮而表示「莫可奈何」；造成司法案件延

宕的問題不只一端，檢調單位偵查起訴與

司法官判案意見不一致，刑事案件審理拖

拖拉拉，兩造都有責任；整個司法問題是

人為因素，解鈴仍要司法界改革與自省；

審案單純為了求快可能為司法判決開了後

門，速審法只是鋸箭法，司法界若不去找

病灶，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座談會首先，邀請法務部吳常務次長

陳鐶主持議題一、「由速審法檢視我國刑

事訴訟制度」，與談人有司法院刑事廳廳

長林俊益法官、法務部檢察司調部辦事檢

察官葛光輝檢察官、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陳

志龍教授、尤伯祥律師等人，討論《刑事

妥速審判法》的通過，對我國刑事訴訟制

度的影響，對於法官的品質的提升、引進

參審制度、裁判的品質…等問題。

另邀請法務部保護司費司長玲玲主持

議題二、「速審法與被害人權益」，與談

人司法院刑事廳代表蘇素娥法官、臺灣高

等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蔡碧玉檢察官、

中央警察大學許福生教授、台灣法學會顧

立雄律師等人，討論法院案件太多、發回

等問題及被害人推動小組、被害人有無獨

立上訴權及訴訟參與制度，使被害人能適

當表達意見。藉由相關議題的發表，針對

犯罪被害人在司法上的訴訟權，透過心得

交換、經驗分享，凝聚相關當事人、實務

工作者以及官方單位、學術研究機構的共

識，俾修改工作方向，以提供被害人或其

2010.6.11 刑事妥速審判被害人司法權益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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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更適當以及更符合需要的協助。在司

法過程中協助被害人減少爭議、糾紛、衝

突，使後續之司法審判能夠圓滿順利，也

使被害人能重拾對社會正義的信任感。

二、被害人司法權益 ( 二 ) ─科學鑑識與被

害人保護 ~ 李昌鈺博士專題演講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北分會非

常關注被害人及家屬的法律扶助與輔導，

於 2010 年 8 月 14 日上午 9 時，假民生社

區四樓集會堂特別舉辦本次座談會，本次

座談會邀請警察大學侯友宜校長擔任主持

人及各界長官蒞會指導，表達關懷、重視

之意。

追求犯罪真相的基本原則，無外乎是

將犯罪人繩之以法的「鐵證」以及保障司

法的「程序正義」。故「證據蒐集」及「被

害人的參與程序」，實為保護被害人的兩

大支柱。因為犯罪被害人在受害之後，對

於「真相」的追求總是心急如焚；而真相，

往往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往往需要許多人

的爭取及努力。著名的哲學家法蘭西斯 ‧

培根說過：「知識就是力量」。相信以犯

罪被害人保護觀點探討科學鑑識，對於刑

案追求真相的「實質正義」與證據釐清的

「程序正義」，具有莫大的意義。為此，

本次座談會，希望藉由「科學鑑識」，使

社會各界瞭解並重視具備犯罪被害人權利

保障權益的相關知識。

李昌鈺博士的專題演講非常生動，秉

持李博士一生堅持保護被害人的精神，包

括很多被害人是沒有名字，需靠鑑識為其

伸張正義，鑑識科學與被害人保護從「由

物證找到嫌犯證人」、「由物證找到犯罪

事實」、「由物證保護人權利益」、「由

物證證明無辜的人」、「由物證鑑定無名

屍體」、「由物證解破歷史疑案」堅持「讓

證據說話、對歷史負責」。

政府資源有限，民間活力無窮，本次

被害人司法權益論壇【二】，乃由財團法

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北分會與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松山區公所共同

主辦，並結合財團法人白曉燕文教基金會、

台灣法學會等社福單位協助辦理，藉由李

昌鈺博士的專題演講從世界名案與科學鑑

識，談被害人保護等相關議題，表達對生

命的熱愛與希望，喚醒社會大眾重視犯罪

被害人之心理復原歷程，並呼籲社會各界

投入人力、物力等資源，共同關心犯罪被

害人，成為被害者支持團體、堅強的後盾。

三、被害人司法權益 ( 三 ) ─民事求償與被

害人保護 ~ 鄭麗燕法官專題演講

2010.8.14 李昌鈺博士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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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被害案件，其家屬除了需心理

輔導及生活重建之外，所面臨的司法程序

其經歷的時間少則一、二年，多則更審十

多年，對被害人家屬而言，無疑更是痛苦

的折磨，而且司法程序走至最後家屬卻往

往只獲得一張債權憑據。為此，本次座談

會，希望藉由「民事求償」，使社會各界

瞭解並重視具備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權益

的相關知識。

2010 年 10 月 29 日專題論主講人鄭

麗燕法官，歷任刑事、民事、家事審判、

長期從事法院強制執行工作，對於犯罪被

害人訴訟程序及債權實現相關實務經驗豐

富，演講時列舉其所承辦的社會矚目案件

非常精彩，講解聽眾疑難甚為精闢，堅持

司法正義、愛心照顧弱勢的特質，深受推

崇與肯定。講題重點如下：

( 一 ) 犯罪被害如何尋求回復原狀或損害賠

償？

( 二 ) 民事強制執行名義的種類及實現。

( 三 ) 如何取得執行名義之方式？

1. 支付命令。

2. 本票裁定。

3. 拍賣抵押物裁定。

4. 判決。

5. 調解筆錄、和解筆錄。

6. 假扣押、假處分裁定。

( 四 ) 如何調查債務人財產並聲請法院查

封？

( 五 ) 法院查封不動產及動產的程序及效

力。

( 六 ) 如何查封債務人的薪水、銀行存款？

1. 關於土地登記如何執行？

2. 請求交付子女、探視權如何執行？

針對被害人權益的保障及保全程序制

度建立論述基礎，以及知識媒介的傳播，

使被害人家屬或社會大眾知悉瞭解如何保

障自身的權益，及法律的程序、期限…等

相關問題，藉由民事的法官一步步的教導

如何求償，透過充分保障被害人民事權益，

使被害人能重拾對社會正義的信任感。

四、被害人司法權益 ( 四 ) ─醫療鑑定與被

害人保護座談會 ~ 蕭開平法醫等專題演

講

每一個被害案件，其家屬除了需心理

輔導及生活重建之外，在案件剛發生時，

往往不知所措，對於醫療過程和法醫鑑定，

均未參與其中，使得家屬完全不知道事件

過程為何，醫師如何急救、診療；個案不

幸過世，法醫又是如何判定死因。這些過

程家屬僅僅知道結果，為此，本次座談會，

希望藉由「法醫鑑定和醫師診療過程」，

2010.10.29 鄭麗燕法官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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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社會各界瞭解並重視具備犯罪被害人權

利保障權益的相關知識。

2010 年 12 月 1 日專題論主講人蕭開

平副教授，為美國馬里蘭大學醫學院藥理

學博士畢業，現任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法醫

病理組組長，專長為法醫病理學，對於犯

罪被害人法醫鑑定相關實務經驗豐富，演

講時列舉其所承辦的社會矚目案件非常精

彩，講解聽眾疑難甚為精闢，堅持司法正

義、愛心照顧弱勢的特質，深受推崇與肯

定。講題重點如下：

法醫鑑定與犯罪被害人保護：

( 一 ) 法醫鑑定之資格及養成教育

( 二 )Daubert�s 原則與鑑定人之選任

1. 法醫鑑定制度建構與迷思。

2. 法醫鑑定之公正性與公信力。

3. 法醫師在司法鑑定案件扮演的角色。

( 三 ) 辨冤白謗案例分享與討論

1. 被害人與加害人之角色。

2. 法醫與鑑識之公正性。

3. 責任研判與精準度研判。

4. 責任歸屬與量化標準。

針對保障被害人的權益保障，以及知

識媒介的傳播，使被害人家屬或社會大眾

知悉瞭解法醫鑑定和醫療診斷的權益，對

後續案件的司法程序…等相關問題，藉由

法醫師和醫師的實例和經驗，透過充分保

障被害人權益，使被害人能重拾對社會正

義的信任感。

五、被害人司法權益 ( 五 ) ─修復式正義的

刑案調解

每一個被害案件在剛發生時，被害人

或其遺屬往往不知所措，除了面對漫漫的

司法程序之外，對於案件調解部分家屬完

全不知道應該怎麼與對造談和解，大部分

的途徑乃透過調解委員會或調解庭，來與

對造達成和解，但是，講求讓加／被害者

雙方共同為犯罪事件尋求解決之道的修復

式正義，不僅只是使被害者重回事件處理

的過程而已，更使被害者能得到應有的道

歉與補償，損害得以修復，避免再一次的

衝突發生。這樣的處理方式使被害者更為

滿意，相關的研究證實參與修復式正義的

協商對於被害者情緒、心理、損害修復方

面有極大的幫助，也提升對於程序的滿意

度。實務執行也發現修復式正義非僅對被

害者有利，直接面對被害者可以使加害者

更積極、更真切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進而

重新融入社會，降低再／累犯的傾向。因

此，修復式正義可以創造一個加害人、被

2010.12.1 蕭開平法醫等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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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與社會三方皆贏的結果。

為此，2011 年 5 月 14 日座談會，希

望藉由「修復式正義的刑案調解」，使社

會各界瞭解並重視具備犯罪被害人權利保

障權益的相關知識。

針對保障被害人的權益保障，以及知

識媒介的傳播，使被害人家屬或社會大眾

知悉瞭解調、和解權益，對後續案件的司

法程序…等相關問題，藉由法官、醫師、

社會工作者的實例和經驗，透過充分保障

被害人權益，使被害人能重拾對社會正義

的信任感。

六、被害人司法權益 ( 六 ) ─修復式正義之

精神 ~ 職業災害與勞工權益

近年來，勞工因工作過勞死時有所

聞，前日年僅廿九歲的南亞科技公司徐姓

工程師因工作過度而猝死，南亞科技公司

不願認定其為職災過勞死，引發社會各界

的重視，長期以來勞工權益始終受到漠視，

一再地發生職業災害，公司隨意將工作方

式變更為責任制，維護勞工生命、身體安

全的防護措施偷工減料或不設置，使勞工

在工作期間，身體、生命受到極大的損害

而不自知，直至南亞工程師猝死案後，才

對職業災害的認定標準從寬修正。被害人

家屬在面對職業災害不管在情緒、生活、

心理上，都受到極大的傷害，自己的親人

為了家庭打拼，卻因為職業災害猝死，不

只傷心、難過，也不知後續應該如何處理，

更不懂得保障自己的權益。為此，本次座

談會希望藉由「職業災害與勞工權」，使

社會各界瞭解並重視勞工權利、保障權益

的相關知識。

2011 年 7 月 25 日之講座針對保障被

害人的權益保障，以及知識媒介的傳播，

使被害人家屬或社會大眾知悉勞工在工作

上的權益，對不幸發生職業災害，後續案

件的行政、司法程序…等相關問題，藉由

勞委會主委、社會工作者的實例和經驗，

透過充分保障被害人權益，使被害人能重

拾對社會正義的信任感。

2011.5.14 修復式正義的刑案調解 2011.7.25 職業災害與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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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北分

會 ( 以下簡稱分會 ) 自 1999 年成立以來，

服務對象依法為因犯罪行為受重傷本人或

死亡者遺屬 ( 以下稱馨生人 )，其遭遇重

大傷害後，除了心理、生理及家庭結構改

變，亦影響原有家庭支出遽增或收入銳減

致生活困難，分會本於服務的精神及關心

案家生活意旨，為扶助受保護家庭重建生

活，協助其身心及經濟生活恢復功能，時

常於三大節日 ( 春節、端午節、中秋節 )

舉辦馨生人關懷活動。

且犯罪被害事件之發生，多數形成父

喪或母喪之單親家庭，由以父喪致母兼父

職之情形最多，以及被害人重傷 ( 癱瘓、

植物人 ) 之家庭，造成被害人之妻需獨自

負擔家計，扶養及教育小孩，其所受心理

及生理上之壓力極大，故分會亦於每年母

親節舉辦母親節活動，慰勞辛苦的母親。

貳、	目的
一、落實犯罪被害人或其遺屬心理輔導工

作，協助被害家庭撫平心靈創傷，喚醒

社會大眾重視犯罪被害人之心理創傷復

原歷程。

二、推展「司法保護社會服務工作」之專業

領域，呼籲社會各界投入人力、物力資

源，共同關心犯罪被害人。

三、讓被害人或其遺屬有機會分享彼此的心

路歷程，成為被害者支持團體，為弱勢

的受害人搭建與政府單位溝通的橋樑，

馨生人關懷活動

壹、	緣起

貳、	目的

參、	感恩關懷聯誼 -年終晚會

肆、	春節關懷活動

伍、	母親節關懷活動

陸、	端午節關懷活動

柒、	暑期關懷活動

捌、	中秋節關懷活動

玖、	馨生人歲末音樂會

		壹拾、馨生人回饋

王盈惇

1.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助理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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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歲末年終之到來，為促進被害人或其家屬間之親子關係，並加強和維繫親屬間

感情，於新年佳節感受到各界的關心和愛心，特舉辦本活動，表達本分會對受保護人的敬

意與慰問，並傳達政府與社會各界的關懷之意。

參、感恩關懷聯誼 -年終晚會

2010.1.26 年終晚會 2013.1.30 年終晚會

2014.1.21 年終晚會 2015.2.3 年終晚會

2015.1.21 年終晚會 2016.1.24 年終晚會

關懷、加強被害人之權益保護。

四、為促進被害人遺屬之親子關係，增進與子女間之互動，及為使被害人遺屬於佳節時分

感受到外界所給予的關懷，希望透過彼此間的聯誼，使其平日沉重之壓力獲得適當調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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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 永瑞基金會陳董事銀欉頒發獎學金 2018.1.22馨生人心情分享

2018.1.22 邢榮譽主委
泰釗為馨生人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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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年關將近，生活中年節氣氛漸濃，家家戶戶洋溢著歡樂，準備迎接新年來臨，

天真的小孩子，更是充滿期待。但是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各地分會之受保護人來說，

這樣的佳節讓喪失親人的受保護人家庭，更是覺得分外感傷，多了一些孤獨和寂寞，少了

一個曾經在身邊陪伴的人。透過關懷活動，希冀帶給受保護人家庭歡樂氣氛，讓就學的孩

童可以歡度寒假及春節假期，讓生活更加豐富更加多元化。

肆、春節關懷活動

2011.1.22-1.23 新竹綠世界 2012.2.11-2.12 賽德克巴萊之旅

2013.2.3-2.4 新竹苗栗之旅 2015.2.7 南投惠蓀林場及梅庄二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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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事件之發生，多數形成父喪或母喪之單親家庭，以父喪致母兼父職之情形

最多，以及被害人重傷 ( 癱瘓、植物人 ) 之家庭，造成被害人之妻需獨自負擔家計，扶養

及教育小孩，其所受心理及生理上之壓力可見一斑。對某些人而言，慶祝母親節只是每年

的例行公式，但在這感恩的季節，讓我們掬一把馨香，匯集真愛和熱力，讓所有為人夫、

為人母、為人子者都可以沉浸在這溫暖的時光中。

伍、母親節關懷活動

2010.5.1 馨生家族揪感心 -明星義賣活動 2013.5.5 天空步道 -巧克力之城

2014.5.3 金瓜石之旅 2015.5.3 蘭陽鄉村之旅

2016.5.1 馨生人製作之禪繞畫 2017.4.23 電影欣賞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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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端午節之到來，乃家人團圓、緬懷先祖之日，為抒解馨生人之心理壓力，透過

親子攜手親近大自然、合作包粽子等方式，享受慢活的休閒時光，除表達本分會對馨生人

的敬意與鼓勵外，亦提供親子接受心靈互動之機會，以重新適應及重建家庭生活。

陸、端午節關懷活動

2013.6.8 淡水之旅 2014.5.31 內灣之旅

2017.5.21 粽香傳情意、端陽遞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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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暑假期間之到來，為抒解求學中的小朋友升學壓力，並透過親子攜手休閒活動

的機會，提醒家長注意子女在暑期的生活作息與活動，學習如何選擇正當且適當的休閒活

動，同時表達本分會對受保護人的敬意與鼓勵，並提供親子休閒互動之機會，學習與社會

環境之聯結，以重新適應及重建家庭生活。

柒、暑期關懷活動

2011.8.20 暑期視覺經驗之旅 -清明上河圖 2012.7.14 暑期史前生物之旅 -恐龍展

2017.7.9 奧賽美術館 30 週年大展 2017.8.19-8.20 敦煌風華再現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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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夏秋交替之時節，闔家團圓的中秋節即將到來，為撫平馨生人於團圓節慶的失

落感，抒解心理壓力，透過親子攜手親近大自然等方式，享受慢活的休閒時光，除表達本

分會對馨生人的敬意與鼓勵外，亦提供親子接受心靈互動之機會，以重新適應及重建家庭

生活。

捌、中秋節關懷活動

2012.9.22 金山之旅 2017.9.16-9.17

2016.10.1-10.2 中秋嘉年華 Family Day 2017.9.1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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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犯罪被害人保護週徵選活動頒獎典禮─暨「心聲馨樂」馨生人歲末關懷音

樂會於 2017 年 12 月 18 日晚間 6 時 30 分假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演藝廳舉行，亦針對標

語暨馨情小故事比賽進行頒獎。

標語暨馨情小故事比賽，係希望藉由徵選標語、馨情小故事，增進社會大眾對於本

分會之瞭解，並加強兒童、青少年保護自己免於被害的觀念，鼓勵社會大眾投入支持犯罪

被害人保護工作，達到預防犯罪及保護被害人之目的。

標語比賽作品主題包括：被害人保護或預防犯罪創意標語、馨情小故事作品主題 (1) 

被害人現身說法、(2) 曾參與修復式司法之心路歷程、(3) 具有勵志或感動人心之被害人

心情故事，分別徵選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大學組及社會組。

而藉由關懷音樂會的舉辦，號召企業各界、機關團體以及公益機構等，共同發揮愛

心，關懷守護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以啟發並豐富生命中心靈的滿足，創造友善世界。也

可透過本次關懷音樂會的舉辦，增進馨生人的社會參與。

玖、馨生人歲末音樂會

2017.12.18 黃主委連福頒發感謝狀予坪林
國中校長暨扶輪社總監及五社社長 2017.12.18 王董事長添盛頒發獎狀

2017.12.18 邢榮譽主委泰釗頒發獎狀 2017.12.18 法務部蔡政次碧仲頒發獎狀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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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北分會 

新聞資料 

發稿日期：106年 12月 18日 
發稿單位：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北分會 
連 絡 人：執行秘書 楊千慧   連絡電話：2389-8102 

資料用途： A發佈新聞 B□地檢網站 C總會網站 D法務通訊 E□其他 

106年度保護週頒獎典禮暨歲末關懷音樂會 

心聲馨樂新希望 

 

12月俗稱臘月是年度的重要月份，古時祭神、敬祖與團圓皆在臘月，俗

語說每逢佳節倍思親，有感於此，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

與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下稱犯保臺北分會)，結合民間團體

─臺北首都、樂群、長安、永都、華城等扶輪社共襄盛舉，於 106年 12月 18

日晚間 6點 30分假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演藝廳，舉辦 106年度歲末「心聲馨

樂新希望」關懷音樂會，邀請 100戶(約 350人)馨生人及其家屬參與。 

本次活動邀請法務部長官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王董事長添盛（現為高檢

署檢察長）蒞臨指導，活動由坪林國中管絃樂團揭開序幕，年輕充滿活力的樂

聲讓人讚嘆不已；接續為張晏晟老師的鋼琴獨奏，透過其靈活的雙手演奏動人

樂曲，裊裊餘音不絕於耳；展翼合唱團高亢的歌聲實在讓人洋洋盈耳；最後由

世界級口琴家李讓與金墨兩位老師雙人演出，完美的默契與高超的演奏技巧真

的讓人感受餘音繞樑三日不絕，透過音符的傳遞讓人忘卻平時煩惱，沉浸在音

樂的薰陶中，這次完美的演出讓大家在悠揚的樂音下享受不一樣的夜晚。 

犯保臺北分會黃主任委員連福於會後表示，有效運用公部門與民間團體的

社會資源，共同攜手舉辦更多有意義且溫馨的活動，使社會更祥和，藉以減少

犯罪的發生，讓馨生人能早日走出傷痛與社會接軌，重建生活。希望這次的音

樂饗宴讓參加的夥伴，感受臺北地檢署與犯保臺北分會及社會民間團體對於他

們滿滿的愛心與關心。 

2017.12.18

2017/12/20 歲末寒冬冷颼颼 他用音樂溫暖馨生人 | 蘋果日報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71218/126188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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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 焦點 熱門 娛樂 愛播網 社會 國際 政治 生活 火線 3C 動物 副刊 體育 財經地產 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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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寒冬之際，為讓犯罪被害人增添一份溫暖，台北地檢署和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會台北分會以及多個扶輪社舉辦一場關懷音樂會，邀請三百多名馨生人（犯罪被

害人）和家屬參與同歡，現場請來視障鋼琴家張晏晟演奏，精湛琴藝震撼全場，

坪林國中的管樂團也獲得滿堂彩。 

音樂會一開始由坪林國中管樂團開場，演出《千本櫻》等曲目，再由鋼琴家張晏

晟演奏蕭邦作品《英雄》等曲子，罹患視障及腦性麻痺的張晏晟被攙扶上台，一

彈起鋼琴神乎其技，令全場驚艷。 

再來是由視障朋友組成的展翼合唱團，演唱丟丟銅仔等曲子，最後壓軸是樂團風

動琴揚，以口琴和鋼琴演繹多首中英文歌曲，讓音樂會劃下完美句點。 

法務部常次蔡碧仲致詞時鼓勵馨生人，犯罪事件發生後千萬不要自責，因為被害

只是一種因緣、偶然，不要把被害當做一種懲罰。（吳珮如/台北報導） 

【更多法庭新聞，請上《蘋果陪審團》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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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寒冬之際，為讓犯罪被害人增添一份溫暖，台北地檢署和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會台北分會以及多個扶輪社舉辦一場關懷音樂會，邀請三百多名馨生人（犯罪被

害人）和家屬參與同歡，現場請來視障鋼琴家張晏晟演奏，精湛琴藝震撼全場，

坪林國中的管樂團也獲得滿堂彩。 

音樂會一開始由坪林國中管樂團開場，演出《千本櫻》等曲目，再由鋼琴家張晏

晟演奏蕭邦作品《英雄》等曲子，罹患視障及腦性麻痺的張晏晟被攙扶上台，一

彈起鋼琴神乎其技，令全場驚艷。 

再來是由視障朋友組成的展翼合唱團，演唱丟丟銅仔等曲子，最後壓軸是樂團風

動琴揚，以口琴和鋼琴演繹多首中英文歌曲，讓音樂會劃下完美句點。 

法務部常次蔡碧仲致詞時鼓勵馨生人，犯罪事件發生後千萬不要自責，因為被害

只是一種因緣、偶然，不要把被害當做一種懲罰。（吳珮如/台北報導） 

【更多法庭新聞，請上《蘋果陪審團》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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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22 【愛無限】女友車禍過世 他獨力替她養4女8年 | 蘋果日報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224/1302181/ 1/8

主頁 即時 日報 動新聞 搜尋 蘋果基金會 台灣 香港 北美

最新 焦點 熱門 娛樂 愛播網 社會 國際 政治 生活 火線 3C 動物 副刊 體育 財經地產 爆社 論壇 壹

578426 出版時間：2018/02/24 19:49    

（更新：新增網友意見、內容） 

 

前女友意外車禍身亡，卻能展現愛屋及烏的精神，照顧她遺留下來的4個女兒長達

8年，且至今未娶，他就是漢聲電台主持人李基銘。 

 

45歲的李基銘這一天帶著一家人到燒肉店吃飯，慶祝小女兒考完學測，「我都叫

她小胖，等大家看到本人，就會覺得一點都不胖呀！明明就很漂亮，這是策

略！」李基銘這樣介紹小女兒，逗得一家人又笑了，說是一家人，其實是李基銘

的女友8年前車禍逝世，留下和前夫所生的4個女兒，李基銘因此扛起獨自扶養她

們，三女兒去年結婚生女，但李基銘至今未婚，卻成了一家子的爸爸、阿公和朋

友。 

  

李基銘的女友和前夫離婚多年後，與李基銘相遇、交往1年多，8年多前女友獨自

開著貨車出門做生意，卻因太過疲勞而發生車禍過世，留下與前夫所生的4個女

兒，頓失所依，大女兒當時還在唸高中，小女兒僅9歲，李基銘先陪4個小孩在女

友租屋處同住半年，最後在經濟考量下，李基銘問小孩是否願意搬到他家中住，

以節省房租、水電等開銷，而原生父親也擔心貿然把小孩接走，會引發親子衝

突，所以也同意讓小孩與李基銘同住，李基銘因此扛起扶養她們的責任，將每個

月近1/3的薪水，用來照顧她們，一眨眼，8年半過去了。 

 

李基銘回憶起當時情景，他說：「小朋友的感情是最直接的，你會覺得他們很需

要你」，他因此毅然決然地開始照顧起4個女孩，「大家以為我是單親帶小孩，剛

好又跟孩子同姓，我不講，大家也不會去問」。 

【愛無限】女友車禍過世 他獨力替她養4女
8年

1
電競渣男被爆
「血洗銀槍」

2
網友崩潰：還
奶茶！ 麥當

3
【獨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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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李敖辭世享

台北米其林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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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22 【愛無限】女友車禍過世 他獨力替她養4女8年 | 蘋果日報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224/1302181/ 2/8

  

一個未婚男就這樣突然成了「現成父親」，幸好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

灣台北分會不但提供法律協助，還給予生活補助、助學金等，減輕他們的負擔。

一開始4個女孩都很聽話，相處久了，卻開始鬧情緒，李基銘坦言有時候會有些

「無奈」，因為比起父親，他更像是四姊妹的朋友。 

  

原本李基銘最簡單的想法是，只要照顧小孩7年就好，因為小孩長大後就能獨立，

屆時姊姊們畢業後，就能帶妹妹到外面租屋獨立住，「我們只是短暫的緣分」，

沒想到如今8年半過去，「女兒們」已漸漸成長變成女人，還在唸大學的老三去年

決定和男友結婚生子，李基銘一度很忐忑，但孫女一出世卻讓他很踏實，「我人

生一切的改變就是在最後(孫女)出生那刻，看到小孩的時候，我覺得我的心都被融

化、被征服了，覺得她（老三）的決定是對的，你就應該支持她！」 

  

李基銘的臉書上有許多和4個女兒的出遊照，上山下海，足跡遍布全台，現在又加

入了女婿和孫女，「本來只是一台小車，後來換了很大的車，就為了要載這麼多

人，有時候帶她們出去玩，我在旁邊看著，我就覺得這樣就夠了」。 

  

問李基銘，難道這些年來沒有遇到適合的伴侶嗎？李基銘坦言：「如果我交了

（女友），那交往一段時間可能就會結婚吧，那結婚之後她們的身分就會很尷

尬，想歸想，但是我沒有做，我希望求學的這段期間能讓她們有安全感」。 

  

李基銘的小女兒回憶當時：「叔叔把我們接過來，生活才比較穩定，不然每天吃

的也有問題，上下課都有問題」，三女兒也說：「在媽媽過世後他把我們當自己

的小孩養，不會是丟錢給我們，讓我們自己去花，他會花時間去陪伴我們」，四

個女兒異口同聲，都是感謝。 

  

李基銘的女婿則說：「高中時看到她爸爸有來畢業典禮，以為是爸爸，沒想到是

幫忙，真的只是幫忙，也不是直接收養，真的只是純粹以一個幫忙自己喜歡的人

的小孩，聽到那剎那覺得蠻偉大的，後來相處起來，跟正常家庭差不多，就是爸

爸帶小孩而已，沒有什麼特別的。」李基銘一家看起來確實跟其他家庭沒什麼不

一樣，但他們沒有血親的羈絆，只是因為愛而聚在一起。 

 

《蘋果》24日報導他的故事後，引發網友廣大迴響，李基銘強調，前女友事發時

最掛念的應該是4個女兒，雖然兩人無名無份，在法律上只能稱為朋友，但他知道

前女友會希望他來照顧小孩，即使飽受周遭異樣眼光，但他忍受一切流言，「用

時間證明一切，用她們的美麗成長，可以勝過千言萬語，用他們的開心渡日，可

以打破漫天謠言」。 

 

而他和父母及4女兒原住在台北公寓內，4女兒長年都擠在同一個房間，李基銘努

力多年，終於去年9月在桃園觀音鄉買下一棟透天厝，實現女兒們擁有個人房間的

夢想，雖然因通勤問題，目前僅能當作假日休閒別墅，但他說，今年初二一家子

一起在新房庭院烤肉，是他人生最快樂的一天，「這裡將是她們永遠的娘家，小

孫女的老家」。(吳珮如、顏凡裴／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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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網友意見) 

「我一直覺得我很幸福，直到兒子發生車禍為止。」犯罪被害人協會台北分會志

工朱芳儀的小兒子謝卓衛，6年前騎機車遭撞身亡，得年18歲，朱芳儀每天以淚洗

面，「除了哭就是想死」，但朱芳儀沒有一蹶不振，她開始參與志工訓練，如今

已輔導數十位同樣失去親人的被害人家屬，過來人的身分讓她更有同理心，她從

不避諱談兒子過往的生活點滴，因為這是她思念兒子的方式。 

  

「弟弟很聰明，只是不愛念書，但他會關心別人，他小學時就會牽行動不便的老

人過馬路，他還會回來拿盥洗用具給遊民洗澡，這都不是我教他的，他天性很善

良」，談到兒子，朱芳儀眼中有光，說到一半卻又黯然，「事發後我看到新聞，

年輕人對街友潑糞，我看到當下我就哭了，你們這些人都在，我兒子是要照顧街

友的人，結果他走了，這是什麼世界，老天爺到底有沒有眼睛，我一直在問，但

無解。」 

  

18歲的謝卓衛，2012年2月5日凌晨騎著機車直行，在北市松江路和長安東路口被

違規左轉的汽車撞倒喪命，「我當時覺得不管花多少錢，我都有辦法把他救回

來，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但醫生卻告訴朱芳儀，兒子到院前就已經走

了，「我人生就毀了」。 

  

回想兒子剛離世的那段期間，朱芳儀說：「天天就是哭，除了哭還是哭，還好我

有工作，但工作當下眼淚就會不停的流，除了哭，就是想死。」當時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的志工開始輔導朱芳儀，並提供愛心律師為她寫狀紙、出庭，她和先生

最後決定和肇事者和解，將取得的賠償金，一半捐贈，一半做為喪葬費，肇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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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獲得緩刑。 

  

幾個月後朱芳儀收拾心情，參加犯保的志工培訓，「我只能化悲憤為力量，我兒

子這麼善良，我應該把他的遺愛轉化，幫他照顧更多需要幫助的人，我現在做的

事情，我兒子在的時候他也會做，他會更樂衷，我們只是在完成他一些心願」。 

  

「我們要先學會安慰的藝術，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沒有準備好說再見」，朱芳儀一

開始打電話關心被害人家屬，也到府拜訪他們，不幸的家庭雖各有各的不幸，有

些苦衷卻一致，「很多受害人是獨生子，他們（父母）跟我說沒有人幫他捧斗，

所以他就把塔位買在一起，聽了就真的很心酸，而且還求償無門」。 

  

但有些家屬仍認為，他人不會感受自己失去親人的痛，朱芳儀聊到最後才會告訴

對方，自己也是過來人，「這種痛只能隨著我們進棺材那天才會休止，它是永無

止盡的，沒有人能夠理解那種叫做椎心之痛、撕裂的痛」，她慢慢地融入被害人

家屬，「我們可以互相取暖，互相安慰，我在安慰他的過程，我也會自我療癒，

那我就會讓自己更堅強」。 

現在的朱芳儀比六年前更堅強，但時間不是她的止痛藥，她不希望隨著時間而忘

記喪子的痛，「因為我害怕遺忘，所以我說妳不用害怕談我兒子，甚至我們可以

談得很開心，他搞不好就在旁邊聽，你不要偷罵他，因為他有很多片刻、很多美

好的回憶，如果我不再重複，哪天我真的把他忘了，我會很難過」。 

  

從被害人家屬，成為輔導被害人家屬的志工，朱芳儀非常感謝丈夫和大兒子的支

持，不善言語的大兒子去年結婚時，要求帶著弟弟的遺照一起拍攝全家福，一家

四口，其實一個都沒少，「我只有活著，完成他的遺願，那我們兩個就都活著，

而且會活得很快樂、很健康」。 

  

朱芳儀目前手邊輔導的其中一個個案，就是去年十一月間發生的台大潑酸情殺

案，遭硫酸潑及的謝同學仍在住院，但求生意志十分堅強，朱芳儀說：「他真的

是從地獄活過來的天使」，謝同學甚至想和八仙塵爆導致四肢截肢的傷者黃博煒

見面，盼能互相鼓勵。 

  

黃博煒得知後，透過《蘋果》向謝同學喊話：「受傷的當下真的很痛苦，可是痛

苦不是永久的，它會過去，只要堅持住，一步一步地還是可以重新站起來，就像

我沒有手腳都可以開創新的人生！」（吳珮如／台北報導） 

 ----------------------------------------------------------- 

網友表示「好感動的故事。不禁泛紅了眼匡。」也對朱女致意：「謝謝您的無

私」 

、「讓愛一直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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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幫助犯罪被害人走出傷痛，《犯罪被害人保護法》1998年開始實施，各縣市

也成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提供被害人一個避風港，如今將邁入第20年，根據

犯保協會統計，至今已受理3萬6千多案，幫助逾100萬人次的犯罪被害人，提供

法律諮詢、生活急難救助金、緊急安置、就職訓練等服務，撫平被害傷痕。 

  

擔任犯保台北分會的志工的朱芳儀指出，由於很多民眾沒聽過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會的名字，遇到犯保志工關懷時，還以為是詐騙集團，但隨著犯保在各地耕耘，

有越來越多人認識到犯保，她自己也是從犯罪被害人家屬，轉變成犯保志工，幫

助其他被害人。 

  

犯保協會目前全台各地共有22個分會，服務的對象包括因犯罪行為而重傷或死亡

者和其家屬，包括遭受性侵害、家暴、人口販運等被害人，提供他們轉介安置、

醫藥費、法律協助、申請犯罪被害人補償金、心理輔導等幫助。 

  

犯保協會指出，犯保的「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畫」共有339位愛心律師參與，可提

供被害人和家屬免費的法律諮詢、書狀繕寫、訴訟委任等法律服務。另外，犯保

還有「溫馨專案」，共有137位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能到府輔導被害人和家

屬。 

  

若被害人和家屬需要醫療資助金，也可提出申請，而犯保也可協助被害人向各地

檢署聲請犯罪被害人補償金，若被害人死亡，家屬最高可聲請210萬元，若被害人

重傷或是遭受性侵害，最高可聲請180萬元，再由各地檢署的審議委員會審核核發

金額多寡。 

  

犯保耕耘邁入20年 100萬人次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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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若被害人家屬是家境不佳的在學學生，犯保也可提供每學期2千元至35800

元的助學金，若成績優異，每學年還可申請2千元至5千元的獎學金。而被害人和

家屬若有就業困難，犯保也有「安薪專案」，依各地分會不同而提供烘焙班、毛

線編織班、烹飪班的職訓課程，學習一技之長，讓被害人回到穩定的生活。（吳

珮如／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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