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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

一、本會沿革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係依犯罪被害

人保護法第 29 條規定，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在

民國 88 年設立的公益慈善機構，主要在協助因

他人犯罪行為而被害導致重傷者本人或致死亡

者家屬重建生活。

本會於 88 年 1 月 21 日奉法務部核准，並向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辦理財團法人設立登記，隨

即於 88 年 1 月 29 日成立，並於 88 年 4 月 1 日

於各地檢署內設立辦事處，由檢察長擔任辦事處

之主任。92 年 12 月各辦事處更名為分會，組織

變革為委員制，檢察長升任為榮譽主任委員，繼

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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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任委員則結合

民間熱心公益人士、共同參與保護工作的執行，

以達到廣結社會資源的目的，共同為犯罪被害

人而努力。本分會辦公位址於高雄市前金區中

正四路 245 號 3樓，希望透過政府與民間團體、

結合社區建立保護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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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年 8 月 1 日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新法修訂

施行，將性侵害被害人納入犯罪被罪補償及保

護對象，並同時將家庭暴力與人口販運犯罪行

為被害人、兒童及少年以及大陸地區、香港、

澳門與外國籍配偶或勞工等被害人納入保護服

務範圍。

二、工作簡介

服務項目：

1. 安置收容：因遭受被害導致無家可歸的

被害人，由本會協助安排政府或社會福

利單位提供收容場所。

2. 醫療服務：因他人犯罪行為致生理、心

理遭受創傷者，安排前往相關醫療單位

接受治療。

3. 法律協助：提供被害人在被害案件中的

民事求償、刑事偵查、審判前後等相關

法律諮詢與協助。

4. 申請補償：協助受保護人依法向地方法

院檢察署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暫時補

償金及其相關事項。

5. 調查協助：為確保受保護人受償權益，

協助洽請相關機構調查犯罪行為人或依

法應賠償責任人的財產狀況。

6. 社會救助：受保護人因家境貧困而無法

生活者，協助向社政機關或社會福利機

構申請急難救助。

7. 安全保護：受保護人如有再次被害之虞

時，協助協調警察機關等單位實施適當

保護措施。

8. 心理輔導：因被害案件而導致心理受創

者，協助作心理調適治療。

9. 生活重建：以輔導就學、就業、技藝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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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受保

護人重建他們的生活。

10. 信託管理：受保護人如果是未成年人，

不適於管理其受補償金額時，依法在他

們成年前為他們信託管理，以分期或按

月支付方式提供他們生活費用，以保障

其權益。

11. 緊急資助：受保護人如因被害案件導

致生活頓陷困境情況緊急，本會則提供

急難救助及協助他們尋求救助。資助金

額每人每月新臺幣（下同）6,000 元，

最多以支給 3個月為限。

12. 出具保證書：受保護人如要向加害人

起訴請求各項損害賠償時，無資力支出

假扣押擔保金且非顯無勝訴之望者，得

依申請由我們協會出具保證書代替擔保

金。

13. 訪視慰問：以主動訪視慰問等方式，

關懷瞭解應受保護人困境，提供必要的

協助及安撫心靈。

14. 查詢諮商：提供犯罪被害人及社會大

眾關於犯罪被害人保護相關事項及疑難

問題之解說。

15. 其他服務：辦理其他犯罪被害人保護

相關事項服務。

三、本分會歷年階段性任務：

1. 由於被害人保護法於民國 87 年通過，

協會相關保護工作於 88 年以後才陸續展

開，民眾對於保護服務工作大多不甚了

解，時常於保護志工前往訪視關懷個案

吳瓊華、林淑芬 

義務律師提供法律諮詢 98.9.20 年節關懷 發放白米活動 



震鼓鑠法     高躍雄飛254

柔
性
司
法

震鼓鑠法     高躍雄飛255

家之時，被當成詐騙集團而掃地出門。為了解決上述的困擾，提供被害家屬更即時的服務、

保障其權益，分會自 93 年起，在劉明泰主任委員的帶領下，動員全體志工，積極走訪各社福

機構及警政相關單位宣導，同時在 93 到 94 年間更三次下鄉，巡迴高雄縣市 38 鄉鎮區公所辦

理宣講活動，自此，分會的服務量在後續幾年皆成倍數成長。其後陸續在 95、96 年推動「溫

馨專案 - 心理輔導與陪伴」，以到府諮商輔導的方式，將醫師、心理師、社工師等專業的服

務帶進馨生人家中。

97 至 99 年推動「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與陪同」，以專業的義務律師協助訴訟代理、及認輔

志工的同理與愛心陪伴開庭，協助安撫重傷者及被害家屬的情緒，陪伴他們渡過人生最傷痛、

低潮的日子。99至 100 年開始深化重傷個案的服務工作，辦理「馨動奇蹟 -重傷扶助」、「安

馨照顧您 - 居家護理復健」，除了提供照顧技巧、協助重傷家屬日常居家照護的工作，也幫

助家屬減輕心中沈重的負擔。隨著工作人員的增加、專業團體的成立，分會的保護工作日益

精進，保護的範圍逐日擴增、保護的措施逐日加深。未來，在法務部的支持下，高雄分會將

會以各種不同的風貌、提供更完善的服務，使保護工作更加完美。

四、本分會創新業務

1. 修復式『愛與寬容』─藝術治療團體

藉由敘說及藝術、繪本等材媒，運用團體動力方式用愛與寬容修復兩造破碎關係，並藉著

團體動力的運作轉換看待自己的人生故事，進而改變觀點與態度，因為改變自己對過去的詮

釋就是改變自己對未來的看法，進而達到預防再犯的可能。

本計畫希透過「藝術治療團體」的方式，以修復式正義理論為基礎，一方面要告訴加害人

他的行為發生了什麼事？要他們自己想想為什麼會這麼做？如果自己被別人如此對待時，也

就是自己反而是被害人時，又作何感想？另一方面以激化其內心的思考和反省，並由此深一

層強化不再犯罪的思維。

2. 重傷家庭支持方案

被害重傷家庭發生之際，家庭成員皆亂了方寸，對於出院後需長期臥床的重傷者，不知如

何給予更舒適的照顧，以及應注意防範之處，同時家中照顧者，除了擔負起照顧的責任之外，

需面臨被害案件衍生之法律訴訟及賠償等問題，讓照顧者顯得力不從心，本分會有鑑於越來

越多的重傷家屬至分會求助，特與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合辦重傷家庭支持方案，希冀透過照

顧技巧及支持團體等課程，提供家屬正確的照顧細節及心理抒壓，讓照顧之路能更順遂。

3. 馨動奇蹟─重傷馨生人自立自強方案

( 一 ) 針對被害重傷的馨生人，以治療與輔導為目的，聘任馨生人擔任分會志工，協助分會執

行簡單的行政事務，每時段並提供膳雜費 200 元，增加馨生人之收入。

( 二 ) 除了接受分會安排的簡易行政工作外，另視馨生人復原狀況、配合工作期間電腦的運作

協助肢體復健、並透過工作指導給予認知輔導、心理輔導。

( 三 ) 馨生人每次工作完成，透過日誌的書寫，幫助統整思緒；記錄用藥及生活起居，以幫助

分會更深入了解工作及生活適應情形。

( 四 ) 初期調整生活作息及改善重度憂鬱的情況下，工作人員隨時介入，進行會談，除可調整

工作的分派外，同時可幫助馨生人逐漸適應職場生活、平復接觸人群的焦慮。

4、重傷扶助金

本分會長期以來致力宣導保護業務，除了被害死亡案件持續增加之外，被害重傷之案件亦

有增加之趨勢，當被害重傷者不論是否為家庭主要生計者，皆帶給家庭很大的衝擊，家庭成

員必須有人放棄工作成為照顧者，整個家庭陷入失序狀態。且當重傷者癱瘓在床，除了需家

庭成員全天候照顧之外，亦需仰賴醫療器具如：抽痰機、蒸氣吸入器、氧氣瓶、病床、氣墊

床等，或者尿管、鼻胃管、氣切管等醫療耗材及紙尿褲、大量衛生紙、濕紙巾等民生必需品。

若重傷未癱瘓在床則影響其行動能力，需部份輔具如：輪椅、助行器、拐杖…等協助進行復健，

在漫長的復健日子裡，醫療費用難以估計，對重傷家庭是龐大且沈重的負擔。

　　本分會有鑑於此特別針對被害重傷本人，在受理案件之後除了給予緊急資助及相關協助外，

另外發放重傷扶助金每月 5000 元，最高 3 萬元並採按月發放，以紓緩因龐大醫療費用所帶來

之經濟壓力。

99 年度受理申請 1 件由善心人士指定捐款支應，被害人復原狀況良好，原本昏迷在母親

細心的照顧下，已復原至可開口講話及操作電腦，讓工作人員及捐款人看見重傷被害人的復

原歷程，甚至感動捐款人，願意再增加捐款金額幫助更多的重傷被害人，故本分會 100 年度

持續辦理重傷扶助金，經費來源由捐助款支應。

97.11.30 受保護人電腦研習活動 至各大傳統市場及夜市宣導保護業務 100.5.1 發放助學金暨母親節活動

38 鄉鎮保護業務宣導 98.2.3 受保護人安馨法律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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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關懷馨生人、用心成就保護事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高雄分會    劉明泰

保護犯罪被害人與保障被告人權是法治國家努力目標，犯罪被害人需要你我攜手來關心，有大家

多一分愛心，馨生人少一分傷心，社會更充滿溫馨。因緣際會認識加入保護協會，進而結下深厚濃烈

情結。從基層志工開始服務，榮獲副隊長、隊長，一直秉持熱心公益、服務社會熱誠關懷，貫徹一人

志工全家志工服務理念，從事被害人保護與弱勢團體關懷工作，數十年如一日。受上級長官賞識遴選

為改制後第一任主任委員，內心惶恐至甚，惟恐有負重託。帶領團隊工作伙伴都以重情義博感情帶動，

盛情邀約伙伴家裡餐敘、傾聽伙伴意見與溝通交流；對分會人員視如己出、疼愛有加，會務由秘書帶

領助理負責，高雄分會是大家的，不是主委一人的團隊榮辱與共。本人服務至今將近 12 年，而現高

雄地方法院檢察署邢檢察長泰釗為榮譽主任委員，為組成堅強委員會陣容，聘任學有專長、社會賢達

出任委員：裴起林法醫、陳崑崗前主任檢察官、黃景森董事長、王仁聰律師、劉振興常委、高雄市政

府環保局陳居豐副局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洪國強警監、葉忠、黃義昇、陳光文、呂佳憲、楊淑敏等

協助分會辦理各項保護與宣導活動及募集社會資源與各公益團體運用聯繫，以廣納社會資源投入推動

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發揮保護功能，協助重建被害人或其遺屬生活，特招募熱心社會公益人士擔任

保護志工，投入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行列，建立犯罪被害人保護網絡，積極推展被害人保護工作。目

前聘有保護志工隊長鍾文通、志工督導黃茂田、副隊長陳俊廷等四十五人，學歷大專以上畢業者居多，

職業類別以退休警察、公職者及從事服務業者佔多數。高雄分會會務工作聘用秘書吳瓊華、助理秘書

林淑芬、助理：陳稜韻、郭如君等四名，共同襄助主委推動保護業務工作。更將保護協會當做自己慈

善事業經營，日以繼夜，享受犧牲精神，做好保護業務工作與協助受保護人。本身從困苦出身感同身

受、有感而發，發願有能力就要懂得付出，只要保護個案清寒困頓，就自掏腰包發放慰問金及物資，

協助解決其困境，撫平傷痛，重建生活，維護祥和社會福利。

高雄分會以『保護心 關懷情』為宗旨，落實重大社會矚目被害案件即時關懷訪視，主委與志工

團隊為保護業務盡心盡力，不分國定假日及例假日，也不論颳風下雨，風雨無阻只要社會矚目重大案

件發生，就有犯保協會出現，這就是【公部門慈濟】及時伸出援手為保護人，例：高雄市左營洗衣店

縱火案、六龜鄉獵槍誤殺原住民案、湖內鄉奪子殺公婆案等等，99 年三民區漢口街雙女命案、大發

工業區兩兄弟觸電致死工安事件、高雄酒駕誤闖高速公路車禍致死案；100 年中博高架橋車禍機車翻

落致死案；南二高中寮燧道田寮酒駕致死案，這都是社會發生不幸案件。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高雄分

會就在被害人身邊，提供即時協助與支持陪伴。

犯罪被害人的保護協助，一直是政府關注與重視的工作，政府會繼續建立更完善的被害人保護制

度、落實被害人保護工作，以撫平被害人的傷痛，重建他們的生活，並致力預防犯罪，以減少被害事

件的發生。法務部前部長施茂林曾說：保護列車從高雄出發，開往全國推展 21 分會。高雄分會已經

準備好了！主委更是用盡心思、想盡方法為馨生人保護協助。凡事以身作則、事必躬親當全職無給主

委為快樂志業，出錢出力在所不惜，自募款績效勇冠全國榮獲部長頒獎讚賞，更不遺餘力推廣反賄選

宣導暨保護業務工作。劉主委希望大家熱誠參與保護工作，攜手共創「以愛關懷馨生人  用心成就保

護事」愛心志業，愛總在默默中付出，關懷總在無聲中進行，愛是無止息，讓好話大家說，好事大家

做。大手牽小手，讓保護工作向前走，走出陰霾迎向陽光。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高雄分會永遠陪伴、

協助馨生人攜手共扶持、解決困難、撫平傷痛，構建新希望人生。

附記：

民國 90-99 年，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高雄分會保護工作 

1. 被害建檔案件：1553 件 ( 全國服務幅員遼闊 )   2. 受保護人：3949 人 ( 人數最多 ) 

3. 訪視慰問：5667 人次  4. 緊急資助：767 人次→ 460.2 萬  5. 法律協助：3578 人次   

6. 醫療服務：124 人次   7. 心理輔導：4959 人次  

8. 生活重建 (生活補助與助學金 )：4856 人次→ 863.5 萬 

9. 被害補償金：大約 1.2 億元 (全國約 14 億元 )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高雄分會歷史年表

93 年 舉辦『關懷心 關懷情』保護週活動，首次結合 43 個團體移師三民區安宜里活動中心

首創辦理法務部推動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高雄縣市 38 鄉鎮市區公所巡迴宣導

首創結合仁頌律師事務所 -律師免費法律諮詢

首創高雄分會 LOGO、保護天使及宗旨「保護心 關懷情」、建構網路

94 年 舉辦『關懷心 港都情迎向健康台灣』保護週暨園遊會活動，在三民區十全國小點燃陽

光之火，結合 52 個警、政、社團體參與活動。

首創辦理法務部推動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暨三合一反賄選宣導：高雄縣市 38 鄉鎮市區調

解委員會、寺廟、監獄巡迴宣導

結合中華職棒「紅白賽 去毒害」明星對抗賽反毒活動

「粽葉飄香 溫馨在明聖宮」端節慰問暨團體輔導活動

98.11.02 法務部頒發績優分會狀項劉主委代表領獎 分會劉主委與夫人至受保護人家中致贈慰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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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 結合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社會團體、學校舉辦「真愛高雄反賄選劇場」創意比賽與【真

愛高雄 拒絕賄選】-彩繪比賽

【嗆聲反賄晚會】在高雄市文化中心舉辦得獎單位表演與彩繪民主反賄為將來作品展

示，更結合 40 個單位反賄選園遊會，造成轟動、上萬市民熱烈參與。

榮獲法務部保護業務評鑑績優單位

95 年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委員會南區研討會』在高雄市婦幼館舉辦

結合行政院南部行政服務中心辦理「世界月亮一樣圓」關懷活動

「人間有愛 台灣亮起來」點燃愛之火鐵馬環島保護愛活動

好望角實施『水岸花香 溫馨秋月』受保護人中秋慰問暨團體輔導活動，臺灣電視台「發

現臺灣」節目，以專輯採訪報導。

95 年 12 月 2 日發生鼎金國小梅嶺車禍事件，造成 21 死 24 傷全國最重大車禍事故，主

委率領團隊在市立殯儀館設立服務臺，發放緊急資助金訪視慰問被害人及家屬，適逢 

陳水扁總統、蘇貞昌院長、葉菊蘭市長聯袂慰問家屬及祭悼亡者。

96 年 舉辦「溫馨 希望滿人間」年終聯誼餐會暨團輔活動

5月 24日「活力人生 關懷公益」法務部表揚推展被害人保護業務有功人士及團體大會， 

陳水扁總統蒞臨參加

梅嶺車禍法律協助 -爭取向大客車全聯會賠償訴訟圓滿完成

主委募款辦理「希望彩虹 迎向陽光」海生館一日遊，梅嶺車禍受害家屬參加獲得 98%

高滿意度稱贊敬佩。※榮獲全國高中『公民與社會』第 2冊教科書介紹※

關懷偏遠地區學校兒童閱讀資源 -贈書活動

「縮短受保護人數位學習落差」，辦理讀書會及課業輔導主委首創專車親自『到府接送

宅配服務』12 月 22 日在桃園舉辦臺灣國語文王總決賽勇奪全國冠軍。

97 年 97 年 9 月 6 日全國擴大「有緣千里來相會」秋節關懷餐會及首創遊港活動，行政院劉兆

玄院長、王清峰部長蒞臨參加。

『反賄選 逗陣來』走遍高雄市果菜市場、各黃昏市場、大賣場及高雄市各大寺廟等等，

沿途並懸掛反賄選紅布條 300 餘條。

志工團隊榮獲績優團隊獎

98 年 98年8月8日莫拉克88水災，主委偕同隊長發動志工隊募款達8萬餘元，並成立馨生園-

王清峰部長親臨揭幕關懷，主委夫婦每 2-3 天攜帶物資關懷馨生人，志工隊伙伴協助家

園事務。

98 年 10 月 10 日發生國道 3 號斜張橋翻車事件，造成 7 死 19 傷重大車禍，第一時間主

委帶領秘書、隊長與團隊，兵分二路：義大醫院與榮總醫院，協助對馨生人即時保護服

務。

高雄與屏東分會志工團隊「兩岸交流」聯誼觀摩活動

首度結合仙境陶笛重奏樂團 - 馨生人小朋友參與演出 98 年慈善音樂會，並獲贈 7 萬元

捐款

榮獲法務部保護業務評鑑績優單位

99 年 大發工業區兩兄弟觸電致死工安事件，案發時主委、隊長即時訪視，大華殯儀二館訪視

家屬，當場雇主在場，詳告明日至分會召開協調，主委主持賠償事宜討論協調，進而協

商完成『修復式正義』

12 月 2 日法務部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首度結合音樂表演及園遊會的型式，以「I am 

your angel 讓我保護您」為主題，在高雄女中藝能大樓演藝廳為這群志工天使舉辦表

揚大會。

99 年反賄選活動完成 40 餘場反賄選宣導及反賄康樂隊高雄縣市巡迴宣導 20 餘場，高雄

地檢署在統一夢時代舉辦「全民亮出來 全民站出來」全民反賄選聯合簽署擴大活動，

主委與隊長策劃執行「反賄選行動劇」精湛演出。

100 年 6 月 8 日建立全國首創【大高雄馨希望保護醫療網】座談會，創新保護醫療協助服務及

通報系統，持續關懷協助馨生人，提供馨生人更即時關懷協助與更好醫療服務及品質。

全面提供法律服務：結合法扶基金會高雄分會建立『互動式法律扶助』第一時間以快速

有效率、親切服務品質提供馨生人法律協助。持續推動法律協助 - 一路相伴，以供被害

人諮詢相關法律問題或協助訴訟。

結合高雄市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在車鑑會設立『馨安保護服務台』服務車禍事故被害

人及家屬。

100.6.8 大高雄馨希望醫療網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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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隊長心得分享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高雄分會  鍾文通隊長

高雄市志工人數達四萬人次居全國之冠，在在顯示友善熱情港都、處處有善行，最樂於把愛傳下

去的城市。我抱以服務最樂的心從事志工行列 - 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921 地震時任志工團長，高雄

慈善聯合協會先鋒部隊深入災區協助復建與心輔團康活動，當時協會結合江雨雯立委推動志願服務

法立法。因緣際會經志協介紹加入首屆犯罪被害人協會志工，進而結下深厚濃烈情結。犯罪被害人

死亡或重傷，往往使一個家庭陷入絕境、甚至於破碎，被害人家屬在沒有心理準備情況下、也沒想

到連最後一句話？瞬間遭逢變故，徬徨無助措手不及，正面臨生活困境，和精神打擊雙重煎熬，而

重傷者面臨身體殘缺、無法工作，若是植物人更為生不如死痛心疾首。刑事訴訟程序，幾乎都只看

到保護加害人 ( 被告 ) 人權與訴訟權益，疏忽被害人基本權利。積極建構完善的被害人刑事訴訟權

利及保護制度、提升犯罪被害人及其遺囑在刑事訴訟程序上的地位。加害人只願花大錢聘請名律師

訴訟，也不願花一毛錢賠償被害人家屬。犯罪被害人需要你我攜手來關心，有大家多一分愛心與關

懷，使馨生人少一分傷心，讓馨生人多一分安心、社會更充滿公平正義與溫馨。

劉主委受上級長官賞識遴選為改制後首任主任委員，勵精圖治改革換新，從 93 年法務部保護業

務評鑑時，評鑑委員連看都不看，最後團隊廣受各級長官肯定讚賞，績效卓越得獎無數。因主委用

心不求回報精神感動、伯樂與千里馬知遇之恩，與主委策劃設計執行 93 年 -97 年所有創新大型活動

與保護業務工作。更在主委為馨生人保護協助-絞盡腦汁、用盡心思、想盡方法，全國首創法律扶助-

結合仁頌律師事務所免費法律諮詢、下鄉 38 鄉鎮市區保護業務宣導、戶外保護宣導看板廣告、高雄

分會 LOGO、保護天使及宗旨「保護心 關懷情」、建構網路、首度結合仙境陶笛重奏樂團 - 馨生人小

朋友參與演出 98 年慈善音樂會等。陪同主委拜訪大高雄 24 家各大醫院，建立全國首創【大高雄馨希

望保護醫療網】座談會，創新保護醫療協助服務及通報系統，持續關懷協助馨生人，提供馨生人更即

時關懷協助與更好醫療服務及品質。陪同主委拜訪法扶基金會高雄分會建立『互動式法律扶助』第一

時間以快速有效率、親切服務品質提供馨生人法律協助。陪同主委拜訪高雄市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

在車鑑會設立『馨安保護服務台』服務車禍事故被害人及家屬。奉獻自我，就像點燃心燈，不但照亮

別人也溫暖自己，更能從別人需要裡看見自我存在價值。第三屆犯罪被害人保護週大會，代表志工致

感言，並獲得模範志工、95 年榮獲法務部頒獎。12 年如一日，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學習主委秉持

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犧牲與奉獻精神。

落實重大社會矚目被害案件發生即時陪同主委關懷訪視，不分國定假日及例假日，也不論颳風下

雨，風雨無阻只要社會矚目重大案件發生，就有犯保協會出現，這就是【公部門慈濟】及時伸出援手

為保護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高雄分會我們就在被害人身邊，即時協助與支持陪伴。預防犯罪與自

我保護預防被害，是當前學校重要課題，本身參與教育協助工作將近 12 年，協助福康國小兒童導護

工作 9 年、教育改革全民參與、關心教育你我做起，現為中華民國家長教育改革協會理事、高雄市愛

教育聯合會理事，96 年獲聘國小校長遴選委員、99 年桃園八德國中霸凌事件與教育部長有約、建言

擴大行政院院會結合法務部、警政署、衛生署積極共同打擊性侵害、毒品、加入不法組織幫派暴力及

霸凌事件等，結合教育團體與教育局舉辦各級學校應加強辦理犯罪被害預防宣導活動，教導學生如何

預防被害。並加強被害預防宣導導正正確之觀念與知識，加強法治教育及被害預防宣導。

行善不一定要用金錢，一個人如能勸人改過遷善，啟發別人智慧或良知，一起從事志工行列，與

主委監獄法治宣導，王國華殺人案，被害人家屬進一步保護協助。時時刻刻以公益服務，關懷需要幫

助的人，處處留心便能時時關心。盡其所能為需要的人付出愛心與關懷，將小愛凝聚成為大愛，愛心

絕不嫌多、行動絕不嫌晚，只要有心，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快樂志工。

97.5.17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保護協會慶祝十週年 -

表揚 10 年績優志工

99.4.16 南區志工成長訓練活動

100 年度發放春節慰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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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希望   重馨開始

被害人保護協會高雄分會   專任秘書吳瓊華

從事被害人保護工作即將邁入第 8個年頭，

協會的服務從 94 年的 2,435 人次，累增到 99

年度 8,304 人次，工作人員從一個人的單打獨

鬥，到成為四人小組的專業工作團隊，經手過

的 1,300 多個被害案例，服務將近 3,000 個被

害人及其家屬。從接觸每一個剛發生犯罪被害

案件的家庭中，看見無助、聽見絕望，整個世

界從被害人死亡的那一刻開始，時間彷彿停止

運轉一般，全家人的希望破滅、期待落空，悲

傷從此而生，巨大的傷痛就像是利刃般，朝家

屬的心中劃上一道深深的刻痕，很多人因此憂

鬱過度，從此病痛纏生；輕者慌張失措、獨自

躲在暗夜裡哭泣。喪失經濟支柱的困窘與痛失

親人的悲傷，在未來漫長人生裡繼續折磨活著

的人。

當犯罪案件隨著時間的流逝，親朋好友的關

懷逐漸遠去，往往家屬的悲慟才要剛剛開始，

但當大家以為傷痛應該漸漸平復的同時，教家

屬的傷心痛苦如何與人訴說，此時的發洩經常

只會帶來斥責與不解，因此，被害家屬往往從

此封閉自己受創的心，冷默對待世界。經常可

見，案發後一、兩年的案主，因為工作人員的

同理而情緒崩潰、心情暫時獲得緩解，這時案

主才能放鬆自己長期以來緊繃的思緒，尾尾道

出壓抑在內心深層不為人知的悲痛。

服務幾年下年，隨著犯罪案件的發生，工作

人員到法警室查報案件，主動到被害案家訪視

關懷，提供緊急資助、調查協助、法律協助及心

理輔導等，在法律訴訟程序告一段落，也許在調

解過程中達成和解獲得賠償、有了令人滿意的

結果；也許，没有獲得令人滿意的賠償金額，但

經歷過漫長的法律程序、令人難熬的傷痛日子，

馨生人的情緒也逐漸沈澱、轉化，看著蛻變後的

案主，我的心也跟著跳躍和喜悅，因為這長達1、

2 年，甚至數年的陪伴，此時所有的辛苦都化為

動力，看著他們的成長過程，我也獲益良多。

犯保的工作是永無止盡的，只有愈來愈好、

做得愈來愈深，而工作團隊所付出的辛勞，在

看到馨生人可以重返社會、重建新生活的時候，

所有的辛苦就都有了代價！每一次在推出新方

案的時候，總是膽顫心驚，深怕不能帶給馨生人

最具實質的幫助，過程中的艱辛也是倍感吃力，

除了積極媒合善心人士的捐款外，計畫推出後，

所增加的一系列工作負擔，也常叫工作人員吃

足苦頭。

這一、兩年來，分會開始深化重傷個案後續

的重建工作，除了推出「馨動奇蹟 - 馨生人自

立自強方案」，促使重傷個案可以藉由簡易的

工作治療模式，恢復信心、重建肢體功能。另

外，「安馨照顧您 -重傷馨生人扶助計畫」中，

除提供經濟上所需的重傷扶助金以外，也藉由

專業的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在

案發後立即評估其需求，且至案家提供照顧者

居家護理或居家復健的技巧，讓家屬在照顧之

路能得心應手，同時也較能兼顧法律上之權益。

其中，分會有一位善心的義務律師，基於回饋

馨生家庭的意念，陸續捐出數萬元款項，指定

於重傷個案復健治療期間使用，期使他們可以

在微薄的金錢幫助下，努力復健、早日重拾原

有生活的機能。

其中，原本活潑乖巧的廖小姐，在打工下班

騎車回家的路上，遭加害人違規撞擊，經多次

手術後仍昏迷不醒、全身癱瘓。為了照顧重傷

的女兒，擺路邊攤的案家經濟從此陷入困頓，

廖爸廖媽一方面要照顧全身癱瘓的女兒、一方

面又要忙於與加害人談調解與求償事宜，面對

龐大的手術醫療費用，高雄分會立即啟動全面

的服務措施，除了提供緊急資助、醫療補助外，

特別再媒合義務律師提供的 6 個月資助金協助

渡過難關。父母原本已經預定要辦理身心鑑定、

聲請禁治產，但在被害人母親悉心照顧、每天

積極往返醫院作復健治療下，被害人的病情逐

漸好轉，至 100 年初已恢復到可以說話、右手

可以操作電腦、也能自己吃飯了。家屬十分感

激協會在家中最困頓的時候，提供的金錢資助、

協助減緩經濟壓力；以及馨生人全身癱瘓、在人

生最無望的時候，有心理諮商師到府協助調適心

情，讓父母能持續堅持不放棄的信念，終於等到

心愛的女兒甦醒。這當中，每次訪視被害人時，

其母總是微笑面對，其堅信小女兒在復健治療

後一定能醒來的堅強信念，除了感動被害人，

帶給其自身復原的力量外，也感動了工作人員。

植物人甦醒的奇蹟，除了成為感動社會的新

聞外，更重要的是，讓每一個為犯罪被害者工

作的我們，有了持續工作的新動力。分會在工

作人力不足的情況下，往往被各式各樣的行政

工作所困，對於保護工作的實施，常常力有未

逮，但是，每每看到像廖姓被害人的例子一樣，

努力積極復健、重返社會的力量，就讓工作人

員不畏艱辛，願意為他們再多付出一些些的時

間和努力，因為，我們相信，「看見希望，就

可以重新 (馨 )開始」！

99.4.18 受保護人幸福手工書 DIY

98.8.30 受保護人小朋友藝術治療團體 99.1.23 春節關懷活動 -馨生人寫書法題詩贈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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