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改國是會議第一分組第五次會議 
「制訂案發後針對當事人告知、說明引介相關輔助資源

的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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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5.02 

 

壹、問題與爭點 

    犯罪事件發生後，被害人處於慌亂無助之狀態，應有一標準作業程序或單

一窗口，提供被害人權益告知及引介相關資源等服務，以避免被害人求助無

門，亦可作為工作人員工作之依據。 

    政府機關受限於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對於提供被害人家屬相關資訊較為

保守，然若無透過行政機關提供被害人訊息，一般服務提供單位無法接觸被害

人，故被害案件從案發到偵查，如何透過機關間的協力協助被害人，並訂定標

準作業流程，係一重要課題。 

    此外助人專業應注重個別化差異，標準化作業流程未必適用每個被害人，

標準作業程序仍須因人、因時、因地適時調整，以免過度僵化，為德不卒。 

                                                    

貳、相關研究或數據 

  一、在黃蘭媖 (2007年)的研究中指出1，Maway(2003)將被害協助時機分為

三類，1.犯罪發生後立即由警察或專業機構提供 2.訴訟過程協助 3.在

判決中及以後的補償命令或修復、調節方案。 

  二、吳慧菁、唐宜楨(2007)在研究中指出2，犯罪行為發生初期被害人及家

屬經常會是社會關注焦點，但隨時間過去，當社會焦點轉移後，這些被

害人的心理創傷及壓力卻往往被忽略，甚至因為是媒體的報導或是司法

過程造成二度傷害。 

  三、依據法務部 2012年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生活需求調查顯示，90%的被害

人認為在案發後一個月內提供服務較符合需求3。 

    以此觀之，就被害人及其家庭的協助時機而言，較無法以時間點的方式進

行歸納，除因被害事件不同外，還必須考量到被害人的心理狀態、訴訟時

間長短等不一的因素，而服務流程的設計應具有彈性，才能回應被害人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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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現行運作模式 

   (一)將警察機關重大矚目案件通報納入個案來源之一，俾即時提供被害人

協助 

     1.於刑事案件處理程序中警察是第一線接觸到犯罪被害人的人員，為使

資源都能精準運用，快速到位，刑事局自 105年 7月起設置犯罪被害

保護官，協助刑事殺人案件的被害人家屬；法務部函頒「法務部督導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下稱保護協會)與警察機關辦理刑事案

件處理作業程序計畫」，明定警察機關於受理殺人案件後，應通報保護

協會，保護協會受理通報後應與家屬接觸，了解其需求，作業流程如

附表 1。 

     2.檢察機關於案件移送地檢署後，檢察官於相驗時，保護協會或書記官

提供被害人保護手冊；偵訊時亦可轉介保護協會提供協助。 

     3.為避免同一時間過多單位介入造成被害人家屬困擾，犯罪被害保護官

與保護協會律定以「相驗」時做為案件交接時點，即殺人案件由警察

機關為緊急之處理，保護協會則銜接後續相關輔導工作。 

   (二)標準服務流程及業務重點 

     1.保護協會服務流程： 

      (1)保護協會關於輔導被害人的程序，訂有「實施保護程序作業準則」

（如附件 1），以為保護程序進行之依循與指導，程序如下： 

   a.受案（地檢署、警察機關等通報或保護協會主動查訪或被害人自行

前來求助）。 

        b.初步案件審查。（確認是否為該會保護對象） 

        c.接案。（進行初次訪視，以更詳細了解案家境況與需求） 

        d.開案評估。 

        e.服務需求評估。 

        f.擬定處遇計畫。 

        g.複訪輔導追蹤。 

        h.結案評估。 

        i結案。  

      (2)保護業務工作重點 

         保護協會執行被害人保護業務的重點工作，由「實務服務經驗」及

「學術專業研究」綜合歸納 4大被害人重點需求，包含「被害保護

權益資訊取得」、「主張或行使法律及訴訟權益」、「經濟支援及生活

重建」及「醫療照護及心理輔導」。各項需求之工作重點分述如下： 

   a.被害保護權益資訊取得： 



 

 

   (a)為即時有效提供給被害人有關被害權益及服務資訊，保護協會及

法務部會同相關部會已針對被害人權益資訊的取得透過具體措

施加以改善，建構多面向通知、通報、聯繫機制，包含對於警察

機關、地檢署、縣（市）政府家防中心、醫療機構等，落實對於

保護對象的權益告知，例如地檢署於性侵害案件起訴書併同補償

金申請書寄給被害人、刑事傳票及相驗屍體證明書標示被害人保

護聯繫資訊、協助保護協會各地分會與縣（市）政府家防中心建

立雙向轉介服務模式等。 

   (b)依「法務部督導財團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與警察機關辦理刑事案

件處理作業程序計畫」，對於殺人案件被害人之家屬，由警察機

關設置之「犯罪被害保護官」即時通知保護協會，並由其分會同

仁進行緊急協處或約訪評估，提供被害人家屬保護服務。 

   b.主張或行使法律及訴訟權益： 

   (a)訂有「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畫，結合全國 435位律師提供被

害人律師諮詢、法律文件撰擬、委任律師、訴訟費用補助等法律

協助，並結合當地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公會資源提供多元法律

服務措施，並輔以「調查協助」、「出具保證書」等服務，協助被

害人進行保全或強制執行程序。 

   (b)協助具犯罪被害補償金申請資格之被害人依法向地檢署申請「犯

罪被害補償金」；對於不服補償決定之被害人提起覆議，協助已

獲補償決定之被害人請領補償金；地檢署決定將補償金交付保護

協會「信託管理」之案件執行補償金管理。 

   c.經濟支援及生活重建： 

   (a)被害人因犯罪行為致生活陷於困境情況緊急者，保護協會提供

「緊急資助」或協助尋求救助，以解決燃眉之急及短期經濟困

難，每人每月 6,000元，最多 3個月，每戶至多 5人。 

   (b)結合社政及民間資源提供被害人「社會救助」服務，全國性之合

作方案包括結合張榮發基金會提供急難救助、全聯慶祥基金會提

供重傷被害人物資、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提供微型保

險等，並對於被害人的人身及生活緊急危難，提供「安全保護」

及「安置收容」協助。 

   (c)協助被害人家庭「生活重建」，提供就業、就學服務方案，包括

就業媒合轉介、創業輔導等服務，或輔以職業技能培訓或運用職

業訓練資源。辦理「安薪專案」提供與勞動部合作案（微型創業

鳳凰、失業技藝費用補助、在職訓練補助、個案管理服務及就業



 

 

啟航計畫等），不僅能培養一技之長，亦具有促進心理復原之效

果。 

   (d)訂定「資助受保護人就學要點」，依其學程提供 2,000元至 35,800

元不等之就學資助金；且規劃輔助就學措施，包含開辦課輔班、

才藝班或家教派遣等。 

    d.醫療照護及心理輔導： 

   (a)對於被害人的生理創傷，保護協會提供「醫療協助」服務，協助

被害人使用醫療及照護資源，促進身體機能健康之恢復，包含補

助醫療費用之醫療資助金，提供最高 30,000元的醫療資助金、「重

傷害被害人服務計畫」提供最高 50,000元照護補助金等。 

    (b)被害人的心理創傷輔導部份，保護協會提供「心理輔導」服務，

實施「溫馨專案」，全國結合 164位專業心理師，提供心理諮商治

療專業服務，並兼採主動性「外展服務」，指派心理師至案家進行

輔導陪伴，以協助被害人走出陰霾。 

     (3)保護服務工作方法--透過網絡合作，滿足被害人需求 

        犯罪被害人類型、需求相當多元廣泛，應動員國家力量提供協助，含

社政、衛生醫療及檢察、司法機關等，保護機構每年定期辦理服務網

絡座談，建立合作機制，並透過轉介，滿足被害人多元需求，讓每位

被害人都能接觸保護資源，使服務流暢化、周延有效率。 

     (4)服務流程設計及提供應以個案最佳利益考量，迅速非為唯一要件 

        依據保護協會分析 105年協處重大矚目案件之 39件被害人家屬需

求，有 5件被害人家屬希望或未拒絕工作人員現場陪同，34件被害

人家屬均希望保護協會另行約定時間訪視，因案發初期可能有相關單

位或長官來訪，或辦理喪事、招魂等，造成家屬疲累。而保護服務應

於最適切、最需要及讓當事人感到最自在的時間介入，方能收輔導之

效。謹以案例說明如下 

        案例一  

        被害人保護協會工作人員與家屬約訪時，家屬表示「被害人遺體在初

驗，移回殯儀館復驗，再移靈回家，忙翻了，想知道法律權益，但沒

時間，麻煩晚點再聯絡」，工作人員 2日後，準備相關訊息並請律師

協同前往案家，完成訪視，家屬說「在我們準備好的時間來，我們才

能好好了解接下來的程序。」 

        案例二        

        本案係北市家暴中心通報，家暴中心社工於醫院了解重傷被害人之情

形；保護協會工作人員則與被害人母親聯繫，並陪同母親至醫院，與



 

 

社工會合，雙方再進行分工。 

     

       依據保護協會服務經驗及以上案例觀之，犯罪案件發生後被害人家屬

急於領回遺體、處理亡者後事，對於相關協助資訊可能無心理解或排

斥；家屬服務需求的強度亦因案件類型、支持系統不同，保護工作的

介入，應依被害人狀況調整其節奏，目前保護協會對被害人之服務在

不同階段有不同重點。如下圖： 

 

 

 

 

 

 

 

 

 

 

 

 

  五、問題 

  (一)保護協會係一財團法人機構，部分業務涉機關間協調，如個案資料交

換、緊急協處聯繫等仍須有公權力角色介入，方能運作順暢，且彰顯被

害人保護為國家責任。 

  (二)另財團法人工作人員工作時間受勞動基準法規範，保護協會工作人員類

同警察人員或縣市政府社工人員須隨時待命之工作態樣，恐無法符合勞

動基準法規定。 

  (三)警察及司法機關對於被害人之認識宜再加強，以避免於案件處理過程中

被害人或其家屬遭受傷害。 

 

叁、可能改革方向 

  一、公部門應增設人力投入被害人保護工作。 

  二、應透過業務聯繫會議建立工作模式。 

 

肆、可能改革方案 

  一、被害人保護工作應融入地方政府社會安全網內 

法院審理 

訴訟協助/陪同出庭/復

原 
地檢署偵查/起訴 

相驗交接/服務介入/

穩定 
警察局偵辦 

保護官通報/關係建立 

 

初期 

中期 

後期 



 

 

    除刑事案件被害人外，目前各部會就其他被害人保護相關議題已有分工  

(如下表) 

    被害人保護工作應在地方政府已建構出之社會安全網內併同運作，藉由地

方政府警察、消防、社政單位及檢察機關等之協力轉銜，完成案件通報、

協處，再依據個案情狀，提供社會救助、醫療及照顧，使被害人能在社會

安全網內得到充分支持。 
                      
                        被害人保護業務部會分工表                                                    

      

   

對象/案
件類型 

法規 主責單位 方式 

性侵害

被害人 

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 

衛生福利部/ 

縣市政府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 

縣市政府先行 

保護協會補充 

家庭暴

力被害

人 

家庭暴力防

治法 

衛生福利部/ 

縣市政府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 

縣市政府先行 

保護協會補充 

兒童及

少年被

害人 

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兒

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條

例 

衛生福利部/ 

縣市政府社會

局 

縣市政府先行 

保護協會補充 

人口販

運被害

人 

人口販運防

制法 

內政部移民署

/勞政部門 

移民署為主 

保護協會補充 

大型人

為災害

案件 

社會救助法 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為主 

保護協會配合 



 

 

  二、加強地方服務網絡聯結 

     為使保護協會與其他從事被害保護工作之成員能互相轉介案件，分享資

源，保護協會應參與轄內相關政府機關團體相關會議，藉由會議溝通達

致案件服務共識。 

     三、定期召開跨部會協調會議 

     為促進各機關間合作，解決法規、服務銜接問題，法務部每年得召開跨

部會協調會議，以強化各部會對被害人保護之重視及執行。 

  四、檢察機關設置公職、專職被害人保護官，專責被害人保護工作，銜接

警察機關通報機制，併為緊急處理；保護協會則為後續服務輸送單位，

以適度分工，彰顯國家責任。 

       

   伍、結語 

    犯罪被害人保護機制的建立，扭轉刑事司法之重心，從傳統以被告（犯罪

人）為主軸，轉換為兼顧犯罪被害人之權益，保護犯罪被害人，已成為當今國

際趨勢，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施行已逾 18 年，保護對象隨著歷次修法逐年

增加，保護服務在警察機關加入後，從案發到偵查到審理，已建構出完整模型，

並發展出以被害人需求為中心的服務輸送方式，惟在保護機構編制、服務上仍

有待開發及充實，始能建構完善被害人保護機制。 

 

 

 

 

 

 

                                   

 

 

 

 

 

 

 

 

 

 



 

 

                                                                                                                                                                                   

附表 1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與警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 

處理作業流程 

 

 

 
警察機關

受理報案 

保護協會   

通知 

 地檢署 

 到場輔助 

 相 驗 

是 

 陪同相驗 

   訪視 

    1.接案表 

      2 訪談紀錄表 

      3.被害人權益  

       手冊或單張 

      4.申請表 

緊急評估 

需求評估 

約訪 

提供服務 

報驗 

追蹤輔導 結案 

法警室、相驗或值

週檢察官通知 

否 

保護官主責 

保護協會主責 

 

交接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