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想發想發想發想    

        現代刑事政策之內涵，除包含犯

罪事件偵查、審判、矯正及執行等傳統

司法業務外，早已將社區矯治、更生保

護、犯罪被害人保護、犯罪預防及法治

教育五大面向納入，使得司法系統從

過去隱身於其他社會系統之後的後補

位置，躍升成為犯罪預防的前線，除了

打擊犯罪外，輔導犯罪人復歸社會及

撫平犯罪被害人傷痛等工作，早已發

展成為刑事政策重要主軸。法務部自

民國 69 年成立保護司，長年以來，司

法保護業務係由各地檢署、臺灣更生

保護會各地分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會各地分會各司其職，以致於欠缺整

合性服務；又囿於大眾對於地檢署的

刻板印象係刑事偵查，對於司法保護

一知半解，以致不知該如何尋求服務。

保護司為突破困境，遂於民國 100 年 2

月起，督導各地檢署辦理司法保護據

點方案，架構服務輸送通路；復於民

國 101 年 6 月起，陸續將各地檢署為民

服務中心升級為司法保護中心，由檢

察系統領軍統整各項司法保護業務，

以提供整合性服務。 

整合 整合 整合 整合 ─ ─ ─ ─ 司法保護中心司法保護中心司法保護中心司法保護中心    

  各地檢署均設有「為民服務中

心」，並置書記官一人，綜理民眾案件

查詢或聲請、法律諮詢等業務，如遇有

民眾請求司法保護，僅能指引個案至

犯保、更保分會求助，以致司法保護割

裂執行，始終未能綜合判斷需求，提供

到位服務。為使為民服務加值，遂將

「為民服務中心」升級， 納入司法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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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任檢察官對內統合各項司法

保護資源，對外開發、連結各項社會

資源，另置個案管理人員，接受民眾

自尋協助或檢察官交辦個案，提供

初步諮商、轉介相關資源、後續追

蹤。透過對民眾宣導法治，自源頭預

防犯罪，使犯罪不要發生；當犯罪

發生時，除發現真實，以懲奸除惡

外，過程應致力於修補被害人及其

家屬之傷害以協助重建生活：俟案

件判決確定，對犯罪人執行刑罰外，

復應於其重返社會後，輔導使其更

生，並減輕其家屬壓力，提昇其家庭

支持功能，透過檢察官主導司法保

護業務，重新賦予檢察體系打擊犯

罪的意涵，透過關懷、扶助及保護等

服務，柔化檢察機關剛冷形象，消弭

犯罪以排除民怨。  

傳輸 傳輸 傳輸 傳輸 ─ ─ ─ ─ 司法保護據點司法保護據點司法保護據點司法保護據點    

       成立司法保護中心係為精進司

法保護業務品質，而服務的本質自

應使有需要者容易取得服務，能使

民眾唾手可得各項司法保護服務，

實為推動司法保護業務之真正價值

所在。然而法務體系不同於警政或

社政體系，本有警分局、派出所或區

公所等單位形成工作網絡，是以，過

去司法保護的傳輸往住不得其門而

入；然而自刑法修正，隨著易服社

會勞動制度上路，搭配行之多年的

緩起訴義務勞務，司法保護據點儼

然成形。 自 100 年 2 月起開辦，截

至 101 年 3月為止，各地檢署結合各

地資源共設立 374個司法保護據點  

，電話或面談諮詢共 9,757人次，辦

理法律宣導活動共 757 場，宣導人數

共計 78,749 人，立基於三級犯罪預防

理論，結合不同功能之據點建立預防

犯罪於先、阻止犯罪於中、防止再犯

於後三道防線，發掘社政制度無法照

顧到個案，收精進觀護業務之效，並

與社區聯手織起司法保護網絡。試辦

一年以來，各地檢署幾無花費任何公

帑，上自檢察長，下自主任檢察官、

主任觀護人、觀護人等，走入社區，

與各公益團體結合，共享資源、互利

合作，成本效益百分百，而司法保護

服務透過各據點不斷向外延伸，在逆

境中、在偏鄉裡，時時時刻關照著人

民。 

願景願景願景願景    

       犯罪事件歷經犯罪學、社會學、

法律學等跨科際研究，已知發生成因

十分複雜，往往是社會中各種力量拉

扯、現象交雜下的產物。傳統犯罪的

偵查作為，歷經時間的證明，對於犯

罪的消弭，早已應接不暇，而人民心

中期待的公義，竟越來越遙不可及。

身為社會中維護民眾安全之一環，檢

察系統應以領頭羊的姿態，對人民提

出更好的願景，除堅守崗位、勿枉勿

縱之餘，尚應投入司法保護業務的推

展，透過司法保護中心的建置，及司

法保護據點向外延伸，善用各類資源

撫平人心、修復社會。  

編輯的話： 

    本電子報係提供司法保護工作

者與社會大眾意見交流平台，因為

有您的共襄盛舉，才能豐富這個司

法保護園地。謝謝大家！                                  

                        保護司 



    雙薪家庭常苦於兒童照顧

問題，而如果父母之一方因犯罪

被害，忙得焦頭爛額時，兒童托

育的需求則更顯迫切。 

    顏太太 3 年前因車禍亡故，

顏先生要處理喪事，又要跑法

院，單親爸爸蠟燭兩頭燒； 3 年

後顏先生出資開設托兒所，決定

要幫助和他一樣的受害家屬，如

果馨生人家中有 0-6 歲幼童，確

無力照顧者，可以透過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會向他的托兒所申請

臨時托嬰或托兒，一期 3 個月，

費用全免。 

    為號召更多托育機構加入

馨生人服務網絡，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台中分會(以下稱分會)

訂定「受保護人子女臨時托育服

務實施辦法」，凡臺中市立案之

托育機構檢附設立許可證書影

本及機構簡介資料，向分會提出

申請，經分會審核通過，並完成

簽約後，發給「愛心托育機構」

證書，即可加入被害人保護服務

行列。  

    此項措施以馨生人家中 0-

6 歲幼兒為實施對象，有需要者

可向分會提出申請，分會會衡酌

社會。 

   「在我們最無助，孤立無

援，連親人好友看到都躲避

的時候，要創業談何容易，在

沒人相信我們情況下，只有

跟我們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

更生保護會願意幫助我們，

讓我們覺得世界依然有愛，

真的很感謝。」出監後，宏洋

在更生保護會協助下重建家

庭及積極創業，化危機為轉

機，夫妻胼手胝足共同打拚，

確實值得給予喝采!  

極將販賣物品禮盒化，夫妻

倆細心用心結合「吉祥」與

「幸福」的諧音，研發出幸福

專車等多達 30 餘款的伴手

禮，並取得註冊專有名稱。 

    宏洋夫妻茹素也推廣素

食，利用工作之餘到寺廟整

理庭園，炒菜分享小朋友，積

極投入公益活動，把生命中

遇到每一位好人或壞人都當

成貴人，感謝人事物帶給他

的磨練，幫助他成長與改變

的想法，以感恩的心情回饋

 

申請事由、家中是否有其他照顧

者及是否有合適托育機構，經審

查通過後發給「臨時托育憑證」，

協助安排托育事宜，而於分會核

定之托育日數內，可免費使用托

育服務。 

    時常聽聞父母因臨時事故，

將兒童交給不熟悉之人照顧，發

生被虐待或不當照顧之憾事，此

一方案實施後，被害人家屬可無

後顧之憂處理後續相關事宜，解

決托育照顧人力問題；且此由

馨生人自發促成之創新服務，更

是民間活力無窮之具體展現。  

小故事、大啟示─在平凡中找到不平凡，在生命中「棗到杏福」   

人手，但資金不足，向更保板

橋分會申請創業貸款，經分

會深入了解後撥款協助事業

發展。 

    宏洋夫妻感情良好，宏

洋做生意之餘亦會協助妻子

照顧小孩，至幼稚園接長女

回家，而案妻有時亦會帶次

女隨同宏洋外出擺攤，平時

案妻如在家中照顧孩子未與

其一同外出做生意，即會幫

忙聯繫設攤行程，並將產品

分袋包裝，以節省人力支出

費用，夫妻互相補位同心協

力，值得讚賞。  

    當塑化劑事件導致生意

清淡，宏洋馬上改變經營方

式，將原主力暢銷產品改為

綜合堅果及杏仁果等，並請

原物料廠商提供相關檢驗合

格報告，在販售時公佈及向

顧客加以說明，贏得消費者

的信賴而購買，對於能視市

場銷售狀況立即應變做生意

模式值得肯定。 

    宏洋除了設攤外，並積

    宏洋因詐欺罪出監後從

事販賣素食休閒食品，並自

行包裝食品，除至公司行號

福利社或依節日、時令或是

有特殊活動而人潮較多之地

方設攤外，另外也開發公司

行號或社團以團購方式增加

知名度及收入，並於網路中

成立部落格，用心建置相關

訊息並提供訂購單及連絡方

式，使網友方便聯繫訂購。 

    因與知名企業子公司配

合簽約宅配銷售，故欲增加

司法保護創新方案  

獨立照顧幼童甘苦誰人知-犯保臺中分會號召托育業者加入愛馨托育機構  

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更生創業貸更生創業貸更生創業貸更生創業貸

款款款款」？」？」？」？    

                「「「「更生創業貸款更生創業貸款更生創業貸款更生創業貸款」」」」是財團是財團是財團是財團

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為促進更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為促進更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為促進更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為促進更

生人就業生人就業生人就業生人就業，，，，自民國自民國自民國自民國 91919191 年輔導更年輔導更年輔導更年輔導更

生人提具創業計畫向更生保護生人提具創業計畫向更生保護生人提具創業計畫向更生保護生人提具創業計畫向更生保護

會申請無息貸款會申請無息貸款會申請無息貸款會申請無息貸款，，，，開創更生事開創更生事開創更生事開創更生事

業業業業，，，，並僱用一定比例之更生人並僱用一定比例之更生人並僱用一定比例之更生人並僱用一定比例之更生人，，，，

達到更生人創業進而扶助其他達到更生人創業進而扶助其他達到更生人創業進而扶助其他達到更生人創業進而扶助其他

更生人就業的目的更生人就業的目的更生人就業的目的更生人就業的目的。。。。    

    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各事業類別已各事業類別已各事業類別已各事業類別已

包含餐飲包含餐飲包含餐飲包含餐飲、、、、零售零售零售零售、、、、園藝園藝園藝園藝、、、、美容美容美容美容、、、、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農牧場農牧場農牧場農牧場、、、、老人養護老人養護老人養護老人養護、、、、食品食品食品食品

製造製造製造製造、、、、清潔服務清潔服務清潔服務清潔服務、、、、汽機車販賣修汽機車販賣修汽機車販賣修汽機車販賣修

護等項護等項護等項護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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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引用或節錄者請與我們連絡。 

對於內容有任何指教，請將您的寶貴意見以電子郵件寄送 

至 moj506@mail.moj.gov.tw。 



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本次活動緣起於曾部

長認為現今社會犯罪行為

的發生，往往在於犯罪人

無法同理他人及忽視生命

價值，為使行為人能深刻

懺悔、導正偏差的價值觀，

法務部推動「生命教育」，

協助收容人、更生人從認

識、愛惜自己開始；體認

生命價值，進而能同理別

人、關懷社會，促使其修復

與被害人、家庭與社會之

間的關係，達到提升倫理

價值，建構和諧社會的目

的，其中法鼓山人文基金

會即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夥

伴，透過心六倫的宣講與

舉辦音樂、戲劇等活動，將

倫理與生命教育的觀念帶

到犯罪處遇區塊，得到收

容人、更生人很大的迴響。 

契機契機契機契機    

    在去年一場法鼓山人

文社會基金會李祕書長伸

一著作《因為有好心：一

位平民律師的幸福密碼》

新書發表會上，開啟了這

個徵文活動的契機。在書

中，李秘書長暢談自身經

歷，回顧過去有關消費者

權益的重大事件、描繪追

求公益社會的願景，並傳

達「把握機會，及時行善」

的可貴精神，讓人深刻瞭解，只要有好心，所有的好人

都會來協助你，便能成就一樁樁好事，這種利他又勵己

的精神，對於曾經犯錯傷害他人、家庭、社會的收容人

更生人實為生命教育最好的讀物。基金會特別贈送了

700冊給法務部來共同推廣，曾部長當下即決定辦理讀

後心得徵文競賽活動；但是國內的監所收容人、更生人

保守估計超過 10萬人，此時李祕書長立刻同意將該書第

25 章《開啟幸福的十一個密碼》授權給法務部重製，作

為心得比賽讀本，一場自我覺醒療愈心靈的工程，就此

因緣際會，水到渠成的展開。 

 啟動啟動啟動啟動 

        徵文活動分為「收容人組」、「更生人組」兩組分別

徵文，同時為了提高徵文的可看性，特別增加一個跨組

優勝獎，而透過各矯正機構、地檢署、更生保護會各分

會、中途之家、民間社團等，傳達徵文競賽活動訊息，

提供讀本，本活動獲得收容人、更生人以及家屬等熱烈

迴響，共收稿件 707件，經評審初審及複審最感動之作 

司法保護活動剪影 ─ 寫出幸福的光明─「與幸福有約」徵文活動  

所思地望著母親憔悴的臉

龐，才猛然驚覺母親臉上

的刻痕，全是我一筆一筆

欠下的清單。」細膩刻畫相

互思念的情感，最後相約

十年後重溫幸福，他認為

書中對他最大的啟發是: 

「每一段人生都可以重新

開始，要看自己在什麼時

機放棄過去；每個生命皆

可重來，要看自己以什麼

樣的態度再次出發。」 

豐收豐收豐收豐收    

    徵文比賽頒獎典禮於

4月 24日下午 3 時在法鼓

山德貴學苑舉辦。頒發獎

項時，除了邀請更生人組

發表得獎感言，現場同時

播放收容人組錄製的心得

影片，共同分享獲獎的榮

耀與喜悅。 

    會中曾部長表示，這

次獲獎文章雖然非常平

實，但深深打動他的心靈，

希望參賽者透過藝術和文

化的潛移默化，能從內心

改造自己，自此「脫胎換

骨，浴火重生」。 

    而更保顏董事長則希

望透過閱讀感化收容人、

更生人的價值觀念，健全

倫理思考，以達到再教育 

、再社會化之目的。 

品 31件，並特別將得獎作

品輯錄成冊。  

        作品中，得獎人以自

身的生命故事帶出對於倫

理精神、生命教育的感想，

以及如何實踐於生活的行

動展現於世，其中跨組評

選優勝係由收容人組文彬

(化名)的「難忘的懇親會」

獲得，內容描述由於母親

重病，已三年沒來看他，讓

他「從沒想過生命會變得

如此的孤寂與沮喪」，今年

年節懇親會時母親突然現

身，並且問他什麼時候才

能回家，他寫道：「我若有

    最後李秘書長指出，從

心理學來說，寫作可以療癒

心靈，紓解鬱悶的心情，希

望參賽者透過發自內心的

感動，改變自己，浴火重生。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在當天頒獎活動中，主

辦單位安排溫馨的音樂演

出，為得獎者獻上滿滿的祝

福，衷心期盼所有的參賽

者，都能透過閱讀的啟發，

把握精彩的今天，走出光明

的明天，與會人員都深深感

受到李伸一先生倡導的─

「從奉獻中成長自我，從服

務中成就他人的精神」的幸

福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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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 100 年暑期少年兒童犯罪預防四格漫畫競賽優良作品集 

       101       101       101       101年度各地檢署辦理司法保護業務評鑑將於年度各地檢署辦理司法保護業務評鑑將於年度各地檢署辦理司法保護業務評鑑將於年度各地檢署辦理司法保護業務評鑑將於6666月月月月19191919日啟動日啟動日啟動日啟動，，，，本次評鑑邀請專家學者本次評鑑邀請專家學者本次評鑑邀請專家學者本次評鑑邀請專家學者、、、、實務實務實務實務

工作者及業務科代表共同參與工作者及業務科代表共同參與工作者及業務科代表共同參與工作者及業務科代表共同參與，，，，評鑑項目含整體指標評鑑項目含整體指標評鑑項目含整體指標評鑑項目含整體指標、、、、觀護觀護觀護觀護、、、、更生保護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四更生保護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四更生保護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四更生保護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四

項項項項，，，，預計於預計於預計於預計於8888月月月月30303030日辦理完竣日辦理完竣日辦理完竣日辦理完竣。。。。        

                                

      為推廣修復式正義理念      為推廣修復式正義理念      為推廣修復式正義理念      為推廣修復式正義理念，，，，培植地檢署辦理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人才培植地檢署辦理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人才培植地檢署辦理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人才培植地檢署辦理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人才，，，，訂於訂於訂於訂於 6666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6666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6666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於北區日於北區日於北區日於北區、、、、中區及南區辦理基礎教育訓練中區及南區辦理基礎教育訓練中區及南區辦理基礎教育訓練中區及南區辦理基礎教育訓練，，，，凡地檢署推動修復式司法計畫凡地檢署推動修復式司法計畫凡地檢署推動修復式司法計畫凡地檢署推動修復式司法計畫    

之工作人員之工作人員之工作人員之工作人員、、、、或從事更生保護或從事更生保護或從事更生保護或從事更生保護、、、、犯罪被害人保護之工作人員皆可向所屬單位報名參加犯罪被害人保護之工作人員皆可向所屬單位報名參加犯罪被害人保護之工作人員皆可向所屬單位報名參加犯罪被害人保護之工作人員皆可向所屬單位報名參加。。。。      

訊 息 快 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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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第二名 ─ 臺北市立中山女中朱陳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