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以下簡稱本

法）於 87 年 5 月 27 日公布，同年 10

月1日施行，立法之目的係為解決部分

犯罪被害人及其遺屬，因犯罪行為人

不明或無資力等因素，未能迅速獲得

賠償，因而陷於困境，難以負擔醫藥

費、殯葬費及生活費等問題，爰由國家

給予適度補償，以貫徹國家照顧被害

人理念與社會福利國原則之立法宗

旨。 

        本法採屬地主義，針對在我國領

域內之犯罪被害人提供保護，惟因本

法 100 年 11 月 30 日修正公布之條文刪

除互惠原則後，外國人在我國因犯罪

被害有本法之適用，而國人在外國遇

害，卻無法依本法申請補償，導致社會

大眾誤認為我國對外國人之保護較

佳，而對國人之保護不周。 

        鑒於國人因就業、求學、經商、通

婚、觀光及專業交流等原因而短暫出

國日益頻繁，如於外國因他人之故意

行為被害而死亡，由於係為短暫離開

我國，仍與我國具有緊密關係，基於被

害人遺屬須跨國處理各項相關事宜及

向加害人請求賠償，往往處於弱勢，其

負擔亦較為沉重，亟需奧援，爰於現行

補償機制外，創設「扶助金」制度，針

對國人於外國因他人之故意行為被害

而死亡之被害人遺屬發給扶助金，並

參酌戶籍法第十六條第三項之規定，

將扶助金適用範圍限於被害人須為在

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

且未為遷出國外之登記者，並就其額

中華民國 102 年三月 

社區 

矯治 

更生 

保護 

被害 

保護 

犯罪 

防治 

法治 

法務部保護司發行  宣教 

司法保護電子報  三月號三月號三月號 

    

司法保護業務新動態- 

犯罪被害保護制度創設「扶助金」制度，快速撫
慰於外國因他人之故意行為而死亡之被害人遺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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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適用對象、限制條件、求償及返還、

保護措施之範圍等事項，增列條文，以為

依據。 

        本部經邀集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

共同研商，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於 101 年 11 月 9日陳報行政院核轉立法院

審議。行政院於同年 12 月 7 日將修正草案

函送立法院審議，同年月 26日立法院司法

及法制委員會第 24 次全體委員會併案審

查行政院、黃文玲委員、江惠貞委員、姚

文智委員、林佳龍委員、丁守中委員及段

宜康委員等合計七版本。 

        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立法院司

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通過，惟尚未三讀，

修正要點如下： 

一、對在我國領域內因犯罪行為被害之被

害人或其遺屬提供犯罪被害補償金部

分，由於被害案件發生後，被害人遺屬

處理相關事宜，身心俱疲，為使渠等迅

速獲得補償，爰參考民間殯葬費之支

出行情，定明補償金額於新臺幣二十

萬元內，不須檢具憑證逐項審查，逕予

核准，俾協助遺屬處理後事，以適時撫

慰犯罪被害人遺屬心靈。 

二、為符合被害人及其遺屬實際生活需要

及滿足國民情感，修正刪除社會保險

給付應自犯罪被害補償金減除之規

定，並定明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得

受之金錢給付應自犯罪被害補償金減

除。 

三、為充實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之經費來

源，增訂經費來源。 

四、增訂相關機關及相關駐外單位之協力

義務及告知義務。 

五、修正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提供保

護措施對象之準用範圍，並增訂

保護措施之提供以在臺灣地區

為限。 

六、為保障犯罪被害人或其遺屬之名

譽權、隱私權，增訂媒體之注意

義務、不實報導之救濟。 

七、為兼顧現況事實及國家財政負

擔，並為使文字更臻明確，定明

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

在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因犯

罪行為被害時，不適用本法之規

定。 

八、增訂扶助金適用對象及其申請順

序、不得申請情形；扶助金總

額、求償、返還、申請方式及受

理者。 

九、增訂申請扶助金準用犯罪被害

人補償金之經費來源、不得補

償情形、求償機關、財產狀況

調查、申請時效及審議、行政

救濟等規定。        



 

       毒品嚴重損傷國民健康，不但大部

分成癮者戒癮過程困難，近年來，K他

命在青少年族群中的氾濫問題，亦造成

大量社會成本的耗費。為進行更有效的

教育宣導與社會對話，法務部在去(101)

年結合教育部、衛生署、國防部等單位，

以「提倡健康，全民免疫」為反毒宣導

主軸，並以契合青少年、父母、社會大

眾心理的反毒宣導方式，製作了「戰毒

紀」反毒光碟，廣邀社會各界共同推廣，

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繼去（101）年首

開先例，在全省 330多家門市播放法務

部與教育部在前(100)年共同製作「熱血

反毒、青春起藝」系列之「名人反毒影

片」，讓民眾，尤其是喜歡影音娛樂的

青少年，在選購影音商品時，自然接觸

到更多的反毒資訊，在潛移默化中，養

成拒毒意識外，今(102)年更率先響應，

以「全家團圓、全民反毒」為主題，自

費編製大幅廣告，透過各大報，放送反

毒訊息，並自 102 年 2 月 9日(即農曆除

夕)開始，連續 9天假期，在該公司 351

家門市的電視影音區，運用總計 1 萬 5

千部電視，同步全天候播放「戰毒紀」

反毒影片光碟。 

司法保護活動剪影─全家團圓  全民反毒全家團圓  全民反毒全家團圓  全民反毒全家團圓  全民反毒    

                            燦坤全臺門市除夕首播燦坤全臺門市除夕首播燦坤全臺門市除夕首播燦坤全臺門市除夕首播「「「「戰毒紀戰毒紀戰毒紀戰毒紀」」」」反毒影片反毒影片反毒影片反毒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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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勇夫部長為感謝燦坤對反毒工

作的付出，特指示保護司費玲玲司長於

102 年 3 月 1 日，在慈濟北區教聯會陳乃

裕總幹事陪同下，親至燦坤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向閻俊傑董事長表達謝意，閻董

事長表示：因為自己的小孩也正值青

少年時期，對青少年容易受同儕影響，

如不懂得拒絕，一不小心即容易誤入毒

品陷阱的現象，特別感同身受，且更指

示所屬，除了在該公司門市播放反毒影

片外，也要運用該公司 FB粉絲團配合加

強宣導，協助政府，集結所有反毒力量，

把台灣打造成一個無毒的家園。 

     「戰毒紀」反毒影片的內容，包括： 

一、5 支「名人反毒短片」：有知名陣頭   

九天民俗技藝團拍攝【不呷毒 才是王

道】；網路紅人蔡阿嘎拍攝【自嗨不吸

毒】；畢業於臺北大學法學院的新生代

資優演員張鈞甯拍攝了【追求自我、遠

離毒品】；奧運得獎選手曾櫟騁、許淑

淨拍攝【運動健身、毒不近身】；伊林

名模溫昇豪與蔡淑臻拍攝【反毒才是真

時尚】。旨在提供喜愛陣頭文化或網路

世界的青少年以及追求高成就、時尚的

社會人士，各種生活中的良好經驗或榜

樣，以免誤入毒品陷阱。 

二、「再生樹」系列主題影片：分為「女

性」、「青少年」、「宗教」、「家庭

與志工」、「醫療」5個篇章，透過戒毒

過來人、輔導教官、牧師、陪伴志工、

專業醫師，以及戒毒者家屬，現身說法，

讓社會大眾對「女性」、「青少年」二

個重點族群；以及目前國內發展出，對

戒毒者有較高幫助的三個策略「宗教」、

「家庭與志工」與「醫療」，有更正確

以及全面的理解。 

三、反毒創意競賽作品集：集結反毒競

賽「青少年組」、「青年組」、「社會

組」共 21 支得獎作品與總決賽活動剪

輯，讓從事反毒教育宣導工作者有另外

一種更活潑、動態的輔助工具。 

       「戰毒紀」反毒影片光碟，目前

已透過教育部、衛生署、國防部與民

間企業、NGO團體，共 同推廣，未

來，更希望全民可以一起來，共同把

這些片子推展到社會每一個角落，讓

每一個人都能更加理解毒品的傷害，

願意一起站出來「戰毒」。  

費司長玲玲代表致贈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閻俊傑董事長感謝禮品 



 

司法保護關懷方案  

          春節不打烊─「更生之愛  溫情送暖」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於農曆春

節期間，為協助無家可歸、貧困急難及缺

乏旅費無法返鄉的更生人及其家屬，特

別啟動「春節不打烊—『更生之愛 溫情

送暖』幸福專線服務計畫」，對透過「0800

-788595」專線求助及服務電話之更生人

及其家屬，提供緊急安置、急難救助及保

護諮詢等相關服務，避免其因生活面臨

困境，鋌而走險觸犯法律。 

        因應本次農曆春節假期較長，該會

各地分會除先行協調轄區內矯正機關調

查將於春節期間出獄之更生人，如有需

要協助安置、護送返家及醫療服務等情

形者，提前聯繫相關收容安置、醫療及

社福機構，進行前置準備工作，俾其出

獄後能順利返鄉，安心過好年。並於春

節期間安排總會及各地分會專任人員

排班輪值，採機動性出勤，視個案狀況

結合轄內可提供住宿、安置、禦寒衣物、

熱食、車費、急難救助等相關社福機構

資源，共同推動本計畫。 

        該會近年來積極拓展服務層面，除

推動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將服

務對象擴及到更生人的家人外，各地

分會更發揮所長，運用在地資源，推動

更生保護在地化服務創新與活化方

案。本項春節期間服務不打烊計畫，即

是本於「服務及時、關懷無間」的精神

去規劃推動，希望協助所有的更生朋

友及其家人都能歡喜過個平安年。 

圓一個夢〜幸福就在這一刻 

                       —更生人春節關懷活動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中分會副執行秘書  謝淑娟  

圓夢牛排館圓夢牛排館圓夢牛排館圓夢牛排館．．．．溫馨關懷情溫馨關懷情溫馨關懷情溫馨關懷情    

  高風險更生人家庭常因成員關係混亂

或衝突、藥(酒)癮、隔代教養、單親、外配、

失業、負擔家計者出走等危機以致經濟出現

困難，使得家內成員未能溫飽。而清寒高風

險更生人家庭子女或其家屬，要一起至牛排

店享用牛排，均是件遙不可及之夢想。為了

讓他們「圓夢」，於春節前寒冬送暖，更保

臺中分會結合相關單位，邀請清寒高風險更

生人家庭，在平價牛排店辦理「圓一個夢∼幸

福就在這一刻」春節關懷活動。 

「「「「愛心餐券愛心餐券愛心餐券愛心餐券」」」」清寒更生人食物援助清寒更生人食物援助清寒更生人食物援助清寒更生人食物援助    

  更保台中分會自 99 年 7 月起開辦「愛心

餐券‧溫暖您的心」清寒更生人食物援助計

畫，發放貧困更生人家庭免費餐券，憑著此

餐券便可直接逕行至臺中市悟饕池上飯包

共 24 家門市，在領取期限內領取熟食飯包，

即時解決清寒更生保護人暨案家在膳食方

面需求。自開辦以來已發出愛心餐券 1,184

張。由於成效良好，悟饕池上便當潘特助表

示公司非常高興能參與愛心善舉，今後將會

擴大分送，由更生朋友小林全家福代表接

受。 

『『『『更更更更』』』』馨春節馨春節馨春節馨春節‧‧‧‧年菜送溫暖年菜送溫暖年菜送溫暖年菜送溫暖    

  致贈善心人士認捐之年菜禮盒予清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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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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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人家庭。 

暖洋洋關懷服務愛心保暖毯暖洋洋關懷服務愛心保暖毯暖洋洋關懷服務愛心保暖毯暖洋洋關懷服務愛心保暖毯    

  結合璽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捐贈每

件約價值新台幣 3,000 元之防水透氣愛心保

暖毯 2,000 件，歲末寒冬送暖。璽洋公司莊

明澍董事長表示：愛心保暖毯匯聚善心企

業、更保委員、輔導老師、宗教團體滿滿的

愛心，將溫暖清寒更生人心房，陪伴清寒更

生家庭度過每一個寒冬夜晚，感受社會溫

暖。 

「「「「好運旺旺來好運旺旺來好運旺旺來好運旺旺來」」」」    

  臺中更保林委員世卿捐贈鳳梨酥及手

工餅乾，期盼更生朋友在未來的一年，好運

旺旺來！ 

「「「「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致贈更生人小鄧種植之年節應景水果

茂谷柑禮盒予清寒更生人家庭。 

「「「「煥然一新迎新春煥然一新迎新春煥然一新迎新春煥然一新迎新春」」」」    

  結合更生人順哥經營之商行，致贈更生

人洗髮精、沐浴乳、洗碗精日用品組。 

「「「「親親寶貝親親寶貝親親寶貝親親寶貝」」」」愛延伸愛延伸愛延伸愛延伸    

  更保臺中分會為即時幫助高風險更生

人子女助學，開辦「菁莪幼苗」、「培育」、

「青輔」高風險更生人子女助學金，並採「即

時送件」、「即時辦理」，99-101 年計幫助

127 個家庭，252名高風險更生人子女助學。

活動中也頒發助學金壹萬元給就讀神學院

的更生家庭子女小薇，並致贈中途之家的

幼兒尿布及奶粉，分送更生朋友子女元氣

福袋與「好運」紅包，全場孩子笑開懷。 

「「「「我的未來不是夢我的未來不是夢我的未來不是夢我的未來不是夢」」」」演唱會演唱會演唱會演唱會    

  邀請「吉他王子」賴正國先生情義相挺

現場演唱「我的未來不是夢」，賴正國先生

是音爵士樂團的專業人士，也是分會更生

輔導員，對活動一向力挺。當天的音響由王

志超先生贊助，永遠的更保之友林妍如（更

生之歌網路廣播電台台長）也全場主持，現

場熱鬧又溫馨，讓更生家庭成員渡過一生

中難忘之溫馨時刻。 

後記後記後記後記    

  更保臺中分會辦理春節關懷活動，是

以家庭支持為核心，對象設定為清寒高風

險更生家庭，在過程中，發覺家庭支持是

更生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且更生家庭的成

員需要更多的支持與扶助，透過多元資源

協助這些家庭，每年的餐會中更生案家扶

老攜幼共同參與，孩子們高高興興大吃冰

淇淋甜點，大人們臉上滿足的表情，每個

家庭都能勇敢站出來接受幫助，而贊助資

源的各方善心人士也能親眼看到更生家庭

的回饋。有人說能在工作中找到人生價值

的人最幸福，我確信我是幸福的人。  



 

 

基隆地檢署社會勞動歲末暖冬專案基隆地檢署社會勞動歲末暖冬專案基隆地檢署社會勞動歲末暖冬專案基隆地檢署社會勞動歲末暖冬專案，，，，協助轄內弱勢家庭及獨居長者溫馨過年協助轄內弱勢家庭及獨居長者溫馨過年協助轄內弱勢家庭及獨居長者溫馨過年協助轄內弱勢家庭及獨居長者溫馨過年                                                                                                                  

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林佳青觀護人  

       農曆新春將至，為讓轄內弱勢家

庭以及獨居長者有個溫暖舒適的新

年，基隆地檢署與基隆市榮譽觀護人

協進會結合犯罪被害者保護協會基隆

分會、過港社區發展協會共同舉辦名

為「歲末打掃助民 High，散播溫暖散

播愛」的社會勞動公益方案。期望透

過社會勞動人以及替代役男的清潔打

掃，司法保護志工的溫馨慰問，讓這

些常為社會所忽略的邊緣弱勢家庭也

能感受到絲絲暖意。 

       今年是基隆地檢署第 4年舉辦類

似的寒冬送暖活動，共計有 16 名社會

勞動人以及替代役男投入參與，將陸

續協助轄內 5 戶弱勢或高關懷家庭。

基隆地檢署涂檢察長表示，「基隆地

區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人口老化的問

題。年輕的一輩出外打拼，留下孤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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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的老人。農曆年到了，還未必能回家

團圓。參與公益方案的勞動人多具有油

漆、修繕等專長，加上年輕的替代役男

一起投入，為案家帶來過年的氣氛。屋

內外環境經過整理，煥然一新，心情輕

爽了，人自然也就變得更健康。對於這

些觸犯輕罪的勞動人來說，經由服務他

人學習到正向的人際互動，並與社區產

生更緊密的感情聯繫，也是刑罰教化功

能的最佳彰顯。」 

       去(101)年基隆地檢署共有313名社會

勞動人順利完成勞務，合計履行時數為

77,506小時。這些人 除了免受牢獄之

苦，也間接為國家帶來相當約850萬元的

經濟效益。基隆地檢署將持續與轄內機

關(構)合作，推動各項社會勞動專案活

動。  

屏東地檢署 102 年社區生活營暨少年希望飛行成果發表會  

                                                                                                    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夏以玲觀護人  

         屏東地檢署結合屏東縣政府教育

處及凌雲國小共同舉辦社區生活營暨

少年希望飛行成果發表會。典禮在凌

雲國小悠揚的直笛迎賓曲中揭開序

幕，首先由極具環保意識的隘寮國小

變裝電音三太子出場表演，三太子服

裝為學生利用環保素材回收器具所製

成，將環保珍惜地球資源的概念融入

活動中，頗具特色；接著由凌雲國小

表演直笛吹奏，學生利用課餘學習並

展現成果，抑揚頓挫的優美樂聲，讓

參與來賓享受結合藝術與人文的心靈

饗宴；而唐榮國小的花式扯鈴表演則

強調「一鈴在手，樂趣無窮」，讓學

生活出信心、活出自我，在梆笛演奏

下表演螞蟻上樹、空中拋接、纏、

繞、拋、跳、滾等多項招式，讓人嘆

為觀止；泰武國中的森巴鼓則使用源

自巴西專為嘉年華會大遊行的伴奏樂

器，展現出熱情、活潑的真性情，樂

聲奔放震撼人心；最後壓軸是大平國

小的「棒球戰舞」表演，源自於在棒球

比賽開始前自我鼓舞的舞蹈，藉由震撼

的吼聲與動作激勵全隊士氣與自我潛

能，並結合傳統舞獅展現出大平國小棒

球隊的團隊士氣與熱愛棒球的熱情，活

動結束前由德協國小與高朗國小分別表

演榮獲全國比賽佳績的花式扯鈴與獨輪

車表演。 

        程主任文珊親臨致詞時表示，此次

成果展看到學生們在舞台上散發自信，

成就自我理想，正所謂「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每位同學都表現相當優

異，凌雲國小直笛演奏讓人沉醉在餘音

繞樑的樂聲中，而隘寮國小的變裝電音

三太子則看到學生們的創意無限，唐榮

國小的花式扯鈴，展現出學生們的團隊

默契與平日練習的辛苦成果，泰武國中

的森巴舞表演讓我們看到打鼓能帶給人

很大的能量、快樂和鼓勵，希望與會的

來賓也能將此運用到平日的生活之中，

而大平國小的戰舞表演則是對自我的一

種肯定與展現，程主任表示社區生

活營的舉辦讓學生找到學業外的第

二專長或特殊興趣，讓學生們從中

找到自己的才能，獲得自我肯定與

價值感，而針對的參加對象多為弱

勢家庭高關懷學生，提供其學習不

同專長與才藝，也展現了該署公益

關懷弱 勢 學 生 的柔性司法核心價

值。  

上圖：社會勞動人協助清潔打掃。 

下圖：涂檢察長慰問獨居長者。 

大平國小傳統舞獅表演。 



 

臉 書 詐 騙 新 手 法 ， 購 物 社 團 暗 藏 交 易 陷 阱 

該型號相機，最後也落得相同下場。 

        臉書對其平臺上任何社團所發生的

交易行為，並無完善的安全規範，也不擔

保民眾購物的安全性，本月初就曾發生民

眾在「二手機撿便宜」社團購買手機遭到

詐騙之案例，被害人想向該社團尋求協助

時，管理人卻以「不介入物品的交易過程，

即包括運送、付款、退款、瑕疵及擔保及

其他交易事項」為由卸責，請買方自行解

決交易糾紛，但賣方早已逃逸無蹤，被害

人只能自認倒楣，因此，在臉書社團購物

所產生的交易風險相對提高，民眾若非得

在該社團上購物，應該在購買前先行確認

其公司地址及連絡電話等重要資訊，當詢

問問題時，網站管理員有避重就輕，甚至

要求私訊（下）交易的狀況，即應提高警

覺。 

        在一個無法確保交易安全的第三方

平臺上，如果不幸遇到消費糾紛、要求

賠償或退貨都相當麻煩，對方只要簡單

的一個封鎖動作或是將網站關閉，受害

者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他。刑事警察局建

  臉書詐騙不斷推陳出新，從早

期「在嗎？可以幫我收簡訊或是幫我

買遊戲點數」，之後則有要朋友們到

攝影比賽網站投票，藉以欺騙民眾個

人資料的手法，現在詐騙集團相中臉

書購物社團的蓬勃發展，已悄然將魔

掌伸入其中，根據 165 專線統計，本

年 1 月迄今在該管道所發生的詐騙

案件就高達 30 件，請愛好網路購物

的年輕朋友多加留意小心。 

       家住臺南的李姓女大學生日前

於臉書批貨社團，購買時下學生間相

當風靡的「自拍神機」，該社團強調

需大量批貨，才能取得優惠價格，本

身兼職網路拍賣的她心想可以拿來

轉賣，遂以每臺單價新臺幣（以下同）

19,000元的價格購買 19臺相機，匯款

36 萬 1,000元給該社團管理人，過了

許久卻沒有收到商品，對方還失去聯

絡，求償無門。無獨有偶，住在新竹

的林姓女大學生本月也與朋友共同

集資了 27萬 2,000元，準備大量購買

議民眾從事網路購物行為時，能選

擇保障消費者權益的購物平臺，並

且找「良好評價」或有實體店面的

商家才較有保障；購買貴重物品最

好直接去店面購買，也可以找人陪

同見面交易，當場檢查貨品，降低

交易風險。如果民眾對於臉書詐騙

手法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165反

詐騙諮詢專線詢問。 (摘錄自內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反詐騙宣導網

站) 

詐 騙 新 手 法  

訊息快遞—法務部結合內政部警察廣播電臺辦理「掃 K大執法、戰毒總動 

員」全民廣播徵件活動 

         K他命濫用漸趨嚴動，政府

為維護國人，尤其是青少年朋友

的健康，避免毒品殘害國家未來

的希望，已宣示全力掃蕩並加強

宣導K他命毒害。 而許多年輕朋

友遭受藥頭或不良同儕誤導，以

為吸食K他命不會有罪，也不會影

響身體健康，致使K他命在青少年

族群中嚴重氾濫，事實上吸食K他

命已漸進式地造成腦部智力、膀

胱萎縮等永久性的身體傷害，因

此絕對不可輕忽K他命的危害。 

       法務部特別結內政部警察廣

播電臺，以「掃K大執法、戰毒總

動員」為主軸，辦理廣播帶徵選

活動，宣導目的除了對藥頭及幫

派份子精神喊話，希望他們不要

把自己的財富，建立在危害他人健康上，

並正告藥頭及幫派份子將成為被掃蕩的對

象，勢必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另外也希望

告訴青少年族群，「拉K一時，尿布一

世」，不要因一時的快感，而悔不當初。 

        活動徵件期間自102年3月1日至同年5

月1日止，預計錄取前三名及佳作4名，第

一名獎金高達新臺幣2萬5千元，有意參加

者，可將廣播腳本及成品帶之光碟格式寄

(送)警廣節目課收。 

          活動辦法請上警廣及法務部網站查

詢，竭誠歡迎各界廣播好手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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