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筱筑、陳佩琳

貳、近五年犯罪被害類別分析
根據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
澎湖分會 ( 下稱犯保澎湖分會 ) 統計資料顯
示，自民國 97 年起至 102 年 08 月止，共開
案 124 件，服務 231 人。犯罪類別涵蓋他殺、
職災、家庭暴力等十大項，其中以車禍案件
數最多，殺人案件次之。

壹、前言
近幾年來，由於網路科技發達，酒駕肇
事、職業災害及殺人等犯罪被害案件發生
後，透過媒體及網路的傳播途徑，使得民眾
對於犯罪被害人 ( 下稱馨生人 ) 的權益逐漸
重視，犯罪被害服務領域也朝向專業化發

（數據區間：97 年 01 月至 102 年 08 月）

參、澎湖地區推動犯罪被害人
保護工作所面臨的問題

2013

年離島地區司法保護業務研討會論文集

壹、 前 言
貳、 近五年犯罪被害類別分析
參、 澎湖地區推動犯罪被害人保護工
作所面臨的問題
一、犯罪被害人被動接受服務
二、人力資源缺乏
三、機構定位不明確
四、法規與傳統的矛盾
五、專任人員專業能力提升受限
六、團體工作推動不易
肆、 方案設計參考
一、案源開發
二、特殊方案設計
伍、 結 語

玖、當 期 企 劃 ：

澎湖地區

澎湖地區犯罪被害人服務推動困境之探討

一、犯罪被害人被動接受服務

展。但澎湖地處偏遠，資源相對缺乏，民眾

由於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於民

普遍對犯罪被害保護工作認識不足，囿於有

國 88 年設立迄今僅 14 年，相對其他社會福

限的資源及離島特殊環境，該如何提供因地

利機構及公益團體，仍有多數社會大眾不清

制宜的服務，係為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

楚「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的存在，

協會臺灣澎湖分會未來持續努力的目標。

加上離島資源缺乏，民眾遭遇犯罪被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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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知該如何尋求資源，或是將前往訪視

不甚滿意時，部份馨生人便將訴訟不滿

的犯保澎湖分會工作人員誤認為是詐騙集

情緒轉嫁至接觸較頻繁的犯保澎湖分

團，因而延宕服務的時效性。

會，即便前期已與犯罪被害人建立專業

二、人力資源缺乏

關係，也會因此產生某種程度上的不信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各分會目
前主要編制 2 名專職人員，工作內容除了提
供馨生人訪視慰問等十五項保護項目 ( 詳附
表一 )，另涵蓋行政工作、人事管理及方案
執行等 ... 專職人員等同兼負人事、收發、採
購、內外勤部門之工作，在人力不足、工作
量遽增且專業服務無法發揮之情況下，部份
分會出現專職人員陸續出走現象。因而輔助
人力 - 專案人員或保護志工之重要性提高，
然而澎湖地區募款不易，無法以捐助款另聘
專案人員，又因城鄉文化差距，保護志工招
募困難，即使好不容易招募到保護志工，也
經常因保護志工同時身兼數個社福機構 ( 公
益團體 ) 之志工身份，無法長期投入犯保澎
湖分會，造成犯保澎湖分會業務推動上出現
斷層。

任感。
（二）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成立初
期，為使社會大眾深入瞭解機構及其服
務，結合公家機關及社福團體，致力於
宣導工作。近幾年因應犯罪被害人福利
發展趨勢，自民國 98 年起，財團法人犯
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新進專職人員之聘用
以社會工作學系、心理學系及法律系等
相關科系為限，逐漸發展犯罪被害人服
務專業領域，以犯罪被害人保護為主要
範疇，然而目前仍有少數分會處於過渡
期，承攬額外業務工作，長期固定性執
行宣導活動或服務非馨生人領域，無法
避免同地區的馨生人對於犯保協會存在
質疑及批評，且面對人力不足，相較定
位明確的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臺灣世界展望會等社福機構，
使得犯保澎湖分會在定位不明確的服務
領域上備感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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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規與傳統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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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澎湖地區馨生人仍保有傳統居民特
質， 重 視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情 感 及 家 族 觀
念，雖然接受犯保澎湖分會進入案家提
（附表一、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主

供服務，但遇有法律訴訟、調解等問題

要服務項目，除此之外另配合法務部政策指

時，仍習慣尋求鄰里地方人士或政治人

示規劃特殊關懷專案。）

物協助。透過「人脈」及「社經地位」

三、機構定位不明確

的介入，尋求解決之道，仍是多數馨生

（一）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各分會
辦公室均設立於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此
規劃利於結合地檢署辦理保護業務，提
高民眾信任度；但也因設立於地檢署內，
部份馨生人間接對被害案件訴訟有所期
待，而當訴訟過程不如預期、判決結果

人認為較放心的方式。
對於此部份，若能順利修復兩造關
係，並達成和解共識 ... 為本分會樂見其
成之結果；倘若談判破裂、加害人日後
未依約履行應盡責任，屆時再重新提出
法律協助，則會延宕法律訴訟時效。

（二）在澎湖地區，即使瞭解道路交通安全
周邊道路，有著澎湖居民長期行駛之既

肆、方案設計參考

定模式，此模式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有

一、案源開發

所抵觸，因此若在上述道路因違規發生

澎湖縣人口居住數少，資源貧乏，因而

車禍案件，馨生人對於採道路優先權判

案源的掌握及開發相對重要，下列為犯保澎

定責任歸屬，通常無法接受，會認為司

湖分會案源開發四大管道：

法無情，不講求「情、理、法」。

( 一 ) 主動保護 - 縣內犯罪被害死亡案件

五、專任人員專業能力提升受限

當澎湖縣發生死亡相驗案件時，澎湖
地檢署法警室即主動提供「相驗案件初步

服務對象亦具眾多類別，儘管分會專任人員

調查報告暨報驗書」影本予犯保澎湖分

各自具備社會工作、法律、心理等相關科系

會，由犯保澎湖分會進行審查，評估是否

之學識背景，然而，犯保工作內容繁雜、工

為犯罪被害案件，以利即時開案，犯保澎

作量龐大，加上近年來犯罪被害類別越趨多

湖分會對犯罪被害死亡案件之掌握率高達

元、受保護對象涵蓋範圍逐年增加，專任人

100%。

員若僅具備上開其中一種學識背景的專業知
識，恐不足以負荷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

( 二 ) 通知保護 - 其他案件
1. 在外地犯罪被害死亡案件或遇有重傷案

澎湖縣地理位置及交通易達性問題，實

件，澎湖地檢署分案室接獲被害案件

足影響本分會各方面的發展，專任人員年度

後，即通知犯保澎湖分會，進行接案評

差旅費預算受限制，赴台參與犯罪被害人保

估。

護工作及其他專業領域的訓練不易，僅能挑

2. 定期拜會澎湖縣政府警察局交通隊、澎

選部份場次參與，於此相較於臺灣本島的分

湖縣二大醫院社服室 ( 三軍總醫院澎湖

會專任人員，本分會在提升專任人員專業知

分院及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 等，請其

識與教育訓練的機會相對較低。

提供相關資訊予疑似重傷民眾，以便至

六、團體工作推動不易

犯保澎湖分會尋求協助。

澎湖地區就業環境不佳，許多居民仰賴
夏季從事觀光或漁業工作，

3. 與澎湖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澎湖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婦幼科、澎湖縣

冬季東北季風強大，則選擇在家待業或

家暴事件服務處等建立連繫管道，遇有

至臺灣本島工作，已逐漸發展為既有生活模

犯罪被害案件時，主動轉介至犯保澎湖

式，因此本分會馨生人偏好短期或是兼差性

分會。

質的工作；連帶本分會規劃的技藝訓練課程，

( 三 ) 查訪保護

雖然馨生人有興趣參與，但開辦後，馨生人
缺席率高，終究「虎頭蛇尾」結束。
在團體心理輔導部份，本分會案件數量
普通，但被害類別多元、被害年限不同，尤

2013

年離島地區司法保護業務研討會論文集

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服務項目多元化，

玖、當 期 企 劃 ：

規則，但對於鄉間小巷或是傳統市場等

體工作實屬困難。

澎湖縣共有澎湖時報及澎湖日報二家報
社，犯保澎湖分會訂閱二家報社報紙，以利
掌握被害案件之新聞，主動查訪保護。

( 四 ) 自請保護

其馨生人排斥心理輔導等專業力量進入案

於辦理相關宣導活動或其他適當場合

家 ... 要凝聚共同目標及性質的團體，推動團

時，犯保澎湖分會即主動宣導服務宗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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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發宣導文宣，使社會大眾知悉本會服務
項目，遇犯罪被害案件發生能尋求正確管
道。

2、進行方式
(1) 感恩心聲錄製：母親節活動前夕，
與未成年馨生人私下訪談親子相處情
形，促使其能透過錄影方式表達對母
親的感謝；由於犯保澎湖分會專任人
員平日訪視慰問係以家族服務為基
礎，因此未成年馨生人能在自然、不
刻意的情形下，真誠的表達內心對母
親的感謝，並在事後由專任人員將影
片後製成感恩影集。
(2) 感恩影集播放：邀請因犯罪被害喪
偶的馨生人前來參加母親節關懷活
動，並於活動中播放子女現身表達感
謝的畫面。
3、方案設計概念
經犯保澎湖分會專任人員從事個案工
作四年以來，觀察澎湖地區民風純樸，家

二、特殊方案設計
澎湖地處離島，地狹人少，缺乏資源，
加上多數民眾彼此熟悉，排斥心理師等專業
力量進入案家，因而犯保澎湖分會規劃活動
時，有別於臺灣本島其他分會，增加「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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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宜」、「量身訂作」的考量，以下提供犯
保澎湖分會 100 年度『馨愛媽咪』母親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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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活動方案計畫。

( 一 ) 特殊方案範例
100 年度『馨愛媽咪』母親節關懷活動
1、計畫目標
(1) 為使母親節更具意義，促使馨生人
能將平日不易說出來的感情，以各種
方式表達給母親或家人，感謝她們的
辛勞，並讓母親或家人能擁有「天天
都在過母親節」的喜悅。
(2) 延續常年推動的感恩活動，讓服務
對象學習感恩的心，體貼母親的辛
勞，落實品德教育，進而增進家庭互
助的感情、彼此互相鼓勵支持。

族成員彼此情感緊密，卻不輕易真實地表
達關心與感謝，缺乏口語化互動，致使多
數馨生人不清楚孩子的想法，對於犯罪被
害喪偶，無法給予孩子一個完整的家庭，
內心始終感到遺憾 ...
本方案設計主要幫助未成年馨生人發
掘其內在感受，在案家遭受犯罪被害案件
後，面對獨力撫養自己的母親，能將平日
不曾說出的感謝，透過鏡頭真誠地回饋，
間接拉近彼此間的關係。

( 二 ) 延伸個案故事分享，引起社會共鳴
澎湖地區共有二間地方報社，係為澎
湖居民獲得地方資訊來源，因此犯保澎湖
分會不定期投稿分享個案工作心得或紀錄，
採淺顯易懂的敘述手法，刻劃馨生人生活
縮影，藉此喚起社會共鳴，進而支持犯罪
被害服務工作。

龍在家，而阿慧恰好外出。「何不直接聯
我撥打電話給在家的小龍，聽到媽媽想參
加母親節活動，小龍立即說：「我可以啊 !
小筑阿姨您來啊 ! 我等您 ...」；為了讓媽
媽參加母親節活動，小龍二話不說的答
應，也讓我帶著 V8 和期待，騎車到鄉下，
一路上我擔心小龍看到 V8 會害羞而拒錄，
擔心小龍因為不知道寫什麼而不寫卡片，
其實我更擔心他會放我鴿子 ...
但這一趟小龍錄音之行，證明了我和
三年級，但他面對鏡頭，一鏡到底，一字
一句地說出：
「謝謝媽媽多年的照顧，讓我能讀
1. 投稿文章主題：買間大房子給您住 ( 上 )
「馨愛媽咪」母親節活動，我們在活
動前夕先行邀請小朋友手寫卡片，並錄製
感恩心聲，於活動當天再邀請母親前來享
用蛋糕，同時欣賞她們的孩子錄下的感恩
影片；這樣性質的活動，需要母子間的配
合，也考驗著親子間的默契。
活動前夕，我們邀請了十幾位犯保澎
湖分會的單親媽媽，其中有個媽媽阿慧，
她表示想參加活動，但當她知道需要兒
子 - 小龍 ( 就讀小學三年級 ) 的配合，她
婉轉的說：「我覺得小龍不會錄影或寫卡
片，他只想在家玩電腦，我還是不要去好
了 ...」聽在我的耳裡，覺得很心疼。小龍
的爸爸因車禍過世，肇事的加害人至今不

書，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我要謝謝您的養
育之恩，以後我一定會報答您 ! 而且您工
作很辛苦，請不要勞累過度，我會很 .. 會
很心痛 .. 以後我會好好照顧您，買間大房
子給您住讓您不用這麼辛苦，謝謝您 ..」
掌鏡的我 .. 忍不住落淚了，小龍的話，
就像畫面般，把父親車禍被害後，和母親
相依為命的生活，真實呈現在眼前；和小
龍約定不讓媽媽阿慧知道拍攝的過程，並
請小龍協助邀請媽媽參加母親節活動。回
程我再度揹著 V8，沿路因這段母子情而
感動，感覺這台攝影機也因這段真心感恩
的錄影，變得珍貴，也期待阿慧看到這段
錄影片段。( 待續 )
2. 投稿文章主題：買間大房子給您住 ( 下 )

詳，留下當時未滿 23 歲的阿慧帶著襁褓

母親節活動當天，阿慧帶著忐忑不安

中的小龍投靠娘家，這些年來，阿慧四處

的心情來到澎湖地檢署參加活動，和其他

打零工撫養小龍，除了負擔經濟壓力、照

媽媽坐在一起，神色有些緊張，我湊到她

顧小龍，還要母代父職，兼顧父親的角色。

身旁問她：「小龍有沒有跟妳說什麼 ?」，

可想而知，阿慧對這個母親節活動的

阿慧緊張地說：「就是他叫我來的，我問

期待，於是利用假日我再度邀請阿慧，雖

他為什麼？他只說我來就知道了，還叫我

然阿慧仍不想勉強小龍，我卻因此得知小

不要問太多，害我有些緊張 ...」，果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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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慧的擔心都是多餘的，小龍雖然才小學

玖、當 期 企 劃 ：

絡小龍呢 ?」，這個念頭閃過腦海，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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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為了給媽媽阿慧一個驚喜，遵守了我和

親節前夕，聽到小龍的感恩告白，這個母

他的約定，阿慧則因為不知道小龍已經錄

親節讓她好感動好窩心。其實我要謝謝的

好對她的感恩影片，看著其他媽媽陸續就

人是阿慧妳，感謝妳對小龍的付出，先生

座，活動即將開始，心裡充滿期待和緊張。

車禍被害死亡，至今肇事者不明，而妳對

開幕典禮過後，現場燈光轉暗，投影

小龍，母代父職，默默地付出妳的青春歲

片上陸續出現孩子們的感恩影片，而阿慧

月，讓我們感受到母愛的偉大，謹獻上我

期待的孩子在此時，也出現在投影片上，

們最大的祝福，祝妳母親節快樂 !

小龍對著鏡頭說道：「謝謝媽媽多年的照
顧，讓我能讀書，我要謝謝您的養育之恩，
以後我一定會報答您，而且您工作很辛

雖然澎湖地處離島，資源不足，尚有許

苦，請不要勞累過度，我會很心痛，以後

多困境需要突破，但我們不會因為犯保澎湖

我會好好照顧您，買間大房子給您住，讓

分會是小分會而氣餒！感謝歷任榮譽主任委

您不用這麼辛苦，謝謝您 ...」

員及主任委員對於犯保澎湖分會的支持，尊

隨著小龍的影音出現在影片上，阿慧

重跨領域的社會工作服務，使我們能在犯罪

忍不住跟著落淚，小學三年級的小龍對媽

被害服務領域中，堅持「小而美」、「量身

媽阿慧的感恩告白，如同先生車禍被害

訂作」的服務精神。

後，獨自撫養小龍的辛勞，這麼多年的付

犯保澎湖分會每一件犯罪被害案件，都

出，在此時都有了回饋，身為母親的阿慧，

是由專任人員親自深入案家，提供個別精緻

從未聽到小龍這樣親口對她表示感謝，有

化服務，期待未來繼續努力，使犯罪被害人

著堅強剛毅個性的阿慧，也止不住感動的

有力量迎向美好未來 !

淚水。
活動結束後，阿慧謝謝我大老遠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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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鄉下，幫小龍錄製感恩影片，讓她能在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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