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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有鑑於本署位於離島地區，受限於地理位置、生活機能和交通條件，因
此資源較本島地區較為不足，如何有效運用並整合離島地區政府及社會
資源有效推動司法保護業務，深化司法保護效能，並加強與各單位溝
通，凝聚共識，值得探討與深究。

貳、 現況
本署司法保護工作係以地檢署為主軸，結合金門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金門分會等
民間單位與其他政府機關的力量和資源規劃整體司法保護政策，使司法
保護工作提供既廣且深的服務，以下說明之：
一、 民間單位
（一） 金門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金門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目前共有 15 位榮譽觀護人，自民
國 77 年成立以來，長期協助輔導、訪查觀護個案，配合觀
護業務之推展外，對地檢署辦理的各項活動，如：法治教
育、犯罪預防、反毒、反賄選等宣導業務亦積極參加，為
地檢署提供了許多人力、資源上的協助。
（二） 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
福建更生保護會於 78 年 11 月 11 日成立，辦理更生保護事
業，提供更生人服務如下：1.直接保護：以教導、感化或
技藝訓練之方式行之。其衰老、疾病或殘廢者，送由救濟
或醫療機構安置或治療；2.間接保護：以輔導就業、就學
或其他適當方式行之；3.暫時保護：以資送回籍或其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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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或予以小額貸款或其他適當方式行之。另與本署共同
辦理入監關懷、志工培訓等活動。
（三）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金門分會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於民國 87 年 10 月 1 日施行，法務部會
同內政部於 88 年 1 月 29 日起依法成立財團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並於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設立辦事處，後於民國 92
年 12 月 1 日辦事處改制為分會，服務的對象為因犯罪被害
而死亡之遺屬、受重傷者及性侵害被害人，提供：1.安置
收容；2.醫療服務；3.法律服務；4.申請補償；5.社會救
助；6.調查協助；7.安全保護；8.心理輔導；9.生活重建；
10.信託管理；11.緊急資助；12.出具保證書；13.訪視慰
問；14.查詢諮商；15.其他等服務。另與本署共同辦理社
區生活營、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及各項關懷活動。
（四） 其他民間單位
1. 金門縣私立晨光教養家園：於民國 90 年成立，創辦人
為施美珠園長，提供金門地區之心智障礙者及其家庭妥
善之照顧及服務，為本署司法保護據點及社會勞動、義
務勞務執行機構，長期以來協助本署執行觀護相關業
務。
2.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金門分會：為本署司法保護據
點，提 供 金門地 區弱勢 民眾法 律諮詢、 協 助訴 訟、
調 解法律 糾紛等 。
二、 其他政府機關
（一） 金 門縣毒 品危害 防制中 心： 為 本署司法 保護據 點， 提
供 本署毒 品個案 、藥癮 者及其 家屬諮詢 管道 ； 另亦有
針 對毒品 進行一 、二、 三級預 防宣導。
（二） 金門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協助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犯罪加害人追蹤輔導之轉介。
（三） 金門縣政府衛生處：協助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
心治療處遇計畫安排、毒癮愛滋個案列管與追蹤其就醫及
服藥情形。
（四） 金 門就業 服務站 ：為本 署司法 保護據點 ， 提供 一般民
眾 、觀護 個案及 其家屬 以及其 他弱勢族 群等職 業訓
練 、就業 輔導等 資源諮 詢管道 。
（五） 金 門救國 團：為 本署司 法保護 據點， 提 供一般 民眾終
身 學習、 休閒輔 導等諮 詢管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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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金 門縣校 外會：為本 署司法 保護據 點，提供 校園法 治、
反 毒、反 霸凌等 教育宣 導及學 生校外生 活事務 之協助
與 輔導等，與本 署共同 辦理校 園「反毒 宣講團 」活 動 。
（七） 警察機關：為本署社會勞動及義務勞務執行機構，協助本
署觀護核心個案社區複數監督查訪、暑期少年兒童犯罪預
防相關業務及活動。

參、 策進
本署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下推動整體司法保護業務，實屬不易，須向外
界尋求社會的力量，有效運用社會資源輔助，並針對現有的資源加強連
結及利用，以下針對本署原有之資源及其他可再延伸的其他外界資源提
出策進建議如下：
一、 犯罪被害補償金發放要件檢討
目前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之對象，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4 條，
為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及性侵害犯罪行為
被害人。另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10 條，凡是被害人對其被害有
可歸責事由者，或是斟酌被害人或其遺屬與犯罪行為人之關係及
其他情事，依一般社會觀念，認為支付補償金有失妥當者，則得
不補償被害人的損失之全部或一部。又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11
條，已受有社會保險、損害賠償給付或因犯罪行為被害依其他法
律規定得受之金錢給付，應自犯罪被害補償金中減除之。而金門
地區社會福利制度完善，每當犯罪被害（意外）事故發生，縣政
府社會處所提供之急難救助，每件最高可獲得新台幣 50 萬元之救
助金，在扣除相關社會福利後，犯罪被害補償金發放績效不彰，
也與人民的期待有所落差，而實務上也有針對是否應刪除犯罪被
害人保護法第 11 條檢討的聲音。然可藉由落實訪視慰問，主動探
索服務需求，以現有人力物力資源，發揮司法保護功能。
二、 提昇志工專業知能
本署志工年齡均偏高，以榮譽觀護人為例：2013 年金門地區現有
之榮譽觀護人共計 15 名，其中 3 名為女性，12 名為男性，年齡皆
在 50 歲以上（50~59 歲榮觀計 5 名，60~69 歲榮觀計 8 名，70 歲
以上榮觀計 2 名）
，為有效提升司法保護業務之運作，志工資源需
注入新血，除熱心公益外，增加具有專業（就學、就醫、就養、
輔導）背景等專業人士，並透過年度教育訓練來充實志工對司法
保護業務之瞭解與素養，使其能發揮深度輔導個案之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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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 區結合共同預防犯罪
係指警區、校區及社區 3 區結合共同預防犯罪，目前本署針對警
區部份，結合金門縣警察局少年隊辦理暑期兒童少年犯罪預防活
動；針對校區部份結合金門校外會辦理校園「反毒宣講團」由本
署之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書記官及觀護人進入校園進行反毒宣
導；針對社區部份則是往後可努力的方向，可與各鄉鎮公所或社
區發展協會結合辦理，於居民集會活動時間進行相關法令及政策
之宣導或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另可將修復式司法概念應用於排解
居民間的糾紛，以修復居民間的感情及損害，藉此減少興訟所需
耗費之資源及所傷的情感。
四、 司法保護據點落實於鄉鎮
本地居民多以同姓宗親成一聚落，鄰里村落間的凝聚力強，利用
此宗族特性，深化司法保護功能至各鄉鎮聚落，可與各鄉鎮公所
或社區發展協會合作成立司法保護據點，結合了解當地村里民生
活情形的村 里 長 與村里 幹事，針對在地居民之特性及需求利用當
地人力、物力等資源，例如：社會急難救助、福利服務、心理關
懷支持、政令宣導、組織地方巡守隊、志工隊等，來即時提供司
法保護服務，以求達到區域分工、當地資源利用的最大效益。
五、 提升心理輔導資源
金門因地處離島，資源獲得不易，在專業人力資源上，常處於不
足之情況，在心理輔導資源上亦突顯出離島地區之弱勢，目前針
對家庭暴力犯罪加害人之認知處遇計畫及性侵害犯罪加害人之身
心治療輔導教育課程，僅由金門醫院的兩位社工及一位心理師負
責辦理，建議可外聘台灣專業人員來金門支援處遇計畫，或是使
用電話輔導、網路輔導等不受地理位置限制之新型輔導方式，另
金門大學亦於今年成立社會工作學系，未來所針對金門離島特色
所培養出來的專業輔導人才，對於提供本地心理輔導資源也有很
大的助益。

肆、 結論與展望
司法保護政策之推行有賴各種專業及各界的資源共同齊心協力來完成，
而受限於離島地區的資源相較於本島來得貧乏，如何加強有限資源間的
連結及流通，開發及引進新資源便相形重要，展望未來，期能在各公、
私部門與民眾的共同努力之下，發展及落實符合在地案件特性、民情風
俗及多元化的司法保護業務。
（作者為金門地檢署書記官長孫國粹、觀護
人王怡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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