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年農曆春節前夕，甫接任財團法人犯

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 ( 以下簡稱

犯保高雄分會 ) 主任委員這個無給職的社會

公義職位。重點除了在結合社會資源，召集

一群願意奉獻心力執行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

的社會賢達人士，以及佛心願意出錢贊助保

護工作，協助被害人及其家屬重建生活的善

心人士，更號召大伙兒一起加入犯保高雄分

會，貢獻身為社會一份子的心力，促使公平

正義與司法保護關懷的工作，更加落實在社

會每一個角落。

　　組成了新的工作團隊之後，才真正開始

親身接觸犯罪被害家庭的服務工作。

　　鳳山羅家一場大火，奪走了七屍八命，

羅老先生瞬間失去了三個女兒和五個孫子。

原本歡歡喜喜回娘家過年的女兒因此命喪九

泉，這個突來的意外叫羅老先生夫婦倆如何

承受得起？犯保高雄分會在確認本案屬人為

過失所造成的犯罪被害之後，在初訪瞭解案

家現況與需求後，分會隨即邀請高雄地方法

院檢察署蔡瑞宗檢察長和林順來書記官長，

以及分會名譽主任委員劉明泰、常務委員鍾

一路相伴的溫馨陪同 
被害家庭重建新生活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
	 	 	 	 	 	 	 				 	 				主任委員		劉振芳

劉主委探訪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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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蔡檢察長訪視被害人 (鳳山火災 )

文通、志工隊長陳俊廷等一行人帶著緊急資助

金前往慰問羅家。

　　本案因為嚴重的傷亡，引起社會的關注，

鳳山區五福里里長王劉煌主動發起善心人士樂

捐，希望幫助一場大火造成的五個破碎家庭可

以儘快處理好殯葬後事。才上任就遇到這樣的

慘案，面對一棟大火燒毀的透天房子、五個破

碎待協助的家庭，一段不知如何協助的漫長法

律程序，犯保分會究竟該如何提供協助，才能

幫助這些家庭生活重建？原本在賣早餐的店面

現在一片狼藉，收入頓時失去著落，也許，在

漫長的訴訟過程中，先把住處重新整修、恢復

早餐店的經營應該優先處理吧！而在五個家庭

中身居大家長的羅先生、羅太太，又該如何才

能療傷止痛？傷亡的都是他們至愛的女兒與孫

子呀！畢竟長時間借住親戚家總不是辦法，

回復棲身之處、開始有穩定收入後，生活才

有可能重新開始吧！

被害人保護協會服務項目有十四項：

一、安置收容；二、醫療服務；三、法律協助；

四、申請補償；五、社會救助；六、調查協助；

七、安全保護；八、心理輔導；九、生活重建；

十、信託管理；十一、緊急資助；十二、出

具保證書；十三、訪視慰問；十四、查詢諮商。

　　綜觀十四項服務，被害人及家屬已因為

本次意外火燒事件導致居無定所，符合安置

收容、急需緊急安排收容處，以供恢復日常

生活所需之條件，但家屬暫時居住在親友家，

因為臨近原有住處，有地利熟悉之便，因此，

暫時不需安置或轉介他處。



　　急需的殯葬費用，已由里長協助募集社

會捐款支應，短期內尚得以支應，基於資源

不重疊，將社會資源有效利用，分會在訪視

關懷後，除提供緊急資助金暫時應急，減緩

生活的困窘外，開始著手動員工作人員與志

工們，全力投入法律協助的範疇。

　　首先，被害人家屬符合犯罪被害補償金

申請要件，除了和被害家庭委任的律師溝通

申請作業流程外，也開始提供本分會法律諮

詢服務，工作人員與志工們不斷走訪於案家

與法院之間，一次又一次的調解安排被害人

遺屬的衆多意見，身為大家長的羅先生忍痛

協調，對於任何一位遺屬來說，不管最後的

理賠金額到底有多少，失去的家人卻永遠再

也回不來了。最痛苦的是八條人命如何能計

算得出一個合理的賠償金額？即使用法院的

相關判決來參考，又即使獲得了民事的勝訴

判決，天價的賠償金額又如何能讓被告理賠

得了？如果長時間的法律訴訟程序攻防，只

能得到一份白紙黑字的判決確定證明書，那

麼失去家人的痛苦與長時間訴訟的煎熬，五

個家庭生活的重建將變得遙遙無期。無價的

生命與現實環境的考量，勢必也會讓家屬相

當痛苦難熬吧！而這樣陪伴的過程當中，分

會只能儘量給予情緒支持、協助釐清現況，

讓家屬去衡量，作人生最難的抉擇。

　　中秋節前夕再到案發現場與羅先生碰面，

火災現場仍是一片廢墟，本分會名譽主任委

劉主委探訪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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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法務部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有功人士及團體大會

員劉明泰先生提議協助進行修繕，並且願意

幫助他們在原址讓早餐店的生意重新開張經

營，但羅先生無奈地表示，回去與不回去都

是掙扎，房屋的毀損相當慘重，請人加以整

建維護的想法，經專家估價也要花費數百萬

元，羅先生表示整修與否尚在考慮當中。我

想，回家是每個人找回記憶最快的方法，回

去居住多年的老房子是每個人都會有的意念，

但如果回家是居住在失去這麼多親密家人的

老宅，回去勢必勾起傷痛，那麼居住起來也

會感到憂傷吧！回去與不回去變成兩個老人

家內心痛苦的掙扎。

　　本案在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犯罪被害補

償金審議委員會快速的審理協助下，決定給



予相當金額的補償，以協助被害家庭渡過生

活的難關。而經過六次的調解與開庭的陪同，

半年時間過去了，在雙方律師的協調與專業

的建議下，考量在不破壞與隔壁鄰居多年的

情感，修復彼此的關係，也為了讓日子有機

會重新開始，在案發七個月後，羅先生忍痛

與鄰居及飲料攤簽下和解。

　　以傷亡如此嚴重的案件來說，與其進行

訴訟及天價的求償，在日積月累的傷痛中渡

日、熬過漫漫無止盡的訴訟過程，到最後仍

很可能只能拿到一個難以實現的民事損害賠

償判決書，遲來又無法實現的正義，也難以

彌補被害人五個家庭的傷痛。案件走到這個

地步，羅先生選擇放棄對他個人較為優渥的

補償金領取，以理性、平和的民事和解，去

滿足其他四個家庭的需求為優先，內心傷痛

的放下也許並不容易，但羅先生的寬容與厚

道，卻是讓這五個家庭可以早日恢復正常生

活的一個契機，對於羅先生這樣忍痛卻明智

的抉擇，讓在場參與簽署和解書的工作人員

感到十分感嘆又敬佩！

　　2014 年農曆春節的前夕，案發已將近一

年。再次電話關懷羅先生生活近況，得知羅

太太到親友家幫忙年節應景食品，生活忙碌

得不可開交，日子又變得充實起來了。而他

們一家人也決定至另地重新生活，將原有的

透天厝賣掉後，重新到前鎮區購屋居住，希

望在離開原有已被燒毀殆盡的住居所，但沒

有離開原有生活圈的範疇下重新開始。

　　對我們來說，日復一日的忙碌，日子總

是飛快地流逝，但對被害家屬而言，人生裡

應該再也沒有比這一年更難熬的了吧！幸好

一家之主的羅先生勇敢地承擔起所有繁複的

程序，總是默默地與生命妥協、奮鬥，並且

善盡自己的責任。終於，未來的日子萌出一

現生機，對於出售原有屋舍，想必他們也有

本署社勞活動暨司法保護公益關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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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的不捨，但有限度的切割，或許也有助

於人生的重新開始，有機會重新建構人生未

來的希望。期待異地重生的這一家人，仍然

可以有很多人繼續給予他們支持，未來這一

家人的人生道路從此可以安穩地走下去，祝

福他們！

　　雖然因為不幸的事件才結識到這一個家

庭，但對於能有這樣的結局，還是令人感到

欣慰！而這樣長時間一路溫馨相伴的陪同工

作，是由高雄分會整個團隊，付出全心全力

努力實踐的結果。在本分會第一至第三屆劉

明泰主任委員的帶領下，分會近幾年來的保

護工作績效向來名列前茅，深耕保護工作的

成果，終於在 102 年度的司法保護評鑑當中

勇奪全國第一名。未來希望在團隊的同心協

力下，能夠繼續保持佳績，為被害家庭提供

更好的服務。

寒冬送暖活動



　　不起眼的麵糰經過揉捏、加溫烘焙後，

散發誘人的香氣，阿俊在臺灣更生保護會高

雄分會的安置處所—展夢家園中習得了烘焙

手藝，現在更以此為目標，希望未來也能給

予人們暖意與柔情。

　　曾經多次進出監所，卻不敢許下明日的

希望，流浪在十字路口，卻不曉得人生的方

向；因為自卑害怕被嘲笑，只好一直武裝自

己。現在站在這展夢的起點，路就在前方，

他已出發。

　　更生保護業務依更生保護法之規定，及

在法務部政策指導及監督之下，如關懷訪視、

成立安置處所辦理更生人收容、提供就業輔

導、就學、就醫協助、急難救助、創業貸款、

協辦戶口、護送返家、資助旅費、車資、慰

問金、更生人助學金等項目，範圍所涵甚廣。

為銜接矯正機構與社區中之更生保護，更生

保護會亦提前進入監所，結合政府及民間相

關單位，辦理收容人個別 ( 團體 ) 輔導、就

業宣導、關懷活動、協助監所技訓及教化，

調查收容人出監（所）後之更生保護需求，

提前建立與收容人之輔導關係，進而依其需

求供給更生保護服務。然而社經情勢快速變

遷，更生保護會也陸續新開辦各項更生保護

措施，像是將服務由個人擴及到家人、以及

一連串的就業輔導措施和貸款配套方案，無

不希望更生人能儘速回歸社會，適應新生活。

　　為積極協助有就業能力及就業意願且暫

時收容於更生保護會安置輔導處所之更生人

離開機構後能儘速謀得一份工作，特規劃於

本分會管理之其中兩處中途之家推動「築光、

展夢、傳希望—麵食烘焙職能訓練班」及「巧

手、晨曦、展技藝—烘焙點心技訓班」，由

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連結高雄

麵糰軟香 更生暖心

	 	 	 	 	 	 							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	副主任吳珮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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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高雄市糕餅工會

等相關公部門與民間資源，經過事前完善的評

估、妥適規劃到技訓方案的推動及結訓後的追

蹤輔導，就是要讓這些暫時住於中途之家的收

容人，於安置期間即能迅速習得技能謀得工

作，減少目前安置期滿離所後才至公立就業服

務站登記求職的空窗期，以避免個案流失及解

決目前各安置輔導處所就業輔導功能不足的問

題。自 101 年度實行此方案以來，已開辦了 3

個班次。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蔡檢察長及臺灣

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的主任委員也都在結訓典

禮或成果發表會時，到場為學員們加油打氣。

　　這些曾經因為缺乏家人的關懷與支持、又

無專業技能的一群人，實在難以進入職場，也

對未來喪失了信心。但「給他魚，不如教他釣

魚」，因此本分會選定以低成本、低技術、短

期可養成、可自行營運的職類，在中途之家教

授這群暫時迷失的收容人，做包子、饅頭、

蛋捲和鳳梨酥等。讓更生人有一技在身，就

業之路能走得更踏實。

    規劃初期尋找師資並不太順利，因為這

群更生朋友給與社會大眾的刻板印象就是「一

群好吃懶做的壞人」，更生保護會費了一番

努力才尋找到高雄市糕餅工會的總幹事願意

率領他的師資群來教導這群「迷途羔羊」。

但這些學員因為不相信會有人願意接納他們，

並不是一開始就願意，從一開始排斥、畏懼、

被動的學習態度，經由更生保護會、授課老

師以麵糰軟化學員的武裝、暖化了學員的心，

耐心的輔導與鼓勵，到現在結訓學員展現出

來的學習成果與表露之自信與認真，都讓人

刮目相看。

　　曾經為求豐厚的獲利，將毒販當成事業

在經營的阿俊，熬夜與嗜毒逐漸啃食他的青

大樹區高屏濕地舊鐵橋



春與健康。不法之財雖然來得快，很快也因

為五光十色的慾望消耗殆盡。吸毒除了讓人

身形消瘦、氣色憔悴，每每毒癮發作，就會

情緒失控，像一顆不定時炸彈，連帶影響家

人、朋友，也離「家」愈來愈遠。

　　如今，他在烘焙班學習技能，每天製作

美味糕餅，生活規律而充實。對比這之間的

轉變，阿俊輕嘆：「以前將精力和時間，放

在錯誤的地方了。」穿著圍裙，這雙刺著龍

圖騰刺青的手，不再販毒吸毒，而是為麵糰

細心塑形，阿俊明白未來掌握在手中，要像

做包子的步驟一樣，一步步踏實地為嶄新的

人生揉捏雛型。

　　「愛字拆開是心和受。愛，是要用心去

感受身邊的人事物。」他說，從小自己就是

一個需要愛的孩子，卻不敢表達內心的感受，

也不曾發覺身邊已擁有的愛。「最後，也不

懂得愛自己了。」但現在他知道那是因為從

身邊的人事物得到很多愛，「我想將這分愛

散播出去，幫助更多的人。」

成果展中同學親手教授母親做蛋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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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兵立大功，接力傳愛心：更生保護會高

雄分會一直以來在輔導更生人就業、創業上績

效卓著，率先在民國 93 年開辦全國首家更生

事業—大同自助健康美食坊，錄用多位更生人

就業；之後開辦的項目林林總總，像是汽車修

護廠、瓦斯行、清潔公司等等，但民以食為

天，仍是協助以餐飲小吃為多數。只要是更生

朋友經評估有就業需求，且具有創業相關技能

或工作經歷而缺乏資金，就可向分會申請創業

貸款。

　　針對此類個案也提供更深度服務，協助本

分會輔導的更生人走進社區行銷商品，藉此讓

其肯定自我價值，同時讓社會大眾看到更生人

努力的成果，自 101 年起辦理一連串更生市集

展售活動。更在 102 年度將此活動定調為「一

路相伴、小資向”錢”衝」活動。販賣地點均

選擇在熱鬧市集、社區等，亦或搭配相關節慶

活動共同辦理。

　　活動中可看到這些原本並不相識的更生

人，拋下同樣是販賣競爭者的身分，給予其他

人不同的意見，或分享其銷售技巧、產品包裝

心得、行銷管道等，讓每場活動參與的更生

人都是贏家。　　

　　不但荷包滿滿，也讓社會大眾肯定他們

回歸社會後的努力與貢獻，更不吝於給予實

質的支持與鼓勵，進而接納更生人。像是參

加多場市集展售活動的小英就表示原本受到

大環境的影響，生意並無好轉，那陣子真的

很失志，好像世界末日一般。已經打算要轉

行，還好後來有更生保護會的人來關心，讓

她感覺到不再只是一個人而已，銷售業績也

穩定成長。

　　如今小英想法變的很正向，用毅力勇氣

走出黑暗的路，從受刑人到更生人，順利回

歸到正常社會，成為一個成功的範例。

　　人間有愛，希望有一天這些朋友能重新

站起來，勇敢面對充滿挑戰的生命！更生保

護會是這些人生命的中繼站，在這裡他們短

暫落腳，調整疲憊的身心，備足能量後再起

步，往新的人生路邁進。祝福受刑人出獄後，

都能夠找到亮麗的人生方向。

成果展中學員教授蔡檢察長及郭主任檢察官製作包子



壹、本會的設置及宗旨

　　由於各類俗世環境的更換，人口數量的

加減急變，而造成現今整個社會結構、樣貌

和人性價值觀的丕變，近年來，原本勤儉樸

實的人性，誠信謙讓和安分守己的美德，已

逐漸退減甚至淪喪，人們只會在意於爭權奪

利，以致仁義親情甚至敗喪，就為了私利為

了自身的權勢，而泯滅良知不擇手段者，在

今日社會中，處處時時皆可見到。也因此「違

紀」「犯錯」「侵害他人」「危害社會損傷

國家」之令人痛心疾首事端，幾乎天天都有。

我們國家政府就是為了保護善良之大眾，懲

阻惡劣之少數人，以求達成使國家社會「平

安和諧」功效，除了加強司法政治機能健全

業務運作之外，便也著手用心遴選立身在各

階層社會中，品德端正、肯無私奉獻心力於

社會國家的優秀人仕，來共同攜手結合成隊，

伸手造福，使我們的國家社會更臻平安和樂

及幸福。也因此就在民國 72 年，由法務部頒

佈「地方法院檢察署設置榮譽觀護人實施要

點」，開始在台灣各縣市成立了「榮譽觀護

人協進會」組織。

　　我們「高雄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於民

國 75 年設置成立。召集遴選社會各階層中有

符合（一）品行端正信譽卓著者，（二）對

觀護工作富有參與熱忱者，（三）職業生活

安定且有充餘時間者，（四）身心健全具有

熱心服務能力者，來當我們協進會的伙伴成

員。並且更增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四項宗旨 :

「關懷、接納、和諧、反毒」
榮譽觀護人之使命

	 	 	 	 	 	 　　高雄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理事長		王東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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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懷－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

（二）接納－自新創立光明前程

（三）和諧－共創和諧健康的社會

（四）反毒－向毒品宣戰珍惜生命

　　本會自 75 年 2 月創會迄今，漫漫將近 28

年的歲月中，從第一屆謝武吉先生擔任理事長

篳路藍縷，辛苦創立，再由劉龍泉先生、楊文

恭先生、劉梅桂女士、陳慶男先生、徐正信先

生、賴明言先生、直到第十三屆、十四屆由本

人接任，諸位理事長的戮力辛勞奉獻、卓越領

導優秀會中成員和業務工作人才的共襄攜手，

努力盡職。多年來一直深獲歷任長官們的感動

讚許。年年有不少榮觀協進會成員們榮獲總

統、行政院長、部長、檢察總長、檢察長之頒

授各類獎項，成績非常優異，在中華民國司法

部會中都佔有相當重要的席次。

貳、接任的重責與長官的勉勵相挺

　　我們高雄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從民國

100 年 2 月進入第十三屆了，很榮幸的我榮獲

全體成員推選，擔任了理事長乙職，本人出生

於樸實路竹鄉，喜歡簡約的生活並謙和為人、

誠信待人，年輕時勤苦為生活努力打拼，擁有

半世紀的人間職場苦樂酸甜歷練，也具備了身

為一位職場領導者的責任與承擔，把數十年來

承傳的責任與榮耀延續在社會上，在我努力多

年事業稍具有成時，便一直想奉獻心力財力，

投入於現今社會各個階層、各地方、各類別的

付出或捐獻之義工事務。如（慈濟、好人好事

代表、警察局民防 ... 等機構）。長年投入公

益，這些勞心勞力的善緣需要的時間或錢財，

卻犧牲了和家人相處時光，無暇照顧到家庭，

所幸背後還有一位賢慧辛勤持家，在事業上及

教育子女上，我生活上相當仰賴的妻子－林昱

吟女士，她鼓勵全家大小成員，善用身心靈，

全力投入社會公益，奉獻善心。很感謝有了內

子的支持，得以接下十三屆、十四屆理事長之

重責。

　　剛接任理事長乙職時，心中還忐忑不安，

這時蔡檢察長瑞宗也榮調到高雄地檢來服務，

當蔡檢察長瑞宗第一次現身在榮觀協進會的

成員面前時，他的言行談吐，讓大家從內心

感受到他的實在、客氣、謙恭又有禮。蔡檢

察長公務繁忙但都會撥冗出席會議，在致詞

中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對我們協進會會員

表達感謝之忱情。大家都有一種共同的篤實

感覺，蔡檢察長所顯露出的德格內涵，所呈

現的素質風範，令我們讚佩感嘆，天啊！何

其榮幸在接任時能和蔡檢察長並肩完成各項

業務。

　　三年內在蔡檢察長及韓主任觀護人的領

導，及每位成員協助下，本會所立下的成績

屢屢獲得全國獎勉，其一榮獲中華民國榮譽

觀護人協進會聯合會第五屆「樹人獎」全國

第一名之殊榮，我深感到這份榮耀屬於各位

伙伴，值得嘉許。

參、社會服務績效、榮觀之重責

　　談及我們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的業務，坦

誠地說雜雜碎碎，真的不少，甚且也蠻忙的。

業務儘管有大有小，但是說其「重要性」，

幾乎都是重要的，只要是相關機構、法務部

保護司、地檢署長官所交待指示下來的業務

承辦或配合辦理，各項業務或活動的完成使

命必達。除去我們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內部會

務不談，就地檢署所指示本協會配合辦理的

會務大致如下：

1、定期召開組織、文宣、活動等各組工作會    

   報。

2、舉辦會員研習活動，加強各會員與地檢署  

   觀護人室之連繫，參觀訪問各友會。

3、精進教育訓練，充實專業智能，強化執行 

   成效。

4、訂定各種事務制度，編印會務文獻、刊物 

   及會員名錄。

5、擴展文宣工作並強化公共關係，鼓勵大眾 

   傳播業者，報導榮譽觀護人工作之任務加   

   以宣導。

6、策劃表揚績優會員，遴選績優人員，呈報 

   法務部與地檢署，接受表揚。



檢察長與榮觀協進會同仁合影

7、配合各公益團體及司法矯正機關，辦理政 

   令宣導活動。

8、辦理預防犯罪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9、辦理暖暖司法情寒冬送暖募捐活動。

10、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

11、辦理母親節、端午節、父親節、中秋節、

　　春節五大節日受保護管束人慰問團輔活

　　動。

12、推動成年觀護業務。

13、舉辦觀護業務座談及個案研討會。

14、受保護人關懷中心，成立陪伴型志工協 

    助轉介或家庭關係重建及復歸社會。

15、首次報到輔導、諮詢。每日榮譽觀護人 

    排班，支援高雄地檢署觀護人值班。

16、校園法治教育種子獎助學金。

17、易服社會勞動，課程規劃、生活管理， 

    個案資料及服務品質。

18、急難救助，報到受保護管束人交通或醫 

    療等問題。

上述是本會長久推動之業務，還有一些突發

指派工作，我們會員也都會全力以赴。

 

肆、新環境的願景與期許

　　本協會於 102 年 8 月便跟隨觀護人室的

腳步 , 遷至「橋頭辦公室」，雖然地境廣濶

寧靜，但離高雄市區（地檢署）頗遠，辦公

業務、榮觀值班之往返，凡事起頭煩，而今

匆匆半年已過，畢竟大家都知道「觀護」是

我們「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每個會員的真正

工作，伙伴們只得全力以赴。

　　在不少榮譽觀護人心中，都有一種惋嘆

的感觸，在現今社會中，參與「志工」的人

們不少，名目項目類別也多，但可說的是，

參與觀護工作讓我們「壓力最大，最無法輕

鬆、掉以輕心」，因為面對的「對象」是受

保護管束人、更生人、「犯過錯、違法犯紀

的人」，且再犯率高。也因此，曾有不少當

初懷抱著真誠投入這項「觀護事務」的人才

伙伴，不久就會黯然揮手告別，只因他已感

覺「無力」、「受傷」。

　　我心向明月，明月照溝渠，匆匆人生歲

月，何必枉費我誠扉。「法律、（司法）」

本身的真正功能應該是保護好人（守法者），

懲治壞人（犯罪者）。

　　當我們這些榮觀人員，面對更生人只能

把「柔性司法」發自內心接納他們，在協會

中的榮觀們來來去去畢竟也已到 28 年了，如

今「搬屋」喬遷來到這個備受注目賦予更大

「期許、寄望」的未來地域。好好加油！努力、

再努力吧！祈望台灣的社會更平安，治安更

叫人們信服激賞，善良老百姓有福歡顏拜謝

天地有眼，在台灣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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