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保護志工參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計畫 

法務部 90 年 10 月 9 日法 90 保決字第 037654 號函核准 

法務部 91 年 10 月 16 日法保字第 0911001066 號函核准修正 
法務部 93 年 11 月 24 日法保字第 0931001706 號函核准修正 

法務部 98 年 7 月 1 日法保字第 09810001307 號函核准修正 

法務部 99 年 10 月 19 日法保字第 0999043235 號函核准修正 

一、依據：志願服務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 

二、目的：結合社會人力資源，將投入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之志願服務人 

力，做最有效之運用，協助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以下簡稱本

會）服務對象重建其生活，以發揚志願服務美德。 

三、本會召募保護志工之對象、遴聘名額、條件、時程與支給費用： 

（一）凡具助人熱忱，願意投入志願服務工作，協助保護本會服務對象者。 

（二）各分會保護志工人數，按實際需求遴聘，以利業務運作。 

（三）保護志工遴聘條件： 

1、年滿十八歲以上者。 

2、品性端正者。 

3、對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富有熱忱者。 

4、心理健康具有服務能力者。 

5、接受志願服務基礎訓練、特殊訓練結訓或領有志願服務手冊並接

受實務訓練期滿合格者。 

    （四）各分會於每屆保護志工任期屆滿前二個月完成召募、遴選與基礎及

特殊訓練工作，並將擬聘之保護志工名單陳報本會。 

（五）保護志工為無給職，任期三年，期滿得續聘。但下列費用得由本會

支給： 

1、出席有關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各項會議之差旅費。 

2、依規定至本會或各分會執行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者，得酌發給交

通費。 

3、其他因執行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所支出之費用，事前經本會核准

者。 

四、教育訓練 

（一）基礎訓練：以協助初次參與志願服務服務者具備志願服務理念為

主；由本會或各分會安排所屬新進志工參加，訓練期滿，發給結業

附件 

 



證明書。課程內容包括： 

          課程名稱 時數 授課師資 

志願服務的內涵 2  

志願服務倫理 2  

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或快樂志工

就是我（以上二種課程二選一） 

2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2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2  

志願服務發展趨勢 2  

合計 12   

 
（二）特殊訓練：以強化、了解被害人保護服務基本內涵為主；由本會

或各分會安排曾經接受基礎訓練之志工參加，訓練期滿後，發給

結業證明書。 

       課程內容包括： 

       1、理論課程 

          課程名稱 時數 授課師資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及業務簡介 2 資深實務工作者 

民刑事訴訟概要 2 資深實務工作者 

助人技巧 2 具實務工作經驗之輔

導、社會工作人員 

輔導志工之角色與功能 2 具實務工作經驗之輔

導、社會工作人員 

電話輔導理論與實務（初階） 2 生命線、張老師資深

實務工作者 

訪視理論與實務（初階；含會談

技巧） 

2 社會工作督導 

輔導紀錄之撰寫 2 社會工作實務工作者 

同理心訓練 

（含傾聽與溝通基本概念） 

2 具實務工作經驗之輔

導、社會工作人員 

合計 16  

           

       2、見習/實習課程 

                    新招募之志工於完成前項基礎及特殊訓練後，需於 6 個月內

完成見習及實習課程，並於通過考核後，使成為聘任志工。 

          課程名稱 時數 帶領者 



電話訪視見習及實習 4 資深工作者 

個案慰問訪視(完成 3 案) 9 專任人員 

辦公室工作內容及規範 3 專任人員 

活動參與及協助 5 資深工作者 

值班及接待個案 4 專任人員 

合計 25  

 

（三）進階訓練 

以精進志工知能為主，現有或新聘志工與志願服務滿 1 年以上，

每年服務時數達 30 小時者，得報名參加；訓練期滿後，發給結業

證明書。本項進階訓練課程由本會或各分會分期辦理，每一志工

於聘期內應完成所有課程訓練。 

課程內容包括： 

          課程名稱 時數 授課師資 

一、輔導課程   

電話輔導理論與實務(進階) 2 生命線、張老師資深

實務工作者 

訪視理論與實務 

（進階；含會談技巧） 

2 社會工作督導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心理歷程 3 資深臨床心理師 

家庭動力(需融入被害事件後家

庭成員角色與關係之變化) 

3 專家學者 

高風險家庭危機評估 2 社會工作實務工作者 

服務需求評估與實作 3 社會工作實務工作者 

社會資源運用與開發 2 專家學者、社福團體

負責人或社會工作實

務工作者 

社會安全概論 2 專家學者或社會行政

工作主管 

重傷者之長期照顧議題 2 資深護理人員或社會

工作者 

個案研討 4 社會工作督導 

輔導工作之倫理 3 專家學者或社會工作

督導 

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困境與需求 2 性侵害被害人實務社

會工作人員 



性侵害犯罪被害人輔導技巧 3 性侵害被害人實務社

會工作人員 

家庭暴力犯罪被害人困境與需求 2 家庭暴力被害人實務

社會工作人員 

家庭暴力犯罪被害人輔導技巧 3 家庭暴力被害人實務

社會工作人員 

外籍配偶服務現況 2 社會工作人員或移民

署基層服務人員 

外籍勞工輔導策略及資源 2 勞工行政專家學者或

實務工作者 

兒童及少年福利概論 2 社會福利行政主管 

人口販運被害人服務現況 2 移民署 

危機案件與緊急事件處理實務及

工作技巧 

3 社會工作督導 

悲傷輔導 3 心理或諮商資深實務

工作者 

倖存者之困境 3 心理或諮商資深實務

工作者、資深社會工

作員 

非語言訊息的覺察 3 心理或諮商資深實務

工作者、資深社會工

作員 

情緒管理與壓力因應技術 2 心理或諮商資深實務

工作者、資深社會工

作員 

合計 60  

二、法律課程   

民事訴訟法概要： 

當事人、訴訟救助、第一審程序

〈起訴、和解、調解〉、上訴二

審程序、督促程序（支付命令）、

保全程序（假扣押、假執行、假

處分）、監護及輔助宣告事件程

序 

3 專家學者或實務工作

者 

民法概要 

法律行為、消滅時效、侵權行為

3 專家學者或實務工作

者 



損害賠償、抵押權、父母子女（收

養）、監護、扶養 

 

刑事訴訟法概要 

偵查（檢察官處分、再議、交付

審判）、起訴、審判（言詞辯論、

簡式審判）、上訴、抗告、簡易

程序、協商程序、附帶民事訴訟 

3 專家學者或實務工作

者 

刑法概要 

總則（刑事責任、緩刑、假釋、

時效、保安處分）；分則（偽證

及誣告罪、公共危險罪、妨害性

自主、妨害風化、殺人罪、傷害

罪、搶奪強盜罪、擄人勒贖罪、

損害債權罪） 

3 專家學者或實務工作

者 

強制執行概要 

執行名義、債權憑證、聲請及聲

明異議、異議之訴、參與分配、

拍賣、假扣押假處分之執行 

3 專家學者或實務工作

者 

車禍現場處理及鑑定概要 2 警察單位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簡介 2 金管會 

法律諮詢與扶助 2 法律扶助基金會工作

人員 

合計 21  

 

（四）領導訓練：為培養志工幹部，凡服務滿 3 年以上，績效良好且領

有進階訓練結業證書之志工，由本專任人員指派並經其同意後辦

理下列訓練，本項領導訓練課程由總會分梯辦理，訓練期滿後，

發給結業證明書。 

       課程內容包括： 

          課程名稱 時數 授課師資 

領導的技巧與藝術 4  

志工團體的運作與成長 3  

會議進行規則 2  

團體活化與潛能開發 3  



合計 12  

    上述訓練課程及時數，得以地方法院檢察署或更生保護會辦理之志

工訓練結業證明書或服務紀錄冊豋載之學習時數扣抵之。（以課程名稱

及時數相同者為限） 

五、運用與管理： 

（一）各分會應告知保護志工應遵守之事項，提供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並指定專人負責保護志工之督導。 

（二）保護志工得籌組自治自律志工服務隊，有關服務地區與工作分配，

得斟酌其志願、專長、住居所等因素，由各分會先行調配後，陳報

本會備查。 

（三）保護志工組織方式：凡為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均應參加服務隊，

服務隊置隊長一人，副隊長一至三人，由所隸屬分會指派或由隊員

推舉，各隊得視實際需要設置區隊長，各區並得分組辦事。 

（四）保護志工因住所遷移，本會得經其同意移轉並協調其他分會適時納

編。 

（五）保護志工應遵守之事項如下： 

1、遵守本會訂定之規章。 

2、參與本會或分會舉辦之教育訓練及宣導等活動。 

3、妥善使用及保管志願服務證。 

4、服務時，應尊重犯罪被害人之權利。 

5、對於本會或分會交付之保護個案及與犯罪被害人保護相關業務，

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6、不得向服務之保護個案收取報酬。 

7、應迴避與保護個案任何金錢上的往來及商業性等非輔導工作上必

要之行為。 

8、因執行業務所知悉之個人資料不得洩漏，且不得以本會志工名 

義，逕自對外發表輔導經驗或洩漏輔導工作內容。 

9、保護志工如因故需請長假，得向本會或分會申請暫停服務，以三 

個月為限，並暫繳回服務證。 

10、暫停服務超過一年以上者，調整為儲備志工，俟有缺額時優先

晉用，此期間之志工保險暫停。 

六、實施方式： 
（一）製發志願服務證、志願服務紀錄冊：志工完成基礎、特殊訓練者，

本會依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發給志願服務證及志願服

務紀錄冊，藉以識別，並示榮譽，及瞭解各保護志工實際參與服務

時間，藉資考核服務績效，憑作獎勵表揚之參據。 



（二）製發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各保護志工服務年資及時數達規定者，

得申請認證服務績效及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並依志工服務績效認

證及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發給作業規定辦理。 

（三）經聘任之保護志工由本會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四）製發保護志工服務背心：各保護志工由本會斟酌實際需要製發服務

背心，俾以識別並達到服務及宣導功能。 

（五）頒授保護志工隊旗：各保護志工隊由各分會頒授隊旗。 

七、服務項目：保護志工應本服務社會之精神，協助本會及所屬分會，處理

下列保護業務：  

（一）緊急之生理、心理醫療及安置之協助。 

（二）偵查、審判中及審判後之協助。 

（三）申請補償、社會救助及民事求償等之協助。 

（四）調查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財產之協助。 

（五）安全保護之協助。 

（六）生理、心理治療及生活重建之協助。 

（七）本會服務對象之協助。 

（八）其他之協助。 

八、考核及獎勵：  

（一）為激勵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之服務熱忱及榮譽心，凡保護志工服務

成績優良者，由本會或法務部發給獎狀、感謝狀或獎牌，其獎勵標

準與敘獎方式，依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獎勵辦法規定辦理。 

（二）保護志工若有下列事項之一，本會得隨時解聘或不予續聘： 

1、違反第五點第五款應遵守事項之一者。 

2、言行不當，有辱本會聲譽，或製造志工紛爭，經查屬實者。 

3、無故暫停服務連續六個月者。 

4、因個人因素，主動提出申請者。 

5、全年參與時數未達 56 小時者，但因特殊情況，經本會或分會同

意時，不在此限。 

6、請假期限超過三個月者，但因特殊情況，經本會或分會同意時，

不在此限。 
7、保護志工有其他不適任之情事。 

九、本計畫於每年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由本會將辦理情形函報內政部、法

務部備查。 

十、經費來源：本計畫辦理志工教育訓練、保險費及相關費用，由政府補助

款、緩起訴處分金、認罪協商判決金或結合社會資源支應。 

十一、本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並陳報法務部核准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