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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推動「修復式司法方案」計畫 

107.11月修訂 

壹、 依據 

依據法務部 101 年 6 月 28 日法保字第 10105111060 號函及法務部 105

年 2月 16日法保字第 10505502260號及法務部 107年 10月 22日法保字第

10705509930號函頒「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方案』實施計畫」辦理。 

貳、 前言 

近代刑罰思想已從「應報主義」轉向「修復式正義」，亦即不再只強調

懲罰犯罪者，而併重其他方式取代懲罰，並希望建立被害人與加害人之「對

話」、「賠償」等互動之後，重新修復彼此關係，以俾達到預防再犯的目的。

傳統刑事司法體系側重懲罰、矯治加害人，以滿足被害人之應報思想及國民

法律感情，惟忽略被害人之參與及被害人與加害人關係之治癒。修復式司法

並非否定「應報式正義」之懲罰，而係同時強調關係之治癒，使被害人在司

法過程中有發聲及參與相關程序之機會，使被害人情緒得獲得宣洩，亦使加

害人知悉其行為對於他人造成之創痛，藉以深刻認知其行為所造成之影響，

透過此一對話過程中，使加害人向被害人道歉認錯或進行補償，亦彌平被害

人所受之損害及創痛，使雙方破裂之關係得以修復。 

為逐步推動修復式司法、建立以人為本的柔性司法體系，法務部於 98

年 7 月已核定「法務部推動修復式正義─建構對話機制、修復犯罪傷害計

畫」，規劃推動以「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簡

稱 VOM)為主要模式之「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 

依據對被害人與加害人在參與試行方案並進入對話後的追蹤調查發

現，多數的被害人都「感覺正義得到實現」，且多數的加害人同意「會全力

避免此類案件再次發生」，顯見修復確有其功能，故為回應被害人與加害人

之需求，法務部於 107 年 10 月將該計畫納入常態性業務，並視業務實際運

作需要，配合並更名為「修復式司法方案」。 

本署轄區犯罪類型單純，且少有暴力性犯罪，在侵害個人法益犯罪型態

中，以竊盜、傷害、詐欺為主要犯罪類型，上開犯罪均屬刑事訴訟法第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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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列之輕微案件。又相較於都會地區而言，本署轄區人際關係綿密，且多

數人民秉性良善，是以，運用此一對話機制之可行性極高。 

參、 目標 

為協助被害人、加害人、雙方家庭及受到犯罪事件影響的個人或社區成

員，有機會陳述、表達需求及感受，提問與對話，進而自主決定是否討

論及處理由於犯罪事件所造成的問題。 

肆、執行單位 

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澎湖分會、財

團法人更生保護會臺灣澎湖分會、澎湖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伍、組織架構 

   一、執行小組： 

由本署檢察長擔任召集人，統籌督導實施計畫之執行，並指定本署主

任檢察官擔任副召集人，擬定實施計畫、召集相關會議、聯繫協調各

執行單位。成員包含主任檢察官、各股檢察官、觀護人、更生保護會

澎湖分會（副）主任、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澎湖分會秘書等人擔任。 

二、 方案專責小組: 

本署修復式司法執行小組下設方案專責小組，負責初步評估當事人是

否適宜執行本計畫，及處理未涉及當事人對話程序之個案相關事宜。

成員包含主任檢察官、承辦檢察官、觀護人、更生保護會澎湖分會（副）

主任、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澎湖分會秘書等人擔任。 

三、修復促進者： 

遴聘具心理師、社會工作師、學者、從事被害人保護或加害人觀護工作

或具有豐富調解經驗者，擔任修復促進者，原則上以兩人為一組進行對

話程序，負責接獲本署轉交之案件後，先透過與當事人個別會談，評估

是否適宜進入對話程序，適宜者再經由對話程序達成協議，修復式促進

者視情況亦得適時調整由一名促進者進行修復事宜。 

四、督導： 

遴聘具備法律、心理、諮商輔導、社會工作、犯罪防治等領域專長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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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者、曾參與本部或試辦機關推動修復式司法，並具修復式司法學

術研究成果或著作之人士，或是已完成本部辦理之修復促進者進階培訓

課程且取得證書，並具有擔任試辦機關修復促進者 3 年以上經歷者為督

導人員，以修復促進者為對象，提供專業指導，增進案件執行能力。 

陸、 實施原則 

一、 實施階段： 

以地檢署偵查中之案件為主，地檢署應審慎選擇適當進行修復之案件

及有參與意願之當事人；其他機關轉介之案件，得由地檢署評估是否

受理及向轉介機關收取相關費用。 

二、 案件類型： 

（一）本計畫適用之犯罪類型，須有被害人，且限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各

款所列之輕微案件。 

（二）重大暴力犯罪須由被害人一方主動發起。 

 (三) 依罪名、犯罪結果及當事人特性，排定適合參與本方案當事人之優先

順序，惟順位在後者如經評估仍認合宜，亦得進行。 

三、 參與本計畫之當事人需具有下列要件： 

(一)加害人必須先承認其行為，並有為該行為承擔責任之意。 

(二)無被害人之犯罪及兒虐案件，不列入。 

(三)未成年之被害人或加害人，應經監護人同意或陪同參加。 

四、尊重當事人之自主意願及權利，如當事人一方在任何階段表達無參與意

願，應即繼續原刑事司法程序。 

五、 修復促進者之遴選要件及退場機制： 

（一）遴選要件： 

      修復式促進者應具備之要件為: 

1、 認同且充分了解修復式司法之理念、價值及進行程序。 

2、 具有真誠溫暖、同理心及良好溝通能力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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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參與被害人或加害人或其他助人工作之經驗。 

4、 具備法律、心理、諮商輔導及社會工作等知識、技能及經驗。 

5、 可全程參與本方案之訓練及實習課程。 

6、 能遵守保密責任、例外之預警責任及注意事項。 

7、 需配合參與法務部或本署視需要自行辦理之初階及進階教育訓

練課程。 

（二）退場機制: 

修復式促進者除具有專業知識外，尚須具保密義務，應令其簽立保密

切結書，除非當事人主動表示放棄、被害人或第三人可能再度受害、基於

法律規定之通報義務、有自殺危險、有致命危險之傳染病等情形外，應對

當事人隱私保密。 

修復促進者有下列情形各款情形者，本署應立即終止聘任，其餘若有

認修復不適宜，則由方案專責小組評估是否需終止聘任： 

1、故意犯罪經法院判決確定。 

2、對當事人或其親屬有刑事不法侵害或騷擾行為。 

3、強迫當事人參與修復程序。 

4、 強迫加害人道歉或使被害人接受道歉。 

5、 與當事人或其親屬有金錢往來。 

6、洩漏當事人隱私。 

7、其他有影響修復促進者中立性之行為。 

柒、預定執行件數及期間 

即日起至 108年 12月 31日止，預定執行 4件案件。 

捌、執行事項 

一、辦理宣導活動 

本署除於各類犯罪預防活動時透過文宣向於民眾推廣外，另將請犯罪被

害人保護協會及更生保護會利用活動或其他時間向犯罪被害人與加害

人宣導此制度的用意，亦請檢察官於進行偵查時宣導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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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訓練 

    本署方案專責小組與修復促進者應參加法務部與學術界舉辦之各項研

討會及修復式司法教育訓練，本署並得視需要規劃相關訓練課程。 

三、 聯繫會報 

邀集方案專責小組、陪伴志工及修復促進者視實際需求不定期或是配合

教育訓練辦理聯繫會報，以協助此方案團隊人員了解修復式司法之內

涵，增進團隊間的聯繫與協調，增進方案之推行。 

四、申請或轉介、開案、評估實施模式與程序 

(一) 申請或轉介: 

有意願參與修復之加害人或被害人可自行申請；或檢察官於案件偵查過

程中，認有符合本方案者，於徵詢雙方意願後予以轉介或告知其提出申

請。 

(二) 開案評估: 

由觀護人室派員負責受理前項之申請或轉介後，並初步評估加害人是否

有符合以下要件: 

    1、加害人必須先有認錯及承擔責任之意思。 

    2、加害人無重大前科。 

    3、當事人未因罹患精神疾病致減損其溝通表達能力。 

    4、當事人皆未因藥物濫用致有影響對話進行之虞。 

    5、未成年之被害人或加害人，應經監護人同意或陪同參加。 

    若為家庭暴力案件，則須先將轉介單傳真至本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評估案件是否適宜進行修復式會議，並於評估完畢後回傳評估結

果至本署觀護人室。 

(三)初訪及交案： 

派案之修復促進者應於兩週內分別與加害人及被害人接觸，建立初步關

係，確認雙方之意願，並將初步約談紀錄記載於訪視記錄表，回覆本室。

雙方意願確定後，且無本方案所列之當事人不適宜執行之各要件者，案

件將再經本署觀護人室、更保、犯保三單位之初步評估，經評估認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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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進行修復程序，應告知被害人及加害人，並予以註記結案；如認適宜，

即將本案全案轉送修復促進者，並提供有助其一定程度了解犯罪事件內

容及當事人基本資料之資訊，俾供其展開修復之準備程序（如該案件尚

在偵查中，應敦促修復促進者注意保密義務，以符合偵查不公開原則）。 

(四)對話前之準備: 

由修復促進者進行與當事人之接觸，修復促進者可安排於本署個別輔導

室或團體輔導室分別與加害人、被害人及有必要參與之社區成員見面，

必要時可由更保、犯保志工或榮譽觀護人等陪同參加，瞭解事件發生過

程及傾聽事件造成之生理、心理、個人、家庭等之影響，並確認雙方需

求與承擔責任之意願。 

修復促進者倘認當事人不宜進行面對面對話，可先以書信或其他間接方

式互動，待評估適宜後，再安排雙方會談。若經修復促進者評估認不適

宜進行對話，本案即應終結，並分別轉知當事人，且將結果回報本室，

完成結案；倘認適宜者，即準備展開對話程序。 

(五)對話階段： 

    於本署個別輔導室或團體輔導室(提供和善、安全、平等及不受干擾的對

話環境)進行，並由更保、犯保志工或榮譽觀護人雙方當事人之支持者

等陪同參加，當事人得以向對方表達自己的想法，確認彼此期待與需

求，待雙方達成協議後，由促進者檢具對話紀錄。對話的主要內容如下: 

1、 描述犯罪事件。 

2、 結果及影響(包括感受及實質損害)。 

3、 修補犯罪傷害的責任及方法。 

對於被害人而言，情緒重建與道歉甚至比金錢賠償更為重要，因此，於

修復對話進行中，促進者應引導被害人表達因犯罪事件造成之傷害與影

響，讓加害人明確知悉因其犯罪所造成之損傷、產生懊悔，進而主動表

達歉意，同時緩和被害人激動的情緒及彌補受創之心靈，達到關係修復

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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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過程應予觀察記錄，以便討論評估下次對話之方向與主題。 

 (六) 協議 

1. 協議必須出於雙方自願達成，內容應明確、可達成且合法。 

2. 修復促進者應確保當事人均了解協議內容，包括完成協議所需的要

件(例如：時間、期限等)。 

3. 協議並非案件進行修復程序必須或必然達成的結果。 

（七）後續追蹤、轉向處遇及結案： 

由本署觀護人室派員進行電話追蹤訪談，瞭解雙方當事人於事後之感受

及協議內容之履行程度，必要時，再予連結其他社會資源。並由觀護人

室製作結案報告，並提供承辦檢察官偵查終結之參考。 

當事人可以在任何階段決意中止，若因當事人無意願繼續進行或是修復

式促進者執行方案發現當事人不宜進入共同對話之情境下，亦可以書面

回覆觀護人室，以進行結案。 

(八) 納入偵查終結處分、量刑參考之原則及方式: 

1、本計畫於偵查階段實施者，觀護人室應提供結案報告影本予承辦檢

察官，作為承辦檢察官偵結之參考。 

2、本計畫於審判階段實施者，觀護人室應提供結案報告影本予公訴檢

察官，由公訴檢察官斟酌作為求刑依據。 

玖、經費 

本項計畫經費預估共計陸萬陸仟貳佰元整，惟考慮本署經費之運用，擬

於本署接受轉介案件時，視本署經費運用情形再逐案簽報，屆時擬由本

署檢察業務一般事務相關業務費項下支應。 

拾、 預期效益 

一、提供被害人透過對話程序，描述其所經歷的犯罪過程及被害感受，與加

害人對話、表達需求、參與決策，獲得彌補以及尋求將事情了結的機會，

讓被害人在程序中感受到尊重與正義，並著眼於滿足被害人需求。 

二、提供加害人能認知自己行為的原因與影響，並以有意義方式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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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經歷自我認知及情緒之正向轉變，改善自己與家庭、被害人及社區

之關係，以助其復歸社會，降低再犯之機會。 

三、提供一個非敵對、無威脅的安全環境，讓被害人、加害人及社區（群）

能完整表達其觀點及需求，並在雙方自願的基礎上，尋求終結案件的共

識及協議，以達到情感修復及填補實質損害。 

四、提供刑事司法人員與社區更加瞭解犯罪原因及其影響的機會，藉由社區

參與，共同謀求提升社會安全、社會和諧以及預防犯罪之對策。 

拾壹、附件 

附件一、實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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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合 

適合 

不適合 

不適合 

轉  介  、 申  請 

1.承辦檢察官認為適合且當事人有意願之案件當事人之

意願記明於筆錄後，由各股書記官填寫轉介單(表一)同

時告知將有工作人員前往訪視。 

2.承辦檢察官簽請暫時報結(時間以 3月為限，但可書面簽

請延長一次 3月)送統計室暫結。 

3.承辦書記官併同:(1)轉介單(2)所檢附資料(3)刑事案件

移送書(告訴狀)影本送分案室分「檢復」字案。 

收案、開案 

4.觀護人室收到「檢復」字案後開案填寫開案表(個案基

本資料表)(表二) 製作案件簡介表(表三)，並開始填

寫個案處理過程摘要表(表四)。 

*家暴案件尚需傳真轉介單(表一)於家防中心，協請評估其

危險性是否適合，並將評估結果回報觀護人室(TIPVDA量

表)(表五)。 

初 訪 
5.觀護人室交案於修復促進者，進行訪視並交付加/被害

人訪視紀錄表(表六、表七)，填寫修復促進者保密同意

書(表八)並給予案件簡介表(表三)修復促進者於2周

內製作加/被害人訪視紀錄表，並回覆觀護人室訪視結

果。 

交案 

6.觀護人室評估後，認適合進行對話者，交案於促進者(每

案 1人或 2人一組)， 給予個案會談紀錄表(表九)，採

尿員並填寫分案清單(表十)。 

7.促進者個別訪視加/被害人及社區後評估，認適合進入

對話者，進入對話。 

8.觀護人室提供進入對話前之預備清單(表十一)供促進

者準備進入對話。 

9.對話前加/被害人填寫事前評估問卷(表十二 A1、B1)，

正式對話並達成協議後，當場做成協議書(一式三份，

表十三)，並讓加/被害者填寫參與對話過程評估問卷

(表十四 A2、B2)。 

10.促進者製作對話紀錄表(表十五)送回觀護人室。 

 

 

後續追蹤 

轉向措施 

11.由觀護人事派員進行追蹤並紀錄於個案追蹤紀錄表

(表十六)，若有特殊需求者協助轉介，並填寫後續轉

向措施個案轉介單(表十七)，並協助加/被害人填寫參

與對話結果追蹤問卷(表十八 A3、B3)。 

結 案 

12.觀護人室製作結案報告(表十九)，並將結案報告影本

及協議書影本提供於承辦書記官並簽收，作為檢察官

偵結之參考。 

13.結案報告影本送統計室將「檢復」字案備註欄備註：

促進者姓名＋修復結果。 

14. 承辦書記官請分案室分「復偵」字案。 

附件一、實施流程圖 

澎湖地檢署辦理修復式司法方案實施計畫作業流程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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