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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資源引介係以某一法案為主題，將與此一主題相關的各種書目

資料輯錄成篇，作一綜合簡介。其來源包括中外法規、圖書、期刊論文、

博碩士論文、研究報告、報章以及相關之網站資源等。綜其目的，在於

有系統地提供有關此一主題的各種資料檢閱，俾對某一法律之立法程序

暨其學理背景有一深入瞭解，同時亦可作為今後在修訂或研究相關法律

問題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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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述 
 傳統的犯罪學與刑事法學的研

究主要著重於「犯罪者」、「刑事被

告」，相對的「犯罪被害人」向來不是

傳統刑事法學的議論中心，對於犯罪

被害人明顯缺乏應有的重視與照顧。

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犯罪被害者學

之興起，帶動刑事思潮的改變。各國

政府逐漸重視被害人之權益。1973 年

起以被害者學為題之「國際被害者學

研 討 會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Victimology)」每隔三年集會一次，討

論包括有關被害人之法律問題、補償

及賠償、被害預防、家庭暴力事件、

被害人權及被害事實調查等議題。此

外，1985 年於義大利米蘭召開之「聯

合國防治犯罪及罪犯處遇會議(United 
Nations Congress on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and Treatment of Offenders)」大

會通過「犯罪被害人及權利濫用被害

人之司法基本原則宣言」，其主要內容

包括：(1)犯罪被害人的定義。(2)被害

人在司法程序上權利之保障。(3)加害

人對被害人及其遺屬或被扶養人之公

正賠償。(4)對於因犯罪而死亡或重傷

之被害人未能由加害人得到充分賠償

時，應由國家予以補償。(5)政府及社

會應對被害人提供其所需之物質、精

神及醫學等多方面之援助。此一宣言

亦被稱為被害人人權宣言，其目的在

於提升被害人之人權保障。 
我國政府有感於犯罪被害人在刑

事司法體系長期被忽視，為順應世界

潮流，爰於民國 84 年由法務部研擬

「犯罪被害人補償法草案」，報經行政

院於同年函送本院審議。本法審議歷

經 3 年，其間就法案名稱及補償範圍

與金額等問題，委員意見不一，嗣經

朝野協商將名稱修正為「犯罪被害人

保護法」定案後，於 87 年 5 月 5 日經

院會三讀通過，5 月 27 日經總統公

布，並於同年 10 月 1 日正式施行。該

部法規範的內容有兩部份，一為被害

補償制度，另一為其他被害人保護措

施。在被害補償制度方面，「犯罪被害

人保護法」曾於民國九十一年小幅修

法，此次修法有第 12 條、第 25 條、

第 27 條、第 29 條、增訂第 12 條之 1，

其中第 29 條非關被害補償制度。修正

的第 12 條、增訂第 12 條之 1，是有

關檢察署向加害人行使求償權以及進

行財產調查的規定；修正第 25 條是有

關補償審議委員會向被害人請求返還

補償金的決定得為執行名義與強制執

行的規定；修正第 27 條是有關向加害

人行使求償權之假扣押規定。民國九

十八年則是再度修法，本次修正之重

點如下： 
一、將性侵害犯罪行為之被害人

納為本法保護對象。（第 1 條） 
二、增列「性侵害犯罪行為被害

人」用詞之定義，並配合修正犯罪被

害補償金之定義範圍。（第 3 條） 
三、明定性侵害犯罪行為被害人

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金，並增訂犯罪

被害補償金來源。（第 4 條） 
四、為加強推動犯罪被害人保護

相關工作及使其經費之支用受有明確

規範，增訂法務部得設置犯罪被害人

保護基金。（第 4 條之 1） 
五、將性侵害補償金明定為犯罪

被害補償金之種類。（第 5 條） 
六、放寬重傷或性侵害補償金之

申請人資格，除由被害人親自申請

外，並得委任代理人代為申請；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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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無法委任代理人時，得由其最近

親屬或相關機關、團體代為申請。（第

7 條） 
七、增列精神慰撫金為補償項

目，並明定其最高金額及得申請之對

象，又增訂性侵害犯罪行為被害人得

申請補償之項目，並明定犯罪被害補

償金額得交付信託管理之情形。（第 9
條） 

八、明定家庭暴力或人口販運犯

罪行為被害人、兒童或少年及大陸地

區、香港、澳門或外國籍之配偶或勞

工等犯罪被害人亦為保護措施協助對

象，惟其他法律有相同或較優保護措

施之規定者，仍應優先適用其他法

律，並於被害人為大陸地區、香港、

澳門或外國籍之配偶或勞工時，免受

本法第 33 條平等互惠原則之限制。

（第 30 條） 
我國現行「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全文計 36 條，其制定及修正過程為： 
民國 87 年 5 月 5 日制定 36 條 
民國 87 年 5 月 27 日總統公布  
民國 87 年 10 月 1 日施行  
民國 91 年 6 月 21 日修正第 12,        
25,27,29 條；增訂第 12 之 1 條  
民國 91 年 7 月 10 日總統公布  
民國 91 年 10 月 1 日施行 
民國 98 年 5 月 8 日修正第 1, 3     
至 5, 7, 9, 29, 30 條；增訂第 4 之 1
條 
民國 98 年 5 月 27 日總統公布 
此外，犯罪被害補償有關互惠原

則的規定，與現代保障人權之平等原

則不符，基於人權立國及人道主義的

觀點，外國人亦應納入保障範圍。因

此，行政院於本(100)年 3 月提案函請

本院審議刪除第 30 條相關規定，使外

國人為被害人時亦同受保障。 
實則，有關犯罪被害人保護的法

制，在我國除了「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外，「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暴力防

治法」、「證人保護法」、「性騷擾防治

法」、「人口販運防治法」等法律也有

相關。另外，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

程序上的權利及保護亦是重要議題。

而我國刑事訴訟法在每一個程序中有

納入被害人為考量，例如設置了告

訴、告訴代理人、告發、請求、自訴、

再議、交付審判及附帶民事訴訟程序

等制度，並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

十八條之一「偵查中受訊問之陪同」

以及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審判期

日之到場陳述意見機會」等條文。 
不過，為更保護犯罪被害人訴訟

參加的地位與權益，宜賦予犯罪被害

人得於訴訟程序中為調查證據的聲

請、交互詰問與上訴；又犯罪被害人

於提出民事訴訟及強制執行時，即須

先支出費用，對於本已處於經濟困窘

的被害人無異雪上加霜，自宜建立暫

免繳納訴訟或執行等相關費用之依

據。因而，本院委員潘維剛等 25 人、

丁守中等 32 人、馬文君等 34 人亦分

別提出「犯罪被害人保護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待完成立法程序後，將可

使犯罪被害人實體的及程序上的權利

得到更進一步的保障。 
 
 

一、 外文法規 

＜美國＞ 
1. The Victim of Crime Act of 1984 
2. The Victims of Terr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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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sation Act of 1986        (Gesetz zur Sicherung der 
zivilrechtlichen Ansprüche der 
Opfer von Straftaten) 

3. The Victims Rights and Restitution 
Act of 1990 

 1998 年 5 月 8 日制定 4. The Victim Rights Clarification 
Act of 1997  

來源： 5. 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 
of  2000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b

undesrecht/oeg/gesamt.pdf  
來源： http://lvf.bayern.de/oeg/oeg-gesetz.h

tml LEXIS-NEXIS 法律資料庫 
United States Code http:// 

justiz.bayern.de/olgn/prs036.htm 
http://bgb1.makrolog.de 

 
 

＜德國＞  
1. 1987 年的「被害人保護法」(全名

為「改善被害人在刑事程序的第

一法案」，Das Erste Gesetzzur 
Verbesserung der Stellung des 
Verletzten im Strafverfahren，簡稱

OschG) 

 
＜日本＞ 

犯罪被害者等の権利利益の保護を図

るための刑事手続に付随する措置に

関する法律 
 

來源： 2. 2004 年「被害人權利改革法」

( Opferrechtreformgesetz) http://law.e-gov.go.jp/htmldata/H12/
H12HO0 75.html 3. 暴力犯罪被害人補償法 

(Gesetz über die Entschädigung 
für Opfer von Gewalttaten) 
2011 年 6 月 21 日通過最新修正 

http://www.ron.gr.jp/law/law/hanzai
_k.htm  
http://www.ron.gr.jp/law/law/keiso2
2.htm 4. 打擊犯罪法 
http://www.houko.com/00/01/S23/1

68.htm 
       (Verbrechensbekämpfungsgesetz) 

1994 年 10 月 28 日通過 
5. 刑事訴訟審訊過程證人保護暨改

善被害人保護法 
(Gesetz zum Schutz von Zeugen 
bei Vernehmungen im 
Strafverfahren und zur 
Verbesserung des Opferschutzes) 
1998 年 4 月 30 日通過 

 
 

＜英國＞ 

6. 保障犯罪被害人民事賠償請求權

法 

1. Victim’s Charter 1990 
2. 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 
3. Domestic Violence, Crime and 

Victim Act 2004 
4. Youth Just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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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Criminal Injuries 
Compensation Act 1995 

http://www.juridicas.com/base_datos
/Admin/132-1999.html 

6. Criminal Injuries Compensation 
Scheme 2008 

 
 

7. The Victims of Violent Intentional 
Crime (Arrangements for 
Compensation)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ulations 2005 
No. 3396 

二、圖書 

 
  來源：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si/2
005/3396/contents/made 

 
 
＜韓國＞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The Crime Victim Protection Act) 

2010年5月14日通過最新修正 

 
來源： 
http://glin.ly.gov.tw/web/globalLegal
.do?method=latestLegal&irQuery=tr
ue&advQuery=&isChinese=false 
 
 

＜西班牙＞ 
1. 暴力及性侵害犯罪被害人救助

法 
   1995 年 12 月 11 日通過 
2. 恐怖主義被害人聲援法 

1999 年 10 月 8 日通過 

1. 中華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制度之

檢討與策進實錄: 犯罪被害人保

護法 10 年／法務部,財團法人刑

事法雜誌社基金會主辦.－－臺北

市 : 法務部,刑事法雜誌社基金

會, 2009 
 （論題專精） 
 

2. 犯罪被害人保護手冊,救濟與訴訟

篇／施茂林,吳謀焰著.－－臺北

市 : 法務部, 2008 
    （論題專精） 
 

3. 平成 19 年.平成 20 年の犯罪被害

者等保護関連改正法及び改正規

則の解説／最高裁判所事務総局

編.－－東京都 : 最高裁判所事

務総局, 2007    
     （相關可備參考） 
                             

4. 心情故事: 有話對你說: 法務部修

復式正義徵文比賽作品集／法務

部, 財團法人臺灣更生保護會,財
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編輯.
－－臺北市 : 法務部, 臺灣更生

保護會 ,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 
2007 
             （相關可備參考） 
 

 
來源： 

http://www.juridicas.com/base_datos
/Pena 
http://noticias.juridicas.com/base_da
tos/Penal/l35-1995.html 

5. 詐騙犯罪被害人屬性之研究／ 蔡
田木研究主持; 周文勇,陳玉書協

同主持. －－台北市：內政部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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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刑事警察局, 2007 
       （論題廣泛） 
 

6. 互动之中的犯罪与被害:刑法领域

中的被害人责任研究(Interaction 
between criminals and victims : 
victim liability in criminal law)／
王佳明.－－北京市 : 北京大学

出版社, 2007   
                     （論題廣泛） 
 
7. 有關「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施行

後，法務部辦理情形及其執行成

效之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趙昌

平；黃武次；黃勤鎮.－－臺北市 : 
監察院,2002          
              (相關可備參考） 
 

8.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實用權益／

許啟義 .－－臺北市 :永然文化 ,  
2000 

     （相關可備參考） 
 

9. 犯罪被害人学／郭建安主编.－－

北京市 : 北京大學, 1997   
                     （論題廣泛） 
 
10.  法律案專輯--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案／立法院司法委員會編輯.－－

臺北市 : 立法院秘書處, 1998 
   （相關可備參考） 
 

11. Stalking crimes and victim 
protection :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threat assessment, and 
case management / edited by 
Joseph A. Davis. -- Boca Raton, 
FL : CRC Press, 2001. 

（相關可備參考） 
 

12. Crime Victims' Rights Act / Charles 
Doyle.--New York, NY. ：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08. 

（論題專精） 
 

13. Crime victim rights and remedies / 
Peggy M. Tobolowsky.-- Carolina : 
Academic Press, 2010.                    

（論題專精） 
 

14. The slave next door: human 
trafficing and slavery in America 
today / Kevin Bales, Ron 
Soodalter.-- Berkerl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相關可備參考） 
 
15. Rights for victims of crime: 

rebalancing justice / Irvin Waller 
Plymouth.-- United Kingdom: 
Rowman & Little Field Publishers 
Inc., 2011. 

（相關可備參考） 
 

16. Revisiting and enforcing the crime 
victims' rights Act：criminal justice, 
law enforcement and corrections / 
Jorge S. Ehrlich.-- Nova Science 
Pub Inc, 2009. 

（相關可備參考） 
 

17. 犯罪被害者白書／内閣府著,編集

－－日本東京: 佐伯印刷, 2011 
 （相關可備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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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Q&A 犯罪被害者支援マニュアル

／東京弁護士会法友全期会犯罪

被害者支援実務.－－日本東京 : 
ぎょうせい, 2010 

（相關可備參考） 
 

19. 犯罪被害者のための新しい刑事

司法／守屋典子、高橋正人、京

野哲也著、岡村勲監修.－－日本

東京 : 明石書店, 2009 
                 （相關可備參考） 
 
20. 犯 罪 被 害 者 保 護 法 制 解 説

SanseidoLaw Capsule ／ 高 井 康

行、山本剛、番敦子著.－－日本

東京 : 三省堂, 2008 
                 （相關可備參考） 
 
21. Q&A 平成 19 年犯罪被害者のた

めの刑事手続関連法改正／椎橋

隆幸等著 ; 酒巻匡編 .－－東京

都 : 有斐閣,  2008 
                 （相關可備參考） 
 
22. 犯罪被害者支援必携 [大型本]／

全国被害者支援ネットワーク編

集.－－日本東京 : 東京法令出

版, 2008 
                 （相關可備參考） 
 
23. 被害者参加・損害賠償命令制度

の解説 [大型本] ／第一東京弁

護士会犯罪被害者保護に関する

委員会.－－日本東京 : 東京法

令出版, 2008 
                 （相關可備參考） 
 
24. 犯罪被害者等基本計画の解説 

[単行本]／番敦子、佐藤文彦、武

内大徳.－－日本東京: ぎょうせ

い, 2006 
                （相關可備參考） 
 
25. 犯罪被害者支援の理論と実務―

法律実務家と被害者支援関係者

のために／山田齊編集,犯罪被害

者支援法律実務研究会編集／民

事法研究会.－－日本東京 : 三

省堂, 2006 
                 （相關可備參考） 
 
26. 犯罪被害の体験をこえて : 生き

る意味の再発見／ハワ-ド.ゼア

(Howard Zehr)著; 西村邦雄邦訳.
－－東京都 : 現代人文社, 2006 

                 （相關可備參考） 
 
27. 犯罪被害者と少年法  [単行本] 

／後藤弘子.－－日本東京: 明石

書店, 2005 
                 （相關可備參考） 
 
28. 犯罪被害者の権利の確立と総合

的支援を求めて／日本弁護士連

合会犯罪被害者支援委員会(編

集) .－－日本東京 : 明石書店 , 
2004 

                 （相關可備參考） 
 
29. モノクローム クライシス : 犯

罪被害者.忘れられた人の聲／本

田信一郎 .－－東京都  : 平和 , 
2002    

                     （論題廣泛） 
 
30. 犯罪被害の回復 : 対案.損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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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ドイツ対案グループ著;光藤

景皎等共訳.－－東京都 : 成文

堂, 2002  
                     （論題廣泛） 
 
31. 少年犯罪と被害者の人権 : 改正

少年法をめぐって／少年犯罪被

害者支援弁護士ネットワ-ク編著.
－－東京都 : 明石, 2001  

                      （論題廣泛） 
 
32. 逐条解説犯罪被害者保護二法(ジ

ュリストブックス) [単行本]／松

尾浩也、酒巻匡、神村昌通、甲

斐行夫、飯島泰.－－日本東京 : 
有斐閣, 2001 

                 （相關可備參考） 
 
33. 少年「犯罪」被害者と情報開示

(Victim of juvenile "crime" and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新倉

修編著.－－東京都 : 現代人文

社, 2001 
                     （論題廣泛） 
 
34. わかりやすい犯罪被害者保護制

度(有斐閣リブレ)／椎橋隆幸、川

出敏裕、高橋則著.－－日本東京 : 
有斐閣, 2001  

                 （相關可備參考） 
 
35. 精神医学／犯罪学／被害者学 : 

西欧と非西欧／[エランベルジェ

著-艾倫伯格(Henri F. Ellenberger), 
1905- )];中井久夫編訳.－－東京

都 : みすず書房, 2000  

36. 犯罪被害者 : いま人権を考える

／河原理子.－－東京都 : 平凡

社, 1999 
                  （相關可備參考） 
 
37. 犯罪被害者の権利と救済／九州

弁護士会連合会大分県弁護士会

編 .－－東京都  : 現代人文社 , 
1999  

                 （相關可備參考） 
 
 

三、期刊論文 

1. 犯罪被害人陳述制度之成效：從

英國實證研究成果出發╱謝如媛   
法學新論 30  2011.06  頁 13-34 

                 （相關可備參考） 
 
2. 犯罪被害人財產權保障之救濟：

從憲法觀點論附帶民事訴訟之修

改方向╱黃士元  全國律師 15.4   
2011.04  頁 105-118 

                 （相關可備參考） 
 

3. 日本刑事訴訟上保護犯罪被害者

之法制／黃東焄   檢察新論 9 
2011.01 頁 255-274 

                         （適用） 
 
4.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執行成效之

研究：以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保護

對象為例／王寬弘  警學叢刊   
41.4  2011.01   頁 57-98 

                     （論題專精） 
 

                （相關可備參考）  5. 犯罪被害人≠訴訟邊緣人：簡評最

高法院九九年度台上字第二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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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號╱林裕順  臺灣法學雜誌  
167  2011.01  頁 183-187 

                 （相關可備參考） 
 
6. 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保護研究／李

麒  亞洲家庭暴力與性侵害期刊  
6-2  2010.12   頁 49-63 

                         （適用） 
 
7. 從日本法看犯罪被害人保護：日

本犯罪被害保護重要論點歸納與

觀察╱陳慈幸  月旦法學 178  
2010.12   頁 23-33 

                     （論題專精） 
 
8. 台灣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回顧與

展望：以 2009 年擴大保護性侵害

被害人為例╱許福生  亞洲家庭

暴力與性侵害期刊  6.1   
2010.07  頁 163-186 

                         （適用） 
                   
9. 從馬多夫案看美國政府對犯罪被

害人之保護╱郭瑜芳  法務通訊

2485  2010.03   頁 3-5 
                 （相關可備參考） 

 
10.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正之評析╱

盧映潔  月旦法學 178  2010.03  
頁 35-46 

                     （非常適用） 
 
11. 犯罪被害人保護政策之回顧與展

望／許福生      月旦法學  178  
2010.02     頁 5-21 

                         （適用） 
 
12. 美、英、日、臺犯罪被害人保護

措施之比較分析／王寬弘  中央

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  10  
2009.12  頁 213-260 

                     （論題專精） 
 
13.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探討╱

許福生 社區發展 128  2009.12  
頁 73-85 

                     （論題專精） 
 
14. 社會福利與法律--犯罪被害人保

護法╱林谷燕  師友月刊 508,509 
2009.10, 2009.11  頁 58-62,66-69 

                 （相關可備參考） 
 
15. 『97 年全國民眾犯罪被害暨政府

維護治安施政滿意度調查結果發

表會』暨『當前社會治安問題與

對策座談會』會議記錄╱吳志揚;
楊士隆主持; 陳又寧;周子敬記錄   
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會刊 10.2  
2009.05   頁 37-48 

                 （相關可備參考） 
 
16. 犯罪被害人在德國刑事訴訟程序

中的地位與保護之介紹╱盧映潔  
刑事法雜誌 53.2  2009.04  頁

103-135 
                         （適用） 

 
17. 從刑事政策觀點論犯罪被害人之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伍開遠  警

學叢刊 39.5=183    2009.03-04   
頁 105-118 

                 （相關可備參考） 
 

18.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制的檢討

與策進：並簡介日本「犯罪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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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等基本計畫」╱廖正豪  刑事

法雜誌  52.6  2008.12  頁 1-62 
                 （相關可備參考） 
 

                     （論題專精） 
 
19. 犯罪被害人保護的發展與趨勢╱

郭明政  刑事法雜誌 52.6  
2008.12 頁 63-85 

                         （適用） 
 
20. 論犯罪被害人之刑事訴訟程序參

與權之發展╱謝協昌  刑事法雜

誌  52.6  2008.12  頁 87-118 
                     （論題專精） 
 
21. 犯罪被害人保護措施之檢討與策

進十年溫馨生命放晴：一線工作

人員的回顧與展望╱游明仁 ; 林

仁德  刑事法雜誌  52.6  
2008.12  頁 119-149 

                 （相關可備參考） 
 
22.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制度之檢

討與策進」研討會╱蔡茂盛;廖正

豪主持;宋明潭紀錄  刑事法雜誌 
52.6  2008.12  頁 158-176; 
194-212  

                     （論題專精） 
 

23. 從恐怖事件受難者保護初探美國

犯罪被害人保護網絡╱王寬弘   
國境警察學報  10  2008.12 頁

179-207 
                     （論題專精） 
 
24. 制定犯罪被害人等權益保障法--

有計畫推動被害人等權益保障╱

許福生  刑事法雜誌  52.6   
2008.12  頁 151-153 

25.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簡介：律師能

為修復式正義做些什麼？╱陳淑

貞  律師雜誌 349  2008.10 頁

9-31 
                 （相關可備參考） 
 
26. 德國之被害人保護：基本理念與

法律規定狀況 Kerner, ╱

Hans-Jurgen ; 盧映潔譯; 馬躍中

譯   律師雜誌  349  2008.10  
頁 32-42 

                     （論題專精） 
 
27. 刑事程序犯罪被害人權利保障--

以被害人保護、訴訟參加為中心

╱林裕順  律師雜誌  348  
2008.09  頁 36-61 

                 （相關可備參考） 
 
28. 追尋犯罪被害人的正義之路：從

福利到修復、從控制到重分配╱

黃蘭媖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

刊  11.2  2007.12  頁 35-78 
                 （相關可備參考） 
 
29. 老人犯罪被害╱邱淑蘋  犯罪學

期刊  10.1  2007.06   頁 1-16  
                     （論題專精） 
 
30. 探究我國國中少年性犯罪被害之

原因：從日常活動與防衛空間的

理論思考╱謝志龍 犯罪學期刊

10.1    2007.06  頁 17-53 
                 （相關可備參考） 
 
31. 論犯罪被害人權利保護之理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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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謝協昌 刑事法雜誌  5.1  
2007.02   頁 30-64 

                 （相關可備參考） 
 
32. 犯罪被害人家屬「家庭成長」團

體的實施--以喪親成年女性為例

╱嚴健彰  法務通訊  2317  
2006.11   頁 4-6 

                 （相關可備參考） 
 
33. 我國施行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八年

來的成效╱朱坤茂  法務通訊

2295   2006.06   頁 3-5 
                     （論題專精） 
 
34. 從一件犯罪被害人補償決定，論

行政救濟途徑教示錯誤之法律效

果╱蔡志方  成大法學 11  
2006.06  頁 1-30 

                 （相關可備參考） 
 
35. 犯罪被害人刑事訴訟權利之保護

╱ 廖尉均 刑事法雜誌  49.4 
2005.08   頁 95-113 

                     （論題專精） 
 
36. 警察對犯罪被害人保護策略之研 

究╱鄭善印  刑事法雜誌  49.4 
2005.08  頁 1-21 

                     （論題專精） 
 
37. 偷渡「丟包」案被害人有權請求

犯罪被害補償--簡評臺中高等行政

法院一個「把人當人看」的判決╱

廖元豪  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73  
2005.08  頁 195-199 

38. 犯罪被害人保護發展趨勢之探討

 ╱ 許福生  刑事法雜誌  49.4  
2005.08  頁 22-56 

                     （論題專精） 
 
39. 犯罪被害人保護在德國法中的發

展--以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

序中的地位以及「犯罪人與被害

人均衡協商暨再復原」制度為探

討中心╱盧映潔  國立臺灣大學

法學論叢  34.3   2005.05   頁

165-276 
                     （論題專精） 

 
40. 犯罪被害人參與訴訟制度╱黃朝

義  月旦法學教室 27   2005.01 
頁 93-100  

                 （相關可備參考） 
 
41. 犯罪被害人家屬服務需求之研究/

鄭瑞隆、王世文，刑事政策與犯

罪研究論文集(七)，法務部，

2004.11，頁 383-436 
                     （論題專精） 
 
42. 死刑存在=犯罪被害人之保護？--   

簡論德國與臺灣之被害人保護措    
施╱盧映潔   月旦法學 113      
2004.10  頁 93-109 

                         （適用） 
 

43. 論大陸地區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

訟上之法律地位╱王永茂  展望

與探索 2.9   2004.09  頁 78-89  
                 （相關可備參考） 
 

                     （論題專精） 44. 刑事司法上被害人保護及其與犯

罪人關係：一個批判的省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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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嘉  月旦法學  110  2004.07  
頁 125-143 

 

                     （論題專精） 
 
45.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施行成效

之研究--以被害補償排除條款的

運用為探討中心╱盧映潔  政大

法學評論  77  2004.02  頁

285-332 
                         （適用） 
 
46. 犯罪被害人訴訟權利之研究╱劉  

勤章  中央警察大學 法學論集 
8   2003.08  頁 171-200 

                 （相關可備參考） 
 
47. 淺談「犯罪被害補償制度」╱鍾

秉正  法學講座 18;19  2003.07 
頁 118-125;114-123 

                     （論題專精） 
 
48.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補償規  

定及其實務分析╱鍾秉正 臺北  
大學法學論叢  52  2003.06     
頁 27-70 

                     （論題專精） 
 
49. 簡述「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

複 陳述作業」及加強公訴程序中

對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保護措施╱

陳文琪  法務通訊  2107  
2002.10  頁 4 

                     （論題專精） 
 
50. 由犯罪被害人觀點檢視現行刑事

司法制度╱劉邦繡  刑事法雜誌 
46. 4  2002.08  頁 74-95  

51. 論被害人補償制度中排除條款的

適用問題--以德國法為說明╱盧

映潔  國立臺灣大學法學論叢 
31.3   2002.05  頁 185-236 

                     （論題專精） 
 
52. 由性侵害犯罪被害人的困境與在  

刑事司法上的重要性論性侵害犯  
罪被害人保護之必要性╱劉邦繡  

全國律師  6.4  2002.04  頁    
76-87 

                 （相關可備參考） 
 
53. 犯罪被害補償金相關問題之探討

--犯罪被害人之父母、配偶,申請

遺屬補償金（扶養費），應否受「不

能維持生活」限制╱陳榮宗  法

務通訊 2070  2002.01  頁 3-5 
                     （論題專精） 
 
54.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後民法與社

會法法律時期的成熟標竿╱郭明

政  政大法學評論 60  1998.12  
頁 303-323 

                     （論題專精） 
 
55. 綴補傷痕：解析犯罪被害人保護

法及犯罪被害補償制度╱蘇南桓 
法律與你 133  1998.11 頁 19-34  

                 （相關可備參考） 
 
56.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簡介：跨出犯

罪被害人保護法制的一大步╱謝

啟大全國律師 2.6  1998.06 頁

88-90  
                     （論題專精） 

                     （論題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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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建構犯罪被害人之司法保護體

系：美國制度之借鏡╱林輝煌 律

師雜誌 223  1998.04  頁 17-36  
                         （適用） 
 
58. 各國犯罪被害人補償制度簡介╱

許啟義 律師雜誌 223  1998.04  
頁 37-48            

                     （論題專精） 
 
59. Protecting victims of human 

trafficking within a non- 
refoulement’framework: is 
complementary protection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in Canada and 
Australia? / Jayasinghe, Udara; 
Baglay, Sash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23. 3 
(2011): p489-520. 

                 （相關可備參考） 
 
60. Moving children? Child trafficking, 

child migration, and child rights / 
O'Connell Davidson, 
Julia.--Critical Social Policy  31. 
3 (2011): p454-477.  

                     （論題專精） 
 
61. Criminal offending among 

respondents to protective orders: 
crime types and patterns that 
predict victim risk / Jordan, Carol; 
Pritchard, Adam; Duckett, 
Danielle.--Violence Against 
Women 16.12. (2010) :p1396-1411. 

                 （相關可備參考） 
 
62. Bullying and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among 
low-income, African-American 
youth / Fitzpatrick, Kevin M.; 
Dulin, Akilah; Piko; 
Bettina.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9.6  (2010): 
p634-645. 

                 （相關可備參考） 
 
63. Explaining victim self-protective 

behavior effects on crime incident 
outcomes / Guerette, Rob; Santana, 
Shannon.--Crime & Delinquency  
56.2  ( 2010): p198-226.                 

                 （相關可備參考） 
 
64. Supporting victims of trafficking: 

towards reconciling the security of 
victims and states  / 
ikolic-Ristanovic; Vesna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21. 3 (2010): 
p189-202. 

                 （相關可備參考） 
 
65. The Québec Crime Victims 

Compensation Act: when the clock 
is ticking against victims of 
intra-familial sexual abuse   / 
Langevin, Louise.-- Canadian 
Journal of Women and the Law 22. 
2 (2010): p485-504. 

                     （論題專精） 
 
66. New slavery, old binaries: human 

trafficking and the borders of 
‘freedom’/ Davison, Julia  
O'connel.--Global Networks 10. 2 
(2010): p24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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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可備參考）  
 
67.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other 

vulnerable victims against 
secondary victimisation: making it 
easier to testify in Court  / 
Schèunemann, Bernd .--ERA 
Forum 10. 3 (2009): p387-396. 

                 （相關可備參考） 
 
68. Gay male rape victims: law 

enforcement, social attitudes and 
barriers to recognition  / Rumney, 
Philip.--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13. 2/3 
(2009): p233-250. 

                 （相關可備參考） 
 
69. Using injuries of race in child 

abuse and homicide trials / 
Gurevich, Liena.-- Criminal 
Justice Studies  22. 3  (2009): 
p299-311. 

                 （相關可備參考） 
 
70. Victims' rights, human rights and 

criminal justice / Jonathan Doak 
O'Mahony, David; Doak 
Jonatha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9. 4 (2009): 
p582-585. 

                 （相關可備參考） 
 
71. Failing to protect: victims' rights 

and police liability  / Burton, 
Mandy. --Modern Law Review  
72. 2 (2009): p283-295. 

72. Victim narratives, legal 
representation, and domestic 
violence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 
Durfee, Alesha.-- Feminist 
Criminology  4. 1 (2009): p7-31. 

                 （相關可備參考） 
 
73. Embracing the‘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 repertoire of measures 
including asylum for potential 
victims / Barbour, Brian; Gorlick, 
Bri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20. 4 (2008): 
p533-566.  

                     （論題專精） 
 
74. Women who are stalked: 

Questioning the fear standard / 
Dietz, N.; Martin, P.-- Violence & 
Abuse Abstracts  13. 4 (2007).      

                 （相關可備參考） 
 
75. An evaluation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 
of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domestic violence / Mufti, L.; 
Bouffard, J. Sage.-- Urban Studies 
Abstracts  35. 4 (2007).           

                 （相關可備參考） 
 
76. Victims' rights overview under the 

ICC legal framework: a 
jurisprudential analysis / Greco, 
Gioia.--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Review 7. 2/3  (2007): 
p531-547.  

                     （論題專精）                  （相關可備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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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Women who are stalked / Dietz, 

Noella;  Martin, Patricia.--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3. 7 
(2007): p750-776. 

                 （相關可備參考） 
 
78. 月刊法律のひろば 2010 年 3 月号

特集：刑事裁判における犯罪被

害者の保護／編著ぎょうせい   
2010.03 

                 （相關可備參考） 
 
79. 我が国における犯罪被害者支援

の現状と今後の課題／小林奉文

／レファレンス  2003.4  頁

14-43         
                 （相關可備參考） 

 
80. (特集)犯罪被害者の保護と救済

／ジュリスト No.1163  1999.9  
                 （相關可備參考） 
 
81. 犯罪被害者の救済に必要な法制

度(特集 2)犯罪被害者救済の法理) 
／椎橋隆幸 自由と正義 49.1  
1998.11  頁 100-111       

                 （相關可備參考） 
 
82. 少年法第六一条と犯罪被害者の

保護／藤吉和史 『中央学院大学 

法学論叢』電子版第 14. 1・2 (通
巻 25) 
http://wwwlib.cgu.ac.jp/cguwww/3
/14_0102/047-14.pdf  頁 327-353       

                 （相關可備參考） 
 

83. 刑事手続と損害の回復(特集 犯

罪被害者の権利)／宮崎英生  法

律時報 71.10   1999.09  頁

43-48        
                 （相關可備參考） 
 
 

四、博碩士論文 

1. 從犯罪被害人之主觀感受探討我

國犯罪被害補償金制度／林韡婷 
／臺北大學犯罪學研究所／100
／碩士 

2.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作為之研究

─以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為中心／

陳正欣／國防大學管理學院／法

律學系／99／碩士 
3. 美國性侵害證據法則之研究-以破

除性侵害迷思為中心／陳又寧／

國立交通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

98／碩士 
4. 防制人口販運之研究－以人口販

運案件之查緝及其被害人之保護

為中心／周珈宇／中央警察大學

／外事警察研究所／98／碩士 
5. 暴力討債被害歷程之研究／張鶴

瓊／國立臺北大學／犯罪學研究

所／98／碩士 
6. 刑事程序中被害人保護之研究-以

訴訟參加為中心／戴珮芸／中央

警察大學／刑事警察研究所／97
／碩士 

7. 我國與日本犯罪被害人保護之比

較研究／張榕／國防大學國防管

理學院法律研究所／97／碩士 
8. 犯罪被害補償制度之研究－以我

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補償規定

為中心／陳啟全／雲林科技大學

／科技法律研究所／97／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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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執行成效之

研究--以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保護

對象為例／王寬弘／中央警察大

學／犯罪防治研究所／97／博士 
10. 我國防制人口販運法制之研究／

蕭明欽／中央警察大學／法律學

研究所／97／碩士 
11. 我國防制人口販運相關問題之研

究-以性剝削為探討中心／徐福基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

研究所／97／碩士 
12. 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之研究／余

國成／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

研究所／96／碩士 
13. 由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探究我國犯

罪被害人補償制度／林尹綸／中

國文化大學／法律學研究所／96
／碩士 

14. 從美、日立法例論我國防制人口

販運法制／羅光智／中央警察大

學／法律學研究所／96 碩士 
15. 刑事法上犯罪被害人權利保護之

研究／江靜昀／國立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所／96／碩士 
16. 論犯罪被害人之刑事訴訟權能-從

犯罪被害人保護觀點談起／陳孟

彥／國立臺北大學／法學系／95
／碩士 

17. 我國家庭暴力防治網絡之研究--
以被害人保護網絡為例／董靜芬

／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

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95／碩士 
18. 民法扶養與犯罪被害人保護之交

錯／詹喬偉／輔仁大學／法律學

研究所／94／碩士／ 
19. 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研究-以

補償制度為中心／邱國禎／國防

管理學院／法律研究所／94／碩

士 
20. 台灣地區「性侵害被害人減少重

複陳述方案」之行動研究／張錦

麗／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

社會工作學系／93／碩士 
21. 國際人口販運問題之法律研究／

施博琦／世新大學／法律學研究

所／94／碩士 
22. 性侵害被害人求助經驗與預防二

度傷害之研究：社工員角度之觀

察／李婷婷／國立中正大學／犯

罪防治所／93／碩士 
23. 家庭暴力防治服務網絡建構整合

之研究-以高雄市.彰化縣.台東縣

為例／楊鸞貞／國立東華大學／

公共行政研究所／93／碩士 
24. 論家庭暴力事件加害人與被害人

權益之保障／洪遠亮／銘傳大學

／法律研究所／92／碩士 
25. 我國犯罪被害人補償制度之研究

－以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為中心／

陳榮宗／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92／碩士   
26. 被害人與被告在刑事程序中地位

之比較研究／徐瑞婷／國立中正

大學／法律學研究所／92／碩士 
27. 犯罪被害人之刑事訴訟地位與補

償法制／施一帆／國立成功大學

／法律學研究所／92／碩士 
28. 犯罪被害人家屬受助需求與受助

滿意度之研究／王世文／國立中

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92／碩

士 
29. 台灣、德國及日本犯罪被害補償

之比較研究／鄭敦宇／國立政治

大學／法律學研究所／91／碩士 
30. 論犯罪被害人參與刑事司法機制

的建構／周思嘉／輔仁大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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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學研究所／91／碩士 
31. 特定類型性侵害犯罪之研究─以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實體與程序

的探討為中心／劉邦繡／國立中

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90／碩

士 
32. 特定類型性侵害犯罪之研究─以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實體與程序

的探討為中心／劉邦繡／國立中

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90／碩

士 
33. 犯罪被害人家屬團體成效暨成員

復原力內涵之分析研究／沈珉琪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

／90／碩士 
34. 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犯罪被害人

權能之研究／陳柏廷／國立臺北

大學／法學學系／88／碩士 
35. 犯罪被害人之訴訟程序權--以美

國法為中心，兼論我國刑事訴訟

法之規定／黃于玉／國立中興大

學／法律系／87／碩士 
 
                     （論題專精） 
 
 

五、報章 

1. 四大惡狼流竄 全台警戒

╱2011-09-09╱中國時報電子報 
2. 信義中毒案 犯保會協助申請補

償 2011╱ -08-25╱自由時報╱第

A14H 版 
3. 校長縱容性侵 監委糾舉：失格！

2011╱ -07-15╱中國時報╱第 A4
版 

4. 司改座談被害家屬痛陳冤屈無助

/2011-06-29╱民眾日報╱第 B17

版 
5. 為小三出頭被殺 判補償金給付

一半/2011-06-26╱自由時報╱第

B02 版 
6. 家長擬聲請國賠 狼師性侵兩國

中女 校長連坐記過

╱2011-06-22╱中國時報╱第 C2
版 

7. 塑毒 犯保協會開放申訴窗口

2011╱ -06-09╱聯合晚報╱第 A6
版 

8. 辛苦媽媽養遺腹子 求償 2 年仍碰

壁 2011╱ -05-31╱自由時報╱第

B04D 版 
9. 首例性侵補償 酒女獲 40 萬

2011╱ -05-07╱蘋果日報╱第

A12 版 
10. 性侵四男童 狼師判賠 900 萬元

2011╱ -05-14╱台灣時報╱第 11
版 

11. 打擊跨國人口販運 美方肯定

╱2011-05-12╱中央社╱國內社

會版 
12. 五股爆炸案說明會 新北市助求

償災民批評消防安檢〝官官相護〞

╱2011-04-30╱聯合晚報╱第 A6
版 

13. 強制失蹤 聯國嚴厲警告中國

2011╱ -04-09╱國外政治╱中央

社日內瓦 8 日法新電 
14. 雲林性侵案 法部協助爭取補償

2011╱ -03-30╱中央社╱國內社

會 
15. 浴血搏匪染愛滋 申請被害人補

償金勝訴-搶匪坐監 只能月付

200 元╱2010-12-16╱自由時報電

子報 
16. 犯保協會：被害與加害補償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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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10-04╱台灣時報╱第 5
版 

17. 補償失衡 犯罪被害人家屬爭公

道╱2010-10-4╱自由時報電子報 
18. 犯保新制 1 年 求助案件大增

2010╱ -09-28╱自由時報╱第

B06S 版 
19. 犯罪被害人保護 當年還沒有

2010╱ -09-19╱自由時報╱第

B01 版 
20. 吳揆：犯罪被害人補償應讓加害

人支出╱2010-01-15╱中央社電

子報 
21. 性侵等 6 類犯罪被害人 納入補償

2╱ 009-08-01╱中國時報電子報 
22. 劉揆：擬修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擴

大補償 2008╱ -08-07╱中國網路

電子報 
 

（相關可備參考） 
 
 

六、網站資源 

1. 法務部  
http://www.moj.gov.tw/mp001.html 

 
2. 法務部線上服務 e 點通

http://www.moj.gov.tw/np.asp?ctN
ode=27954&mp=001 

 
3.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及

各分會

http://www.moj.gov.tw/public/Data
/1720142728785.pdf  

 
4. 內政部警政署

http://www.npa.gov.tw/NPAGip/wS

ite 
 
5.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http://www.cib.gov.tw/index.aspx 
 
6. 婦女救援基金會 

 http://www.twrf.org.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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