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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強化社會安全網，是政府的重要施政，並深受人民關

注。社會安全的建構，不能忽略被害人保護，故2020
年刑事訴訟法之修正，增設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對

於被害人保護，頗為重要；但是，對於被害人實質訴

訟參與的促進，現行法可能仍有改正空間。

Strengthen the “Social Safety Net” is an important 
government policy, and people are also very concerned 
about it. To build social security, we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In 2020, Criminal Procedure 
Law were amend in Taiwan, lawmakers increased the 
Participation in Proceedings by the Victim. This system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but it is not 
perfect, there is still need for amending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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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孟子．離婁章句上》有載：「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自古以來，家庭都是個人與社會的重要連結。對內，

家庭對個人的人格及行為養成，具有直接且長遠的影響；對

外，家庭是社會組成的基本單元，穩定的家庭關係有助於社會

安全的維持。然而，現今臺灣社會隨著工商業發達、人民生活

型態改變，家庭關係不如往昔緊密，加上少子化1、高齡化等

現象，不僅弱化家庭功能2，也增加社會的潛在風險。

對此，政府於2018年開始執行第一期的「強化社會安全網

計畫3」，現已邁入第二期4。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係以家庭為

中心，依個別家庭狀況，投入所需要的關懷協助，並以社區為

基礎，布建具有資源整合能力的服務中心，提高社會救助與福

利服務的效能5。在此之中，對被害人而言，應予提供完整且

有效的被害人服務6；於是，近期頗受關注的被害人訴訟參與

制度，如何深化被害人實質參與訴訟，應有討論空間。惟在此

之前，宜了解被害人保護服務的梗概，因為保護服務協助被害

1  值得一提的是，自2020年底開始，全球遭逢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衝擊，加劇世界各國的少子化。專家擔憂的是，嚴重的少子化
「可能無法維繫經濟成長，也難以支撐社會安全網」。見：全球出生
率大降　經濟拉警報，經濟日報，2021年4月13日，A4版。

2  王振寰、瞿海源，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巨流，2009年9月，200頁。
3  行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絡，2019年12月6日，https://www.ey.gov.

tw/Page/5A8A0CB5B41DA11E/6e7e91d8-483d-4b88-8501-
7f787092e002（瀏覽日期：2021年8月3日）。

4  行政院，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　蘇揆：建構「多元可及、
量足質優」的服務網絡　讓臺灣更幸福、安全，2021年7月29日，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5f203c15-9c80-
4cc5-a57e-7f00abd0f08f（瀏覽日期：2021年8月3日）。

5  衛生福利部、教育部、勞動部、內政部，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核定
本），2018年2月，41頁；衛生福利部，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之執行
與成效，2020年社會福利論壇—社會安全網之強化及整合策略研討
會，中華救助總會主辦，2020年11月6日，13頁。

6  衛生福利部，同前註，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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