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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蘭地方檢察署108 年度第 3 次緩起訴處分金補助款審查會

(109 年度計畫審查及 108 年計畫變更案 ) 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年 11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 分 

地    點：本署二樓會議室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主    席：江主任檢察官貞諭                       記錄：陳志立 

壹、為審查宜蘭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宜蘭

分會及臺灣更生保護會宜蘭分會等申請明(109)年度運用緩起訴處

分金等計劃案。 

貳、執行秘書報告： 

一、109 年緩起訴處分金與認罪協商金補助款—收支併列補助公

益團體之預算金額為 279 萬 8000 元。 

二、申請 109 年緩起訴處分金及認罪協商金補助款，計畫提出截

止日為 108 年 6 月 30 日，計收到宜蘭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犯

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宜蘭分會及臺灣更生保護會宜蘭分會三公

益團體計畫。 

三、因 109 年補助款為預估額，尚待立法院通過始確定且為收支

並列制，故經核准同意補助之計畫，如當年度緩起訴處分金

與認罪協商金立法院統刪而縮減時或實收數未達收支並列之

法定預算額度，得依實際緩起訴處分金與認罪協商金收入數

，減少或不予撥付已核准之計畫補助款。原則以各申請團體

按比例平均刪減之，並同意由各團體自行調整後提報本會審

核通過施行。 

 

參、討論過程：(略) 

肆、會議決議暨主席裁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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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查 109 度緩起訴處分金與認罪協商金補助款申請計畫 

機構名稱 計畫名稱 審查會決議事項 

財團法人臺

灣更生保護

會宜蘭分會 

1.109 年度戒毒女性更生人安置輔導

服務申請補助計畫 

2.109 年度戒毒個案個別輔導/團體輔

導申請補助計畫 

3.109 年度監所收容人暨更生人家庭

支持服務方案計畫 

4.109 年度更生輔導員精進訓練 

一、審查委員意見 

1、同意通過 

2、建議事項 

（1）第一案：修正個案

伙食費，改以日計

價。200 元/180 人

 次/日 2160 人次=

432000 元（總額不

變）；加強友善店

家之連結，及落實

家庭情感、維繫工

作，並請留意結案

追踪之進行及人員

訓練。 

（2）第三案：外督人選

建議應考量不同思

維，避免每年均同

一人。執行單位之

個案記錄，團體記

錄，請加強督導，

另有關外聘督導建

議可找不同督導來

協助，增進不同思

維之觀點，以利輔

導成效。 

二、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核定補

助款金額新台幣 893,41

6 元。(核定經費項目及

金額詳見申請計畫及經

費概算表)。 

宜蘭縣榮譽
1.109 年度榮譽觀護人遴聘、表揚及

成長訓練計畫 

一、審查委員意見 

1、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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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護人協進

會 

2.109 年儲備榮譽觀護人招募計畫 

3.109 年度觀護業務行政協助計畫 

4.109 年推動修復式司法實施計畫 

5.109 年度法治、認知及生命教育活

動計畫 

6.109 年度辦理性侵害案件受保護管

束人社區監督網絡會議計畫 

7.109 年受觀護個案「心靈成長、幸

福相伴」方案計畫 

8.109 年社會勞動執行機構遴聘、教

育訓練暨座談會計畫 

9.109 年度受觀護個案三節關懷慰問

活動實施計畫 

10.109 年度「宜蘭檢察藝文空間」策

展計畫 

11.109 年度辦理「社區生活營」成果

展計畫書 

12.109 年法治教育宣導計畫 

13.109 年受保護管束人及更生人家庭

團體輔導活動  

14.109 年義務勞務執行機構遴聘、教

育訓練暨座談會計畫 

2、建議事項 

（1）計劃的部分，請更

正講師時間為 50

分。 

（2）第 2案：基礎訓練

只需 6小時，可轉

知新進榮觀週知。 

（3）第 13 案： DIY 活

動修改為成長體驗

活動。 

（4）注意計畫執行滿意

度之呈現。 

二、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核定補

助款金額新台幣 1,021,

094 元。(核定經費項目

及金額詳見申請計畫及

經費概算表)。 

財團法人犯

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

宜蘭分會 

1.109 年『一路相伴-法律協助專案』

實施計畫(撰狀、委任律師、訴訟

協助) 

2.(2-1)109 年保護志工教育訓練實施

計畫 

(2-2)109 年聯合舉辦第八屆北一區犯

罪被害人保護志工教育訓練計畫 

3.109 年度『一路相伴法律協助』-免

費法律諮詢服務實施計畫（法律扶

助基金會宜蘭分會駐點服務） 

4.109 年各項宣導計畫 

5.(5-1)109 年諮商輔導方案執行計畫

-心輔、團督 

(5-2)109 年諮商輔導方案執行計畫

一、審查委員意見 

1、同意通過 

2、建議事項 

（1）第 2案 2-1 請補訓

練課程流程。 

（2）第 5案：建議影片

公播費，如可直接

購買公播版之影片

，請業務單位以直

接購買影片，以節

省經費並可重複使

用。 

（3）第 9案：材料費，

用途說明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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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天馨 照亮您」團體心理輔導-

電影賞析教育計畫" 

6.109 年保護業務『訪視慰問、緊急

資助』實施計畫 

7.109 年協助重傷馨生人醫療補助實

施計畫 

8.(8-1) 109 年春節關懷馨生人團體

輔導活動實施計畫  

(8-2)109 年中秋節關懷馨生人實施

計畫 

9.109 年『創意皮件設計班』協助馨

生人技藝訓練實施計畫 

另請注意參與人之

出席狀況，避免成

品無法完成。 

    執行方案與規劃是

技藝訓練或親子互

動，請業務單位要

詳如規劃與安排，

以利執行成效。 

（4）建議專業人力之運

用，要掌握各類專

業人員之能力與專

長，另外，也請多

元專業（包括社工

師人力）之運用。 

二、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核定補

助款金額新台幣 860,25

1 元。(核定經費項目及

金額詳見申請計畫及經

費概算表)。 

二、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宜蘭分會 108 年計畫變更案 

  機構名稱 計畫名稱 審查會決議事項 

財團法人犯罪被

害人保護協會臺

灣宜蘭分會 

編號 4：108 年各項宣導計畫 

（因有新增加之宣導活動，將已執行完

畢項目之經費調減，於新增之活動項

目運用，本計畫總經費未變動。） 

一、審查委員意見 

1、同意變更。 

2、建議事項：無。 

二、主席決議經委員會

決議，同意變更。(詳

變更計畫及經費概算表

)。 

 

伍、散會：(上午 12 時 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