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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蘭地方檢察署108 年 度 第 2 次 緩 起 訴 處 分 金 補 助 款 審 查

會 （ 108 年 期 中 查 核 及 計 畫 變 更 、 新 增 案 ）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年 8 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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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年度緩起訴處分金暨認罪

協商金補助款計畫期中（108 年 1 到 6 月）查核評估報告、108 年

度核定計畫變更及新增案審查。 

貳、執行秘書報告： 

一、108 年申請計畫期中查核依據及查核期間 

 1、依據：緩起訴處分金與認罪協商金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

理辦法第 13 條規定辦理查核，及其查核評估報告，應提報審

查會，以為續予補助之審查依據。 

2、查核期間：108 年 1~6 月止之憑證結報及計畫執行情形（期

中成果摘要表，已先隨會議通知送委員審閱）。 

3、108 年期中經費結報情形、查核報告，請參閱（P2）（查核

報告詳見會議資料） 

二、請各查核人員依序提出查核情形，查核報告詳會議資料。 

三、會計室室提醒事項：請更生保護會宜蘭分會按季結報，以利

掌握經費執行情形。 

參、討論過程：(略) 

肆、會議決議暨主席裁示事項： 

一、108 年申請計畫期中查核報告及審議情形 

機構名稱 計畫名稱 查核委員意見 審查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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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

臺灣更生

保護會宜

蘭分會 

1.108 年度戒毒女性更生人
安置輔導服務申請補助計
畫 

2.108 年度戒毒個案個別輔
導/團體輔導申請補助計
畫 

3.108 年度監所收容人暨更
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案計
畫 

4.108 年度更生輔導員精進
訓練計畫 

5.108 年度觀護心關懷情受
保護管束人及更生人家庭
輔導團體活動 

6.108 年度更生人、監所自
營產品行銷計畫  

7.108 年度更生人救助服務
計畫   

8.108 年度「反毒法治教育
暨生命教育體驗營」實施
計畫 

詳查核報告 
審查委員意見： 

1.各計劃之評估工作，如有

質化的評估指標，請在執

行成效上呈現，如果是滿

意度調查，希望能夠瞭解

不滿意的部份，以做為後

續改善之參考。 

2.評估指標方法及工具，避

免只有量化指標，請加入

質化指標。 

3.渡安居之執行成效有輔導

就業及考照之成效，非常

好，希望可以披露加以宣

導，鼓勵其他一樣的吸毒

的人，可以有正向改變，

提昇我們的計畫效益及能

見度，也可以將他們的生

命故事，加於更保臉書（

匿名）宣導。 

4.針對期中報告有關執行之

困難，請連結縣內相關資

源，投入服務。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查核意見進行改

善。  

2.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

撥列冊。 

宜蘭縣榮

譽觀護人

協進會 

1.108 年度榮譽觀護人暨表
揚暨成長訓練計畫 

2.108 年度榮譽觀護人個案
研討、相關會議及成長訓
練計畫 

3.108 年觀護業務行政協助
計畫 

4.108 年推動「修復式司法
」實施計畫 

5.108 年法治、認知及生命
教育活動計畫 

6.108 年度辦理性侵害案件

詳查核報告 
審查委員意見： 

1.修復式司法實施計劃，執

行為 0，請檢察官能轉介

案件，方能執行。 

2.各計畫之評估工作如有質

化的評估指標，請在執行

成效上呈現，如為滿意度

之調查，希望能夠瞭解不

滿意的部分，以做為後續

改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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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保護管束人社區監督網
絡會議計畫 

7.108 年受觀護個案「心靈
成長、幸福相伴」方案計
畫 

8.108 年社會勞動執行機構
遴聘教育訓練、觀摩及座
談會計畫 

9.108 年度受觀護個案三節
關懷慰問活動實施計畫 

10.108 年度「宜蘭檢察藝
文空間」策展計畫 

11.108 年社區生活營成果
展計畫 

12.108 年法教育宣導計畫 

3.評估指標儘量量化及質化

並重。 

4.社區生活營請結合學校，

後續的觀察瞭解成效及後

續改善的部份。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查核意見進行改

善。  

2.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

撥列冊。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

會臺灣宜

蘭分會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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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保護志工
教育訓練實施計畫 

（2-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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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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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8 年各項宣導計畫 

5.（5-1）108 年溫馨專案-
諮商輔導方案執行計畫

（5-2）108 年「滿天馨 
照亮您」溫馨專案-電
影賞析育計畫 

6.108 年保護業務『訪視慰
問、緊急資助』實施計畫

7.108 年協助重傷馨生人醫
療補助實施計畫 

8.（8-1）108 年春節關懷
馨生人團體輔導活動實
施計畫  

（8-2）108 年中秋節關懷

詳查核報告 
審查委員意見： 

1.經費執行率為 29.75%略

為偏低，應加強提高執行

率。 

2.各計畫之評估工作如有質

化的評估指標，請在執行

成效上呈現，如果是滿意

度調查，希望能夠瞭解不

滿意的部份，以做為後續

改善之參考。 

3.評估指標方法及工具，避

免只有收據及領據，這不

應該是評估工具，請修正

為報表或紀錄。 

4.活動執行後強化質化回饋

量表的彙整，以利日後活

動規劃。 

5.執行率之達成，要掌握妥

當，才能有效執行，避免

工作執行負擔不均。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查核意見進行改

善。 

2.經委員會決議，實際支用

與申請計畫相符，同意續

撥列冊。 



 4

馨生人實施計畫 

9.108 年『創意皮件設計班
』協助馨生人技藝訓練
實施計畫 

10.108 年家庭關懷重建服
務-「綠世界生態農場」
關懷活動計畫 

二、108 年計畫變更及新增計畫案審議情形 

 機構名稱 計畫名稱 審查會決議事項 

臺灣更生保

護會宜蘭分

會 

編號 2-108 年度戒毒個案個別輔導/團體輔

導申請補助計畫 

編號 3-108 年度監所收容人暨更生人家庭支

持服務方案計畫 

         

審查委員意見： 

1、同意變更 

2、建議事項： 

有關變更調整預算，需

說明增加預算項之來源

。 

接續執行的方案，仍請

要進行參與回饋表單與

意見，以利日後活動規

劃。 

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同意變更。

變更後核定補助款金額新台

幣 1,228,341 元。(詳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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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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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2-（2-2）108 年聯合舉辦第七屆北一
區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教育訓練計
畫 

編號 4-108 年各項宣導計畫 

編號 5-（5-1）108 年溫馨專案-諮商輔導方
案執行計畫 

（5-2）108 年「滿天馨 照亮您」
溫馨專案-電影賞析育計畫 

編號 6-108 年保護業務『訪視慰問、緊急資
助』實施計畫 

審查委員意見： 

同意變更 

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同意變更。

變更後核定補助款金額新台

幣 980,778 元。(詳變更計

畫及經費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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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8-（8-1）108 年春節關懷馨生人團體
輔導活動實施計畫   

編號 10-108 年家庭關懷重建服務-「綠世界
生態農場」關懷活動計畫 

宜蘭縣榮譽

觀護人協進

會 

編號 1-108 年度榮譽觀護人暨表揚暨成長訓
練計畫 

編號 3-108 年觀護業務行政協助計畫 

編號 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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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8-108 年社會勞動執行機構遴聘教育訓
練、觀摩及座談會計畫 

編號 10-108 年度「宜蘭檢察藝文空間」策
展計畫 

編號 13（新增）-108 年反賄選宣導計畫 

審查委員意見： 

1.同意變更 

2.建議事項：指標性的重要

業務，仍請需妥善辦理，

無論經費如何調整或變更

。 

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同意變更，

變更後核定補助款金額新台

幣 1,511,267 元。(詳變更

、新增計畫及經費概算表)

。 

伍、散會：中午 12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