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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 110 年度第 2 次緩起訴處分金暨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會會議紀錄(節本) 

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27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0分 

地    點：本署二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主    席：梁主任檢察官光宗                      記錄：楊文志 

壹、為審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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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及中華牧人關懷協會 110年度緩起

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計畫期中（110年 1至 6月）查

核評估報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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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及中華牧人關懷協會 110年度補助

款計畫變更。 

貳、執行秘書報告： 

一、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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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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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0年期中經費結報情形、查核報告，請參閱（查核報告詳見

會議資料）。 

二、110年度補助款計畫變更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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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及中華牧人關懷協會提出變更案。 



2 

 

參、討論過程：(略) 

肆、會議決議暨主席裁示事項： 

一、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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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

會臺灣宜

蘭分會 

1.110年『一路相伴法

律協助專案』實施計

畫 

2.(2-1)110年保護志工

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2-2)110年保護志工

專業教育訓練計畫 

3.110年度『一路相伴

法律協助』法律諮詢

服務實施計畫 

4.110年度各項短時業

務宣導申請補助計畫 

5.(5-1)110年諮商輔導

方案執行計畫 

(5-2)110年諮商輔導

方案執行計畫-團體

心理輔導-電影賞析

活動 

6.110年度保護業務關

懷慰問、緊急資助實

施計畫 

7.110年度協助重傷馨

生人醫療照護補助實

施計畫 

8.110年中秋節關懷馨

生人實施計畫 

9.(9-1)110年職業訓練

-手工藝訓練班實施

計畫  

(9-2)110年職業訓練

詳查核報告 
審查委員意見： 

1.因應疫情，部分活動或訓

練、法律諮詢、電影賞析

等，評估是否可行。 

2.建議相關課程訓練可採視

訊進行。 

3.建議因疫情影響活動辦理

與執行，評估可彈性因應

，採不同的補助方式，如

疫情不影響庭經濟收入，

給予補助物資等。 

4針對法律諮詢問題統計，

可做為未來宣導或課程主

題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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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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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教學班實施計

畫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宜

蘭分會 

1.110年度「渡安居」

安置處所輔導服務申

請補助計畫 

2.110年度監所收容人

暨更生人家庭支持服

務方案計畫 

3.110年度更生輔導員

精進訓練 

詳查核報告 
審查委員意見： 

1.因應疫情變更”策略”，

改視訊進行或實體交錯使

用。 

2.建議個案消極結案指標訂

定，有利於安置工作程序

訂定。 

3.肯定心理師多元專長介入

安置業務，才能對安置個

案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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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年度榮譽觀護人

遴聘、表揚及成長訓

練計畫 

2.110年度觀護業務行

政協助計畫 

3.110年推動修復式司

法實施計畫 

4.110年度法治、認知

及生命教育活動計畫 

5.110年法治教育宣導

計畫 

6.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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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0年受觀護個案「

心靈成長、幸福相伴

」方案計畫 

8.110年社會勞動執行

機構遴聘、教育訓練

詳查核報告 
審查委員意見： 

1.因應疫情，輔導策略改變

，路途、意願、心理安全

等，評估進行視訊或實體

交錯使用，增加方案效率

（能）。 

2.針對心理師專長領域，來

進行個案安排個別或團體

諮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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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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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座談會計畫 

9.110年度受觀護個案

三節關懷慰問活動實

施計畫 

10.110年度「宜蘭檢察

藝文空間」策展計畫 

11.110年度辦理「社區

生活營」成果展計畫 

12.110年受保護管束人

及更生人家庭團體輔

導活動  

社團法人

中華牧人

關懷協會 

蘇澳馬賽地區家庭支持

/社區共學-犯罪/毒品

防制計畫 

詳查核報告 
審查委員意見： 

1.除申請本經費外，建議可

以中央社會安全網等結合

，申請中央或地方政府專

業社工的補助，以專業人

力執行及評估，增加追輔

之全面性，讓此方案之效

益可以延續。 

2.結合聯勸、緩起訴處分金

、政府部分，一起讓方案

更完整（資源不重複申請

為原則）。 

3.增加對於家長培力，及隨

課評估其成效如何益及長

遠工作之規劃。 

4.對於課程師資的執行概況

及評估，請加強督導。 

5.分流分艙上課人數不多，

未執行課程仍可進行。 

6.支持肯定協會對弱勢兒少

及家庭的輔導與陪伴。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查核意見進行改

善。 

2.經委員會決議，雖實際支

用與申請計畫不符，惟機

構表示係因應疫情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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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狀況而變更，後已提

出計畫變更申請，同意續

撥列冊。 

二、110年計畫變更及新增案審議 

 機構名稱 計畫名稱 審查會決議事項 

社團法人中

華牧人關懷

協會 

蘇澳馬賽地區家庭支持/社區共學-犯

罪/毒品防制計畫（變更部分家長講

師及課程內容） 

審查委員意見： 

同意變更。 

建議： 

1.除申請本經費外，建議可

以中央社會安全網等結合

，申請中央或地方政府專

業社工的補助，以專業人

力執行及評估，增加追輔

之全面性，讓此方案之效

益可以延續。 

2.結合聯勸、緩起訴處分金

、政府部分，一起讓方案

更完整（資源不重複申請

為原則）。 

3.未來建議將執行成效評估

分析，提供予地檢署及各

網絡單位分享與交流。 

4.弱勢兒少，獨留在家孩子

之納入有其意義，希望能

持續照顧兒少，累積經驗

複製到其他有需要的社區

。 

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同意變更。

變更後核定補助款金額不變

。（新台幣 162,000元）(詳

變更計畫及經費概算表)。 

財團法人臺

灣更生保護

編號 2-110年度監所收容人暨更生人

家庭支持服務方案計畫 

編號 3-110年度更生輔導員精進訓練 

審查委員意見： 

同意變更。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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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宜蘭分會 編號 4-110年更生人醫療費用申請補

助計畫 

1.案 4費用上編列以往需求

情形，每人次補助上限及

總經費，要足夠實際需求

。 

2.家庭支持方案中個別輔導

諮商人次減少，請留意個

案需求及影響。 

3.志工輔導員訓練方式，學

習視訊，使用科技產品之

準備，仍需教育志工要開

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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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9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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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年『一路相伴法律協助專

案』實施計畫 

編號（2-2）-110年保護志工專業教

育訓練計畫 

編號 3-110年度『一路相伴法律協助

』法律諮詢服務實施計畫 

編號 4-110年度各項短時業務宣導申

請補助計畫 

編號(5-2)-110年諮商輔導方案執行

計畫-團體心理輔導-電影賞析活

動 

編號 6-110年度保護業務關懷慰問、

緊急資助實施計畫 

編號 7-110年度協助重傷馨生人醫療

照護補助實施計畫 

編號(9-1)-110年職業訓練-手工藝訓

練班實施計畫  

編號(9-2)110年職業訓練-音樂教學

班實施計畫 

審查委員意見： 

同意變更。 

建議： 

1.編號 4的宣導資訊應設計

，避免看不懂內容，可與

村里長討論或試閱設計淺

顯易懂的資料，以達宣導

目的。 

2.疫情下給予經濟物資補助

有其必要性。 

3.有關村里長協宣導一案，

仍需與村里長進行有效溝

通，以達宣導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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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994元。(詳變更計

畫及經費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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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榮譽

觀護人協進

會 

編號 1-110年度榮譽觀護人遴聘、表

揚及成長訓練計畫 

編號 2-110年度觀護業務行政協助計

畫 

編號 13-110年觀護個案急難救助計

劃  

審查委員意見： 

同意變更。 

建議： 

急難救助之補助應有評估及

差距，非均以最高額進行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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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034元。(詳變更

計畫及經費概算表)。 

伍、臨時動議：（略） 

陸、主席結論：(略) 

柒、散會：（時間上午 11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