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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 111 年度第 1 次 

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補助款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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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牧人關懷協會、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財團法

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宜蘭分會及宜蘭縣榮譽觀護人協進

會 110年度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計畫期末查核。 

二、宜蘭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11年度補助款計畫變更。 

貳、執行秘書報告： 

一、110年度申請計畫期末查核依據及查核期間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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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查核期間：110 年 7 至 12 月止之憑證結報及計畫執行情形

（期末成果摘要表，已先隨會議通知送委員審閱）。 

（三）110年期末經費結報情形、查核報告，請參閱（查核報告詳

見會議資料）。 

二、111年度補助款計畫變更審查：宜蘭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提案。 

參、討論過程：(略)。 

肆、會議決議暨主席裁示事項： 

一、110年度申請計畫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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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

中華牧人

蘇澳馬賽地區家庭支持

/社區共學-犯罪/毒品

詳查核報告 審查委員意見： 

1.本計畫案選定地區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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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協會 防制計畫 熱點嗎？ 本計畫目的緣

由與目的似乎無太大相關

。服務對象僅是一般兒少

而非犯罪更生人子女的輔

導計畫，對於預防犯罪循

環似乎無太大相關。建議

未來服務對象非對被害人

、更生人或更生人子女的

輔導計畫，建議不予補助

。 

機構回應： 

選定地區為毒品酒駕、犯

罪率為全縣第二高，服務

家庭之家長曾有酒駕等犯

罪經驗，且為該區唯一兒

少服務據點，計畫也有家

長培力擔任講師，以預防

再犯之目的。 

2.執行現況因應，以個案家

庭現況來敘述似乎不妥，

了解每個家庭及個案之現

況雖屬良好，但仍需擬定

具體可操作之方式與執行

。 

3.透過各項課程提升兒少自

信與價值是不錯的目標。 

4.家長培力也是讓家長自立

的延伸，未來仍需多連結

資源來推動。 

5.成果報告如果是個案，名

字及照片應有所隱蓋，如

在照片上以笑臉取代，名

字改為張○心等。 

6.親職功能評量，期末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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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是否能有客制化的服務

及課程，如訪視評估率及

親職功能提昇。 

7.可以結合社會安全網、小

衛星申請。 

8.成果報告未看到期末評估

未來可以作為客制化的服

務。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委員及查核意見

進行改善。 

2.經委員會決議，核定通過

查核。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宜

蘭分會 

編號 1-110年度「渡安

居」安置處所輔導

服務申請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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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4-110年更生人醫

療費用申請補助計

畫 

詳查核報告 審查委員意見： 

1.本案依計畫進度執行，計

畫目標明確且成效良好，

值得繼續予以補助，惟成

果紀錄拍照時，可請案家

戴上口罩以維護案主隱私

。 

2. 有質化回饋也能了解個

案之感受與想法，是蠻好

的。 

3.家庭修復關係之連結，觀

察其互動方式，提供互動

諮詢，此效益非短暫可達

成，仍請持續關懷。 

4.適度的更生輔導員流動，

培育新人力投入是良策。 

5. 家庭支持服務，請未來

再著重家屬與更生人的關

係修復。 

6. 針對更生人年紀大的長

者，連結長照資源及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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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 

7.更生輔導員專業知識及能

力，可以加入長照資源、

福利、就業輔導及精神醫

療的課程。.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委員及查核意見

進行改善。 

2.經委員會決議，核定通過

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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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狀、委任律師、訴

訟協助） 

編號（2-1）-110年保

護志工教育訓練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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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項短時

業務宣導申請補助

計畫 

編號（5-1）110年諮商

輔導方案執行計畫 

編號（5-2）110年諮商

輔導方案執行計畫

詳查核報告 審查委員意見： 

1.本計畫對於犯罪被害人於

法律訴訟期間的法律協助

與法扶基金會的法律扶助

有無差異？ 

機構回應： 

符合法扶條件者，先轉介

法扶，其他再以緩分金計

畫協助。 

2.對於各項短時業務宣導與

宜蘭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的法治教育宣導似有重疊

辦理，未來是否由地檢署

統籌規畫委託或補助單一

單位辦理，避免資源及人

力浪費。 

  機構回應： 

犯保宣導限於以犯罪被害

相關業務。 

3.回收問卷的提升，仍需加

強。 

4.對於心理諮商不開案之個

案，仍請多了解關心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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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心理輔導-電

影賞析活動 

編號 6-110年保護業務

關懷慰問、緊急資

助實施計畫 

編號 7-110年協助重傷

馨生人醫療照護補

助實施計畫 

編號 8-110年中秋節關

懷馨生人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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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透過關係之建立讓

個案打開心防，才能有效

接受心理諮商輔導。 

5.疫情下物資經濟需求增加

，適度調整有其必要。 

6.業務宣導設攤過於集中，

只有一場次，未來可以多

幾個單位。 

7.肯定拜訪村里長，分別說

明及邀請。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委員及查核意見

進行改善。 

2.經委員會決議，核定通過

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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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觀護業務

行政協助計畫 

編號 3-110年推動修復

式司法實施計畫 

編號 4-110年度法治、

認知及生命教育活

動計畫 

編號 5-110年法治教育

宣導計畫 

編號 6-110年度辦理性

侵害案件受保護管

束人社區監督網絡

詳查核報告 審查委員意見： 

1.對於性侵害案件受保護管

束人社區監督網絡會議計

畫與衛生局的性侵害加害

人處遇計畫是否有重疊或

是相似，未來是否考量整

合辦理，避免資源及人力

重複浪費。【說明後，與

衛生局的性侵害加害人處

遇有明顯差異，同意分別

辦理。】 

2.研習課程內容規劃需與服

務有連結，建議專業、覺

察技巧、法規等，提升品

質的專業研習課程。 

3.有呈現質量化的回饋很不

錯。 



6 

 

會議計畫 

編號 7-110年受觀護個

案「心靈成長、幸

福相伴」方案計畫 

編號 8-110年社會勞動

執行機構遴聘、教

育訓練暨座談會計

畫 

編號 9-110年度受觀護

個案三節關懷慰問

活動實施計畫 

編號 10-110年度「宜

蘭檢察藝文空間」

策展計畫 

編號 11-110年度「社

區生活營」成果展

計畫 

編號 12-110年度「觀

護心、關懷情」受

保護管束人及更生

人家庭團體輔導活

動計畫 

編號 13-110年觀護個

案急難救助計畫 

4.修復式司法業務推動，很

努力、用心，值得肯定。 

5.執行社會勞動機構的推動

，讓社勞人穩定執行，行

為、身心狀況得以穩定，

值得鼓勵。 

主席決議：  

1.請機構依委員及查核意見

進行改善。 

2.經委員會決議，核定通過

查核。 

二、111年申請計畫變更案審議 

機構名稱 計畫名稱 審查會決議事項 

宜蘭縣榮譽

觀護人協進

會 

編號 3-111年推動修復式司法實施

計畫 

審查委員意見： 

同意變更。 

主席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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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委員會決議，同意編號

3-「111年推動修復式司法

實施計畫」申請變更後金額

為新臺幣 34,450元。變更

後核定補助款金額合計

723,556元(詳變更計畫及

經費概算表)。 

伍、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