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栗地檢署 105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受補助團體及金額 
 受補助團體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要旨 補助金額 自籌金額 

苗栗縣政府衛生

局 

二、三、四級

藥毒品濫用

輔導及醫療

戒治服務計

畫 

藉由醫療戒治服務，達到打破藥物濫用

者過去不良的生活負因，包括物質濫

用、無動機的生活、不良的情緒控制、

處於犯罪風險邊緣、高度的挫折、無生

活技巧、家庭功能之不良、缺乏問題解

決技巧等不良的循環。 

1,520,000 380,000 

苗栗縣政府衛生

局 

讀你的心攜

手反毒健康

幸福計畫 

特別著重一般民眾及高危險群之拒毒預

防教育政策宣導，以避免增加新的吸人

口，並關懷毒品成癮者的戒治醫療、心

理諮商、追蹤輔導、就業、家庭支持等

服務，有效協助其去除心癮，佐以積極

查緝斷絕毒品供應，以發揮最大反毒成

效。 

522,552 130,638 

苗栗縣榮譽觀護

人協進會 
特殊訓練、教

育訓練研習

及個案研討  

榮譽觀護人專業訓練；是協助推動觀護

業務的主力，亦是提供社會資源之媒介

者，增進其輔導上之智能，俾提昇觀護

服務品質。 

61,800 17,000 

105年度受

保護管束人

關懷活動  

『受保護管束人春節、端午節、中秋節

關懷等活動』：為推動柔性司法保護之信

念，彰顯公義與關懷弱勢，以實際行動

表達關懷與嘉許。 

72,000 19,000 

105年度受

保護管束人

毒癮戒癮治

療團體 

受保護管束人毒癮戒癮團體治療；期能

更有效的讓毒品案件受保護管束人徹底

戒除心癮，採取適宜的方式面對生活壓

力，順利適應現實生活。 

51,200 13,800 

105年度受

保護管束人

家庭暴力團

體諮詢計畫 

受保護管束人家暴團體諮商；協助觸犯

家庭暴力之加害者瞭解自己，進而幫助

個案重構信念及重建其家庭，期待透過

此團體讓參與者從中學習。 

31,400 8,000 

榮譽觀護人

協助值勤及

行政業務計

畫 

榮譽觀護人每日值勤及誤餐費；其協助

觀護業務之推動上不遺餘力，除協助接

案輔導相關宣導活動之協助外更輔導監

督受保護管束人，達到運用民間資源與

降低再犯率，維護社會秩序之目的 

81,600 20,400 

性侵害案件

受保護管束

人諮商團體 

受保護管束人性侵害團體諮商治療；使

受保護管束人能重新檢視並意識到健全

兩性交往觀念所帶來的價值及影響，引

導成員學習合乎現實的負責行為，發展

成功的認同。 

31,400 8,000 



苗栗地檢署 105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受補助團體及金額 
 

105年剛假

釋、緩刑受保

護管束人就

業輔導活動 

對剛假釋出監或緩刑的受保護管束人，

結合就業服務站共同辦理其就業輔導活

動，以協助其儘速就業，避免再犯。 

46,400 11,700 

105年受保

護管束人家

庭支持團體

計畫書 

受保護管束人家庭支持團體；為了協助

受刑人及早進入穩定的家庭生活，期望

透過團體，邀請個案與家人共同參與，

連結更深的資源，讓更多家庭站在有力

量的點上重建。 

30,900 8,000 

105年度榮

譽觀護人協

助執行個案

輔導及行政

協助計畫書 

以穩定性較高、再犯可能性較低或需複

數監督的受保護管束案件囑託給當地榮

譽觀護人，請榮譽觀護人每月至少訪視

或約談一次，並撰寫約談或訪視報告表。 

528,000 252,000 

105年暑期

預防犯罪預

防宣導活動

計畫 

應針青少年犯罪預防族群、對象，設符

合其需求及認知之多樣性、多元化法律

推展工作，讓民眾將法治內化及深值為

個人價值體系。 

32,000 8,000 

105年緩起

訴處分被告

法治教育課

程 

緩起訴命令法治教育活動；緩起訴處分

時指定被告接受法治教育之課程，並有

效結合社會資源共同參與，俾能有效教

化被告使渠等知法守法不再犯罪。 

8,000 2,000 

105年緩起

訴必要命令

酒駕團體輔

導 

緩起訴酒醉駕駛團體輔導活動；除命被

告向公益團體繳交一定之金額，並命其

參加一次之團體輔導講習，以輔導被告

勿再犯，並達減少酒駕案件之發生。 

57,600 14,800 

105年社會

勞動執行機

構檢討會、成

果展及表揚

活動計畫 

社會勞動機構；藉由教育訓練活動與社

會勞動及緩起訴義務勞務機構共同精進

業務執行，檢討與成果發表會對於績優

機構給予表揚並提升機構執行之成效。 

20,800 5,200 

105年社會

勞動人生命

教育暨行政

說明計畫 

對社會勞動人藉由行政說明會之進行及

相關生命教育課程之安排，一方面使其

能注意應遵守事項，另一方面亦能學習

成長，以達社區處遇之目的，發揮社區

處遇的精神。 

22,100 5,600 

財團法人犯罪被

害人保護協會臺

灣苗栗分會 

執行犯罪被

害人保護各

項業務 

執行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醫療補助、生

活重建、緊急資助、訪視慰問、信託管

理及其它服務之保護業務各項補助 

739,600  

一路相伴法 依法務部 99年 5月 14日法保字第 5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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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協助專案 0991000905號函辦理 

補助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訴訟程序之諮

詢費、撰狀費及委任律師費用 

溫馨專案 

依法務部 96年 1月 3日法保決字第

0991000905號函辦理 

受保護人因犯罪行為案件致心理遭受創

傷者，協助作心理調適治療。 

423,600  

「生活重建」

專案 

依法務部「協助犯罪被害人家庭及其子

女脫貧計畫」辦理補助犯罪被害人及其

子女課業及才藝費用 

1,492,192  

修復式司法

專案 

協助被害人、加害人及雙方家庭、社區

（群）進行充分對話，讓當事人間有機

會互相陳述、澄清案件事實、聽取對方

感受、提出對犯罪事件之疑問，並獲得

解答。 

354,584  

宣導活動 

1.表彰有功人士及宣揚犯罪被害人保護

工作。 

2.辦理犯罪被害人保護宣導活動及製作

宣導文宣、宣導品。 

3.配(結)合外單位辦理各項宣導活動及

製作宣導文宣、宣導品。 

455,564  

會議人力資

源 

1.召開委員及志工業務座談會。 

2.舉辦保護工作等各項業務檢討會或研

習會。 

3.保護志工值班費。 

432,952  

財團法人臺灣更

生保護會苗栗分

會 

結合公益團

體辦理更生

人戒毒安置

處所輔導計

畫 

結合苗栗轄區晨曦會苗栗戒毒輔導村辦

理中途之家業務，協助戒毒更生人安置

費用，預計每月安置收容量 8人;每人每

月安置費計 1萬元;全年計 84人次;計 84

萬元。 

840,000  

辦理苗栗安

置處所(晨曦

會苗栗輔導

村)更生學員

技能訓練實

施計畫 

奉法務部指示續辦「廚飛揚圓夢想」苗

栗戒毒安置處所客家小吃班職能訓練,

計辦理 1~2期 6名更生人參加技能訓

練。(本期協助提供技訓課程講師費、材

料費、成果展示活動經費計 233,168元) 

233,168  

監所收容人

返家服務及

更生人家庭

奉 法務部指示苗栗分會於 104年續辦監

所收容人返家服務出監前團體輔導暨更

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案,服務案家數為

33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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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服務

實施計畫 

15~20個案家,執行方式由更生保護會主

導委由社福機構依契約簽訂事項執行辦

理。依據研究顯示，受刑人出監之後通

常缺乏各項支持系統，復歸社會不易，

導致過度依賴社會資源，缺乏自立更生

的動機，以致其再犯的可能性大增。為

推動轄區監所收容人及更生人家庭支持

服務，結合轄區公益社福團體，強化聯

結社會資源網絡，期透過推動家庭支持

與接納，使轄區收容人及更生人順利復

歸社會，降低再犯，依法務部指示全面

推動，特製定本實施計畫。 

慰問及急難

救助計畫 

更生人本

人、配偶或本

人之直系血

親遭受突發

重大事故或

災害，因家境

貧困而自身

經濟無法解

決時，提供必

要的資助，或

洽請社政機

關、民間福利

團體給予必

要救助。 

受理本分會訪視貧困案家及苗栗地檢署

觀護人室轉介辦理貧困受保護人急難、

貧困、醫療救助和慰問,並辦理年節社區

關懷活動時予以頒發慰問金。預計全年

度慰問 25~35人次,每人依急難情況不同

提供慰問金2,000~5,000元元;計75,000

元。 

75,000  

辦理更生受

保護(管束)

人及中途之

家戒毒學員

就業團體輔

導活動計畫 

結合觀護人室於 105年聘請專業講座並

結合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12場次受保護

(管束)人就業團體輔導活動及苗栗安置

處所戒毒學員就業團體輔導活動 2場次,

以提昇更生人就業意願和自信並建立正

確就業的態度。 

19,528  

辦理苗栗轄

區貧困更生

家庭子女獎

助學金實施

計畫 

為輔導更生人並擴及家屬之協助輔導，

結合公益團體鼓勵苗栗轄區貧困家庭更

生人子女努力向學，勵志敦品，並提供

實質獎助學金之補助。預計全年補助就

學 8人;每名 5,000元;共計 40,000元。 

40,000  

結合觀護人 奉法務部指示重點工作項目;預計 1年辦 19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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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及苗栗看

守所規劃辦

理年節社區

關懷更生人

家庭及監所

關懷收容人

活動計畫 

理 6~8場社區關懷及監所關懷活動或收

容人文康活動;以期讓收容人感受到社

會的溫暖,降低敵意並期勉勿再犯。全年

計 196,200元 

辦理監所收

容人舞蹈班

計畫 

為使收容人養成良好及正確休閒文康活

動，引進韻律、國標舞蹈教學豐富在監

學習,進而提昇其自信心，期未來出監能

順利復歸社會，減少再犯之發生。預計

每月定期入監教學 2~3次;每次 2小

時,60人(全年度講師費、材料費、成果

發表費等) 

20,320  

辦理苗栗轄

區更生輔導

員法律研

習、輔導業務

研習會、座談

會、個案研討

提昇專業知

能研習計畫 

為增進轄區更生輔導員法律常識及輔導

專業知能，聘用新血輪的加入，有效運

用更生輔導員力量推動更生保護業務。

落實更生保護政策，增進更生輔導員間

之橫向連繫，並加強針對更生個案家庭

服務工作之專業輔導知能及個案研討，

落實保護案件的輔導品質及關懷服務擴

及更生人家庭，並且提昇更生保護新形

象及服務效能。預計年度辦理更生輔導

員業務研習會、座談會、個案研討會之

聘任專業講座講授課程計 4~5場次,全年

計 26~30小時講師課程之講師費、研習

材料費及便當餐盒費申請。 

63,168  

(一）配合法

務部施政方

針，辦理反賄

選、反詐騙、

反毒和減害

等宣導活動

與更生保護

業務有關事

項。 

(二）結合地

檢署辦理相

關法治教育

宣導活動宣

結合苗栗地檢署暨相關機關和志工等公

益機構、團體共同辦理反賄選、反詐騙、

反毒和減害等宣導活動或更生保護業務

有關宣導事項。 

製作各式宣導品,結合地檢署辦理各項

宣導工作,以達成效。 

結合地檢署辦理暑期預防犯罪及法治教

育宣導活動,預防重於治療,以收法治教

育宣導成效。 

更保辦理苗栗看守所監所入監團輔 12場

次及出監更生人就業團輔 14場次和苗栗

看守所入監年節關懷活動 4場次,全年共

計 30場次之活動宣導品購置。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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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品製作。 

(三)結合地

檢署辦理暑

期預防犯罪

及法治教育

宣導活動 

(四)辦理監

所入監團輔

及出監更生

人就業團輔

和入監年節

關懷活動之

活動宣導品

購置 

結合苗栗檢

署辦理年度

更生保護節

暨業務成果

展示活動計

畫 

於每年 11月 11日更生保護節前夕辦理

更生保護大會暨業務成果展示宣導活

動,擬提供主持人及表演團體節目表演

交通費用和購置法治教育宣導品乙批致

贈參與來賓、民眾、更生輔導員及更生

人等期能共襄盛舉達宣導目的。 

60,200  

更生輔導員

(志工)協助

參與會務計

畫 

志工協助會務費用則依總會指示,苗栗

分會擬運用 3位志工協助會務;預計每位

志工每日協助業務膳雜費 400元;依「緩

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判決金動支要

點」第四點第五項更生輔導員參與會務

之差旅費事項辦理。 

298,800  

更生保護會

苗栗分會「亮

麗人生」多元

職能訓練終

身學習計畫 

為增進更生朋友於甫出監後能培訓一技

之長，充分做好復歸社會的職能準備，

以提昇更生朋友就業的能力，擬結合苗

栗地檢署規劃救國團終身學習相關職能

訓練專案，真正幫助到更生人提昇自

我、自力更生，預定提供 16名更生學員

提昇自我、學習更多就業技能，結訓後

可結合更生保護會或苗栗就業中心等機

構提供所學就（創）業資訊和資源，圓

夢亮麗人生。 

131,000  

辦理監所酒

駕犯罪收容

人相關處遇

及法治教育

本計畫係針對監所酒駕收容人提供法治

教育、衞生教育及生命教育課程來設計： 

(一)法治教育課程 

(二)修復式正義課程 

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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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計畫 (三)衛生教育課程 

(四) 認知行為團體治療 

(五)生命教育課程 

(六)靜坐禪修 

(七)成效評估：瞭解收容人實施輔導課

程後，對整體課程安排、設計、所受影

響及助益，作為日後教學改進之參考。 

預計安排 10堂課程;每堂課程 15~20收

容人參與;10堂課程預計可以提供

150~200位人次參與課程。 

苗栗縣司法志工

協會 
地檢署志工

值班  

協助司法單位辦理各項親民、便民服務

提升其服務效能、宣揚法治精神、預防

犯罪減少訟源。 

372,000 100,000 

法治教育參

訪活動 

「法治教育向下紮根」的推展，藉由參

觀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及苗栗地方法院

的機會，提昇民眾對司法制度的認知和

對維護自身權益的方式及管道的了解，

進達預防犯罪的效果 

24,000 6,000 

法治教育宣

導活動 

為加強民眾及學校師生的法治觀念，結

合社區內各鄉鎮公所、社團、學校等集

會時間，藉由講師授課，導正法治觀念，

以提升全民知法、守法意識，達到知識

與生活合一，進而成為良好現代公民之

目標。 

30,000 7,500 

志工教育訓

練及綜合座

談  

一、為有效運用司法志工，協助推展各

項司法業務，以落實預防犯罪政策，促

進社會安定與祥和。                                                     

二、透過教育訓練及座談會，建立志願

服務之正確觀念，學習司法工作專業知

能交流，期使司法志工發揚志願服務美

德。 

37,700 9,500 

財團法人新北市

基督教晨曦會 

105 年苗栗

戒毒輔導村

教育輔導方

案 

本所提供32 個床位免費安置毒癮者，將

透過長期一年半時間居住戒毒輔導所的

方式，以基督教信仰落實於生活管理、

輔導、及教育，協助他們在身、心、靈

方面獲得全方位的幫助。 

356,600 3,792,700 

財團法人犯罪被

害人保護協會臺

灣苗栗分會 

生活重建專

案 

依法務部「協助犯罪被害人家庭及其子

女脫貧計畫」辦理補助犯罪被害人及其

子女課業及才藝費用 

66,096  

修復式司法 協助被害人、加害人及雙方家庭、社區 66,096  



苗栗地檢署 105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受補助團體及金額 
 

 

專案 （群）進行充分對話，讓當事人間有機

會互相陳述、澄清案件事實、聽取對方

感受、提出對犯罪事件之疑問，並獲得

解答。 

苗栗縣觀護協會 105 年保護

處分少年心

理諮商方案 

本計畫以社區諮商模式為依據，啟動諮

商機制進行青少年心理諮商之處遇，主

要進行方式以心理師到機構服務的方

式，來提供諮商服務。 

115,200 28,800 

總計   11,084,3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