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0 年度第 3 次（上半年）緩起訴
處分金查核報告紀錄
   

中華民國 100 年 08 月 29 日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
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小組查核會議紀錄
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小組查核會議紀錄
時間：
時間：100 年 08 月 29 日下午 14 時 30 分
地點：
地點：本署四樓檢察官研究室
主席：
主席：林主任檢察官鳳師

紀錄：李鈞暉

出席人員：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報告：
主席報告：
各位查核委員大家好，謝謝大家參加今天召開本（100）年上半年度
查核作業。本次會議需查核的公益團體共有 12 個單位，先請各委員
依序開始說明查核該單位（100）上年度計畫及執行情形及成果，再
請各位委員發表意見。

貳、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各委員查核評估報告）
委員查核評估報告）
【苗栗縣司法志工協會（
】
苗栗縣司法志工協會（黃委員智炫）
黃委員智炫）
一、收支情形
（一）收入及支出情形均有提出相關憑證、領據、活動照片、成果報
告等資料。
（二）詳細收支情形詳如苗栗縣司法志工協會 100 年 1-6 月份緩起訴
金緩起訴金收支分類表。
二、執行情形
（一）本署審查通過金額為 1600000 元（專戶之緩起訴處分金包含
99 年度結餘 2304501 元）
。主要用於配合本署辦理「法治教育
宣導業務」
（含法治教育中心、社區及學校法治宣導、法治教
育作文比賽、志工研習及訓練）
、「宣導業務」（配合法務部各
項推動業務辦理反賄選、反毒、反詐騙等宣導活動及宣導預防
犯罪業務有關事項、結合本署辦理相關宣導活動宣導品製作、
監所關懷活動）、「點燃希望之光專案」
（視個案需求狀況給付
1

慰助金、圓夢金）
。
「法治教育宣導」部分，100 年上半年總計
辦理校園暨社區法治教育參訪活動 44 場次、法律巡迴宣導活
動 24 場次。
「點燃希望之光專案」部分，總計扶助 12 個個案。
（二）積極配合本署辦理前述法治教育宣導活動及點燃希望之光專
案，成效卓著。
三、查核評估結果：
建議繼續列冊。
決議：
決議：繼續列冊。
繼續列冊。

【社團法人苗栗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
社團法人苗栗縣脊髓損傷者協會（黃委員智炫）
黃委員智炫）
一、收支情形
（一）收入及支出情形均有提出相關憑證、領據、活動照片、成果報
告等資料。
（二）詳細收支情形詳如所附社團法人苗栗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100 年
度苗栗地檢署緩起訴金收支明細表。
二、執行情形
（一）本件核定補助計劃係「脊髓之愛、讓心自在、所行無礙-校園
社區巡迴宣導系列活動」
。通過金額 254000 元，補助「講師鐘
點費-種子講師 4 名」20 場（每場 2 節）及宣傳小手冊印刷費。
（二）上開活動目前已辦理 12 場次，其中有 11 場參與人數在 147 人
至 1300 人之間。至於宣傳小手冊亦已委由廠商印刷製作完
成。參諸其成果報告，其活動內容豐富多元，成效頗佳，核與
原訂計劃相符。
三、查核評估結果：建議繼續列冊。
決議：
決議：繼續列冊。
繼續列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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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司法志工協會收支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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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脊髓損傷者協會收支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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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脊髓損傷者協會收支分類表）

【苗栗縣觀護志工協會（
】
苗栗縣觀護志工協會（侯委員慧君
委員慧君）
慧君）
查核評估期間：
查核評估期間：100.1.1~100.6.30
一、收支情形
(一)收入與支出情形提出相關憑證、領據等資料供核，支出用途亦
有派員充分說明，並提供照片、成果報告等文件以資證明。
(二)該協會緩起訴業務支出原帳戶上期結轉 4,318,463 元，本期收
入 3,558,644 元（含 100 年度上半年利息收入 3,644 元）
，本
期支出 795,842 元，故該專戶本期結餘計 7,081,265 元，與存
摺餘額 7,083,665 元不符，已作差額解釋表。
(三)其收支情形詳如該協會所附之分類統計表。
二、執行情形：
(一)該會辦理法令宣導、團體治療或輔導、志工研習、反賄選等等
公益性活動，其支出內容經抽核與用途性質尚無不符。
(二)其相關支出、活動係在本署積極參與、輔導下辦理，動支相關
經費亦經本署簽核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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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核評估結果：
(一)該會 100 年度經本署審查會議同意補助合計 4,610,000 元，截
至 6 月底止執行共計 795,842 元，執行率偏低，建請於下半年
積極辦理。
(二)該會 99 年以前之執行結餘款是否需比照其他公益團體匯回本
署指定專戶，建請移審查小組研議。
決議：
決議：
一、繼續列冊。
繼續列冊。
二、請積極執行計畫
請積極執行計畫，
執行計畫，金額過多部分
金額過多部分是否辦理
部分是否辦理繳
是否辦理繳回，建請審查小組
參酌。
參酌。

苗栗縣私立新苗發展中心（
】
苗栗縣私立新苗發展中心（侯委員慧君
委員慧君）
慧君）
查核評估期間：
查核評估期間：100.1.1~100.6.30
一、收支情形
(一)收入與支出情形已提出相關憑證、領據、活動照片、成果報告
等文件以資證明。
(二)本署核准補助該中心金額為 465,000 元，惟該中心截至 100 年
6 月底止實際收入金額為 50,000 元，100 年上半年支用 45,000
元。
二、執行情形：
(一)該中心 100 年核定補助計劃有 1.牙科設備 45,000 元、2.敲敲
打打創意樂~身心障礙者情緒行為改善方案 360,000 元、3.樂
活動一動 趣味競賽我最行 60,000 元等三項計劃。
(二)本次核銷資料為「樂活動一動

趣味競賽我最行」，申請補助

金額 60,000 元，實際執行金額為 56,235 元，依該中心所提供
活動照片及成果報告核與原訂計劃相符。
三、查核評估結果：其支出內容經核與本署補助用途性質相符。
決議：
決議：繼續列冊。
繼續列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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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海青老人養護中心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海青老人養護中心-通霄（
通霄（侯委員慧君
委員慧君）】
查核評估期間：
查核評估期間：100.1.1~100.6.30
一、收支情形
(一)收入與支出情形已提出相關憑證、領據、活動照片、成果報告
等文件以資證明。
(二)本署核准補助該中心金額為 230,000 元，查該中心 99 年度尚
有結餘款 9,504 元，另截至 100 年 6 月底止已撥款 90,000 元，
尚未支用。
二、執行情形：
(一)該中心 100 年核定補助計劃有 1.開一條嶄新的路給真心改變
的人 70,000 元、2.開一條嶄新的路給真心悔悟的人-90 小時照
顧服務員訓練計劃 160,000 元等二項計劃。
(二)本次核銷資料為「開一條嶄新的路給真心悔悟的人-90 小時照
顧服務員訓練」，申請補助金額 160,000 元，實際執行金額扣
除自籌款部分為 152,130 元，其中講師鐘點費依申請計劃內容
金額為 112,000 元，實際執行金額為 115,200 元，另其他雜支
依申請計劃內容金額為 9,000 元，實際執行金額為 12,001 元，
餘依該中心所提供活動照片及成果報告核與原訂計劃相符。
三、查核評估結果：其支出內容經核與本署補助用途性質相符。
決議：
決議：
一、講師費、
講師費、雜支費
雜支費超支部分
超支部分 6201 元由機構自籌款支應。
元由機構自籌款支應。
二、繼續列冊。
繼續列冊。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
】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廖委員仁禎）
廖委員仁禎）
查核評估期間（
查核評估期間（100.01.01100.01.01-100.6.30）
100.6.30）
一、收支情形：
99 年 12 月緩起訴結餘（新臺幣）3,245,669 元，加 100 年 1-6
月度緩起訴金收入（含利息）計有 4,986,940 元，減 100 年度
1-6 月緩起訴支出 1,312,426 元，至 100 年 6 月底緩起訴金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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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0,696 元。
【帳面餘額 8,723,128 元-暫付款（被害人服務處
215,032 元）－暫付款（受保護人就學托補助 202,800 元）－（暫
付端午活動經費 74，600 元）】
。詳細收支情形如「財團法人犯罪
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 100 年度 1~6 月緩起訴處分金收支
明細一覽表」所示。
二、執行情形：
本署於 99 年 12 月 7 日審查通過受查單位之計畫，內容包含修復
進行相關經費、教育訓練暨個案研討會、宣導經費、成果發表經
費、其他費用（感謝狀、聘書、識別證、書籍費、影片、雜費）
合計為 89 萬 800 元，經查核舉辦各項保護業務、宣導業務、專
案等，均有提出印領清冊、領據、統一發票等原始憑證及提出成
果報告、活動照片、傳票等相關資料以供查核（詳如財團法人犯
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 100 年 1 月-6 月「支出傳票」、
「現金轉帳傳票」、
「分錄轉帳傳票」
）。
三、查核評估結果：
（一）其支出內容經核與本署許可補助用途性質相符，已以 99 年 12
月結餘（3,245,669 元）及 100 年緩起訴處分金收入（4,986,940
元）支應。
（二）建請繼續列冊。
決議：
決議：繼續列冊。
繼續列冊。

【社團法人苗栗縣視覺障礙者福利協進會
社團法人苗栗縣視覺障礙者福利協進會（
進會（廖委員仁禎）
廖委員仁禎）】
查核評估期間：
查核評估期間：100.01.01100.01.01-100.8.29
一、收支情形
（一）該單位為於本署於 99 年 5 月 20 日審查通過其『苗栗縣「心世
界樂團巡迴表演暨犯罪預防宣導」活動計畫』
，在於主要補助團
員演出費用、主持人出席費及交通費共計 11 萬元。
（二）經查核檢送之資料，本署已於 100 年 7 月間撥入緩起訴處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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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萬元【詳收支出明細表及銀行存摺明細影本】
。合計 99 年下
半年結餘款、開戶金 1 千元及利息等共計為 119025 元。
（三）其收支情形詳如該協進會所附之收支明細表。
二、執行情形：
截至 100 年 8 月底共演出 6 場，合計應補助金額為 5 萬 5 千元每
場演出均有活動照片，及經費收支憑證及明細。
三、查核評估結果：
（一）經費之收支及運用，均符合所申請計畫運用，其受益對象為視
覺障礙之表演者，並搭配各場活動做犯罪預防宣導，其支出有
助本署推行公益形象之提升。
（二）建請繼續列冊。
決議：
決議：繼續列冊。
繼續列冊。

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明德教養院（廖委員仁禎）
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明德教養院
查核評估期間：
查核評估期間：100.1.1100.1.1-100.8.29
一、收支情形
（一）99 年下半年結餘款為 9500 元，本署於 99 年 12 月 26 日通過
審查其計畫，總金額為新台幣 4 萬元。
（二）經查核檢送之資料，該單位確實已於 100 年 1 月 21 日購入飛
金堂鼓 6 組、中音虎鑼 1 面共計 25050 元，另於 100 年 1 月
28 日購入緊急救護鈴 1 套計 3 萬元，並有支用經費報結明細
表發票、照片等。
（三）本署於 100 年 8 月間才將緩起訴處分金 4 萬元撥入該專戶，截
至 100 年 8 月 29 日止，帳面餘額為 49500 元。
（四）如該團體於今年度無其他計畫，今年度應尚有餘額 9500 元。
二、執行情形：
支出用途主要係改善環境安全，以期保障人命安全、減輕災害，
故增設急救護鈴 1 套，經查核所提供之資料確實已添購安置完
成。另添購樂器設備係為開發身心障礙者之潛能，維持其生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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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減緩生理退化，經查核確實已添購飛金堂鼓 6 組、中音虎鑼
1 面。
三、查核評估結果：
（一）經費之收支及運用，均符合所申請計畫運用，其受益對象亦多
為身心障礙族群，其支出有助本署推行公益形象之提升。
（二）建請繼續列冊。
決議：
決議：繼續列冊。
繼續列冊。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收支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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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苗栗縣視覺障礙者福利協進會收支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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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明德教養院收支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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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教育局 100 年度（
年度（賴委員怡君）
賴委員怡君）】
查核評估期間（
查核評估期間（ 100 年度 1～6 月）
一、收支情形：
99 年度緩起訴處分金 12 月底餘額（更正後）680,288 元，100 年上
半年度緩起訴處分金收入 3,100,000 元(資料索自觀護志工及犯
保)，而支出尚不詳，建請教育處應彙總編製各國中小之收支明細表
建請教育處應彙總編製各國中小之收支明細表，
建請教育處應彙總編製各國中小之收支明細表，
以利查核。
以利查核
二、執行情形：
(一)計劃名稱-100年苗栗縣原住民偏遠地區技藝訓練及學生教育資
源補強計畫經費申請
1.東河國小【原住民傳統藝術特色(美術)】：申請補助金額250,000
元，上半年支出118,895元，結餘131,105元。支付項目為素描用紙
4,000元、梅花盤4,800元、外聘教師鐘點費100,000元等（詳見經費
支用明細表所示），均已檢附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講師費領據等資料
供查核。
缺失：
缺失：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2.蓬萊國小【原住民運動人才培育計畫】：申請補助金額366,800元，
上半年支出未知。雖有檢附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講師費領據等資料供
查核。
缺失：
缺失：然本件僅彙整約23,017
然本件僅彙整約23,017元之明細表
23,017元之明細表，
元之明細表，其餘大多憑證均未彙整編
製明細表，
製明細表，致查核困難及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致查核困難及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3.南庄國中
(1)【提升學生基測能力-假日課輔方案】：申請補助金額320,000元，
上半年支出未知。
缺失：
缺失：資料尚未提供。
資料尚未提供。
(2)【傳統技藝特色計畫-原住民音樂合唱團】：此為補99年度漏未提
供之資料，申請補助金額100,000元，99年度支出84,000元(或100,000
元?)，結餘16,000元。支付項目為內聘鐘點費25,920元、外聘鐘點費
25,600元等，雖已檢附印領清冊、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
缺失：
缺失 ： 然本件檢附憑證總計支出為84,000
然本件檢附憑證總計支出為 84,000元與支用明細表所示之
84,000 元與支用明細表所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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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元不符及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100,000元不符及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元不符及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另建請教育處查明總支出
為84,000元或
84,000元或100,000
元或100,000元
100,000元?倘餘款係16,000
倘餘款係16,000元察明是否已繳回
16,000元察明是否已繳回。
元察明是否已繳回。
4.士林國小【原住民族體育教育-少年足球】：申請補助金額350,000
元，上半年支出未知。
缺失：
缺失：資料尚未提供
資料尚未提供。
未提供。
5.泰安國中小(國小部) 【原住民棒球教學】：申請補助金額142,250
元，上半年支出69,600元，結餘72,650元。支付項目為棒球器材費
50,000元及人事鐘點費19,600元（詳見經費支用明細表所示）
，均已
檢附統一發票收據、講師費領據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6. 泰安國中小(國中部)【原住民傳統木雕】：申請補助金額90,300
元，上半年支出未知。
缺失：
缺失：資料尚未提供。
資料尚未提供。
7.泰興國小【原住民特色課程-創意串珠陶土藝術、節奏樂隊及閱讀
小尖兵計畫】：申請補助金額285,000元，上半年支出68,157元，結
餘216,843元。支付項目為創意串珠藝術教師鐘點費16,380元、節奏
樂隊教師鐘點費24,700元等（詳見經費結算明細表所示）
，均已檢附
統一發票收據、講師費領據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且執行率略有偏低建請積極執行。
且執行率略有偏低建請積極執行。
8.汶水國小【原住民傳統藝術特色計畫(合唱)】：申請補助金額
147,000元，上半年支出未知。
缺失：
缺失：資料尚未提供。
資料尚未提供。
9.汶水分班-八卦分班【提升藝術能力計畫】：申請補助金額80,000
元，上半年支出未知。
缺失：
缺失：資料尚未提供。
資料尚未提供。
10.象鼻國小【原住民學童藝術人才培育】：申請補助金額378,500
元，上半年支出155,300元，結餘223,200元。支付項目為人事費76,800
元、講義資料費2,000元等(詳見經費支用明細表所示)，均已檢附印
領清冊、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11.梅園國小【泰雅族傳統技藝(木琴及口簧)班】：申請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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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45元，上半年支出55,000元，結餘38,345元。支付項目為雅泰口
簧20,000元及四音木琴35,000元（詳見收支表所示）
，均已檢附領據、
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二) 計劃名稱-社區生活營、個案諮商，以下各國中小受本署核定補
助之金額均為99,140元。
1.建國國中: 支出總計49,570元，詳見支付金額明細表所示，雖有檢
附領據、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然檢附之支出憑證加總為56,893
然檢附之支出憑證加總為56,893元與支付明細表加總金額未
56,893元與支付明細表加總金額未
符，且兩者之項目金額未盡相符，
且兩者之項目金額未盡相符，如收據內容為教材共計893
如收據內容為教材共計893元
893元(350
元+543元
+543元)，金額明細表上活動費(
金額明細表上活動費(含文具及獎品)
含文具及獎品)卻顯示670
卻顯示670元
670元；印領
清冊上地院參訪鐘點費共計 3200元
3200 元 ( 吳玉美 1,600元
1,600 元 + 羅文絹 1600
元)，金額明細表上卻示4,800
金額明細表上卻示4,800元等
4,800元等，
元等，致難以查核。
難以查核。未提供成果照片供
查核。
查核。
2.南莊國中：支出總計85,477元，詳見支用明細表所示，均有檢附領
據、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申請計畫中之交通費係指差旅費，
申請計畫中之交通費係指差旅費，包括本件交通車油料費?
包括本件交通車油料費?又
本件交通車油料費1,600
本件交通車油料費1,600元僅檢附收據
1,600元僅檢附收據，
元僅檢附收據，倘為油料費未進一步提供統
一發票供查核。
一發票供查核。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3.烏眉國中: 支出總計41,540元，詳見預算控制查詢表所示，均有檢
附領據、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申請計畫中之交通費係指差旅費，
申請計畫中之交通費係指差旅費，包括本件車資10,000
包括本件車資10,000元
10,000元?未
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4.興華高級中學: 支出總計85,304元，詳見收支明細統計表所示，均
有檢附領據、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申請計畫中之交通費係指差旅費，
申請計畫中之交通費係指差旅費，包括本件借用交通車一輛
1,000元
1,000元?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5.文英國中: 支出總計44,000元，詳見收支明細統計表所示，除2筆
外均有檢附領據、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漏未檢附5
漏未檢附5月25日茶水
25日茶水、
日茶水、誤餐費700
誤餐費700元及社區生活營活動費
700元及社區生活營活動費657
元及社區生活營活動費657
元，共1,357元之憑證供查核
1,357元之憑證供查核。
元之憑證供查核。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6. 大湖國中：支出總計43,849元，詳見支出明細統計表所示，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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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領據、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7.致民國中: 支出總計99,140元，詳見經費收支明細統計表所示，均
有檢附領據、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其中雜支3,361
其中雜支3,361元漏未檢附憑證
3,361元漏未檢附憑證。
元漏未檢附憑證。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8.後龍國中：支出總計92,640元，詳見經費明細統計表(分成地方法
院參訪7,490元、社區生活課程九次57,240元、生活服務營四次27,910
元)所示，除4筆外均有檢附領據、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其中社區生活課程九次之領導者鐘點費、
其中社區生活課程九次之領導者鐘點費、協同者鐘點費、
協同者鐘點費、領導
者交通費、
者交通費、協同者交通費共計47,988
協同者交通費共計47,988元漏未檢附憑證
47,988元漏未檢附憑證。
元漏未檢附憑證。申請計畫中之
交通費係指差旅費，
交通費係指差旅費，包括本件社區生活服務營之車資2,000
包括本件社區生活服務營之車資2,000元
2,000元?未提供
成果照片供查核。
成果照片供查核。
9. 大倫國中：支出總計44,245元，詳見經費支出明細表所示，均有
檢附領據、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10. 三灣國中：支出總計43,694元，詳見收支明細統計表所示，雖有
檢附相關領據、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然有數筆憑證影印不清或缺漏，
然有數筆憑證影印不清或缺漏，如協同者鐘點費20,800
如協同者鐘點費20,800元
20,800元、活
動費1,266
動費1,266元等筆
1,266元等筆，
元等筆，致難以查核。
致難以查核。申請計畫包括本件用途為擴充個諮
詢室設備(
詢室設備(品名寫12
品名寫12色彩泥
12色彩泥、
色彩泥、壓克力貼牌、
壓克力貼牌、衛生紙、
衛生紙、中型枕頭、
中型枕頭、桌上
型小時鐘等)2,990
型小時鐘等)2,990元
)2,990元？另本件憑證黏貼存單上總計支出雖與收支明
細表上總支出43,694
細表上總支出43,694元相符
43,694元相符，
元相符，然兩者之項目品名、
然兩者之項目品名、金額未盡相符，
金額未盡相符，如
發票內容為書籍共3,730
發票內容為書籍共3,730元
3,730元（1,756元
1,756元+1,974元
+1,974元），統計表上卻列示書
，統計表上卻列示書
籍1,974元等
1,974元等。
元等。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11.竹南國中：支出總計41,610元，詳見收支明細統計表所示，雖有
檢附相關領據、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然收支明細統計表所示之項目及金額與檢附之憑證未盡相符，
然收支明細統計表所示之項目及金額與檢附之憑證未盡相符，
如觀諸粘貼憑證用紙並核對發票內容，
如觀諸粘貼憑證用紙並核對發票內容，其中應付代收款金額2338
其中應付代收款金額2338元
2338元，
發票僅能看出1
發票僅能看出1筆220元
20元；應付代收款2398
應付代收款2398元
2398元，發票僅能看出1
發票僅能看出1筆240
元；金額5,296
金額5,296元
5,296元，收據僅能看出1,848
收據僅能看出1,848元
1,848元；金額15,720
金額15,720元
15,720元，收據僅能
看出1
看出1筆5,460元等數筆均有類似情形
5,460元等數筆均有類似情形，
元等數筆均有類似情形，致難以查核。
致難以查核。申請計畫中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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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費係指差旅費，
通費係指差旅費，包括本件車資1,150
包括本件車資1,150元及租車費用
1,150元及租車費用1150
元及租車費用1150元
1150元？未提供
成果照片供查核。
成果照片供查核。
12.南湖國中：支出總計99,140元，詳見經費明細表所示，均有檢附
相關領據、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13.啟新國中：支出總計39,718元，詳見收支明細統計表所示，均有
檢附相關領據、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14.苗栗國中：支出總計38,492元，詳見經費支用明細統計表所示，
均有檢附相關領據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15.造橋國中：支出總計99,140元，詳見支出明細表所示，雖有檢附
相關領據、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然數筆憑證如金額材料費4
然數筆憑證如金額材料費4月26日
26日441元
441元、3月18日材料費
18日材料費560
日材料費560
元、5月13日活動費
13日活動費260
日活動費260元
260元、社區生活營協同者鐘點及交通費21,124
社區生活營協同者鐘點及交通費21,124
元、地院參訪鐘點及加班費8,410
地院參訪鐘點及加班費8,410元
8,410元、領導者鐘點及交通費35,974
領導者鐘點及交通費35,974元
35,974元、
6月7日材料費885
日材料費885元等因影印不
885元等因影印不清難以辨認
元等因影印不清難以辨認，
清難以辨認，致難以查核。
致難以查核。申請計畫
中之交通費係指差旅費，
中之交通費係指差旅費，包括本件5
包括本件5月10日
10日、5月17日
17日、5月31日
31日、5
月24日及
24日及4
日及4月12日車資共計
12日車資共計7,500
日車資共計7,500元
7,500元？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16.照南國中：支出總計99,140元，詳見支出明細表所示，均有檢附
相關領據、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17.維真國中：支出總計62,400元，詳見支用核銷進度表所示，雖有
檢附相關領據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惟其中領導者鐘點費35,200
惟其中領導者鐘點費35,200元之領據及協同者
35,200元之領據及協同者20,800
元之領據及協同者20,800元之領據
20,800元之領據
上均未有具領人簽章。
上均未有具領人簽章。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18.大西國中：支出總計43,689元，詳見經費支用明細表所示，均有
檢附相關領據、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19.公館國中：支出總計44,000元，詳見經費支出明細表所示，均有
檢附相關領據、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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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
缺失：其中鐘點費及交通費共32,244
其中鐘點費及交通費共32,244元所附資料過於簡略
32,244元所附資料過於簡略，
元所附資料過於簡略，未見具領
人簽章，
人簽章，且未提示鐘點費及交通費之明細資料。
且未提示鐘點費及交通費之明細資料。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
核。
20.文林國中：支出總計99,140元，詳見經費使用表所示，均有檢附
相關領據、統一發票等資料供查核。
缺失：
缺失：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未提供成果照片供查核。
四、查核評估結果：
建請教育處應彙整各國小中之收支明細，
建請教育處應彙整各國小中之收支明細，檢查有無缺漏或尚未送件，
檢查有無缺漏或尚未送件，
並初步審查憑證，
並初步審查憑證，以及積極督促各國中小，
以及積極督促各國中小，倘未積極改善，
倘未積極改善，不建請繼
續列冊。
續列冊。
決議：
決議：
一、向審查小組詢問「
向審查小組詢問「差旅費」
差旅費」內涵是否包括車資及油料？
內涵是否包括車資及油料？車資是否
依據距離訂定標準？
依據距離訂定標準？
二、請審查小組與教育處
審查小組與教育處負責人員協商
教育處負責人員協商，
負責人員協商，可否負責彙整各國小中之收
可否負責彙整各國小中之收
支明細，
支明細，檢查有無缺漏或尚未送件，
檢查有無缺漏或尚未送件，並初步審查憑證，
並初步審查憑證，以及積極
督促各國中小，
督促各國中小，倘未積極改善，
倘未積極改善，不建請繼續列冊。
不建請繼續列冊。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賴委員怡君）
賴委員怡君）】
查核評估期間（
查核評估期間（ 100 年度 1～6 月）
查核意見
一、收支情形：
99 年度緩起訴處分金 12 月底餘額 7,049,224 元，100 年上半年度緩
起訴處分金收入 2,315,000 元暨利息收入 5,565 元，100 年上半年緩
起訴處分金支出 633,804 元，結餘 8,735,985 元。詳細收支情形如受
查單位編製之 100 年度 1～6 月緩起訴處分金收支明細一覽表（詳見
100 年度 1～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執行業務）所示。
二、執行情形：
受查單位緩起訴處分金之運用，均有提出印領清冊、領據、統一發票
等憑據供查核（詳見緩起訴處分金收支憑證簿第一冊至第六冊）
，以
及成果報告、成果照片（詳見 100 年度 1～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執
行業務）等資料供查核。
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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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因 99 年 7 月份端午節收容人卡拉 OK 比賽支出誤計為 10,173
元(應更正為 10,073 元)，致 99 年底結餘少計 100 元，惟受查單位
100 年度 1~6 月緩起訴處分金收支明細尚未更改，致 100 年度 6 月底
結餘亦少計 100 元，正確餘額為 8,735,985 元。
(二)漏未說明 100 年度行政業務費 1 月份 24,500 元、2 月份 22,869
元、3 月份 24,500 元、4 月份 21,700 元、5 月份 20,883 元之請領依
據及計算方式。
(三)申請專案計畫四上載，該計畫依案家實際急難或貧困狀況核發給
保護人慰問金每人 2,000 元～5000 元整，何以本案更生受保護人徐
志誠 1 人可請領 10,000 元急難救助金？
四、查核評估結果：
其支出內容經核與本署補助用途性質相符。
決議：
決議：
一、請更正，
請更正，正確結餘金額。
正確結餘金額。
二、請說明「
說明「行政業務費」
行政業務費」為本署核准計畫內何項目？
為本署核准計畫內何項目？請提出請領依
據及計算方式。
據及計算方式。
三、說明更生人受保護人徐志誠為何請領急難救助金新台幣 10,000
元，金額標準為何？
金額標準為何？

【幼安教養院（
幼安教養院（陳委員靖雅）
陳委員靖雅）】
查核評估期間：
查核評估期間：100.1.1~100.6.30
一、收支情形：
99 年度處分金結餘 325,654 元（計入利息）
，加上 100 年上半年
度因 99 年活動退回之場地費及油料費計 11,747 元及 100 年 6 月
利息 420 元，計有 217,842 元，扣除 100 年上半年度「傳送愛心
幸福百分百」活動支出 120,000，至 100 年 6 月底專戶中尚餘
217,821 元。
二、執行情形：
100 年上半年度辦理「傳送愛心 幸福百分百」活動所支出之項
目含場地佈置、攤位搭棚費及米食善雜費，符合審查計畫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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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及金額。另「100 年苗栗縣身心障礙少年犯罪預防與家庭關
懷服務計畫」部分，機構表示目前方案尚在辦理中，將於下半年
度呈報。
三、查核評估結果：
機構提供有原始憑證、明細帳、存摺影本及活動成果等相關資
料。建可繼續列冊。
決議：
決議：繼續列冊

【生命之愛文教基金會（
】
生命之愛文教基金會（陳委員靖雅）
陳委員靖雅）
查核評估期間：
查核評估期間：100.1.1~100.6.30
一、收支情形：
99 年 12 月底時結餘 5044 元。加上 100 年度上半年緩起訴處分
金收入 203,000 元，利息 108 元，合計至 100 年 6 月 30 日止結
餘 208,152 元，其帳戶款項符合收支結餘。
二、執行情形：
機構表示寒期營已使用縣政府補助款項，故上半年度未支用處分
金，該經費將合併運用於下半年度之暑期營中。
三、查核評估結果：
機構提供有收支明細、傳票憑證、日記帳等相關資料。建可繼續
列冊。
備註：機構詢問尚有 5 萬餘元費用如何處理？
決議：
決議：
一、繼續列冊。
繼續列冊。
二、結餘 5 萬元部分，
萬元部分，待年度計畫執行完畢查核一併決定。
待年度計畫執行完畢查核一併決定。

參、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無。
肆、主席裁示及決議
主席裁示及決議：
及決議：
一、經委員一致決定同意今天送本署查核單位續行列冊。
二、函請各機構依裁示決議事項辦理後回復各查核委員。
三、請各公益團體積極執行計畫，金額過多部分是否辦理繳回，建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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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小組參酌。
四、感謝各委員的與會，謝謝大家。

伍、散會（100
年 08 月 29 日下午 16 時 15 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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