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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第 67次「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06月 29日下午 14時 30分至 16時 00分 

地點：本署 3樓簡報室（採視訊會議方式） 

會議主席：黃主任檢察官嘉生 

出席者：賴官長廷鈞、岳主任觀護人瑞霞、李委員麗萍、梁委員繼中、高委員瑜苓、

湯委員佳雯（視訊） 

列席者：何主任幸宜、李書記官彥儀、陳觀護人佑杰、陳行政助理晏如 

申請團體代表： 犯保-賴桂烟主任、司法志工-校台燕秘書、榮觀-蕭伶君祕書、更保- 

      楊學勇主任、生命線-彭晨伊副主任、廖本富心測員（視訊） 

                                                            記錄：陳晏如 

 

壹、主席致詞： 

一、 因應疫情嚴峻的關係，本次採視訊會議召開。 

二、 本次審查會，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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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條規定，補助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其申請計畫之自籌款不得低於申請計畫

總款項之百分之二十，先請執行秘書依順序說明提案，再請各委員提問討論，並

作出決議。 

 

貳、本署審查小組執行秘書報告 

一、 配合法務部 110年 6月 2日法會字第 1100084030號來文函轉行政院修正「中央政

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修正後第 5點「決定

是否補助前衡酌受補(捐)對象之業(會)務或財務運作狀況，避免發生潛藏無法落實

執行補助計畫及妥善運用補助經費之風險。」，今年方案進行複審前均要求申請團

體提供前一年度與本年度會（財）務狀況，同時新增各受補助團體需附上內部兩年

內的簡易收支(借貸)財務狀況表。在此再度提醒審查委員於審查計畫案時，參考所

附兩年內之業(會)務或財務營運狀況進行評斷。所有申請書「附送文件」欄位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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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新增「財務狀況表」。 

二、 會前調查，各申請團體已補齊財務狀況表；未來則會按照新的申請書「附送文件」

欄位中修編為主 (參照新申請書紙本)。 

參、 111年度申請提案討論及 110年度申請計畫修正（按申請團體次序）：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 111年度申請計畫】 

審查小組執行秘書說明： 

一、 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 111年度申請計畫（提案一）入監輔導計畫申請書請更

保就《有無向其他單位申請專案補助》一欄漏勾部分已修正。 

二、 有關該會在本次視訊前因請示總會緣故，未能配合提交 110年度與 109年度會務

收支情形，已於審查會議前補齊。 

計畫案審查： 

一、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監所收容人(入監輔導認知教育團體)及更生

人家庭支持性服務實施計畫」計畫審查，提請審議案：（略）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197,826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1。 
 

二、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苗栗安置所(廚藝飛揚圓夢計畫)職能訓練實

施計畫」計畫審查，提請審議案：（略） 

高委員瑜苓：本案今年亦有執行，建議蒐集學員完訓後投入相關領域之就業、進修、

考照等比例，以呈現執行效益，並提供日後修正計畫參考。 

決議：請更保納入考量。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102,960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2。 
 

三、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辦理貧困更生人家庭慰問及急難救助實施計

畫」計畫審查，提請審議案：（略）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95,000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3。 
 

四、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辦理苗栗轄區貧困更生家庭及其子女獎助學

金實施計畫」計畫審查，提請審議案：（略）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60,000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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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苗栗司法保護年節社區關懷更生人家庭暨監

所關懷收容人活動實施計畫」計畫審查，提請審議案：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67,433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5。 
 

六、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業務研習會暨更生輔導員分區業務座談會實

施計畫」計畫審查，提請審議案：（略）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494,833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6。 
 

七、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活動實施計畫」計畫審

查，提請審議案：（略）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68,169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7。 
 

八、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辦理更生保護工作購置有獎徵答獎品計畫」

計畫審查，提請審議案：（略）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30,000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8。 
 

九、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運用更生輔導員協助參與會務計畫」計畫審

查，提請審議案：（略）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300,000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9。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 111年度申請計畫及 110年度修正計畫】 

審查小組執行秘書說明： 

一、 犯保 111年度申請計畫（提案一）計畫書 p.3、6、8幾處筆誤；申請計畫（提案

二）初估表「圓夢專案」之 240「人次」應改為「小時」；申請計畫（提案三）無

修正意見；申請計畫（提案四）可於計畫書「辦理內容」加入合作律師研習會議或

修正充實原文字；申請計畫（提案五）計畫書 p.28以下相關費用名稱、支給標準

是否已配合法務部最新函文調整、去法院化文字。以上方案複審時委員所提意見，

均已修正。 

二、 犯保申請時提交該會 110年度財務編列，已列入本次審查考量；109年度財務編

列資料後補，已於審查會議前補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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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案審查： 

一、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間接服務」計畫審查，提請審議案：

（略）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64,832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10。 
 

二、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家庭關懷重建服務」計畫審查，提

請審議案： 

會計室何主任： 

    依據「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做業要點」第四點第(四)

款規定略以，團體申請支經費不得超過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規定，該要點已

取消膳費，所以，項目中 6-8「關懷陪同」應取消膳雜費補助，只補助必要之往返

交通費；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沒有補助餐費。 

李委員麗萍： 

1. 「補助補習費用」增編 120人次(110年僅編 84人次)及「攜手傳愛講師費」增

編為 240小時(110年僅編 48小時)原因為何？ 

2. 目前疫情的情況可能無法在短期內緩解，在未緩解疫情時，將來有無執行預算

辦法及成效作法？ 

犯保代表說明： 

1. 這部分是以交通費補助，說明欄位中的交通膳雜費為筆誤，會再行修正。 

2. 「補助補習費用」原參與小朋友為七人，日後會增加至十人，12個月基本編列

120人次；「攜手傳愛講師費」此計畫為創新計畫，於今年度首次試辦，小朋友

由原來的兩人增加至五人，未來亦會有更多人參與；原課程是輔導老師面對面，

一對一的講課，因受疫情影響，改為線上視訊課程（均一對一講課方式不變）。 

3. 疫情來的突然，今年如「年節關懷配活動」便停止執行，因而抽掉整個項目；

目前總會有方案，假設疫情持續嚴峻的話，運用物資的方式來提供，或工作受

到影響的話，將以類似政府推動的紓困補助方式作為紓困補助辦理，目前由總

會預算在支應，如未來疫情仍持續影響，會在明年度提出「紓困關懷金」的計

畫項目來補助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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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麗萍： 

雖政府提出停課不停學，利用線上來作教學，但城鄉差距及家庭經濟差異的孩子

在學習上也會有差異，在接受你們幫助的弱勢家庭的孩子們，於教育部份多關心、

多琢磨。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1,168,500元，補助明細詳如已修正附件 11。 
 

三、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身心照護輔導服務」計畫審查，提

請審議案：（略）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121,600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12。 
 

四、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宣導活動」計畫審查，提請審議案：

（略）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81,540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13。 
 

五、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修復式司法專案」計畫審查，提請

審議案：（略）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324,528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14。 
 

六、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志願服務業務」計畫審查，提請審

議案：（略）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165,000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15。 
 

七、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分會「110年修正計畫」審查，提請審議案： 

案由：110年度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計畫項目經費請准予相互與支，請 查照。 

犯保代表說明： 

1.本分會申請 110年度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補助，經 貴署 109年 7月 7

日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查會第 65次會議決議准予補助。 

2.本次均在同一計畫項下調整，且調增調減後補助總金額不變，檢附修正後計

畫總表及各項明細表各乙份。 

會計室何主任： 

1. 計畫二-家庭關懷重建服務中，「攜手傳愛講師費」增加 48,000元，共為 8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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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原因為何？ 

2. 計畫六-志願服務業務中，場地費使用於何處？為何在多項計畫細目調降後卻

新增場地費？ 

犯保代表說明：  

1. 同 111年度計畫二「家庭關懷重建服務」說明相同。 

2. 這個部分是提起追認，因當初未編列場地費；活動於 110年 4月前外訓辦理

完畢，依照實際執行情形所使用次數、金額請領經費並已核銷。 

決議：審查通過 (明細詳如 110年修正計畫附件 1-對照表、修正後初估表) 。 

 

【苗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11年度申請計畫及 110年度修正計畫】 

審查小組執行秘書說明： 

一、 轉達方案複審時張國棟委員所提之意見。111年度申請計畫案（提案一），新增保

險費可綜合考量一般公家單位志工所保之「台銀共同契約」，惟如地檢署志工在人

身安全方面需有更周全照顧、更佳的保障，則屬合乎情理；申請計畫案（提案二）

太陽宮的家庭支持關懷活動屬新增，編列經費為合理範圍之內。 

二、 110年度變更計畫案（提案一），保費單價意見同上；變更計畫（提案二），屬同一

關懷活動計畫項目間之相互勻支。 

三、 另該會在複審前提交 109年度會務收支情形及 110年度財務編列，已列入本次審

查考量。 

 

計畫審查： 

一、苗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榮譽觀護人教育訓練及志工服務」計畫審查，提請審

議案：（略）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872,600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16。 
 

二、苗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受觀護對象輔導、教育與關懷等相關活動」計畫審查，

提請審議案： 

會計室何主任： 

 新增項目 1.家庭支持關懷、項目 2.毒品戒癮團體補助、項目 3.反毒宣導等三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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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元該如何執行？ 

榮觀代表說明： 

1. 家庭支持關懷是搭配年節關懷活動來辦理，以往年節關懷只發送慰問金或禮

品；為結合三節辦理活動平台邀請家屬參與，凝聚家庭良性互動及家屬之間交

流分享經驗。屆時會依實際辦理詳細臚列並送簽呈。 

2. 觀護人室於今年新增人力人員為心理處遇師，「辦理毒品戒癮團體治療」為工作

項目之一；為讓心理師辦理活動時採買教材(具)來進行團體輔導，因此新增此

申請項目。 

3. 反毒宣導於今年新增人力人員多元處遇員，「辦理反毒宣導」為工作項目之一；

為結合辦理宣導反毒活動時，採買互動性的教材(具)、有獎徵答獎品，提升宣

導成效。 

會計室何主任： 

有關電子媒體方式宣導部分，必須符合行政院修正預算法第 62之 1條相關規定辦

理，公文已會辦過觀護人室並轉知各申請單位。請於辦理相關活動前留意。 

高委員瑜苓： 

本案編列緩起訴酒駕團體計 7萬 3000元，有鑑於酒駕事件層出不窮，危害甚大，

建議對於此類團體課程施以前、後測，以了解辦理效益，並做為修正課程內容之

依據。 

決議：請榮觀納入考量。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351,500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17。 
 

三、苗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110年修正計畫」計畫審查，提請審議案： 

案由：檢送本會「110 年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變更申請書，有關新增志

工保險費案及變更受觀護對象三節關懷活動實施計畫案等詳如附件，請查照。 

榮觀代表說明： 

1. 為推動司法保護業務，使補助款使用之效益達最佳狀態，並保障榮譽觀護人協

助執行業務之安全，有必要變更經費使用額度與項目，同時增加編列榮譽觀護

人保險費用。 

2. 有關新增編列榮譽觀護人 110-111 年度團體保險費，計畫與保額。 

3. 有關受觀護對象三節慰問經費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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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何主任： 

    計畫一-榮譽觀護人教育訓練及志工服務中保險費用為800元，為何現行保險費550

元增加至 800元？保險項目是否有異動？ 

榮觀代表說明： 

     5月份實際詢問華南人壽徐小姐，年度保費提升至 7~800元不等，但要到 7月才

能獲知明確實際金額，所以先暫列 800元。至於保險內容跟以往大致一樣。 

高委員瑜苓： 

結合學校暑期營隊活動乙項編列 6萬元，惟受 COVID-19疫情影響，本縣學校 7-8

月份多禁止開放校園，本案應如何執行，需先規畫因應。 

決議：請榮觀參考委員建議處理。審查通過。(明細詳如 110修正計畫附件 2-對照表、

修正後初估表) 

 

【苗栗縣司法志工協會 111年度申請計畫及 110年度修正計畫】 

審查小組執行秘書說明： 

一、 轉達方案複審時張國棟委員所提之意見。苗栗縣司法志工協會 111年度申請計畫

（提案一），單一窗口人次減少是否影響自籌款，該會應予考量。保費單價部份意

見同榮觀；另該會 110年度因疫情影響停辦之相關計畫與志工值班，可將來文送審

查會先予備查。 

二、 該會所提交之 110年度財務編列，已列入本次審查考量；另 109年度財務編列資

料後補，請於審查會議前補齊。 

 

計畫審查： 

一、苗栗縣司法志工協會「地檢署志工值班」計畫審查，提請審議案： 

會計室何主任： 

1.單一窗口由 6人次修改為 4人次，減少理由為何？ 

2.保險費由 110年計畫編列之 450元增加至 800元，理由為何？ 

司法志工代表說明： 

1. 110年度單一窗口每日共 4人次及檔案室每日共 2人次，共計每日 6人次，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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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人次並沒有減少，減少的是檔案室人次。因檔案室志工在 110年 6月後有

其他生涯規畫，不再協助支援。檔案室人員需要會打字、看卷，有其人力之篩

選。暫無其他合適志工可替代，只好減少檔案室支援之部分人次。 

2. 志工保險部分與榮觀相同。需等候華南產物的通知，才能確定具體的保額、內

容、(理賠)項目或金額等等。 

決議：部分通過，准予補助 703,000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18。 
 

二、苗栗縣司法志工協會「法治教育參訪及宣導活動」計畫審查，提請審議案：（略）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36,000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19。 
 

三、苗栗縣司法志工協會「志工教育訓練及綜合座談」計畫審查，提請審議案：（略）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37,000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20。 
 

四、苗栗縣司法志工協會「110年修正計畫」計畫審查，提請審議案： 

案由：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D-19)」全國疫情尚未解除警戒，本會於貴署值

班志工將暫停至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解除警戒為止，敬請惠允。 

說明：考量目前疫情未明，解除警戒日期難以預知。基於志工、地檢署員工及洽公民

眾等安全考量，必須暫停「志工值班」項目經費之執行。如嗣警戒解除本會將

合評估檢討相關影響之計畫速送貴署。 

審查小組執行秘書補充：目前仍無法確定疫情警戒延續之時間，各受補助團體因而無

法正常執行原計畫。復考量會計室得及時將經費挪至本署其他業務費用支應，未來團

體如要提年度計畫變更，審查會議時間訂在 10月初可否？ 

會計室何主任： 

本署今年至 6月底為止，整個歲收中，有的項目只有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或一半，

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相對會受到影響；結算至 6月 30日為止，以累計實收推估

至全年度的話，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可能會短收 800萬；犯罪被害補償金是法

定的優先支給項目，這個部分有法律規定的，剩餘款原則上會以申請補助團體優先核

銷他們的經費，最後才是給予犯保總會（第一順位是犯罪被害補償金，第二順位是緩

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第三順位是犯保總會）；目前無法掌控 7、8月以後緩起訴

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收入，建議團體如果已執行的活動可以先行核銷，尚未執行且不



 10 

具急迫性的部分，可以暫緩執行與支應或停止活動(萬一犯罪被害補償金無法支出，相

對團體申請的經費也無法支付)，待之後收支狀況會再予以說明。 

 

決議：各單位來文緩辦活動案均先予備查，同時按會計室意見辦理。 

 

【社團法人苗栗縣生命線協會 111年度申請計畫】 

審查小組執行秘書說明：生命線申請時提交該會 109年度財務編列，已列入方案複審

之考量；110年度財務編列資料後補，已於審查會議前補齊。 

 

計畫審查： 

一、社團法人苗栗縣生命線協會「111少家個案心理諮商方案」計畫審查，提請審議案：

（略）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補助 249,280元，補助明細詳如附件 21。 

  

肆、 主席裁示與結論： 

    今年因疫情嚴峻影響，請各位互相幫忙共體時艱，按照會計室何主任所提到的相

關時程進行核銷或做相關更動。希望可以一起讓良好的制度走得更長遠些。畢竟如果

發生相關經費支用不夠造成負面影響的話，也是我們所不樂見的。最後，感謝各位委

員及團體代表撥冗與會。 

 

伍、 散會：下午 16時 0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