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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09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會 

第一次審議會議（108年度申請方案期末查核）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3月 20上午 9時 30分至 12時 30分 

地點：本署第二辦公大樓 6F會議室（後） 

出席人員：詳簽到名冊 

主席：陳主任檢察官信郎  

紀錄：專案助理邱韋禎 

 

壹、主席致詞： 

   今天召開 109 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會第一次審議會

議，謝謝大家在目前疫情這麼嚴峻的情況下來參與此次的會議，今天大家

也都符合中央的規範，座位距離都有間隔 1.5 公尺，今天主要的會議流程

詳如手冊所載，請各位專家學者針對 A、B、C 大類（包含法務部辦理司法

保護業務、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進行查核結果報告、提案討論、臨

時動議，也請各位委員及專家學者不吝提出寶貴意見。 

 

貳、業務單位報告  

一、(林淑秋觀護人報告)新聘專案助理邱韋禎今年 3月到職，請委員於緩起訴處

分金業務上予以協助與互相配合。 

二、執行秘書蔡騏米觀護人報告 

立法院於 109年 1月下旬通過 109年度預算審查，業務單位依立法院核定金

額及去(108)年 10月召開之 109年度申請方案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補助方案、

審查委員評比排序等基準，就 109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核定補助

對象及金額進行調整，並已簽請檢察長核定及進行公告。核定補助對象、方

案名稱及金額詳見會議資料。 

三、108年度各機構期末審查總共是 12個機構 23個方案，各項計畫期末查核資

料請參照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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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108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全年度執行成果暨經費支出查核

結果報告及討論 

 

一、 A大類機構 

編號 機構名稱 方案名稱 查核委員意見 審查小組決議 

A1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臺中分會 

年度計畫(共計六方案) 

Ａ法律訴訟補償服務 

Ｂ急難救助保護服務及家庭關懷重建 

 服務 

Ｃ身心照護輔導服務 

Ｄ教育訓練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宣導 

Ｅ法務部修復式司法 

Ｆ司法保護業務及預防犯罪宣導 

詳查核意見表 

專家學者審查意見： 

建議執行單位能多補充

開放性回饋，例如執行

上或服務上能多敍述發

現的現象或簡單結論。 

 

審查委員意見： 

1.建議開放給民間工作

坊或促進者來申請緩

起訴金外包修復式司

法業務工作，執行不

僅專業、資料也完整，

又能提升執行率，將

每分錢真正花在刀口

上，達到預期的效果。 

2.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

符，同意通過。 

 

主席決議： 

1.建議成果附件可增加

媒體節錄報導當做回

饋質性資料補充，將

更具溫度感。 

2.肯定修復式司法工作

坊與促進者對當事人

實質幫助上的專業與

努力。 

3.經委員會決議，核定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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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

保護會臺中分會 

年度計畫 

更生保護業務(共計五方案) 

(壹、保護業務 一~六) 

(壹、保護業務七~十一) 

(貳、會議及宣導 一~六) 

(貳、會議及宣導七~十) 

(參、觀護業務一~六) 

詳查核意見表 

專家學者審查意見： 

1.建議在資料呈現改善

上給予學習的指引與

方向，以利查核該經

費具體執行上有無意

義與成效。 

2.「高風險更生人子女

助學金」執行情形，建

議得重新檢討申請條

件。 

3.建議相關計劃執行的

說明報告內容須具體

呈現比較完整。 

 

審查委員意見： 

1. 有關「高風險更生人子

女助學金」計畫，建議

得檢討申請條件，以鼓

勵更生人子女參與申

請，充分運用本項計畫

資源、增加執行率。 

2. 建議可增加實地訪

查。 

 

主席決議： 

1.團體及諮商輔導成效

佳！但說明報告部份

可再細緻化、例如增

加一些回饋、觀察報

告、摘要等相關內容。 

2.經委員會決議，核定

通過。 

 

A3 
臺中市榮譽觀護人

協進會 

年度計畫(共計二方案) 

108 年度運用榮譽觀護人協助推展司

法保護業務實施計畫(子計畫一~五) 

108 年度運用榮譽觀護人協助推展司

法保護業務實施計畫(子計畫六~十)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1.建議可設計一套評估

工具與指標來呈現不

同性質的執行成效。 

2.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

相符，同意通過。 

 

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核定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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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大類機構  

編號 機構名稱 方案名稱 查核委員意見 審查小組決議 

B4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

立龍眼林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餐餐相繫 幸福傳遞」社

區邊緣戶弱勢家庭送餐服務

計畫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

同意通過。 

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核定通

過。 

B5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得勝者教育協會 

108年「藥命效應之時空救

援」青少年防毒體驗教育營

會計畫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

同意通過。 

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核定通

過。 

B6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

立甘霖社會福利 

108年送愛到府-老人暨身

心障礙者營養餐食服務計畫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

同意通過。 

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核定通

過。 

B7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

協會 

108年度臺中愛滋/物質使

用者生活重建方案 
詳查核意見表 

專家學者審查意見： 

請說明 26 萬元之補助細項

或提供相關資料。 

審查委員意見： 

1.再請機構補充細項是

否漏列或提供相關資

料並說明。 

2.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

須經查核實況有相符

才同意通過。 

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核定通

過。 

B8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

福利基金會 

不能讓窮孩子落入永遠的貧

困--沙鹿中心弱勢家庭學童

課輔計畫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

同意通過。 

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核定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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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社團法人台中市晚

晴婦女協會 

「給愛不給礙，單親不擔

心」─弱勢家庭青少年輔導

支持計畫 

詳查核意見表 

專家學者審查意見：(如會

議資料)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

同意通過。 

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核定通

過。 

B10-2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

中更生團契 

振翅飛翔~更生及藥酒癮戒

治婦女中途之家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

同意通過。 

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核定通

過。 

 

三、C大類機構 

編號 機構名稱 方案名稱 查核委員意見 審查小組決議 

C1-1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08年醫起護少陪伴計畫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

同意通過。 

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核定通

過。 

C1-2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08年臺中市微笑向日葵大

專志工陪伴輔導計畫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符，

同意通過。 

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核定通

過。 

C2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8年度

社區生活營輔導方案計畫 
詳查核意見表 

審查委員意見： 

實際支用與申請計畫相

符，同意通過。 

主席決議： 

經委員會決議，核定通

過。 

 

肆、臨時動議 

提案一、查核審查作業模式調整為到署審閱避免書面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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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慧圓老師(查核評估小組委員) 

建議目前寄送書面資料交付查核委員之審查方式，可擇期至地檢署現

場審閱，降低郵寄資料遺失的風險，並對書面成果中呈現之個資避免

外流。 

林淑秋（地股觀護人） 

如果老師們白天時間允許，我們會邀請老師挪出一天時間，將預備適

合的辦公室來讓老師進行書面的審查。 

呂秀梅主任委員(審查委員) 

建議三大會將計畫辦理相關成果資訊上傳網站雲端，可減少資料列印、

文件編整耗時的工夫，審委亦可隨時上網查核執行成果之便利性。 

 

提案二、討論三大會與地方自治團體如何精簡成果報告？ 

  張秋遠主任觀護人(審查委員) 

1. 肯定三大會辦理活動的努力，但礙於人力編制不足的情況又要完

善計畫方案執行，建議查核除了書審外，是否也邀請委員專家學

者參與實地機構訪查？ 

2. 贊同廖秘書所說，惠請專家學者提供較合適的、必要的精簡報告

格式，減少提交成果報告的負擔。 

鄧湘漪老師(查核評估小組委員) 

  綜觀民間團體成果報告相較三大會較能精煉簡潔的去分析執行方案

的效益，可供三大會學習參考。 

  廖素玲主任委員(審查委員) 

  報告呈現其實在精不在多，範例格式建議可參考 PDCA的模式。 

  建議基本兩頁以上，五頁為限。 

  李進清庭長(審查委員) 

1. 建議已確定執行率偏低的方案項目，需要精準來檢討，以確保經

費合理被運用。 

2. 建議建制一套標準審查的 SOP。審查委員可就程序審查方面不合

規定或不足的，建議可以退件，符合規定才進行後續通過或不通

過的實質審查。 

3. 建議緩起訴金中公益團體經費運用要有合理的比例，讓整個制度

與運用能更妥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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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宜瑩老師(查核評估小組委員) 

  受補助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如對於審查計劃架構內容有不理解

或成果書寫上有困境，都可具體提出，讓委員可以進一步協助完善

其報告。 

 

提案三、因應新冠病毒疫情的擴大，相關單位與補助機構的應變措施？ 

  呂秀梅主任委員(審查委員) 

1. 提醒補助機構因應疫情關係計畫變更要提早，勿等到快年底才提

出。 

2. 建議變更計畫的期限亦要有所規範，以免造成審核作業、活動執

行與經費核銷上的困擾。 

  侯建州老師(查核評估小組委員) 

   贊成呂主任委員所提，引用目前最夯的四個字『超前部署』，提醒各

補助機構須及早思考，萬一疫情擴大如何變通與規畫？對於可預期

原計畫會有的變更，如計畫中相關活動調整、經費變動等…應及早

因應！ 

   

提案四、因應疫情關係，「110年度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補助方案申請

說明會」今年是否採公開網路說明方式辦理？ 

   林淑秋（地股觀護人） 

預定於今年 5 月間召開 110 年度緩起訴處分金方案申請說明會，疫

情關係建議採網路上公告申請方式，再輔以 Email 方式通知舊機構

以佈達此項申請訊息，減少機構派員來署路途往返。 

廖素玲主任委員(審查委員) 

 贊成，以疫情現況來說，確實不宜勞師動眾，造成大家參與的壓力。 

 

主席決議： 

一、 考量減少郵寄、並保護成果個資，同意委員建議採擇期到署查

核。 

二、 邀請三大會、專家學者一同參與討論，統一精簡成果報告格式。 

三、 機關與團體可聯合舉辦相關性的活動，不僅人力與資源上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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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又能擴大活動整體舉辦的效益。 

四、 因疫情無法預測，110年度說明會採公開上網辦理。此外，有變

更計畫需求的受補助機構，請業務單位通知提醒即早提出申請，

本署也要立即做好相關的因應措施。 

 

感謝各位委員，提供的寶貴意見我們都會列入參考，會後優先針對報

告格式進行討論，整理出統一的表格大綱，讓委員在審閱上與各單位

同仁整理上更省力，也更迅速，把時間與緩起訴處分金投入在最有效

的地方，最後感謝大家的參與，謝謝大家！ 

 

伍、會議結束，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