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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105年第 2次召開「緩起訴處分金暨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支用查核評估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10月 6日上午 10時 0分 

地點：本署二樓會議室 

召集人：陳主任檢察官韻如                    記錄：林偉斌 

出席人員：(略) 

壹、 召集人宣佈開會 

貳、 觀護人室報告支用查核評估小組查核結果(各專案計劃之執行成果查核及查

帳結果，詳如附件一、二) 

105 年度第 2-3 季(5-8 月)緩起訴處分金暨協商程序履行金額指定團體執行成

果查核： 

一、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詳如成果彙整表編號 1-14) 

(一)105 年度第 2 季(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

理「直接保護」、「間接保護」、「暫時保護」計畫活動成果，支出金

額計 5,51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5,510 元。 

(二)105 年度第 2 季(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

理「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計畫活動成果，支出

金額計 2,0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000 元。 

(三)105 年度第 2 季(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更

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20 萬 3,558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 

   1.憑證初核無異。【105.8.17 初核】 

   2.植樹活動憑證編號 16「李樹國音响費」收據，經會計室張序廣主任

複核意見須貼千分之 4 印花稅，已補正。【105.8.24 複核】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0 萬 3,558 元。 

（四）105 年度第 2 季(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計畫(與司法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之事

項)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7 萬 2,0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

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7 萬 2,000 元。 

(五)105 年度第 2 季(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更

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計畫(與更生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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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6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600 元。 

(六)105 年度第 2 季(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法

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 105 年度受刑人「生命、品德教育專題講座」

實施計畫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9,6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

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 

   1.5 月鐘點費印領清冊未註明所得稅扣繳申報與否，105.8.12 退回補

正。 

   2.印領清冊所得稅扣繳申報已於 105.8.17 補正。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9,600 元。 

(七)105年度第 2季(6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105

年度春節、母親節、端午節、中秋節監所收容人關懷活動(端午節)

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2 萬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 

   1.承辦單位屏東看守所原始支出憑證收據缺統一編號，105.8.12 退回

補正。 

   2.已於 105.8.17 補正粽子材料原始收據之屏東看守所統一編號。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 萬元。 

(八)105 年度第 2 季(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屏

東監獄收容人「養生手工皂技能訓練班」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4

萬 3,2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 

   1.印領清冊未註明所得稅扣繳申報與否，105.8.12 退回補正。 

   2.印領清冊扣繳已於 105.8.17 補正，承辦單位屏東監獄賴導師表示該

監會計室會辦理所得申報扣繳。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4 萬 3,200 元。 

(九)105 年度第 3 季(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

理「直接保護」、「間接保護」、「暫時保護」計畫活動成果，支出金

額計 1 萬 9,119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 萬 9,119 元。 

(十)105 年度第 3 季(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

理「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計畫活動成果，支出

金額計 8,48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8,4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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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105 年度第 3 季(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計畫(與更生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之事

項)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9,0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

審議。 

審核意見： 

   1.7 月 8 日屏東縣因尼伯特颱風停止上班上課一日，當日行政助理陳

員於簽到單上簽名到班是否屬實，退回查證。【105.9.19 初核】 

   2.105.9.21 更保補正說明：經查該日更保停止上班，陳員簽到係誤植，

已更正並扣除該筆值班費 400 元。 

   3.退回總領據更正本期請款核准總金額為 127,599 元，已更正。

【105.9.19 複核】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9,000 元。 

(十二)105 年度第 3 季(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計畫(與司法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之事

項)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6 萬 9,8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

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6 萬 9,800 元。 

(十三)105 年度第 3 季(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1 萬 8,0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 萬 8,000 元。 

(十四)105 年度第 3 季(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 105 年度受刑人「生命、品德教育專題講

座」實施計畫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3,2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

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3,200 元。 

二、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屏東分會(詳如成果彙整表編號 15-31) 

(一)105 年度第 2 季(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受

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6,400 元，初核完成，提

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6,400 元。 

(二)105 年度第 2 季(6 月)運用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犯罪

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26 萬 1,92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6 萬 1,9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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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5 年度第 2 季(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犯

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項)活動成

果，支出金額計 1 萬 6,0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 萬 6,000 元。 

(四)105 年度第 2 季(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犯

罪被害保護業務(專案服務)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8 萬 5,000 元，初

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8 萬 5,000 元。 

(五)105 年度第 2 季(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守

護馨園—安薪就業輔助專案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4 萬 9,600 元，初

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4 萬 9,600 元。 

(六)105 年度第 3 季(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受

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3,200 元，初核完成，提

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3,200 元。 

(七)105 年度第 3 季(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犯

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10 萬

4,747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0 萬 4,747 元。 

(八)105 年度第 3 季(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犯

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辦理保護志工研習)活動成果，支出金額

計 2,64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640 元。 

(九)105 年度第 3 季(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犯

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項)活動成

果，支出金額計 1 萬 4,4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 萬 4,400 元。 

(十)105 年度第 3 季(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犯

罪被害保護業務(專案服務)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3 萬元，初核完成，

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3 萬元。 

(十一)105 年度第 3 季(7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守護馨園─安薪就業輔助專案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4 萬 6,400 元，

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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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4 萬 6,400。 

(十二)105 年度第 3 季(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受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3,200 元，初核完成，

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3,200 元。 

(十三)105 年度第 3 季(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12 萬

6,945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2 萬 6,945 元。 

(十四)105 年度第 3 季(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項)活動

成果，支出金額計 1 萬 6,6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 萬 6,600 元。 

(十五)105 年度第 3 季(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犯罪被害保護業務(保護業務)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2 萬 7,550 元，

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 萬 7,550 元。 

(十六)105 年度第 3 季(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犯罪被害保護業務(專案服務)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6 萬 3,000 元，

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6 萬 3,000 元。 

(十七)105 年度第 3 季(8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守護馨園─安薪就業輔助專案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6 萬 2,800 元，

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6 萬 2,800 元。 

三、 社團法人屏東縣希望家園協進會(編號 32) 

105 年度第 2 季(5-6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保護

兒童飛揚青春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7 萬 2,8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

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 

   1.黏貼憑證內部審核流程未完成，105.7.28退回補正。 

   2.未用印之黏貼憑證已於 105.8.15補正內部審核程序並用印。 

   2.自籌款合計 3萬 3,000元占支出總額 15萬 3,000元之 21.6%。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7 萬 2,800 元。 

參、 提案討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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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臨時動議：(無) 

伍、 主席指示 

請觀護人室將本次查核結果函覆指定團體，依決議內容辦理。 

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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