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106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受補助團體名稱、計畫要旨及補助金額
(經立法院審議預算通刪5%，配合刪減補助款，酌減補助金額)
序號

受補助團體名稱

受補助計畫名稱

1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辦理「直接保護」、「間接保
屏東分會
護」、「暫時保護」計畫

2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辦理「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
屏東分會
督導檢討會議」計畫

3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106年度春節、母親節、端午
屏東分會
節、中秋節監所收容人關懷活動

4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106年度春節、母親節、端午
屏東分會
節、中秋節監所外社區關懷活動

5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屏東分會～106年度更生人家庭
屏東分會
支持性服務方案

6
7

8

計畫要旨
1.直接保護：技能訓練。
2.間接保護：輔導就業、就學（獎助學金）、就醫（含健保費
補助）、就養、急難救助等。
3.暫時保護：資助旅費、膳宿費、醫療補助等。
1.會議：更生輔導員研習會及分區座談會、督導會議、更生保
護節慶祝大會、技訓成果發表會(含分會與屏東輔導所)等。
2.宣導：更生保護宣導、屏東輔導所及監所產品行銷宣導、預
防犯罪（法治教育、反毒、反賄選等）宣導。
1.每節日，於屏監、屏所輪流各辦一場關懷活動。
2.邀請表演團體赴監所與收容人同樂。
3.邀請社會熱心公益人士及團體參與，關懷收容人。
1.每節日，各辦一場關懷懇親活動。
2.邀請收容學員家屬共同參加。
3.由本分會長官及專任工作人員赴中途之家致贈慰問品(或物
資)，表達關懷慰問之意。
1.收容人返家服務：辦理收容人家庭教育團體、辦理收容人返
家準備服務、收容人返家後追蹤、辦理更生人親子營或收容
人懇親活動
2.高風險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務
以1年6個月為限，若有特殊狀況，可延長3至6個月，提供毒癮
戒治收容輔導、食品加工技職教育及生產力訓練等培訓。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屏東輔導所更生人毒品戒治收容
屏東分會
及食品加工技訓輔導計畫
「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與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1.推動更保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之各項措施等。
更生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項)」計
屏東分會
2.上開推動執行工作之志工值班事項。
畫
「職前銜接短期技能訓練-養生手工皂班」就業培力為專技訓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收容人養
練課程，採團體方式上課，包含本學習課程養生手工皂調
屏東分會
生手工皂技能訓練班
製、客服行銷推廣實務實習。

補助金額
(新台幣／元)
229,000

410,000

80,000

100,000

63,600

110,400

180,100

序號

受補助團體名稱

受補助計畫名稱

計畫要旨

為使在監收容人習得謀生技能、培養正確職業價值觀、養成
勤勞習慣，接受短期技能訓練，包含學科課程：植物分類及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園藝景觀
9
認識、植物整枝修剪技巧及園藝景觀造型設計。術科課程：
屏東分會
造型班
植物整枝修剪實作、植物病蟲害防治實作、植物溫度溼度控
制及土壤改良等
1.生命教育: 幫助收容人重新探索與認識生命的意義、尊重與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106年 珍惜生命的價值，熱愛並發展每個人獨特的生命，並將自己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10
度第1-4季受刑人「生命、品德教 的生命與天地人之間建立美好的共融共在關係。。
屏東分會
育專題講座」實施計畫
2.品德教育: 協助收容人了解自己、懂得欣賞自己與他人、以
及表現出更好的行為。
結合屏東地檢署實施觀護預防再犯宣導教育、預防犯罪及法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 治教育宣導、受刑人假釋法令宣導暨團體輔導活動計畫、緩
11
屏東分會
導
起訴被告毒癮戒治專案實施計畫、緩起訴被告安非他命替代
治療實施計畫…等活動，強化觀護預防再犯。
「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與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加強辦理為民服務工作及各項便民措施，引導洽公或應訊之
12
司法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項)」計
屏東分會
當事人前往各辦理單位。
畫
為重建被害人與其家庭關係，即時協助受保護人面對創傷事
件並撫平心靈傷慟，恢復生活方式，擬結合社會資源，組織
醫療服務、與專業心理諮商輔導團隊，至本會聯合之家庭教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 受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溫馨專
13
育中心諮商室或提供外展服務（至受保護者家中進行諮商輔
協會臺灣屏東分會
案)
導工作）等，協助受保護人培養正向因應心理創傷經驗之能
力，提升其自我照顧能力之技巧，恢復正常家庭生活，積極
面對未來生活目標。
結合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實施緩起訴處分暨附條件緩刑
法治教育宣導、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督輔導及個別諮商處遇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 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 計畫、家庭暴力團體諮商活動、大學院校在學學生專實觀護
14
協會臺灣屏東分會
育宣導
工作計畫、社會勞動執行方案、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生命
教育、司法保護中心試行方案…等活動，強化觀護預防再
犯。

補助金額
(新台幣／元)

123,200

48,000

921,000

900,400

111,600

2,269,600

序號

15

受補助團體名稱

受補助計畫名稱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
犯罪被害人保護宣導
協會臺灣屏東分會

計畫要旨
1.犯罪被害人保護月活動
(1)藉由系列活動呈現地檢署及犯罪被害保護協會的成果，擴
大社會各界參與，瞭解犯罪被害保護業務內容與成果，並向
社會大眾宣導犯罪被害保護理念，促進全民共同關懷馨生人
，進而支持並參與犯罪被害保護事業。
(2)結合社會資源，凝聚社會大眾，以愛、接納與關懷為基礎
，協助馨生人重建生活。提倡推動犯罪被害保護、被害預
防、法治教育、預防犯罪等重點工作，以建構守法祥和的社
會。
(3)宣導議題：遇到被害事件怎麼辦、0800保護專線、安薪專
案、溫馨專案、縮減學業落差、即時關懷等。
2.法務部有功人士表揚大會：表彰社會各界熱心公益人士及團
體協助政府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的貢獻，激勵社會大眾
參與協助的認同感與榮譽感。

藉由志工研習及業務研討，實施志工專業培訓，提昇服務知
能，提昇服務品質。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 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辦 1.南區志工聯合研習會議
16
協會臺灣屏東分會
理保護志工研習)
2.志工基礎及特殊教育訓練
3.志工分區研討會
4.委員志工聯合會議
1.推動遂行保護志工運作及服務事項有關之各項措施等協助本
會辦理活動之相關費用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 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與
17
2.保護志工分別於屏東地檢署服務台、本會辦公室輪值為民服
協會臺灣屏東分會
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之事項)
務，提高行政效率並減少相關人員之作業負擔等志工值班車
馬費

補助金額
(新台幣／元)

164,000

192,400

211,600

序號

18

受補助團體名稱

受補助計畫名稱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
犯罪被害保護業務
協會臺灣屏東分會

計畫要旨
1.依本會「保護業務資助項目表」所訂之資助範圍及數額，提
供安置收容、醫療服務、生活重建、緊急資助、訪視慰問、
技藝訓練、法律扶助、信託管理…等資助，以補政府補助款
之不足。
2.受保護人特殊節日關懷慰問活動(春節、端午節、中秋節)。

馨生人家庭因犯罪事件之發生，致家庭頓失經濟支柱，原有
之經濟來源可能驟然中斷，生活頓時陷入困境；而受保護之
家庭成員部分原為仰賴被害人維生，久未接觸職場，若希能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
投入職場即能獲得良好就業機會，實有一定之困難；有鑑於
19
守護馨園—安薪就業輔助專案
協會臺灣屏東分會
此，實有必要為其尋覓暫時之就業機會，使其家計負擔得以
舒緩，解燃眉之急，並可運用此時機，輔導及加強馨生人就
業知(技)能，培養職場所需經驗及工作倫理，提高更佳之媒職
機會。
1.定期疫病檢查及醫療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 「護野鳥、反獵鷹」保護及救援
20
2.改善照養環境與設備
協會臺灣屏東分會
專案計畫
3.加強行為訓練及管理
宣導話劇主題：
1.性侵害、性騷擾防治: 預防牽涉到不平等、傷害性的態度對
待他人傷害。
2.預防網路犯罪: 預防利用電腦之特性遂行其犯罪目的，網路
色情性交易防治。
3.預防家庭暴力: 如何有效預防虐待配偶、兒童、父母等問
社團法人屏東縣希望家園
21
保護兒少青春飛揚(宣導劇)
題。
協進會
4.憂鬱自傷防治:面對壓力來臨如何用正確抒壓並伸出援手適
時協助。
5.反毒宣導 :讓民眾加深遠離毒品、珍愛生命，攜手反毒，共
創快樂人生。
6.反詐騙宣導:遇到詐騙請牢記「一聽、二掛、三查」！撥打
165專線查詢

補助金額
(新台幣／元)

460,381

840,600

10,000

114,000

序號

受補助團體名稱

受補助計畫名稱

22

社團法人屏東縣志願服務 「讓呷飯成為反詐騙的起點」-關
協會
懷獨居老人送餐服務

2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慈惠善 106年度單親家庭暨弱勢家庭子
導書院文化教育研究協會 女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計畫

24

社團法人屏東縣躍愛全人 2017年弱勢家庭兒童課後照顧計
關懷協會
畫

25 屏東縣政府

106年度屏東縣政府「貳拾齊力
．遏止暴力」─家庭暴力防治二
十年慶暨社區關懷守護站反性別
暴力誓師宣導計畫

計畫要旨
1.藉由本方案提供獨居老人送餐服務，滿足獨居老人基本生理
需求，固定及維持用餐時間及生活品質。
2.透過服務過程協助獨居老人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建構完善通
報系統，隨時掌握長者生活情況，減低獨居老人於家中產生
的危險及詐騙機率。
3.透過於便當盒上張貼「反詐騙」標語及宣導單張及送餐志工
隨時提醒獨居老人最新犯罪手法資訊及提高獨居老人防範意
識。
1.課業輔導、課外閱讀、課後照顧。
2.生活常規、品格教育。
3.農事教育、生活技能教育、在地特色課程等。
4.兒少預防犯罪宣導課程。
1.親子共讀
2.親子會談 3.親職教育 4.課後輔導
5.課後接送服務
6.晚餐提供 7.生命教育 8.家庭訪視
9.志工招募集訓練 10.體驗教育
結合屏東縣內所培力社區關懷守護站之成果宣導活動，肯定
致力於反性別暴力宣導工作之社區關懷守護站、相關之社團
組織等單位，和宣導家暴防治法20週年。並藉此活動落實紫
絲帶賦含之「反社會暴力、社區暴力、學校暴力與家庭暴

補助金額
(新台幣／元)

140,505

109,060

52,127

9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