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受補助團體名稱 受補助計畫名稱 計畫要旨
 補助金額

(新台幣／元)

1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

辦理「直接保護」、「間接保

護」、「暫時保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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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           

2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

辦理「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

督導檢討會議」計畫

1.會議：更生輔導員研習會及分區座談會、社工督導會議、技

訓成果發表會(含分會與輔導所等)。

2.宣導：受刑人更生保護業務團體輔導活動、更生保護節慶祝

大會、屏東輔導所及監所產品行銷宣導、預防犯罪宣導與監

所團體相關活動等。

3.專案管理：辦理和推動各項會議及宣導活動，執行各項保護

措施，協助更生人之申請服務與諮詢。

507,000           

3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

110年度屏東監獄、屏東看守所

收容人節日關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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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採購端午節肉粽慰問關懷受刑人，祝賀受刑人佳節愉快。

20,000             

4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
110年度監所外節日關懷活動

1.春節及中秋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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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採購端午節肉粽慰問關懷受刑人，祝賀受刑人佳節愉快。

3.母親節及端午節合併辦理一場關懷懇親活動，邀請收容學員

家屬共同參加。

70,000             

5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

「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

計畫

1.推動更保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之各項措施等。

2.推動執行工作之志工值班事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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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事人前往各辦理單位。

1,834,400         

6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

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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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教育宣導、受刑人假釋法令宣導暨團體輔導活動計畫、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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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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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收容人養

生手工皂技能訓練班

「職前銜接短期技能訓練-養生手工皂班」就業培力為專技訓

練課程，採團體方式上課，包含本學習課程養生手工皂調

製、客服行銷推廣實務實習。

50,040             

8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園藝景觀

造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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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植物整枝修剪技巧及園藝景觀造型設計。術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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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50             

9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民俗

藝術花燈工藝訓練班」實施計畫

鼓勵收容人研習傳統花燈製作技藝，創新化之教化成效，彰

顯矯正機關傳承固有文化、推展藝術療法，形塑「文化監

獄」理念，配合法務部延續傳統工藝、發揚創作理念，且讓

收容人領略傳統工藝之美，期藉以轉化收容人之心性，達到

「脫胎換骨、浴火重生」之新生目標，並培養收容人從做中

學習、從學習中成長的態度與精神。

50,000             

10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110年

度「紅豆車輪餅班」實施計畫

為提供收容人出監後之就業需求，透過學習實用技能習得一

技之長，順利復歸社會，協助建立正確人生觀，重塑收容人

自信及自尊，課程採學科專業集中講授及採啟發式教學原則

，術科區分為專業實務及應用實習等2部分操作，俾強化其就

業能力。

87,600             

11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臺灣屏東分會

受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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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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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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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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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臺灣屏東分會

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

育宣導

結合屏東地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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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保護管束人個別諮商處

遇計畫、家庭暴力團體諮商活動、大學院校在學學生專實觀

護工作計畫、社會勞動執行方案、修復式司法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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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400           

13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臺灣屏東分會

犯罪被害人保護宣導

1.犯罪被害人保護月活動：

(1)藉由系列活動擴大社會各界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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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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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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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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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720           

14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

屏東分會

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辦

理保護志工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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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南區志工聯合研習會議

2.志工專業知能研習

3.志工分區研討會

4.委員志工聯合會議

126,400           

15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

屏東分會

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與

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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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屏東地檢署服務台及本會辦公室保護志工輪值為民服務之值

班車馬費。

211,200           

第3頁；共5頁



序號 受補助團體名稱 受補助計畫名稱 計畫要旨
 補助金額

(新台幣／元)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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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

屏東分會

犯罪被害保護業務

1.依本會「保護業務資助項目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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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保護被害人政策。

2.受保護人特殊節日關懷慰問活動(春節、端午節、中秋節)。

425,500           

17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

屏東分會

守護馨園—安薪就業輔助專案

馨生人家庭因犯罪事件之發生，致家庭頓失經濟支柱，原有

之經濟來源恐驟然中斷，生活頓時陷入困境；而受保護之家

庭成員部分原均仰賴被害人維生，久未接觸職場，希若能投

入職場即能獲得良好就業機會，實有困難；有鑑於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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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900           

18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

110年度得勝者計劃-屏東縣各國

中青少年犯罪防治宣導活動

1.建立青少年良好品格及減少行為偏差，保護自己、管理情

緒、拒絕煙酒毒品等誘惑、了解諮詢管道及瞭解生涯可能方

向，以致降低犯罪事件發生，減少社會成本支出。

2.提昇社區服務動能，由志工直接以行動回饋學子更具意義。

3.強化學校輔導，協助關懷學生心理需求，落實輔導網絡。

4.促進家庭親子溝通，鼓勵兒女主動與家長開啓對話溝通。

30,000             

19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

「110年度屏東縣市國中『反毒

者聯盟』」-反毒教育宣導活動」

1.協助青少年認識毒品的危害及連鎖效應(身心、生活、生涯

…)。瞭解開始染毒的誘因和陷阱(內在心理和外在環境)，學

習以正向方式抒壓的及拒絕外在誘惑的方法。引導思考自己

的生涯和夢想，下定決心拒絕毒品，珍愛生命。

2.強化學校輔導功能，提昇社區服務動能，共同協助地區青少

年建立良好品格修正偏差行為，懂得保護自己、管理情緒、

拒絕毒品誘惑，降低犯罪事件發生，減少社會成本支出。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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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社團法人

屏東縣躍愛全人關懷協會

2021年弱勢家庭兒童課後照顧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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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40             

21 屏東縣政府
110年度婦幼安全醫司與團隊合

作計畫

1.透過社區、各機關團體學校、民眾及師生熟知婦幼案件求助

及通報方式，同為社會創造有愛無礙零傷害的安全環境。

2. 促進參加民眾及師生瞭解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兒

童保護等相關婦幼議題，落實初級防範，強化宣導工作。

50,000             

22
社團法人

屏東縣志願服務協會

「讓呷飯成為反詐騙的起點」

-關懷獨居老人送餐服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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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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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50           

23
財團法人國神召會

台灣區議會屏東神召會

財團法人中國神召會台灣區議會

屏東神召會2021年上半年弱勢家

庭子女課後照顧計畫

1.透過此計畫，服務15個弱勢家庭兒童，使其家長能安心就業

，減輕家庭負擔。

2.透過家庭訪視，與10個家庭建立關係；推行親職教育，建立

親子關係，強化家庭功能。

3.培育品格、愛惜生命、營造合作互助環境，使60%以上學生

在校及在家的行為品格進步。

40,000             

24 屏東縣榮譽觀護人協會
司法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

導

1.善用各項時機，施以有關之法律宣導，以預防犯罪，促進社

會安寧祥和。

2.加強校園常見犯罪類型與法律常識宣導，增加學童青少年學

子的法律常識，預防其犯罪與被害。

148,600           

合                   計 6,99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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