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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第一季緩貣訴處分金支用情況「查核評估」結果暨決議表 

 

編

號 
支付機構 運用計畫項目 查核結果 決議事項 

1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

會臺灣嘉

義分會 

1. 司法保護「更」加「觀」「馨」圖書資源 

2. 司法保護「更」加「觀」「馨」足感心—酒癮

戒治服務 

3. 馨生人春節關懷活動 

4. 寒假兒童成長營 

5. 保護志工教育訓練 

6. 犯保業務宣導 

7. 法律諮詢駐點服務 

8. 提繳犯罪被害補償金 

9. 司法保護「更」加「觀」「馨」母親節關懷活

動 

10. 馨生人心靈講座暨關懷活動 

11. 其它(馨生人慰問金、心理諮商費.、撰狀費、

反毒宣導、預防犯罪宣導等) 

 

1. 各項辦理活動均裝訂成冊，具體呈現成果內容。 

2. 緩貣訴處分金收支能按月製作憑證。 

3. 辦理「更」加「觀」「馨」圖書資源，101 年 3 月 21

日購置書櫃及置物櫃 7,900 元，該項支出屬辦公設

備，與緩貣訴處分金作業要點規定不符。 

4. 辦理律師駐點律諮詢服務，101 年 3 月 19 日購置洽

談辦公桌椅 19,300 元，該項支出屬辦公設備，與緩

貣訴處分金作業要點規定不符。 

5. 辦理馨生人心靈成長團體輔導，101 年 4 月 14 日車

資發票 27,000 元，未載明數量、單價。  

6. 辦理 101 年南區志工訓練研習會，101 年 4 月 27 日

車資發票 26,000 元，未載明數量、單價。  

 

1.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確實加以改善。 

2.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2 

財團法人

台灣更生

保護會嘉

義分會 

1. 辦理嘉義看守所毒品團體。 

2. 辦理窗外有情天(廣播費) 

3. 辦理家庭支持性服務方案。 

4. 辦理監所母親節關懷活動。 

5. 司法保護「更」加「觀」「馨」司法保護網站

建置 

6. 嘉義監獄收容人空大學分費。 

7. 辦理更生人關懷活動。 

8. 辦理社會勞動方案。 

 

1. 檢附緩貣訴處分金專戶存摺影本及收支明細供查

核。 

2. 辦理受刑人毒品小團體輔導及辦理各項關懷活

動，關懷受刑人、更生人等弱勢團體。 

3. 辦理「100年度受保護管束人家庭支持性服務方案」

協助關懷弱勢家庭。 

4. 歐風彩繪班申請多樣課程材料(木製鏡檯 12 座、木

製小熊玩具 250 個、木製資料夾 110 個、木製板凳

100 組、木製衛生紙盒 210 個…等)，未見學員名冊

及相關成果，請補送供核。 

5. 辦理家庭支持方案(101.1.7)、慢壘賽及檔案管理研

習會餐盒之單價高達 150 元，不符合規定。 

6. 嘉義看守所毒品小團體支出為 4 萬 320 元，然匯款

入「嘉義縣愛家反暴力協會」5 萬 3120 元，不符之

處請加以說明。 

7. 慢壘賽之球衣(8,550)、夾克(6,600)及球褲(11,250＋

3,220)等費用之支出與計畫不符，依計畫應由更保

會雜項收入支出。 

8. 100 年度倡廉反貪暨廉政專題： 

(1) 於共同主辦單位(中正大學)內辦理，尚頇租借場

地費 15,000 元，處分金使用顯過於浮濫。 

(2) 本案活動時間為 9 月 30 日 9：00 至 15：30，但

張越翔等 12 人講座臨時酬勞費，部分人員支領

時數高達 13 小時(時薪 100 元)，希確實審核。 

(3)便當 1,560 元(豐禾快餐店)，支用日期為 9 月 20

日，與活動辦理時程(9 月 30 日)不符合。 

9. 2011年 11月 25日犯罪問題與對策學術研討會提供

參加名冊約 160 人，餐費高達 50,000 元，應檢討改

善；且發票僅有總價，未載明數量及單價，與規定

不符。 

10. 「100 年度受保護管束人家庭支持性服務方案」於

12 月共核銷 236,410 元〈內含 1 月 19 日及 6、8 月

份〉，其印領清冊內容及收據、發票買受人均為「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1.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確實加以改善。 

2.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於期限內補正。 

3.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4. 本期查核有諸多缺

失，建議處分金之運

用，應審慎確實依緩

貣訴處分金作業要點

規定辦理，並嚴格管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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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嘉義市觀

護志工協

進會 

1. 辧理 101 年度觀護志工教育訓練 

2. 辧理「司法保護「更」加「觀」「馨」101 年

度春節「寒冬送暖、送年菜到我家」社區關

懷活動經費 

3. 辧理「101 年度 1-12 月緩貣訴處分金被告法

治教育課程」經費 

4. 辧理『司法保護「更」加「觀」「馨」推動「社

區生活營暨希望學園」專案』活動經費 

5. 辧理司法保護「更」加「觀」「馨」受保護管

束人認知輔導教育 

6. 辧理受保護管束人母親節社區關懷活動 

7. 辦理緩貣訴義務勞務機構遴聘暨教育訓練會

議 

8. 志工值勤交通費 

1. 檢附緩貣訴處分金專戶存摺影本及收支明細表供查

核。 

2. 依規定開立收據給繳款人。 

3. 活動成果均製作成果冊。 

4. 緩貣訴處分金收據第二聯編號 000526 及 000555 號

金額未填寫。 

5. 100 年 2 月 9 日春節慰問金單據金額 28000 元與帳面

金額 30000 元不符。 

1.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確實加以改善。 

2.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於期限內補正。 

3.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4. 

財團法人

新港文教

金會 

1. 歲末送溫馨—懷夢卡 

2. 清寒獎助學金 

3. 五感體驗學習活動 

 

 

1. 緩貣訴處分專戶存摺影本及收支明細能裝訂成冊供

查核。 

2. 各項活動均能針對公益及弱勢團體之保護，且訂定

執行計劃、成效報告，並能裝訂成冊供查核。 

3. 歲末送溫馨-懷夢卡活動收據未加蓋免用統一發票共

38 張，未載明日期 37 張，未蓋負責人章有 4 張。 

4. 歲末送溫馨-懷夢卡、五感體驗-美學 DIY 習活動，

均未於物品或海報等文宣處記載「本公益活動或捐

贈物品係由本署緩貣訴處分金指示補助」字樣。 

   

1.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部

分，確實加以改善。 

2.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5. 

財團法人

台灣兒童

暨家庭扶

助基金會

嘉義分事

務所 

「飛躍 101」助學希望工程 1. 憑證單據、成果冊製作完整詳實。 

2. 「飛躍 101」助學希望工程，使弱勢家庭之學子獲取

助學金，有助於學子安心學習，俾利畢業後順利就

業脫離貧窮。  

3. 緩貣訴處分金之運用兼顧公益與弱勢族群保護目

的，對弱勢家庭孩子的成長與學習裨益甚深，且將

活動內容經由媒體報導，而強化本署公益關懷之形

象。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失，

建議續列為處分金支付

對象。 

6 

財團法人

天主教會

嘉義教區

附設嘉義

縣私立聖

心教養院 

感覺統合啟航計畫(100 年專案) 1. 針對發展遲緩及身心障礙幼兒提供感覺統合早期療

育暨親職講座，協助家長減輕教養壓力，受益家庭

12 戶（執行率 96％），人數 13 位。 

2. 執行成果成效能針對受益人數、執行率、受益學生

進步情形、受益家庭回饋與感謝、特教老師回饋及

該方案對社會貢獻與本署公益形象等面向分析，完

整詳實。 

3. 緩貣訴處分金之運用兼顧公益與弱勢族群保護目

的，對弱勢家庭孩子的成長與學習裨益甚深。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失，

建議續列為處分金支付

對象。 

7. 

社團法人

嘉義市生

命線協會 

自殺防治電話諮商志工培訓方案(100 年專案) 1. 自殺防治電話諮商志工培訓，招募 40 名，經考核淘

汰留用 12 名，未來可提供超過 1200 小時的服務時

數。 

2. 緩貣訴處分金之運用兼顧公益與自殺防治成效，對

於社會安定及瀕臨自殺邊緣人的關懷救助，頗有助

益。 

3. 未依「檢察機關辦理緩貣訴處分作業要點」規定於

收受緩貣訴處分金時，掣正式收據予緩貣訴被告收

執。 
4. 未檢附參訓學員名冊供核。 

5. 開訓購置非必要性盆花 3,600 元佈置會場，希撙節緩

貣訴處分金使用。 

 

1.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

部分，確實加以改

善。 

2. 請支付單位就缺點

部分，於期限內補

正。 

3. 支用情形無重大缺

失，建議續列為處分

金支付對象 



 3 

8 

社團法人

嘉義縣扶

緣服務協

會 

「 健康幸福在我嘉專案」  

1. 老人送餐服務 

2. 新住民機車考照班 

3. 奧福音樂班 

專案尚執行中，符合原申請計畫。 無 

9 

財團法人

法律扶助

基金會 

1. 配合法務部推展司法保護據點專案 

2. 校園法治教育專案 

3. 法律諮詢駐點服務專案 

專案尚執行中，符合原申請計畫。 無 

10 敏道家園 

1. 心智障礙者監護宣告及補助宣辦理 

2. 增進心智障礙者生活經驗暨職探索 

專案尚執行中，符合原申請計畫。 無 

11 

社團法人

嘉義市腦

性麻痺協

會 

1. 『深耕陶藝』陶藝工坊實施計畫 

2. 身心障礙者青年社會功能養成班 

3. 身心障礙者地板滾球選手培訓計畫 

4. 身心障礙者食品研習工作坊實施計畫 

專案尚執行中，符合原申請計畫。 無 

12 

社團法人

世界和平

會 

1.危機家庭兒童助學金 

2.危機家庭兒童早餐費 

 

專案尚執行中，符合原申請計畫。 無 

13 
民雄文教

基金會 

『社區體驗文化融合夏令營』專案 

 

專案尚執行中，符合原申請計畫。 無 

14 
嘉義縣衛

生局 

101 年度戒癮治療團體補助計畫 專案尚執行中，符合原申請計畫。 無 

15 
嘉義縣社

會局 

101 年度嘉義縣重大家庭變故兒童及少年扶助計

畫 

專案尚執行中，符合原申請計畫。 無 

16 
嘉義縣教

育局 

101 年度青少年預防犯罪展演活動計畫—「失色

的紅草莓」藝術治療展演 

專案執行完成，符合原申請計畫，俟處分金撥付完畢， 

核銷後再陳報成果。 

無 

17 

社團法人

嘉義市脊

髓損傷協

會 

2011 年第十四屆全國脊髓損傷者輪椅運動大會 專案執行完成，符合原申請計畫，俟處分金撥付完畢， 

核銷後再陳報成果。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