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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第二季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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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月光下、中秋心關懷情 

2.署期活力四射之旅 

3.南區志工教育訓練 

4.司法保護「更」加「觀」「馨」2011 車禍事故

面面觀座談會 

5.保護週宣導活動 

6.犯罪被害保護有功人士及團體大會暨馨生人關

懷活動 

7.司法保護「更」加「觀」「馨」足感心—酒癮戒

治服務 

8.司法保護「更」加「觀」「馨」圖書資源 

9.提繳犯罪被害補償金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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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起訴處分金收支能按月製作憑證。 

3. 馨生人戶外團體輔導活動，9 月 4 日晚餐發票 8,980  

   元，應附註數量、單價。 

4. 馨生人戶外團體輔導活動，10 月 28 日車資發票

28,000 元，未載明數量、單價。  

5. 南區志工教育訓練未檢附成果冊資料。 

6. 建議辦理馨生人相關活動，建議能跳脫旅遊參訪方 

7. 式，朝多元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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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財團法人

台灣更生

保護會嘉

義分會 

1.辦理暑期預防宣導活動。 

2.辦理窗外有情天(廣播費) 

3.辦理家庭支持性服務方案。 

4.辦理監所毒品戒癮團體。 

5.辦理百年獄政暨檢察文物特展。 

7.辦理反賄選宣導。 

8.辦理更生保護節大會。 

9.辦理社會勞動方案。 

10.辦理更生輔導員業務研習。 

 

1. 運用緩起訴處分金推動各類更生保護業務、法令宣

導等工作，有效協助政府政策之推動。 

2. 依規定檢送該機構緩起訴處分金專戶存摺影本，並

詳列收支明細表，有利查核。 

3. 依規定開立緩起訴處分金收據。 

4. 100.10.26 收容人王一倫、11.6 收容人鄭坤池…等出 

   獄返鄉旅費係依矯正署嘉義看守所內簽核准支用更   

   生保護會嘉義分會緩起訴處分金，並不妥適。建請 

   該會於核發補助款時應依該會提出之申請計畫辦 

   理，以符合規定。 

5. 支出傳票第 84 號 100.7.28 支出 9,000 元、支出傳票

第 88 號 100.8.15 支出 12,000 元、支出傳票第 92 號

100.8.17 支出 18,900 元、支出傳票第 121 號 100.9.15

支出 95,250 元，發票(收據)品名僅寫材料費，未敘

明購買物品。建請相關發票(收據)應請廠商敘明品

名，以符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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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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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嘉義市觀

護志工協

進會 

1.辦理 100 年端午節社區關懷活動 

2.辧理 100 年兒童青少年暑期犯罪預防活動 

3.辧理 100 年中秋節社區關懷活動 

4.辧理 100 年度毒品再犯預防團體 

5.辧理「司法保護「更」加「觀」「馨」圖書資源 

6.辧理「100 年度 1-12 月緩起訴處分金被告法治

教育課程」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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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辧理 100 年度嘉義地區偏鄉社區關懷與法治教

育暨數位城鄉研究報告 

9.辧理受保護管束人生命教育課程 

10.辧理家庭暴力受保護管束人家庭動力團體 

11.辧理「司法改革民意座談會」 

12.辧理反賄選宣導活動 

1. 檢附緩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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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起訴處分金收據憑證之粘貼以第二聯藍色登帳，

有數張以第四聯黃色黏貼(執行科附卷歸檔用)。 

5. 2.100 年 9 月 29 日第 79 號單據秋節送關懷溫情滿人

間活動獎品 2000 元之品名漏未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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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五感體驗學習活動 

2.鐵路舞台－法律宣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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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緩起訴處分專戶存摺影本及收支明細表未能裝訂成

冊供查核 

3. 被告宋修銘支付緩起訴處分金 10000 元，無掣給正

式收據。 

4. 計帳憑證所檢附之原始憑證未按日期及列序彙訂成

冊。 

5. 支付偏校學童閱讀探索生活營活動之雜支費有 5

張、教材費收據有 4 張，未加蓋免用統一發票章。 

6. 感體驗學習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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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處分金指定補

助」字樣。 

7. 各項活動未經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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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申請，專戶尚有

餘額，如明年度不再

申請，建議予以返還

或指定轉行支付其他

公益團體。 

5 

社團法人

嘉義縣扶

緣服務協

會 

健康幸福在我嘉—嘉義地區弱勢族群關懷計畫 1. 「健康幸福在我嘉-嘉義地區弱勢族群關懷計劃」，符

合緩起訴處分金目的。 

2. 支出單編號 2 油脂補助簽單天數未填列。 

3. 支出單編號 10 領據補填列日期。 

4. 支出單編號 25 新台幣大寫未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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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申請，專戶尚有

餘額，如明年度不再

申請，建議予以返還

或指定轉行支付其他

公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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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團法人

台灣兒童

暨家庭扶

助基金會

嘉義分事

務所 

1.「希望彩虹」助學希望工程 

2.暑假安親班 

3.急難救助金 100 年 6-11 月 

 

1. 憑證單據、成果冊製作完整詳實，活動計畫詳細周

全，活動並能結合大學生資源，使活動更加豐富。 

2. 針對弱勢貧困家庭兒童舉辦「暑期快樂學園」活動，

使弱勢家庭之父母更能專注於工作減輕經濟負擔，

學童能如期完成暑期作業，另弱勢貧困家庭學童通

常在數學、英文方面程度較差，藉由課輔老師的關

懷與指導，可使學童跟上進度，不致於在開學後又

落後同學，有助於提升學童之學識能力，減少社會

成本。 

3. 「希望彩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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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順利就業脫離

貧窮；急難金補助適時伸出援手，協助弱勢家庭暫

度難關。  

4. 緩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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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收支總表未裝訂成冊，宜裝訂並編頁碼，以免資料

散落遺失。 

6. 所舉辦之「暑期快樂學園」活動，未見活動由本署

緩起訴處分金支應之標語，無法強化本署公益關懷

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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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申請，專戶尚有

餘額，如明年度不再

申請，建議予以返還

或指定轉行支付其他

公益團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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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國中校園法律紮根宣導活動 

3. 配合本署司法保護據點設置，成立司法保護諮詢中

心，對擴展司法保護服務範疇裨益甚深。 

4. 辦理國中校園法律紮根宣導活動，選擇偏鄉學校，

針對霸凌、網路交友等議題，透過影片及宣導資料

進行法治教育，並與學生互動做獎徵答，有助校園

法治觀念的提升。 

5. 宣導品印列「嘉義地檢署緩起訴金指示補助」字樣，  

   按緩起訴處分金作業要點規定，指示補助應修正為 

   指定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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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專案申請，專戶尚有  

   餘額，如明年度不再  

   申請，建議予以返還 

   或指定轉行支付其 

   他公益團體。 

8 

社團法人

嘉義市智

障褔利協

會 

辦理 2011第八屆全國心智障礙親子運動大會 1. 辦理 2011第八屆全國心智障礙親子運動大會，符合

緩起訴處分金目的 

2. 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情況報告表支用金額填寫有誤。 

3. 捐款收據影印本請補加蓋「與正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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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財團法人

嘉義市私

立嘉愛啟

智發展中

心 

心智障礙者清掃技能訓練 

 

1. 對身心障礙弱勢族群提出關懷訓練方案，符合處分

金運用目的。 

2. 100 年度專案申請核定數與撥付數有溢額撥付情

形，經查與存款帳簿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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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撥款項 1 萬元應予

以返還或指定轉行支

付其他公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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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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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市身心障礙者地板滾球選手培訓計畫 

1. 各活動均足以彰顯緩起訴處分金使用之公益性。 

2. 王金山於 100 年 3 月 22 日匯款 3000 元，但支出明細表

作為 100 年 3 月 2 日，另於 100 年 4 月 11 日匯款 2000

元收據日期為 100 年 4 月 6 日，收支明細表及收支一覽

表亦登載為100年4月6日及100年4月11日各為2000

元之紀錄？且為何王金山在支出明細表有三筆王金山

匯款而存摺紀錄只有二筆？楊曉燕於 100 年 9 月 29 日

匯款 4 萬元，支出明細表及收據均記為 100 年 10 月 7

日，會計簿籍與受款紀錄不符。 

3. 支出明細表期間應是從99年12月開始至100年12月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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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申請，專戶尚有

餘額，如明年度不再

申請，建議予以返還

或指定轉行支付其

他公益團體。 

11 

財團法人

雙福社會

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

會附設嘉

義市私立

晨光智能

發展中心 

緩起訴處分金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 1. 收據內容應註記為檢察官緩起訴處分金性質，且不

可作為抵扣 所得稅之用。 

2. 柯萬進及陳明光之匯款日期與收據不符。 

3. 緩起訴處分金專戶內餘額尚有 349,055 元，100 年度

只運用 183,850 元，處分金未作有效運用。 

4. 處分金支出均以電腦報表製作名冊支出非原始憑證

亦無請領人之領款證明。 

5. 未主動發布新聞資料，也未見媒體報導相關活動，

無法彰顯本署公益形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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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申請，專戶尚有

餘額，如明年度不再

申請，建議予以返還

或指定轉行支付其

他公益團體。 

4. 執行率偏低，建議嚴

格審查。 

12 

財團法人

創世社會

福利基金

會 

永續關懷照顧清寒植物人 1. 各項活動均能針對公益及弱勢團體之保護。 

2. 被告林秉義支付之緩起訴處分金 10000 元收據，名

字誤植，修正未蓋章。 

3. 100.1.31 支付喪葬補助費 25000 元、100.10.6 支付衛

生用品 4227 元之計帳憑證未檢附原始憑證供查核。 

4. 100.1.27 支付院民伙食費 12000 元，100.7.6 支付衛

生用品 1559 元所檢附之原始憑證統一發票均為影

本，與規定不符。 

5. 100.4.20 李柒審之急難救助 5000 元，100.6.28 林志

龍之施棺、喪葬補助費 25000 元檢附之核領表均為

影本，與規定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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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申請，專戶尚有

餘額，如明年度不再

申請，建議予以返還

或指定轉行支付其

他公益團體。 

4. 各項支出應以正本

單據核銷，無單據憑

證及以影本核銷部

份應予以返還。 

13 

社團法人

世界和帄

會 

1.危機家庭兒童助學金暨頒發典禮 

2.危機家庭兒童早餐費 

 

1. 憑證單據、成果冊制作完整詳實，活動計畫詳細周全。 

2. 早餐為每日活力之基礎，學齡兒童如未吃早餐，將無

法專心於課業之學習，針對弱勢家庭舉辦「搶救受飢

兒」兒童早餐活動，使弱勢家庭之兒童有營養豐富的

早餐，有助於學童專注於課業之學習，另舉辦「親子

文化刺激暨法治教育宣導」活動，使弱勢家庭之兒童

有機會欣賞藝文活動，並從中瞭解法治觀念，均可增

加其學識能力，提升弱勢家庭生活水準，減少社會成

本。 

3.「搶救危飢兒」助學金，使弱勢家庭之學子獲取助學

金，有助於學子安心學習並免於輟學，就業後脫離貧

窮。  

4.緩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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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搶救受飢兒」兒童早餐活動，宜另製作按每月合計

之彙總表，使該活動之總支出得以與緩起訴處分金支用

情況報告表之金額核對。再該活動各校所使用之簽領單

格式不一，同校各月之簽領單格式也不同，建議如係按

日領取可參考嘉義市僑帄國小 8 月 1 日至 5 日之簽領單

（宜再加註 X 年）供各校使用，且不宜以「打勾」代

替簽名或由他人代簽名，如係導師代領，則應註明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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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申請，專戶尚有

餘額，如明年度不再

申請，建議予以返還

或指定轉行支付其

他公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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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代領。又 9 月至 11 月之簽領單未依月、校排列，不

便查核。 

6.各項活動之單據、領據未裝訂，宜裝訂並編頁碼，以 

 免資料散落遺失。 

 

14 
嘉義縣新

港鄉公所 

2011 年嘉義縣新港鄉開臺馬祖盃全國槌球錦標

賽 

1. 結合本署社會勞動執行成果辦理全國性老人關懷休

閒活動，廣邀民眾參與，協助宣導社會勞動政策，

有利政府政策之推動。 

2. 運用媒體宣導，在辦理公益性活動過程中使本署更

貼近民眾，有效展現本署柔性司法之特色。 

3. 未依作業要點規定掣給緩起訴被告收據。請確依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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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申請，專戶尚有  

   餘額，如明年度不再 

   申請，建議予以返還  

   或指定轉行支付其 

   他公益團體。 

15 
嘉義市政

府衛生局 

毒品危害防制計畫 1. 檢附緩起訴處分金收支一覽表供查核 

2. 依規定開立收據給繳款人 

3. 活動成果均製作成果冊 

專案申請，專戶尚有餘

額，如明年度不再申

請，建議予以返還或指

定轉行支付其他公益團

體。 

16 

財團法人

私立天主

教中華聖

母社會福

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清寒失能者到宅沐浴服務計畫 1. 專案活動具公益性及弱勢保護理念。 

2. 申請清寒失能者到宅沐浴服務補助，服務人數 7 人，

宣導品費用高達 99,999 元，購置大批宣導品與到宅

沐浴服務兩者欠缺合理相關，且未檢附相關宣導活

動場次及人數。 

3. 清寒失能者到宅沐浴服務專案，宣導費品費支用了

99,999 元，占總經費將近一半，服務量達成率卻只

有 46.66％，不符宣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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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申請，專戶尚有  

餘額，如明年度不再

申請，建議予以返還

或指定轉行支付其

他公益團體。 

4. 辦理清寒失能者到

宅沐浴服務，宣導費

用過高，與服務人數

不成比例，建議嚴格

審查，以提升執行成

效。 

17 

財團法人

民雄文教

基金會 

辦理社區讀書會—日光談心時間 1. 辦理讀書會，提升社區閱讀，營造文化氛圍；另透

過家長與小孩一起參與，更可將閱讀習慣帶入家

中，一方面可提升青少年閱讀風氣，一方面可減少

小孩使用電腦時間，有助於正向社會風氣之建立。 

2. 依規定檢送書面及光碟成果。 

3. 未檢附緩起訴處分金專戶影本，無法核對處分金收

支情形。請補送緩起訴處分金專戶影本。 

4. 未依作業要點規定將本署列為主辦單位，且將本署

全銜「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誤植為「嘉義縣

地方法院檢察署」。請更正本署全銜並確依作業要點

規定辦理。 

5. 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購買衛生紙、燈泡、拖鞋等，不

符合公益性支出。支用緩起訴處分金請確實依規定

辦理。 

6. 購書發票品名僅寫書本一批，書名、數量及單價均

未明列。建請相關發票(收據)應請廠商敘明品名、數

量及單價，以符規定。 

7. 未依作業要點規定掣給緩起訴被告收據。請依規定

掣給緩起訴被告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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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財團法人

天主教嘉

義教區附

設嘉義縣

私立安仁

築光—希望所在專案 1. 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辦理「築光-希望所在」專案系列

活動，關懷弱勢。 

2. 依規定檢送該機構緩起訴處分金專戶存摺影本。 

3. 該機構收支明細總表中僅列出收入明細，未製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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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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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園 出明細。請就處分金收支情況提出相關收支明細總

表，以利查核。 

4. 該機構辦理各項活動陳報各項領據，但其緩起訴處

分金專戶至 100.12.21 日止僅有收入但並無支領，故

專戶結餘為 295,392 元(處分金收入 295,000 元，利息

收入 392 元)。請機構提出未支領專戶款項之說明。 

5. 未依規定寄送活動成果，僅附光碟。請補送書面成

果。 

6. 林孟穎支領講師費 3 萬 2 仟元整、蔡志賢支領講師

費陸仟元整僅有領據，未附課程配當表。請補送相

關課程配當表供查核。 

7. 「築光-希望所在」專案之「社區工作-課業服務」課

輔講師費在 5-6 月時以每次(2 小時)最高補助額

150~200 元計，但自 7 月起則以時薪 200 元來支領；

另 8 月 1~5 日輔導講師費(黃嘉湄)相同領據有 2 份。

請針對同一性質課程但講師費支領不一致(計次、時

薪)之情況提出說明。 

8. 9月 2日購買碳粉5,400元、10月13日購買碳粉 6,600

元、11 月 2 日購買 5,400 元、11 月 2 日購買燈管、

垃圾袋 575 元，為機構本身業務之耗材，未符支用

規定。支用緩起訴處分金請確實依規定辦理。 

9. 未依作業要點規定掣給緩起訴被告收據。請依規定

掣給緩起訴被告收據。 

部分，於期限內補

正。 

3. 專案申請，專戶尚有  

 餘額，如明年度不再    

 申請，建議予以返還 

 或指定轉行支付其 

 他公益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