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年第1次緩起訴處分金與認罪協商金補助款支用情況

「查核評估」結果暨決議表

編號 支付機構 運用項目（公務預算） 查核結果

1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嘉義分會

1.急難救助保護服務-急難救助

2.家庭關懷重建服務-關懷服務

3.家庭關懷重建服務-春節關懷活動

4.身心照護輔導服務-諮商輔導

5.志願服務業務-108年保護志工訓練課程暨

協助

6.業務宣導實施計畫-藝文專輯

7.犯罪被害人保護宣導業務-法律諮詢駐點

8.司法保護宣導業務-修復式司法試行方案

符合規定

查核通過

2 財團法人更生保護會

嘉義分會

1.更生保護個案服務工作計畫

2.108年度更生人子女獎學金實施計畫

3.108年度更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實施計

畫

4.108年度「就YA一點通」就業轉銜團體活

動實施計畫

5.108年度委員、更生輔導員精進訓練實施

計畫

6.108年多樣性藝文教化成果暨法律宣導活

動計畫

7.108年度辦理外聘督導實施計畫

8.108年度易服社會勞動執行計畫

9.108年度司法保護社區關懷據點實施計畫

10.108年度「生命教育」專案實施計畫

11.108年度法律宣導暨兒童青少年犯罪預防

活動實施計畫

12.108年度受保護管束人社區關懷與法治宣

導活動實施計畫

13.108年度緩起訴處分暨附條件緩刑受保護

管束人法治教育課程計畫書

14.108年度家庭暴力受保護管束人團體處遇

課程

15.108年度榮譽觀護人訓練課程、績效榮譽

觀護人表揚活動暨協助觀護業務實施計

畫

16.108年度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督輔導小  

 組會議實施計畫

符合規定

查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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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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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嘉義分會



		1.急難救助保護服務-急難救助
2.家庭關懷重建服務-關懷服務
3.家庭關懷重建服務-春節關懷活動
4.身心照護輔導服務-諮商輔導
5.志願服務業務-108年保護志工訓練課程暨協助
6.業務宣導實施計畫-藝文專輯
7.犯罪被害人保護宣導業務-法律諮詢駐點
8.司法保護宣導業務-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

		符合規定
查核通過





		2

		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



		1.更生保護個案服務工作計畫
2.108年度更生人子女獎學金實施計畫
3.108年度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實施計畫
4.108年度「就YA一點通」就業轉銜團體活動實施計畫
5.108年度委員、更生輔導員精進訓練實施計畫
6.108年多樣性藝文教化成果暨法律宣導活動計畫
7.108年度辦理外聘督導實施計畫
8.108年度易服社會勞動執行計畫
9.108年度司法保護社區關懷據點實施計畫
10.108年度「生命教育」專案實施計畫
11.108年度法律宣導暨兒童青少年犯罪預防活動實施計畫
12.108年度受保護管束人社區關懷與法治宣導活動實施計畫
13.108年度緩起訴處分暨附條件緩刑受保護管束人法治教育課程計畫書
14.108年度家庭暴力受保護管束人團體處遇課程
15.108年度榮譽觀護人訓練課程、績效榮譽觀護人表揚活動暨協助觀護業務實施計畫
16.108年度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督輔導小    組會議實施計畫

		符合規定
查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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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支付機構 運用項目（公務預算） 查核結果 1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嘉義分會  1.急難救助保護服務-急難救助 2.家庭關懷重建服務-關懷服務 3.家庭關懷重建服務-春節關懷活動 4.身心照護輔導服務-諮商輔導 5.志願服務業務-108年保護志工訓練課程暨協助 6.業務宣導實施計畫-藝文專輯 7.犯罪被害人保護宣導業務-法律諮詢駐點 8.司法保護宣導業務-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 符合規定 查核通過  2 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  1.更生保護個案服務工作計畫 2.108年度更生人子女獎學金實施計畫 3.108年度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實施計畫 4.108年度「就YA一點通」就業轉銜團體活動實施計畫 5.108年度委員、更生輔導員精進訓練實施計畫 6.108年多樣性藝文教化成果暨法律宣導活動計畫 7.108年度辦理外聘督導實施計畫 8.108年度易服社會勞動執行計畫 9.108年度司法保護社區關懷據點實施計畫 10.108年度「生命教育」專案實施計畫 11.108年度法律宣導暨兒童青少年犯罪預防活動實施計畫 12.108年度受保護管束人社區關懷與法治宣導活動實施計畫 13.108年度緩起訴處分暨附條件緩刑受保護管束人法治教育課程計畫書 14.108年度家庭暴力受保護管束人團體處遇課程 15.108年度榮譽觀護人訓練課程、績效榮譽觀護人表揚活動暨協助觀護業務實施計畫 16.108年度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督輔導小    組會議實施計畫 符合規定 查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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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急難救助保護服務-急難救助
2.家庭關懷重建服務-關懷服務
3.家庭關懷重建服務-春節關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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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業務宣導實施計畫-藝文專輯
7.犯罪被害人保護宣導業務-法律諮詢駐點
8.司法保護宣導業務-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

		符合規定
查核通過





		2

		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



		1.更生保護個案服務工作計畫
2.108年度更生人子女獎學金實施計畫
3.108年度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實施計畫
4.108年度「就YA一點通」就業轉銜團體活動實施計畫
5.108年度委員、更生輔導員精進訓練實施計畫
6.108年多樣性藝文教化成果暨法律宣導活動計畫
7.108年度辦理外聘督導實施計畫
8.108年度易服社會勞動執行計畫
9.108年度司法保護社區關懷據點實施計畫
10.108年度「生命教育」專案實施計畫
11.108年度法律宣導暨兒童青少年犯罪預防活動實施計畫
12.108年度受保護管束人社區關懷與法治宣導活動實施計畫
13.108年度緩起訴處分暨附條件緩刑受保護管束人法治教育課程計畫書
14.108年度家庭暴力受保護管束人團體處遇課程
15.108年度榮譽觀護人訓練課程、績效榮譽觀護人表揚活動暨協助觀護業務實施計畫
16.108年度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督輔導小    組會議實施計畫

		符合規定
查核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