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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地檢署緩起訴處分金 

暨認罪協商金結算查核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11 月 10 日中午 12 時 

地點：本署五樓第二會議室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主席：林主任檢察官仲斌        紀錄：王雅莉 

壹、宣佈開會 

貳、查核支付機構： 

一、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台南市南區分事

務所 

        初核委員:執行秘書 

        審核結果:104 年度「弱勢家扶學子春、秋兩期獎助學

金計畫」已依計畫執行且檢具合法憑證，准

予核銷 400萬元，併將帳上賸餘款繳回。 

    二、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南分會 

        初核委員: 執行秘書 

        審核結果:104 年度「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申請

企劃」案已依計畫執行且檢具合法憑證，准

予核銷 1 萬 7346元，併將帳上賸餘款繳回。 

    三、社團法人台南市星光身心礙障勵進會 

        初核委員:執行秘書 

        審核結果:104 年度「星光盃身心障礙者暨長青組槌球

錦標賽活動」案已依計畫執行且檢具合法

憑證，准予核銷 5 萬元，併將帳上賸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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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回。 

四、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執行秘書 

        審核結果:103 年度「緩起訴處分金運用犯罪被害人整

體保護業務計畫」： 

1、該案已依計畫執行且檢具合法憑證，准

予核銷 519萬 189 元。 

2、該計畫「一路相伴律師協助專案」中

所載一筆裁判費之收據日期為 102年12

月 13 日，請該會補充說明。 

五、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 執行秘書 

     審核結果:103 年度「柔性司法保護專案-結合成大法

律服務社之志工服務計畫」案緩議，請該會

補具相關用印，本署再行審核。 

    六、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 執行秘書 

審核結果:103 年度「常態性柔性司法電影欣賞活動」

案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4 萬 2000元。 

    七、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 執行秘書 

審核結果:103 年度「柔性司法保護專案-往生禮儀關

懷服務-協辦臺南地檢署法醫解剖清潔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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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案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准

予核銷 1 萬 5600元。 

    八、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 執行秘書 

        審核結果:103 年度「春節加強關懷馨生人家庭計畫暨

馨生人春節歲末感恩餐會活動」案： 

1、該案雜支部分載有購買鋰電池 2 顆及行

動電源 1 個，合計 3599元，不符本次活

動所需支出，不予核銷。 

2、其餘支用項目均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

憑證，准予核銷 61 萬 4269 元。 

九、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 執行秘書 

        審核結果:103 年度「多元需求馨生家庭支持方案」案

均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

銷 1 萬 2000 元。 

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臺南市教育局紓困助學金」案均

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經查支出憑

證與申請核准用途相符，准予核銷 126 萬

3351元，併將帳上賸餘款繳回。 

十一、社團法人台南市智障者福利家長協進會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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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結果:104 年度「方舟假期暑期成長營」案均

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經查各

核銷憑證金額相符，准予核銷 10萬元，

併將帳上賸餘款繳回。 

    十二、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台南市北區分

事務所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4 年度「助學圓夢 感恩有您」助學

希望工程案均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

法憑證，准予核銷 200萬元，併將帳上

賸餘款繳回。 

十三、社團法人台南市慈光身障協會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4 年度「身強體壯～障愛體適能瑜珈

專班」案均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

證，經查各核銷憑證金額相符，准予核

銷 5 萬元，併將帳上賸餘款繳回。 

十四、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臺南市社區生活營校園輔導

活動計畫」案： 

1、 該案均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

證，准予核銷 1200 萬元。 

2、 建請該中心將「導師費」項目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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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生活輔導費」或其他合適名稱，

以避免與人事費混淆。 

3、 各校領據或印領清冊格式不一，但

皆應有領款人簽名、身分證、住址

及領取日期，以資明確。 

4、 成果嘉年華會活動由數校共同辦

理，應就各校間可運用之經費明確

說明。 

5、 辦理親職教育時，除講師簽到表之

外，亦應提供參加人員簽到表。 

6、 各校辦理各類型方案或親職教育

時，如有變更講師、時段等相關情

事，應盡速與該中心聯繫並提供修

正後之計畫予本署。 

十五、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1 年度「推動生命教育系列活動課程」

案均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經

查各核銷憑證金額相符，准予核銷 12

萬 2738元。 

十六、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1 年度「家庭支持服務計畫」案均已

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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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萬 1300元。 

十七、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1年度「辦理受保護人急難救助計畫」

並未執行，經費准予留用於 102 年度，

故無從核銷。 

十八、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1年度「法治教育宣導」並未執行，

經費准予留用於 102 年度，故無從核銷。 

十九、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1年度「配合法務部、總會辦理年度

宣導及相關業務活動法治教育宣導」已

依計畫執行，准予核銷 500 萬元。另該

會於 101 年 9 月匯款至更保總會，然報

核之資料中查有 101 年 4 月、8 月之收

據，請該會提出說明。 

二十、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1年度「檢察官與民有約─參與社區

治安會議宣導活動」已依計畫執行並檢

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29 萬 5247 元。 

二十一、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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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1年度「檢察官與民有約─參與社區

治安會議宣導活動」案係因應前案經費

恐有不足而於同年度作二次申請，實際

上並未支用，故無從核銷。 

二十二、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工作計畫」已依計畫執行並

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427 萬 8317

元。另 103 年 6 月之會議項目有漏開統

編並以手寫填具之情事，請該會補正相

關用印。 

二十三、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3年度「臺南看守所毒品戒治收容人

團體輔導計畫」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

法憑證，准予核銷 3 萬 4650 元。 

二十四、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3年度「運用修復式正義─處理校園

事件計畫」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

證，准予核銷 33萬 2907元。 

二十五、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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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結果：103 年度「『愛、關懷、康復』少年十

二步驟成長團體計畫」已依計畫執行並

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26 萬 3908 元。 

二十六、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3年度「檢察官與民有約─參與社區

治安會議宣導活動」已依計畫執行並檢

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13 萬 8000 元。 

二十七、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3年度「明德外役監獄收容人技能訓

練班」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

准予核銷 2559元。 

二十八、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生命教育輔導活動」已依計

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18 萬

1443元。 

二十九、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府城刑事法論壇」已依計畫

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9 萬

6523元。 

三十、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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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預防犯罪宣導短片製作」三

案，無支用款項，故無從核銷。 

三十一、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 

初核委員:觀護人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易服社會勞務」已依計畫執

行並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21萬 1882

元。 

三十二、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噶瑪噶居蔣揚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4年度「府城有愛 粽香皆有」案已依

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4

萬元，併將帳上賸餘款繳回。 

三十三、財團法人天主教臺南市私立蘆葦啟智中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4年度「『相信 愛-無礙』身心障礙者

家長支持團體」案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

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3 萬元，併將帳上

賸餘款繳回。 

三十四、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法務部推展兒童少年暑期預

防犯罪活動實施計劃」，已依計畫執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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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46 萬 7295 元。 

三十五、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辦理毒品緩起訴被告戒癮治

療及毒品受保護管束人團體輔導及宣導

實施計畫」，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

證，准予核銷 61萬 4627元。 

三十六、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關懷弱勢預防犯罪校園補助

方案－司法小志工暨反毒小天使獎助活

動實施計畫及司法小志工與檢察官來逗

陣」，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准

予核銷 939萬 2620 元。 

三十七、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緩起訴被告勤前說明暨法治

認知教育課程計畫」，已依計畫執行並檢

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6 萬 4489元。 

三十八、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受保護管束人家庭支持服務

方案「佛光山宗教教誨」團體輔導系列

活動計劃」，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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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准予核銷 10萬 6041元。 

三十九、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家庭暴力受保護管束人處遇

方案-團體輔導課程」，已依計畫執行並

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1萬 6472 元。 

四十、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觀護志工培訓、表揚暨辦理

受保護管束人五大節溫馨關懷活動計

畫」(結合家庭支持服務計畫辦理)已依

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27

萬 4210元。 

四十一、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司法保護據點服務站犯罪預

防法治教育宣導活動」已依計畫執行並

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23 萬 2400 元。 

四十二、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大學院校在學學生實習觀護

工作計畫」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

證，准予核銷 9031 元。 

四十三、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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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社會勞動人教化及教育訓練

課程計畫」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

證，准予核銷 6萬 2116元。另限定該案

購買之 2 台電風扇僅得放置於本署 3 樓

24 偵查庭勤前教育教室供教育訓練課程

使用，不得另作他途。 

四十四、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年度「結合統一獅球團共同辦理 103

年度犯罪預防業務並推廣柔性司法」案

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

銷 70 萬元。 

四十五、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年度「推動修復式司法『一般案件』

方案計畫」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

證，准予核銷 5萬 9463元。 

四十六、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修復式司法宣導活動暨研習

訓練實施計畫」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

法憑證，准予核銷 6 萬 4920 元。 

四十七、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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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新緩起訴義務勞務執行機構

遴聘說明會暨績優表揚座談會實施計

畫」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准

予核銷 2 萬 4832元。 

四十八、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檢察官與民有約－參與社區

治安會議實施計畫」已依計畫執行並檢

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9 萬 3330元。 

四十九、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易服社會勞動人勤前教育訓

練試行計畫」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

憑證，准予核銷 7 萬 4956元。另限定該

案購買之 2 台電風扇僅得放置於本署 3

樓 24偵查庭勤前教育教室供教育訓練課

程使用，不得另作他途。 

 

五十、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一般性預防犯罪、法治教育

宣導」案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

證，准予核銷 44 萬 9575 元。另建請該



 14 

會日後就計畫案之執行、支出應避免跨

年度之情形。 

五十一、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校園安全法律宣導」案已依

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7

萬 1800元。 

五十二、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民主法治公平選舉法治宣導

活動實施計畫」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

法憑證，准予核銷 72 萬 1234元。 

五十三、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推動生命教育計畫」已依計

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8 萬

8704元。 

五十四、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 年度「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辦理涉案

當事人急難救助計畫」已依計畫執行並

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6萬 6800 元。 

五十五、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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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結果：103 年度「天龍八不.決戰舞林活動計畫」

已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

銷 15 萬元。 

五十六、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初核委員:會計室 

審核結果：103年度「臺南市原民小子 zangazangali

夏令族語文化體驗教育營實施計畫」已

依計畫執行並檢具合法憑證，准予核銷

25 萬元。 

参、臨時動議（無）  

肆、主席結論 (無) 

伍、散會（下午 1 時 50 分） 

 

紀 錄：王雅莉 

主 席：林仲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