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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 

110 年度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8 月 21 日下午 2時 30 分 

地點：本署 5樓會議室 

主席：吳文城主任檢察官                           紀錄：林怡君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執行秘書初審報告： 

一、109 年公益團體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情形一覽表： 

類別 

 

申請團體 

109 年 

核准金額 

109 年上半年 

撥付金額 

109 年上半年 

支用金額 

109 年上半年 

計畫執行率 

金門縣生命線協會 231,220 115,610 106,000 92% 

福建更生保護會 180,000 100,000 68,025 68% 

犯保金門分會 381,500 199,700 140,359 71% 

合計 792,720 415,310 314,384 76% 

二、109 年上半年公益團體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執行成效及支用查核情形： 

(一)各公益團體 109 年申請之全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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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團體 申請計畫 申請金額 申請細項 備註 

 

社團法人金門縣

生命線協會 

 

109 年犯罪預防耕心服務計畫 $231,220 

校園問題處理與真愛守門員團體課程 194,800 元： 

講師費：164,800 元（206 小時* 800 元） 

印刷費 30,000 元(300 本*100 元) 

 

種子師資培訓課程 36,420 元： 

講師費：外聘 2000 元*9 小時=18,000 元 

講師機票：4500 元(2 人)＊2 次=9,000 元 

講師住宿費：1600 元*2 人*2 晚=6,400 

誤餐費：38 人*80 元=3,040 元 

 

申請金額小計 $231,220  
自籌款$65,215 

自籌比例:22% 

 

財團法人 

福建更生保護會 

協助貧困更生人子女就學資助。 $80,000 
大學補助：20,000 元*3 人次 

高中職補助：5,000 元*4 人次 

項目間得相互

勻支 

 

更生人家庭學童扶助 $80,000 

依個案就讀年級資助每人一套課業參考書及文具 

每套平均約 2,000 元，實際仍依學童實際求學需求

彈性調整，個案間得相互勻支 

2000 元*20 人*2 學期 

慰助貧困更生人家庭 $20,000 

採實物慰助，每案家平均以 1,000 元計算，但仍以

案家實際家庭情況彈性調整，個案間得相互勻支。 

1,000 元*20 人 

申請金額小計 $180,000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人保護

春節溫馨專案關懷活動 $67,000 

摸彩禮品：35,000 元 

餐費：12,000 元 

表演團體費用：6,000 元 

項目間得相互

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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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團體 申請計畫 申請金額 申請細項 備註 

協會福建金門分

會 

紅布條：1,500 元 

邀請卡：3,000 元 

茶水：7,500 元 

文具等：2,000 元 

舞出『馨生』舞出愛活動 $21,700 

講師費：19,200 元 

紅布條：1,500 元 

雜費：1,000 元 

母親節溫馨關懷活動 $29,000 

材料費：50 份*300 元。 

講師費:3HR*2,000 元。 

誤餐費:50 人*80 元。 

志工交通費：10 人*200 元 

茶水、文具：2,000 元。 

端午粽飄香溫馨關懷活動 $34,000 
粽子：50 戶*10 顆*60 元。 

志工交通費：20 次*200 元。 

辦理中秋節關懷馨生人活動 $29,000 
慰問禮品：50 戶*500 元 

志工交通費：20 次*200 元 

馨生人緊急資助服務計畫 $18,000 
申請資助每人每月六千元，並以支給 3 個月為限。 

3 月*1 人*6,000 元。 

馨生人關懷訪視慰問計畫 $30,000 6 案*5,000 元 

志工教育訓練 $24,360 

機票費：2(來回)* 2,200 元。 

鐘點費：6HR*2,000 元。 

住宿費：1 晚*1,600 元。 

誤餐費:30 人*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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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團體 申請計畫 申請金額 申請細項 備註 

講義印刷費:30 本*100 元。 

茶水、文具：960 元。 

北二區志工教育訓練 $64,340 

機票費：10 人*1,480 元;10 人*1,554 元。 

住宿費：10 人*2 晚*1,400 元。 

交通費：10 人*500 元。 

保險費：10 人*100 元 

志工參與被害保護及法治宣導相關活動

(個案訪視、宣導活動、會議參與、教育

訓練、活動協助) 

$20,000 

訪視慰問馨生人： 

志工交通費：30 次*200 元。 

犯罪被害人保護推廣宣導： 

志工交通費：40 次*200 元。 

參加其他單位辦理教育訓練： 

志工交通費：20 次*200 元。 

其他活動協助： 

志工交通費：10 次*200 元。 

辦理犯罪被害人保護週活動 $44,100 

印製犯保週宣導海報 DM 4,500 元及志工交通費 600

元 

地方頻道播放犯保形象廣告經費 8,000 元 

生命教育電影院活動 31,000 元： 

(1) 電影放映及場地租借費：20,000 元 

(2) 宣導品：10 份*300 元;100 份*40 元 

(3) 志工交通費：10 人*200 元 

(4) 場地佈置費：1,200 元 

(5) 雜支：800 元 

申請金額小計 $3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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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團體 申請計畫 申請金額 申請細項 備註 

109 年 1 月至 12 月申請補助金額總計 $792,720   

(二)金門縣生命線協會 109 年上半年執行情形及支用查核委員會查核結果： 

109年核定補助金額 

補助款收入金額 補助款支出金額 補助款餘額 

(109 年 6 月 30 日

止) 
前期餘額 

109 年 1 至 6 月 

撥入補助款 
合計 109 年 1 至 6 月 合計 

231,220 0 115,610 115,610 106,000 106,000 9,610 

 

原計畫申請項目及金額 實際支出項目及金額 審核結果 

申請項目 申請金額 核准金額 實撥金額 支出項目 支出金額 備註 有無單據 
是否合於

申請計畫 

109 年犯罪預防耕心服務計

畫 
231,220 231,220 100,000 

校園問題處理團體課程講師費 76,000 5 月支 ■有□無 ■是□否 

講義及問卷費 30,000 6 月支 ■有□無 ■是□否 

校園真愛守門員團體課程奬狀 5,760 5 月支 ■有□無 ■是□否 

校園真愛守門員團體課程奬品及

雜費 
23,190 5 月支 ■有□無 ■是□否 

小計 231,220 231,220 100,000  134,950 自籌 2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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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福建更生保護會 109 年上半年執行情形及支用查核委員會查核結果: 

109年核定補助金額 

補助款收入金額 補助款支出金額 補助款餘額 

(109 年 6 月 30

日止) 
前期餘額 

109 年 1 至 6 月 

撥入補助款 
合計 109 年 1 至 6 月 合計 

108,000 0 100,000 100,000 68,025 68,025 31,975 

原計畫申請項目及金額 實際支出項目及金額 審核結果 

申請項目 申請金額 核准金額 備註 支出項目 支出金額 備註 有無單據 
是否合於

申請計畫 

協助受保護青少年就

學、復學及辦理更生人

及其子女就學資助 

80,000 80,000

項目間得相

互勻支 

更生人家庭子女就學資助 4名 

(大學 1 人、高中職 1 人) 

(憑證編號 2、3) 

9,000 2 月支 ■有□無 ■是□否 

推動更生人家庭學童

扶助方案 
80,000 80,000 

扶助經濟弱勢之更生人家庭，

於學童開學贈送參考書/受惠

人數共計 39 人(憑證編號 4) 

39,025 2 月支 ■有□無 ■是□否 

慰助貧困更生人家庭 20,000 20,000 
春節慰助貧困更生人家庭共計

20 戶家庭(憑證編號 1) 
20,000 1 月支 ■有□無 ■是□否 

合計 180,000 180,000  6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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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金門分會：109 年上半年執行情形及支用查核委員會查核結果： 

109年核定補助金額 

補助款收入金額 補助款支出金額 補助款餘額 

(109 年 6 月 30 日

止) 
前期餘額 

109 年 1 至 6 月 

撥入補助款 
合計 109 年 1 至 6 月 合計 

381,500 0 199,700 199,700 140,359 140,359 59,341 

 

原計畫申請項目及金額 實際支出項目及金額 審核結果 

申請項目 申請金額 核准金額 實撥金額 支出項目 支出金額 備註 有無單據 
是否合於

申請計畫 

春節溫馨關懷活動 67,000 67,000 67,000 

摸彩品、餐費、表演團體費、

文具、邀請卡紅布條、二代健

保補充保費 (憑證編號 1-6） 

66,527 3 月支 ■有□無 ■是□否 

舞出馨生舞出愛活動 21,700 21,700 21,700 
講師費、紅布條、活動用品(憑

證編號 7-9) 
21,032 5 月支 ■有□無 ■是□否 

端午粽飄香溫馨關懷活動 34,000 34,000 34,000 
肉粽禮盒、志工交通費(憑證編

號 10-11) 
30,000 5 月支 ■有□無 ■是□否 

馨生人關懷訪視慰問計畫 30,000 30,000 20,000 
訪視慰問被害人家屬(憑證編號

12-15) 
20,000 

2、3、4

月支 
■有□無 ■是□否 

志工參與被害保護及法治

宣導相關活動 
20,000 20,000 10,000 

志工交通費、服務費(憑證編號

16-18) 
2,800 

2、3、4

月支 
■有□無 ■是□否 

母親節溫馨關懷活動 29,000 29,000 29,000 因疫情未辦理 0  □有□無 □是□否 

馨生人緊急資助服務計畫 18,000 18,000 18,000 未有案件 0  □有□無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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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關懷馨生人活動 29,000 29,000 0  0  □有□無 □是□否 

志工教育訓練 24,360 24,360 0  0  □有□無 □是□否 

北二區志工教育訓練 64,340 64,340 0  0  □有□無 □是□否 

犯罪被害人保護週活動 44,100 44,100 0  0  □有□無 □是□否 

小計 381,500 381,500 199,700  140,359  

三、110 年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計畫：略，詳如附件。 

四、110 年度申請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一覽表： 

 (依據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第 5點規定，申請單位應於會計年度開始六個月前向檢察

機關提出申請。) 

申請團體 申請計畫 申請金額 申請細項 備註 

 

社團法人金門縣

生命線協會 

(109.6.10 提出

申請) 

 

110 年犯罪預防耕心服務計畫 $250,420 

校園問題處理與情緒管理團體課程 222,000 元： 

講師費：192,000 元（240 小時* 800 元） 

印刷費 30,000 元(300 本*100 元) 

 

種子師資培訓課程 28,420 元： 

講師費：外聘 2000 元*9 小時=18,000 元 

講師機票：4500 元(2 趟)=4,500 元 

講師住宿費：1600 元*1 人*2 晚=3,200 

誤餐費：34 人*80 元=2,720 元 

 

申請金額小計 $250,420  
自籌款$75,960 

自籌比例:24% 

 

財團法人 
協助貧困更生人子女就學資助。 $60,000 

大學補助：20,000 元*2 人次 

高中職補助：5,000 元*4 人次 

項目間得相互

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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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團體 申請計畫 申請金額 申請細項 備註 

福建更生保護會

(109.6.16 提出

申請) 

 

更生人家庭學童扶助 $160,000 

依個案就讀年級資助每人一套課業參考書及文具 

每套平均約 2,000 元，實際仍依學童實際求學需求

彈性調整，個案間得相互勻支 

2000 元*40 人*2 學期 

 

慰助貧困更生人家庭 $20,000 

採實物慰助，每案家平均以 1,000 元計算，但仍以

案家實際家庭情況彈性調整，個案間得相互勻支。 

1,000 元*20 人 

申請金額小計 $240,000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人保護

協會福建金門分

會(109.7.1提出

申請) 

 

春節溫馨關懷活動 $75,000 

摸彩禮品：35,000 元 

餐費：12,000 元 

表演團體費用：6,000 元 

紅布條：1,500 元 

邀請卡：3,000 元 

茶水：7,500 元 

奬狀框：4,000 元 

志工服務費：4,000 元 

文具等：2,000 元 

項目間得相互

勻支 

 

舞出『馨生』舞出愛活動 $25,000 
講師費：24,000 元 

雜費：1,000 元 

母親節溫馨關懷活動 $24,000 

材料費：50 份*300 元。 

講師費:3HR*1,000 元。 

誤餐費:50 人*80 元。 

志工交通費：5人*200 元 

茶水、文具：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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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團體 申請計畫 申請金額 申請細項 備註 

端午粽飄香溫馨關懷活動 $28,000 
粽子：40 戶*10 顆*60 元。 

志工交通費：20 次*200 元。 

辦理中秋節關懷馨生人活動 $24,000 
關懷禮品：40 戶*500 元 

志工交通費：20 次*200 元 

馨生人緊急資助服務計畫 $36,000 
申請資助每人每月六千元，並以支給 3 個月為限。 

3 月*2 人*6,000 元。 

馨生人關懷訪視慰問計畫 $55,600 
訪視慰問金 10 案*5,000 元 

訪視慰問品 56 份*100 元 

『馨空巴士』醫療照護實施計畫 $30,000 
交通費 1案*8 趟*2,000 元 

居住安置 1 案*7 日*2,000 元 

志工教育訓練 $24,400 

機票費：2(來回)*2 場*2,200 元。 

鐘點費：6HR*2,000 元。 

住宿費：1 晚*1,600 元。 

誤餐費:30 人*80 元。 

講義印刷費:30 本*100 元。 

茶水、文具：1,000 元。 

志工參與被害保護及法治宣導相關活動

(個案訪視、宣導活動、會議參與、教育

訓練、活動協助) 

$30,000 

訪視慰問馨生人：50 次*200 元 

犯罪被害及法治宣導活動：40 次*200 元。 

參加其他單位辦理教育訓練：40 次*200 元。 

其他活動協助：20 次*200 元。 

辦理犯罪被害人保護週活動 $38,000 

地方頻道播放犯保形象廣告經費 8,000 元 

生命教育電影院活動 30,000 元： 

(1) 電影放映及場地租借費：20,000 元 

(2) 宣導品：10 份*300 元;100 份*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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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團體 申請計畫 申請金額 申請細項 備註 

(3) 志工交通費：10 人*200 元 

(4) 雜支：1,000 元 

『預防犯罪及法治宣導活動』計畫 $50,000 業務宣導費 1,000 份*50 元  

申請金額小計 $440,000   

110 年 1 月至 12 月申請補助金額總計 $930,420   

五、申請補助及審查之法規依據： 

(一)「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 

(二)「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 

六、初審審核結果：  

(一)社團法人金門縣生命線協會(以下簡稱金門生命線協會)、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以下簡稱福更保)及財團法人犯罪

被害人保護協會福建金門分會（以下簡稱犯保金門分會）為「設置於金門地區」之公益團體，符合「轄區內公益團體」

之支付對象條件（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第 8條及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金與

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第 2點規定參照）。 

(二)金門生命線協會、福更保及犯保金門分會 110 年全年度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計畫檢附法人登記證書

影本、統一編號、現任董監事（主任委員及委員）名單、成立宗旨、工作項目、運作績效、申請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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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告、向其他機關（構）、團體申請經費補助之情形、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

書等，所檢附之資料及程序符合法規規定（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第 7條及檢察

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第 5點第 1、2款規定參照）。 

(三)犯保金門分會於 110 年度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計畫所列內容為辦理春節、母親節、端午節及中秋節

關懷馨生人活動；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之馨生人緊急資助服務、馨生人關懷訪視慰問；預防犯罪法治教育宣導、犯罪

保護、志工教育訓練；志工參與會務活動及活動協助等，符合補助款用途之規定（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2款、第 3 款、第 7款及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

要點第 3點第 1款規定參照）。 

(四)福更保於 110 年度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計畫所列內容為輔導更生人、更生人子女就學、推動更生人

家庭學童扶助方案及慰助貧困更生人家庭，符合補助款用途之規定（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 4條第 2款、第 6款及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第 3點第 1款規定

參照）。 

(五)金門生命線協會於 110 年度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計畫所列內容為：協助金沙國中、金湖國中七年級

學生及金城國中八年級學生共 300 名進行問題處理與真愛守門員課程，及辦理種子師資培訓課程，符合補助款用途之

規定（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第 4條第 3款、第 7款及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

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第 3點第 1款規定參照）。  

(六)經初步審核金門生命線協會、福更保及犯保金門分會所列各項計畫之經費概算表之支出項目，並無不得以補助款補助



頁 13 
 

之情形（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第 9條及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

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第 3點第 2款、第 3款規定參照）。 

(七)經初步審核金門生命線協會所列經費概算表，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計畫之自籌款為 75,960

元，佔申請計畫總款項 326,380 元之 24％，依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第 11 條但

書及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第 5點第 3款但書規定，符合補助款申請計畫之自

籌款不得低於申請計畫總款項之 20%規定。 

(八)福更保及犯保金門分會依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第 11 條但書及檢察機關辦理緩

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第 5點第 3款但書規定，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不受應

有自籌款 20%以上之限制，得全額予以補助。 

(九)經初步審核，上述申請案符合初審要件，提交審查會進行審查。 

(十)基於犯罪被害補償金為法定義務支出，且預算採收支併列方式編列，故補助公益團體之全年預算額度不宜於年初或年

中即全數核定，以保留預算運用彈性，避免有收不敷支情形，或因應突發事故之支付，自 111 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計畫，請依上半年及下半年二次提出供審查核定。 

(十一)本署 110 年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補助公益團體預算數為 700,000 元，110 年全年度申請補助金額已超出本署

110 年預算數。 

貳、請申請團體代表，針對 110 年度申請計畫進行補充報告： 

參、審查小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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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下請各位委員就下列審核重點進行審查： 

(一)申請計晝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要件？ 

(二)計畫是否符合法定申請補助項目之規定？ 

(三)計畫內容是否妥適及依計畫內容執行後是否可達計畫之目的？ 

(四)計畫是否對犯罪被害人保護或犯罪防治有顯著並直接助益？ 

(五)110 年本署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預算為 700,000 元，請委員審酌申請單位 110 年核定金額。 

二、討論經過: 

     (一)委員建議: 福更保從事扶助家庭方案時可與金門生命線協會結合辦理，以強化家庭處遇方案計畫。另外，福更保

簡報所提有關協助獨居老人乙案，可通報社會處或鄉公所協助訪視。 

(二)福更保回應: 有關獨居老人乙案已是縣府立案個案。 

(三)主席提示: 110 年本署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預算為 700,000 元，請委員審酌申請單位 110 年核定金

額。 

(四)委員建議: 由三個申請公益團體就各申請項目及細項酌刪。 

(五)主席指示: 請三個申請公益團體提高執行率至 100%，以避免預算被刪減。請三個申請公益團體依委員建議酌刪，

或依比例處理分配，原則尊重協調後的結果。 

(六)委員建議: 以 109 年上半年之執行率為標準調整金額。 

(七)主席指示: 會後請三個申請單位與執行祕書再加入此方法做為討論調整金額方案，並授權執行祕書處理，委員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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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尊重同意，各委員們皆當場同意。 

(八)主席建議: 請各申請單位還是要提高計畫執行率，以免來年預算被刪減，讓執行率達到 100%至少可維持不被刪減

的程度。 

三、決議事項:  

(一) 福更保提出 110 年全年度運用緩起訴處分金執行計畫，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案，調整為 210,000 元。 

1.調整協助貧困更生人子女就學資助為 50,000 元。 

2.調整更生人家庭學童助為 140,000 元。 

(二) 犯保金門分會提出 110 年全年度運用緩起訴處分金執行計畫，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案，調整為 268,000 元。 

1.調整春節溫馨關懷活動為 43,400 元。 

2.刪除馨生人緊急資助服務計畫共 36,000 元。 

3.刪除「馨空巴士」醫療照護實施計畫共 30,000 元。 

4.刪除志工教育訓練共 24,400 元。 

5.刪除「預防犯罪及法治宣導活動」計畫共 50,000 元。 

(三) 金門縣生命線協會提出 110 年全年度運用緩起訴處分金執行計畫，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案，調整為 222,000

元。 

(四)本次審查會通過三會之總補助金額為 700,000 元 

肆、散會：下午 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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