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101 年度各公益團體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評估小組審查結果彙整表： 

項 

次 

公益團體/ 

專案計畫  

查 

核 

委 

員 

101 年 1-6 月審查情形 101 年 7-12 月初審意見 
備 註 

1 犯罪被會人保

護協會臺東分

會/ 

101 年度工作

計畫 

陳 

美 

華 

一、本署 101 年核定金額：1,872,000 元。 

二、所報支出尚符合年度計畫。 

三、101 年上半年支出計 334,352 元。 

四、審核支出憑證有應注意及改進事項如下

(已補正)： 

1、 出差起訖地點請註明地點勿填寫案

家。 

2、 生活補助金 1-5 月份於 5 月 15 日一

起發放，建請製作 1 張 1 至 5 月生活

補助金收據即可，不必製作 5 張收

據。 

3、 支出明細表漏列 6 月份老吾老居家

陪伴經費 2,800 元，6 月份生活補助

金 13,500 元無憑證。 

◎審查結果：通過。 

一、本署 101 年核定金額：1,872,000 元。 

二、所報支出尚符合年度計畫。 

三、101 年下半年支出計 367,764 元。 

(101 年下半年收入 255,854) 

 

 

 

 

 

 

 

 

 

 

◎審查結果：通過。 

 

 



2 更生保護會臺

東分會/ 

101 年度工作

計畫 

陳 

美 

華 

一、本署 101 年核定金額：1,985,400 元。 

二、所報支出尚符合年度計畫。 

三、101 年上半年支出計 161,084。 

 

◎審查結果：通過。 

一、本署 101 年核定金額：1,985,400 元。 

二、所報支出尚符合年度計畫。 

三、101 年下半年收入計 163,000 元。 

四、101 年下半年支出計 903,633 元。 

◎審查結果：通過。 

 

3 基督教阿尼色

弗兒童之家/ 

專業服務及社

區關懷計畫 

陳 

美 

華 

一、本署 101 年度核定金額：227,000 元。 

二、所報支出尚符合年度執行計畫。 

三、101 年上半年度支出計 130,218 元，其中

118,000 由緩起訴處分金支出。 

 

◎審查結果：通過。 

一、本署 101 年度核定金額：227,000 元。 

二、所報支出尚符合年度執行計畫。 

三、101 年下半年度收入計 49,000 元。 

四、101 年下半年度支出計 110,200 元，其中

49,000 由緩起訴處分金支出。 

◎審查結果：通過。 

 

4 天主教聖十字

架療養院/ 

貧困救助 

吳 

曜 

旭 

一、收入部分： 

(一) 公益團體陳報金額：220,000 元。 

(二) 本署核定金額：553,000 元。 

二、支出部分： 

(一) 公益團體陳報金額：215,484 元。 

(二) 有執行計畫書。 

(三) 符合執行計畫書所列之特定公益用

途。 

(四) 檢附相關單據。 

(五) 支用內容與計畫相符合並附相關憑

證(收據)。 

一、收入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 

1、新移民第二代及弱勢家庭優勢能力工

作坊案：92,000 元。2、新移民親子共讀

班案：166,400 元。 

(二)本署核定金額： 

1、新移民第二代及弱勢家庭優勢能力工

作坊案：115，800 元。2、新移民親子

共讀班案：166,400 元。 

 

二、支出部分： 

 



(六) 由緩起訴處分金支應補助之項目，於

相關單據(憑證)上面列為「本院補

助」，另於備註欄加蓋「臺東地檢署

緩起訴處分金指定補助」章戳，仍有

不妥之情形。 

決議：請該機構蓋用「本院補助轉為

臺東地檢署緩起訴處分金補助」字

樣。 

(七) 5 月份部分單據(憑證)無詳細日期，

應請機構補正。(已補正) 

三、提送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評估

小組」。 

 

 

 

 

 

 

◎審查結果：通過。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1、新移民第二

代及弱勢家庭優勢能力工作坊案：

115,800 元(總支出：148,328 元、自籌款：

32,528 元)。2、新移民親子共讀班案：

166,400 元(總支出：217,699 元、自籌款：

51,299 元)。 

(二)有執行計畫書。 

(三)符合執行計畫書所列之特定公益用

途。 

(四)檢附相關單據。 

(五)支用內容與計畫相符合並附相關憑

證(收據)。 

(六)由緩起訴處分金支應補助之項目，於

相關單據(憑證)上面列為「本院補助」，

另於備註欄加蓋「轉為臺東地檢署緩起

訴處分金指定補助」章戳。 

三、提送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評估

小組」。 

◎審查結果：通過。 

 

 

 



5 台東聖母醫院

/山間的天使 

 

吳 

曜 

旭 

一、收入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70,013 元。 

(二)本署核定金額：450,000 元。 

二、支出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69,240 元。 

(二)有執行計畫書。 

(三)符合執行計畫書所列之特定公益用

途。 

(四)檢附相關單據。 

(五)支用內容與計畫相符合並附相關憑

證。 

(六)101 年上半年度「緩起訴處分金」支

出明細： 

1、 補助貧困家庭營養品及必需

品：32,040 元。 

2、 貧困獨居老人及殘障者營養午

餐：7,200 元。 

3、 偏遠部落老人圍爐活動：

30,000 元。 

4、 合計支出項目費用：69,240 元 

(七)支用內容與計畫相符合並附相關憑

證(收據)。 

三、提送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評估

一、收入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270,041 元。 

(二)本署核定金額：450,000 元。 

二、支出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200,801 元。 

(二)有執行計畫書。 

(三)符合執行計畫書所列之特定公益用

途。 

(四)檢附相關單據。 

(五)支用內容與計畫相符合並附相關憑

證。 

(六)101 年下半年度「緩起訴處分金」支

出明細： 

1、 補助貧困家庭營養品及必需

品：160,991 元。 

2、 補助貧困獨居老人及殘障者營

養午餐：39,810 元。 

合計支出項目費用：200,801 元 

(七)支用內容與計畫相符合並附相關憑

證(收據)。 

提送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評估小

組」。 

◎審查結果：通過。 

 



小組」。 

◎審查結果：通過。 

 

6 伊甸基金會台

東分會/ 

新移民第二代

及弱勢家庭多

元優勢能力工

作坊案、新移

民親子共讀班

案、 

吳 

曜 

旭 

一、收入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78,866 元。 

(二)本署核定金額： 

1、 新移民第二代及弱勢家庭多元

優勢能力工作坊案：115,800 元。 

2、 新移民親子共讀班案：166,400

元。 

二、支出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145,263 元。 

(二)有執行計畫書。 

(三)符合執行計畫書所列之特定公益用

途。 

(四)檢附相關單據。 

(五)支用內容與計畫相符合並附相關憑

證(收據)。 

三、提送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評估小

組。 

◎審查結果：通過。 

 

一、收入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 

1、新移民第二代及弱勢家庭優勢能力工

作坊案：92,000 元。2、新移民親子共讀

班案：166,400 元。 

(二)本署核定金額： 

1、新移民第二代及弱勢家庭優勢能力工

作坊案：115，800 元。2、新移民親子

共讀班案：166,400 元。 

 

二、支出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1、新移民第二

代及弱勢家庭優勢能力工作坊案：

115,800 元(總支出：148,328 元、自籌款：

32,528 元)。2、新移民親子共讀班案：

核銷 62,737 元(總支出：72,436 元、自籌

款：9,699 元)。 

(二)有執行計畫書。 

(三)符合執行計畫書所列之特定公益用

 



途。 

(四)檢附相關單據。 

(五)支用內容與計畫相符合並附相關憑

證(收據)。 

三、提送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評估小

組。 

◎審查結果：通過。 

7 法律扶助基金

會/ 

法律扶助及常

識宣導 

李 

平 

釗 

一、收入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115,761 元。 

(二)本署核定金額：80,000 元。 

二、支出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7,700 元。 

(二)有執行計畫書。 

(三)符合執行計畫書所列之特定公益用

途。 

(四)檢附相關單據。 

(五)支用內容與計畫相符合並附相關憑

證(收據)。 

三、提送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評估小

組」。 

 

◎審查結果：通過。 

一、收入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19,891 元

(101.06.30 結餘款：108,061)。 

(二)本署核定金額：80,000 元。 

三、支出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73,100 元。 

(二)有執行計畫書。 

(三)符合執行計畫書所列之特定公益用

途。 

(四)檢附相關單據。 

(五)支用內容與計畫相符合並附相關憑

證(收據)。 

三、提送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評估小

組。 

◎審查結果：通過。 

 



 

8 長青老人養護

中心/ 

2012 愛在長

青-貧困老人

暨身障者貧困

救助計畫 

李 

平 

釗 

一、收入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106,000 元。 

(二)本署核定金額：898,560 元。 

二、支出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106,000 元。 

(二)有執行計畫書。 

(三)符合執行計畫書所列之特定公益用

途。 

(四)檢附相關單據。 

(五)支用內容與計畫相符合並附相關憑

證(收據)。 

三、提送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評估小

組。 

◎審查結果：通過。 

 

三、收入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413,000 元。 

(二)本署核定金額：898,560 元。 

四、支出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413,000 元。 

(二)有執行計畫書。 

(三)符合執行計畫書所列之特定公益用

途。 

(四)檢附相關單據。 

(五)支用內容與計畫相符合並附相關憑

證(收據)。 

三、提送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評估小

組。 

◎審查結果：通過。 

 

9 台東私立海山

扶兒家園/ 

兒童暨少年安

置機構個案心

理諮商費用補

助案 

李 

平 

釗 

一、收入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47,000 元。 

(二)本署核定金額：460,800 元。 

二、支出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48,000 元。 

(二)有執行計畫書。 

三、收入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308,070 元。 

(二)本署核定金額：1、兒童及少年安置

機構個案心理諮商案：460,800 元。2、

失依弱勢兒童及少年夏令營案：189,544

元。 

 



(三)符合執行計畫書所列之特定公益用

途。 

(四)檢附相關單據。 

(五)支用內容與計畫相符合並附相關憑

證(收據)。 

三、提送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評估

小組」。 

 

 

 

 

 

 

◎審查結果：通過。 

四、支出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1、兒童及少年

安置機構個案心理諮商案：169,200 元。

2、失依弱勢兒童及少年夏令營案：

141,295 元。 

(二)有執行計畫書。 

(三)符合執行計畫書所列之特定公益用

途。 

(四)檢附相關單據。 

(五)支用內容與計畫相符合並附相關憑

證(收據)。 

三、提送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評估

小組」。 

◎審查結果：通過。 

10 臺東縣榮譽觀

護人協進會/ 

法律扶助業務

及常識宣導 

葉 

春 

發 

 一、計畫名稱：法律扶助業務及常識宣導 

二、本署核定金額：204,400 元。 

三、收入部分： 

(一)100 年度結餘款轉入：129,035 元。 

(二)101 年度緩起訴處分金收入 45,128

元 

合計：174,163。 

四、支出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113,054 元(詳附

件收支明細表)。 

(二)符合執行計畫書所列之特定公益用

途，並檢附相關單據。 

五、提送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

評估小組」。(四)檢附相關單據。 

(五)支用內容與計畫相符合並附相關憑

證(收據)。 

三、提送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評估

小組」。 

◎審查結果：通過。 

11 基督教晨曦會

(台東青少年

戒毒輔導村)/ 

101 年台東青

少年戒毒輔導

村教育輔導方

案 

葉 

春 

發 

 一、 計畫名稱：101 年台東青少年戒毒

輔導村教育輔導方案 

二、 本署核定金額：287,848 元。 

三、收入部分： 

(一)100 年度結餘款轉入：180,000 元。 

合計：180,000。 

四、支出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金額： 

1、講師鐘點費 139,200(6 月至 9 月 8 萬

元、10 月至 12 月 59200 元)。 

2、教材費 11,400 元(11 月) 

 



3、交通費 18243 元(6-12 月) 

4、油費 30,098 元(10-12 月) 

合計：198,941 元 

(二)符合執行計畫書所列之特定公益用

途，並檢附相關單據。 

五、提送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評估

小組」。 

◎審查結果：通過。 

12 財團法人勵馨

社會福利事業

基金會/魔法

少女電力營。 

 

  一、計畫名稱：魔法少女電力營 

二、本署核定金額：25,000 元。 

三、收入部分： 

(一)100 年度緩起訴處分金結餘款轉

入：25,000 元。 

合計：25,000。 

四、支出部分： 

    (一)公益團體陳報核銷金額：17,869 元

(詳附件收支明細表)。 

    (二)符合執行計畫書所列之特定公益用

途，並檢附相關單據。 

五、提送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查核評估

小組」。 

◎審查結果：通過。 

 



13 財團法人臺東

縣私立牧心智

能發展中心/

結構學習融入

生活規劃 

陳 

美 

華 

 一、 本署 101 年核定金額：50,720 元。 

二、 所報支出尚符合計畫。 

三、 100 年度尚結餘 94,243 元。 

四、 101年度支出50,720元，結餘43,523      

元繳回。 

◎審查結果：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