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 

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核定補助對象一覽表(106年 12月) 

一、 年度計畫 

   (一)106年 

機構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要旨 補助金額 

(元)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

保護會橋頭分會 

年度補助款運用計畫 輔導協助監所收容人及更生人改

變其犯罪思維、強化家庭支持功

能、重建其價值觀及人際關係，

使步入正途，並落實司法保護工

作。 

2,912,025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會臺灣橋

頭分會 

年度補助款運用計畫 1. 執行本會年度工作計畫。 

2. 配合法務部、總會及橋頭地

檢察署辦理各項馨生人保護

業務、反毒、反賄選及法治

教育等各項法令宣導。 

3,913,738 

   (二)107年 

機構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要旨 補助金額 

(元)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1. 性侵害被害人心理

鑑定、專家協助及

早期鑑定方案 

配合性侵害案件之調查與偵察，

對性侵害被害人進行心理評估及

精神鑑定，瞭解其創傷反應的類

型與程度，並提出評估/鑑定報

告。 

100,000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 107年社區生活營 1. 針對荖濃國小高關懷學生，

配合學生性向興趣，開發學

習潛能。 

2. 設計合適教育內容，提供學

習機會，引導適性發展，導

正偏差行為。 

3. 提升荖濃國小高關懷學生生

活適應能力，以建立自信心

與成就感。 

126,400 

2. 107年推動拒毒萌

芽大使宣導活動 

由國小五年級學生擔任拒毒萌芽

大使，藉由同儕相同學習經驗拉

近距離，形成良好互動，以更多

元有效的管道，使反毒教育紮根

小學，讓小學生豎立反毒意識，

8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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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落實防制毒品工作，擴大宣

導範圍及效益，將反毒意識深

耕、生根於校園。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

護會橋頭分會 

年度補助款運用計畫 輔導協助監所收容人及更生人改

變其犯罪思維、強化家庭支持功

能、重建其價值觀及人際關係，

使步入正途，並落實司法保護工

作。 

3,859,270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

會 

年度補助款運用計畫 1. 執行本會年度工作計畫。 

2. 配合法務部、總會及橋頭地

檢察署辦理各項馨生人保護

業務、反毒、反賄選及法治

教育等各項法令宣導。 

4,744,899 

 

 

二、 專案計畫 

    (一)106年 

機構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要旨 補助金額 

(元)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

保護會橋頭分會 

1. 反毒宣導實施計畫

(含追加計畫) 

1. 有效防制青少年濫用毒品及

濫用藥物，維護青少年身心

健康。 

2. 深入校園反毒宣講，反毒種

子向下扎根。 

3. 前進社區宣導，提昇民眾反

毒意識。 

360,928 

2. 專案管理實施計畫 1. 於年度終了及計畫執行完竣

後陳報支用明細、用途、單

據憑證、範圍等之執行情

形，供檢察機關查核評估。 

2. 協助管理緩起訴處分金專戶

以利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

商小組（以下簡稱緩起訴小

組）控管緩起訴業務執行與

帳戶支用情形。 

191,160 

3. 第 72屆更生保護節

慶祝大會活動計畫 

為慶祝第72屆更生保護節，加強

宣導更生保護意旨，進而接納更

生人重返社會，並促進更生輔導

人員互動交流及輔導經驗分享。 

30,000 

4. 106年更生輔導員

業務研習會暨座談

為有效結合更生輔導員之輔導教

化力量，特別安排一連串學習課

程暨參訪活動等，期結合寓教於

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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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計畫 樂相關課程，有效凝聚更多團隊

力量與共識，順利推展更生保護

工作。 

5. 106年新聘更生輔

導員教育訓練(特

殊教育訓練)計畫 

為擴大、充實更生輔導員內部組

織，並且有效運用、發揮更生輔

導員團隊力量推進更生保護業

務，預防受保護人再犯，為社會

安全與祥和盡一份心力。 

16,644 

6. 106年社區生活營 1. 針對荖濃國小高關懷學生，

配合學生性向興趣，開發學

習潛能。 

2. 設計合適教育內容，提供學

習機會，引導適性發展，導

正偏差行為。 

3. 提升荖濃國小高關懷學生生

活適應能力，以建立自信心

與成就感。 

69,000 

7. 106年度續聘榮譽

觀護人成長訓練課

程暨表揚活動實施

計畫 

依「檢察機關遴聘榮譽觀護人實

施要點」及「榮譽觀護人志願服

務獎勵辦法」辦理榮譽觀護人年

度成長訓練，完成法定時數訓練

與具備協助檢察機關辦理司法保

護相關業務資格，另為肯定榮譽

觀護人之付出，增加其參與感，

辦理年度表揚活動。 

62,317 

8. 106年度修復式程

序專業人力合作培

訓計畫 

1. 培養公務機關人員增進修復

式程序專業知能，提昇業務

執行效益。 

2. 藉由聯合辦理之型式，擴大

公務機關間之資源共享與經

驗交流。 

3. 透過專業知能之提昇，推廣

應用於各類公共行政，更妥

善處理人民權益及爭端事

件，提升人民對於公務機關

之信任。 

125,000 

9. 106年社區生活營

反毒種子培訓活動 

因應新型態毒品滲透進入青少年

族群，亦為提升偏鄉兒童、少年

的法律常識，強化其反毒知能，

規畫社區生活營「大手牽小手 一

起動動手」反毒種子培訓活動；

活動中將融入各項專業技能學習

實作，帶動並引發青少年學習興

趣，並藉以開發潛能專長，穿插

毒品相關防制觀念及法治課程，

期望建立正確辨毒、防毒、拒毒

79,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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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念，讓我們的國家幼苗能遠

離毒品，拒絕誘惑，並以己身為

種子，建立無毒友善的生活環境。 

10. 106年度修復式司

法宣導活動計畫 

修復式司法認為犯罪是一種社會

關係的破壞，希望藉由發現問

題、回復損害、治療創傷，並透

過良性的對話機制，積極尋求加

害者、被害者及社區能共同參與

修復及治療，併期加害者在賠償

與道歉過程中，學習負責態度以

及同理心，達到避免再犯的最終

目的。 

100,000 

11. 106年度反毒宣導

實施計畫 

1. 有效防制青少年濫用毒品及

濫用藥物，維護青少年身心

健康。 

2. 深入校園反毒宣講，反毒種

子向下扎根。 

3. 前進社區宣導，提昇民眾反

毒意識。 

100,000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會臺灣橋

頭分會 

1. 法律新知推廣中心

辦理法治教育及法

律宣導實施計畫 

1. 為充實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

察署「法律新知推廣中心」

之法學、人文及社會科學資

源，建立有特色之圖書及視

聽典藏，促進法學及其他社

會科學研究之發展，增進轄

區民眾的法律常識，推升本

署為民服務品質的整體效

益。 

2. 提供檢察官、檢察事務官、

觀護人、本分會服務案件參

考資料，精進業務發展，增

進民眾對司法的信賴。 

3. 充實人文及社會科學圖書、

視聽媒體及各種教學評量工

具軟體，可提升地檢署內同

仁專業知識與工作技能，協

助業務推展及增進工作成

果，讓導覽民眾參訪時的解

說更為生動，進而感受學習

法律常識的益處，避免誤觸

法網，降低犯罪率，以深耕

法治教育的推廣計畫。 

1,005,000 

2. 保護被害人-反酒

駕宣導計畫 

1. 依據「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

方案」之「具體措施及預定

達成目標」之「工作項目五、

教育宣導及訓練」之4辦理。 

9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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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車禍行為被害死亡者居本

會犯罪被害人服務人數 7

成，為被害類別中之首要。

藉由歲末年終民眾聚餐頻仍

之際，加強宣導反酒駕行

為，提升民眾對於犯罪預防

之觀念，進而降低犯罪被害

之可能，以促進社會安全。 

    (二)107年 

機構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要旨 補助金額 

(元)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

保護會橋頭分會 

1. 107 年校園反毒宣

導活動實施計畫 

因應新型態毒品滲透進入青少年

族群，亦為提升偏鄉兒童、少年

的法律常識，強化其反毒知能，

規畫小學「反毒你和我  健康伴

隨我」反毒宣導活動。活動中將

融入反毒戲劇、團康、有獎徵答、

文宣等宣導活動及資訊，穿插毒

品相關防制觀念及法治內容，期

望建立正確防毒、拒毒的觀念，

讓我們的國家幼苗能遠離毒品，

拒絕誘惑，並以己身為種子，建

立無毒友善的生活環境。 

496,810 

2. 107年反毒宣導活

動實施計畫 

為提高宣導的層次及人次，提升

一般民眾的法律常識，強化其反

毒知能，結合近年來頻頻受邀在

台灣及海外演唱的六龜育幼院合

唱團，藉由演唱多首聖歌及原住

民傳統歌曲活動中，吸引人群前

來聆賞。活動中將融入反毒宣導

及相關反毒資訊，期望建立正確

防毒、拒毒的觀念，讓我們的國

家人民能遠離毒品，拒絕誘惑，

並以己身為種子，建立無毒友善

的家園。 

7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