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馨光閃耀計畫經費動支要點 

 

條   文 說   明 

一、 為提升馨光閃耀計畫經費執行效益，

順利推動及落實政府犯罪被害人保護

工作，以保障犯罪被害人權益，特訂

定本要點。 

一、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法務部前於 104年 12

月 14日以法保字第

10405521720號書函核

定 5項子計畫經費共計

新臺幣 8千 9百萬元

整，惟據立法院預算中

心 108年度預算評估報

告（編號：107352）第

一點表示「鑑於目前社

會各界有關被害人保

護之議題日趨重視，總

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

議亦將被害人保護列

為重要議題，允宜檢討

調整該專案計畫內

容，俾配合目前被害人

保護工作之重點，增進

維護被害人權益」。 

二、 本會得運用馨光閃耀計畫經費辦理以

下業務： 

（一）直接受益於犯罪被害人本人或

其遺（家）屬之保護業務服務

項目。 

（二）委託專業服務人士提供犯罪被

害人本人或其遺（家）屬之保

護業務服務項目。 

（三）補助分會辦理第五點所列保護

業務服務。 

（四）補助分會推動本會新增之保護

一、明訂本會（指總會）運

用馨光閃耀計畫經費

之內容。 

二、部分保護業務服務適合

由本會統籌辦理者，由

本會運用本經費執

行，規範於第一款及第

二款。 

三、為協助分會順遂執行保

護業務服務，第三款明

訂本會得補助分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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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服務。 

（五）促進學術界參與犯罪被害人研

究計畫。 

理保護業務服務。 

四、由於因應犯罪被害人保

護工作之發展及上級

政策，恐有未如工作計

畫預期之保護業務項

目需要推動，增列第四

款之情形，以補助分會

執行。 

三、第五款項目業經法務部

於 104年 12月 14日以

法保字第 10405521720

號書函核定。 

三、 第二點第四款補助分會推動本會新增

之保護業務服務，辦理方式如下： 

（一）該新增之保護業務服務應由本

會以計畫或規章訂定執行方式

及經費支用標準並經法務部核

定。 

（二）補助以當年度及次一年度為

限，再次一年度起應由分會編

列於自籌常態性保護業務經

費。地方檢察署補助款顯有不

足時，不在此限。 

 

一、明訂補助分會推動本會

新增之保護業務項目

之前題要件。 

二、新增之保護業務項目應

具備有相關作業規範

及經費支用標準，故應

先完成報部核定程序。 

三、考量分會對於新增之保

護業務項目皆未能及

於當年度或次年度的

工作計畫編列，始由本

會補助當年度及次一

年度，之後仍須回歸分

會自籌常態性保護業

務經費。 

四、 第二點第五款促進學術界參與犯罪被

害人研究計畫之辦理，以下列事項為

限： 

（一）犯罪被害人保護相關業務委外

研究或調查。 

（二）本會及所屬分會服務滿意度或

計畫成效調查。 

（三）辦理犯罪被害人學術交流或研

一、明訂促進學術界參與犯

罪被害人研究計畫具

體得執行事項。 

二、為避免因辦理犯罪被害

人學術交流或研討會

議支出經費運用於不

合宜之項目，明訂支用

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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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議。 

前項第三款之經費項目支用，以場地

費、講座鐘點費及外聘講座交通費、

出席費、稿費、翻譯費為限。 

五、 分會得運用馨光閃耀計畫經費辦理以

下業務： 

（一）重傷害被害人服務計畫。 

（二）「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畫。 

（三）諮商輔導方案。 

（四）災難型社會重大矚目案件處

理。 

（五）其他經本會於相關計畫或規章

訂定執行方式及經費支用標準

之保護業務服務。 

 

一、第一款及第二款項目業

經法務部於 104年 12

月 14日以法保字第

10405521720號書函及

105年 4月 19日以法保

字第 10500053510號書

函核定。 

二、除「重傷害被害人服務

計畫」及「一路相伴法

律協助計畫」外，「諮

商輔導方案」業經本會

報奉法務部於 106年 9

月 29日以法保決字第

10605511080號函准予

備查修正，該計畫已具

備完整及嚴謹之執行

規範，故納入分會得向

本會申請運用馨光閃

耀計畫經費項目。 

三、第四款項目業經法務部

於 104年 12月 14日以

法保字第 10405521720

號書函及 105年 1月 6

日法保字第

10400224810號書函核

定「災難型社會重大矚

目案件處理原則」子計

畫。 

四、除前四款項目外，分會

辦理常態性保護業務

項目雖以自籌經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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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為原則（例如：地方

檢察署補助款、捐助款

等），惟若地方檢察署

補助款無法或不足支

應時，為保障受保護人

權益且避免服務中斷

或造成服務品質落

差，得申請本經費補

助。 

六、 第五點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業務

之經費支用，辦理方式如下： 

（一）本會依各分會年度工作計畫編

列數額一次或分次撥付。 

（二）分會得依執行情形向本會申請

調整於項目間勻支。 

（三）分會執行剩餘款應於會計年度

終了前繳回本會。 

 

一、第五點第一款至第三款

及第五款業務皆屬於

常態性業務，分會應編

列於該年度工作計畫

內並經法務部核備。 

二、本項因非屬臨時性支

出，無逐案申請補助之

必要，由本會依各分會

年度工作計畫編列數

額撥付，且為避免執行

率不佳，第一款規定本

會得視執行情形分次

撥付。 

三、保護業務服務支出會受

到案件及需求數量多

寡而影響，非分會所能

確切掌握，如嚴格限制

支用項目將不利於保

護業務之執行，且分會

尚須針對不足之項目

申請增撥，徒增行政負

擔亦無實質效益，故第

二款規定同意分會得

調整項目間之數額，惟

須向本會提出申請，以

利本會掌握整體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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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四、為利於本計畫之執行管

控，各年度之執行數額

及剩餘數額分別列

計，第三款規定剩餘款

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前

繳回本會。 

七、 第五點第四款之經費運用，分會應提

出處理計畫及經費概算函報本會提出

申請，計畫內容須符合本會「災難型

社會重大矚目案件處理原則」。 

 

災難型社會重大矚目案件

係屬突發事件，非預期常態

性服務，故所需經費應經分

會提出申請，並列明處理計

畫及經費概算。 

八、 本要點第二點及第五點第四款所需經

費數額，由本會編列於該年度工作計

畫內並經法務部核備。 

本要點第五點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

款所需經費數額，由本會依各分會需

求數額彙計編列之。 

 

一、明定第二點及第五點第

四款所需經費由本會

編列於該年度工作計

畫內。 

二、明定第五點第一款至第

三款及第五款所需經

費數額須視分會需

求，故該數額由本會依

各分會需求數額彙計

編列之。 

九、 本要點經報請法務部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本要點自核定之日起實施至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31日止。 

 

一、實施及修正方式。 

二、馨光閃耀計畫執行期程

自 105年 1月 1日起至

110年 12月 31日止，

故本要點之實施以 110

年 12月 31日為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