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第 12 屆董事暨第 5 屆監察人 

第 6 次聯席會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6年 7月 27日下午 2時 30分。 

貳、地    點 ：本會 2樓會議室（臺北市基隆路 2段 166-1號）。 

參、主    席：王董事長添盛。      記錄：陳美束 

肆、出、列席人員： 

指導長官：法務部保護司羅司長榮乾 

    董    事： 薛常務董事鳳枝、陳常務董事鴻明、林常務董事炳耀、

王常務董事錦賜、吳常務董事東亮（林副總宏哲代） 

              黃董事淑珠、王董事信豐、黃董事俊棠、宣董事明智、

劉董事香梅、鄭董事麗珍、陳董事麗如、陳董事玉書、

高董事鳳嬪 

    監 察 人：許常務監察人專琴、江監察人忠儀 

    列席人員：楊顧問治宇、江顧問惠民、謝顧問榮盛、林顧問朝松、  

              蕭顧問明峰、李顧問秋燕、王執行長金聰、 

              蔡代理副執行長孟勳、劉組長佩宜、唐組長研田、 

              嚴組長昌德、陳專員美束 

 

伍、主席致詞： 

法務部羅司長、許常務監察人、各位常務董事、各位董事、各位監察

人、各位顧問及本會同仁大家午安： 

    今天召開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第 12屆董事暨第 5屆監察人第

6次聯席會議，光陰似箭、歲月如梭，這一屆的董事會轉眼間就已經 2

年了，非常的不容易，在董事會的監督之下我們總會包括分會在這兩

年來努力的做了很多的事情，等一會兒在報告中可以呈現出來，在更

生保護法的規定之下成立的財團法人，唯有我們臺灣更生保護會及福

建更生保護會來協助政府推動出獄人的保護工作，很多受刑人出獄後

舉目無親，沒有人接納他們，由我們各地的分會的專任人員及志工，

也就是更生輔導員來協助他們能夠漸漸的穩定下來，然後獲得社會及



家庭的接納，這是這個社會穩定的一個工作，也是建構社會安全網很

重要的一環，我在這裡對第 12屆所有的常務董事、董事以及在這一屆

協助我們所有的顧問，在這裡表示萬分的感謝以及感恩大家的奉獻，

尤其是這一屆我們多位的董事捐款來協助我們做了很多的工作，相信

這些點點滴滴我們都有紀錄下來，可以值為後輩的敬仰及學習的。 

    台新金控於 7月 8日在台北市花博爭豔館舉辦「台新 25周年運動

會暨園遊會」，總計近萬名員工及眷屬參加，現場共有 88個攤位，台

新提供 20個公益攤位給我們各地的更生人擺設攤位，我們所販售的各

式商品，都獲得相當大的好評，當天更生攤位營業額經統計高達新台

幣 65萬元，也謝謝台新員工踴躍的購買我們的東西，尤其是吳董事長

及其夫人在當天幾乎在我們的攤位都有停留，吳董事長也強調說當天

園遊會結束後，如果我們有沒賣完的東西，他會全部都買下來，非常

的感恩，讓我們更生人的士氣大振，這也是董事出錢、出力的攤位，

讓我們的更生人來表現他們的努力學習後的成果，我在這裡代表總會

對台新的熱心公益表示謝意。 

    我們的會務在法務部保護司及法務部部長、次長的指導及協助之

下，這幾年來會務的推動尚稱順利，我們也發揮了更生保護的機制以

及我們工作的方向，來協助政府做好安頓照顧保護更生人的工作，我

們同仁對這份工作也都非常熱心的參與，尤其是我們各地的志工，經

過我們總會及各分會高分檢的顧問來整合或是鼓舞他們，反應也非常

不錯。另外我們總會雖然有很多的財產，但是最近連續三年來的費用

一年約差 1、2千萬，這都是在吃我們的老本，最主要的是緩起訴處分

金現在都要納入國庫，要辦活動使用經費必須向地檢署申請，地檢署

也有編列緩起訴處分金，因為是採取收支並列的方式，不是只有我們

更保、犯保來申請，外面的團體也會來申請，因此我們分配的數額就

受到擠壓，所以有時候推動工作會有捉襟見肘的情況。 

    我們基隆路還有北投這兩塊土地，基隆路這塊地去年就已經公告，

因為正值經濟不景氣房地產不樂觀的時候，所以沒有標出去，我們正



在等待時機，北投那塊地有報法務部、因為經濟不景氣的關係、所以

沒有核定下來，這兩塊地都那麼大，放在那裡沒有用非常可惜，所以

我們有一個資產活化小組來做規劃，是否採出租的方式，因為出租不

算是財產的處分，財產的處分必須報法務部核定，出租的方式是一種

收入所以不必報部，今天也有提案要請我們董事會來討論，要來定這

個出租的價格等，這是我們目前遭遇到的一些狀況，在這裡向各位報

告，另外各個業務推動的情形有各個幕僚人員等一下會來做報告，謝

謝。 

 

陸、長官致詞：法務部保護司羅司長榮乾 

    王董事長、所有的董監事顧問、所有的夥伴們大家午安大家好： 

    非常高興能夠來參與我們更保總會的董監事聯席會議，看到我們

所有的董監事顧問及所有的夥伴們對於更保志業的全心投入，我真是

非常的感動，正如剛剛王董事長所說：更保的工作是一個非常艱困的

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必須要投入很多的時間及資源，但是短

時間看不到他產生的效果，我們常說一個人要改變自己都很困難，何

況要改變別人，更生保護就是希望透過我們大家的努力，讓更生人由

消極變成積極，能夠很順利的賦歸社會賦歸家庭，讓他產生對社會積

極的一鼓力道，但是從以往到現在我們可以做一個比較細微的觀察，

我們知道社會上對於更生人的接納跟我們的期盼還有一大段的距離，

這一大段的距離必須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當然包括更生人本身，我

們常說自助、然後人助、然後天助，這必須要我們在第一線的志工，

在第一線的在更保從業的這些夥伴，全力來幫忙我們這些更生人，慢

慢的去從內而外的來改變他們的思維及心智，要不然有時候外在的環

境稍微變化，他又跟這外在的境向而去了，所以維持好的狀態時間並

不是很長，從我們實務的經驗來看，能夠維持一個月、一年的就很不

錯了，希望透過我們大家的努力，讓這種好的狀態及好的現象能由一



個月、一年變成十年甚至永永遠遠，我想這當然是一個很艱困的歷程，

但是非常有意義有價值的一個歷程，尤其看到我們所有的董監事及所

有的顧問出錢出力，讓我們更生保護會能夠很靈活的、很機動的、很

有力道的，為我們更生人及為我們社會來做這樣的貢獻，直接間接的

確保了我們社會的安全穩定和諧，這真的是功不可沒，其功厥偉，這

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要藉著這個機會對我們所有的董監事、所有的顧

問及工作夥伴們所做這種其功厥偉的貢獻，代表部裡面給大家最誠摯

的謝意，也對在第一線工作的專業志工及同仁表示誠摯的感謝之意，

因為這種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尤其是我們的更生輔導員在追蹤輔導個

案的過程，付出很多的心力，而且也是讓我們這些更生人能夠發生轉

變的一股非常關鍵性的力量，所以在這個董監事聯席會的場合，對我

們所有的更生輔導員他們的付出及努力表示感謝之意，最後祝福大家

身心健康，我們的聯席會議非常圓滿成功，謝謝。 

 

柒、會務報告：王執行長金聰 

     詳如會議資料 

 

捌、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蔡代理副執行長孟勳 

     詳如會議資料 

 

玖、討論提案 

一、追認及承認事項 

第 1案 

案由：本會 105年度決算（如附件四）請追認案。 

說明： 

一、 依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第二十八條規定，「本會應於年度結束

後，編製上年度工作成果併同經監察人查核後之收支決算及財

產清冊，於四月十五日前報請法務部備查。」 



二、 本會 105 年度決算業經監察人查核完竣，並經報奉法務部 106

年 5月 26日法保決字第 10605505880 號函核復准予備查。 

三、105年度決算匡列如後： 

（一）業務收入 7,594萬 5,489元較預算數 7,550萬元，增加 44萬

5,489元，約 0.59％，主要係租金收入增加。 

（二）業務支出 2億 1,711萬 5,283元，較預算數 2億 0,255萬 3,000

元，增加 1,456萬 2,283元，約 7.19％，主要係業務及管理

費用增加所致。 

（三）業務外收入 1 億 0,509 萬 0,933 元，較預算數 1 億 2,705 萬

3,000元，減少 2,196萬 2,067元，約 17.29％，主要係政府

補助收入減少所致。 

（四）以上收支相抵，本年度本期短絀 3,607萬 8,861元。 

辦法：提請董事會審查追認，請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第 2 案 

案由：修訂本會輔助受保護人創業小額貸款專案報會審查原則及 

      本會輔助受保護人創業小額貸款要點，請追認案。 

說明： 

一、依據本會輔助受保護人創業小額貸款要點第十一點辦理。 

  二、為提昇各分會貸款業務辦理績效，遵奉法務部督導本會開辦更

生事業專案小組第 58次會議決議，經全面評估後放寬本會輔助

受保護人創業小額貸款報會審查原則，有關申請資格限制。不

論受保護人因就學、安置收容及參加職能訓練等正當因素影響，

致未能於要點規定具受保護人身分起四年期限申貸者，抑或受

保護人表現良好且分會有具體輔導事實者。凡其符合前開情事

之一者，經由分會依提報審查小組審核通過核貸，並專案函報

本會核定後即得申貸。另於本會輔助受保護人創業小額貸款要

點增修適用本會輔助受保護人創業小額貸款專案報會審查原則

及本會輔助受保護人創業小額貸款設置攤販執行原則之規定，



爰予修正及增列現行條文第五點、第十點及第十一點。 

三、本案經報奉法務部 106年 5月 25日法保字第 10600083520 號函

辦理核准備查。為爭取時效，本會業以 106年 5月 26日更業字

第 10600504110號函發交各分會實施。 

辦法：檢陳本會輔助受保護人創業小額貸款專案報會審查原則、本會

輔助受保護人創業小額貸款要點及其修正條文對照表各乙份， 

      請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三、審查案： 

第 1 案 

案由：擬訂本會 107年度工作計畫(如附件一)，提請審查。 

說明： 

一、 依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第二十八條規定，「本會應於每年訂定

次年度之工作計畫，編列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於七月三

十一日前報請法務部備查。」 

二、 配合本會 107年度工作計畫預算陳送立法院審議的時程，本會

及各分會編列 107年度工作計畫業已彙整修正完畢。 

三、本會 107年度工作計畫預算項目及經費編列如下： 

  1.保護業務：7,449萬 4千元。（含攤銷費用 36萬元） 

    2.會議及宣導：4,003萬元。 

    3.總務業務：1,681萬 6千元。 

    4.人事業務：6,894萬 6千元。 

      5.折舊及攤銷：1,879萬 9千元。(含攤銷費用 409萬 9千元） 

6.總計：2億 1,908萬 5千元。（不含資本支出） 

辦法：檢附本會 107 年度工作計畫 1 份，提請董事會審查後函報法務

部備查，請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第 2 案 

案由：擬訂本會 107年度預算（如附件三），提請審查。 

說明： 

  一、依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第二十八條規定，「本會應於每年訂定

次年度之工作計畫，編列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於七月三

十一日前報請法務部備查。」 

  二、本會符合預算法第四十一條規定，應於會計年度開始五個月前

（每年七月底前）將擬編預算報送法務部。 

  三、 107年度預算匡列如後： 

      （一）收入：2億 1,908萬 5千元，包括： 

            1.租金收入：8,720萬元。 

            2.利息收入：594萬 1千元。 

       3.股利收入：40萬 1千元。 

  4.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利益：133萬 5千元。 

       5.政府補助收入：1億 0,325萬 6千元。 

  6.捐贈收入：2,095萬 2千元。 

   （二）支出：2億 1,908萬 5千元，包括： 

            1.直接保護費：3,663萬 6千元。 

       2.間接保護費：2,546萬 3千元。 

       3.暫時保護費：156萬 7千元。 

       4.矯正機關服務費：1,082萬 8千元。 

       5.出租資產費用：1,169萬 7千元。 

       6.業務及管理費用：1億 3,289萬 4千元。 

      （三）收支相抵，本期無賸餘。 

辦法：提請董事會審查後函報法務部備查，請審查。 

決議：參考常務監察人書面資料調整，餘照案通過。 

 

第 3 案 

案由：為檢討本會所屬人員薪資基準之合理性，請審查。 



說明： 

一、依法務部 103年 11月 7日法保決字第 10305517890 號函辦理。 

  二、法務部請本會比照「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 

      理原則」第三至第五點規定，檢討所屬人員薪資基準之合 

      理性並提報董事會決議之紀錄報部，嗣後至少每三年定期 

      檢討一次。 

三、 本會前業依部函檢討本會所屬人員薪資基準之合理性，除 

提報董事會決議外，並於 104年 1月 13日更人字第

10420000130號陳報法務部在案。 

  四、賡續定期比照「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

第三至第五點規定，檢討本會相關人員薪資基準如下: 

      (一)本會董事長依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規定，由法務部聘 

          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擔任，為無給職，免備 

          薪資基準核定或備查。 

      (二)本會顧問、執行長，依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規定經董 

          事會通過聘任之，為無給職，免備薪資基準核定或備 

          查。 

      (三)本會其他專業從業人員薪資未超過中央部會比照簡任 

          第十四職等政務副首長待遇範圍，核給標準依本會工 

          作人員工作規則及薪點表規定辦理，均提報董事會通 

          過並分別報請法務部及臺北市政府備查。 

辦法:檢陳本會董事長及其他專業從業人員比照「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辦理情形一覽表，提董事 

     會審議後報部。 

決議: 照案通過。 

 

第 4 案 

案   由：為配合法務部修正「更生保護會組織及管理辦法」第三條條

文，本會「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第七

條爰配合修正案（如附件），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法務部 106年 05月10日法保字第 10605504674號函辦理。 

二、 法務部修正「更生保護會組織及管理辦法」第三條條文主要

說明：「就養」修正為「安置」。另有關「就業」、「就學」、 

「就醫」等事項，係分屬勞動部、教育部、衛福部主責，更

生保護會可依受保護人情狀適時協助轉介或引進相關資源予

以輔導，實更有利於受保護人復歸社會。為配合法務部修正

爰增修，「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第七

條爰配合修正。 

辦  法：提請董事會審查後函報法務部備查，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5 案 

案由：擬訂本會臺北市大安區通化段 3 小段第 54、54-1、55、55-2

地號等4筆會產土地及臺北市北投區新民段二小段220、221、

222、224、224-1、224-3、229-2、230、231、232、233、234

及 245-1 等 13 筆土地，以出租土地 20 年方式訂地租底價之

計算標準暨招標文件審查，請審查。 

說明： 

一、 案由土地經上次董事會決議：會產土地開發辦理出租，為房地

合一，日後方便管理和收回運用，且符合財產管理辦法規定，

起造人由本會名義申請建造及建物登記，承租租期為二十年。

授權資產活化專案小組暨會產維修與購置評估小組進行出租規

劃，經於 106年 6月 21日召開活化會議結果，本會所有坐落臺

北市大安區暨北投區會產土地相關問題及招標文件、土地開發

收益的運用方案等，原則同意出租開發並完成契約文件修正。 

  二、依「本會及所屬各分會財產管理要點」第 13點規定：「本會及

分會管理之財產適於出租者，以出租方式增加收益。租金之計



算，應依產值或市價作為評估依據，並由財產管理單位組成委

員會議訂定，提經常務董事會或常務委員會決議辦理。前項出

租案之年租金額逾新臺幣五百萬元者，應請二家以上具有信譽

之專業機構鑑價，提經董事會決議後辦理。」本會爰依規定招

商委由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及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

事務所辦理土地估價，並提送董事會討論決議。 

討論事項： 

  一、擬訂大安及北投區租金底價。 

  二、擬訂招標文件如下： 

      1.招標須知。 

      2.土地契約書。 

決議： 

一、 本案經由董事會討論結果核定如下： 

(一) 本案標租底價訂定： 

參考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及歐亞不動產估價師

聯合事務所辦理土地估價報告結果： 

 1.大安區月租金新臺幣 3,172,500元整。 

             2.北投區月租金新臺幣 2,488,298元整。 

       (二)押標金：新臺幣壹仟捌佰萬元，得標者逕轉為履約保證金

之一部分。 

       (三)得標人應給付履約保證金：按得標之月租金額乘以總承租

月數之百分之十計算，於興建完成取得使用執照後建物

登記為本會所有，30 日內退還履約保證金百分之五十，

於租期屆滿時，抵付欠繳租金、違約金、損害賠償及騰

空租賃物等費用後，無息退還賸餘履約保證金。 

       (四) 租金之調整：前項租金每遇重新規定地價時，自公告次

月起依重新規定地價調整比例調整之。但重新規定地價



調降時租金不予調降。(例如重新規定地價調高 5﹪，租

金即調高 5﹪)。 

        (五)評選項目及配分表修改為： 

評選項目 評選內容 權重﹪ 

一、營運計畫書內
容 

1.租用區域配置、裝修及環境維護計畫
之完整性、可行性 

2.市場行銷推廣、配合本會推動更生相
關業務規劃之完整性、可行性 

3.建築與設施設備維護、消防安全逃生
規劃之完整性及可行性 

4.財務及返還計畫規劃之完整性及可
行性 

40 
 

二、廠商經營實績
及工作人力配
置 

廠商經營實績、誠信及工作人力配置 20 

三、租金 租金 20 
四、可提供之額外

加值服務與計
畫 

可額外提供之加值服務與計劃之完整
性及可行性 10 

五、簡報內容與答
詢 

1.簡報內容之完整度 
2.答詢內容及配合度 

10 

 (六)確認招標案相關文件包括：1.招標須知、2.土地契約

書。 

拾、臨時動議 

提案：高雄市毒品防制基金會業於 106.7.21揭牌成立，毒品危害防制 

     中心亦將於 107年 1月，改制為毒品防制局，可預見錢及人均將 

     到位，據高雄市市長及毒品防制基金會執行長揭牌時所指，該基 

     金會運作業務，包括拒毒戒毒防制及法律宣導、戒癮輔導、家庭 

     聯繫支持、技能訓練、就業轉介輔導、中途之家及輔導所等，似 

     均與更生業務相同，雖然係以毒品人犯為主，但毒品人犯也佔我 

     們更生業務大宗，可以說兩邊業務可能會有重疊之虞(尤其在地 

     區毒品更生人犯部分)，因此更保總會或保護司就此有無需要未 



     雨綢繆，因應規劃，雙方有無必要連結或合作等。 

決議：更保業務服務範圍除毒品更生人外，還包括其餘更生人，範圍 

      較之更廣，兩邊業務目前尚無衝突，各自登山努力，俟將來發 

      展情形如何，有必要時再來考慮連結或合作等。 

 

                            主席：王 添 盛 

 

                            記錄：陳 美 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