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號

申請單位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101年度第6次緩起訴處分金執行審查小組會議
計畫名稱
申請金額 審查結果 補助金額

102年「免費國中小課後陪讀」
1 新竹縣竹東鎮愛鄰舍關懷
協會
計畫

備註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餐點費」
46萬2000元、「音藝活動/品格教育/
綜合活動費」4萬8000元、「教材費」
NT$600,000 7萬5000元、「文具紙張費」1萬5000
元，合計新台幣60萬元。
二、餐點費請以家庭功能不彰之學童
為優先補助。
NT$5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5萬元。
一、本案保留。
二、請說明招收學生來源(學員名冊、
NT$0 篩選機制、就讀學校)、課輔老師資
格、之前辦理課輔班之財源。

$1,000,000

○

2 社團法人新竹市聲暉協會 「月來月幸福」親子陪伴日

$61,040

○

3 社團法人新竹市聲暉協會 「國小聽損學童課後輔導加強
班」

$46,800

╳

$176,000
$468,500

○
○
○

NT$14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4萬元。
NT$22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22萬元。
NT$19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9萬元。

$71,120

○

NT$7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7萬元。

$75,856

○

NT$8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8萬元。

4
5
6
7
8

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 「揮灑自我」102年藍天少年才
新竹教區附設私立藍天家 藝課程
園
財團法人向陽公益基金會 102年新竹市向陽學員多元技藝
課程
財團法人人安社會福利慈 102年「大新竹區街友暨獨居老
善事業基金會
人尾牙」計劃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 102年安置機構「少女復原力」
福利基金會
團體方案計畫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 102年安置機構「少女健康休閒
福利基金會
活動」方案計畫

$229,000

102年安置機構「少女就學補
9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
福利基金會
助」方案計畫

$452,460

○

102年安置機構「生涯探索與規
10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
福利基金會
劃」團體方案計畫

$28,800

○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45萬
元。
NT$450,000 二、建議本案未來申請時，應將「學
費」改為「就學費用」，以免與法定
所稱「學費」混淆。
NT$28,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2萬8000
元。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101年度第6次緩起訴處分金執行審查小組會議
序號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金額 審查結果 補助金額
備註
財團法人天主教瑪利亞方
$170,000 ○
11 濟各傳教女修會附設私立 「青春無價希望陽光」收容少
NT$170,000 照原審核意見通過，補助新台幣17萬
年輔導服務計畫
元。
米可之家

102年弱勢學生課輔計畫
12 新竹縣都市原住民關懷協
會

$100,000

○

102年老人年菜關懷暨宣導老人
13 財團法人華山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防詐騙計畫

$300,000

○

財團法人新竹常青啟智文 讓愛飛翔之身心障礙者音樂陶
14 教基金會
冶計畫

$151,200

○

財團法人新竹常青啟智文 推動智能障礙者社會參與計畫
15 教基金會

$960,000

╳

社團法人台灣風信子精神 精神疾病者子女支持團體延續
16 障礙者權益促進協會
計畫

$445,539

○

$15,506,010

○

102年緩起訴處分金年度申請
17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
協會臺灣新竹分會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3萬
1600元。
NT$31,600 二、限支應於作文、數學、英文課教
師鐘點費，並以政府給付之鐘點費標
準400元為計算支應。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28萬
元，補助項目限於年菜、年禮、提袋3
NT$280,000 項。
二、提袋印應製防詐標語及由本署緩
起訴處分金補助之字樣，並於查核評
估時檢送過署備查。
NT$12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2萬元。
一、本案保留，請補正說明本案成本
如何計算，收益如何使用。
NT$0 二、請儘速陳報101年度查核資料，本
案留待查核評估小組查核後再行審
查。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5萬
元，補助項目為團體一、三、五、七
NT$150,000 項目。
二、以實支實付方式，講師如為機構
正職人員，亦不予補助。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470
萬5650元。
NT$14,705,650 二、申請計畫第111頁：一般行政業務
(六)、建議修正文字為「辦理司法據
點值班志工膳雜費」，並應核實支
給。

序號

申請單位

18 新竹縣歡呼兒協會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101年度第6次緩起訴處分金執行審查小組會議
計畫名稱
申請金額 審查結果 補助金額
$885,000

○

$1,205,990

○

「礙」愛心~關懷情
20 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
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237,000

○

「藝」動的心~重度心智障礙者
21 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
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園藝療育及藝術創作計畫

$325,000

○

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 天使打擊樂團102年社區回饋表
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演計畫
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 智能障礙者藝術療育計畫
愛啟智中心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 不能讓窮孩子落入永遠的貧困金會
弱勢家庭學童課輔計畫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 送愛到部落暨犯罪預防宣導計
基金會新竹分事務所
畫
102年新竹市毒品危害防制及宣
新竹市政府
導實施計畫
第三屆校園「誠信有品100分說
新竹市政府
故事比賽」宣導工作計畫
102年度新竹縣毒品危害防制業
新竹縣政府
務工作計畫
新竹縣扶助高中(職)、國民中
新竹縣政府
小學弱勢學生實施計畫

$131,000

○
○
╳
○
○
○
○
○

貧困病童生活照護補助計畫

102年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少年及
19 社團法人新竹市諮商心理
師公會
家事法庭諮商服務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104,000
$2,891,200
$1,328,200
$396,400
$130,000
$300,000
$5,000,000

備註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88萬
5000元。
NT$885,000 二、建議於醫療院所出入口處張貼海
報說明歡呼兒醫療費用由本署緩起訴
處分金補助，以彰顯緩起訴處分金公
益目的。
NT$1,04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04萬元。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5萬
元。有關本計畫之支出、收益請另行
NT$50,000 作帳，俾日後本署查核。
二、建議申請機構審慎規劃銷售營收
之分配方式及來年計畫案之財源，以
利永續經營。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32萬
NT$320,000 元。
二、請於查核時檢附園藝成果發表會
流程表供查核。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8萬元，其
NT$80,000 中社區表演部分補助款為新台幣5萬元
，限支用於表演器材、表演服裝2項。
NT$10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0萬元。
本案保留，於申請機構提供分支機構
NT$0 立案證明及相關消防安全檢查證明後
再行審核。
NT$80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80萬元，
限支用於餐盒費及書卡印刷費。
NT$396,4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39萬6400
元。
NT$11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1萬元。
NT$30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30萬元。
NT$5,00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500萬元。

序號
申請單位
30 玄奘大學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101年度第6次緩起訴處分金執行審查小組會議
計畫名稱
申請金額 審查結果 補助金額
備註
竹東地區特殊少年輔導研究計 $1,410,000 ○
審核通過，同意變更申請計畫，惟查
NT$1,410,000 核時請依實核銷。
畫

31 新竹市政府(社會處)

新竹市政府102年度運用緩起訴
處分金辦理急難救助計畫

$2,500,000

○

32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校園醫療戒治服務計畫

$294,500

○

33 新竹縣政府

102年五峰鄉、尖石鄉部落警政
『愛與關懷』活動

$400,000

○

102年度「新竹縣司法保護合作
認輔高關懷青少年方案」
新竹市警察局辦理「102年全民
新竹市政府
反毒˙反暴力˙創意嘉年華」
街舞大賽
「102年度新竹市高關懷社區生
活營工作計畫」與「102年新竹
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市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辦理弱勢
學生急難救助及獎學金」
102年度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辦理
新竹縣政府
急難救助計畫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新竹
新竹分會
分會102年度工作計畫
新竹市警察局辦理102年寒假保
新竹市政府
護青少年「007漆彈挑戰賽」

$1,704,850

╳

$296,880

○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250萬
NT$2,500,000 元。
二、請以政府機關預算編列補助對象
以外之人為優先補助。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29萬
NT$294,500 4500元。
二、請執行秘書清查100年執行計畫餘
額，再予以補足至本案補助款額度。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32萬
元。
NT$320,000 二、犯罪預防宣導題材請納入森林
法、酒駕公共危險、槍枝管理、野生
動物保育等議題。
一、本案保留。
NT$0 二、請說明輔導諮商之個案對象、篩
選標準，並請詳細說明經費概算表各
細項數據依據或來源。
NT$15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5萬元。

$3,000,000

○

NT$3,00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300萬元。

34 新竹縣政府
35
36
37
38
39

$3,000,000

○

$2,209,000
$300,000

○
╳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300萬
NT$3,000,000 元。
二、請以政府機關預算編列補助對象
以外之人為優先補助。
NT$2,20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220萬元。
NT$0 申請駁回，不予補助。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101年度第6次緩起訴處分金執行審查小組會議
序號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金額 審查結果 補助金額
備註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35萬
誠正中學學生烘培實作計畫
$422,400 ○
40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NT$350,000 元。
新竹分會
二、請將成品就近分送新竹縣市弱勢
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