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號

申請單位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102年度第6次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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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21萬元，
人數15人為上限。
NT$210,000
二、以活動辦理時學園實際收案學生為限
，請提供名冊及轉介證明供查核。

103年新竹市向陽學員「戶外探
1 財團法人向陽公益基金會 索體驗教育輔導營-建構自我效
能」

NT$296,000

○

103年「免費國中小課後陪讀」
2 新竹縣竹東鎮愛鄰舍關懷協
會
計畫

NT$1,000,000

╳

NT$0

3 財團法人向陽公益基金會 103年新竹市向陽學員多元技藝
課程

NT$140,000

○

NT$100,000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講師鐘點費新台
幣20萬元，講師如為正職人員，不得支
領。
NT$200,000
二、講師鐘點費之支給，授課時間每節50
分鐘，連續上課2節者為90分鐘，未滿者
減半支給。

該會102年支用狀況未送審，申請駁回。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0萬元。

103年國中小弱勢家庭子女課後
4 社團法人新竹市基督教美門
社區關懷協會
陪讀計畫

NT$240,000

○

103年安置機構「性別關係成長
5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
利基金會
團體-男女蹺蹺板」方案計畫

NT$49,426

○

NT$28,8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講師鐘點費新台幣2
萬8,800元。

103年安置機構「自立/返家生活
6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
利基金會
準備-邁向成長之路」方案計畫

NT$105,292

○

NT$6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團體經費」及「座
談會經費」之講師鐘點費新台幣6萬元。

NT$182,744

○

NT$8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交通費新台幣8萬
元。

NT$386,917

○

NT$380,000

NT$110,000

○

103安置機構「正向健康休閒活
7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
利基金會
動-青春旅行家」方案計畫
103年安置機構「少女就學費用
8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
利基金會
補助」方案計畫

9 新竹市政府

2014第四屆校園誠信有品100分
說故事比賽深耕宣導工作計畫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38萬元。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8萬元。
其中支用於「背板佈置旗幟海報」項上限
新台幣3萬元，「雜支」項上限新台幣
NT$80,000
7800元。
二、背板佈置旗幟海報應註明緩起訴處分
金補助字樣，彰顯公益性質。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102年度第6次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執行審查小組會議
申請單位
序號
計畫名稱
申請金額 審查結果 補助金額
備註
審查通過，同意補助蛋捲原物料費(即第1
「礙」愛心~關懷情
10 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愛
○
社會福利基金會
項前半部)新台幣10萬元。
中重度成人智能障礙者表達藝術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8萬元。
11 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愛
○
社會福利基金會
課程活動計畫
NT$270,600

NT$100,000

NT$81,600

NT$80,000

「藝」動的心-重度心智障礙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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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375,200

○

103年度智能障礙者藝術療育計
13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天主教
仁愛啟智中心
畫

NT$104,100

○

NT$1,051,840

○

NT$900,000

╳

送愛到部落暨犯罪預防宣導計畫
14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
金會新竹分事務所

15 社團法人新竹市體育促進會 103年寒假關懷弱勢學生體育品
德教育
16 新竹市政府

103新竹市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辦
理急難救助及獎學金實施辦法

「常青樂聲 音樂紮根」-打擊
17 財團法人新竹常青啟智文教
基金會
樂人才儲備計畫
「生涯發展 有愛無礙」-資助
18 財團法人新竹常青啟智文教
基金會
智障礙者開發職業能力計畫
財團法人天主教瑪麗亞方濟

19 各傳教女修會附設私立米可 「一步一腳印」米可少年高關懷
輔導活動計畫
之家

NT$1,000,000

○

NT$144,000

○

NT$264,000

╳

NT$483,440

○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1.園藝療育之「園藝
融合材料費」及「植栽材料費」新台幣6
萬元。2.藝術活動之「陶藝課程材料
NT$120,000
費」、「美藝課程材料費」、「美藝社團
材料費」新台幣6萬元。合計新台幣12萬
元。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講師費新台幣5萬
NT$50,000
元。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80萬元，限用
NT$800,000 於2.法律宣導專業外聘講師、4.書卡印刷
費及5.餐盒費，。
NT$0

前案查核結果尚未完成，活動對外收費，
且與犯罪預防無直接關聯性，申請駁回。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00萬元
，101及102年餘額優先支用，來函申請金
NT$1,000,000
額37萬4000元應屬誤植。
二、核銷資料應儘速送署查核。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4萬4000元。
該會100-101年既有生產收入，應優先支
NT$0
用於成本，本案申請駁回。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1.體驗探索新台幣15
萬元，以15人為上限，並附轉介證明。2.
NT$240,000
團體課程補助新台幣9萬元，限支用於鐘
點費。合計補助新台幣24萬元。

NT$144,000

序號

申請單位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102年度第6次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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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光種子計劃--弱勢家庭孩童免
20 社團法人台灣愛鄰社區服務
協會
費安親課輔
社團法人新竹市諮商心理師 103年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少年及
21 公會
家事法庭諮商服務
「尊重生命˙珍愛人生」~103年
22 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度犯罪預防生命教育活動
財團法人華山社會福利慈善 103年老人年菜關懷暨宣導老人
23 事業基金會
防詐騙計畫
財團法人人安社會福利慈善 103年大新竹區街友暨獨居老人
24 事業基金會
尾牙計畫
精神疾病者子女支持延續計畫
25 社團法人台灣風信子精神障
礙者權益促進協會

26 新竹縣歡呼兒協會

貧困病童生活照護補助計畫

27 新竹市政府

102年度新竹市高關懷社區生活
營工作計畫

28 新竹縣政府

103年度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辦理
急難救助計畫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辦理103年五
峰鄉、尖石鄉部落警政「愛與關
懷」活動計畫

29 新竹縣政府

NT$168,200

○

NT$1,293,800

○

NT$239,540

NT$360,000

╳
╳

NT$470,000

╳

NT$378,507

╳

NT$909,000

╳

NT$2,000,000

○

NT$1,500,000

╳

NT$400,000

○

備註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文具、點心及材
料費新台幣16萬元。
NT$160,000
二、請附香山新設點之學校推薦證明文
件。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03萬
元。惟家庭暴力案件之被害人心理諮商，
及加害人接受處遇計畫，皆屬家防中心應
NT$1,030,000
辦事項，不得運用本方案經費。
二、請提供少年及家事法庭轉介單或轉介
證明作為核銷依據。
計畫活動與犯罪預防關聯性不高，申請駁
NT$0
回。
未依規定送查核，執行成效不明，申請駁
NT$0
回。
依規定送查核，執行成效不明，申請駁
NT$0
回。
未依規定送查核，執行成效不明，申請駁
NT$0
回。
一、本案保留。
二、補助對象身分別須具備中低收入戶資
NT$0 格或棄養者。
三、請具體說明申請補助者之身分別及補
助細項。
一、同意建華國中修正計畫，補助經費新
台幣25萬5000元，不得支用於筆記型電腦
NT$402,000 一項。
二、同意成德高中修正計畫，補助經費新
台幣15萬元。
本案駁回，建議修正救助對象標準，以符
NT$0
需求。
NT$32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32萬元。

申請單位
序號
30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102年度第6次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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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度新竹縣毒品危害防治業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50萬元。
○
務工作計畫暨社區藥局推展計畫
NT$500,000

NT$500,000

31 社團法人新竹縣生命線協會 高危機自殺意念個案關懷訪視服
務計畫

NT$170,600

○

新竹縣扶助高中(職)、國民中小
學弱勢學生實施計畫

NT$5,299,600

○

NT$14,785,506

○

NT$425,500

○

NT$975,200

○

NT$2,000,000

○

NT$2,177,300

○

32 新竹縣政府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犯罪被害保護相關業務
33 會臺灣新竹分會

34 心新竹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 103年度新竹市毒品危害防制及
犯罪預防宣導實施計畫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推動「修復式司法」實施計畫
35 會臺灣新竹分會
36 新竹市政府

103年度新竹市教育處高關懷社
區生活營工作計畫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新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新竹分
37 竹分會
會103年度工作計畫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C)自殺意念個案關
懷訪視「交通費」及「保險費」新台幣5
萬元。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103年度國民小
學弱勢學童愛心者餐計畫新台幣133萬
元、弱勢學生就學生活補助金實施辦法新
台幣99萬9600元、高關懷成長社區生活營
新台幣294萬6500元，其中鳳岡及芎林國
NT$5,276,100 中「設備維護費」、峨眉國中「設備費」
不予補助。
二、高關懷成長社區生活營補助經費應實
際運用於高關懷學生，項目間勻支比例不
得超過20%，設備維護費如碳粉匣、電腦
耗材等不得核銷。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478萬5506
NT$14,785,506
元。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42萬5500
元。
NT$425,500
二、核銷資料應儘速送署查核。
NT$5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97萬5200元。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200萬
元。
二、高關懷成長社區生活營補助經費應實
NT$2,000,000 際運用於高關懷學生，項目間勻支比例不
得超過20%，設備維護費如碳粉匣、電腦
耗材等不得核銷。
三、核銷資料應儘速送署查核。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217萬7300
NT$2,177,300
元。
NT$975,200

申請單位
序號
38 新竹市政府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102年度第6次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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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00萬
103年度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辦理
元。
○
急難救助計畫

39 新竹市政府

103年度新竹市校園醫療戒治服
務計畫

40 新竹榮譽觀護人協會

103年度易服社會勞動所需器具
耗材及相關安全費用請購計畫
103年度「春安工作擴大預防犯
罪宣導活動」及「波麗士熱門街
舞大賽宣導活動」

41 新竹市政府

NT$2,500,000

NT$1,000,000

二、核銷資料應儘速送署查核。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29萬4500
NT$294,500 元。
二、核銷資料應儘速送署查核。

NT$294,500

○

NT$150,000

○

NT$150,000

NT$450,000

○

NT$100,000

102年度新竹縣「社區藥局
42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諮詢站」推展計畫
*本署認罪協商金自100年9月起均支付於國庫，不再受理自治團體或公益團體之申請。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5萬元。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二項計畫合計新台幣
10萬元。
- 照案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