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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年度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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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申請單位

新竹市政府

年保護少年預防犯罪宣導活

103

動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不能讓窮孩子落入永遠的貧窮─
竹東中心弱勢家庭學童課輔計畫
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愛 「『藝』動的心」─重度心智障
社會福利基金會
礙者園藝療育及藝術創作計畫
新竹縣政府
2014淨化校園反毒宣導活動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新竹縣支 健康、安全、養生講座
會
103 年度榮譽觀護人個案研討會
新竹榮譽觀護人協會
費用請購計畫
新竹縣竹東鎮愛鄰舍關懷協 103年「免費國中小課後陪讀計
會
畫」

社團法人台灣風信子精神障 精神疾病者子女支持延續計畫
礙者權益促進協會

NT$710,000

NT$1,711,600

○

NT$300,000

○

一、審核通過，同意全額補助交通費與教
材費，勞務費補助50%，以上合計新台幣
NT$920,400 92萬400元。
二、查核時應提出交通費補助對象名冊(含
姓名、居住地址、家境狀況)，以供查核。

○

NT$296,000

○

NT$55,440

╳

NT$0

NT$186,800

○

NT$186,800

NT$1,000,000

○

○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30萬元。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一)園藝療育-植栽材
料費28,000元；(二)藝術活動-「陶藝課程
NT$90,000 材料費」、「美藝課程材料費」、「美藝
社團材料費」共62,000元。以上合計新台
幣9萬元。
NT$8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8萬元。

NT$375,200

NT$378,507

備註

申請駁回，不予補助。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8萬6800元。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40萬元。
補助項目：「餐點費」25萬3000元，「音
藝活動/品格教育/綜合活動費」擬補助7萬
NT$400,000 2,000元、「教材費」7萬5,000元。
二、經費核銷自本署核准日起算。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8萬元。
二、補助項目：(一)團體一至團體六之共
同項目：團體獎勵金2萬元、餐點費1萬
元、文具紙張及印刷費1萬元、雜支7千
元；(二)團體四新台幣10萬(依符合身分者
NT$180,000
每人1萬元核實補助)；(三)團體六新台幣3
萬3千元。
三、經費核銷自本署核准日起算。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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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年度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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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申請單位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協力會 103年度申請緩起訴處分金支付
附設新竹市私立伯大尼老人 獨居、失能、弱勢送餐服務計畫
養護中心
年度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辦理
急難救助計畫

10

新竹縣政府

103

11

新竹縣歡呼兒協會

貧困病童生活照護補助計畫

NT$1,460,000

○

○

NT$909,000

○

NT$21,800

╳

NT$0

申請駁回，不予補助。

NT$0

申請駁回，不予補助。

NT$42,400

╳

NT$165,158

╳

NT$499,840

○

NT$980,400

○

17

社團法人新竹市生命線協會 志工在職訓練計畫

NT$320,000

○

18

社團法人新竹市心理衛生線 導航-身心障礙者實踐生涯康復
協會
之路工作坊

NT$348,000

○

13
14

15

16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50萬
元。
NT$1,500,000 二、經費核銷自本署核准日起算。
三、未來104年計畫應俟103年上半年度查
核後再行申請。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60萬元。
二、經費核銷自本署核准日起算。
NT$600,000

NT$1,500,000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愛恆啟 103年親子知性探索之旅計畫
能中心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愛恆啟 隨手捐贈“我願意′-愛心碼宣廣
能中心
計畫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愛恆啟 2014身心障礙者職前工作宣導暨
能中心
工作實務演練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愛恆啟 慢飛低碳環保暨身心障礙福利宣
能中心
導系列活動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保護協會 推動『修復式司法』實施計畫
臺灣新竹分會

12

備註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60萬元。
二、經費核銷自本署核准日起算。
三、查核時請提供送餐補助對象名冊並說
NT$600,000 明補助必要性。
四、未來104年計畫應俟103年上半年度
查核後再行申請。

申請駁回，不予補助。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宣導品新台幣10萬
NT$100,000 元。
NT$0

審核通過，同意酌予增加補助新台幣5200
元。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個案研討」、「心
理關懷活動」共22小時鐘點費及60小時團
NT$130,000
體帶領人鐘點費，合計新台幣13萬元。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身障學員材料補助
NT$90,000 費」新台幣9萬元。
NT$98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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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玄奘大學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年度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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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2014年暴力與毒品犯罪心理與矯
治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玄奘大學應
用心理系學術研討會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新 「「1.2.修復式司法方案」
酒駕初犯生命教育課程計
竹分會
畫」
年度辦理中華民國榮譽觀護
新竹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03
人協進會聯合會專業訓練計畫
「中秋思親 話語傳情」觀護、更
新竹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生對象徵文比賽暨中秋節貧病慰
問活動計畫
新竹地區辦理103年端午節關懷
新竹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貧病及自強更生人活動
新竹地區辦理103年度女性(榮譽)
觀護人執行性侵害案件精進訓練
暨個案研討會實施計畫
新竹地區『溫馨五月、感懷生
新竹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命』母親節觀護、更生關懷活動
計畫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 103年安置機構『性別關係成長
利基金會
團體-男女蹺蹺板』方案計畫
102年度新竹市衛生局校園戒治
新竹市政府
計畫
新竹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備註

一、審核通過，同意補補助新台幣23萬
5,000元。
二、補助項目：預算表第1項主持費、第2
項專題演講費、第3項翻譯費、第4項機票
費、第7項論文審查費(須出具書面審查意
NT$235,000 見)、第8項稿費(每篇補助3,000元)、第9項
交通車租用費、第10項交通補助費、第11
項住宿補助費(每人/天/2,000元)。
三、各項經費核實支應，不得勻支。

NT$540,000

○

NT$316,800

○

NT$316,800

NT$80,000

○

NT$5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5萬元。

NT$60,000

○

NT$60,0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6萬元。

NT$18,200

○

NT$18,2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萬8200元。

NT$19,600

○

NT$19,6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1萬9600元。

NT$28,400

○

NT$28,400

審核通過，同意補助新台幣2萬8400元。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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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萬6800元。

准予變更
准予變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