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

類別
申請金額 審查結果 補助金額 備註

1

財團法人創世福利基金

會附設新竹市私立創世

植物人清寒安養院

專案申請
專案

申請
$1,180,000 O NT$287,000

決議：

一、申請項目一：同意補助新台幣28

萬7000元，以緩起訴處分金餘額支

付。

二、申請項目二及三：申請駁回。

三、請補正98、99年預算書。

2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愛

恆啟能中心

心智障礙者倡權暨自立生活

計畫

專案

申請
$78,200 O NT$50,000

決議：同意補助新臺幣5萬元，以緩

起訴處分金餘額支付。

3

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

會新竹教區附設私立藍

天家園

99年度藍天家園冬令營活動

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補助計畫

書

專案

申請
$86,126 O NT$24,000

決議：同意補助新臺幣2萬4000元，

以緩起訴處分金餘額支付。

4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仁

愛啟智中心

弱勢身心障礙家庭法治教育

宣導活動暨助學金補助計畫

專案

申請
$1,531,800 O NT$280,000

決議：

一、同意補助新臺幣28萬元，以緩起

訴處分金餘額支付。

二、函告申請機構日後應審慎審核助

學金發放對象及金額。

5 台灣省寧園安養院
99年度身心障礙照護服務補

助申請計畫

專案

申請
$3,131,448 X NT$0

決議：申請駁回，請申請機構逕向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

6
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

仁愛福利基金會

社區有愛-擁抱夢想實施計

劃

專案

申請
$781,000 O NT$550,000

決議：

一、同意補助材料費及文宣印刷費新

臺幣55萬元，以緩起訴處分金餘額支

付。

二、設備費不予補助，請逕向勞政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

三、補助之材料費及文宣印刷費不得

與營運費、設備費相互均支。

7
新竹縣政府毒品防制中

心

「第一級(海洛因)及第二級

(安非他命等)」濫用支持性

團體心理治療」實施計劃

專案

申請
$118,000 O NT$80,000 決議：同意補助新臺幣8萬元。

8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愛

恆啟能中心
南寮。Green Life

專案

申請
$158,700 O NT$50,000

決議：同意補助新臺幣5萬，以緩起

訴處分金餘額支付。

9
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

會新竹教區

中途輟學、失蹤逃家或虞犯

青少年復甦陪伴「惠爾飛

Young!久久」

專案

申請
$2,000,000 X NT$0

決議：請申請機構補提「課業補救教

學與升學輔導」課表細目及師資後再

議。

10
財團法人新竹縣天主教

世光教養院

世光教養院課輔班寫作研習

計畫

專案

申請
$70,000 O NT$70,000

決議：同意補助新臺幣7萬元，以緩

起訴處分金餘額支付。

11
財團法人新竹縣天主教

世光教養院

竹東鎮弱勢家庭兒童課輔計

畫

專案

申請
$400,000 O NT$400,000

決議：同意補助新臺幣40萬元，以緩

起訴處分金餘額支付。

12
財團法人新竹縣天主教

世光教養院

提升院生教養及生活品質服

務計畫

專案

申請
$600,000 O NT$600,000

決議：同意補助新臺幣60萬元，以緩

起訴處分金餘額支付。

13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愛

恆啟能中心

99年度『清寒助學金』打造

新生活計畫

專案

申請
$106,560 O NT$70,000

決議：同意補助新臺幣7萬元，以緩

起訴處分金餘額支付。

14 新竹市衛生局
新竹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二級預防宣導工作計畫

專案

申請
$27,800 O NT$27,800 決議：同意補助新臺幣2萬7800元。

15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愛

恆啟能中心

心智障礙者兩性成長團體暨

輔導活動

專案

申請
$63,000 O NT$42,000

決議：同意補助新臺幣4萬2000元，

以緩起訴處分金餘額支付。

16
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

仁愛福利基金會

家庭弱勢身心障礙助學金補

助暨法治教育參訪活動

專案

申請
$1,204,320 O NT$170,000

決議：同意補助新臺幣17萬元，以緩

起訴處分金餘額支付。

17 新竹市衛生局
校園性侵害及家庭暴力預防

宣導工作計畫

專案

申請
$87,600 O NT$62,000

決議：同意補助宣導品、有獎徵答品

及印製宣導貼紙新臺幣6萬2000元，

講師鐘點費不予補助。

18
社團法人新竹市體育促

進會

99年暑假關懷青少年體育休

閒活動

專案

申請
$186,000 O NT$34,000

決議：

一、同意補助法律宣導費用新臺幣3

萬4000元。

二、活動獎品上應註明由本署緩起訴

處分金支付。

99年度第四次緩起訴處分金執行審查小組會議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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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新竹市衛生局
反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園

遊會宣導活動

專案

申請
$280,000 O NT$30,000

決議：同意補助文宣傳品新臺幣3萬

元。

20
社團法人新竹市體育促

進會

99年暑假關懷弱勢族群青少

年體育休閒活動

專案

申請
$200,000 O NT$80,000

決議：

一、同意補助新臺幣8萬元。

二、活動通知應加註參加學生應行注

意之事項。

21 新竹市衛生局　

99年度新竹市從生命教育與

愛滋教育談毒品防制宣導活

動計劃

專案

申請
$338,400 X NT$0

決議：

一、申請駁回。

二、請申請機關逕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補助。

22 新竹市衛生局　
「搖滾健康舞動生命-反毒

反菸防癌作伙行」活動計劃

專案

申請
$1,189,000 X NT$0

決議：本件計畫內容不明確，主題效

果不明顯且金額編列太過寬鬆，申請

駁回。

$13,817,954 NT$2,906,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