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查核評估小組公告 

  主旨：公告 103 年 9月 3日第 2次公開查核評估公益團體結果。  

  說明：  

    一、依據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作業要點第 3點第 9項第 5款第 3目規定辦理。  

    二、查核結果及建議事項： 

編號 單位 計畫名稱 審核結果 

一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102 年 7-9

月) (含認罪協商金) 

1.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102年度工作計

畫(7-12月) 

2.誠正中學學生烘培實作

計畫(102年度) 

3.蓪草花藝文創班(102年

度) 

4.運用認罪協商金辦理關

懷更生人計畫(102年度) 

需補正 

二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

(103年 1-6月) (含認罪

協商金) 

1.犯罪被害保護相關業務

(103年 1-6 月) 

2.推動「修復式司法」實施

計畫(103年 1-6月) 

3.推動「修復式司法」實施

計畫(103年 1-6月) 

需補正 

三 新竹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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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完畢，准予備查 

四 新竹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03年新竹地區『溫馨五

月、感懷生命』母親節觀

護、更生關懷活動計畫 

查核完畢，准予備查 

五 新竹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新竹地區辦理 103年端午節

關懷貧病及自強更生人活

動 

查核完畢，准予備查 

六 新竹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03年度辦理中華民國榮譽

觀護人協進會聯合會專業

訓練計畫 

需補正 

七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103 年度工

作計畫 1-6 月) (含認罪

協商金) 

1.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103年度工作計

畫(1-6月) 

2.103 年 1-6 月「1.修復式

司法方案、2.酒駕初犯生命

教育課程計畫」 

需補正 

八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1.102 年緩起訴處分金年度 需補正 



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緩

起訴處分金部分-102 年

7月至 12月 

申請(7-12月) 

2.102 年度推展修復式司法

專案計畫(7-12月) 

3.檢察行動方案配套宣導

計畫購置宣導品子計畫

(102年度) 

九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新

竹分會-認罪協商金部分

-102年 7至 12 月 

 

需補正 

十 新竹市政府 
100年度經濟弱勢學生早餐

補助實施計畫 
需補正 

十一 

財團法人天主教瑪利亞

方濟各傳教女修會附設

私立米可之家 

「成功飛翔 迎向朝陽~米

可少年職涯培力方案」(102

年度) 

需補正 

十二 新竹市政府 

公益關懷緩起訴處分金運

用方案-101 年度經濟弱勢

學生早餐補助計畫 

暫予保留 

十三 

新竹市政府(102 年度新

竹市高關懷社區生活營

工作計畫) 

102年度新竹市高關懷社區

生活營工作計畫 
需補正 

十四 

新竹縣政府(102 年度新

竹縣扶助高中(職)、國中

小學弱勢學生實施計畫

「高關懷成長社區生活

營」) 

102年度新竹縣扶助高中

(職)、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

實施計畫-「高關懷成長社

區生活營」 

需補正 

十五 
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

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礙」愛心~關懷情(103年

1-6月) 
查核完畢，准予備查 

十六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天

主教仁愛啟智中心 

103年度智能障礙者藝術療

育計畫(1-6 月) 
查核完畢，准予備查 

十七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

會福利基金會 

103年安置機構「少女就學

費用補助」方案計畫(1-6

月) 

查核完畢，准予備查 

十八 

財團法人天主教瑪利亞

方濟各傳教女修會附設

私立米可之家 

「一步一腳印」米可少年高

關懷輔導活動計畫(103年

1-6月) 

查核完畢，准予備查 

十九 新竹市政府(衛生局) 
新竹市校園醫療戒治服務

計畫(102年) 
暫予保留 

二十 
財團法人新竹常青啟智

文教基金會 

讓愛飛翔之身心障礙者音

樂陶冶計畫(102年度) 
需補正 

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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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補正 



工作計畫 

廿二 新竹縣政府 

101年度新竹縣扶助高中

(職)、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

計畫(弱勢學童愛心早餐) 

需補正 

廿三 新竹縣政府 
102年度新竹縣司法保護合

作認輔高關懷青少年方案 
需補正 

廿四 玄奘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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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補正 

廿五 新竹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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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補正 

廿六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

會福利基金會 

103安置機構「正向健康休

閒活動-青春旅行家」方案

計畫(1-6月) 

查核完畢，准予備查 

廿七 
社團法人新竹市基督教

美門社區關懷協會 

103年國中小弱勢家庭子女

課後陪讀計畫(1-6月) 
需補正 

廿八 新竹市政府 

第三屆校園「誠信有品 100

分說故事比賽」宣導工作計

畫 

需補正 

廿九 新竹縣政府 
102年度運用緩起訴處分金

辦理急難救助計畫 
需補正 

三十 新竹縣政府 

102年度新竹縣扶助高中

(職)、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

實施計畫-「國民小學弱勢

學童愛心早餐計畫」 

需補正 

卅一 新竹縣政府 

102年度新竹縣扶助高中

(職)、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

實施計畫-「弱勢學生就學

生活補助金實施辦法」 

需補正 

卅二 新竹縣政府學管科 
100年度扶助弱勢學生實施

計畫(弱勢學童愛心早餐) 
需補正 

卅三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

基金會 

不能讓窮孩子落入永遠的

貧困-弱勢家庭學童課輔計

畫(102年度) 

需補正 

卅四 
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

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中重度成人智能障礙者表

達藝術課程活動計畫(103

年 1-6月) 

查核完畢，准予備查 

卅五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協

力會附設新竹市私立伯

103年度申請緩起訴處分金

支付獨居、失能、弱勢送餐
暫予保留 



大尼老人養護中心 服務計畫(1-6月) 

卅六 新竹市政府 

103年度運用緩起訴處分金

辦理急難救助計畫(上半

年) 

需補正 

卅七 
社團法人新竹市生命線

協會 

志工在職訓練計畫(103年

1-6月) 
需補正 

卅八 
財團法人向陽公益基金

會 

103年新竹市向陽學員「戶

外探索體驗教育輔導營-建

構自我效能」 

需補正 

卅九 新竹市政府 

第三屆校園「誠信有品 100

分說故事比賽」故事腳本彙

編印製計畫(102年) 

查核完畢，准予備查 

四十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政府 102年度運用緩

起訴處分金辦理急難救助

計畫(102年 7-12月) 

需補正 

肆一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協

力會附設新竹市私立伯

大尼老人養護中心 

102年度緩起訴處分金申請

(1-6月獨居、失能、弱勢送

餐服務) 

需補正 

肆二 新竹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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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半年) 

查核完畢，准予備查 

肆三 
財團法人人安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102年「大新竹區街友暨獨

居老人尾牙」計劃 
需補正 

肆四 
新竹縣竹東鎮愛鄰舍關

懷協會 

103年「免費國中小課後陪

讀計畫」(1-6月) 
需補正 

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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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 
查核完畢，准予備查 

肆六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

利基金會新竹分事務所 

送愛到部落暨犯罪預防宣

導計畫(103 年度上半年) 
查核完畢，准予備查 

肆七 
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

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藝』動的心」─重度心

智障礙者園藝療育及藝術

創作計畫(103 年 1-6月) 

查核完畢，准予備查 

肆八 新竹縣歡呼兒協會 
貧困病童生活照護補助計

畫(103年 1-6月) 
查核完畢，准予備查 

肆九 
社團法人台灣風信子精

神障礙者權益促進協會 

精神疾病者子女支持延續

計畫(103年 1-6月) 
查核完畢，准予備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