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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108 年度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會議紀錄 

節本及補助名單 

時  間：108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本署六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鍾曉亞主任檢察官                       紀錄：王珊妮 

出席人員：詳審查委員名冊 

壹、主席致詞：（略） 

貳、審查情形： 

 

編號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要旨 
補助金額 

(元) 

第 1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

者教育協會 

109年新竹縣市國中「反

毒者聯盟」-反毒體驗教

育執行計畫 

提升國中學生的反毒觀

念 

未經審核 

通過 

第 2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

者教育協會 

新竹縣市 109年「得勝者

計畫」-青少年預防犯罪

實施計畫 

提升國中學生的生命教

育、理財及犯罪預防觀

念 

未經審核 

通過 

第 3案 
財團法人新竹縣新瓦屋

花鼓協會 

109年推廣客家民俗藝陣

-踩街研習培訓暨公益活

動贊助義演 

推廣民俗藝陣-踩街編

舞及訓練 

未經審核 

通過 

第 4案 新竹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新竹地區榮譽觀護人 109

年專業成長營計畫書 
充實志工專業素養 135,459 

第 5案 新竹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09年榮譽觀護人成長訓

練暨個案研討會 
充實志工專業素養 29,676 

第 6案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 

109年一路相伴-法律協

助實施計畫 

保障犯罪被害人之法律

權益 
352,433 

第 7案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 

109年度「緊急資助」實

施計畫 

因犯罪案件致生活頓陷

困境緊急者提供急難救

助 

54,000 

第 8案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 

109年度「歲末迎新 馨春

滿溢」春節關懷活動計畫 

春節關懷活動使馨生人

感受溫暖關懷 
28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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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案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 

馨心相攜   親子樂活母

親節生態心理團體輔導

關懷活動 

藉由關懷活動交流，增

進馨生人對家庭情感交

流與對團體認同感，促

使自我成長 

288,400 

第 10案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 

109年度訪視慰問實施計

畫 

以訪視慰問關懷受保護

人，提供必要協助及安

撫心靈 

70,000 

第 11案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 

生活重建計畫-就學資助

實施計畫 

協助受保護人重建其生

活 
140,000 

第 12案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 

109年遞秋月 傳心情中

秋節關懷活動計畫 

中秋節關懷活動使馨生

人感受溫暖關 
97,500 

第 13案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 

109年溫馨專案-心理創

傷復原計畫」 

因犯罪被害事件造成創

傷，協助其重建新生活

適應社會 

372,943 

第 14案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 

109年度北區聯合志工教

育訓練計畫 
充實志工專業素養 70,000 

第 15案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 

109年度生活重建-安薪

計畫專案-多元創藝工作

室計畫 

依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第三十條第六項，生

理、心理治療、生活重

建及職業訓練之協助 

604,680 

第 16案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 

109年度馨生志工暨增聘

保護志工進階訓練及領

導訓練計畫書 

雙向溝通座談方式使會

務問題有效解決方案 
156,236 

第 17案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 

109年度「保護週宣導系

列活動」計畫書 

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之

宣導 
458,890 

第 18案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 

109年推動修復式司法試

行方案計畫 

修復犯罪造成的損害，

預期消解犯罪導因及減

少再犯 

237,021 

第 19案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 
109年義工服務計畫專案 

有效整合志願服務資源

及提昇志願服務效能 
60,000 

第 20案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 

109年重傷害被害人及家

屬喘息服務 
銜接政府喘息服務政策 110,223 

第 21案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109年度慰問新竹地區貧

困受保護管束人計畫 

針對受困境之受保護管

束人於節慶時主動慰問

關懷 

60,000 

第 22案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新竹地區 109年度酒駕初

犯生命教育課程計畫 
犯罪預防處遇命令 3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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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案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新竹地區 109年度暴力暨

毒品犯罪核心觀護案件

心理諮商暨衡鑑計畫 

疑似因心理疾病而犯罪

者可提早確認病因納入

專業醫療及諮商 

245,384 

第 24案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109年度新竹縣毒品危害

防制計畫 

針對新竹縣成癮物質濫

用者進行團體心理治療 
305,730 

第 25案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109年度新竹市毒品危害

防制計畫 

針對新竹市成癮物質濫

用者進行團體心理治療 
244,584 

第 26案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109年度辦理監所外社區

年節關懷活動計畫 

年節關懷活動鼓勵個

案，激發向善、自立更

生 

30,000 

第 27案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109年度更生人家庭支持

服務方案計畫 

促進更生人及其家庭重

建 
273,600 

第 28案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109年度三節期間辦理矯

正機關收容人關懷活動

計畫 

三節期間關懷收容人給

予祝福與鼓勵 
109,160 

第 29案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109年度爵士樂班教學計

劃 

音樂過程中與體內器官

產生共振，使人培養起

完美品格 

69,706 

第 30案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109年度美麗新視界專屬

特色教學計畫 

藉由教學輔導加強女性

受刑人的生活適應能力

並強化自信心 

48,917 

第 31案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109年度辦理花燈創作班

計畫 

藉由製作過程激發收容

人之創意、負責、認真

的工作態度 

24,459 

第 32案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109年度辦理外聘督導計

畫 

提升更生輔導員服務品

質 
35,669 

第 33案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109年度更生輔導員業務

研習會計畫 

增進專業輔導知能，落

實執行司法保護政策 
40,764 

第 34案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新竹地區 109年度犯罪預

防及法治教育宣導計畫 

犯罪預防及法治教育宣

導措施 
430,000 

第 35案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新竹地區 109年度辦理易

服社會勞動所需器具耗

材及相關安全費用執行

計畫 

俾利易服社會勞動制度

規畫與執行 
50,000 

第 36案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109年度辦理腳底按摩班

計畫 

增強收容人技能訓練，

提升出監後工作能量 
34,242 

第 37案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新竹分會 

109年度更生人安置輔導

計畫 

協助觸法更生人重塑價

值觀，提供收容及輔導
3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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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整合服務，進而復歸

社會 

 

叁、會議提案： 

編號：第 1 號 

案由：有關延續性計畫，自明年度起新增申請檢附資料乙案，提請討論。 

決議： 

    1、各單位所申請之延續性計畫，除應備資料外，另需檢附前ㄧ年度之公益

回饋單。 

    2、前一年度執行率未達 70%之延續性計畫，申請時應檢附「執行率說明表」

(詳附件)，說明前一年度執行率未達 70%之緣由，並提出本次申請計畫所

改善/調整的內容或依據。若有不可抗之因素，亦可敘明清楚，以供審查

委員參酌。 

    3、本案經核定後公告，並於 109 年受理申請時適用。未依格式撰寫或提供

資料者，不予受理申請。 

 

編號：第 2 號 

案由：有關機構公益回饋單應檢討說明內容乙案，提請討論。 

決議： 

    1、計畫執行完畢後之公益回饋單填寫，應於第二部分方案效益與分析，第

六點後續方案之回饋與建議部分，就「該年度執行率」提出說明。若執

行率偏低(未達 70%)，則應提出克服改善之方向。 

    2、本案經核定後公告，於 108 年計畫辦理核銷時適用。但已完成核銷並繳

交公益回饋單者，不在此限。 

     

編號：第 3 號 

案由：有關審查委員就申請單位所提建議改善事項，申請單位需予以回應乙案，

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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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請申請單位於計畫執行完畢後，填寫公益回饋單時，就審查委員所提建

議改善事項予以回應或說明。 

    2、本案經核定後公告，於 109 年計畫執行完畢後，所填報之公益回饋單適

用。 

 

編號：第 4 號 

案由：有關申請計畫撰寫應注意事項乙案，提請討論。 

決議： 

    1、計畫撰寫應以申請單位立場書寫，避免”本署”或”本監”等用詞。 

    2、依本署所規範之概算表撰寫時，因整體表格項目單位已統一為新臺幣/元，

爰表格內填寫金額時毋須寫”元”。 

 

肆、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委員的參與，謝謝。 

 

伍、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