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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起訴處分金支用明細及查核評估(101年第 3、4季)  

受支付公益團體名稱  申請計畫 核定支付金額 收支運用之查核評估結果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臺灣板橋分會 

 

第一季（1~3月） 
1.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 
2.一路相伴專案計畫。 
3. 溫馨專案計畫。 
4. 生活重建計畫。 
5. 保護業務教育訓練、研習、座談等
會及志工參與會務。 

1,620,968元 
     通過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新北市分事務所 

第三季（7~9月） 
1.清寒兒童少年及大學生獎助學 
  金計畫（國小組） 
2.清寒兒童少年及大學生獎助學 
  金計畫（大專組）。 

410,000元 
通過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新北市分事務所 

 

第四季（10~12月） 
1. 清寒兒童少年及大學生獎助學金
計畫（國中組）。 

2. 清寒兒童少年及大學生獎助學金
計畫（高中職組）。 

3. 新北市 101年度歲末感恩聯歡會
活動計畫。 

545,000元 通過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分事務所 

第三季（7~9月） 
1. 新北市新住民親子共讀團體班。 
2. 新住民法律宣導季刊。 
3. 新住民女性生活及語文生活適應
課程。 

121,523元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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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分事務所 

第四季（10~12月） 
1.新北市新住民親子共讀團體班。 
2.新住民法律宣導季刊。 
3.法律及生活常識巡迴演講。 
4. 新住民女性生活及語文生活適應
課程。 

92,985元 通過 

 社團法人新北市自閉症服務協進會 

第三季（7~9月） 
1. 青星休閒樂活訓練計畫。 
2. 星兒親子互動班暨暑期星兒動力
班。 

3. 畫出心世界-星兒美術教育課程。 

183,949 元 通過 

 社團法人新北市自閉症服務協進會 

第四季（10~12月） 
1. 青星休閒樂活訓練計畫。 
2. 星兒親子互動班暨暑期星兒動力
班。 

3. 畫出心世界-星兒美術教育課程。 

95,137元 通過 

 新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第三季（7~9月） 
1. 司法保護業務案件各項救助活動。 
2. 101年各項犯罪預防法律宣導活
動。 

3. 「即時援手」救助方案。 
4. 社區處遇司法保護業務計畫。 
5. 辦理司法保護 點方案、家庭支持
方案、生命教育輔導及社區處遇方
案活動。 

377,314元 通過 

 新北市榮育觀護人協進會 

第四季（10~12月） 
1.司法保護業務案件各項救助活 
  動。  
2. 101 年各項犯罪預防法律宣導活

200,431元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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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3. 社區處遇司法保護業務計畫。 
4. 辦理司法保護據  點方案、家庭 
支持方案、生命教育輔導及社區處
遇方案活動。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板橋分會 

     （代收代支專戶） 

第三季（7~9月） 
轉行支付其他公益團體專案計畫 
 20,200,155元 通過 

 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板橋分會 

      （減害專戶） 

第三季（7~9月） 
1. 板橋地檢署轉介醫療戒癮個案申
請補助經費。 

2. 毒品戒癮治療之尿液鑑定經費。 
664,538元 通過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板橋分會 

      （減害專戶） 

第四季（10~12月） 
1. 板橋地檢署轉介醫療戒癮個案申
請補助經費。 

2. 毒品戒癮治療之尿液鑑定經費 
752,380元 通過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板橋分會 

      （分會專戶） 

第三季（7~9月） 
1. 辦理受保護人各項更生保護服務
活動。 

2. 101 年度受保護人團體輔導活動。 
3. 辦理監所技能訓練研習班文化課
程活動。 

4. 辦理矯正機關收容人年節關懷系
列活動。 

5. 辦理反毒、反賄選、各類法治宣導
活動。 

601,636元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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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辦理更生人家庭支持性服務方案。 
7. 辦理修復式司法及司法保護據點
方案活動。 

8. 辦理更生保護在地化服務創新與
活化方案（專案） 

財團法人蘆洲李宅古蹟維護文教基金會 

第三季（7~9月） 
1. 社會服務-環境教育人資培力專案 
2. 記憶創寫-環境教育文化生活圈專
案。 

53500元 通過 

財團法人蘆洲李宅古蹟維護文教基金會 

第四季（10~12月） 
1. 行動古蹟-環境教育巡迴宣導專
案。 

2. 社會服務-環境教育人資培立專
案。 

3. 社區營造-環境教育平台網路建置
專案。 

4. 記憶創寫-環境教育文化生活圈專
案。 

550000元 通過 

社團法人新北市志願服務協會 

第三季（7~9月） 
101年【破繭而出-築夢踏實】街友社
會支持方案：第三季。 

599,996元 通過 

社團法人新北市志願服務協會 

第四季（10~12月） 
101年【破繭而出-築夢踏實】街友社
會支持方案：第四季。 

720,729元 通過 

社團法人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第三季（7~9月） 
1.精神障礙者復健訓練計畫。 
2.精神障礙者家庭教育計畫。 
3.家庭支持性服務-準備計畫。 

200,565元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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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神障礙者急難救助計劃。 
5.精神疾病活動宣導計畫。 

社團法人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第四季（10~12月） 
1.精神障礙者復健訓練計畫。  
2. 家庭支持性服務-準備計畫。 
3. 精神障礙者急難救助計劃。 
4. 精神疾病活動宣導計畫。 

   242,350元 通過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灣板橋分會 

第三季（7~9月） 
1.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 
2.一路相伴專案計畫。 
3.溫馨專案計畫。 
4.生活重建計畫。 
5.保護業務教育訓練、研習、座談 
  等會及志工參與會務。 
6. 犯罪被害人保護宣導、預防犯罪及
法治教育宣導。 

5,015,087元       通過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灣板橋分會 

第四季（10~12月） 
1.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 
2.一路相伴專案計畫。 
3.溫馨專案計畫。 
4.生活重建計畫。 
5.保護業務教育訓練、研習、座談 
  等會及志工參與會務。 
6. 犯罪被害人保護宣導、預防犯罪及
法治教育宣導。 

   1,750,414元       通過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天元慈善功德會 

第三季（7~9月） 
1.樂活銀髮新世代「活化生命、再 
  關懷、計畫年節有溫情。   
2.樂活銀髮新世代「活化生命、再 

 
 

31,200元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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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計畫樂活銀髮 youang起 
  來-教育課程、講座。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天元慈善功德會 

第四季（10~12月） 
1. 樂活銀髮新世代「活化生命、再關
懷」計畫 送送愛。 

2. 邊緣家庭兒童少年獎助學金服務
計畫。 

 

    450,000元       通過 

社團法人新北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第三季（7~9月） 
1. 中華民國第十七屆身心障礙者輪
椅 9-ball撞球錦標賽。 

2. 反毒、反酒駕、反飆車校園犯罪預
防宣導。 

    57,800元       通過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第一季（1~3月） 
第二季（4~6月） 
第三季（7~9月） 
新北市 101年度卓越清寒學生 
圓夢基金 

6,000,000元 通過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推動環境教育法落實永續發展政策
專案計畫 40000元       通過 

社團法人新北市殘障福利服務協會 

1. 『反霸凌!』法治宣導暨表揚模範父親感
恩活動。 

2. 「月圓人更圓」中秋節暨防災宣導活動 
3. 『101 HAPPY GO!』遠離犯罪法治宣導暨
槌球錦標賽活動。 

4. 『拒毒反暴力』國際身心障礙者日法治
宣導活動。 

30,000元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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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 
101年度外籍配偶新住民「愛是一生
的學習」生活語言資訊＆兒童陪讀班  

未通過 

財團法人 
蘆洲李宅古蹟維護文教基金會 

1.行動古蹟-環境教育巡迴宣導專案 
2.社會服務-環境教育人質培力專案 
3.社會營造-環境教育平台網路建置
專案。 

4.記憶創寫-環境教育文化生活圈專
案。 

55,0000元 通過 

財團法人 
台灣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 

（分會專戶） 

1.辦理受保護人各項更生保護服務
活動。 

2.101年度受保護人團體輔導活動。 
3.辦理監所技能訓練研習班文化課
程活動。 

4.辦理矯正機關收容人年節關懷系
列活動。 

5.辦理反毒、反賄選、各類法治宣導
活動。 

6.辦理更生人家庭支持性服務方案。 
7.辦理修復式司法及司法保護據點
方案活動。 

8.辦理更生保護在地化服務創新與
活化方案（專案）。 

1,305,553元 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