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補(捐)助

機關

受補(捐)助對象所歸屬

之直轄市或縣（市）
受補(捐)助對象 補(捐)助事項或用途 核准日期

補(捐)助金額(含

累積金額)
備註

1 法務部 金門縣、連江縣 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 110年工作計畫 110.2.17 3,000,000

2 法務部 臺灣省及各直轄市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110年工作計畫 110.2.23 37,155,710

3 法務部 臺北、臺中、臺東 社團法人臺灣露德協會
110年度愛滋藥癮更生人生活重

建自立復歸服務
110.2.4 603,400

4 法務部 高雄市
社團法人基督教愛鄰舍全

人關懷協會

『愛鄰舍更家園-更生弟兄復歸

社會計畫』
110.2.4 452,760

5 法務部

北部各縣市(包括臺北、

新北、基隆、宜蘭、桃

園）

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

金會

110年受觀察勒戒人暨有藥癮背

景之司法少年復歸社會服務方

案

110.2.4 1,353,800

6 法務部 花蓮地區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主愛

之家輔導中心

陪他走~更生就業自立復歸社會

服務計畫
110.2.4 644,301

7 法務部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

市、基隆市等地區

財團法人淨化社會文教基

金會

110年度毒品更生人自立復歸服

務計畫-愛的傳遞~讓生命亮起

來

110.2.4 742,875

8 法務部 高雄市
財團法人高雄市毒品防制

事務基金會

110年「重拾幸福，用愛點燃希

望」-毒品更生人自立復歸服務

計畫

110.2.4 835,310

9 法務部 臺北市 社團法人台灣潤群協會
向日有機農場110年毒品更生人

自立復歸服務計畫
110.2.4 1,150,380

10 法務部 桃園
社團法人台灣日光全人發

展協會
日光生涯全人發展計畫 110.2.4 593,600

11 法務部 屏東縣
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

者協會

110年度屏東縣毒品更生人家庭

支持深耕服務方案
110.2.4 767,928

12 法務部 全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白玫瑰

社會關懷協會

毒品更生人監內外就業轉銜社

會復歸多元處遇服務計畫
110.2.4 893,270

13 法務部 雲林 社團法人雲林縣觀護協會
藥癮及非行青少年自立就業起

飛計畫
110.2.4 538,300

14 法務部 台北市、新北市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更生少

年關懷協會

616少年夢工廠更生少年培力方

案~讓迷失的孩子人生有一次重

新開始的機會2.0

110.4.29 1,263,038

15 法務部 高雄市、屏東縣
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基督

教沐恩之家

沐恩之家110年度毒品更生人自

立復歸服務計畫
110.4.21 482,017

16 法務部 高雄市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牧愛生

命協會

牧養生命耕耘愛-毒品更生人園

藝探索輔導計畫
110.4.23 246,089

17 法務部 臺中市 臺中市德林福德功德會 反毒教育全國書法比賽 109.10.4 15,000

18 法務部 臺北市
中華民國國際舞蹈運動總

會

第四屆舞舞生風 響應愛心 關

懷弱勢公益活動暨反毒宣導
110.1.21 15,000

19 法務部 新北市
社團法人台灣關懷弱勢協

會

居家照顧推廣關懷弱勢活動暨

反毒宣導
110.2.20 10,000

20 法務部 臺南市 臺南市兌悅文化推廣協會
兌悅里元宵蔬食料理DIY暨反毒

政令宣導活動
110.2.21 10,000

21 法務部 彰化縣 彰化縣太平國際同濟會

全民快樂健走GOGOGO暨各會及

社區親子趣味競賽運動大會暨

防火宣導、青少年反毒、反暴

力、反飆車、家庭暴力防治、

兒少保護宣導活動暨公益園遊

會

109.12.24 50,000

22 法務部 台北市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法

律服務社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院第81期

法律服務隊
110.1.20 38,000

23 法務部 台北市
中華全民生活休閒運動推

廣協會

第五屆全民樂活 fun輕鬆 關懷

社會愛心公益音樂日暨反毒宣

導

110.1.20 15,000

24 法務部 台北市
中華藝術文化數位動漫海

外推廣協會

2021關懷社會 用愛分享公益表

演活動暨反毒宣導
110.1.20 15,000

25 法務部 台北市 中華仁德推廣協會
第二屆反毒、居家照顧推廣暨

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10.1.18 15,000

26 法務部 基隆市 中華民國天使心關懷協會
2021全國健康校園藝術節 反毒

宣導計畫
110.2.3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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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法務部 台北市 中華文化觀光交流愛心協會
第二屆愛與關懷公益表演活動

暨反毒宣導
110.2.4 15,000

28 法務部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愛鄉協會
110年環保節能減碳反毒宣導活

動
110.2.3 10,000

29 法務部 新北市
臺灣客家語言文化農業推

廣協會

第二屆台灣客家語言文化交流

活動暨反毒宣導
110.2.17 10,000

30 法務部 新北市
中華民國道家純真炁功文

化協會

第二屆健康吃快樂動樂活人生

暨預防詐騙反毒宣導
110.2.20 10,000

31 法務部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國際青年商會
女力崛起-看見青商女性身影暨

老人婦幼福利、反詐宣導
110.2.27 20,000

32 法務部 台北市
台灣原住民族部落藝能產

業協會

第三屆有原相聚 多原愛心 原

住民族文化公益表演活動
110.3.2 15,000

33 法務部 桃園市 桃園市劇場藝術聯盟
青春舞young-飛越舞集暨反

毒、婦幼福利宣導
110.3.9 20,000

34 法務部 台北市 中華民國象棋文化協會
拒絕毒害‧優質學習-第十八屆

春暉盃台北市學生象棋錦標賽
110.3.15 20,000

35 法務部 桃園市 桃園市陳炳團慈善聯盟
年華不染暨性騷擾防治、老人

婦幼福利宣導
110.3.18 10,000

36 法務部 台北市 中華浪漫銀髮族協會

第二屆弘揚敬老新風氣 關懷弱

勢銀髮族公益表演活動暨反毒

宣導

110.3.18 10,000

37 法務部 新北市 新北市文化發展協會
110年人間有愛居家照顧推廣暨

反毒、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10.3.18 10,000

38 法務部 台北市 亞洲肚皮舞總會
第四屆舞藝超群 舞向未來 關懷

社會公益活動暨反毒宣導活動
110.3.22 10,000

39 法務部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藝術造村發展

協會

第二屆兒少保護反毒宣導就業

安全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110.3.24 10,000

40 法務部 彰化市
社團法人彰化縣創新創業

協會
青年創新植樹健康反菸毒淨山環

保教育總動員活動
110.4.1 10,000

41 法務部 桃園市 桃園市龍潭國際青年商會

印象龍潭 親子彩繪音樂節 關

懷弱勢 職涯發展 反毒反詐宣

導活動

110.4.7 20,000

42 法務部 台北市
台灣有愛無礙藝術文化協

會

讓愛循環公益表演活動暨反毒

宣導
110.4.8 15,000

43 法務部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跆拳道協進會

2021第11屆玉山盃全國跆拳道

品勢錦標賽暨反毒反詐騙宣導

活動

110.4.13 20,000

44 法務部 台南市
台南市南區大恩社區發展

協會

大恩音樂文化饗宴暨全民反毒

宣導活動
110.5.3 16,000

45 法務部 苗栗縣
社團法人台灣國際美容美

髮學術技術交流協會

2021年美容美髮企業創新、全

民拒毒、節能減碳、營業衛生

管理、政令宣導會活動

110.1.18 20,000

46 法務部 台北市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推廣暨

法治教研究社)
2021臺大法律生活營 110.1.20 30,916

47 法務部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服務社 《死刑重量的重量》講座活動 110.3.15 2,830

48 法務部 台北市
中華漫畫人文藝術發展協

會

漫遊高雄．畫我港都 漫畫比賽

頒獎活動
110.3.15 50,000

49 法務部 台中市
社團法人中華文創發展交

流協會
「多元族群宣導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法律講座暨法律宣導活
110.3.17 8,000

50 法務部 台北市
中華文化民俗運動推廣協

會

第四屆薪傳文化 民俗技藝大賞

關懷社會公益活動暨反毒宣導
110.4.19 10,000

51 法務部 台北市
國際中和醫派健康管理總

會

第三屆全民動起來 樂活一夏

愛心公益日暨反毒宣導
110.8.20 10,000

註:

3.若主管機關彙總本機關及所屬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執行情形，則本表以OO主管表達﹔反之，則以OO機關列示。

4.本表請以可搜尋之檔案格式(如excel、pdf或開放文件格式)按季公開至機關官方網站。

1.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第7點規定辦理。

2.「核准日期」及「補(捐)助金額(含累積金額)」係指補(捐)助案件之核定日期及核定金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