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千元是 否
          97,977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天一大旅社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設置性剝削緊急短期收容中心費用 台灣展翅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707 有 台灣展翅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063 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13 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602 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56 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56 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743 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56 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671 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53 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55 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中華熱心發展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35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中華熱心發展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34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中華熱心發展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45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中華熱心發展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36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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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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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力人關係促進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73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力人關係促進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65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力人關係促進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29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力人關係促進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15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0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5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5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5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5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5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5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5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5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5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5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32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15 無  V第2頁，共15頁



是 否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

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38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24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5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790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754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806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840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739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767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華人身心倍思特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華人身心倍思特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及性剝削服務方案設施設備費用 社團法人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9 有 社團法人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52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693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18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9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045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V第3頁，共15頁



是 否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

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95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10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16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05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38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389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82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634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23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40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945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31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52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43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25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72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05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V第4頁，共15頁



是 否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

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72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36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79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12              有 社團法人新北市湧泉社會服務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個案未成年子女監督會面場所費用 社團法人榮欣社會福利服務促進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26              有 社團法人榮欣社會福利服務促進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個案未成年子女監督會面場所費用 社團法人榮欣社會福利服務促進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100           有 社團法人榮欣社會福利服務促進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個案未成年子女監督會面場所費用 社團法人榮欣社會福利服務促進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86              有 社團法人榮欣社會福利服務促進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個案未成年子女監督會面場所費用 社團法人榮欣社會福利服務促進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71              有 社團法人榮欣社會福利服務促進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個案未成年子女監督會面場所費用 社團法人榮欣社會福利服務促進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94              有 社團法人榮欣社會福利服務促進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個案未成年子女監督會面場所費用 社團法人榮欣社會福利服務促進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045           有 社團法人榮欣社會福利服務促進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及性剝削服務方案設施設備費用 社團法人榮欣社會福利服務促進協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00              有 社團法人榮欣社會福利服務促進協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拾慧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93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拾慧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60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拾慧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34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拾慧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79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拾慧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08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拾慧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33              無  V第5頁，共15頁



是 否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

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拾慧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40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拾慧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57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85              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28              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85              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85              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76              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74              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887              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03              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76              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09              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65              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84              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                  有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42              有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3                有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V第6頁，共15頁



是 否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

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56              有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9                  有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4                有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78              有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65              有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70                有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4                有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914           有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097           有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514           有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811              有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80              有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及性剝削服務方案設施設備費用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60                有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財團法人加惠心理諮商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91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財團法人加惠心理諮商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44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財團法人加惠心理諮商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29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財團法人加惠心理諮商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40              無  V第7頁，共15頁



是 否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

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5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30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48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47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1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5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8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14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17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25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26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35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設置性剝削緊急短期收容中心費用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50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及性剝削服務方案設施設備費用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917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及性剝削服務方案設施設備費用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17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及性剝削服務方案設施設備費用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917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及性剝削服務方案設施設備費用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639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V第8頁，共15頁



是 否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

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07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287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768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759           有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56              有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73                有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44              有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65                有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11              有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523           有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07              有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44              有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54              有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144           有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56              有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64              有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北區辦事處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15              有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北區辦事處  V第9頁，共15頁



是 否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

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北區辦事處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10              有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北區辦事處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北區辦事處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11              有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北區辦事處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北區辦事處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667              有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北區辦事處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北區辦事處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90                有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北區辦事處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北區辦事處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405           有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北區辦事處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北區辦事處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10              有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北區辦事處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北區辦事處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10              有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北區辦事處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附設澎湖縣私立家扶希望學園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                  有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附設澎湖縣私立家扶希望學園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74              有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30              有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74              有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37              有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74              有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74              有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741              有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74              有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13              有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V第10頁，共15頁



是 否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

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74              有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74              有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及性剝削服務方案設施設備費用 財團法人旭立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00              有 財團法人旭立文教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徐O蘭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基隆市私立基督教信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6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基隆市私立基督教信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基隆市私立基督教信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73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基隆市私立基督教信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2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基隆市私立基督教信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30              有 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2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2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97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77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44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567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第11頁，共15頁



是 否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

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614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638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08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71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個案追蹤輔導支持性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90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8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97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18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02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336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68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666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702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70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第12頁，共15頁



是 否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

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714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701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047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572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838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676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872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67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67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12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94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92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060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60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39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59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進駐新北地方法院處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37              有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V第13頁，共15頁



是 否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

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慈心護理之家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41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個案及其子女庇護安置費用 慈心護理之家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0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養心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78                有 養心心理治療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養心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12              有 養心心理治療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養心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11              有 養心心理治療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養心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99              有 養心心理治療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養心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77              有 養心心理治療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養心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38              有 養心心理治療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養心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29              有 養心心理治療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養心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350              有 養心心理治療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養心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38              有 養心心理治療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養心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46              有 養心心理治療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養心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13              有 養心心理治療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本市監護保護個案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養心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07              有 養心心理治療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及性剝削服務方案設施設備費用 養心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70                有 養心心理治療所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醫療財團法人徐00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42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醫療財團法人徐00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37              無 V第14頁，共15頁



是 否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

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醫療財團法人徐00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40              無 V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及相關補助事項費用 醫療財團法人徐00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38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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