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元

項次 日期
工作計畫/科

目名稱
補助事項 補助對象

補助對象

所在縣市別
補助金額

       484,952

1 104/07/01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臺中市龍興慈善協會辦理「心手相連捐血暨臺中港

港務業務宣導廣告活動」經費
臺中市龍興慈善協會 臺中市         10,000

2 104/07/01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臺中市清水區清水社區發展協會辦理「端午佳節粽

香愛心暨節約用電、臺中港務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市清水區清水社區發

展協會
臺中市         10,000

3 104/07/06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社團法人臺中市身心障礙勵進協會辦理「勵進盃親

子槌球邀請賽暨港務宣導活動」經費

社團法人臺中市身心障礙

勵進協會
臺中市         10,000

4 104/07/06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臺中市清水區下湳社區發展協會辦理「端午佳節粽

香愛心活動及節約用電宣導暨港務宣導」經費

臺中市清水區下湳社區發

展協會
臺中市         10,000

5 104/07/06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臺中市龍井區新東社區發展協會辦理「粽香情意、

幸福社區活動」經費

臺中市龍井區新東社區發

展協會
臺中市         10,000

6 104/07/13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臺中市大肚區追分婦女才藝成長協會辦理「104年

度社區文化觀摩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市大肚區追分婦女才

藝成長協會
臺中市         10,000

7 104/07/13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臺中市忘憂草女性成長協會辦理「肉粽飄香送溫情

~人文關懷暨臺中港務分公司業務介紹宣導活動」

臺中市忘憂草女性成長協

會
臺中市         10,000

8 104/07/13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高雄市小港區港口里辦公處舉辦104年度防治登革

熱及志工打掃清潔活動第1次申請

高雄市小港區港口里辦公

處
高雄市         20,000

9 104/07/14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南威花苑公司104敦親睦鄰-社區贈春聯活動搭帳篷

費用
南威花苑公司 高雄市          4,952

10 104/07/15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高雄市小港區港興里辦公處鄰長暨里民施政建設及

節能減碳宣導第1次申請

高雄市小港區港興里辦公

處
高雄市         20,000

11 104/07/16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補助臺中市大肚區婦女關懷協會辦理「104年度老

人福利愛心關懷弱勢宣導暨節約能員宣導會」活動

臺中市大肚區婦女關懷協

會
臺中市         10,000

12 104/07/16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端午節粽葉飄香活動睦鄰款

澎湖縣湖西鄉尖山社區發

展協會
澎湖縣         20,000

13 104/07/17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高雄市小港區鳳源里辦公處舉辦志工會員聯誼暨關

懷老人生活宣導第1次申請

高雄市小港區鳳源里辦公

處
高雄市         20,000

14 104/07/21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台中縣家庭福利推展協會辦理「端午快樂老人粽香

飄情活動」及港務宣導經費
台中縣家庭福利推展協會 臺中縣         10,000

15 104/07/23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贊助財團法人陽明海運文化基金會舉辦2015基隆童

話藝術節費用

財團法人陽明海運文化基

金會
台北市         50,000

16 104/07/29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臺中市大肚中華外內丹功運動協會辦理「104年推

展全民運動戶外演示外丹功漢導引暨宣導港務業務

活動」經費

臺中市大肚中華外內丹功

運動協會
臺中市         10,000

17 104/08/04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高雄市小港區鳳興里辦公處舉辦會員志工聯誼暨環

保宣導活動第1次申請

高雄市小港區鳳興里辦公

處
高雄市         20,000

18 104/08/06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補助臺中市全人幸福促進協會辦理「愛健康.好芳

髮」活動經費
臺中市全人幸福促進協會 臺中市         10,000

19 104/08/10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臺中市大肚區成功社區發展協會辦理「成功社區環

保志工隊廍子社區文化觀摩曁支持港務業務宣導活

動」經費

臺中市大肚區成功社區發

展協會
臺中市         10,000

20 104/08/25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臺中市鰲峰人文發展協會辦理「2015樂遊清水藝樹

村曁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市鰲峰人文發展協會 臺中市         10,000

21 104/08/26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臺中市梧棲區宇宙健身操協會辦理「關懷社區老人

暨港務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市梧棲區宇宙健身操

協會
臺中市         10,000

22 104/08/27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高雄市小港區港墘里辦公處舉辦鄰長志工幹部聯誼

活動第2次申請

高雄市小港區港墘里辦公

處
高雄市         20,000

23 104/09/14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辦理「南部文化與全民國防教育暨節能減碳宣導活

動」經費
臺中市大肚青溪協會 臺中市         10,000

24 104/09/14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辦理「愛在飛揚88節親子活動社區文化觀摩曁支持

港務業務宣導」經費
臺中市天空之美關懷協會 臺中市         10,000

25 104/09/15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辦理「104年度淨溪暨臺中港港務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市清水區海風社區發

展協會
臺中市         10,000

26 104/09/16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辦理「104年鄭子太極拳心法研習會講座」

臺中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

會
臺中縣         10,000

27 104/09/17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辦理「2015會員聯展暨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清溪文藝協會 臺中市         10,000

28 104/09/22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辦理「境外優良社區觀摩暨支持港務業務宣導活

動」

臺中市龍井區新庄社區發

展協會
臺中市         10,000

29 104/09/24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辦理「捐血結好緣、有愛喜洋洋公益活動」

臺中市梧棲後備憲兵荷松

協會
臺中市         10,000

30 104/09/24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辦理「臺中市清水區青春三反系列賽-三對三籃球

鬥年賽」
臺中市運動休閒競技協會 臺中市         10,000

31 104/09/24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辦理「104年元極舞教學研習表演暨支持港務業務

宣導活動」
臺中市大肚區元極舞協會 臺中市         10,000

32 104/09/07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舉辦鄰長聯誼暨關懷志工健康活動第2次申請 小港區鳳源里辦公處 高雄市         20,000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部主管國營事業對社會團體、人民團體、財團法人、縣市政府及個人補捐助經費-104年度第3季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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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主管國營事業對社會團體、人民團體、財團法人、縣市政府及個人補捐助經費-104年度第3季彙總表

33 104/09/07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舉辦104年低收入中元普渡救濟活動第2次申請 小港區港明里辦公處 高雄市         20,000

34 104/09/22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舉辦敦親睦鄰市政參訪那瑪夏休閒一日遊第2次申

請
小港區港南里辦公處 高雄市         20,000

35 104/09/29
什項費用-

公益支出
舉辦九九重陽敬老餐會活動第2次申請 小港區鳳鳴里辦公處 高雄市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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