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台幣元

公 益 支 出 臺中分公司
台中港區商業繁榮促進會辦理「祈安

佑民中元法會暨港埠業務宣導」活動
20,000 101.10.03

臺中分公司
臺中市大肚後備憲兵忠貞協會辦理

「101年度捐血活動」
20,000 101.10.03

基隆分公司 米倉社區中秋活動摸彩品 988 101.10.04

基隆分公司 訊塘里中秋政策宣導活動摸彩品 1,280 101.10.04

基隆分公司 八里區公所舉辦中秋聯歡晚會摸彩品 980 101.10.04

基隆分公司 基隆市中正區港通里中秋節聯歡會 20,000 101.10.04

基隆分公司
基隆市中山區和平社區發展協會中秋

節聯歡活動
20,000 101.10.05

高雄分公司 慰問港區單身無依老人中秋節月餅款 9,471 101.10.11

臺中分公司
梧棲區南簡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月餅飄

香送溫情暨推展港務宣導等活動
20,000 101.10.12

臺中分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安仁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月餅飄香送溫情人文關懷暨推展港務

宣導等活動

20,000 101.10.15

臺中分公司

清水區西社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1年

度社區關懷弱勢族群福利暨港務宣導

活動」

20,000 101.10.15

臺中分公司
臺中縣清水鎮海風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101年度淨溪暨港務宣導活動
20,000 101.10.15

高雄分公司
漁光里101年度中秋節里民聯歡暨政令

宣導活動
20,000 101.10.16

高雄分公司 港正里辦公處睦鄰活動 20,000 101.10.16

高雄分公司
南區鯤鯓里辦理101年賞月團圓晚會暨

政令宣導活動
20,000 101.10.19

高雄分公司
安平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舉辦101年度中

秋烤肉聯歡晚會
20,000 101.10.22

臺中分公司

臺中市清水鎮社區關懷協會辦理101年

度全民感恩月光晚會歡樂中秋佳節暨

節約用能源活動

20,000 10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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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分公司
臺中市環保義工協會辦理中秋團圓歡

親子同樂趣味競賽等活動
20,000 101.10.23

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復興氣功促進會活動 20,000 101.10.23

臺中分公司
臺中市群禮協會辦理「幸福的月光-中

秋節關懷弱勢族群活動」
20,000 101.10.25

臺中分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楊厝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101年度樂活銀髮族健康講座暨臺中港

港務宣導活動

20,000 101.10.25

高雄分公司
台南市南區鯤鯓里101年辦理重陽節活

動
20,000 101.10.26

高雄分公司 港口里辦公處睦鄰活動 20,000 101.11.01

高雄分公司 港後里辦公處睦鄰活動 20,000 101.11.01

高雄分公司 小港里辦公處睦鄰活動 20,000 101.11.01

基隆分公司 社區101年九九重陽聯歡會 30,000 101.11.02

臺中分公司
臺中市清水幸福關懷協會辦理港務宣

導等活動
20,000 101.11.02

高雄分公司
澎湖縣湖西鄉龍門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港區安全宣導暨重陽敬老餐會活動
20,000 101.11.07

高雄分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社區發展協會辦

理港務災防宣導
20,000 101.11.07

臺中分公司
臺中縣清水鎮海濱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建國101年重陽敬老尊親等活動」
20,000 101.11.08

臺中分公司

臺中縣松柏獅子會辦理「第十屆台中

港區千人提倡節能省電、反毒、反飆

車、反霸凌親子健行活動暨臺中港港

務業務宣導」活動

20,000 101.11.08

臺中分公司

臺中市沙鹿區興安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九九重陽敬老尊賢聯歡暨臺中港務

業務宣導活動」

20,000 101.11.09

臺中分公司

臺中縣清水鎮四塊厝社區發展協會辦

理「99重陽節敬老關懷獨居老人等活

動」

20,000 10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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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分公司

臺中縣中港後備憲兵荷松協會辦理

「101年幹部研習暨牛罵頭文化親子

行」活動經費

20,000 101.11.16

臺中分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博愛關懷協會辦理101年

度社區成人義診活動
20,000 101.11.22

臺中分公司
臺中市九一九救援協會辦理防災宣導

等活動
20,000 101.11.22

臺中分公司
臺中縣龍井鄉藝術文化交流協會辦理

101年度歡欣關懷溫馨敬老等活動
20,000 101.11.23

臺中分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太極養生拳路推廣協會

辦理太極養生拳路成果發表會暨臺中

港業務宣導活動

20,000 101.11.23

高雄分公司 港興里辦公處睦鄰活動 20,000 101.11.23

臺中分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中興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101年度慶中秋及老人健康暨節能減碳

宣導活動

20,000 101.11.29

臺中分公司
臺中縣沙鹿鎮西勢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九九重陽敬老聯誼活動
20,000 101.12.03

臺中分公司

臺中縣清水鎮文昌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重陽節關懷老人健康講座、宣導臺

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活動

20,000 101.12.05

高雄分公司 港南里辦公處睦鄰活動 20,000 101.12.11

臺中分公司

臺中市養身拳道推廣協會辦理「社區

自強聯誼暨支持電源開發、推展港務

宣導活動」

20,000 101.12.13

臺中分公司

臺中縣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辦理

「2012年全國太極拳心法研習營活

動」

20,000 101.12.13

臺中分公司
臺中縣清水鎮高美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活動
20,000 101.12.17

臺中分公司

國際獅子會300-C2區臺中市緣馨獅子

會辦理「台中港區社服一日父母愛心

活動暨提倡節碳、港務宣導活動」

20,000 10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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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分公司 港口里辦公處睦鄰活動 20,000 101.12.24

高雄分公司 四鯤鯓震靈殿廟會活動 20,000 101.12.25

臺中分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頂寮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大家作伙來做紅龜探親子文化活

動」

20,000 101.12.25

高雄分公司
職業試探教育-港埠知識學習營校外參

訪
19,000 101.12.26

高雄分公司
辦理職業試探教育-港埠知識學習營校

外參訪費用
18,000 101.12.26

總公司 前鎮區平等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1.12.28

臺中分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興農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樂活興農祥和家康活動庭親子健行

活動」

20,000 101.12.28

臺中分公司

臺中縣社區福利共創協會辦理「銀髮

族健康長青學習成長營暨節能減碳等

活動」

20,000 101.12.28

臺中分公司

臺中縣高美溼地生態環境永續發展協

會辦理「義剪送暖暨節能減碳宣導等

活動」

20,000 101.12.28

臺中分公司

臺中市梧棲文化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關懷社區單身老人及弱勢族群暨港

務宣導活動」

20,000 101.12.28

臺中分公司

臺中縣龍井鄉老人會辦理「101年健康

講座及老人才藝表演暨支持電源開發

宣導活動」

20,000 101.12.28

1,099,719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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