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日期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 受補助對象
受補助對象

所在縣市別
 補助金額

    1,150,000

1 108/10/04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清水福德長青會辦理「愛心慶中秋暨社會福利業

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清水福德長青會 台中市 10,000

2 108/10/05 會費、捐助與分攤
(108/第4次)(鳳源里)「九九重陽節老人聯誼暨港業務環

保」敦親睦鄰費
高雄市小港區鳳源里 高雄市 20,000

3 108/10/05 會費、捐助與分攤
(108/第2次)(鳳森里)「重陽敬老餐會暨港區週邊交通安

全宣導」敦親睦鄰費
高雄市小港區鳳森里 高雄市 20,000

4 108/10/07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清水老人會辦理「關懷老人健康講座暨宣導臺中

港務業務」活動
臺中市清水老人會 台中市 10,000

5 108/10/09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縣梧棲鎮教育會辦理「108年度臺中市梧棲區慶祝教

師節資深優良教師表揚暨推展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縣梧棲鎮教育會 台中市 10,000

6 108/10/09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梧棲區維善關懷協會辦理「關懷社區老人暨港務

宣導」活動
臺中市梧棲區維善關懷協會 台中市 10,000

7 108/10/15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沙鹿區鹿寮社區發展協會辦理「中秋月圓、佳節

思親～月餅代表社情暨港務業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沙鹿區鹿寮社區發展協會 台中市 10,000

8 108/10/16 會費、捐助與分攤
補助臺南市安平區公所辦理「億載里108年中秋節里民聯

歡晚會暨政令宣導活動」
臺南市安平區公所 臺南市 20,000

9 108/10/16 會費、捐助與分攤
補助安平區公所辦理國平里「108年中秋節里民聯歡晚會

暨政令宣導活動」
臺南市安平區公所 臺南市 20,000

10 108/10/16 會費、捐助與分攤
(108/第2次)(港后里)「鄰長及志工南投自強活動暨宣導

港區週邊安全教育」敦親睦鄰費
高雄市小港區港后里 高雄市 20,000

11 108/10/16 會費、捐助與分攤 花蓮縣永安石友會石趣天成會員展 花蓮縣永安石友會 花蓮縣 10,000

12 108/10/17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沙鹿區鹿峰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慶祝中秋晚會暨

宣導港務業務」活動
臺中市沙鹿區鹿峰社區發展協會 台中市 10,000

13 108/10/17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南社聖母發展協會辦理「108年度愛鄰守護、登革

熱防治、社會福利暨港務業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南社聖母發展協會 台中市 10,000

14 108/10/17 會費、捐助與分攤
補助臺南市南區區公所辦理「鯤鯓里108年鯤鯓心、中秋

情~賞月團圓晚會暨政令及節水節電宣導活動」
臺南市南區區公所 臺南市 20,000

15 108/10/17 會費、捐助與分攤
補助臺南市南區區公所辦理「彰南里108年辦理彰南情、

中秋心親子圍爐暨政令宣導活動」
臺南市南區區公所 臺南市 20,000

16 108/10/17 會費、捐助與分攤
補助臺南市安平區公所辦理「漁光里108年天公壇中元普

渡暨弱勢家戶物資發放活動暨政令宣導」
臺南市安平區公所 臺南市 20,000

17 108/10/17 會費、捐助與分攤
補助臺南市安平區公所辦理「漁光里108年中秋節里民聯

歡晚會暨政令宣導」
臺南市安平區公所 臺南市 20,000

18 108/10/21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清水區文昌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重陽節關懷老人

健康講座、宣導臺中港務業務」活動
臺中市清水區文昌社區發展協會 台中市 10,000

19 108/10/21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龍井瑜珈協會辦理「關懷弱勢團體、推動高齡者

健身暨推展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龍井瑜珈協會 台中市 10,000

20 108/10/21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清水區海風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度淨溪暨臺

中港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清水區海風社區發展協會 台中市 10,000

21 108/10/22 會費、捐助與分攤
中市梧棲區海興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慶祝重陽節模範老

人表揚暨節約用電、推展港務宣導」活動
中市梧棲區海興社區發展協會 台中市 10,000

22 108/10/23 會費、捐助與分攤
(108/第2次)(港口里)「108年度鄰長志工文康聯誼暨港

區週邊安全教育宣導」敦親睦鄰費
高雄市小港區港口里 高雄市 20,000

23 108/10/23 會費、捐助與分攤
(108/第2次)(小港里)「108年度健行及節能減碳宣導暨

港區週邊安全教育活動」敦親睦鄰費
高雄市小港區港口里 高雄市 20,000

24 108/10/24 會費、捐助與分攤 基隆市中山區和平社區發展協會108年中秋聯歡會活動 基隆市中山區和平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 20,000

交通部主管營業基金對社會團體、人民團體、財團法人、縣市政府及個人之獎補助費明細表-108年度第4季

 單位：新臺幣元

交通部主管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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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主管營業基金對社會團體、人民團體、財團法人、縣市政府及個人之獎補助費明細表-108年度第4季

 單位：新臺幣元

25 108/10/24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龍井區龍泉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戶政便民措施及

人口政策講座暨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龍井區龍泉社區發展協會 台中市 10,000

26 108/10/24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梧棲區南簡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南得簡單愛-中秋

月餅飄香送溫情暨社區聯歡晚會節約用電、天然氣使用

安全及推展台中港業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梧棲區南簡社區發展協會 台中市 10,000

27 108/10/25 會費、捐助與分攤
(108/第2次)(港興里)「志工媽媽文康參訪暨宣導港區週

邊安全教育」敦親睦鄰費
高雄市小港區港興里 高雄市 20,000

28 108/10/25 會費、捐助與分攤
補助臺南市安平產業園區廠商協進會辦理「108年度中秋

節觀星望月廠商聯歡晚會」
臺南市安平產業園區廠商協進會 臺南市 20,000

29 108/10/25 會費、捐助與分攤 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宣導暨關懷社區老人活動睦鄰款 澎湖縣湖西鄉尖山社區發展協會 澎湖縣 20,000

30 108/10/28 會費、捐助與分攤
(108/第2次)(鳳興里)「重陽節敬老尊賢美德暨宣導強化

港區周邊安全觀念」敦親睦鄰費
高雄市小港區鳳興里 高雄市 20,000

31 108/10/28 會費、捐助與分攤
花蓮縣靚魅力健康排舞協會108年中秋月圓人圓舞蹈聯合

展演
花蓮縣靚魅力健康排舞協會 花蓮市 10,000

32 108/10/29 會費、捐助與分攤
補助臺南市南區區公所辦理「108年度重陽節聚餐晚會及

政令宣導活動」經費
臺南市南區區公所 臺南市 20,000

33 108/10/30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大肚區營埔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重陽敬老關

懷老人及弱勢團體暨港務業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大肚區營埔社區發展協會 台中市 10,000

34 108/10/31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大肚區大肚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度臺中市大

肚區大肚里中秋節聯歡晚會暨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大肚區大肚社區發展協會 台中市 10,000

35 108/10/31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大肚區大東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度老人健康

講座暨港務業務宣傳」活動
臺中市大肚區大東社區發展協會 台中市 10,000

36 108/10/31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海線文化關懷協會辦理「港洲盃趣味棒壘球賽暨

宣導托育升級紅不讓、節能減碳、港務業務及乾淨能源

政令宣導」活動

臺中市海線文化關懷協會 台中市 10,000

37 108/10/9 會費、捐助與分攤
2019黑潮暑假-海洋環境教育活動(財團法人黑潮海洋文

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花蓮市 10,000

38 108/11/05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沙鹿區福興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度重陽節關

懷老人及弱勢團體暨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沙鹿區福興社區發展協會 台中市 10,000

39 108/11/05 會費、捐助與分攤
補助臺南市安平區公所辦理漁光里「108年重陽節敬老餐

敘暨政令宣導活動」經費
臺南市南區區公所 臺南市 20,000

40 108/11/08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縣清水鎮福德老人會辦理「台中市清水區108年度重

陽盃槌球邀請賽暨港埠業務宣導」活動
臺中縣清水鎮福德老人會 台中市 10,000

41 108/11/11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環保義工協會辦理「九九重陽節，濃濃敬老情暨

臺中港務分公司業務介紹宣導」活動
臺中市環保義工協會 台中市 10,000

42 108/11/13 會費、捐助與分攤 補助中華民國小型足球協會活動經費 中華民國小型足球協會 新北市 20,000

43 108/11/13 會費、捐助與分攤
中華民國大庄浩天宮媽祖文化交流協會辦理「重陽弘孝

熱血你和我暨港埠業務宣導」活動

中華民國大庄浩天宮媽祖文化交流

協會
台中市 10,000

44 108/11/14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梧棲區文化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長壽俱樂部『長

長久久，有您真好』關懷弱勢老人暨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梧棲區文化社區發展協會 台中市 10,000

45 108/11/14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仁澤慈善會辦理「關懷社區弱勢老人暨港務宣

導」活動
臺中市仁澤慈善會 台中市 10,000

46 108/11/18 會費、捐助與分攤 補助新竹縣原住民族青年發展協會活動經費 新竹縣原住民族青年發展協會 新竹縣 20,000

47 108/11/20 會費、捐助與分攤
(108/第3次)(小港里)舉辦「志工文化觀摩暨港區週邊安

全教育活動」敦親睦鄰費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里 高雄市 20,000

48 108/11/21 會費、捐助與分攤
2019年我愛花蓮 花蓮加油愛心園遊會(花蓮縣基督教宣

教士差會)
花蓮縣基督教宣教士差會 花蓮市 10,000

49 108/11/21 會費、捐助與分攤 108年慈惠心 感恩情(花蓮縣私立慈惠愛心基金會) 花蓮縣私立慈惠愛心基金會 花蓮市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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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8/11/29 會費、捐助與分攤 憶緬先民水 震災難弔念追思音樂會藝文活動 花蓮客家采風樂舞演藝團 花蓮市 10,000

51 108/11/7 會費、捐助與分攤 補助「2019第七屆傑人盃跳棋比賽」活動經費 臺中市仁愛國際傑人會 臺中市 20,000

52 108/12/03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高西里長壽協會辦理「108年度高西里節電說明會

暨港務業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高西里長壽協會 台中市 10,000

53 108/12/03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清水區高北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度高北社區

節電說明會暨港務業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清水區高北社區發展協會 台中市 10,000

54 108/12/05 會費、捐助與分攤
108年度重陽敬老-阿公阿婆樂開懷暨水域安全教育宣導

活動睦鄰款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社區發展協會 澎湖縣 20,000

55 108/12/09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高美樂齡老人協會辦理「108年度高美里節電說明

會暨港務業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高美樂齡老人協會 台中市 10,000

56 108/12/10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群愛慈善會辦理「愛心捐血暨港務業務宣導」活

動
臺中市群愛慈善會 台中市 10,000

57 108/12/10 會費、捐助與分攤
(108/第3次)(港口里)「108年度鄰長志工文康聯誼暨港

區週邊安全教育宣導」敦親睦鄰費
高雄市小港區港口里 高雄市 20,000

58 108/12/10 會費、捐助與分攤
(108/第4次)(小港里)「108年寒冬送暖暨港區週邊安全

教育」敦親睦鄰費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里 高雄市 20,000

59 108/12/2 會費、捐助與分攤 2019第四屆原住民盃-全國舞蹈大賽 東岸文化結合藝術協會 花蓮市 10,000

60 108/12/20 什項費用-公益支出 委請花蓮市公所發放公益急難救助金 花蓮市公所 花蓮市 110,000

61 108/12/23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中市清水區高西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度高西社區

節電說明會暨港務業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清水區高西社區發展協會 台中市 10,000

62 108/12/24 會費、捐助與分攤
補助臺南市南區區公所辦理鯤鯓里辦公處「鯤鯓里志義

工聯歡晚會」暨政令宣導活動。
臺南市南區區公所 臺南市 20,000

63 108/12/25 會費、捐助與分攤 花蓮縣智障福利協進會辦理108年CRPD5週年 花蓮縣智障福利協進會 花蓮市 10,000

64 108/12/25 會費、捐助與分攤 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辦理希望列車 夢想啟動活動補助 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花蓮市 10,000

65 108/12/25 什項費用-公益支出
寒冬送暖捐助黎明、畢士大、家扶、創世及美崙啟能等

單位

黎明、畢士大、家扶、創世及美崙

啟能
花蓮市 50,000

66 108/12/26 會費、捐助與分攤 109年太平洋馬拉松花蓮市公所 花蓮市公所 花蓮市 20,000

67 108/12/26 會費、捐助與分攤
108年喜慶雙十 友愛無礙社團法人花蓮縣肢體傷殘福利

協進會

社團法人花蓮縣肢體傷殘福利協進

會
花蓮市 10,000

68 108/12/31 會費、捐助與分攤 臺南市東區圍下社區發展協會會員大會 臺南市東區圍下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 20,000

69 108/12/31 會費、捐助與分攤 朝員關懷協會(1萬元)活動已申請 臺中市朝員關懷協會 台中市 10,000

70 108/12/31 會費、捐助與分攤 大庄里守望相助推行委員會(2萬)活動已申請
臺中市梧棲區大庄里守望相助推行

委員會
台中市 20,000

71 108/12/31 會費、捐助與分攤 108年聖誕「舞靈」之夜暨歲末職歡晚會 花蓮縣國際運動舞蹈協會 花蓮縣 10,000

72 108/12/31 會費、捐助與分攤 2019第二屆搖滾市集 Second Life樂團 花蓮市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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