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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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0,000

1 106/10/2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大肚後備憲兵忠貞協會辦理「年度第三次愛

心捐血活動暨宣導臺中港務分公司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大肚後備憲兵忠貞協會 台中市           10,000

2 106/10/5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縣龍井鄉婦女會辦理【慶祝106年母親節「夫妻

和諧美、幸福萬里長」講座及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縣龍井鄉婦女會 台中市           20,000

3 106/10/5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雄鋒救助協會辦理「消防救災研習暨臺中港

務業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雄鋒救助協會 台中市           10,000

4 106/10/5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龍井區山腳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6年運動愛台

灣關懷新住民登山健行活動暨支持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龍井區山腳社區發展協

會
台中市           10,000

5 106/10/5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大肚山新住民關懷協會辦理「106年運動愛台

灣全民運動健行暨支持電源開發推展港務宣導」活

動

臺中市大肚山新住民關懷協會 台中市           10,000

6 106/10/5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梧棲區老人會辦理「關懷社區老人暨港務宣

導」活動
臺中市梧棲區老人會 台中市           10,000

7 106/10/6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梧棲後備憲兵荷松協會舉辦「熱血後憲樂活

梧棲暨臺中港業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梧棲後備憲兵荷松協會 台中市           10,000

8 106/10/6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縣梧棲鎮教育會辦理「106年度臺中市梧棲區慶

祝教師節資深優良教師表揚暨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縣梧棲鎮教育會 台中市           10,000

9 106/10/12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清水社區關懷協會辦理「106年度全民中秋晚

會暨港務業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清水社區關懷協會 台中市           10,000

10 106/10/13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基隆市中山區和平社區發展協會中秋節聯歡活動敦

親睦鄰補助款

基隆市中山區和平社區發展協

會
基隆市           20,000

11 106/10/16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清水區海風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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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06/10/17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梧棲區安仁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月餅飄香送

溫情、人文關懷支持電源開發、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梧棲區安仁社區發展協

會
台中市           10,000

13 106/10/17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社區發展協會補助睦鄰款項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社區發展協

會
馬公市           20,000

14 106/10/17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小港區小港里申請敦親睦鄰經費辦理106年度自然生

態參訪暨宣導港區週邊安全教育港務宣導活動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里 高雄市           20,000

15 106/10/19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花蓮縣花蓮市民運社區發展協會公益支出
花蓮縣花蓮市民運社區發展協

會
花蓮市           20,000

16 106/10/19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梧棲區健康操推廣協會辦理「健康操研習關

懷弱勢暨臺中港務業務宣傳」活動
臺中市梧棲區健康操推廣協會 台中市           10,000

17 106/10/23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梧棲區義勇服務協會辦理「義勇服務研習關

懷老人暨臺中港務業務宣傳」活動
臺中市梧棲區義勇服務協會 台中市           10,000

18 106/10/23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無極慈音會辦理「關懷弱勢老人暨港務宣

導」活動
臺中市無極慈音會 台中市           10,000

19 106/10/24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大肚區福山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6年福山社

區中秋節聯歡晚會暨節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大肚區福山社區發展協

會
台中市           10,000

20 106/10/25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清水區高東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重陽節敬老

暨港埠業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清水區高東社區發展協

會
台中市           10,000

21 106/10/30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高雄市小港區鳳鳴里辦公處辦理106年度九九重陽敬

老餐會暨港區周邊發展宣導活動
高雄市小港區鳳鳴里 高雄市           20,000

22 106/10/30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小港區港后里申請敦親睦鄰經費補助-辦理「106年

度中秋晚會聯誼暨港務宣導」活動
高雄市小港區港后里 高雄市           20,000

23 106/10/30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小港區港口里辦公處辦理「106年度鄰長及志工文康

活動及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高雄市小港區港口里 高雄市           20,000

24 106/11/1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小港區港興里辦理「志工媽媽文康參訪暨宣導港區

週邊安全教育活動」
高雄市小港區港興里 高雄市           20,000

25 106/11/2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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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清水區文昌社區發展協

會
台中市           10,000

26 106/11/2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臺中港區經濟繁榮促進會辦理「祈安佑民中

元法會暨港埠業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臺中港區經濟繁榮促進

會
台中市           20,000

27 106/11/2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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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106/11/2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大肚區大肚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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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106/11/2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清水區西社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6年度預防

家暴，活力社區，幸福西社暨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清水區西社社區發展協

會
台中市           10,000

30 106/11/2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國際獅子會300C2區臺中市緣馨獅子會辦理「2017年

台中港區社服『一日志工暨港務宣導」活動

國際獅子會300C2區臺中市緣

馨獅子會
台中市           10,000

31 106/11/6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清境環境保護協會辦理「106年乾淨海岸、節

約用電暨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清境環境保護協會 台中市           10,000

32 106/11/6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清水區中興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6年度慶中

秋及老人健康暨節能減碳、港務宣導」

臺中市清水區中興社區發展協

會
台中市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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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第4季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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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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第4季

33 106/11/6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大肚區大東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6年度老人

健康講座暨港務業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大肚區大東社區發展協

會
台中市           10,000

34 106/11/6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基隆市大沙灣經濟文化發展促進會基隆市大沙灣關

懷弱勢愛心送暖活動暨敬老健康講敦親睦鄰補助款

基隆市大沙灣經濟文化發展促

進會
基隆市            5,000

35 106/11/7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高雄市哨船頭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6年度中秋聯歡

晚會暨宣導港區週邊安全教育活動」睦鄰經費補助
高雄市哨船頭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           20,000

36 106/11/7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小港區小港里辦公處辦理「106年度健康慢跑暨宣導

港區週邊安全教育活動」睦鄰經費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里 高雄市           20,000

37 106/11/10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龍井區龍泉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6年度九九重

陽節敬老及社區居民量血壓健康諮暨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龍井區龍泉社區發展協

會
台中市           10,000

38 106/11/10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財團法人台灣省花蓮縣基督教宣教士差會附屬花蓮

畢士大教養院公益支出

財團法人台灣省花蓮縣基督教

宣教士差會附屬花蓮畢士大教

養院

花蓮市           10,000

39 106/11/14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梧棲區南簡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月餅飄香送溫

情、人文關懷暨節約用電、推展台中港務港務宣導

活動

臺中市梧棲區南簡社區發展協

會
台中市           10,000

40 106/11/15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環保義工協會辦理「重陽慶團圓，相揪來做

伙暨臺中港務分公司業務介紹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環保義工協會 台中市           10,000

41 106/11/15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身心障礙槌球運動推廣協會辦理「『快樂

盃』親子槌球邀請賽暨槌球推廣教學及港務宣導」

活動

臺中市身心障礙槌球運動推廣

協會
台中市           10,000

42 106/11/20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小港區鳳興里辦公處舉辦「慶祝重陽節暨環保宣

導」睦鄰經費
高雄市小港區鳳興里 高雄市           20,000

43 106/11/20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小港區鳳源里舉辦「鄰長、志工聯誼暨港務業務環

保宣導活動」睦鄰經費
高雄市小港區鳳源里 高雄市           20,000

44 106/11/20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小港區港南里「106年志工幹部、里民敦親睦鄰『文

康聯誼』暨宣導港區週邊安全教育活動」
高雄市小港區港南里 高雄市           20,000

45 106/11/20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小港區鳳森里辦公處舉辦「九九重陽節敬老餐會暨

港區周邊安全教育宣導」睦鄰經費
高雄市小港區鳳森里 高雄市           20,000

46 106/11/21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知音合唱團公益支出 花蓮市知音合唱團 花蓮市           10,000

47 106/11/21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附設花蓮縣私立黎明教

養院公益支出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附

設花蓮縣私立黎明教養院
花蓮市           10,000

48 106/11/21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梧棲區文化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重陽敬老節

『長長久久，有您真好』關懷老人活動暨港務宣

導」活動

臺中市梧棲區文化社區發展協

會
台中市           10,000

49 106/11/21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龍井瑜珈協會辦理「關懷弱勢團體、推動高

齡者健身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臺中市龍井瑜珈協會 台中市           10,000

50 106/11/22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壘球大聯盟協會辦理「2017第3屆港口盃慢速

壘球錦標賽暨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壘球大聯盟協會 台中市           20,000

51 106/11/23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身心障礙勵進協會舉辦「勵進盃」親子槌球

邀請賽暨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身心障礙勵進協會 台中市           10,000

52 106/11/23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台中縣清水鎮福德老人會辦理「重陽盃槌球邀請賽

暨港埠業務宣導活動」活動
台中縣清水鎮福德老人會 台中市           10,000

53 106/11/24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澎湖縣湖西鄉尖山社區發展協會補助睦鄰款項
澎湖縣湖西鄉尖山社區發展協

會
馬公市           20,000

54 106/11/27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財團法人花蓮縣私立慈惠愛心基金會公益支出
財團法人花蓮縣私立慈惠愛心

基金會
花蓮市           10,000

55 106/11/29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欣欣獅子會辦理「青少年創意，環保袋著走

暨臺中港務分公司業務介紹宣導」活動
臺中市欣欣獅子會 台中市           10,000

56 106/11/29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小港區港口里「106年度全里自強活動暨宣導港區週

邊安全教育活動」睦鄰經費
高雄市小港區港口里 高雄市           20,000

57 106/11/30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梧棲區頂寮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頂寮社區106

年頂魚寮公園文化意象暨港務業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梧棲區頂寮社區發展協

會
台中市           10,000

58 106/12/1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環保慈善會1辦理「中秋月圓人圓慶祝活動暨

港務業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環保慈善會 台中市           10,000

59 106/12/5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漁光里106年度中秋節里民聯歡晚會暨政令宣導活動 台南市漁光里 台南市           20,000

60 106/12/5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鯤鯓里鯤鯓心、中秋情-賞月團圓晚會暨政令及節水

節電宣導活動
台南市鯤鯓里 台南市           20,000

61 106/12/5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漁光里106年重陽敬老暨政令宣導活動 台南市漁光里 台南市           20,000

62 106/12/18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補助臺南市安平產業園區廠商聯合協進會106年度中

秋廠商聯歡晚會

臺南市安平產業園區廠商聯合

協進會
台南市           20,000

63 106/12/18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補助南區區公所鯤鯓里106年重陽節聚餐晚會暨政令

宣導活動
南區區公所鯤鯓里 台南市           20,000

64 106/12/20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沙鹿區鹿寮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鹿寮巡禮健

行暨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沙鹿區鹿寮社區發展協

會
台中市           10,000

65 106/12/21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大肚區山陽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愛家愛鄉土

全民環境教育暨節能減碳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大肚區山陽社區發展協

會
台中市           10,000

66 106/12/22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台中縣龍井鄉祥安促進協會舉辦「106年全民運動健

行暨支持電源開發推廣乾淨能源宣導」活動
台中縣龍井鄉祥安促進協會 台中市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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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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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助對象所

在縣市別
 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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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第4季

67 106/12/22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楊000女士急難救助補助費 楊000女士 台中市           10,000

68 106/12/22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捐助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辦理「前鎮區擴

建路側簡易綠美化工程」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        2,075,000

70 106/12/25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社團法人花蓮縣智障福利協進會「106年度『消除岐

視、做伙鬥陣來』」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宣導活動計

畫」

社團法人花蓮縣智障福利協進

會
花蓮市           10,000

71 106/12/25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花蓮縣東岸文化結合藝術協會辦理2017第二屆原住

民盃流行舞蹈大賽
花蓮縣東岸文化結合藝術協會 花蓮市           10,000

72 106/12/25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花蓮分事務所

「106年歲末寒冬送暖活動」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花蓮分事務所
花蓮市           10,000

73 106/12/25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蘇澳鎮公所2017蘇澳魚丸節公益睦鄰補助費用 蘇澳鎮公所 蘇澳鎮           20,000

74 106/12/25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花蓮市公所辦理慈愛基金、馬上關懷公益急難救助 花蓮市公所 花蓮市          100,000

75 106/12/25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劍舞羽球推廣協會辦理「推廣社區民眾運動

知能免費講座暨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市劍舞羽球推廣協會 台中市           10,000

76 106/12/25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臺中市民安促進協會舉辦「106金雞來報到，關懷弱

勢過好年」活動
臺中市民安促進協會 台中市           20,000

69 106/12/31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卓00與王00急難救助 卓00與王00急難救助 台中市           20,000

77 106/12/31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家扶中心及創世基金會寒冬送暖活動
家扶中心及創世基金會寒冬送

暖活動
花蓮市           40,000

78 106/12/31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黎明、畢士大及美崙啟能中心寒冬送暖活動 黎明、畢士大及美崙啟能中心 花蓮市           60,000

79 106/12/31 什項費用-捐助國內團體
公益睦鄰支出未及於106年度核銷請准予保留費用預

算

公益睦鄰支出未及於106年度

核銷請准予保留費用預算
花蓮市           30,000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