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議事業務-業務管理-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作為黨團(政團)辦公及一般所需

的費用
本市各黨政團 臺中市議會              752  無  V

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教

育文化-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參加102年度臺中市政府升旗

典禮活動表演計畫」
泰雅原舞工坊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12  無  V

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教

育文化-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參加第4屆全國原住民族語戲劇

競賽總決賽
臺中市原住民婦女權益促進會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20  無  V

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教

育文化-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參與第4屆全國原住民族語戲劇

競賽總決賽
臺中市原住民婦女權益促進會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20  無  V

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教

育文化-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102年全國原住民運動會-消耗性

健力比賽蹲舉衣
臺中市體育總會健力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20  無  V

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教

育文化-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原住民美食的文化聚會活動 臺中市原住民族公共政策研究社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20  無  V

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教

育文化-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2013中臺灣元宵節燈會「藝動山

海-原音之夜」活動

有限責任台中縣原住民環保清潔

服務勞動合作社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470  有

公開招標，得標廠

商：有限責任台中縣

原住民環保清潔服務

勞動合作社

 V

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教

育文化-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102年全國原住民運動會柔道項

目-柔道衣
臺中市體育總會柔道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20  無  V

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教

育文化-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102年度元旦升旗典禮
臺中市梨山地區原住民族發展協

會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85  無  V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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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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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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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教

育文化-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102年全國原住民運動會-田徑及

路跑項目選手培練實施計畫田徑

背心

臺中市立順立國民中學(轉發學

生)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20  無  V

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社

會福利-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102年度「和平區原住民族

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計畫」
財團法人水源地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33  無  V

研究發展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新住民客家藝文表演

臺中市東勢區新移民家庭關懷協

會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30  無  ｖ

研究發展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元宵節燈謎晚會

社團法人台中縣東勢國際青年商

會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70  無  ｖ

研究發展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民俗文化活動 臺中市客家文化協會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150  無  ｖ

研究發展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特色產業、文化藝術DIY 臺中市東勢舊鐵道文化協會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150  無  ｖ

研究發展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守望相助夜間巡守及交通管制

臺中市東勢區中寧里守望相助推

行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20  無  ｖ

研究發展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守望相助夜間巡守及交通管制

臺中市東勢區泰昌里守望相助推

行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20  無  ｖ

研究發展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守望相助夜間巡守及交通管制

臺中市東勢區新盛里守望相助推

行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20  無  ｖ

文教推廣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臺中縣少林武術協會

 102全國釣魚台盃客家武術少林

拳道錦標賽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20                             無  -  ｖ

文教推廣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臺中市東勢區東新社區發展協會 客家傳統米食介新味瑞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15                             無  -  ｖ

第 2 頁，共 91 頁



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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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文教推廣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臺中市親子關懷協會 客家鄉土語言教育培訓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30                             無  -  ｖ

文教推廣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臺中市東勢區興隆社區發展協會

102年興隆社區推廣傳統客家北

管八音技藝研習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20                             無  -  ｖ

文教推廣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臺中市東勢農民老人會

102年山城地區客家文化聯誼暨

推廣活動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30                             無  -  ｖ

文教推廣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臺中市寮下文化學會 客家歌謠合唱伴唱音樂(第一集)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40                             無  -  ｖ

文教推廣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臺中市東勢區東安社區發展協會

102年度東安社區推廣客家傳統

美食產業研習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20                             無  -  ｖ

文教推廣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臺中市東勢區北興社區發展協會 推廣客家傳統美食研習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15                             無  -  ｖ

文教推廣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臺中市東勢區中寧社區發展協會 客家美食研習活動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15                             無  -  ｖ

文教推廣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臺中市東勢區社區媽媽教室協會

推廣客家傳統民俗文化與婦女自

我成長研習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30                             無  -  ｖ

文教推廣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寮下人劇團 客家歌謠合唱伴唱音樂(第二集)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40                             無  -  ｖ

文教推廣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臺中市東勢區延平社區發展協會

東勢大埔客家廟宇節慶祭祀禮儀

暨古早味米食研習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15                             無  -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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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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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文教推廣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臺中市東勢區壽無疆會

客家文化暨歌謠與民俗交流系列

活動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15                             無  -  ｖ

文教推廣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臺中市客家協會 智慧和諧度天穿‧全國客家日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40                             無  -  ｖ

文教推廣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臺中市海陸文化協會 2013年春季賞客樂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40                             無  -  ｖ

文教推廣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臺中市東勢區上城社區發展協會 客家米食研習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15                             無  -  ｖ

文教推廣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臺中市東勢區慶福社區發展協會 推廣客家傳統美食饗宴研習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15                             無  -  ｖ

文教推廣業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中華民國少林拳道協會

102年全國客委盃客家武術少林

拳道錦標賽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20                             無  -  ｖ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102年度北寧社區環保志工隊綠

美化觀摩活動
北寧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102年度清水社區環保志工隊環

境綠美化觀摩活動
清水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102年度高南里環保志工隊環境

綠美化觀摩暨節約用電宣導活動
高南里環保志工隊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102年度中興社區協會環境綠美

化觀摩節約用電宣導活動
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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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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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102年度鰲峰社區發展協會環保

志工隊環境綠美化觀摩暨節約用

電宣導活動

鰲峰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102年度頂湳社區發展協會環保

志工購置環保器具
頂湳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102年度環境綠美化觀摩暨節約

用電宣導活動
橋頭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102年度綠美化觀摩活動 靈泉里環保志工隊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東山社區發展協會環保志工

隊購置環保器具
東山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102年度南寧社區辦理環保志工

隊觀摩暨宣導節約用電活動
南寧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102年度國姓里環保志工隊環境

綠美化觀摩暨節約用電宣導
國姓里環保志工隊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102年度臨江里環保志工隊辦理

慶端午暨節約用電宣導活動
臨江里環保志工隊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14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102年度武鹿里環保志工隊辦理

環境綠美化觀摩暨節約用電活動
武鹿里環保志工隊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102年甲南社區發展協會環保志

工購置環保器具
甲南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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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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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度有氧運動、環保暨節約

用電宣導活動
臺中市丰秀活力有氧運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兒童生活體驗營暨節約能源用電

宣導活動補助款
臺中縣台中港女國際同濟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度會員境內觀摩暨節約用

電宣導活動
臺中市清水西社老人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全民尬舞、舞出極限暨節約用電

宣導活動補助款

中華民國台灣趴叭走運動聯盟協

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度境外績優社區觀摩暨節

約用電宣導活動經費
菁埔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社區會員親子教育及節約用電宣

導活動經費
南社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度慶祝母親節暨淨山環保

與節約用電宣導活動
臺中市清峰韻律有氧運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度中高年疾病預防保健暨

節能減碳宣導活動經費
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度績優社區觀摩暨節約用

電宣導活動
南寧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粽香飄情關懷獨居暨節約用電宣

導活動補助款
臺中縣向日葵婦女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清水區慶祝端午節溫馨送

粽製作暨節約能源、用電安全宣

導活動補助款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臺中市分會

清水區支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5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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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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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慶祝102年度母親節成果發表會

暨全民節約用電宣導活動補助款
臺中市清水區蓮姿韻律舞蹈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慶祝102年度母親節成果發表會

暨全民節約用電宣導活動補助款
臺中市元極舞推廣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清水區關懷弱勢手工皂製

作暨節約能源、用電安全宣導活

動補助款

臺中市清水婦女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5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辦理102年度端午節粽香愛心暨

節約用電宣導活動經費
清水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度境外績優社區觀摩暨節

約用電宣導活動經費
田寮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度績優社區觀摩暨節約用

電宣導活動經費
高南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度績優社區觀摩暨節約用

電宣導活動經費
高東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端午佳節粽香愛心活動及節約用

電宣導活動經費
下湳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端午節粽葉飄香關懷暨節

約用電宣導活動
秀水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境外績優社區觀摩暨節約

用電宣導活動經費
武鹿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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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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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度環境綠美化觀摩暨節約

用電宣導活動補助款
臺中縣清水鎮大秀環境保護協會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102年度頂店守望相助隊、社區

志工、有關協勤人員意外保險補

助經費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大甲區頂店里

火葬場回饋金管理委員會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73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102年度社區聯誼新春聯誼餐會

活動補助經費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大甲區頂店里

火葬場回饋金管理委員會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95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長壽俱樂部聯誼活動補助費用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大甲區岷山里

火葬場回饋金管理委員會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6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102年度頂店工作會報暨新春聯

誼餐會補助經費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大甲區頂店里

火葬場回饋金管理委員會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7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岷山里回饋金補助社區守望相助

隊員保險經費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大甲區岷山里

火葬場回饋金管理委員會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37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岷山里回饋金補助社區長壽俱樂

部觀摩活動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大甲區岷山里

火葬場回饋金管理委員會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4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岷山里102年度監視系統電費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大甲區岷山里

火葬場回饋金管理委員會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9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岷山里回饋金土風舞班慶祝母親

節活動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大甲區岷山里

火葬場回饋金管理委員會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15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梧棲區體育會辦理102年臺

中市梧棲區「區長盃」太極拳邀

請賽暨節約用電宣導活動

臺中市梧棲區體育會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7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梧棲區體育會辦理「102年

度臺中市梧棲區區長盃躲避球錦

標賽暨節約用電宣導活動」

臺中市梧棲區體育會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6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梧棲區體育會辦理102年臺

中市梧棲區「區長盃」拔河錦標

賽暨節約用電宣導活動

臺中市梧棲區體育會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6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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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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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梧棲區體育會辦理102年臺

中市梧棲區「區長盃」小學田徑

選拔賽暨節約用電宣導活動

臺中市梧棲區體育會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5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名家揮毫送春聯 頂寮社區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春聯揮毫活動 興農社區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關懷獨居長者春節送暖服務 草湳社區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關懷據點老人供餐服務（上半

年）
南簡社區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新春團拜慶元宵 安仁社區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慶元宵提昌傳統文化 大庄社區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2013喜迎新春金蛇年慶元宵 興農社區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度金蛇報喜慶元宵 永安社區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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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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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度金蛇舞動慶元宵 中和社區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1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社區治安反毒反詐騙宣導 文化社區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母親節讚揚大會 永寧社區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迎春揮毫活動 鴨母寮文化傳承協會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老街歲末迎新嘉年華 梧棲藝術文化協會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關懷低收及弱勢團體寒冬送愛心 臺中縣感玄協會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關懷弱勢族群 臺中市群愛慈善會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2013高美溼地馬拉松賽 台中縣慢跑協會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度文化巡禮觀摩研習 臺中市清水安興功德會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全民尬舞  舞出極限 臺灣趴趴走運動聯盟協會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第 10 頁，共 91 頁



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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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健身操學習交流活動 梧棲鎮宇宙健身操協會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模範勞工表揚活動 臺中港關連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慶祝光輝五月關懷弱勢婦女活動 臺中縣梧棲鎮婦女會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元極舞實務觀摩活動 臺中市梧棲區元極舞協會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粽葉飄香-溫馨關懷活動 廣福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19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充實設備-多功能貼地車 后里區梨產銷班第二班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充實設備-多功能貼地車 后里區果樹產銷班第一班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充實設備-石臘膜帶 后里區果樹產銷班第十六班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充實設備-免火再煮鍋 廣福村家政班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充實設備-割草機、鐵櫃 環保志工第九小隊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長壽俱樂部蘭陽二日研習觀摩 廣福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家政觀摩活動 廣福村家政班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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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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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充實設備-石臘膜帶 后里區果樹(梨)產銷班第一班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媽媽教室研習活動 廣福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果樹產銷經營觀摩活動 后里區果樹(梨)產銷班第一班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提升舊社村教育文化事項(辦理

迎新春系列活動、舞台藝術表

演、社區幹部參訪績優社區媽祖

文化季)

舊社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1,631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社區、環保志工、團體辦理

各項環保相關活動及設施修繕

(守望相助隊崗哨修繕)

廣福里守望相助隊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53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社區、環保志工、團體辦理

各項環保相關活動及設施修繕

(環保觀摩)

厚里里后里里守望相助隊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53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本區各環保志工小隊宣導環

境保護工作經費(聯摩及觀摩自

強活動)

本區環保志工第14小隊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27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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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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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本區各環保志工小隊宣導環

境保護工作經費(聯摩及觀摩自

強活動)

本區環保志工第16小隊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16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本區各環保志工小隊宣導

環境保護工作經費(聯摩及觀摩

自強活動)

本區環保志工第1小隊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15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后里區體育會辦理102年各

項競技、休閒體育活動(單車快

樂遊、慢速壘球錦標賽)
臺中市后里區體育會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15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環保志工辦理101年歲末聯

歡餐敍暨自強活動 本區環保志工各小隊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28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第五

大隊后里分隊購置無線電通訊設

備

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第五大隊后

里分隊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198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仁里里守望相助隊辦理餐

敍觀摩活動 仁里里守望相助隊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10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臺中市后里區愛鄉發展協

會辦理『老人文康活動』
臺中市后里區愛鄉發展協會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78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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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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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墩北里社區巡守救援境外觀

摩及春安工作期間慰問活動（飛

鷹救援總隊）

墩北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136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社區辦理居民文康活動事項

舞蹈班、歌唱班及長青會績優社

區參訪

義德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45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元宵節慶活動 墩南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20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慶祝元宵節節慶活動 聯合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居民終身學習事項-民俗文藝課

程-十八氣功班
墩南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28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社區高齡者音樂照護活動-補助

學習用鼓器具
福康關懷協會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24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社區辦理下元節酬神民俗活

動
仁里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100  無  V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

築及設備-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提升舊社里教育文化事項-購置

貨櫃屋
本區環保志工第13小隊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87  無  V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

築及設備-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提升舊社里教育文化事項-購置

綠美化環境清潔機具
本區環保志工第14小隊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59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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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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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愛鄉教育觀摩暨節約能源宣

導活動經費
臺中市龍井區愛鄉土文化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志工新春團拜暨節約用

電推廣液化天然氣乾淨能源宣導

活動經費

臺中市龍井鄉心橋愛心關懷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1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宗廟文化之旅經費補助(本

所)(年度)
奉天宮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102年福田宮元宵節聯歡晚

會暨節約用電宣導活動經費(年

度)

福田宮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1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2013金蛇迎春慶元宵、提燈

籠踩庄遊古道親子活動暨節約用

電宣導活動經費補助(本所)(年

福建宮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1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2013金蛇迎春慶元宵、提燈

籠踩庄遊古道親子活動暨節約用

電宣導經費補助(台電)

福建宮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102年新春聯誼餐會活動

(102.3.10)補助(年度)

臺中市山海屯八二三戰役戰友協

會龍井區分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102年度民防分隊服務績優

隊員表揚暨春安顧問聯誼活動經

費(台電年度)

臺中市民防總隊二大隊犁份民防

分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101年度義消聯誼會及表揚協勤

績優人員暨節能減碳節約用電宣

導活動經費

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第四大隊犁

份分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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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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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101年度義消聯誼會及表揚

協勤績優人員暨節能減碳節約用

電宣導活動(台電專案)

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第四大隊犁

份分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101年度年終績優人員表揚

暨節能減碳節約用電宣導活動

(台電年度)

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第四大隊龍

井分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101年度年終績優人員表揚

暨節能減碳節約用電宣導活動經

費(台電專案)

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第四大隊龍

井分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理監事會議暨新春聯誼

座談活動經費
臺中市漁民發展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觀摩各漁港漁民作業概

況，以提升捕魚技術活動經費
臺中市漁民發展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第十屆第2次會員大會

暨支持推廣節減碳節約用電宣導

活動經費

臺中市龍井身心障礙者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卡拉OK歌唱聯歡活動暨

支持推廣節能減碳節約用電宣導

經費

臺中市龍井身心障礙者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1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102年身心障礙者接近

大自然觀摩暨支持推廣節能減

碳、節約用電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市龍井身心障礙者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三德里守望相助隊十四週年

慶及表揚優秀隊員暨節約用電宣

導活動經費(台電年度)

臺中市龍井區三德里守望相助推

行委員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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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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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三德里守望相助隊十四週年

慶及表揚優秀隊員暨節約用電宣

導活動經費(台電專案)

臺中市龍井區三德里守望相助推

行委員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5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辦理環保志工成立十三週年

慶歲末聯歡暨支持電源開發響應

節約用電政策宣導活動經費(年

度)

臺中市龍井區山腳里環保志工第

五小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辦理環保志工成立十三週年

慶歲末聯歡暨支持電源開發響應

節約用電政策宣導活動經費(台

電專案)

臺中市龍井區山腳里環保志工第

五小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辦理102年度資源回收觀摩

研習暨液化天然氣推廣乾淨能源

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市龍井區山腳里環保志工第

五小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102年度社區治安維護營造

研習暨推廣液化天然氣乾淨能源

宣導活動經費(中油專案)

臺中市龍井區忠和里守望相助推

行委員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3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志工表揚暨歲末聯誼活

動經費
臺中市龍井區南寮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寒冬送暖關懷活動經費 臺中市龍井區敬老關懷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及績優志工表揚暨節約用電推廣

乾淨能源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市龍井區敬老關懷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關懷老人教育訓練暨推

廣乾淨能源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市龍井區敬老關懷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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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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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辦理101年度環保志工慶生

會暨歲末感恩聯誼活動(年度)

臺中市龍井區新庄里環保志工第

八小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辦理環保志工隊北部桃園角

板山、蔣公行館、思親亭及梅園

戶外參訪(車資)

龍井區新庄里環保志工第八小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辦理業務檢討慰勞聯誼暨支

持電源開發政策宣導活動經費

(年度)

臺中市龍井區新東里環保志工第

十九小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辦理歲末業務檢討慰勞聯誼

暨支持電源開發政策宣導活動經

費(台電專案)

臺中市龍井區新東里環保志工第

十九小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成立十六週年慶及表揚協勤績優

人員暨節能減碳節約用電宣導活

動(台電年度)

臺中市龍井區龍津里守望相助推

行委員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龍津里守望相助推行委員會成立

十六週年慶及表揚協勤績優人員

暨節能減碳節約用電宣導活動經

費(台電專案)

臺中市龍井區龍津里守望相助推

行委員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辦理績優人員表揚及隊務檢

討會暨節約用電宣導活動(年度)

臺中市龍井區麗水里環保志工第

二小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績優人員表揚及隊務檢討會

暨節約用電宣導活動經費(台電

專案)

臺中市龍井區麗水里環保志工第

二小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3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102年1月13日成立大會暨節

約用電宣導活動經費(台電年度)

臺中市龍井區體育會民俗技藝委

員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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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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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新春團拜活動經費 臺中市龍井游泳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龍井義警分隊協勤人員表揚

暨節約用電宣導活動(台電專案)

臺中市警察局烏日分局龍井義警

分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協勤人員表揚暨節約用電宣

導活動(台電年度)

臺中市警察局烏日分局龍井義警

分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102年度文化觀摩暨支

持台電能源開發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縣龍井鄉元極舞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102年婦女節「圓滿一

生、由我導演」講座及績優小組

召集人表揚暨支持電源開發推展

潔淨能源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縣龍井鄉婦女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辦理業務觀摩暨全隊聯誼活

動經費(台電年度)
龍井民防分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協勤人員表揚暨節約用電宣

導活動經費(台電年度)
龍井民防分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協勤人員表揚暨節約用電宣

導活動經費(台電專案)
龍井民防分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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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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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辦理績優環保志工表揚暨宣

導節約能源用電安全活動獎品

(年度)

臺中市龍井區田中里環保志工第

十小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辦理績優環保志工暨宣導節

約能源用電安全活動經費(台電

專案)

臺中市龍井區田中里環保志工第

十小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辦理績優志工表揚暨節約用

電宣導活動經費(年度)

臺中市龍井區龍泉里環保志工第

十七小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辦理績優志工表揚暨節約用

電宣導活動經費(台電專案)

臺中市龍井區龍泉里環保志工第

十七小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歲末關懷老人義剪送春

聯活動經費
臺中縣龍井鄉麗水關懷福利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1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端午佳節關懷老人暨節

電減碳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縣龍井鄉麗水關懷福利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1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辦理自強研習活動(台電年

度)
烏日民防中隊龍東民防分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辦理綠色消費講座活動飲料

費(年度)

臺中市龍井區忠和里環保志工第

一小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1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春季擴大防火宣導與績優人

員表揚暨用電安全宣導活動(台

電年度)

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婦女防火宣

導大隊龍井分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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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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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農林管理業務-農林管理

業務-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舉辦102年度會員新春聯誼

活動經費
臺中市龍井區養鴨綜合研究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102年度會員春季旅遊

活動經費
臺中縣龍井鄉龍津長壽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102年關懷老人健康檢

查暨節約能源用電安全宣導活動

經費

臺中縣龍井鄉老人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102年文化觀摩暨宣導

節約能源活動經費
臺中縣龍井鄉老人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會員戶外觀摩活動經費

台中縣龍井鄉中華外內丹功研究

學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第七.八屆會長交接及

研習活動暨推行節約用電宣導活

動經費

太極氣功健身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102年第二屆第一次會

員大會暨藝文展演會活動經費

臺中市龍井區水裡港藝文福利協

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關懷老人戶外觀摩暨節約能

源用電安全宣導活動經費
田中里長壽俱樂部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102年文化觀摩暨液化

天然氣推廣乾淨能源宣導活動經

費

龍井鄉元極功法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文化講座暨節約用電宣

導活動經費
龍井鄉婦聯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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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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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志工服務業務觀摩研習

活動經費
臺中市環保慈善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102年度文化觀摩暨電

力宣導活動經費
台中縣龍井鄉藝術文化交流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102年度會員南部觀摩

研習暨支持電源開發、節能減碳

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市龍井區交通義工服務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境外瑜珈研習暨支持電

源開發及推展潔淨能源宣導活動

經費

龍井瑜珈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102年度龍井區長青學

苑戶外教學團體研習營活動經費
社團法人台中縣國龍愛心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1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慶祝九天玄女娘娘聖誕千秋

暨安座三十九週年慶暨支持電源

開發宣導經費補助(台電)

朝奉宮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102年社區政令執行及治安維護

宣導活動(台電年度)

臺中市龍井區龍泉里守望相助推

行委員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推動家庭逃生計畫暨檢視消

防安全宣導活動(台電年度)

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婦女防火宣

導大隊犁份分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補助第19、20屆新卸任理事長交

接典禮、理監事(會員)及各單項

委員會工作檢討會

臺中市龍井區體育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102年度隊員觀摩研習暨支

持電源開發響應節約用電宣導活

動經費(台電年度)

山腳里守望相助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第 22 頁，共 91 頁



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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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102年度石桌/奮起湖觀摩暨

支持電源開發及液化天然氣推廣

乾淨能源宣導活動(台電年度)

臺中市龍井區竹坑里守望相助推

行委員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102年度文化觀摩研習參觀

活動經費(台電年度)
龍東里守望相助推行委員會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0  無 v

區公所業務-民政業務-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102年度環保義工隊區外垃圾分

類資源回收節能減碳觀摩活動補

助

南埔社區環保義工隊  臺中市大安區公所               80  無  ˇ

勤務管理-勤務管理業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補助臺中市後備指揮部后里區後

備軍人輔導中心「102年全民國

防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市後備指揮部后里區後備軍

人輔導中心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20  無  v

勤務管理-勤務管理業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補助臺中市後備指揮部北屯區後

備軍人輔導中心「102年全民國

防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市後備指揮部北屯區後備軍

人輔導中心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20  無  v

勤務管理-勤務管理業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補助臺中市後備指揮部沙鹿區後

備軍人輔導中心「102年輔導幹

部擴大會報暨全民國防宣導」活

動經費

臺中市後備指揮部沙鹿區後備軍

人輔導中心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20  無  v

勤務管理-勤務管理業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補助臺中市霧峰區823戰役戰友

協會辦理102戰友參觀國家建設

成果活動經費

臺中市霧峰區823戰役戰友協會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20  無  v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台中市身心障礙者體育會辦

理「2012倫敦帕運代表隊集訓計

畫」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28  無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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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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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台中市身心障礙者體育會辦

理「備戰103年全國身障運動會

暨亞帕運動會-專項體適能訓

練」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2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中華民國籃球協會辦理

「2012-13年第10屆SBL超級籃球

聯賽」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臺中市體育處            1,05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329青年節活力原住

民lo Kah籃球比賽要你好宣傳活

動計劃書」

社團法人中華台灣原住民體育休

閒文化藝術發展協會
 臺中市體育處               2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台中市身心障礙者體育會辦

理「2013年身心障礙選手第一階

段競技體能訓練班」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3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龍井區體育會辦理「102年

龍井區體育會運動小健將育樂營

暨用電宣導活動」

龍井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32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西區體育會辦理「102年臺

中市文化盃土風舞創意舞蹈觀摩

競賽」及「102年臺中市文化盃

創意有氧體能運動舞蹈觀摩競

賽」

西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8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霧峰區體育會辦理「102年

霧峰區體育會高爾夫球春季賽活

動」

霧峰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15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新社體育會參加「第

十一屆台灣全民盃國際地面高爾

夫球交流大賽」

新社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20  無  Ｖ

第 24 頁，共 91 頁



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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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潭子區體育會辦理「臺中市

潭子區體育會沙灘排球訓練

營」、「臺中市潭子區體育會健

行登山」及「臺中市潭子區體育

會體育運動舞蹈委員會觀摩」

潭子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6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潭子區體育會辦理

「2013潭子區新年盃慢速壘球錦

標賽」

潭子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6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西區體育會辦理「臺

中市親子登山趴趴GO」
西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4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潭子區體育會辦理「102年

臺中市潭子區區長盃拔河錦標

賽」及「102年臺中市潭子區體

育會土風舞委員會觀摩」

潭子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7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新社體育會辦理「理事長盃

地面高爾夫球賽」及「理事長盃

桌球賽」

新社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45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大肚區體育會辦理「102年

大肚盃羽球賽」
大肚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11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大安區體育會辦理「台中市

大安區102年迎向健康全民健行

活動」

大安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70  無  Ｖ

第 25 頁，共 91 頁



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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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南屯區體育會辦理「有氧體

能運動研習班」、「元極舞研習

班」、「土風舞研習班」、「親

子健行登山」

南屯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4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中華民國棒球協會辦理

「2013世界棒球經典賽臺中首輪

賽」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臺中市體育處           10,00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沙鹿區體育會辦理「臺中市

沙鹿區102年度區長盃槌球錦標

賽暨節約用電宣導活動」

沙鹿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85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潭子區體育會辦理「102年

臺中市潭子區區長盃足球錦標

賽」

潭子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5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新社體育會辦理「102年臺

中市新社體育會理事長盃鐵馬逍

遙遊」

新社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25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南屯區體育會辦理「102年

臺中市南屯區體育會氣功研習

班」及「102年臺中市主委盃太

極拳觀摩競賽」

南屯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3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潭子區體育會辦理「102年

臺中市潭子區區長盃保齡球錦標

賽」

潭子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3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中華民國台灣趴趴走運動聯

盟協會辦理「全民尬舞舞出極

限」

中華民國台灣趴趴走運動聯盟協

會
 臺中市體育處               20  無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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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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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東區體育會辦理「102年度

慶祝母親節社區土風舞觀摩表

演」

東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3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烏日區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辦理「2013年全國武聖菁英盃少

年、青少年、青年跆拳道品勢錦

標賽」

烏日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10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大甲區體育會辦理「102年

大甲區區長盃槌球邀請賽」、

「102年大甲區社區土風舞研

習」、「102年大甲區區長盃溜

冰邀請賽」

大甲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8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霧峰區體育會辦理「102年

霧峰區理事長盃國小田徑賽」及

「102年主委盃太極拳觀摩表演

比賽」

霧峰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6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潭子區體育會辦理「102年

臺中市潭子區區長盃國小田徑錦

標賽」

潭子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65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龍井區體育會辦理「102年

龍井區體育會溜冰嘉年華活動營

暨節約用電宣導活動」

龍井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35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潭子區體育會辦理「102年

臺中市潭子區區長盃撞球錦標

賽」

潭子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30  無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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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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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潭子區體育會辦理「臺中市

潭子區體育會氣功委員會觀摩活

動」

潭子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1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體育總會保齡球委員

會辦理「102年臺灣區春季運動

會保齡球錦標賽」

臺中市體育總會保齡球委員會  臺中市體育處               3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體育總會辦理「101

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沙灘排球錦

標賽」

臺中市體育總會  臺中市體育處              20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體育總會足球委員會

辦理「第三屆中日韓國際青年足

球邀請賽」

臺中市體育總會足球委員會  臺中市體育處              30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體育總會圍棋委員會

辦理「101學年度中等以下學校

圍棋運動錦標賽」

臺中市體育總會圍棋委員會  臺中市體育處              30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體育總會田徑委員會

參加「102年全國小學田徑錦標

賽」

臺中市體育總會田徑委員會  臺中市體育處              13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體育總會滑冰委員會

辦理「本市滑冰代表隊選手參加

102年全國短道競速滑冰春季錦

標賽暨世界大學冬季運動會短道

競速選拔賽之移地訓練」

臺中市體育總會滑冰委員會  臺中市體育處              10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體育總會曲棍球委員

會辦理「102年度全國協會盃曲

棍球錦標賽」

臺中市體育總會曲棍球委員會  臺中市體育處              500  無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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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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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體育總會滑冰委員會

辦理「本市滑冰代表隊選手參加

102年全國短道競速滑冰春季錦

標賽暨世界大學冬季運動會短道

競速選拔賽」

臺中市體育總會滑冰委員會  臺中市體育處               35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體育總會巧固球委員

會組訓參加「102年度全國師生

盃巧固球錦標賽」

臺中市體育總會巧固球委員會  臺中市體育處               5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體育總會手球委員會

辦理「臺中市102年教育盃中小

學師生手球錦標賽」

臺中市體育總會手球委員會  臺中市體育處               29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中華民國少林拳道協會辦理

「2013年臺灣海峽盃全球華人武

術大賽暨102年全國中正盃少林

拳道武術錦標賽」

中華民國少林拳道協會  臺中市體育處               2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體育總會網球委員會

辦理「102年大肚山維崧盃全國

青少年網球錦標賽(C級)錦標

賽」

臺中市體育總會網球委員會  臺中市體育處               3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體育總會健行登山委

員會辦理「全國登山日-102年臺

中市春季親子健行」

臺中市體育總會健行登山委員會  臺中市體育處              40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體育總會木球委員會

辦理「102年臺中市各級學校木

球錦標賽」

臺中市體育總會木球委員會  臺中市體育處               2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體育總會辦理「102

年度全國基層體育業務行政研討

會」

臺中市體育總會  臺中市體育處              679  無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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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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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外埔區體育會辦理「102年

臺中市外埔區體育會健康享瘦

333健走」

外埔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10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辦理

2013行銷台灣之美-國際自由車

環台公路大賽-臺中市站(第四

站)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臺中市體育處            2,00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地方配合款-102年打造運動島計

畫計畫暨相關專案實施方案
各區體育會  臺中市體育處            1,00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中華民國棒球協會辦理

「2013世界棒球經典賽臺中首輪

賽城市行銷計畫」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臺中市體育處            5,000  無  Ｖ

體育業務-運動業務-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體育總會軟式網球委

員會辦理「第十屆臺灣中山盃國

際軟式網球錦標賽」

臺中市體育總會軟式網球委員會  臺中市體育處              100  無  Ｖ

產業發展與管理-工商業

規劃與發展-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2013台灣蘭花大展
臺中市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商業同

業公會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

局
400  無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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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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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產業發展與管理-工商業

規劃與發展-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台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辦理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各項座談

訓練講習會及投資服務、招商等

相關作業費

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

局
5,593  有

1、102年電動汽車租

賃計畫(格上汽車租

賃股公司)

2、2013年天津台灣

名品博覽會(臺中館)

策展及展覽-黎京國

際設計有限公司

3、102年臺中市金手

獎-績優中小企業選

拔表揚活動(長江廣

告公司)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政及作物生產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赤星病防治藥劑三氟敏 豐原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56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政及作物生產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大里區農會辦理102年度全

國春季蘭花評鑑競賽實施計畫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3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政及作物生產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烏日區農會辦理102年度烏

日區農業產銷班生產設備改善補

助計畫

烏日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381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政及作物生產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農會辦理102年化學

肥料運費補助、作業處理費、臺

中市農會統籌行政費等

臺中市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3,01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政及作物生產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豐原區農會等16單位辦理

102年度加強農業產銷班組訓計

畫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40  無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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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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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政及作物生產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沙鹿區農會辦理102年度農

業產銷班運作經費計畫
沙鹿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3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政及作物生產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大安區農會102年度補助福壽螺

防治資材計畫
大安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496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政及作物生產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神岡區農會102年度補助福壽螺

防治資材計畫
神岡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215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政及作物生產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龍井區農會102年度補助福壽螺

防治資材計畫
龍井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374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太平區農會辦理臺中市太平

區各界慶祝102年度農民節表彰

大會計畫

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霧峰區會辦理臺中市霧峰區

農會農民節計畫
霧峰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神岡區農會辦理「神岡區各

界慶祝102年農民節表揚大會計

畫」

神岡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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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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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后里區農會辦理102年度臺

中市后里區各界慶祝農民節表揚

活動大會計畫

后里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石岡區農會辦理「102年度

石岡區農會辦理慶祝農民節表揚

活動計畫」

石岡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豐原區農會辦理「臺中市豐

原區農會農民節慶祝活動計畫」
豐原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梧棲區農會辦理「102年度

梧棲區各界慶祝農民節暨致祀神

農大帝活動計畫」

梧棲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沙鹿區農會辦理「102年度

沙鹿區各界慶祝農民節表彰大會

計畫」

沙鹿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清水區農會辦理102年度臺

中市清水區各界慶祝農民節表揚

大會計畫

清水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外埔區農會辦理102年度臺

中市外埔區農會辦理農民節表彰

大會計畫

外埔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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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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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潭子區農會辦理102年度潭

子區農民節表彰大會計畫
潭子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龍井區農會辦理「臺中市龍井區

農會農民節表彰大會計畫」
龍井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地區農會辦理-臺中市

臺中地區各界慶祝102年農民節

大會計畫

臺中市臺中地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烏日區農會辦理-102年度臺

中市烏日區各界慶祝農民節表揚

活動

烏日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東勢區農會辦理-102年度東

勢區農民節慶祝大會
東勢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大里區農會辦理-大里區各

界慶祝102年度農民節大會
大里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新社區農會辦理-臺中市新

社區各界慶祝102年度農民節表

彰活動

新社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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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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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農會辦理-臺中市各

界慶祝102年度農民節表彰大會
臺中市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5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和平區農會辦理-102年度臺

中市和平區各界慶祝農民節暨表

彰大會

和平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大肚區農會辦理「臺中市大肚區

農會農民節表彰大會計畫」
大肚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大雅區農會辦理「臺中市大雅區

農會農民節表彰大會計畫」
大雅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大甲區農會辦理「臺中市大甲區

農會農民節表彰大會計畫」
大甲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大安區農會辦理「臺中市大安區

農會農民節表彰大會計畫」
大安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新社區農會辦理102年新社

區櫻花休閒產業活動運作計畫
新社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80  無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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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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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石岡區農會辦理「102年度

石岡區農會辦理農業推廣成果交

流活動計畫」

石岡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2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地區農會辦理102年度

臺中市優質農特產品米食品嚐促

銷計畫

臺中市臺中地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12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會及休閒農業輔導-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大安區農會102年度臺中市

大安區強化農會組織功能計畫
大安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7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產運銷加工輔導-獎補助

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辨理「102年度臺中市櫻花季─

農特產品展售行銷活動計畫」

(行銷)

新社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3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產運銷加工輔導-獎補助

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辦理「102年度臺中市優質農特

產品國外行銷計畫」(行銷)
石岡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5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產運銷加工輔導-獎補助

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辦理「102年度臺中市優質農特

產品國際行銷（新加坡、中國大

陸）計畫」(行銷)

東勢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44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產運銷加工輔導-獎補助

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辦理「2013年中臺灣元宵燈會臺

中市花卉宣傳促銷活動計畫」

(行銷)

墩南合作農場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500  無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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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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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產運銷加工輔導-獎補助

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辨理101年度『跨越102年城市行

銷「2013臺中市蘭花博覽會」產

業行銷推廣活動』(行銷)

墩南合作農場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5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產運銷加工輔導-獎補助

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辦理「臺中市102年度枇杷行銷

發表會暨農特產品展售活動計

畫」(行銷)

新社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6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產運銷加工輔導-獎補助

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辦理「臺中市102年度枇杷國內

超市行銷活動計畫」(行銷)
新社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95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產運銷加工輔導-獎補助

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辦理「102年和平區農會梨山高

茶禮盒製作計畫」(包裝)
和平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0  無  ｖ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

產運銷加工輔導-獎補助

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辦理「102年度慶祝母親節-花現

幸福‧花現愛，百人花藝組合活

動計畫」(行銷)

臺中市臺中地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438  無  ｖ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

築及設備-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臺中區漁會辦理大安北汕拍賣

場整修工程補助款
臺中區漁會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

發展所
             325  有

 政垣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科新工程技術

顧問有限公司

 ｖ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

築及設備-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臺中區漁會辦理大安漁具倉庫

整修工程補助款
臺中區漁會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

發展所
             346  有

 政垣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科新工程技術

顧問有限公司

 ｖ

 觀光管理-觀光旅遊行銷

與推廣-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平昌櫻花祭」活動 臺中市北屯區平昌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8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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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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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觀光管理-觀光旅遊行銷

與推廣-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春遊谷關-原舞迎賓」活

動
臺中市大谷關產業促進會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90  無  V

 觀光管理-觀光旅遊行銷

與推廣-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鐵道追福-郵輪式列車逍

遙遊」活動
臺中市葫蘆墩觀光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87  無  V

 觀光管理-觀光旅遊行銷

與推廣-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果樹認養-採果趣」休閒

農業計畫
臺中市東勢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90  無  V

 觀光管理-觀光旅遊行銷

與推廣-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臺中市屯區產業文化活動

推動觀光休閒發展計畫」
臺中市太平區農會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50  無  V

觀光管理-觀光旅遊行銷

與推廣-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2013后里遨遊自行車活

動」
臺中市后里單車協會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52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第一季「愛心手鍊失蹤協尋計

畫」費用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95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中華傳愛服務協會(新興社

區)辦理「臺中市102年度建立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參訪觀摩實施計

畫」活動經費(計畫編號

102YC08)

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新興社

區)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台中市中南長青門球協會辦

理銀髮族盃門球錦標賽活動
臺中市中南長青門球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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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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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補助台中市西屯區福瑞社區

發展協會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參訪觀摩計畫(計畫編號：

102YS05)

臺中市西屯區福瑞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補助台中市藍興長青協會辦

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訪觀摩計

畫(計畫編號：102YS04)

臺中市藍興長青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台中縣烏日鄉仁德社區發展

協會辦理「臺中市102年度建立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訪觀摩實施

計畫」活動經費(計畫編號：

102YC05)

台中縣烏日鄉仁德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付光田醫療社團法人附設光田護

理之家日間照護中心「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102年我國長期照顧十

年計畫-照顧服務(日間照顧)」

1-3月經費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附設光田護理

之家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49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有限責任台中市居家照顧服

務勞動合作社「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102年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照顧服務(家庭托顧)」1-3月經

費

有限責任臺中市居家照顧服務勞

動合作社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682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補助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失智

者照顧協會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參訪觀摩計畫(計畫編號：

102YS01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失智者照顧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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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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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中華民國幸福家庭促進協

會辦理「臺中市政府102年度辦

理老人保護個案及強制性家庭教

育訓練暨宣導計畫」合計新台幣

52,760元整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幸福家庭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53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社團法人台中市城市之光關

懷協會辦理「臺中市102年度建

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訪觀摩實

施計畫」活動經費(計畫編號

102YC12)

社團法人臺中市城市之光關懷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社團法人台中縣福康關懷協

會辦理102年度社區照顧據點績

優據點參訪觀摩計畫(計畫編

號：102HW05)

社團法人台中縣福康關懷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社團法人台中縣福康關懷協

會辦理102年度社區照顧據點績

優據點參訪觀摩計畫(計畫編

號：102HW06)

社團法人台中縣福康關懷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本市102年度社團法人台灣

基督教好牧人全人關顧協會辦理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開辦費設備費

用(計畫編號：102-1)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好牧人全人

關顧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0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好牧人

全人關顧協會辦理「臺中市102

年度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訪

觀摩實施計畫」活動經費(計畫

編號102YC10)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好牧人全人

關顧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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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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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社團法人南投縣基督教青年

會102年1-3月辦理黃劉寶文君跨

縣市使用交通接送服務費用

社團法人南投縣基督教青年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社團法人臺中市蓮心自強服

務協會承辦「海二區老人營養餐

飲服務」一0二年元月至三月專

業服務費,營養師費、廚工費,志

工交通費

社團法人臺中市蓮心自強服務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12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社團法人臺中縣愛鄰舍關懷

協會辦理「臺中市102年度建立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訪觀摩實施

計畫」活動經費(計畫編號

102YC14)

社團法人臺中縣愛鄰舍關懷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縣大安鄉海墘社區發展

協會辦理102年度端午節敬老包

粽比賽活動

海墘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縣大安鄉海墘社區發展

協會辦理溫馨五月情-感恩母親

節暨口腔衛生保健講座活動

海墘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付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信義

傳道會「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02

年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照顧

服務(日間照顧)」1-3月經費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信義傳

道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678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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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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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付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修女

會「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02年我

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照顧服務

(日間照顧)」1-3月經費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修女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637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付財團法人天主教曉明社會福利

基金會(臺中市西大墩社區老人

照顧服務中心)「臺中市政府社

會局102年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

畫-照顧服務(日間照顧)」1-3月

經費

財團法人天主教曉明社會福利基

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612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補助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甘

霖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辦理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訪觀摩計畫

(計畫編號：102YS07)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甘霖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甘霖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臺中市

政府社會局102年我國長期照顧

十年計畫-照顧服務1-3月經

費,102年參訪觀摩活動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甘霖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348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付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真愛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102年我國長期照顧十

年計畫-照顧服務(日間照顧)」

1-3月經費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真愛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825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慈心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承辦「山

二區老人營養餐飲服務」一0二

年一月至三月專業服務費,營養

師費、廚工費,志工交通費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慈心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09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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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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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慈心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承辦「海

一區老人營養餐飲服務」一0二

年一月至三月營養師費、廚師

費,交通費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慈心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15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

會承辦「屯區老人營養餐飲服

務」一0二年元月至三月志工交

通費,專業服務費,營養師費與廚

工費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58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補助財團法人全成社會福利

基金會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

訪觀摩計畫(計畫編號：

102YS06)

財團法人全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補助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訪觀摩

計畫(計畫編號：102YS02)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承辦

「山一區老人營養餐飲服務」一

0二年一月至三月專業服務費,營

養師費、廚工費,志工交通費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3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補助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訪觀摩

計畫(計畫編號：102HJ05)經費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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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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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付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臺中

市政府社會局102年我國長期照

顧十年計畫-照顧服務(家庭托

顧)」1-3月經費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18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甘霖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承辦「第

二區老人營養餐飲服務」一0二

年元月至三月營養師費、廚工

費,志工交通費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甘霖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67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甘霖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承辦「第

一區老人營養餐飲服務」一0二

年元月至三月專業服務費,營養

師費、廚工費,交通費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甘霖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41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補助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無

極證道院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訪觀

摩計畫(計畫編號：102YS03)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無極證道院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付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永信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松柏

園老人養護中心「臺中市政府社

會局102年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

畫-照顧服務(日間照顧)」1-3月

經費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永信社會福

利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松柏園

老人養護中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482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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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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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付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毓得社會

福利基金會「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02年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照

顧服務(日間照顧)」1-3月經費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毓得社會福

利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634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東勢區北興社區發展

協會辦理端午粽葉飄香暨關懷獨

居老人活動

郭永麟 北興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本市北區賴福社區發展協會

辦理本市102年建立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參訪觀摩計畫(102YF02)

臺中市北區賴福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臺中市石岡區傳統美食文化

推廣協會辦理102年度社區照顧

據點績優據點參訪觀摩計畫(計

畫編號：102HW07)

臺中市石岡區傳統美食文化推廣

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補助台中市西屯區何明社區

發展協會(忠明教會)辦理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參訪觀摩計畫(計畫

編號：102YS20)

臺中市西屯區何明社區發展協會

(忠明教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補助臺中市何成長青協會辦

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訪觀摩計

畫(計畫編號：102YS11)

臺中市何成長青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補助臺中市沙鹿區沙鹿社區

發展協會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參訪觀摩計畫(計畫編號：

102HJ04)經費

臺中市沙鹿區沙鹿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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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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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補助臺中市沙鹿區洛泉社區

發展協會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參訪觀摩計畫經費

臺中市沙鹿區洛泉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本市東區東信社區發展協會

辦理102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

訪觀摩計畫經費

臺中市東區東信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東勢農民老人會辦理

102年慶祝母親節活動
臺中市東勢農民老人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臺中市烏日區九德社區發展

協會辦理「臺中市102年度建立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訪觀摩實施

計畫」活動經費(計畫編號

102YC07)

臺中市烏日區九德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臺中市清水區博愛關懷協會

辦理102年度社區照顧據點績優

據點參訪觀摩計畫(計畫編號：

102HW13)

臺中市清水區博愛關懷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臺中市環保慈善會辦理102

年度社區照顧據點績優據點參訪

觀摩計畫(計畫編號：102HW02)

臺中市環保慈善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環保慈善會辦理清明

節慶製作愛心菜包粿活動
臺中市環保慈善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臺中市豐原區翁子社區發展

協會辦理102年度社區照顧據點

績優據點參訪觀摩計畫(計畫編

號：102HW03)

臺中市豐原區翁子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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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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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補助臺中市豐原區豐榮社區

發展協會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參訪觀摩計畫經費

臺中市豐原區豐榮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臺中市霧峰區五福社區發展

協會辦理「臺中市102年度建立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訪觀摩實施

計畫」活動經費

臺中市霧峰區五福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臺中市霧峰區四德社區發展

協會辦理「臺中市102年度建立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訪觀摩實施

計畫」活動經費(計畫編號

102YC04)

臺中市霧峰區四德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撥付臺中市霧峰區本鄉社區發展

協會辦理「臺中市102年度建立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訪觀摩實施

計畫」活動經費

臺中市霧峰區本鄉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補助臺中縣大安鄉海墘社區

發展協會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參訪觀摩計畫經費

臺中縣大安鄉海墘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臺中縣神岡區三角社區發展

協會辦理102年度社區照顧據點

績優據點參訪觀摩計畫(計畫編

號：102HW10)

臺中縣神岡鄉三角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推行

老人福利-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支付補助臺中縣潭子鄉東寶社區

發展協會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參訪觀摩計畫(計畫編號：

102YS09)

臺中縣潭子鄉東寶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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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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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婦女

福利-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珍愛女人‧幸福開講-兩性平權

座談會

 臺中縣大甲鎮新移民家庭關懷

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婦女

福利-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關懷媽咪‧寵愛女人~女性健康

講座暨宣導活動
 臺中市忘憂草女性成長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青少

年兒童福利-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網路世界停看聽』兒童網路素

養安全教育戲劇宣導活動專案
 臺灣關懷社會公益服務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青少

年兒童福利-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海外成長計畫-歸國研習生會議  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台灣總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8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澐瑔堂民俗藝文協

會辦理「親子寫春聯，歡喜迎新

年」活動

 臺中市澐瑔堂民俗藝文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操馬埕長春文化協

會辦理「綠川沿岸舊庄頭文化戀

戀活動」

 臺中市操馬埕長春文化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有氧體能運動協會

辦理「臺中市有氧體能運動大會

暨氧天長笑研習會」

 臺中市有氧體能運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5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縣大里崇光國際獅子

會辦理102年度千人健行暨敬山

環保.全民防(火)災活動

 臺中縣大里崇光國際獅子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中華民國台灣傳統產業協

進會辦理振興經濟--溝通技巧研

習會活動

 中華民國台灣傳統產業協進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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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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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中南長青門球協會

申請經費辦理「長青盃」門球錦

標賽

 臺中市中南長青門球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縣國學會辦理「癸已

迎新春揮毫贈春聯暨節約能源宣

導活動」經費

 臺中縣國學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縣心馨慈善會辦理102

年元月關懷弱勢族群『寒冬送

暖、冬令救濟』活動經費

 臺中縣心馨慈善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7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敦親睦鄰藝術文化

協會辦理「捐血有愛，捨我其

誰」活動經費

 臺中市敦親睦鄰藝術文化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

台灣省台中縣中英獅子會辦理

101年度寒冬送暖.年終圍爐活動

經費

 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台灣

省台中縣中英獅子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種苗商業同業公會

辦理社區環保花藝組合新年樂
 臺中市種苗商業同業公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羅莎莉亞國際同濟

會辦理「102年全國女傑出企業

家暨女同濟表揚計劃-獨領風騷

魅力四射」活動

 臺中市羅莎莉亞國際同濟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8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經絡推拿養生協會

辦理輕鬆紓壓-自我DIY來養生講

座

 臺中市經絡推拿養生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2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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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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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縣梧棲鎮婦女會辦理

溫情滿人間歡樂慶元宵暨節約能

源及台中港務宣導活動

 臺中縣梧棲鎮婦女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台中縣龍井鄉心橋愛心關

懷協會辦理「志工新春團拜暨約

用電、推廣液化天然氣乾淨能源

宣導」活動經費

 台中縣龍井鄉心橋愛心關懷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清水老人會辦理

「成立41周年辦理慶生會暨健康

檢查、節能減碳省電宣導及港務

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市清水老人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

臺灣省臺中縣立英獅子會辦理

102年度「關懷兒童、和諧家庭-

-勁爆小子冬令營」活動

 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臺灣

省臺中縣立英獅子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中華民國楓樹腳藝術文化

促進會辦理「2013元宵提燈踩街

趣 經濟成長祈福來」活動經費

 中華民國楓樹腳藝術文化促進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大甲觀光產業促進

協會辦理「2013社會行春提燈籠

認識大甲社區」活動經費

 臺中市大甲觀光產業促進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縣感玄協會辦理102年

度關懷低收入戶及弱勢團體寒冬

送暖愛心羽絨被經費

 臺中縣感玄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1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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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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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華佗五禽之戲養生

協會辦理「102年五禽戲養生運

動研習觀摩暨節約能源宣導活

動」經費

 臺中市華佗五禽之戲養生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太平區後備憲兵荷

松協會辦理102年度稅務宣導及

公益捐血活動

 臺中市太平區後備憲兵荷松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豐原青溪協會辦理

「豐原區國中、小學繪畫寫生比

賽」暨「愛我家鄉，垃圾分類，

資源回收宣導」植樹綠美化活動

經費

 臺中市豐原青溪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烏日區體育會辦理

「102年臺中市社區土風舞創意

舞蹈觀摩賽活動」

 臺中市烏日區體育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平安長青協會辦理

關懷弱勢團體~平安元宵民俗晚

會活動

 臺中市平安長青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台中縣豐原中央扶輪社辦

理台中縣豐原中央扶輪社授證公

益園遊會暨捐血活動 經費活動

 臺中縣豐原中央扶輪社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台中市學前教育協會辦理

102年教保人員研習活動
 臺中市學前教育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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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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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南區體育會辦理

「無菸健走享瘦保健康暨節能減

碳擁抱清新綠生活」活動

 臺中市南區體育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8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東勢區壽無疆會辦

理「家庭有愛.社會有情系列活

動」經費

 臺中市東勢區壽無疆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銀同

碧湖陳氏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102年度「敬老、獎學金、成年

禮、績優義工表揚暨支持能源開

發宣導活動」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銀同碧湖

陳氏社會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縣大安鄉婦女會辦理

「102年音樂饗宴暨環保護地

球、清淨在源頭 空氣汙染防治

宣導講座」活動經費

 臺中縣大安鄉婦女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大安區新移民家庭

關懷協會辦理「健康飲食-低油

低鹽」活動經費

 臺中市大安區新移民家庭關懷

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馬祖同鄉會辦理「102年母

親節親子教育-鄉親一家親」活

動

 馬祖同鄉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社區終身學習推廣

協會辦理「關懷兒童視力保健」

親子健行活動經費

 臺中市社區終身學習推廣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中國青年救國團辦理102年

臺中市慶祝青年節表揚優秀青年

活動

 中國青年救國團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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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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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台中市都市發展協會辦理

413愛地球walk together 健走

活動

 臺中市都市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清水安興功德會辦

理文化巡禮觀摩研習活動
 臺中市清水安興功德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縣太極拳協會辦理

「臺中縣太極拳協會嘉年華太極

表演賽」活動經費

 臺中縣太極拳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聖羅蘭國際同濟會

辦理「熱樂動青春 追逐夢」熱

門樂團大賽活動

 臺中市聖羅蘭國際同濟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縣龍井鄉元極舞協會

辦理「102年度文化觀摩暨支持

台電能源開發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縣龍井鄉元極舞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太極養生協會辦理

「102年度太極拳武藝研習暨節

約能源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市太極養生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縣米穀商業同業公會

辦理「米食的營養與健康教育宣

導活動」

 臺中縣米穀商業同業公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縣龍井鄉婦女會辦理

慶祝102年婦女節「圓滿一生、

由我導演」講座及績優小組召集

人表揚暨支持電源開發推展潔淨

能源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縣龍井鄉婦女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后里區社區健康推

展協會辦理「老人失智講座研習

會」經費

 臺中市后里區社區健康推展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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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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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山海屯故事協會辦

理2013幸福臺中親子共讀活動計

畫

 臺中市山海屯故事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4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沙鹿區體育運動舞

蹈協會辦理2013多元健康舞藝研

習及成果發表暨節約用電宣導

 臺中市沙鹿區體育運動舞蹈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沙鹿婦女才藝協會

麵粉的魔法研習活動
 臺中市沙鹿婦女才藝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7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國際同濟會臺灣總會台中

縣區豐原會辦理「臺中市2013年

親子繪畫寫生比賽」活動 經費

 國際同濟會臺灣總會臺中縣區

豐原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豐源游泳協會辦理

「102年水上趣味暨游泳比賽」

經費

 臺中市豐源游泳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龍井區太極氣功健

身會辦理「健康樂活太極氣功研

習暨推行節約用電宣導活動」經

費

 臺中市龍井區太極氣功健身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后里慈后文化推展

協會辦理102年度回娘家--感恩

傳情活動

 臺中市后里慈后文化推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樂天協會辦理「慶

祝民國102年母親節大會暨邁向

陽光健康長壽趣味競賽活動」經

費

 臺中市樂天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縣龍井鄉老人會辦理

「102年關懷老人健康檢查暨宣

導節約用電及節能減碳活動」經

費

 臺中縣龍井鄉老人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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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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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丰秀活力有氧運動

協會辦理102年度有氧運動環保

暨節約用電宣導活動

 臺中市丰秀活力有氧運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9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縣感玄協會辦理「中

市文化觀摩暨支持台電公司節約

能源宣導活動」經費

 臺中縣感玄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8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豐原區後備憲兵荷

松協會辦理「活力豐原、熱血奔

騰」公益捐血活動經費

 臺中市豐原區後備憲兵荷松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豐原區老人會辦理

「慶祝102年母親節暨『少年ㄟ

，聽我說』專題講座」經費

 臺中市豐原區老人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梧棲區體育館氣功

協會辦理「氣功十八式示範觀摩

暨成果說明會」活動經費

 臺中市梧棲區體育館氣功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清水西社老人會辦

理102年度會員境內觀摩暨節約

用電宣導活動

 臺中市清水西社老人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大雅區大都會排舞

協會辦理「102年度排舞成果發

表會」 經費

 臺中市大雅區大都會排舞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4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支付本局補助臺中市后里單車

協會辦理「2013后里遨遊自行車

活動」

 臺中市后里單車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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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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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支付本局補助臺中市后里樂活

關懷促進協會辦理「2013大地遊

子心難忘慈母情模範母親表揚大

會活動」

 臺中市后里樂活關懷促進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清峰韻律有氧運動

協會辦理「102年度慶祝母親節

暨淨山環保與節約用電宣導」活

動經費

 臺中市清峰韻律有氧運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縣潭子鄉書畫協會辦

理「102年度會員作品聯展」經

費

 臺中縣潭子鄉書畫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紫受慈善功德會辦

理102年度紫受親子寫生比賽
 臺中市紫受慈善功德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支付補助臺中市后里傳統米食

推廣協會辦理「102年歡慶元宵

湯圓製作教學活動」

 臺中市后里傳統米食推廣協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梧棲區氣功十八法

協會辦理「氣功十八法式示範觀

摩暨成果說明會」活動經費

 臺中市梧棲區氣功十八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環保慈善會辦理

「慶祝母親節愛心志工表揚活

動」經費

 臺中市環保慈善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5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台中縣新社鄉木球協會辦

理台中市102年「櫻花盃」木球

錦標賽活動經費

 臺中縣新社鄉木球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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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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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縣新社鄉地面高爾夫

球協會辦理台中市102年度「理

事長盃」中部五縣市地面高爾夫

 台中縣新社鄉地面高爾夫球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三和長青老人協會

辦理關懷老人端午節活動
 臺中市三和長青老人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支付本局補助臺中市后里區促

進幸福家園發展協會辦理「愛健

康愛地球迎向陽光綠野親子健行

活動」

 臺中市后里區促進幸福家園發

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心馨慈善會辦理102

年度關懷弱勢族群「用愛心、送

溫馨、慶端午」活動經費

 臺中市心馨慈善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9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人民

團體-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梧棲區元極舞協會

辦理「102年元極舞實務觀摩暨

市政建設宣導與政令宣導」活動

經費

 臺中市梧棲區元極舞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V

社會救濟-社會救濟-社會

救助-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辦理聯合助學相見歡活動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

省臺中市支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0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綜合

性社會工作-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艾馨婦女協進會辦理「用

愛灌溉~希望種子~成果發表暨績

優志工表揚敘獎活動」

 艾馨婦女協進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7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綜合

性社會工作-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財團法人全成社會福利基

金會辦理「102年度志願服務志

工成長訓練」

 財團法人全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45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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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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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綜合

性社會工作-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社團法人台中市生命線協

會辦理「志工基礎教育訓練」
 社團法人臺中市生命線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6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綜合

性社會工作-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社團法人台中市生命線協

會辦理志工特殊教育訓練
 社團法人臺中市生命線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45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綜合

性社會工作-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志願服務協會辦理

「102年志願服務人員領導訓

練」

 臺中市志願服務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45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綜合

性社會工作-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衡山

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臺中市

102年度志願服務督導訓練」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衡山社會

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8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綜合

性社會工作-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中國青年救國團臺中市團

務指導委員會辦理「臺中市102

年度志願服務基礎教育訓練訓

練」

 中國青年救國團臺中市團務指

導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45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綜合

性社會工作-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臺中市豐原區鎌村社區發

展協會辦理「祥和志工隊境外優

良社區觀摩研習計畫」

 臺中市豐原區鎌村社區發展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2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綜合

性社會工作-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中國青年救國團臺中市團

務指導委員會辦理「臺中市102

年度志願服務特殊教育訓練訓

練」

 中國青年救國團臺中市團務指

導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45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身心

障礙者福利-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身心

障礙者定點式臨時暨短期照顧服

務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家扶發展學

園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54  無 V

第 58 頁，共 91 頁



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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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身心

障礙者福利-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身心

障礙者定點式臨時暨短期照顧服

務

惠群護理之家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6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身心

障礙者福利-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身心

障礙者定點式臨時暨短期照顧服

務

惠群老人養護中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9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身心

障礙者福利-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身心

障礙者定點式臨時暨短期照顧服

務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瑪利亞啟智學園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8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身心

障礙者福利-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身心

障礙者定點式臨時暨短期照顧服

務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38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身心

障礙者福利-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身心

障礙者定點式臨時暨短期照顧服

務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中教區附設

立達啟能訓練中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9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身心

障礙者福利-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身心

障礙者定點式臨時暨短期照顧服

務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向上社會福

利基金會附屬臺中育嬰院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3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身心

障礙者福利-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身心

障礙者定點式臨時暨短期照顧服

務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

臺中市私立慈愛智能發展中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53  無 V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身心

障礙者福利-獎補助費-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身心

障礙者定點式臨時暨短期照顧服

務

華穗護理之家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5  無  V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

築及設備-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充實市立德水園身心障礙教養院

設施設備
童傳盛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1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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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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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102年「跨國聯姻家庭暴力

防治服務方案」第一季經費
臺中市山海屯國際生命線協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55  無 V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102年「臺中市102年度原鄉

部落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直

接服務工作」第1季經費

臺中市山海屯國際生命線協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405  無 V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家暴被害人垂直整合暨性侵害個

案追蹤輔導計畫102年度第1季經

費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702  無 V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102年老人保護個案追蹤輔

導服務費用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4  無  V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家暴被害人垂整方案102年度第1

季經費
勵馨基金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502  無 V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102年度外籍配偶家庭暴

力防治服務方案」第1季經費
臺中市山海屯國際生命線協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253  有

 臺中市山海屯國際

生命線協會
V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相對人關懷輔

導服務方案第1季經費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臺中分事

務所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347  有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

金會台中分事務所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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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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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親密關係暴力相對人關懷輔

導服務方案第1季經費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臺中分事

務所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411  有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

會台中分事務所
V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家庭暴力及離婚案件未成年

子女會面服務102年第1季經費
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4  有

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

金會
 V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

築及設備-獎補助費-對國

內團體之捐助

辦理家庭暴力及離婚案件未成年

子女會面服務102年第1季經費
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50  有

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

金會
V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預防家庭暴力、性侵害防

治宣導｣案
臺中市城鄉協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8  無  V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102年老人保護個案追蹤輔

導服務費用
社團法人臺灣省社區關懷協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9  無  V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102年老人保護個案追蹤輔

導服務費用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3  無  V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102年老人保護個案追蹤輔

導服務費用
社團法人台灣福氣社區關懷協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9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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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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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用愛灌溉~守護樹苗~性侵

害防治宣導｣案
臺中市艾馨婦女協進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9  無  V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性侵害及家庭暴力防治宣

導｣案
臺中市新海岸游泳協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1  無  V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性別無歧視』原住民人

權平等話劇宣導活動專案｣案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推廣協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8  無  V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家庭暴力防治宣導實施計

畫｣案
臺中市忘憂草女性成長協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8  無  V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忠明推動家暴防範性侵害

研習會」案
臺中市西區忠明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8  無  V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性侵害及家庭暴力防治宣

導」案
臺中縣梧棲婦女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3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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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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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家庭暴力防治宣導」案 社團法人台灣東南亞姐妹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5  無  V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祥和樂居之溪洲社區」案 臺中縣神岡鄉溪洲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9  無  V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

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工作-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

辦理「防治家庭暴力、性侵害宣

導」案
臺中市東陽休閒產業發展協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5  無  V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本市緊安兒少寄養行政事務費
補助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

助基金會臺中市南區分事務所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4  無  V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寄養行政費
補助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

助基金會臺中市北區分事務所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  無  V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辦理「寄養家庭分區團體座談

會」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臺中市北區分事務所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5  無  V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102年第一季兒少輔導事務費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加利

利宣教中心附設臺南市私立希望

之家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9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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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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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辦理本市「寄養家庭在職訓練講

座課程」經費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臺中市南區分事務所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26  無 V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辦理本市「寄養服務業務聯繫會

報（一）」經費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臺中市南區分事務所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5  無  V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102年第一季輔導事務費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張秀菊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奇歷兒

少之家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44  無 V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102年第1季輔導事務費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慈光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

立慈馨兒少之家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288  無 V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第1季寄養業務行政事務費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

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61  無 V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1-3月寄養行政費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1  無  V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1-3月本市寄養行政費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8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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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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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1月寄養行政費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2  無  V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第1季寄養業務行政事務費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臺中市南區分事務所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551  無 V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102年第1季輔導事務費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家扶希望學

園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432  無 V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第1季寄養業務行政事務費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臺中市北區分事務所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746  無 V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102年1月至3月辦理「兒童及少

年安置服務」輔導事務費

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

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72  無 V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本市兒童1-3月寄養行政費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新竹分事務所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8  無  V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寄養安置定期評估會(1)」活

動案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臺中市北區分事務所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1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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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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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總工會辦理推展會務，健全

工會組織運作，強化勞工服務，

保障勞工權益等相關活動

大臺中職業總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728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總工會辦理推展會務，健全

工會組織運作，強化勞工服務，

保障勞工權益等相關活動

臺中市總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70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總工會辦理推展會務，健全

工會組織運作，強化勞工服務，

保障勞工權益等相關活動

臺中市職業總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369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大臺中職業總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240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直轄市西服業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28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大臺中汽車貨物裝卸業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30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大臺中建築鋼筋業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30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縣通信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30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直轄市農產品運送工職業工

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30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市農藥業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60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直轄市道士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3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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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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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市產業總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18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市職業總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04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市電腦文書處理人員職業工

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67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市製棉業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40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市冷凍空調業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79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市中餐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40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市水電裝置業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36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市派遣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36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市餐飲業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70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市食米運送業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65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市不動產服務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35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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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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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市理燙髮美容業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30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市骨節整復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87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市飾品加工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70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市蛋類加工派送業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30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直轄市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

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80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各勞工相關團體辦理勞工教

育
臺中市洗染業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26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臺中縣工業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42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臺中市廚師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55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臺中市油漆業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35  無 V

勞政業務-勞資關係-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大臺中冷凍空調業職業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30  無 V

勞政業務-勞工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勞工休閒活動 大臺中職業總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80  無 V

勞政業務-勞工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勞工休閒活動 臺中市總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00  無 V

勞政業務-勞工福利-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勞工休閒活動 臺中市職業總工會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60  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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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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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消防業務-消防行政工作-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

補助辦理義消、婦宣、鳳凰志工

隊及其他救災民力團體相關經

費。

義消、婦宣隊、鳳凰隊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143  無  V

消防業務-火災預防-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婦女防火宣導隊推展及宣導

執行救災業務活動計畫。
婦女防火宣導隊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200  無  V

消防業務-災害搶救-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義消、婦宣及鳳凰志工福利

互助費。

 臺中市義勇消防人員福利互助

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1,379  無  V

衛生業務─保健工作─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

辦理部落社區健康營造計畫執行

費
和平區健康促進推廣協會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50  無  V

文教活動-視覺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藝文展覽活動 臺中縣牛馬頭畫會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文教活動-視覺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藝文展覽活動 臺中市藝術家學會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文教活動-視覺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藝文展覽活動 臺中縣書法學會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文教活動-視覺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藝文展覽活動 臺中縣藝術創作協會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文教活動-視覺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補助藝文展覽活動 臺中市東方水墨畫會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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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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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文教活動-表演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2013音樂會-人聲‧人生 臺中藝術家室內合唱團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文教活動-表演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布袋戲前進校園-悟空鬥悟空 臺中朝藝閣掌中劇團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文教活動-表演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德藝‧好漾-周曉孟鋼琴獨奏會 臺灣古典學院室內樂團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文教活動-表演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藝術下鄉校園巡迴音樂會 大甲愛樂室內樂團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文教活動-表演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民俗藝術布袋戲推廣演出 蕭添鎮民俗布袋戲劇團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文教活動-表演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打開心眼聽妙音 瞽者同心國樂團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文教活動-表演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廟前祈福布袋戲表演 大台灣神五洲特藝團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文教活動-表演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傳統藝術走入社區廟會公演 民雄響五洲掌中劇團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文教活動-表演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賣火柴的小女孩 魔法媽咪劇團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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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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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文教活動-表演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又一村"箏樂演奏會 立馨箏樂團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文教活動-表演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嬉遊掌中-新哪吒傳奇 臺灣中興樓掌中劇團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文教活動-表演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2年度社區巡迴公演 神龍掌中藝術團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文教活動-表演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偶的奇幻冒險 臺北木偶劇團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文教活動-表演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掌中戲藝術表演 三興閣掌中劇團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文教活動-表演藝術-獎補

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舞動奇蹟慈善舞蹈發表會 奇莉皇家舞蹈團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無  ˇ

文教活動-有形文化資產

維護-獎補助費-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補助東方大鎮管理委員會辦理

「吳鸞旂墓園」管理維護
東方大鎮社區管理委員會

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

心
90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溫馨五月-光輝母愛」CEDAW

活動
社團法人臺中市艾馨婦女協進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6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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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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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辦理102年度台中市慈善公

益聯盟第1次聯繫會報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

省臺中市支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71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財團法人一貫道崇正基金

會辦理「2013年臺中市志願服務

人員基礎訓練」

財團法人一貫道崇正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41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甘霖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辦理

「志願服務志工表揚大會」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甘霖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0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臺中市娘家關懷協會辦理

「102年新住民志工在職培力」
臺中市娘家關懷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3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和平區弱勢長者及身心障礙者交

通接送服務
臺中市和平區健康促進推廣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20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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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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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臺中市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服務-

居家服務(102/1-3鄰洪瑞霞)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照顧服務員專

業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9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臺中市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服務-

居家服務(102/1-3黃劉寶文)
社團法人南投縣基督教青年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3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臺中市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服務-

居家服務(黃廖栆等3人)

社團法人南投縣家庭照顧者關懷

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3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臺中市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服務-

居家服務(102/1-3朱惠英、白唐

月英、林權等3人)

財團法人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5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臺中市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服務-

居家服務(102/1-3黃福)
社團法人臺南市社區照顧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8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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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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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臺中市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服務-

居家服務(102/1-3張美珠)

有限責任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勞

動合作社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4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臺中市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服務-

居家服務(102/1-3張梅仔)
財團法人蘇天生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8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臺中市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服務-

居家服務(102/1-3蕭吳鴛鴦)
財團法人蘇天生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6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臺中市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服務-

居家服務(102/1-3陳棋麟)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

院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9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臺中市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服務-

居家服務(102/1-3詹錦紘)

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大千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2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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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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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102年日間托老服務計畫行政管

理費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82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102年日間托老服務計畫行政管

理費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7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102年日間托老服務計畫設施設

備費
臺中市沙鹿區沙鹿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00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102年日間托老服務計畫設施設

備費

社團法人臺中市城市之光關懷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00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102年日間托老服務計畫設施設

備費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信義傳

道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00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撥付102年春節加強關懷餐費第

一、第二行政區域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甘霖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7 有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

甘霖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ˇ

第 75 頁，共 91 頁



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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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102年第一季撥付老人營養餐飲

第二行政區域餐費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甘霖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694 有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

甘霖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102年第一季撥付老人營養餐飲

服務第一行政區域餐費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甘霖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700 有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

甘霖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102年第一季撥付老人營養餐飲

服務第二行政區域專業服務費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甘霖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67 有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

甘霖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撥付102年春節加強關懷餐費山

線一區行政區域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6 有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

會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102年第一季撥付老人營養餐飲

服務山線一區行政區域餐費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641 有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

會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撥付102年春節加強關懷餐費山

線二區、海線一區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慈心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97 有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

慈心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ˇ

第 76 頁，共 91 頁



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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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102年第一季撥付老人營養餐飲

服務海一區餐費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慈心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626  有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

慈心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102年第一季撥付老人營養餐飲

服務海線一區行政區域餐費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慈心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97 有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

慈心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102年第一季撥付老人營養餐飲

服務海線一區專業服務費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慈心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67 有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

慈心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102年第一季撥付老人營養餐飲

服務山線二區行政區域餐費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慈心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765 有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

慈心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撥付102年春節加強關懷餐費海

線二區

社團法人臺中市蓮心自強服務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4 有

社團法人臺中市蓮心

自強服務協會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102年度第一季撥付老人營養餐

飲服務海線二區行政區域餐費

社團法人臺中市蓮心自強服務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519 有

社團法人臺中市蓮心

自強服務協會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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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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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撥付102年春節加強關懷餐費屯

區行政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0 有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

利基金會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撥付102年春節加強關懷餐費屯

區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  有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

利基金會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102年第一季撥付老人營養餐飲

服務屯區行政區域餐費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443 有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

利基金會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102年第一季撥付老人營養餐飲

服務跨縣市服務餐費
南投縣基督教青年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辦理敬老長青槌球活動 烏日區體育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96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身心障礙雙老家庭放手放心日

間關懷據點實驗試辦計畫

1.社團法人台中巿私立真愛社會

福利基金會

2.社團法人台灣福氣社區關懷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95  無  ˇ

第 78 頁，共 91 頁



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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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臺中市成年身心障礙者監護輔

助宣告實施計畫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87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臺中市愛心家園各項營運所需

設施設備修繕費暨水電費預算計

畫

臺中市愛心家園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959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公設民營身障機構增設設施設

備修繕計畫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

會、財團法人童傳盛文教基金

會、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信望愛

智能發展中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713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服

務計畫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

設中區服務中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21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服

務計畫

社團法人臺中市自閉症教育協進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44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服

務計畫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向上社會福

利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75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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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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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服

務計畫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信望愛智能

發展中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28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身心障礙者社區樂活補給站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

設中區服務中心(屯區)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0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身心障礙者社區樂活補給站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向上社會福

利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51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身心障礙者社區樂活補給站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灣盲人重

建院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1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身心障礙者社區樂活補給站 社團法人臺中市啟智協進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1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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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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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身心障礙者社區樂活補給站 社團法人台灣福氣社區關懷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82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中華非營利組織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0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體育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59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臺中市身心障礙福利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24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臺中市身心障礙福利促進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6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台中市亞斯伯格症肯納

症協進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547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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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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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臺中市慈善撒瑪黎雅婦女關懷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1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臺中市精神健康關懷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9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臺中市潭仔墘綜合障礙福利協進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88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

省臺中市支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4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中華德人多元家庭教育

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1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中市山海屯啟智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70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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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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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中市艾馨婦女協進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64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中市身障福利協進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12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中市肢體傷殘關懷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60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中市長期照顧發展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77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中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41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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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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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中市啟明重建福利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42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中市產業園區同慈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41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中市開懷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40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中市聲暉協進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9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中市聾人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68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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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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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中縣木棉花愛縣關懷

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2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灣社區終身學習推廣

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62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灣基督教社會關懷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9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中市山海屯脊髓損傷

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48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中市身心障礙藝文體

育推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5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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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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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中市活力社區關懷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50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中市蓮心自強服務協

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52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灣社區終身學習推廣

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5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52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財團法人林業生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4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聲暉綜合知

能發展中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31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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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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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永信社會福

利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松柏園

老人養護中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0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臺中市大里長青槌球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50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臺中市山海屯聲暉協進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18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臺中市身心障礙勵進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60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臺中市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品質策

進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50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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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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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社團法人臺中市盲人福利協進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49           無  ˇ

社會福利支出計畫/社會

福利支出/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助/捐助私校及團

體

 補助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

利方案
臺中縣感恩關懷協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1            無  ˇ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計畫-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會

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就濟與交流活動

費-捐助、補助與獎助-捐

助私校及團體

補助機構或團體辦理庇護工場改

善措施與職業災害補償等經費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

設臺中市迦南園烘焙庇護工場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27            無  ˇ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計畫-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會

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就濟與交流活動

費-捐助、補助與獎助-捐

助私校及團體

補助機構或團體辦理庇護工場改

善措施與職業災害補償等經費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

設臺中市潭子區身心障礙者庇護

工場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72            無  ˇ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計畫-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會

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就濟與交流活動

費-捐助、補助與獎助-捐

助私校及團體

補助機構或團體辦理庇護工場改

善措施與職業災害補償等經費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瑪利媽媽清潔工作隊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44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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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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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計畫-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會

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就濟與交流活動

費-捐助、補助與獎助-捐

助私校及團體

補助機構或團體辦理庇護工場改

善措施與職業災害補償等經費

社團法人台中市康復之友協會附

設向日葵工作隊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24            無  ˇ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計畫-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會

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就濟與交流活動

費-捐助、補助與獎助-捐

助私校及團體

補助機構或團體辦理庇護工場改

善措施與職業災害補償等經費

社團法人臺中市蓮心自強服務協

會附設餐飲庇護工場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26            無  ˇ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計畫-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會

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就濟與交流活動

費-捐助、補助與獎助-捐

助私校及團體

補助機構或團體辦理庇護工場改

善措施與職業災害補償等經費

社團法人台中市身心障礙協會附

設溫馨咖啡小站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5            無  ˇ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計畫-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會

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就濟與交流活動

費-捐助、補助與獎助-捐

助私校及團體

補助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設備

改善費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灣盲人重

建院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3            無  ˇ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計畫-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會

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就濟與交流活動

費-捐助、補助與獎助-捐

助私校及團體

補助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設備

改善費
靜宜大學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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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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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執行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會

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捐助補助與獎助-捐助私

校及團體

環境保護地球-清淨在源頭空氣

污染防治宣導講座
大安鄉婦女會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無  ˇ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執行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會

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捐助補助與獎助-捐助私

校及團體

2013后里遨遊自行車活動 后里單車協會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無  ˇ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執行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會

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捐助補助與獎助-捐助私

校及團體

413愛地球WalkTogether健走活

動
臺中市都市發展協會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無  ˇ

環境教育計畫-環境教育

推動計畫-會費、捐助、

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

交流活動費-捐助補助與

獎助-捐助私校及團體(環

保署補助款)

食在有夠讚-行動護地球環境節

日活動
臺中市社區婦女成長協會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35           無  ˇ

561社會教育計畫－

56120000各所屬社會教育

單位經常門分支計畫－72

捐助、補助與獎助－722

捐助私校及團體

 「網路世界停看聽」兒童網路

素養安全教育戲劇宣導活動
臺灣關懷社會公益服務協會

 臺灣關懷社會公益服

務協會
           20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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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單位：千元

是 否

  　　　　　　　　  (本表為半年報)

工作計畫

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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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102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2年6月止

561社會教育計畫－

56120000各所屬社會教育

單位經常門分支計畫－72

捐助、補助與獎助－722

捐助私校及團體

 102年臺中市中小學繪畫比賽 臺中市大雅區生活美學
 臺中市大雅區生活美

學
           18  無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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