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台幣元

受補助單位 補助日期 捐助金額 補助事項或支出用途

中華音樂科技發展協會 1021001 10,000
辦理「音為愛 生命更加美好 傾聽弱勢慈善饗

宴 暨腸病毒不近身」活動

社團法人台灣鄉土人文關

懷協會
1021002 10,000

辦理「人間有愛，關懷守護心障朋友暨狂犬病

預防活動」

南投縣左岸成長學苑關懷

協會
1021007 8,000

辦理「齊力傳愛～團聚中秋暨狂犬病防疫打造

健康家園樂活化」活動

財團法人領航基金會 1021024 10,000

財團法人領航基金會辦理「中秋傳愛關懷弱勢

老人暨宣傳防範季節性流感活動」

馬祖信德堂探花府田都元

帥信仰文化協會
1021028 8,000

辦理「馬祖『扛乩』宗教特殊文化全島『遶境

祈安』暨H7N9病毒防範宣導」活動

新北市淡水區藝術造村發

展協會
1021028 5,000

辦理「藝術生活家關懷社區弱勢朋友暨宣導防

範季節性流感活動」

社團法人台灣B型肝炎醫

療策進會
1021029 75,000

配合世界肝炎日舉辦「2013護肝有術 積極治

療」記者會

高雄市文化創意發展協進

會
1021030 30,000

辦理「2013仲夏樂活節-登革熱防治宣導」活

動

屏東縣桃花源社區關懷協

會
1021101 15,000

辦理「『家有寶貝-愛要多一點』溫馨關懷敬

老公益暨流感防治宣導活動」

台灣原住民社區發展協會 1021101 8,000
辦理「讓愛傳出去關懷原民小朋友暨腸病毒預

防活動」

台灣愛滋病學會 1021119 85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苗栗縣銅鑼觀光產業協會 1021121 10,000

辦理「2013年苗栗客家桐花祭『桐遊客庄．花

舞苗栗』暨守(手)護你，守(手)護我-流感防

治宣導活動」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 1021121 272,231
辦理「一○二年狂犬病防治暨臨床處置研討

會」

中華仁德推廣協會 1021121 8,000
辦理「中秋慶團圓愛心無界限暨宣導防範季節

性流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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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全民生活休閒運動推

廣協會
1021121 8,000

辦理「全民用愛擁抱自閉症孩童 守護折翼天

使陽光運動公益日 暨手部衛生 先乾為凈宣

導」活動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林口長

庚紀念醫院
1021125 668,112

傳染病防治醫療網支援合作醫院之指定及運作

方案行政費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柳營奇

美醫院
1021125 288,359

傳染病防治醫療網支援合作醫院之指定及運作

方案行政費

中國民國防疫學會 1021127 900,205

辦理102年結核病個案管理專員教育訓練計畫

中華民國國際舞蹈運動總

會
1021205 10,000

辦理「舞出亮麗未來 關心中途之家 東方文化

舞藝慈善饗宴 暨正確洗手 遠離疾病宣導」活

動

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

會
1021206 20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新竹市慈牧全人關懷協會 1021206 158,627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021209 700,000
傳染病防治醫療網支援合作醫院之指定及運作

方案行政費

中華民國台灣女童軍總會 1021212 15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灣醫學生聯合會 1021212 6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懷

愛協會
1021212 1,15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021213 10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林新醫療社團法人林新醫

院
1021213 1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

院
1021213 698,300

傳染病防治醫療網支援合作醫院之指定及運作

方案行政費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嘉義長

庚紀念醫院
1021213 793,800

傳染病防治醫療網應變醫院負壓隔離病房維護

費補助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老教

會馬偕紀念社會事業基金

會馬偕紀念醫院新竹分院

1021213 9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嘉義長

庚紀念醫院
1021213 300,000

因應H7N9流感疫情補(捐)助傳染病防治醫療網

應變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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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

院
1021216 4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1021216 1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中華民國學校衛生護理學

會
1021216 159,768

辦理「校園防疫人員結核病防治教育訓練計

畫」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

院
1021216 4,151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

院
1021216 1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世界和平婦女會台灣總會 1021217 10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社團法人台灣關愛之家協

會
1021218 2,10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高雄市立大同醫院(委託

財團法人私立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經

營)

1021219 4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財團法人為恭紀念醫院 1021220 8,17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會工

作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021220 86,317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灣基督教門諾會醫療財

團法人
1021220 2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台北市立萬芳醫院-委託

財團法人私立台北醫學大

學

1021220 1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屏基醫療財團法人屏東基

督教醫院
1021223 6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基隆長

庚紀念醫院
1021223 8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

合醫院
1021223 1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衛生福利部雙和醫院(委

託台北醫學大學興建經

營)

1021224 9,99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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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醫療財團法人義大醫

院
1021224 41,07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行政院衛生署雙和醫院

(委託台北醫學大學興建

經營)

1021224 1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醫療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金會亞東紀念醫院
1021225 1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嘉義長

庚紀念醫院
1021225 4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財團法人天主教若瑟醫院 1021225 18,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台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021225 8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財團法人私立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1021225 1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財團法人台灣關愛基金會 1021225 5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新光醫療財團法人新光吳

火獅紀念醫院
1021225 15,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

院台中分院
1021225 8,305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社團法人台灣露德協會 1021226 1,70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財團法人天主教靈醫會羅

東聖母醫院
1021226 1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陽光精神科醫院 1021226 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新中興醫院 1021226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基隆市閩南青年發展協進

會
1021226 10,000

辦理「青年動起來-創意國旗歌大賽暨預防狂

犬病從你我做起」活動

中華海峽兩岸原住民暨少

數民族交流協會
1021227 10,000

辦理「2013年第四屆兩岸原住民暨少數民族聯

合慶豐年系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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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老教

會馬偕紀念社會事業基金

會馬偕紀念醫院淡水分院

1021227 32,175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高雄長

庚紀念醫院
1021227 54,05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屏東縣屏東市育緣關懷協

會
1021227 10,000 辦理「親近鄉土 防疫小尖兵夏令營」活動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老教

會馬偕紀念社會事業基金

會馬偕紀念醫院

1021230 47,073 漢生病個案確診及治療計畫

義大醫療財團法人義大醫

院
1021230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財團法人台灣省私立高雄

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
1021230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 1021230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鹿東分院
1021230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財團法人羅許基金會羅東

博愛醫院
1021230 1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台灣預防醫學學會 1021230 50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社團法人台北市日日春關

懷互助協會
1021230 25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灣減害協會 1021230 10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

線協會
1021230 20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財團法人護理人員愛滋病

防治基金會
1021230 60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中國醫藥大學北港附設醫

院
1021230 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台南市立醫院 1021230 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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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

院台南分院
1021230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枋寮醫療社團法人枋寮醫

院
1021230 1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基隆長

庚紀念醫院
1021230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屏安醫院 1021230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希望協

會
1021231 15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財團法人台北市愛慈社會

福利基金會
1021231 80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

合醫院
1021231 3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021231 8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林口長

庚紀念醫院
1021231 82,159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老教

會馬偕紀念社會事業基金

會馬偕紀念醫院台東分院

1021231 2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財團法人天主教靈醫會羅

東聖母醫院
1021231 2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財團法人兒童肝膽疾病防

治基金會
1021231 100,000 辦理「2013寶貝媽咪的心肝寶貝」活動

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

金會
1021231 100,000 舉辦「2013世界肝炎日」系列活動

財團法人私立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1030102 10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維新醫療社團法人台中維

新醫院
1030102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財團法人為恭紀念醫院 1030102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

院
1030102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第 6 頁，共 7 頁



受補助單位 補助日期 捐助金額 補助事項或支出用途

社團法人台灣誼光協會 1030103 40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老教

會馬偕紀念社會事業基金

會馬偕紀念醫院

1030103 49,748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1030103 4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戴德森醫療財團法人嘉義

基督教醫院
1030106 6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滋感

染者權益促進會
1030106 1,00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社團法人台灣世界愛滋快

樂聯盟
1030106 40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金

會
1030106 1,15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030106 4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台灣醫學資訊學會 1030106 29,551 辦理2013年國際醫學資訊聯合研討會

財團法人護理人員愛滋病

防治基金會
1030107 100,000 愛滋護理月活動計畫

財團法人杏陵醫學基金會 1030108 852,69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財團法人國紹泌尿科學教

育基金會
1030108 174,062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中華民國護理師護士公會

全國聯合會
1030109 1,677,176

結核菌素測驗及卡介苗接種技術訓練

大千綜合醫院 1030110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財團法人天主教若瑟醫院 1030110 192,208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財團法人天主教靈醫會羅

東聖母醫院
1030113 1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中華民國學校衛生護理學

會
1030114 631,364

辦理「校園防疫人員結核病防治教育訓練計

畫」

合計 25,387,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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