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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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屬直轄市或縣市別

社團法人南投縣臻晴社會

福祉關懷協會
1031001 7,600

103年度登革熱、流感防治宣導陽光育樂營-海
盜嘉年華活動

南投縣

永春護理之家 1031013 2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南市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林口長

庚紀念醫院翁文能
1031028 100

麻疹個案接觸者施打IMIG之相關費用
桃園市

台灣愛滋病學會 1031119 850,000 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北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031121 700,000 傳染病防治醫療網支援合作醫院行政作業款 台中市

財團法人為恭紀念醫院 1031127 1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苗栗縣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基隆長

庚紀念醫院
1031201 10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基隆市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

蓮慈濟醫院
1031201 700,000 傳染病防治醫療網支援合作醫院行政作業款 花蓮縣

台灣基督教門諾會醫療財

團法人
1031202 36,325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花蓮縣

社團法人台灣世界愛滋快

樂聯盟
1031208 5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屏東縣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

合醫院
1031209 1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台中市

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田綜

合醫院
1031209 1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台中市

賢德醫院 1031209 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台中市

亞洲華人醫務管理交流學

會
1031210 392,037 結核病個管師教育訓練 桃園市

中華民國防疫學會 1031210 400,372 辦理103年結核病校園防疫訓練 台中市

世界和平婦女會台灣總會 1031210 18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北市

戴德森醫療財團法人嘉義

基督教醫院
1031210 3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嘉義市

高雄市文化創意發展協進

會
1031210 40,000 《藝起相挺‧高雄加油》暨登革熱防治宣導計

劃
高雄市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林口長

庚紀念醫院
1031211 688,592 傳染病防治醫療網支援合作醫院行政作業款

桃園縣

枋寮醫療社團法人枋寮醫

院
1031211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屏東縣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

蓮慈濟醫院
1031211 3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花蓮縣

財團法人護理人員愛滋病

防治基金會
1031211 650,000

補助民間團體及大專院校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

計畫
台北市

中華民國台灣女童軍總會 1031211 15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北市

秀傳醫療社團法人秀傳紀

念醫院
1031211 1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彰化縣

天主教若瑟醫療財團法人

若瑟醫院
1031215 2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雲林縣

台灣預防醫學學會 1031215 30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北市

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

院
1031215 1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屏東縣

新光醫療財團法人新光吳

火獅紀念醫院
1031215 1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台北市

社團法人台北市日日春關

懷互助協會
1031216 25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北市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懷

愛協會
1031216 1,03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中市

社團法人台灣愛滋病護理

學會
1031217 50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北市

維新醫療社團法人台中維

新醫院
1031217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台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031217 3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台中市

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

公款補(捐)助團體、縣市政府及個人情形季報表
中華民國103年第4季

第 1 頁，共 4 頁



受補助單位 補助日期 捐助金額 補助事項或支出用途 所屬直轄市或縣市別

醫療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金會亞東紀念醫院
1031217 1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新北市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老教

會馬偕紀念醫院新竹分院
1031217 105,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新竹市

彰化基督教醫療財團法人

鹿東基督教醫院
1031217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彰化縣

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

院
1031217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屏東縣

社團法人台灣露德協會 1031217 1,94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北市

財團法人羅許基金會羅東

博愛醫院
1031217 2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宜蘭縣

義大醫療財團法人義大醫

院
1031217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高雄市

台南市立安南醫院委託中

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1031218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台南市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 1031218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新北市

台南市立醫院 1031218 8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台南市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

院台南分院
1031218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台南市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高雄長

庚紀念醫院
1031218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高雄市

童綜合醫療社團法人童綜

合醫院
1031218 3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台中市

財團法人私立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1031219 596,429

傳染病防治醫療網支援合作醫院行政作業款

高雄市

財團法人天主教靈醫會羅

東聖母醫院
1031219 1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宜蘭縣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

中慈濟醫院
1031222 20,951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台中市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台北長

庚紀念醫院
1031222 1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台北市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1031222 25,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台中市

台北市立萬芳醫院-委託

財團法人私立台北醫學大

學

1031222 31,362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台北市

財團法人長庚紀念醫院嘉

義分院
1031222 4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嘉義縣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嘉義長

庚紀念醫院
1031222 2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嘉義縣

林新醫療社團法人林新醫

院
1031223 37,437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台中市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林口長

庚紀念醫院
1031223 55,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桃園縣

中國醫藥大學北港附設醫

院
1031223 1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執行業務費
雲林縣

社團法人台灣誼光協會 1031223 30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北市

社團法人台灣關愛之家協

會
1031223 2,10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北市

新中興醫院 1031223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新竹市

陽光精神科醫院 1031223 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台中市

財團法人台灣省私立高雄

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
1031223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高雄市

屏基醫療財團法人屏東基

督教醫院
1031223 3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屏東縣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老教

會馬偕紀念醫院淡水分院
1031223 6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新北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031223 10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台中市

義大醫療財團法人義大醫

院
1031223 4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高雄市

台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031223 12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台北市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

院
1031224 55,221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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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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224 75,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高雄市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滋感

染者權益促進會
1031224 82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北市

財團法人台北市愛慈社會

福利基金會
1031224 70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北市

財團法人私立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1031225 1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高雄市

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金

會
1031225 1,30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北市

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

金會
1031226 100,000 辦理2014世界肝炎日活動

台北市

財團法人天主教靈醫會羅

東聖母醫院
1031226 22,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宜蘭縣

國泰醫療財團法人國泰綜

合醫院
1031226 1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台北市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

全國聯合會
1031226 130,456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北市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

中慈濟醫院
1031229 5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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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229 17,509
辦理漢生病個案確診及治療計畫

台北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031231 5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台中市

財團法人私立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中和紀念醫院
1031231 16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高雄市

財團法人兒童肝膽疾病防

治基金會
1031231 100,000

辦理2014寶貝媽咪的心肝寶貝活動

台北市

衛生福利部雙和醫院(委
託台北醫學大學興建經

營)
1031231 29,765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新北市

醫療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金會亞東紀念醫院
1031231 5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新北市

李綜合醫療社團法人苑裡

李綜合醫院
1031231 2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苗栗縣

天主教若瑟醫療財團法人

若瑟醫院
1031231 35,816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雲林縣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基隆長

庚紀念醫院
1031231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基隆市

財團法人台灣關愛基金會 1031231 35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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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231 33,114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台北市

中華民國護理師護士公會

全國聯合會
1031231 1,217,316 結核菌素測驗及卡介苗接種技術訓練計畫 台北市

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希望協

會
1031231 15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北市

彰化基督教醫療財團法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
1031231 115,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彰化縣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

北慈濟醫院
1031231 10,000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新北市

財團法人為恭紀念醫院 1031231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苗栗縣

財團法人杏陵醫學基金會 1040106 630,229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北市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

院
1040109 1,100,000 防疫雲發展計畫捐助案 台南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040109 1,100,000 防疫雲發展計畫捐助案 台中市
財團法人國紹泌尿科學教

育基金會
1040109 150,000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040109 499,952 防疫雲發展計畫捐助案 台北市
屏基醫療財團法人屏東基

督教醫院
1040109 1,045,000 防疫雲發展計畫捐助案 屏東縣

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

會
1040109 121,451 辦理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台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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壢新醫院 1040109 500,000 防疫雲發展計畫捐助案 桃園市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高雄長

庚紀念醫院
1040109 59,269

愛滋病個案管理計畫
高雄市

衛生福利部雙和醫院(委
託台北醫學大學興建經

營)
1040109 1,100,000

防疫雲發展計畫捐助案

新北市

台北市立萬芳醫院-委託

財團法人私立台北醫學大

學

1040109 1,080,800
防疫雲發展計畫捐助案

台北市

戴德森醫療財團法人嘉義

基督教醫院
1040112 600,000

防疫雲發展計畫捐助案
嘉義市

大千綜合醫院 1040112 8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苗栗縣

屏安醫院 1040112 100,000 愛滋防治替代治療補助計畫 屏東縣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040112 1,100,000 防疫雲發展計畫捐助案 台中市
國泰醫療財團法人國泰綜

合醫院
1040112 1,100,000 防疫雲發展計畫捐助案 台北市

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台

北慈濟醫院
1040113 486,830 防疫雲發展計畫捐助案 新北市

醫療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金會亞東紀念醫院
1040114 1,100,000 防疫雲發展計畫捐助案 新北市

合計 33,81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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