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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勸募單位 活動名稱 活動期間 預募金額 核准勸募文號 成果勸募文號 結案勸募文號 募得金額總計 公開徵信

1
臺中市私立衡山社會福利基

金會
衡山慈善免費醫療服務計畫

101.1.1至

101.12.31止
$3,978,000

100.12.8

中市社團字第

1000091227號

102.8.5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65548號

102.8.5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65548號

$488,591
http://www.soul.org

.tw/donate6-

6.asp?id=75

2
台中市私立張秀菊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金會
點滴愛心，建構夢想家園

101.1.1至

101.12.31止
$5,000,000

100.12.29

中市社團字第

1000095707號

102.5.3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37136號

102.5.3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37136號

$1,238,947
http://activity.tccsj.

org.tw/tpfr/index.ph

p?parent_id=38

3
台中市私立張秀菊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金會

點亮希望燈塔，打造愛的城

市

101.1.1至

101.12.31止
$2,000,000

100.12.29

中市社團字第

1000095709號

102.5.3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37138號

102.5.3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37138號

$573,098
http://activity.tccsj.

org.tw/tpfr/index.ph

p?parent_id=37

4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信望愛

智能發展中心

「幸福國度」─推動身心障

礙者多元專業服務經費

101.1.1至

101.12.31止
$5,000,000

101.2.1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01393號

102.4.18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29052號

102.12.9

中市社團字第

1020103066號

$4,206,196
http://www.fhl.org.t

w/donate/donate-

raise%20funds.htm

5 中華民國廣亮慈善會 推動夢想、希望101
101.2.22至

101.4.22止
$8,000,000

101.2.16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10451號

101.6.6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43687號

102.5.22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43022號

$5,357,590

http://conliang.smar

tweb.tw/index.php?

module=news&mn

=1&f=content&id=

24552

6 財團法人童傳盛文教基金會 101年愛在德水
101.03.01至

101.12.31止
$1,000,000

101.3.21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15967號

103.1.2

中市社團字第

1020111894號

105.5.21

中市社團字第

1050038174號

$1,415,541
http://www.tcsdsy.c

om/main.htm?pid=1

8&Type=3

7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弘毓社

會福利基金會
101年有你有希望

101.3.29至

101.12.31止
$500,000

101.3.29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19117號

102.10.16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85272號

104.4.8

中市社團字第

1040036398號

$605,538
http://www.hongyu.

org.tw/Love.asp?Ca

tID=95

8 中華民國雲水蘭若文教協會
關懷有緣，愛心大募集─雲

水愛心義賣

101.5.12至

101.5.20止
$100,000

101.4.5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26708號

101.5.30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42429號

101.9.4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67699號

$65,173

http://www.wish-

aranya.org.tw/Page

_Show.asp?Page_I

D=234

9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甘霖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金會

101年度送餐到府暨幼童就

學資助服務經費

101.4.1至

101.8.31止
$4,000,000

101.4.5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21128號

101.10.18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81365號

102.1.10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00256號

$1,375,132
http://gan-

lin.blogspot.com/

10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康善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防癌特攻隊

101.4.1至

101.12.31止
$4,000,000

101.4.26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29127號

102.3.25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22479號

102.3.25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22479號

$409,066
http://www.cancer-

nono.org.tw/web/gu

est/2

11 財團法人華盛頓文教基金會 為愛助跑，夢想起飛
101.5.20至

101.5.31
$200,000

101.5.22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40486號

101.7.2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49211號

102.3.13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21205號

$681,239
http://www.washing

ton.com.tw/news.ph p

12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甘霖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01年度失能型社區式日間

照顧服務中心設施設備費

101.6.25至

101.10.31
$2,000,000

101.6.19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43882號

$0

臺中市政府核准勸募團體辦理勸募活動公告情形一覽表（101年度）

101.9.11

中市社團字第10100691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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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台中市自閉症教育協進會
音樂風華吹開自閉兒希望之

窗

101.7.20至

101.12.31
$2,485,200

101.7.20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52658號

102.5.6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33478號

105.5.6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33478號

$452,648
http://www.taea.org

.tw/contributor/123

14 台中市沐風關懷協會

101年度沐風愛心餐會─弱勢

家庭兒童免費課後輔導安親

專案服務經費

101.08.01至

101.11.30
$15,000,000

101.7.24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55299號

101.11.28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93438號

102.7.9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57650號

$11,700,325

http://www.wbc.org

.tw/index.php/tw/20 12-

03-11-16-01-

09/2012-10-15-03-

09-05

15 臺中市雅心慈善會 101年度清寒學生助學金
101.08.01至

101.10.31
$900,000

101.8.3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56173號

104.5.19

中市社團字第

1040050400號

104.5.19

中市社團字第

1040050400號

$1,090,276
http://www.ycc.url.t

w/service.htm

16 中華民國廣亮慈善會

愛、出來、關懷低收入家庭

急難救助暨認養兒童勸募活

動

101.08.01至

101.11.30
$12,000,000

101.8.17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63313號

103.3.7

中市社團字第

1030019877號

103.3.7

中市社團字第

1030019877號

$3,009,651

http://conliang.smar

tweb.tw/index.php?

module=news&mn

=1&f=content&id=

23497

17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
感恩三十~讓愛延續募款餐

會

101.11.16至

101.12.1
$1,000,000

101.11.16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90066號

102.1.24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05611號

105.3.15

中市社團字第

1050024406號

$1,325,326
http://npo1120.npo.

nat.gov.tw/index.ph

p?aid=306

18 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
愛生愛‧美生美2012一萬個圓

夢計劃

101.10.25至

102.3.31
$5,830,000

101.11.27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92815號

102.8.23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70808號

102.8.23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70808號

$2,638,914
http://www.sharelo

ving.org/

19 中華民國雲水蘭若文教協會
關懷有緣，愛心大募集─雲

水愛心義賣

101.12.15至

101.12.23
$100,000

101.11.12

中市社團字第

1010088149號

102.1.3

中市社團字第

1010104769號

102.2.19

中市社團字第

1020014150號

$98,560

http://www.wish-

aranya.org.tw/Page

_Show.asp?Page_I

D=239

小計 小計 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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