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公司治理應記載事項－對政黨、利害關係人及公益團體所為之捐贈情形 

依據：「財產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八條」公司治理應記載事項 

維護日期：民國 108 年 1 月 17 日 

維護單位：集團通路科 

 
捐贈對象類別 捐贈團體名稱 捐贈金額 日期 備註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100,000 元 1000218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3,000,000 元 1000323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 1,500 元 1000503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280,000 元 1000610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 39,200 元 1000818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320,000 元 1000920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臺灣名人賽高爾夫運動振

興基金會 
20,000 元 1001125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347,480 元 1001229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政大學術發展基金會 250,000 元 1010303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100,000 元 1010307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320,000 元 1010921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 60,000 元 1010921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 60,000 元 1011018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精算學會 20,000 元 1011120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341,600 元 1011127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241,880 元 1011226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100,000 元 1020221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政大學術發展基金會 200,000 元 1020311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 50,000 元 1020506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320,000 元 1020703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台北市現代保險教育事務

基金會 
5,000 元 

1020904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臺灣名人賽高爾夫運動振

興基金會 
20,000 元 

1020917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320,000 元 1021018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356,625 元 1021108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大甲媽社會福利基金會 300,000 元 1021108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台北市現代保險教育事務

基金會 
50,000 元 

1021206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精算學會 70,000 元 1021213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 50,000 元 1021227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精算學會 170,000 元 1030206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100,000 元 1030313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政大學術發展基金會 200,000 元 1030409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保險學會 450,000 元 1030508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30,000 元 1030730  
公益團體 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 5,000 元 1030820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同業公會 132,943 元 1030825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臺灣名人賽高爾夫運動振

興基金會 
20,000 元 

1030829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350,244 元 1030917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精算學會 70,000 元 1031114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台北市現代保險教育事務

基金會 
50,000 元 1031119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 50,000 元 1031119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大甲媽社會福利基金會 300,000 元 1031125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355,529 元 1031125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280,000 元 1031202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同業公會 100,000 元 1040320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政大學術發展基金會 200,000 元 1040414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100,000 元 1040424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政大學術發展基金會 100,000 元 1040511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

化縣私立聖智啟智中心 
4,760 元 1040721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

會附設新北巿私立大同育幼院 
10,495 元 1040727 

 

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屏東縣向陽關懷協會 7,410 元 1040727  
公益團體 宜蘭縣三星鄉拱照社區發展協會 1,450 元 1040727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新竹仁愛兒童

之家 
3,200 元 1040727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省桃園縣大湳

禮拜堂 
25,280 元 1040727 

 

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桃園縣康復之友協會 29,290 元 1040727  

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臺南市都會原住民服務協

會 
8,855 元 1040727 

 

公益團體 屏東縣屏東市歸來社區發展協會 11,070 元 1040727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巿天宮附設台

南巿私立天宮育幼院 
2,791 元 1040727 

 

教育團體 臺南巿北區大光國民小學 9,401 元 1040727  
教育團體 臺南巿新營區新營國民小學 675 元 1040727  
教育團體 臺南巿新營區公誠國民小學 1,080 元 1040727  
公益團體 屏東縣屏東市東美原住民文化協會 20,405 元 1040727  



教育團體 屏東縣佳冬國民小學 12,320 元 1040727  
教育團體 臺中巿沙鹿區公明國民小學 5,535 元 1040727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臺中巿私立公老坪社會褔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0,010 元 1040727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若竹兒教育基金會附設嘉

義縣私立若竹兒智能發展中心 
4,060 元 1040727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基督教喜樂保

育院 
21,465 元 1040727 

 

政府機關 大林鎮公所 110,985 元 1040727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570,130 元 1040814  
政府機關 壯園鄉公所 45,820 元 1040902  
政府機關 新竹市政府 15,015 元 1040902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臺灣名人賽高爾夫運動振

興基金會 
20,000 元 1040902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 20,000 元 1040908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泰國拳協會 532,000 元 1040916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103,824 元 1041020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 50,000 元 1041028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精算學會 30,000 元 1041117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320,540 元 1041120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160,000 元 1041120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 50,000 元 1041123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同業公會 300,000 元 1041126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台

灣省私立慈愛殘障教養院 
14,025 元 1041222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修緣育幼院 1,000 元 1041223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100,000 元 1050112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100,000 元 1050115  
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台北耶魯大學校友會 50,000 元 1050203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政大學術發展基金會 200,000 元 1050226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私立東吳大學 1,000 元 1050420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 50,000 元 1050506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台北市中華唇顎裂兒童基

金會 
3,000 元 1050630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

化縣私立聖智啟智中心 
3,180 元 1050729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371,455 元 1050812  
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臺北市商用數學發展協會 100,000 元 1050907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臺灣名人賽高爾夫運動振

興基金會 
20,000 元 1050908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101,349 元 1051019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台

灣省私立慈愛殘障教養院 
14,265 元 1051111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629,556 元 1051118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精算學會 30,000 元 1051124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 50,000 元 1051124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政大學術發展基金會 200,000 元 1060124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100,000 元 1060220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100,000 元 1060322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泰國拳協會 529,358 元 1060411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

化縣私立聖智啟智中心 
1,830 元 1060616 

 

公益團體 宜蘭縣三星鄉拱照社區發展協會 3,660 元 1060704  
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高雄市視障關懷發展協會 11,550 元 1060704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新竹仁愛兒童

之家 
3,720 元 1060721 

 

公益團體 屏東縣屏東市東美原住民文化協會 10,101 元 1060721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423,468 元 1060816  
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臺南市慈光心智關懷協會 4,060 元 1060818  
公益團體 屏東縣屏東市東美原住民文化協會 7,770 元 1060908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明新兒童發展

中心 
3,240 元 1060914 

 

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適應體育

休閒促進會 
17,700 元 1060914 

 

教育團體 臺中市立清泉國民中學 2,860 元 1060914  
公益團體 台灣耶魯室內樂團 50,000 元 1060922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臺灣名人賽高爾夫運動振

興基金會 
20,000 元 1061005 

 

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嘉義市福安王爺慈善會 470,496 元 1061006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旭日青少年發展協會 3,670 元 1061006  
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台灣逆轉聯盟協會 100,000 元 1061006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省桃園縣大湳

禮拜堂 
33,875 元 1061011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精算學會 30,000 元 1061102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台

灣省私立慈愛殘障教養院 
14,900 元 1061110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現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 50,000 元 1061113  
公益團體 中華保險服務協會 30,000 元 1061124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315,000 元 1061205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 54,207 元 1061219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403,200 元 1061226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100,000 元 1070301  



職業團體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100,000 元 1070309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政大學術發展基金會 200,000 元 1070322  
職業團體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核保學會 5,000 元 1070525  
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台灣逆轉聯盟協會 100,000 元 1070705  
公益團體 台灣耶魯室內樂團 50,000 元 1070705  
公益團體 宜蘭縣三星鄉拱照社區發展協會 3,450 元 1070705  
公益團體 屏東縣屏東市東美原住民文化協會 16,250 元 1070720  
職業團體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51,165 元 1070723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省桃園縣大湳

禮拜堂 
33,125 元 1070725 

 

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嘉義市福安王爺慈善會 343,344 元 1070725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臺灣名人賽高爾夫運動振

興基金會 
20,000 元 1070813 

 

教育團體 臺中市立清泉國民中學 3,075 元 1070824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精算學會 50,000 元 1070830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441,051 元 1070917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藝評人協會 200,000 元 1071004  

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台明賓士愛心滿

杯公益協會 
10,000 元 1071030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明新兒童發展

中心 
2,500 元 1071031 

 

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適應體育

休閒促進會 
15,670 元 1071031 

 

公益團體 中華民國精算學會 30,000 元 1071105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680,850 元 1071116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台

灣省私立慈愛殘障教養院 
11,625 元 1071206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 50,303 元 1071221  
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聖愛教養院 30,000 元 107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