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啟動

數量 單位 年

內蒙古
錫林郭勒

盟

錫林浩特

市
牲畜防寒暖棚 30 戶 15.00 2002 已完成 2002.11 雪災2001 民生 生計項目

山西 大同市 渾源縣
上韓村澳門紅十字會博愛小學

(南榆林鄉上韓村小學)
1 所 15.00 2003 已完成 2003.09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遼寧 遼陽 燈塔市 柳河子鎮澳門紅十字會張雄博愛小學 1 所 15.00 2003 已完成 2003.11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青海 海東市 循化縣
白莊鄉澳門紅十字會張雄第二博愛小學

(白莊鄉夕昌小學)
1 所 15.00 2004 已完成 2004.11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湖北 鹹寧 赤壁市 中夥舖鎮澳門紅十字會至誠博愛小學 1 所 15.00 2004 已完成 2008.01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湖北 黃崗市 羅田縣
澳門紅十字會黃如楷博愛小學

(匡河鄉安仁山小學)
1 所 15.00 2004 已完成 2005.04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廣西 河池市 羅城縣
龍岸鎮澳門紅十字會怡柱集團博愛小學

(龍岸鎮峽山小學)
1 所 15.00 2004 已完成 2004.12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福建 龍巖市 長汀縣
古城澳門紅十字會濠江扶輪社博愛小學

(古城中心小學)
1 所 15.00 2004 已完成 2006.06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黑龍江 哈爾濱市 木蘭縣
木蘭鎮澳門紅十字會黃志成第三博愛小

學
1 所 15.00 2003 已完成 2004.01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雲南 德宏州 隴川縣 隴把鎮中學助學項目 150 人 7.50 2004 已完成 2005.05 教育 助學

雲南 德宏州 盈江縣 支那鄉中學助學項目 150 人 7.50 2004 已完成 2005.07 教育 助學

湖南 韶山市 大坪鄉 大坪村改水項目 1 個 25.00 2005 已完成 2005.11 民生 飲水工程

寧夏 石嘴山市 平羅縣
城關鎮小興墩澳門紅十字會保利達博愛

小學
1 所 15.00 2005 已完成 2005.07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雲南 楚雄州 大姚縣
新街鄉澳門紅十字會亞媽閣扶輪社博愛

小學
1 所 15.00 2005 已完成 2005.11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內蒙古
東烏珠穆

沁旗
澳門紅十字會青雲博愛小學 1 所 15.00 2005 已完成 2008.08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小類型
援助金額

(人民幣/萬

元)
進度

竣工日期

(年/月)
大類型項目背景

水災2004

省/區 地/巿 縣巿/區 項目名稱
數量



新疆 和田地區 洛浦縣
洛浦鎮澳門紅十字鄺梁歡博愛小學

(洛浦鎮蘭杆小學)
1 所 15.00 2008 已完成 2009.01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新疆 巴楚縣
阿拉格爾鄉澳門紅十字會賀田博愛小學

(阿拉格爾鄉東庫坦小學)
1 所 15.00 2003 已完成 2003.11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江西 吉安市 永豐縣
七都鄉陳季敏博愛小學

(七都鄉松江小學)
1 所 15.00 2005 已完成 2005.10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湖南 張家界市 桑植縣
馬合口白族鄉澳門紅十字會澳門博愛小

學
1 所 15.00 2005 已完成 2005.12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重慶 九龍坡區 石板鎮
澳門紅十字會麗俊博愛小學

(石板鎮小學)
1 所 15.00 2005 已完成 2005.12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吉林 通化市 柳河縣
駝腰嶺澳門紅十字會明德博愛小學

(駝腰嶺鎮寶石村小學)
1 所 15.00 2005 已完成 2005.1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山東 濟寧 汶上縣
郭倉鄉澳門紅十字會明道博愛小學

(郭倉鄉任倉小學)
1 所 15.00 2005 已完成 2006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重慶 重慶市 奉節縣 吐祥鎮槽興村小學人飲蓄水池 1 個 4.95 2005 已完成 2005.08 水災2005 民生 飲水工程

湖南 張家界市 桑植縣 劉家坪鄉雙溪橋村改水項目 1 個 22.00 2005 已完成 2006.03 水災2004 民生 飲水工程

黑龍江牡丹江地區 寧安市 沙蘭鎮中心小學 1 所 50.00 2005 已完成 2005.1 山洪襲擊 教育 博愛學校

江西 九江市 九江縣 港口鎮中心衛生院門診樓住院樓 1 所 30.00 2006 已完成 2006.11 九江地震 醫療 衛生院

江蘇 宿遷市 泗陽縣
眾興鎮葛莊博愛小學

(未命名)
1 所 15.00 2006 已完成 2006.11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廣東 清遠市 連南縣
三排鎮橫坑澳門紅十字會何泉記博愛小

學
1 所 15.00 2006 已完成 2006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貴州 黔東南州 岑鞏縣
澳門紅十字鄺傅錦嫦博愛小學

(大有鄉木召小學)
1 所 15.00 2006 已完成 2008.03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雲南 曲靖市 馬龍縣

王家莊鎮澳門紅十字會藍建儀紀念博愛

小學

(王家莊鎮小龍井完小)

1 所 15.00 2006 已完成 2007.02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黑龍江 伊春市 金山屯區
澳門紅十字會博愛小學

(金山屯區第一小學)
1 所 15.00 2006 已完成 2006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陝西 寶雞市 隴縣 西大街小學(未命名) 1 所 15.00 2006 已完成 2006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四川 廣元市 朝天區
柏楊鄉鄺光遠澳門紅十字會博愛小學

(柏楊鄉小學)
1 所 15.00 2004 已完成 2004.08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天津 天津市 武清區 大王古莊中心小學 1 所 15.00 2006 已完成 2007.09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河北 承德市 灤平縣
金溝屯鎮澳門紅十字會偉恩博愛小學

(金溝屯鎮中心小學)
1 所 15.00 2005 已完成 2006.08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海南 保亭縣 加茂鎮石建小學 1 所 15.00 2005 已完成 2006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陝西 安康市 石泉縣 熨斗鎮麥坪小學 1 所 15.00 2006 已完成 2007.12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四川 南充市 嘉陵區
龍池鄉澳門紅十字會博愛小學

(龍池鄉蓖子橋村範村溝聯合小學)
1 所 15.00 2006 已完成 2006.12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廣東 茂名市 電白縣 觀珠鎮紅十字博愛衛生院 1 所 50.00 2006 已完成 2007.11 醫療 衛生院

廣東 潮州市 饒平縣 錢東衛生院紅十字博愛樓 1 所 50.00 2006 已完成 2007.07 醫療 衛生院

廣東 韶關市 湞江區 黎市鎮下元村候屋紅十字博愛新村 40 戶 48.00 2006 已完成 2006.12 民生 博愛新村

山西 大同市 渾源縣 上韓村澳門紅十字會博愛小學助學項目 27 人 1.0530 2005 已完成 2006 助學 教育 助學

山東 棗莊市 峰城區
古邵鎮興集衛生服務站

古邵鎮三義莊衛生服務站
2 所 12.5000 2006 已完成 2006.01 定向援建 醫療

衛生站

(室)

遼寧 遼陽 燈塔市
柳河子鎮澳門紅十字會張雄博愛小學助

學項目(柳河鎮棉花小學)
41 人 1.5360 2005 已完成 2005 助學 教育 助學

雲南 德宏州 梁河縣 曩宋鄉馬茂村衛生室 1 所 10.00 2007 已完成 2007.11 醫療 衛生站(室)

雲南 保山市 騰沖縣 猛連鄉衛生院 1 所 25.00 2006 已完成 2007 醫療 衛生院

雲南 保山市 騰沖縣 蒲川鄉龍朝村衛生室 1 所 13.00 2006 已完成 2007 醫療 衛生站(室)

新疆
兵團農三師50團13連、兵團農六師101團

11連2所連隊"紅十字衛生室"
2 所 12.00 2006 已完成

2006.08.3

0
定向援建 醫療

衛生站

(室)

廣東 珠海市 唐家 救助病童 - 晏海楊 1 人 5.00 2006 已完成 2006 定向援建 其他

山西 忻州市 五台縣
教場澳門紅十字博愛小學

(陳家莊鄉教場村教場小學)
1 所 15.00 2007 已完成 2008.05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甘肅 定西市 渭源縣
澳門紅十字傅嘉志博愛小學

(上灣鄉楊家寺小學)
1 所 15.00 2007 已完成 2007.09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四川 自貢市 大安區
金星澳門紅十字博愛小學

(牛佛鎮金星小學)
1 所 15.00 2007 已完成 2008.07

中國水災

2007
教育 博愛學校

四川 達州 達縣 達縣青寧鄉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222 戶 100.00 2007 已完成 2008.01 中國水災 民生 博愛新村

四川 瀘州 合江縣 合江縣參寶鄉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院 1 所 20.00 2007 已完成 2008.01 中國水災 醫療 衛生院

新疆建設兵團

中國水災200

中國水災

2006



河南 洛陽市 嵩縣
澳門紅十字傅黃婉顏博愛小學

(九店鄉宋王坪博愛小學)
1 所 15.00 2007 已完成 2007.1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山東 濱州市 濱城區
澳門紅十字會傅景輝博愛小學

(濱北街道辦事處趙集小學)
1 所 15.00 2007 已完成 2007.07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安徽 六安市 裕安區
西河口鄉澳門紅十字會歐海倫博愛小學

(西河口鄉落地崗小學)
1 所 15.00 2007 已完成 2008.09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遼寧 撫順市
新賓滿族

自治縣
響水河鄉中心小學(未更名) 1 所 15.00 2007 已完成 2009.05 建校計劃 教育 博愛學校

湖北 鐘祥市 洋梓鎮 高坡湖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45 戶 54.00 2007 已完成 2007.12 民生 博愛新村

湖北 宜昌市 五峰縣 採花鄉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院 1 所 30.00 2007 已完成 2008.1 醫療 衛生院

湖北 仙桃市 仙桃市 通海口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預防接種站 1 所 4.40 2008 已完成 2008.09 醫療 衛生站

湖南 懷化市 靖州縣 大堡子鎮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48 戶 36.00 2007 已完成 2008.06 民生 博愛新村

湖南 永州市 道縣 蚣垻鎮馬江嶺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55 戶 41.25 2007 已完成 2008.06 民生 博愛新村

湖南 永州市 道縣 洪塘營瑤族鄉老何家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27 戶 20.25 2007 已完成 2008.06 民生 博愛新村

雲南 臨滄市 滄源縣 單甲鄉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41 戶 41.00 2007 已完成 2008.1 民生 博愛新村

雲南 臨滄市 鎮康縣 鳳尾鎮螞蝗溝小水井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69 戶 69.00 2007 已完成 2009.1 民生 博愛新村

雲南 臨滄市 鳳慶縣 洛党鎮桃花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40 戶 40.00 2007 已完成 2008.09 民生 博愛新村

雲南 德宏州 梁河縣 芒東鎮筍子凹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15 戶 20.00 2007 已完成 2008 民生 博愛新村

雲南 臨滄市 耿馬縣 孟定鎮劉超群澳門紅十字博愛飲水工程 224 戶 30.00 2007 已完成 2008.06 民生 飲水工程

福建 寧德市 霞浦縣 長春博愛衛生院醫技樓 1 所 20.00 2007 已完成 2007.12 2006颱風 醫療 衛生院

貴州 黔西南州 貞豐懸 瑉穀鎮岩魚村紅十字健康新村 441 戶 31.25 2008 已完成 2009.03 民生 健康新村

貴州 畢節地區 畢節市 鴨池鎮哈啷村紅十字健康新村 798 戶 31.25 2008 已完成 2009.02 民生 健康新村

貴州 畢節地區 織金縣 三塘鎮幹河村紅十字健康新村 527 戶 31.25 2008 已完成 2009.05 民生 健康新村

貴州 畢節地區 黔西縣 協和鄉愛國村紅十字健康新村 461 戶 31.25 2008 已完成 2009.04 民生 健康新村

貴州 六盤水市 水城縣 濫霸鎮滴水岩村紅十字健康新村 459 戶 31.25 2008 已完成 2009.05 民生 健康新村

貴州 六盤水市 六枝特區 中寨鄉移山村紅十字健康新村 447 戶 31.25 2008 已完成 2009.07 民生 健康新村

貴州 安順市 平霸縣 羊昌鄉上安村紅十字健康新村 338 戶 31.25 2008 已完成 2009.07 民生 健康新村

貴州 安順市 普定縣 坪上鄉哈呼村紅十字健康新村 276 戶 31.25 2008 已完成 2009.05 民生 健康新村

貴州 六盤水市 水城縣 玉舍鄉海坪村紅十字健康新村 642 戶 33.32 2009 已完成 2011.11 民生 健康新村

貴州 六盤水市 鍾山區 大灣鎮臘寨村紅十字健康新村 748 戶 33.32 2008 已完成 2011.11 民生 健康新村

貴州 銅仁地區 石阡縣 五德鎮杉木嶺村紅十字健康新村 530 戶 33.32 2008 已完成 2010.09 民生 健康新村

氟砷麻

中國水災

2007



貴州 銅仁地區 思南縣 胡家灣鄉龍泉村紅十字健康新村 1012 戶 33.32 2009 已完成 2010.12 民生 健康新村

貴州 黔南州 長順縣 種獲鄉種獲村紅十字健康新村 186 戶 33.32 2009 已完成 2010.12 民生 健康新村

貴州 黔東南州 麻江縣 杏山鎮隆昌村紅十字健康新村 732 戶 33.32 2009 已完成 2010 民生 健康新村

四川 綿陽市 安縣 塔水鎮中心衛生院住院樓 1 所 375.00 2008 已完成 2010.04 5.12 醫療 衛生院

四川 綿陽市 安縣 塔水鎮10個村衛生站 10 所 60.00 2008 已完成 2011.09 5.12 醫療 衛生站

四川 綿陽市 安縣
塔水鎮澳門紅十字博愛小學(塔水二小)

教學樓及輔助用房
1 所 535.00 2008 已完成 2010.03 5.12 教育 博愛學校

四川 綿陽市 安縣 塔水鎮白庵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180 戶 270.00 2008 已完成 2009.11 5.12 民生 博愛新村

四川 綿陽市 安縣 塔水鎮三泉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220 戶 330.00 2008 已完成 2009.11 5.12 民生 博愛新村

廣西 百色市 百色市 百色市備災倉庫 1 座 40.00 2008 已完成 2010.09 08雪災 能力建設 備災救災

廣西 百色市 淩雲縣 淩雲縣民房重建 10 戶 15.00 2008 已完成 2010.12 08雪災 民生 博愛新村

廣西 桂林市 資源縣 資源縣民房重建 14 戶 21.00 2008 已完成 2010.12 08雪災 民生 博愛新村

廣西 百色市 淩雲縣

加尤鎮百隴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室

玉洪鄉蓮燈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室

(伶站瑤族縣平蘭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

室)

2 所 10.00 2008 已完成 2009.10 醫療
衛生站

(室)

廣西 河池市 天峨縣

三堡鄉拉馬(納沙)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

生室

三堡鄉甲板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室

2 所 10.00 2008 已完成 2009.10 醫療
衛生站

(室)

廣西 河池市 南丹縣
裡湖鄉岜地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室

芒場鎮拉者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室
2 所 10.00 2008 已完成 2009.10 醫療

衛生站

(室)

廣西 來賓市 忻城縣

北更鄉古利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室

古蓬鎮淩頭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室

大塘鎮興木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室

大塘鎮九龍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室

大塘鎮木蘭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室

大塘鎮大同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室

思練鎮新練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室

7 所 35.00 2008 已完成 2009.10 醫療
衛生站

(室)

陝西 安康市 石泉縣 長陽鄉鳳陽小學 1 所 27.00 2008 已完成 2010.06 5.12 教育 博愛學校

陝西 安康市 石泉縣 兩河鎮興坪小學 1 所 27.00 2008 已完成 2010.04 5.12 教育 博愛學校

08雪災



陝西 安康市 石泉縣 喜河鎮藕陽小學 1 所 90.00 2008 已完成 2010.06 5.12 教育 博愛學校

陝西 安康市 石泉縣 城關鎮上壩村衛生站 1 所 5.00 2008 已完成 2010.03 5.12 醫療 衛生站

陝西 安康市 石泉縣 後柳鎮牛石川村衛生站 1 所 5.00 2008 已完成 2010.03 5.12 醫療 衛生站

陝西 安康市 石泉縣 後柳鎮中心衛生院 1 所 82.00 2008 已完成 2010.01 5.12 醫療 衛生院

陝西 安康市 石泉縣 後柳鎮博愛新村 109 戶 163.50 2008 已完成 2009.12 5.12 民生 博愛新村

湖北 恩施市
宣恩縣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0所

(原：恩施州紅十字備災倉庫項目)
10 所 140.00 2009 已完成 2012.11 醫療

衛生站

(室)
四川 樂山市 井研懸 高風鄉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14 戶 21.00 2009 已完成 2009.04 民生 博愛新村

四川 巴中市 巴州區

平梁鄉鳳凰嘴村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原項目：平梁鎮東興場新華村澳門紅十

字博愛衛生站及平梁鎮東興場仙人洞村

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8.00 2011 已完成 2012.03 醫療
衛生站

(室)

四川 內江市 威遠懸 新場鎮萬祥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9 已完成 2010.12 醫療 衛生站

四川 內江市 威遠懸 新場鎮紅豆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9 已完成 2010.12 醫療 衛生站

四川 內江市 資中懸 鐵佛鄉柏龍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9 已完成 2010.12 醫療 衛生站

四川 南充市 南充市 南充市紅十字會備災救災中心 1 所 100.00 2009 已完成 2010.07 能力建設 備災救災

四川 內江市 威遠縣 山王鎮豹山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9 已完成 2010.12 醫療 衛生站

四川 內江市 威遠縣 山王鎮長嶺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9 已完成 2010.12 醫療 衛生站

四川 內江市 威遠縣 山王鎮雙塘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9 已完成 2010.12 醫療 衛生站

四川 內江市 威遠縣 山王鎮象鼻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9 已完成 2010.12 醫療 衛生站

四川 內江市 威遠縣 新場鎮白勝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9 已完成 2010.12 醫療 衛生站

四川 內江市 威遠縣 新場鎮曹勝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9 已完成 2010.12 醫療 衛生站

四川 內江市 威遠縣 新場鎮老場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9 已完成 2010.12 醫療 衛生站

四川 內江市 威遠縣 新場鎮三伏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9 已完成 2010.12 醫療 衛生站

安徽 銅陵市 銅陵縣 順安鎮焦埠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8 已完成 2009.02 醫療 衛生站

安徽 銅陵市 郊區 大通鎮新建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8 已完成 2008.09 醫療 衛生站

安徽 池州市 石台縣 七都鎮七井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8 已完成 2009 醫療 衛生站

安徽 池州市 東至縣 東流鎮金山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8 已完成 2009.01 醫療 衛生站

安徽 池州市 青陽縣 木鎮南河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8 已完成 2008.11 醫療 衛生站

安徽 合肥市 長豐縣 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9條村, 每村1戶) 9 戶 13.50 2008 已完成 2009 民生 博愛新村

安徽 銅陵市 銅陵縣 鐘鳴鎮金榔紅十字博愛衛生院 1 所 40.00 2010 已完成 2011.05 醫療 衛生院



安徽 宿州市 埇橋區 西二鋪紅十字博愛衛生院 1 所 40.00 2010 已完成 2011.05 醫療 衛生院

安徽 滁州市 風陽縣 臨淮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院 1 所 ####### 2010 已完成 2011.06 醫療 衛生院

湖北 潛江市 潛江市 竹根灘鄉朱湖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13 戶 19.50 2008 已完成 2008.1 民生 博愛新村

湖北 潛江市 潛江市 積玉口鎮董店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室 1 所 4.00 2008 已完成 2008.08 醫療 衛生站

湖北 潛江市 潛江市 竹根灘鄉朱湖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室 1 所 4.50 2008 已完成 2008.11 醫療 衛生站

湖北 荊州市 荊州區 彌市鎮彌市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室 1 所 5.00 2009 已完成 2009.07 醫療 衛生站

湖北 荊州市 荊州區 川店鎮張楊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室 1 所 5.00 2008 已完成 2009.04 醫療 衛生站

湖北 荊州市 江陵縣 馬家寨鄉萬場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室 1 所 5.00 2008 已完成 2009 醫療 衛生站

湖北 荊州市 江陵縣 沙崗鎮方樂寺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室 1 所 5.00 2008 已完成 2009 醫療 衛生站

湖南 永州市 寧遠懸 水市鎮楊家山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9 已完成 2009.07 醫療 衛生站

湖南 永州市 寧遠懸 舜陵鎮老村屋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9 已完成 2009.07 醫療 衛生站

湖南 永州市 金澗管理區 史家坪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8 已完成 2008.11 醫療 衛生站

湖南 嶽陽市 君山區 柳林鎮濠河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9 已完成 2009.07 醫療 衛生站

湖南 嶽陽市 君山區 望城鎮二州子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8 已完成 2009.07 醫療 衛生站

湖南 益陽市 安化懸 冷市鎮南華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9 已完成 2009.07 醫療 衛生站

湖南 益陽市 安化懸 田莊鄉共同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9 已完成 2009.07 醫療 衛生站

湖南 益陽市 安化懸 仙溪鎮光明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9 已完成 2009.07 醫療 衛生站

湖南 永州市 永州市 永州市紅十字會備災救災中心 1 所 40.00 2009 已完成 2010.12 能力建設 備災救災

湖南 張家界 慈利縣 苗市鎮鬥量村澳門紅十字博愛飲水工程 1 所 21.5094 2008 已完成 2009.07 民生 飲水工程

貴州 安順市 西秀區 岩臘鄉三股水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2 戶 3.00 2008 已完成 2009.06 民生 博愛新村

貴州 安順市 西秀區 岩臘鄉猛沙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4 戶 6.00 2008 已完成 2009.06 民生 博愛新村

貴州 安順市 西秀區 岩臘鄉岩松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4 戶 6.00 2008 已完成 2009.06 民生 博愛新村

貴州 安順市 關嶺縣 永寧鎮養馬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5 戶 7.50 2008 已完成 2009.05 民生 博愛新村

貴州 黔西南州 普安縣 龍吟鎮高陽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20 戶 30.00 2008 已完成 2009.11 民生 博愛新村

貴州 安順市 平壩縣 齊伯鄉浪煙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20 戶 30.00 2008 已完成 2009.11 民生 博愛新村

貴州 銅仁地區 石阡縣 甘溪鄉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院 1 所 20.00 2008 已完成 2009.09.1 醫療 衛生院

貴州 黔南州 長順縣 種獲鄉種獲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8 已完成 2009.05 醫療 衛生站

貴州 黔南州 平塘縣 大塘鎮勝安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8 已完成 2009.03 醫療 衛生站

貴州 黔南州 平塘縣 大塘鎮洋方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5.00 2008 已完成 2009.11 醫療 衛生站

貴州 貴陽市 貴陽市 貴州省紅十字會備災救災中心 1 座 100.67 2008 已完成 2013.11 能力建設 備災救災

雲南 曲靖市 師宗縣 師宗縣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4條村) 42 戶 63.00 2008 已完成 2009.04 2010 民生 博愛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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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 迪慶州 香格里拉縣 小中甸鎮衛生院綜合樓 1 所 56.9683 2008 已完成 2009.08 定向援建 醫療 衛生院

雲南 大理州 大理 備災中心 1 所 25.00 2008 已完成 2009.12 08雪災 能力建設 備災救災

貴州 黔東南州 台江縣 南宮鄉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院 1 所 20.00 2007 已完成 2008.08 醫療 衛生院

貴州 安順市 鎮寧縣 募役鄉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院 1 所 27.25 2007 已完成 2008.08 醫療 衛生院

貴州 畢節地區 黔西縣
太來鄉芭蕉村偉恩第一博愛衛生站

(太來鄉芭蕉村衛生站)
1 所 5.00 2008 已完成 2008.08 定向援建 醫療 衛生站(室)

貴州 遵義市 遵義縣
西坪鎮南壩村偉恩第二博愛衛生站

(西坪鎮南壩村衛生站)
1 所 5.00 2008 已完成 2009.04 定向援建 醫療 衛生站(室)

雲南 德宏州 梁河縣 芒東鎮芹菜塘村滑坡民房恢復重建項目 13 戶 20.00 2008 已完成 2009 中國水災200 民生 博愛新村

四川 自貢市 沿灘區 八鬥村澳門紅十字博愛小學教學樓 1 所 60.00 2009 已完成 2010.02 教育 博愛學校

四川 自貢市 榮縣
雷音鄉澳門紅十字博愛小學教學樓、學

生宿舍樓
1 所 85.00 2009 已完成 2010.05 教育 博愛學校

四川 德陽 綿竹市
廣濟鎮新和村14組、15組澳門紅十字博

愛新村
186 戶 279.00 2009 已完成 2010.05 民生 博愛新村

四川 德陽 綿竹市
廣濟鎮澳門紅十字頤康博愛中心

(石河、祈祥、臥雲、中新、天平、新
6 所 180.00 2009 已完成 2011.03 民生 頤康中心

四川 德陽 綿竹市
玉泉鎮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院

住院樓
1 所 391.00 2009 已完成 2010.06 醫療 衛生院

四川 自貢市 自流井區
榮邊鎮尖山村自貢市第35中學澳門紅十

字博愛小學教學樓
1 所 60.00 2009 已完成 2010.12 教育 博愛學校

四川 內江市 市中區 鳳嗚澳門紅十字博愛初級中學教學樓 1 所 95.00 2009 已完成 2010.09 教育 博愛學校

四川 內江市 東興區 三烈鄉澳門紅十字博愛中心學校教學樓 1 所 85.00 2009 已完成 2010.04 教育 博愛學校

四川 德陽 綿竹市 金花鎮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院 1 所 136.00 2009 已完成 2009.12 醫療 衛生院

四川 阿霸州 汶川縣 映秀鎮張家坪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101 戶 202.00 2009 已完成 2011.07 民生 博愛新村

四川 阿霸州 汶川縣 映秀鎮楓香樹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174 戶 348.00 2009 已完成 2011.07 民生 博愛新村

四川 阿霸州 汶川縣 映秀鎮中灘堡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344 戶 688.00 2009 已完成 2011.01 民生 博愛新村

四川 阿霸州 汶川縣 映秀鎮秀坪社區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245 戶 490.00 2009 已完成 2011.01 民生 博愛新村

四川 阿霸州 汶川縣 映秀鎮漁子溪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234 戶 468.00 2009 已完成 2011.01 民生 博愛新村

四川 綿陽市
北川羌族

自治縣
永安鎮衛生院門診樓 1 個 250.00 2009 已完成 2011.09 醫療 衛生院

中國水災200

5.12



四川 綿陽市
北川羌族

自治縣
永安鎮14個村級衛生站 14 個 112.00 2009 已完成 2011.1 醫療

衛生站

(室)

四川 綿陽市 安縣 永河鎮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院門診樓 1 所 234.30 2009 已完成 2011.09 醫療 衛生院

雲南 迪慶州 德欽縣 雲岒鄉果念橋 1 個 80.00 2010 已完成 2012.08 定向援建 民生 橋樑

甘肅 隴南市 文縣 尖山鄉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院 1 所 112.00 2009 已完成 2010.12 醫療 衛生院

甘肅 隴南市 文縣 中廟鄉李家壩澳門紅十字博愛小學 1 所 89.44 2009 已完成 2010.12 教育 博愛學校

甘肅 隴南市 武都區 兩水鎮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院 1 所 107.38 2009 已完成 2010.12 醫療 衛生院

甘肅 隴南市 武都區 馬街鎮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院 1 所 106.96 2009 已完成 2010.12 醫療 衛生院

甘肅 甘南州 舟曲縣 坪定鄉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院 1 所 78.96 2009 已完成 2010.12 醫療 衛生院

甘肅 甘南州 舟曲縣 城關鎮壩裡澳門紅十字博愛小學 1 所 104.80 2009 已完成 2010.12 教育 博愛學校

四川 阿霸州 汶川縣 映秀鎮漁子溪村頤康博愛中心 1 所 36.00 2009 已完成 2011.05 5.12 民生 頤康中心

雲南 德宏州 潞西市 芒市鎮馮秋和澳門紅十字博愛小學 1 所 60.00 2009 已完成 2010.08 定向援建 教育 博愛學校

四川 阿霸州 汶川縣 映秀鎮張家坪村博愛衛生站 1 所 12.00 2010 已完成 2011.01 醫療 衛生站

四川 阿霸州 汶川縣 映秀鎮老街村博愛衛生站 1 所 10.00 2009 已完成 2010.06 醫療 衛生站

四川 自貢市 富順縣 龍萬鄉協和村澳門青商紅十字博愛小學 1 所 65.00 2010 已完成 2011.08 教育 博愛學校

廣東 恩平市 恩城街 新樓村何翠媚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10.00 2010 已完成 2012.03 定向援建 醫療 衛生站

青海 玉樹州

玉樹縣結古鎮婦幼保健院

玉樹縣安沖鄉中心衛生院和計生服務站

治多縣加吉博洛鎮衛生院和計生服務中

心

4 所 5,282.00 2010 已完成 2013.09 玉樹地震 醫療
婦幼保健

院

雲南 臨滄市 臨翔區 邦東鄉衛平村楊家嶺飲水工程 (85戶) 1 個 19.57 2010 已完成 2011.09 民生 飲水工程

雲南 臨滄市 雲縣 忙懷鄉慢卡村委會沙田組飲水工程 (45戶) 1 個 12.36 2010 已完成 2011.02 民生 飲水工程

雲南 臨滄市 雲縣 湧寶鎮棠梨樹村大路邊組飲水工程 (81戶) 1 個 19.57 2010 已完成 2011.06 民生 飲水工程

雲南 臨滄市 鎮康縣 猛堆鄉張笑村飲水工程 (69戶) 1 個 12.36 2010 已完成 2012.03 民生 飲水工程

雲南 臨滄市 鎮康縣 南傘鎮班龍村大關房自然村飲水工程 (45戶 1 個 18.54 2010 已完成 2011.04 民生 飲水工程

雲南 玉溪市 新平縣 平甸鄉孔冬瓜箐片區飲水工程 (247戶) 1 個 20.60 2010 已完成 2011.04 民生 飲水工程

雲南 臨滄市

滄源縣

鎮康縣

耿馬縣

救災及備災能力培訓 1 個 55.00 2010 已完成 2010 邊民援助項目能力建設 培訓

福建 寧德市 福鼎市 佳陽佘族鄉北坑頭澳門紅十字博愛新村 15 戶 18.00 2010 已完成 2011.03 006颱風桑美 民生 博愛新村

西南旱災201

5.12

5.12



貴州 黔東南州 凱裡市
大風洞馮秋和澳門紅十字博愛小學

(大風洞鄉冠英小學)
1 所 85.00 2010 已完成 2012.12 定向援建 教育 博愛小學

廣西 南寧市 隆安縣 城廂鎮大林村大林屯飲水工程 405 戶 20.38 2010 已完成 2011.07 民生 飲水工程

廣西 南寧市 隆安縣 城廂鎮旺中村東興屯飲水工程 143 戶 5.44 2010 已完成 2011.07 民生 飲水工程

廣西 南寧市 隆安縣 丁當鎮定坤村尤古屯飲水工程 32 戶 10.08 2010 已完成 2011.07 民生 飲水工程

廣西 南寧市 隆安縣 布泉鄉高峰村上洞屯飲水工程 207 戶 5.96 2010 已完成 2011.07 民生 飲水工程

廣西 南寧市 隆安縣 喬建鎮新都村都欖屯飲水工程 93 戶 23.47 2010 已完成 2011.07 民生 飲水工程

廣西 南寧市 隆安縣 喬建鎮羅村菊柚屯飲水工程 70 戶 17.29 2010 已完成 2011.07 民生 飲水工程

廣西 南寧市 隆安縣 喬建鎮龍扶村岜桑屯飲水工程 458 戶 20.38 2010 已完成 2011.07 民生 飲水工程

貴州 黔南州 長順縣 中垻鄉中垻村飲水工程 973 戶 25.00 2010 已完成 2011.11 民生 飲水工程

貴州 黔南州 龍裡縣 水場鄉紅岩村四道河組飲水工程 108 戶 10.00 2011 已完成 2011.05 民生 飲水工程

貴州 黔南州 三都縣 九阡鎮水昔村飲水工程 72 戶 15.00 2011 已完成 2011.01 民生 飲水工程

貴州 黔南州 三都縣 豐樂鎮新江村飲水工程 76 戶 15.00 2011 已完成 2011.06 民生 飲水工程

貴州 銅仁地區 思南縣 胡家灣鄉龍泉村岩底片區白宅組飲水工 47 戶 10.00 2010 已完成 2011.04 民生 飲水工程

貴州 黔西南州 貞豐縣 北盤江鎮查耳岩村飲水工程 552 戶 16.00 2010 已完成 2011.06 民生 飲水工程

貴州 黔西南州 貞豐縣 平街鄉頂岸村飲水工程 203 戶 9.00 2010 已完成 2011.06 民生 飲水工程

貴州 安順市 鎮寧縣 大山鄉西苗村飲水工程 183 戶 40.00 2011 已完成 2014.09 民生 飲水工程

貴州 安順市 紫雲縣 大營鄉三合村飲水工程 166 戶 10.00 2011 已完成 2011.09 民生 飲水工程

重慶 重慶市
巴南區、

奉節縣

巴南區二聖鎮王家河村、奉節縣鶴峰鄉

蓮花村人畜飲水工程各一個
2 個 60.00 2011 已完成 2012.07 民生 飲水工程

雲南 德宏州 盈江縣 弄璋鎮允冒村 民房重建 60 戶 120.00 2011 已完成 2018.05 民生 博愛新村

雲南 德宏州 盈江縣 弄璋鎮允冒村村民活動室 1 所 25.00 2011 已完成 2018.05 民生 村民活動

廣東 恩平市 東城鎮 石橋頭村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15.00 2011 已完成 2012.02 定向援建 醫療 衛生站

江西 鷹潭市 貴溪市 耳口鄉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院業務樓 1 所 50.00 2011 已完成 2012.1 08雪災 醫療 衛生院

陝西 安康市 紫陽縣 向陽鎮中心小學教學樓 1 所 100.00 2011 已完成 2012.12 5.12 教育 博愛學校

甘肅 甘南州 舟曲縣
城關鎮江盤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綜合樓

城關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1 所 1,189.77 2011 已完成 2012.07

舟曲泥石

流
醫療 衛生院

廣東 河源市 和平縣 林寨鎮明星村衛生站 1 所 15.00 2011 已完成 2012 定向援建 醫療 衛生站

廣東 陽江市 江城區 隨垌考親澳門紅十字衛生站 1 所 16.00 2011 已完成 2012 定向援建 醫療 衛生站

湖南 常德市 桃源縣
陬市鎮馮秋和澳門紅十字博愛小學

(陬市鎮土地坡小學教學樓)
1 所 40.00 2011 已完成 2012.06 定向捐贈 教育 博愛學校

西南旱災

2010

盈江3.10

地震



廣東 清遠市
連山壯族

瑤族自治

小三江鎮省洞澳門衛生局醫生協會博愛

衛生站
1 所 15.00 2012 已完成 2012.12 定向援建 醫療

衛生站

(室)

甘肅

隴南市

慶陽市

蘭州市

徽縣

鎮原縣

榆中縣

永寧鎮泰佰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城關鎮路坡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園子岔鄉青碾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24.00 2012 已完成 2013 5.12 醫療
衛生站

(室)

江西 宜春市 袁州區 飛劍潭中學飲水工程和南坑村飲水工程 1 個 50.00 2013 已完成 2015.08 08雪災 民生 飲水工程

貴州 貴陽 修文縣
修文縣大石布依族鄉聯豐,大寨等村博愛

水窖項目
38 座 20.00 2013 已完成 2013.12 2013旱災 民生 飲水工程

雲南 楚雄州 楚雄市 鹿城鎮紅十字備災救災中心 1 所 50.00 2013 已完成 2014 08雪災 能力建設 備災救災

廣東 恩平市 聖堂鎮 塘龍村澳門紅十字錢黃桂蘭博愛衛生站 1 所 15.00 2013 已完成 2014.04 定向援建 醫療 衛生站

安徽 宿州市 泗縣 山頭鎮澳門紅十字博愛小學 1 所 50.00 2013 已完成 2014.07 定向援建 教育 博愛學校

貴州 銅仁市 石阡縣 壩場鄉永和村新濠博亞澳門紅十字博愛小 1 所 40.00 2015 已完成 2016.03 定向援建 教育 博愛小學

四川 雅安市 漢源縣 唐家鎮富春中心小學 1 所 450.00 2015 已完成 2015.08 教育 博愛學校

四川 雅安市 名山縣 車嶺鎮橋路村、天池村衛生室 2 所 24.00 2015 已完成 2016.01 醫療 衛生站

廣東 恩平市
大槐鎮、

牛江鎮

大槐鎮石及村衛生站

牛江鎮馬龍塘村衛生站
2 所 30.00 2014 已完成 2015.01 定向援建 醫療

衛生站

(室)

廣東 清遠市 連南縣 香坪鎮塘其兒村衛生站 1 所 15.00 2014 已完成 2015 定向援建 醫療 衛生站

廣東 河源市 赤光鎮 赤光鎮浮下村衛生站 1 所 20.00 2014 已完成 2015.12 定向援建 醫療 衛生站

四川 雅安市 漢源縣
九襄鎮澳門紅十字博愛婦幼保健和計生

中心
1 所 625.00 2015 已完成 2016.04

4.20蘆山

地震
醫療

婦幼保健

院

雲南 昭通市 鎮雄縣 大灣鎮衛生院 1 所 160.00 2014 已完成 2016 醫療 衛生院

雲南 昭通市 鎮雄縣 中屯鎮衛生院 1 所 160.00 2014 已完成 2016 醫療 衛生院

雲南 昭通市 彝良縣 洛旺鄉衛生院 1 所 80.00 2014 已完成 2016 醫療 衛生院

湖南 邵陽市 新邵縣 龍溪鋪澳門紅十字博愛小學 1 所 42.40 2015 已完成 2016.10 08雪災 教育 博愛學校

四川 雅安市 名山縣 車嶺鎮澳門紅十字博愛初級中學 1 所 540.00 2014 已完成 2015.08 4.20蘆山 教育 博愛學校

彝良地震

1

已完成 2016.11

四川 雅安市 天全縣 澳門紅十字備災倉庫

名山縣 車嶺鎮幾安村、岱宗村橋樑 2四川 雅安市

能力建設
備災救災

中心
所 300.00 2016 已完成 2016.11

4.20蘆山

地震

民生 橋樑座 240.00 2016
4.20蘆山

地震



湖北 宜昌市
五峰土家

族自治縣

採花鄉宋家河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灣潭鎮茅莊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灣潭鎮紅烈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更改:五峰鎮楠木河村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原本是灣潭鎮紅旗坪村)

4 所 70.00 2015 已完成 2016 08雪災 醫療 衛生院

雲南 昭通市 魯甸縣 龍頭山鎮騾馬口社區澳門紅十字博愛新 349 戶 900.00 2015 已完成 2016.05 魯甸8.03 民生 博愛新村

雲南 昭通市 魯甸縣
梭山鎮查拉村盧家營小學

梭山鎮梭山村新田小學
2 所 600.00 2015 進行中

魯甸8.03

地震
教育 博愛學校

江西 宜春市 銅鼓縣 莫雙熠助學計劃 1 個 2015 進行中 定向援助 教育 助學

江蘇 鹽城市 阜寧縣 板湖鎮南殷村衛生室 1 所 10.00 2016 已完成 2017.01 龍捲風冰 醫療 衛生站

廣西 南寧市 隆安縣 屏山鄉群力村逐趙屯人畜飲水項目 1 所 18.00 2016 已完成 2017.09 定向援建 民生 飲水工程

廣西 欽州市 欽南區 那麗鎮大山口小學 1 所 80.00 2016 已完成 2019.08 定向援建 教育 博愛學校

廣東 恩平市
牛江鎮

良西鎮

牛江鎮梨園村衛生站

良西鎮龍山村衛生站
2 所 30.00 2016 已完成 2017.05 定向援建 醫療

衛生站

(室)

貴州 黔東南州 鎮遠縣
江古鎮中所村中所小學

1 所 55.00 2018 已完成 2019.07 扶貧 教育 博愛學校

河北 邢臺市 內丘縣 神頭村衛生站 1 所 21.24 2017 已完成 2017.05 水災2016 醫療 衛生站

甘肅 武威市
天祝藏族

自治縣

澳門紅十字隴濠博愛衛生站

(哈溪鎮西灘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20.98 2017 已完成 2017.11 定向援建 醫療

衛生站

(室)

安順市 關嶺縣八 東方紅村博愛家園 1 個 45.00 2017 已完成 2018.09 扶貧 民生 博愛家園

畢節市 威寧縣石 營坪村博愛家園 1 個 45.00 2017 已完成 2018.09 扶貧 民生 博愛家園

貴陽市 息烽縣鹿 新民村博愛家園 1 個 45.00 2017 已完成 2018.09 扶貧 民生 博愛家園

銅仁市
印江縣土

家苗族自
蔓苞村博愛家園 1 個 45.00 2017 已完成 2018.09 扶貧 民生 博愛家園

尼泊爾 加德滿都 加都谷地 國家備災庫 1 座 USD100 2018 進行中 災後重建 能力建設
備災救災

中心

貴州



東一村博愛排水渠 1 個 33.7964 2017 已完成 2018.05 扶貧項目 民生 生計項目

東一村博愛健身廣場 1 個 44.6090 2017 已完成 2018.05 扶貧 民生 其他

甘肅 白銀市 景泰縣 景泰縣正路鎮兔窩村博愛家園 1 個 38.00 2018 進行中 定向援建 能力建設 其他

貴州 黔東南州 從江縣 丙妹鎮長寨幼兒園 1 所 70.00 2018 進行中 扶貧 教育 博愛學校

貴州 黔東南州 從江縣 東朗鎮苗穀小學 1 所 160.00 2018 進行中 扶貧 教育 博愛學校

貴州 黔東南州 從江縣 停洞鎮九曰小學 1 所 180.00 2018 進行中 扶貧 教育 博愛學校

貴州 黔東南州 從江縣 丙妹鎮芭莎幼兒園 1 所 100.00 2018 進行中 扶貧 教育 博愛學校

貴州 黔東南州 從江縣 雍里鄉滾玉小學 1 所 80.00 2018 進行中 扶貧 教育 博愛學校

貴州 黔東南州 從江縣 雍里鄉滾玉幼兒園 1 所 70.00 2018 進行中 扶貧 教育 博愛學校

貴州 黔東南州 從江縣 下江鎮聯心村幼兒園 1 所 70.00 2018 進行中 扶貧 教育 博愛學校

貴州 黔東南州 從江縣 高增鄉佔裡村 1 個 62.00 2018 進行中 扶貧 民生 博愛家園

貴州 黔東南州 從江縣 往洞鎮弄吾村 1 個 67.00 2018 進行中 扶貧 民生 博愛家園

貴州 黔東南州 從江縣 往洞鎮吾架村衛生站 1 所 20.00 2018 已完成 2019.08 扶貧 醫療
衛生站

(室)

貴州 黔東南州 從江縣 西山鎮小翁村衛生站 1 所 20.00 2018 已完成 2019.08 扶貧 醫療
衛生站

(室)

貴州 黔東南州 從江縣 翠裡鄉高開村衛生站 1 所 20.00 2018 已完成 2019.08 扶貧 醫療
衛生站

(室)

廣東 韶關市 始興縣



貴州 黔東南州 從江縣 往洞鎮信地村衛生站 1 所 20.00 2018 已完成 2019.08 扶貧 醫療
衛生站

(室)

貴州 黔東南州 從江縣 往洞鎮高傳村衛生站 1 所 20.00 2018 已完成 2019.08 扶貧 醫療
衛生站

(室)

甘肅 平凉市 莊浪縣
(澳門紅十字隴濠博愛衛生站)

南坪鄉中靳村澳門紅十字博愛衛生站
1 所 20.00 2018 進行中 定向援建 醫療

衛生站

(室)

貴州 貴陽 修文縣 龍場鎮干壩村衛生站 1 所 20 2018 已完成 2019.07 扶貧 醫療
衛生站

(室)

*澳紅會計

劃投放金

金額*

地點 計劃 項目 (萬元新台 備　註

台灣
緊急援助及

臨時安置
救災行動 200

台灣８･８

風災

台灣
緊急援助及

臨時安置
臨時安置服務 600

台灣８･８

風災

台灣 硬體重建 永久避難中心 3500 台灣８･８

台灣 軟體重建 生計改善 3980 台灣８･８

台灣 軟體重建 綜合計畫 500 台灣８･８

以廢棄的屏東潮州鎮忠

協助發展村落地方特色

台灣８･８風災重建項目

救災車輛 (接送泰武國

說　明

救災器材調用與回補。

派遣義工前往災民收容

所進行服務以及進行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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