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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名称(Organisation Name) 所在地区 申请编号 类  别 申请金额 合规金额 获准金额 审批结果 全部和/或部分被拒原因 与基金会关系

Abbany羽毛球俱乐部 (Albany Badminton Club Incorporated) 奥克兰 601 体   育 $7,771.73 $7,771.73 $7,771.73 获准 获准

新西兰肠癌联合会 (Bowel Cancer New Zealand Incorporated) 奥克兰 570 社  区 $6,800.00 $6,800.00 $3,400.00 部分获准 资金不足
新西兰旗袍协会联合会                                                                                                      
(Federation of New Zealand Cheongsam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奥克兰 587 社  区 $4,784.00 $4,784.00 $2,000.00 部分获准 资金不足 X

大家庭慈善信托基金（Great Families Charitable Trust） 奥克兰 584 社  区 $2,250.00 $2,250.00 $2,250.00 获准

奥克兰父母交流组织 (Parent to Parent Auckland) 奥克兰 567 社  区 $2,000.00 $2,000.00 $2,000.00 获准

奥克兰男子高中 (Auckland Grammar School) 奥克兰 595 教   育 $2,000.00 $2,000.00 $2,000.00 获准
奥克兰天文台和天文馆信托基金 (Auckland Observatory and Planeterium Trust) 奥克兰 581 社  区 $3,000.00 $3,000.00 $3,000.00 获准
奥克兰四海羽毛球俱乐部 (Auckland Si Hai Badminton Club Ltd) 奥克兰 596 体   育 $12,788.00 $12,788.00 $8,253.00 部分获准 资金不足
奥克兰乒乓球协会 (Auckland Table Tennis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奥克兰 564 体   育 $6,800.00 $6,800.00 $0.00 被拒 资金不足

Badminton 羽毛球俱乐部 (Balmoral Badminton Club) 奥克兰 592 体   育 $20,000.00 $14,112.00 $7,000.00 部分获准 资金不足 X
Ngatira 网球俱乐部 (Ngatira Tennis Club) 奥克兰 585 体   育 $2,300.00 $2,300.00 $2,300.00 获准

奥克兰垒球俱乐部 (The Auckland Softball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奥克兰 600 体   育 $10,000.00 $10,000.00 $5,000.00 部分获准 资金不足

Three Kings 联合足球俱乐部 (Three Kings United Football Club) 奥克兰 560 体   育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获准

海上救护 Kariaotahi地区联合会(Surf Life Saving Kariaotahi Incorporated) 奥克兰 598 社  区 $4,900.00 $4,650.00 $4,650.00 部分获准 部分申请不合规
Howick-Pakuranga 曲棍球俱乐部 (Howick-Pakuranga Cricket Club Incorporated) 奥克兰 571 社  区 $10,000.00 $10,000.00 $5,000.00 部分获准 资金不足

可获信托基金会  (Attainable Trust) 奥克兰 588 社  区 $5,212.35 $5,212.35 $0.00 被拒 资金不足
印裔新西兰人联合信托基金 (Indo Kiwi United Trust) 奥克兰 549 社  区 $7,133.25 $7,133.25 $7,133.25 获准
开支培训与预算范围联合会 (Training and Budgeting Services Incorporated) 奥克兰 561 社  区 $10,000.00 $10,000.00 $0.00 被拒 资金不足

妇女关爱信托基金 (Woman Care Trust) 奥克兰 563 社  区 $10,000.00 $10,000.00 $0.00 被拒 资金不足
致残人士社区关爱协会奥克兰联合会                                                                                   
(Communicare-Civilian Maimed Association (Auckland) Incorporated)

奥克兰 594 社  区 $6,250.00 $6,250.00 $0.00 被拒 资金不足

步行运动信托基金 (Lifewalk Trust) 奥克兰 590 社  区 $4,080.00 $3,547.83 $1,500.00 部分获准 部分申请不合规
新西兰国家心脏基金会 (The National Heart Foundation of New Zealand) 奥克兰 593 社  区 $40,000.00 $40,000.00 $25,000.00 部分获准 资金不足

Onehaga 华人协会 (Onehunga Chinese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奥克兰 566 社  区 $9,700.00 $5,048.50 $5,048.50 部分获准 部分申请不合规
新西兰辣妈协会 (New Zealand Hot Mama Society Incorporated) 奥克兰 578 社  区 $8,510.00 $8,510.00 $0.00 被拒 资金不足 X
感触指南针舞蹈信托基金 (Touch Compass Dance Trust) 奥克兰 591 体   育 $4,930.00 $4,730.00 $4,730.00 部分获准 部分申请不合规
奥克兰西湖男子高中 (Westlake Boys High School) 奥克兰 572 教   育 $10,002.05 $10,002.05 $5,000.00 部分获准 资金不足

Remuera 华人协会 (Remuera Chinese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奥克兰 562 社  区 $2,409.00 $2,409.00 $2,409.00 获准

Waitakere羽毛球协会 (Waitakere Badminton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奥克兰 577 体   育 $20,000.00 $20,000.00 $0.00 被拒 申请人撤回申请

新西兰脑瘫学会 (Cerebal Palsy Society of New Zealand) 奥克兰 569 社  区 $5,000.00 $5,000.00 $0.00 被拒 资金不足

救星基金会 (Lifesavers Foundation) 奥克兰 575 社  区 $39,384.64 $39,384.64 $20,000.00 部分获准 资金不足

罗纳德住宿新西兰慈善信托基金                                                                                                    
(Ronald McDonald House Charities New Zealand Trust)

奥克兰 579 社  区 $68,520.00 $68,520.00 $25,000.00 部分获准 资金不足

海上救护北部地区联合会 (Surf Life Saving Northern Region Incorporated) 奥克兰 576 社  区 $32,128.00 $32,128.00 $10,000.00 部分获准 资金不足

奥克兰西区华人协会 (Chinese Association of West Auckland Incorporated) 奥克兰 582 社  区 $4,099.20 $4,099.20 $4,099.20 获准

多彩艺术团  (The Colourful Art Group Incorporated) 奥克兰 573 社  区 $634.40 $634.40 $634.40 获准

奥克兰之声表演艺术协会 (Sound of Auckland Performing Arts Association) 奥克兰 553 社  区 $3,308.38 $3,308.38 $3,308.38 获准

职业生涯信托基金 (Career Moves Trust) 泰晤士-科罗曼多 583 社  区 $32,208.90 $32,208.90 $32,208.90 获准

泰晤士 Parawai 学校 (Parawai School) 泰晤士-科罗曼多 586 教   育 $13,189.00 $13,189.00 $13,189.00 获准

泰晤士壁球俱乐部 (Thames Squash Rackets Club Incorporated) 泰晤士-科罗曼多 589 体   育 $899.00 $0.00 $0.00 被拒 资金不足

外帕 Pekurau x学校 (Pekerau School) 外帕(Waipa) 604 教   育 $22,683.58 $19,724.86 $19,724.86 部分获准 部分申请不合规
Te Awamutu 初中 (Te Awamutu Intermediate School) 外帕(Waipa) 597 教   育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获准

Te Awamutu 小学 (Te Awamutu Primary School) 外帕(Waipa) 599 教   育 $46,000.00 $46,000.00 $46,000.00 获准
Te Awamutu 橄榄球运动休闲俱乐部                                                                    (Te 
Awamutu Rugby Sports and Recreation Club (Incorporated))

外帕(Waipa) 580 教   育 $19,056.34 $15,216.34 $15,216.34 部分获准 部分申请不合规

Grant Total: $578,731.82 $559,512.43 $352,826.56
重要声明：组织名称的中文翻译仅供参考，其正规名称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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