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金桃園區運用管理及營運監督委員會  

104-108 年執行情形  

104 年支用明細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104.09 管委會 原子章 3 個            390 

管委會 1040629 會議委員出席費          5,000 

管委會 1040629 會議誤餐費          1,120 

管委會 專戶印鑑變更手續費            100 

管委會 郵資          1,404 

龍山里 守望相助隊汽車強制險全險         25,137 

龍山里 守望相助隊機車強制險          1,910 

龍山里 機車燃料稅及汽車牌照稅          8,920 

管委會 1040922 會議出席費          5,000 

管委會 1040922 會議誤餐費          1,200 

104.10 龍山里 103 年度住戶回饋金        462,300 

龍山里 103 年清除處理費 32 戶         18,048 

龍山里 監視器 103 年電費(溫○柑)          9,608 

龍山里 監視器 103 年電費(游○玉)          9,882 

龍山里 監視器 103 年電費(鴻撫宮)         12,000 

龍山里 監視器 103 年電費(陳○款)          9,692 

龍山里 監視器 103 年電費(邱○立)         11,473 

龍山里 急難救助金林○旺          3,000 

龍山里 急難救助金林○淇          3,000 

龍山里 回饋戶意外保險          76,498 

龍山里 環保宣導活動         23,630 

龍山里 環保洗衣粉         26,400 

104.12 龍山里 急難救助金及在學獎助金 43,500 

龍山里 補助回饋戶購置冷氣機 15,000 

龍山里 管委會運作經費 11,180 

龍山里 龍山里慶典活動暨整修工作 23,140 

龍山里 環保觀摩活動 232,500 



 

105 年支用明細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105.06 管委會 原子印           2,320 

管委會 1050315 會議委員出席費           8,000 

管委會 1050315 會議委員水果盒         1,600 

管委會 專戶印鑑更換手續費          100 

管委會 郵資      440 

管委會 文具用品     3,612 

105.10 龍山里 環保宣導活動     33,600 

管委會 匯費        30 

105.11 
龍山里 

回饋戶意外保險 141 人 (105.9.6-

106.9.6) 

   74,503 

管委會 郵資    1,404 

龍山里 環保宣導品   26,400 

龍山里 龍山里慶典活動八仙彩 12 呎    1,800 

龍山里 龍山里慶典活動掌中戲表演  10,000 

龍山里 龍山里慶典活動祭祀用香組   7,000 

龍山里 鐵龍山里慶典活動架布棚  3,000 

龍山里 龍山里慶典活動祭祀用壽麵    9,000 

龍山里 補助回饋戶購置冷氣機(徐○寶)   15,000 

龍山里 104 年度住戶回饋金  482,400 

龍山里 
補助自(非)來水徵收垃圾處理費 30

戶 

   33,840 

龍山里 社區關懷補助   34,000 

管委會 印表機碳粉    6,000 

龍山里 104 年電費(游徐 o 玉)   10,875 

龍山里 104 年電費(鴻撫宮)  12,000 

龍山里 104 年電費(陳 o 款)  6,043 

龍山里 104 年電費(邱 o 立)   9,858 

龍山里 104 年電費(溫 o 柑)  6,080 



 

106 年支用明細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106.03 管委會 郵資 270 

管委會 郵資 200 

管委會 1060329 會議委員出席費 6,000 

管委會 1060329 會議餐費 1,600 

管委會 郵資 315 

管委會 文具用品 1,295 

106.04 管委會 匯費 30 

106.05 管委會 文具用品 1,406 

106.07 管委會 郵資 1,390 

龍山里 社區關懷補助補助(陳 o 仁) 3,000 

管委會 郵資 1,260 

管委會 郵資 460 

管委會 幹事印章 120 

106.08 管委會 影印紙 7,620 

龍山里 105 年度住戶回饋金 482,760 

管委會 文具用品    3,006 

龍山里 
守 望 相助 隊汽 車全 險 (105.5.13-

106.5.13) 
 25,000 

龍山里 守望相助隊機車燃料險  1,800 

105.12 

 

管委會 11/30 會議餐費   1,600 

管委會 11/30 出席費   7,000 

管委會 匯費   30 

管委會 12/21 會議委員出席費 7,000 

管委會 12/21 會議餐費   10,300 

管委會 會議通知郵資    450 

管委會 郵資      100 

管委會 文具用品   1,786 

龍山里 環保觀摩活動  299,895 



106.09 
龍山里 

龍山里慶典活動暨整修工作泥作、

水電、油漆工程等 

57,000 

龍山里 
105 年監視器電費(溫 o 柑、邱 o

立、陳 o 款、鴻撫宮、游徐 o 玉) 

44,208 

龍山里 
補助自(非)來水徵收垃圾處理費 32

戶 

36,096 

龍山里 社區關懷補助在學獎金  36,500 

106.10 
龍山里 

回饋戶意外保險 141 人(106.9.6-

107.9.6) 

 73,925 

龍山里 社區關懷補助急難慰問金(林 o 中) 3,000 

管委會 文具用品  7,000 

龍山里 環保宣導品 26,400 

龍山里 環保宣導品  33,600 

龍山里 環保觀摩活動  395,500 

106.11 龍山里 急難慰問金(陳 o 仁) 3,000 

管委會 郵資 168 

管委會 106.11.22 會議委員出席費 5,000 

管委會 106.11.22 會議便當費  1,600 

106.12 管委會 碳粉  4,886 

龍山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險  25,000 

龍山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機車燃料費  1,800 

龍山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機車強制費  3,277 

龍山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燃料費  4,800 

管委會 106.12.27 會議委員出席費  6,000 

管委會 106.12.27 會議誤餐費  10,400 

管委會 碳粉匣  1,050 

 

 

107 年支用明細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107.05 龍山里 監視器拆除費 89,998 

龍山里 社區關懷補助溫○圖 3,000 



管委會 107 年度第一次會議出席餐費  2,000 

管委會 107 年度第一次會議出席費 6,000 

管委會 印章 120 

管委會 郵資  324 

管委會 郵資 224 

管委會 郵資 324 

管委會 郵資 180 

107.09 管委會 影印紙 9,516 

龍山里 106 年度住戶回饋金  467,200 

龍山里 
補助自(非)來水徵收垃圾處理費 31

戶 
34,968 

龍山里 社區關懷補助在學獎金 42,000 

管委會 郵資  1,938 

龍山里 106 年監視器電費 12,738 

龍山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險 25,000 

龍山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機車保險 2,282 

龍山里 
回饋戶意外保險 147 人(107.9.6-

108.9.6) 
74,574 

107.10 龍山里 龍山里慶典活動會場布置布棚香等 29,600 

龍山里 社區關懷補助住院慰問金(林○通) 3,000 

龍山里 環保宣導品 60,000 

107.11 管委會 碳粉   12,000 

107.12 管委會 郵資 252 

管委會 會議委員出席費 5,000 

管委會 會議誤餐費 11,264 

管委會 郵資  252 

 

108 年支用明細  

年/月 使用單位 項目 金額 

108.04 管委會 會議通知函郵資 196 

管委會 委員印鑑 120 

管委會 會議紀錄郵資 252 



管委會 108 年第 1 次會議委員出席費 8,000 

管委會 108 年第 1 次會議委員餐費 2,400 

管委會 影印紙 9,050 

管委會 文具用品 2,000 

管委會 匯費 30 

108.05 管委會 郵資 196 

管委會 回饋金發放通知郵資 1,938 

管委會 108 年第 2 次會議委員出席餐費 7,000 

管委會 108 年第 2 次會議委員出席餐費 2,000 

108.07 管委會 郵資 1,548 

管委會 郵資 700 

龍山里 拆除 3 處監視器主機及攝影機 19,800 

管委會 文具用品 2,610 

龍山里 社區關懷補助住院慰問金(呂○來) 3,000 

108.08 管委會 郵資 252 

龍山里 107 年度住戶回饋金 412,800 

龍山里 
補助自(非)來水徵收垃圾處理費 29

戶 
32,712 

龍山里 社區關懷補助 47,500 

108.09 
龍山里 

回 饋 戶 意 外 保 險 108/9/6-

109/9/6(147 人) 
75,450 

管委會 匯費 30 

108.10 龍山里 中秋環保政令活動宣導品 90,000 

龍山里 龍山里慶典活動布袋戲 10,000 

龍山里 龍山里慶典活動壽麵 10,184 

龍山里 龍山里慶典活動場地帳篷 5,000 

龍山里 龍山里慶典活動金紙香 10,000 

龍山里 環保觀摩活動 364,500 

108.12 龍山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險 26,000 

管委會 108 年第 3 次會議委員出席費 6,000 

管委會 108 年第 3 次會議委員出席餐費 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