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104.01 管委會 郵資、印開會資料、郵資等 2,305                   

管委會 幹事102年8月加班費(李)(黃) 9,680                   

忠孝里 購買清潔工具 9,900                   

忠孝里 102年環保宣導活動 150,00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2年12月 70,00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2年12月 32,000                 

管委會 102年12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2,098                   

管委會 信封、影印審核表 6,852                   

管委會 影印機碳粉2組 4,600                   

管委會 郵資、報費、誤餐、102年12月電話費 4,878                   

管委會 文具用品及電話2台 2,678                   

管委會 103.1.14會議委員出席費 30,000                 

各里 春節紀念品 40,000                 

內定里 學生專車102年12月服務費 806,851              

復興里 102年度環保觀摩活動 241,740              

和平里 102年度環保觀摩活動 280,000              

成功里 102年度環保觀摩活動 406,925              

內定里
102年度環保志(義)工幹部、績優志(義)工及鄰長觀

摩活動
536,040              

內定里 102年11月租賃式監視系統 176,521              

內定里 補助忠福國小學生午餐費102學年度第1學期 357,470              

文化里 102年度環保志工隊10-12月每週點心費 8,315                   

文化里 102年度守望相助隊員工作服 12,000                 

文化里 102年度守望相助隊點心及巡邏車油資 6,318                   

內定里 102年度社區環境清潔工作除草劑 29,920                 

內定里 102年度社區環境清潔工作垃圾袋 74,970                 

內定里 102年度社區環境清潔工作礦泉水 51,100                 

文化里
102年度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保險、隊員制服皮帶、油

資等
81,458                 

復興里 102年度社區兒童關懷活動宣導品、飲料等 99,900                 

復興里 102年度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129,000              

復興里 102年度環保志工工作服 96,000                 

復興里 102年度環保宣導活動 150,000              

內定里 102年度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修繕費 4,284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金中壢區運用管理及營運監督委員會

104-108年執行情形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管委會 1/14委員會議誤餐費 18,000                 

管委會 會議資料印製、報費、郵資 1,720                   

永福里 102年社區環境清潔工作12月僱工薪資 36,40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3年1月 70,00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3年1月 32,000                 

管委會 幹事102年終獎金 105,000              

管委會 幹事102年終獎金 48,000                 

內定里 補助內定國小學生午餐費102學年度第1學期 1,262,614           

文化里 補助內定國小學生午餐費102學年度第1學期 110,000              

文化里 102年度監視器1-11月電費 28,000                 

成功里 102年度監視器1-12月電費 29,820                 

104.02 永福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103年12月僱工薪資 40,000                 

內定 守望相助隊新進隊員裝備 4,170                   

內定 守望相助隊新進隊員裝備 15,420                 

內定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礦泉水 70,000                 

內定 學生交通車103年12月服務費 856,788              

成功 監視器主機維修 4,000                   

內定 才藝研習班103.10-12月 316,482              

內定 學生交通車104年1月服務費 620,500              

管委會 公務手機103年12月電話費 2,097                   

管委會 郵資、油資、報費、電話費 3,554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4年1月 70,00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4年1月 35,000                 

管委會 幹事103年終獎金 105,000              

管委會 幹事103年終獎金 48,000                 

管委會 委員環保觀摩活動 1,344,000           

內定 補助內定國小學生午餐費103學年度上學期 1,246,903           

文化 補助內定國小學生午餐費103學年度上學期 109,000              

文化 補助元生國小學生午餐費103學年度上學期 364,000              

管委會 刻章乙批 3,010                   

管委會 104.2.9臨時會委員出席費 20,000                 

管委會 春節禮盒 40,000                 

成功 才藝研習班103年11-12月師資場租(肚皮舞班) 13,250                 

成功 才藝研習班103年11-12月場租(手語班) 2,000                   

成功 才藝研習班103年11-12月師資場租(土風舞班) 13,25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成功 才藝研習班成果發表會 131,422              

內定 購置廚餘桶-作業費 119,940              

104.03 管委會 郵資、油費、報費、印章 1,244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4年2月 70,00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4年2月 35,000                 

管委會 3/16委員會議出席費 22,000                 

管委會 104年1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2,098                   

管委會 電話費、郵資 2,128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4年2月服務費 109,5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養護、油資、會議餐點 88,744                 

文化里 環保志工隊年度檢討會餐費 27,00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師資、文具 133,285              

內定里 補助忠福國小學生午餐費103學年度上學期 334,790              

管委會 委員會議餐費 12,779                 

管委會 郵資、報費、印刷、電話費、茶葉等 7,826                   

管委會 104年2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2,098                   

104.04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4年3月 105,000              

內定里 環保志(義)工幹部、績優志(義)工及鄰長觀摩活動 582,0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1-3月手語班場地租金 3,0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1-3月肚皮舞班場地租金及師資 15,5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1-3月土風舞班場地租金及師資 16,750                 

內定里 1學生交通車04年3月 803,000              

管委會 飲用水、郵資、匯費 999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檢討會 25,000                 

104.05 內定 才藝研習班104/1/1-3/31 430,466              

內定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養 9,902                   

內定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養 9,66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4年4月 110,052              

管委會 報費電話費郵資 2,127                   

管委會 104年3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2,097                   

內定 學生交通車104年4月服務費 730,000              

管委會 油資審查費印刷費 2,155                   

管委會 影印機4-6月保養費 1,500                   

管委會 影印機更換加熱組 10,500                 

管委會 104.5.15會議出席費 22,000                 

管委會 内定環保志(義)工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永福 守望相助隊新進隊員制服、巡守車牌照稅 70,015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文化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養、油資、隊員保險 47,241                 

文化 才藝研習班1-3月師資及音響設備維修 103,240              

管委會 文化環保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文化守望相助隊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5/15會議誤餐費 1,280                   

104.06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4年2月 108,332              

管委會 內定里環保志(義)工觀摩採購案評選委員出席費 4,000                   

管委會 郵資油資電話費 3,411                   

管委會 內定里環保志(義)工觀摩採購案評選委員交通費 650                      

管委會 公務手機104年4月電話費 2,099                   

管委會 端午節禮品(水果盒) 24,500                 

管委會 104.6.16委員出席費 18,00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4年5月服務費 766,500              

104.07 管委會 104年5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2,098                   

管委會 郵資報費電話費、會議誤餐費等 6,410                   

管委會 永福守望相助隊觀摩採購評選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永福環保志工觀摩採購評選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印製103住戶清冊採購案評選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忠孝里環保觀摩採購評選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忠孝里環保志工觀摩採購評選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成功里環保觀摩採購評選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成功里環保志工觀摩採購評選出席費 3,0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新進人員制服1套 3,27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新進人員制服3套 8,53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4年6月 108,332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4年6月 766,500              

內定里 活動中心影印機碳粉 5,250                   

文化里 補助內定國小學生午餐費103學年度第2學期 108,000              

文化里 補助元生國小學生午餐費103學年度第2學期 369,00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購置電腦設備1套及印表機耗材 24,459                 

文化里 環保志工隊垃圾袋 6,0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強制險、郵資、隊員制服等 47,487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4-6月土風舞班師資場租 18,0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4-6月肚皮舞班師資場租 18,0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4-6月歌唱班師資場租 19,25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4-6月手語班場租 3,00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碳粉 4,500                   

管委會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第二季檢討會 25,000                 

管委會 文具油資報費手續費 691                      

內定里 才藝研習班4-6月 318,029              

內定里 補助內定國小學生午餐費103學年度第2學期 1,062,101           

管委會 郵資公務車保養會議誤餐費 2,905                   

管委會 104年6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2,098                   

管委會 文化里環保志工觀摩採購評選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和平里環保觀摩採購評選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影印機保養費7-9月 1,50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4年7月 108,332              

104.08 內定里 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 2,599,4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保養 8,60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4-6月師資 104,000              

文化里 鄰長及志工幹部檢討會 26,500                 

文化里 集會所音響設備修繕、增購無線麥克風 40,215                 

永福里 環保志工隊垃圾袋手套竹掃把等 28,300                 

永福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燃料稅 6,180                   

管委會 復興里環保觀摩採購評選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影印機碳粉回收盒 1,300                   

管委會 8/31會議委員出席費10*2000 20,000                 

管委會 郵資公務車油資電話費報費 2,504                   

管委會 104年7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2,098                   

104.09 管委會 104年8月幹事薪資 108,332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隊員退休紀念品、普渡祭祀品等 13,750                 

內定里 活動中心更換燈具 95,970                 

內定里 戶外設施更換LED燈 36,593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隊員訓練交通費、誤餐費 7,6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 521,700              

內定里 中壢公所「免費市民公車委外服務計畫」配合款 860,000              

管委會 印製103年度回饋區發放清冊作業紙張 125,0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長褲 54,0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保養、油資檢驗費等 34,924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監視器4組 65,100                 

內定里
補助忠福國小學生午餐費103學年度上學期及103學

年度下學期
292,185              

管委會 複合機1台 7,50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管委會 郵資、油資、會議誤餐費等 2,776                   

管委會 中秋節水果禮盒 21,000                 

管委會 郵資、報費、電話費 2,571                   

管委會 104年8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2,104                   

104.10 管委會 郵資、油資、刻章 2,36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4年9月 108,332              

管委會 內定里保險採購案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和平里 音響燈光摸彩品餐費等 156,0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保險及檢驗費 21,687                 

永福里 環保宣導活動 237,800              

文化里 環保宣導活動 270,000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第三季檢討會餐費 25,000                 

復興里 環保宣導活動 150,00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4年8-9月服務費 766,500              

管委會 104.10.27會議委員出席費 20,000                 

忠孝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73,796                 

忠孝里 環保觀摩活動 199,200              

文化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245,7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7-9月土風舞班師資場地費 18,0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7-9月肚皮舞班師資場地費 16,75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7-9月歌唱班師資場地費 19,25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7月手語班場地費 1,000                   

成功里 環保宣導活動 169,383              

管委會 委員環保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1000*3 3,000                   

管委會 辦公室手機3組+配件 29,200                 

管委會 郵資、油資、強制險、報費、手續費等 2,045                   

內定里 委託農田水利會辦理桃園大圳支線路面改善工程 1,000,000           

內定里 才藝研習班104/7/1-9/30師資 328,175              

永福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50,000                 

文化里 環保觀摩活動 888,800              

成功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80,0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表演服裝 9,780                   

管委會 電話費、誤餐、規費等 4,255                   

管委會 104年9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2,097                   

內定里 委託中壢區公所辦理內定八街路面改善工程 15,000,000         

104.11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4年11月 108,332              

內定里 環境清潔工作手套、竹掃把、畚斗等 58,90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內定里 104年10月服務費 766,500              

和平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20,000                 

復興里 環保觀摩活動 200,000              

復興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138,000              

管委會 影印機保養 1,500                   

管委會 辦公室印表機碳粉1組 39,850                 

管委會 整理箱、礦泉水郵資等 6,725                   

管委會 文具影印紙等 5,188                   

管委會 住戶回饋金作業費 807,500              

104.12 成功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241,530              

忠孝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200,00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音響、表演服裝、餐盒、攝影等 76,939                 

文化里 集會所原有柵欄移置及新增柵欄工程 82,425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團體服 39,6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保險、油資及茶水 37,964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音響舞台帆布便當等 55,100                 

管委會 104年10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2,772                   

管委會 郵資、報費、電話費、衛生紙等 2,914                   

管委會 內定里環保志義工幹部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4年11月                 108,332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4年11月服務費 766,50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垃圾夾 36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教材、師資、文具用品等 142,024              

文化里 監視器修繕 32,697                 

文化里 鄰長暨基層工作人員觀摩活動 92,235                 

忠孝里 音響、摸彩品、餐費等 150,000              

永福里 忠福國小交通導護志工年終檢討會 43,200                 

管委會 油資、影印紙等 2,351                   

管委會 律師顧問費104/12/1-105/11/30 40,000                 

文化里 鄰長及志工幹部檢討會餐費 25,000                 

文化里 監視器電費103/12-104/11 26,00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志工礦泉水 67,0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保養 6,647                   

管委會 104年11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報費、電話費 3,139                   

 成功里 環保觀摩活動 388,000              

和平里 環保觀摩活動 327,18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人壽險暨意外險)104/10/7-105/10/7 3,377,00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4年12月 108,332              

管委會 104.12.28會議委員出席費 32,000                 

105.02 內定里 忠福國小104學年度上學期 324,985              

內定里 內定國小104學年度上學期 1,212,082           

文化里 內定國小104學年度上學期 111,800              

文化里 104年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364,312              

永福里 104年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339,600              

內定里
104年環保志(義)工幹部、績優志(義)工及鄰長觀摩

活動
566,10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4年12月服務費 1,204,500           

內定里 才藝研習班104/10/1-12/31 343,966              

內定里 104年環保志(義)工業務檢討會宣導品400份 88,800                 

內定里 104年環保志(義)工業務檢討會餐費 67,000                 

內定里 104年環保志(義)工業務檢討會租借椅子 13,400                 

內定里
104年環保志(義)工業務檢討會音響設備、布條、印

刷、水等
13,304                 

內定里 104年守望相助隊巡邏車更換輪胎 7,350                   

文化里 104設置年花木盆栽 96,390                 

文化里 104年守望相助隊巡邏機車保養、油資、點心 15,741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鄰長業務檢討會104年第4季檢討會 25,000                 

成功里 104年才藝研習班肚皮舞班師資、場地費 19,250                 

成功里 104年才藝研習班歌唱班師資、場地費 19,250                 

成功里 104年才藝研習班土風舞班師資、場地費及服裝 21,250                 

成功里 監視器103/12、104/11電費 11,318                 

永福里 104年守望相助隊誤餐費、水、文具用品等 18,745                 

永福里 環保志工隊檢討會宣導品及餐費 65,960                 

永福里 水環境巡守隊檢討會宣導品及餐費 23,920                 

管委會 104年12月公務機電話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誤餐費等 6,387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5年1月 108,999              

管委會 幹事104年年終獎金 162,499              

管委會 春節紀念品 35,520                 

管委會 105.2.19會議委員出席費 17,000                 

105.03 文化里 環保志工檢討會 69,5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修繕、油資、檢討會等 119,450              

內定里 活動中心舞台修繕工程 98,500                 

內定里 活動中心更換穿廉 50,531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5年1/1-1/20服務費 470,000              

永福里 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 244,000              

管委會 影印機保養10502-04 1,500                   

管委會 郵資、油資、公務車保養、報費及匯費 4,276                   

管委會 2/19會議餐費 15,000                 

管委會 學生交通車採購案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105年1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5年2月 108,999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5年2月服務費 407,297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104年10-12月 138,000              

管委會 郵資、油資、公務車保養等 277                      

永福里 才藝研習班教材及師資費 31,900                 

管委會 郵資、報費、電話費、文具 2,888                   

管委會 105年2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105.04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5年3月 108,999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第一季業務檢討會餐費 25,0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1-2月歌唱班師資及場地費 13,25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1-2月肚皮舞班師資及場地費 10,750                 

成功里 1才藝研習班-2月土風舞班師資及場地費 13,25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5年3月服務費 851,621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修繕、油資、配備等 49,681                 

內定里 才藝研習班105/1/1-3/31師資 445,944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保養更換機油 4,704                   

管委會 郵資、油資、報費、電話費等 4,897                   

管委會 105年3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105.4.29會議委員出席費 34,000                 

105.05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5年4月 108,999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5年4月服務費 703,513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油資、飲料、電腦螢幕 14,325                 

永福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保險、檢驗費、牌照稅 12,448                 

管委會 郵資、衛生紙、會議餐費 3,220                   

管委會 105.5.9會議委員出席費 32,000                 

105.06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1-3月師資、教材、表演服等 115,774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保養 9,555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常訓交通費、餐費 5,940                   

管委會 飲水機保養 1,89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管委會
印製104年度回饋區發放名冊及作業紙張案採購評審

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105年4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發放住戶回饋金作業流程會議便當費 750                      

管委會
郵資、報費、電話費、清潔用品、電話、電扇、手

推車等
7,737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5年5月 108,999              

管委會 端午節水果禮盒 36,00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5年5月服務費 814,594              

管委會 內定里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採購評審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內定里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採購外聘評審委員出席

費
4,000                   

管委會 回饋設施增設辦公室工程 59,000                 

管委會 辦公室遷移搬運費 13,500                 

管委會 回饋設施辦公室粉刷及地板修繕 47,000                 

管委會 辦公室冷氣修繕 2,000                   

管委會 影印機105年4-6月保養費 1,500                   

管委會 公務機車油資、印章、公文架等 2,240                   

內定里 補助內定國小暨社區運動會 79,6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油資修繕、飲料等 14,865                 

文化里 集會所增設壁扇5組 8,820                   

內定里 影印機修繕 1,000                   

永福里 端午節包粽子比賽 113,412              

管委會 冷氣排風口增設白鐵擋風板 2,200                   

管委會 會議室塑膠椅30張 5,700                   

管委會 報費、郵資、電話費、文具、信封 7,810                   

管委會 105年5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105.6.29會議委員出席費 26,000                 

105.07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5年6月 108,999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5年6月服務費 777,567              

內定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內定國小104學年度下學期 1,137,214           

文化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內定國小104學年度下學期 110,000              

文化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元生國小104學年度上學期 340,000              

文化里 鄰長及志工幹部檢討會餐費 25,0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對講機6組 32,235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6月份師資 20,000                 

管委會 郵資、公務機車燃料稅、會議誤餐費 2,710                   

內定里 才藝研習班師資費等105/4/1-6/30 295,20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第二季檢討會餐費 24,400                 

管委會 黑白雷射印表機 7,500                   

管委會 沙發桌椅組 17,000                 

管委會 105年6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報費、電話費、印章等 6,551                   

管委會 105年度委員環保觀摩活動採購案委員出席費 3,000                   

105.08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5年7月 108,999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105年4-6月師資費 108,000              

管委會
105年度永福里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採購案委員出席

費
3,000                   

管委會 105年度永福里環保志工觀摩活動採購案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105年度忠孝里環保志工觀摩活動採購案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105年度忠孝里環保觀摩活動採購案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印製104年度回饋區發放名冊(印領清冊)及作業紙張 89,268                 

管委會 會議室、茶水間等更換門鎖 3,400                   

管委會 郵資、報費、文具等 2,522                   

內定里 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 2,263,8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更換零件及馬達 17,599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酒測器維修 4,620                   

永福里 才藝研習班購買音響設備乙套 97,5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修繕、油資、燃料費等 30,361                 

管委會 影印機保養(105年7-9月) 1,500                   

管委會 105年度復興里環保觀摩活動採購案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105年度和平里環保觀摩活動採購案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105年度文化里環保觀摩活動採購案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105年7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中元普渡祭祀品、匯費 4,532                   

管委會 105.8.30會議委員出席費 34,000                 

105.09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5年8月 108,999              

內定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忠福國小104學年度上學期(補1人) 3,616                   

內定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忠福國小104學年度下學期 305,266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垃圾袋一批 95,000                 

內定里 影印機購置碳粉 5,250                   

成功里 環保志(義)工工作服 97,940                 

管委會 郵資、會議誤餐費、衛生紙等 3,598                   

管委會 中秋節禮品 32,520                 

105.1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普渡用品 7,792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文化里 環保宣導活動 300,000              

永福里 環保宣導活動 249,880              

成功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斗笠、夾子、手推車等 23,350                 

成功里 環保宣導活動 180,000              

復興里 環保宣導活動 49,000                 

管委會 委員環保觀摩活動 100,000              

管委會 105年7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報費及電話費 2,234                   

管委會 印表機耗材 25,400                 

管委會 文化里環保志工觀摩活動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文化里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5年8月 108,999              

各里 補助元生國小參加國際手球比賽 80,0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保養 12,212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5年8月服務費 814,594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第三季檢討會餐費 25,0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8-9月份師資 28,15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電扇、記憶卡 3,330                   

忠孝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60,000                 

永福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50,000                 

管委會 內定里民保險採購案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報費、郵資 1,012                   

和平里 環保宣導活動 165,000              

內定里 才藝研習班105/7/1-9/30 319,977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成果發表場佈、道具服裝、便當雜支等 86,147                 

文化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242,740              

成功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80,000                 

忠孝里 環保觀摩活動 199,920              

管委會 成功里觀摩活動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戶籍規費 16,831                 

管委會 影印機保養105年10-12月 1,500                   

管委會 105.10.31會議委員出席費 32,000                 

105.11 管委會 105年9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5年10月 108,999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5年10月服務費 740,540              

和平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46,800                 

文化里 環保觀摩活動 900,00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忠孝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200,000              

永福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239,600              

管委會 成功環保志工觀摩採購案評審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內定里環保志義工績優志義工及鄰長觀摩活動採購

評審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會議誤餐費、報費 3,075                   

105.12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割草機零件乙批 1,40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7-9月師資費、影印機維修費 115,0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工作鞋 91,5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油資、巡邏車維修、保險等 31,589                 

文化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329,460              

忠孝里 環保宣導活動 150,000              

管委會 105年10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印章、電話費、誤餐費等 5,877                   

管委會 一般住戶回饋金作業費 811,500              

管委會 105委員出國觀摩活動採購外聘評審委員出席費 4,000                   

管委會 105委員出國觀摩活動採購評審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5年11月 108,999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5年11月服務費 814,594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保險及檢驗費 20,894                 

永福里 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 192,800              

永福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燃料稅 4,800                   

永福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打掃工具乙批 35,600                 

成功里 環保觀摩活動 418,950              

成功里 監視器電費104/12-105/9 8,960                   

和平里 環保觀摩活動 342,4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油資、保險、維修費等 29,923                 

文化里 鄰長及志工幹部檢討會誤餐費 25,000                 

管委會 律師費105.12.1-106.11.30 40,000                 

管委會 106年度內定里學生交通車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錄音筆1組 3,990                   

管委會 報費、郵資、垃圾袋、衛生紙等 3,602                   

管委會 影印紙、文具用品乙批 5,469                   

文化里 監視器3台主機電費104.12-105.11 18,300                 

文化里 監視器維修費 30,45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 473,34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礦泉水650箱 65,00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毛巾650條 48,75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清潔工具乙批 87,65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保養費 11,655                 

內定里 環保志(義)工業務檢討會餐費 65,000                 

內定里 環保志(義)工業務檢討會紅布條、水、音響租借等 14,125                 

內定里 環保志(義)工業務檢討會宣導品600份 90,000                 

內定里 環保志(義)工業務檢討會租借椅子 13,0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隊員制服及配件 10,870                 

復興里 環保觀摩活動 100,000              

和平里 環保志(義)工幹部及鄰長業務檢討會餐費、紅布條 37,080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會議誤餐費等 6,065                   

管委會 105.12.26會議委員出席費 32,000                 

管委會 吸塵器乙組 3,780                   

管委會 105年11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第4季檢討會餐費 25,000                 

106.01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5年12月 108,999              

內定里 105年學生交通車12月服務費 925,680              

內定里
105年度里民團體保險(人壽險暨意外險)105/10/7-

106/10/7
3,600,000           

文化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元生國小104學年度下學期 340,000              

文化里 105年度環保志工隊8-12月志工餐點 28,875                 

文化里 105年度守望相助隊巡邏車油資零件及隊員裝備等 24,205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105年10-12月肚皮舞歌唱班師資 20,0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成果發表會 94,500                 

成功里 105年度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261,450              

管委會 郵資、自製貼紙 810                      

管委會 106年春節紀念品 36,000                 

內定里 105年度才藝研習班105/10/1-105/12/31 325,933              

內定里 105年度守望相助隊酒測器感應紙 2,10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6年1月服務費 478,426              

永福里 105年度忠福國小交通導護志工年終檢討會 44,900                 

永福里 105年度守望相助隊獎牌、禮品、餐費、紀念品 78,500                 

永福里
105年度水環境巡守隊檢討會獎牌、禮品、餐費、紀

念品
46,390                 

永福里 105年度環保志工檢討會 72,000                 

文化里 105年度鄰長暨基層工作人員觀摩活動 93,784                 

文化里 環保志工隊年終檢討會餐費、水果禮盒等 73,73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餐費水果禮盒、巡邏車油資檢驗費 124,206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管委會 影印機保養106/1/15-4/15 1,500                   

管委會 105年12月公務手機機電話費 3,000                   

管委會 電話、油資、報費 895                      

管委會 幹事105年年終獎金3*54500 163,500              

106.02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6年1月 108,999              

永福里 105年度才藝研習班插花班材料師資費 40,600                 

管委會 印表機碳粉2支 3,600                   

管委會 電話費、郵資 2,679                   

管委會 106.2.10會議委員出席費 34,0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修繕 2,048                   

內定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內定國小105學年度上學期 1,162,245           

內定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忠福國小105學年度上學期 328,510              

文化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內定國小105學年度上學期 110,000              

管委會 106.2.10會議誤餐費 14,000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報費 3,171                   

管委會 106年1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3,000                   

106.03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6年2月 108,999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6年2月服務費 404,822              

內定里 環保志(義)工幹部、績優志(義)工及鄰長觀摩活動 376,65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105年9-12月師資 147,460              

永福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保險、檢驗費 5,716                   

永福里 才藝研習班105.12-106.2歌唱班 20,000                 

管委會 辦公室電鍋 2,890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報費手續費等 4,130                   

管委會 106年2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3,000                   

106.04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6年3月 108,999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6年3月服務費 846,446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保養 14,123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第一季檢討會餐費 25,0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3月歌唱土風舞肚皮舞班師資 18,750                 

管委會 105年度委員環保觀摩活動 480,000              

管委會 郵資、公務車保養、報費等 1,479                   

管委會 106.4.21會議委員出席費16*2000 32,000                 

內定里 交通局代辦增設交通號誌 576,780              

106.05 內定里 才藝研習班106.1.1-3.31 473,207              

永福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牌照稅 7,120                   

文化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元生國小105學年度上學期 313,00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管委會 筆電Acer一組 25,000                 

管委會 影印機保養費106.4-6 1,500                   

管委會 印表機修繕 7,700                   

管委會 郵資、油資、電話費、誤餐費 5,498                   

管委會 106年3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3,00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6年4月 108,999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6年4月服務費 662,436              

管委會 郵資、報費、電話費、印刷 4,221                   

管委會 文化里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回饋金發放名冊作業紙張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106年4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3,000                   

管委會 端午節禮品 36,00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誤餐費 1,700                   

106.06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6年5月 108,999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6年5月服務費 772,842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106年1-3月 118,48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油資、保養及隊員茶水費 21,105                 

永福里 端午節包粽子比賽 111,650              

永福里 春季健走活動 83,616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績優隊員獎牌、新進人員裝備 20,180                 

管委會 忠孝里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忠孝里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內定里志義工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內定里志義工觀摩採購評選外聘委員出席費 4,000                   

管委會 辦公室冷氣遷移保養等 16,700                 

管委會 辦公室冷氣機 95,400                 

管委會 郵資、文具、報費、公務車保養等 5,914                   

內定里 內定國小志(義)工聯誼活動 100,800              

內定里 里辦公處購置影印碳粉 5,250                   

文化里 鄰長及志工幹部檢討會誤餐費 25,000                 

管委會 106年5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文具、電話費、會議誤餐費等 6,638                   

管委會 106.6.26會議委員出席費 30,000                 

106.07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6年6月 108,999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6年6月服務費 846,446              

內定里 才藝研習班106.4.1-6.30 312,594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保養 10,742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工作人員誤餐費 2,200                   

內定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內定國小105學年度下學期 1,104,285           

內定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忠福國小105學年度下學期 318,360              

文化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元生國小105年學年度下學期 313,000              

文化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內定國小105學年度下學期 109,0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歌唱班106年4-6月師資 16,250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第2季檢討會餐費 25,000                 

管委會
內定里守望相助隊人員制服採購評選外聘委員出席

費
2,000                   

管委會 郵資、誤餐費、報費、辦公室用品等 2,508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隊員制服166件*560 92,960                 

文化里 守守望相助隊望相助隊部更換冷氣 37,5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酒測器檢驗、更換零件 3,675                   

管委會 影印機保養106年7-9月 1,500                   

管委會 106年6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3,000                   

管委會 印表機碳粉 3,600                   

管委會 郵資、誤餐費、電話費、公務車燃料費 3,755                   

管委會
內定里守望相助隊人員制服採購評選外聘委員出席

費
4,000                   

106.08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6年7月 108,999              

永福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保養 29,800                 

管委會 106年委員環保觀摩採購評選外聘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印製105年度回饋區發放清冊(印領清冊)及作業紙張 110,000              

管委會 郵資、報費、油資等 6,5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新進人員制服 3,300                   

內定里 活動中心冷氣設備 99,000                 

管委會 郵資、誤餐費、電話費 4,807                   

管委會 106.8.24會議委員出席費 28,000                 

管委會 106年7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3,000                   

106.09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6年8月 108,999              

內定里 補助元生國小參加2017年國際手球比賽 20,000                 

文化里 補助元生國小參加2017年國際手球比賽 20,000                 

成功里 補助元生國小參加2017年國際手球比賽 10,000                 

永福里 補助元生國小參加2017年國際手球比賽 10,000                 

和平里 補助元生國小參加2017年國際手球比賽 10,000                 

忠孝里 補助元生國小參加2017年國際手球比賽 10,000                 

管委會 購置筆記型電腦 24,50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管委會
106年內定里里民人壽險暨意外險採購評選委員出席

費
3,000                   

管委會
106年文化里社區老人關懷活動餐點採購評選委員出

席費
3,000                   

管委會 106年成功里環保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影印紙、計算機及文具用品 4,008                   

管委會 郵資、油資、普渡用品、報費等 4,765                   

內定里 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 2,154,76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隊員年度大會餐敘 56,0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普渡用品、退休人員紀念品等 16,589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106年4-6月師資費 108,0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油資、修繕、退休人員牌匾、茶

水點心等
16,900                 

管委會 委員環保觀摩活動 158,400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 2,060                   

管委會 106年8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3,000                   

管委會 106年成功里環保志工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中秋節禮品 36,00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誤餐費 1,484                   

106.1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6年9月 108,999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第3季檢討會餐費 25,0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歌唱土風舞班7-9月師資 31,250                 

忠孝里 環保觀摩活動 199,20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7-8月服務費 883,248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保險及檢驗費 16,857                 

管委會 106年和平里環保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106年文化里環保志工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106年文化守望相助隊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報費等 1,641                   

復興里 環保宣導活動 49,000                 

管委會
106年永福里環保志(義)工觀摩採購評選委員會出席

費
3,000                   

管委會 106年永福里守望相助隊觀摩採購評選委員會出席費 3,000                   

永福里 環保宣導活動 296,100              

文化里 環保宣導活動 300,0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維修保養 13,314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電鋸維修 2,500                   

和平里 環保宣導活動 165,00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成功里 環保宣導活動 213,933              

管委會 106年9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 2,547                   

管委會 影印機保養費106.10-12 1,500                   

管委會 106.10.27會議委員出席費 30,000                 

106.11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6年10月薪資 108,999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人壽險暨意外險)106/10/7-107/10/7 3,600,000           

內定里 才藝研習班106/7/1-9/30師資 343,947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9月服務費 736,040              

文化里 環保觀摩活動 880,000              

文化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餐費 227,500              

文化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租借音響設備 8,000                   

文化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紀念品650份 91,000                 

文化里 環保志工隊割草機 9,500                   

文化里 監視系統維修 65,415                 

忠孝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84,500                 

永福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打掃工具乙批 55,680                 

永福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69,900                 

管委會
106年內定里健走暨清淨家園摸彩(電視機)採購評選

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106年內定里健走暨清淨家園摸彩(機車)採購評選委

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106年內定里健走暨清淨家園摸彩(電視機)採購評選

外聘委員出席費
2,000                   

管委會
106年內定里健走暨清淨家園摸彩(機車)採購評選外

聘委員出席費
2,000                   

管委會 郵資、誤餐費 4,491                   

成功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場地布置、餐點、音響租借、獎

品等
91,500                 

永福里 秋季健走活動 83,2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 405,720              

和平里 環保觀摩活動 288,580              

忠孝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200,000              

成功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407,530              

內定里 106年內定里健走暨清淨家園摸彩活動電視機採購 118,500              

內定里 106年內定里健走暨清淨家園摸彩活動機車採購 450,000              

內定里 106年內定里健走暨清淨家園摸彩活動冰箱採購 87,945                 

內定里 106年內定里健走暨清淨家園摸彩活動洗衣機採購 61,37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內定里
106年內定里健走暨清淨家園摸彩活動礦泉水、布

棚、租借椅子
196,000              

內定里 106年內定里健走暨清淨家園摸彩活動筆記型電腦 481,360              

內定里 106年內定里健走暨清淨家園摸彩活動平板電腦 468,490              

內定里 106年內定里健走暨清淨家園摸彩活動手機 97,500                 

文化里 集會所飲水機更換濾心 4,0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礦泉水、飲料、電池、巡守車保險等 36,41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7-9月師資費 108,00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成果發表會表演服、餐點、舞台布置、

宣導品等
83,545                 

忠孝里 環保宣導活動 130,070              

和平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32,000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誤餐費、衛生紙等 4,407                   

管委會 106年10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3,000                   

管委會 各里一般住戶作業費 832,400              

管委會 守望相助隊人員制服採購資格審核外聘委員出席費 2,000                   

管委會 守望相助隊人員制服採購評審委員出席費 4,000                   

管委會 守望相助隊人員制服採購評審外聘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環保志義工績優志義工及鄰長觀摩採購評選委員會

出席費
3,000                   

106.12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6年11月 108,999              

內定里 活動中心1樓搭設圍欄 45,150                 

文化里 花草植栽 94,5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新進隊員制服裝備 15,390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第4季檢討會餐費 25,000                 

永福里 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 442,800              

管委會 律師費106.12.1-107.11.30 40,000                 

管委會 印表表黑色碳粉2支 3,500                   

管委會 印表表彩色碳粉4支 35,385                 

管委會 隨身碟3個 2,000                   

管委會 公務車油資保養、報費等                     1,933

內定里 中壢公所辦理內定十街、內定五街等路面改善工程 2,500,00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月服務費 809,644              

文化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330,750              

復興里 環保觀摩活動 99,960                 

管委會 文具用品、手續費等 429                      

管委會 106.12.29會議委員出席費 30,000                 

管委會 106年11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3,00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文化里 鄰長及志工幹部檢討會誤餐費 25,00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打掃工具 96,950                 

107.01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6年12月 108,999              

內定里
106年環保志(義)工業務檢討會場地布置、印刷、

水、紅布條等
21,213                 

內定里 106年環保志(義)工業務檢討會宣導品、餐費等 151,95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6年12月服務費 809,650              

內定里 才藝研習班106.10.1-12.31 337,514              

內定里
106年環保志(義)工幹部、績優志(義)工及鄰長觀摩

活動
605,150              

永福里 106年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 304,800              

永福里 才藝研習班師資、教材費 39,079                 

成功里 106年度環保觀摩活動 455,515              

成功里 106年才藝研習班10-12月師資 30,000                 

成功里 105.11-106.10月監視器電費 11,575                 

永福里 106年才藝研習班12月師資 30,000                 

管委會 電腦設備2組 64,934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機車保險、印章等 8,616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養、保險、油資 15,316                 

文化里 105.12-106.11監視器電費 17,475                 

文化里 監視器維修 60,000                 

文化里 環保志工隊志工點心10-12月 24,96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礦泉水609箱 60,9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養維修 8,694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維修 9,660                   

永福里 才藝研習班12月師資費 20,000                 

永福里 106年忠福國小交通導護志(義)工年終檢討會 72,800                 

成功里 監視器修繕 40,000                 

文化里 鄰長暨基層工作人員觀摩活動 97,110                 

內定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忠福國小106上學期 319,900              

內定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內定國小106上學期 1,171,310           

文化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內定國小106上學期 113,000              

文化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元生國小106上學期 291,000              

管委會 學生交通專車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106年12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 1,920                   

文化里 環保志工隊檢討會 75,7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油資保養、檢討會餐費等 125,199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107.02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7年1月 108,999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成果發表會 116,659              

和平里 106年度環保志(義)工幹部及鄰長業務檢討會 36,000                 

永福里 106年度水環境志(義)工巡守隊檢討會 63,040                 

永福里 106年度環保志(義)工檢討會 91,500                 

永福里
106年度守望相助隊退休績優人員獎牌、餐費、茶

水、紀念品等
127,820              

永福里 106年度才藝研習班成果展餐費、紀念品 60,000                 

管委會 106年幹事年終 163,500              

管委會 春節紀念品 36,00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師資費、影印紙等 139,700              

內定里 活動中心燈具更新 94,766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月份服務費 625,634              

永福里 插花班師資教材 47,000                 

管委會 107年1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電話報費 3,166                   

管委會 107.2.27會議委員出席費 34,000                 

107.03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7年2月 108,999              

內定里 活動中心購置伴唱機 94,6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維修費 9,660                   

成功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除草工作 2,500                   

管委會 會議誤餐費 13,200                 

管委會 會議室大門維修 63,000                 

管委會 郵資、公務車油資、報費、衛生紙等 2,13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2月份服務費 183,430              

文化 守望相助隊油資、制服裝備、茶水等 37,374                 

管委會 郵資、公務車油資、電話費等 2,079                   

管委會 107年2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辦公室冰箱 16,200                 

管委會 手機3組 39,000                 

管委會 忠孝里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107.04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7年3月 108,999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檢討會 25,0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歌唱舞蹈班1-3月師資費 30,000                 

永福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106年燃料稅 4,800                   

永福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牌照稅、107燃料稅、強制險、檢

驗費
19,438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3月份服務費 843,778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文化里 環保志工隊工作鞋 53,600                 

管委會 永福里守望相助隊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永福里環保志義工觀摩採購評審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油資、報費等 1,096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文具用品、採購評選審查費、清潔

用品等
10,414                 

管委會 107年3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內定里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採購評選外聘委員出席

費
5,000                   

管委會 內定里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107.4.26會議委員出席費 30,000                 

107.05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7年4月 108,999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養 30,324                 

內定里 活動中心冷氣保養 13,00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消毒工作誤餐費 2,200                   

內定里 才藝研習班107.1.1-3.31師資 487,559              

管委會 冷氣機保養維修 12,000                 

管委會 郵資、油資、誤餐費 3,897                   

管委會 成功里環保志義工觀摩採購評審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文化里守望相助隊觀摩採購評審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文化里環保志工採購評審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106年度回饋區發放名冊及作業紙張採購評審委員出

席費
3,00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4月份服務費 660,348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師資費、飲水機更新濾心等 110,000              

忠孝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199,200              

管委會 永福全里春秋季健走活動採購評審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成功里環保觀摩活動採購評審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影印紙文具等 2,963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衛生紙、油資 3,293                   

管委會 107年4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107.06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7年5月 136,254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員制服 1,215,488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7年5月服務費 843,778              

內定里 內定國小志(義)工聯誼活動 230,8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常訓誤餐費 880                      

管委會 端午節禮品 36,0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油資、常訓誤餐費、印刷茶水等 19,421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永福里 端午節包粽子比賽 94,056                 

管委會 107年5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報費 3,476                   

管委會 107.6.29會議委員出席費 30,000                 

107.07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7年6月 114,450              

文化里 里鄰長及志工幹部檢討會誤餐費 26,00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7年6月服務費 733,72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消毒工作誤餐費 2,400                   

內定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忠福國小106學年度下學期 277,480              

內定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內定國小106學年度下學期 993,720              

文化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內定國小106學年度下學期 110,000              

文化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元生國小106年學年度下學期 287,0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歌唱有氧舞蹈土風舞班107年4-6月師資 47,5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購買表演服 6,650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第2季檢討會餐費 25,000                 

管委會 文化環保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 3,000                   

管委會 忠孝環保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影印機租賃4-5月服務費 3,131                   

管委會 郵資、報費、6/29委員會議誤餐費 3,478                   

內定里 才藝研習班107.4.1-6.30 328,918              

文化里 環境消毒水 99,000                 

文化里 家用垃圾袋 98,400                 

管委會 永福環保志工觀摩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107年6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公務機車維修、文具等 3,064                   

107.08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7年7月 114,450              

永福里 才藝研習班5-7月舞蹈班師資 18,0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養 17,619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更換電池、檢驗費、油費、誤餐費 14,386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師資費、文具等 108,945              

管委會 郵資報費油資礦泉水等 2,873                   

管委會 107年7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3,000                   

管委會 守望相助隊勤務鞋採購評審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印製106年度回饋金發放名冊及作業紙張 71,460                 

管委會 107.8.24會議委員出席費 36,000                 

內定里 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 2,086,812           

永福里 全里春秋季健走自強活動 293,265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文化里 家用垃圾袋發放作業費 14,070                 

文化里 環境消毒水發放作業費 14,070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會議誤餐費等 9,797                   

107.09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7年8月 114,45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普渡用品、退休人員紀念品等 18,941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養 2,625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隊員大會餐敘 64,000                 

內定里 活動中心廁所修繕及電源控制改善工程 63,557                 

永福里 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 268,8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 515,968              

成功里 環保觀摩活動 531,900              

管委會 和平里觀摩活動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文化里 監視系統維修工程 50,106                 

管委會 中秋節禮品 36,000                 

管委會  郵資報費茶葉清潔劑公務車保養等 4,557                   

管委會 107年8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3,000                   

107..10 永福里 環保宣導活動 247,05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險檢驗費 15,093                 

文化里 環保宣導活動 336,657              

和平里 環保宣導活動 165,000              

成功里 環保宣導活動 210,720              

忠孝里 環保宣導活動 123,180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第三季檢討會 26,500                 

成功里 環保志(義)工工作服83套 97,110                 

永福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52,500                 

永福里 才藝研習班師資教材費 112,882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7年8-9月服務費 770,406              

文化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323,000              

管委會 內定里全里保險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影印機5-9月租賃費 6,236                   

管委會 印表機碳粉收集器 904                      

忠孝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78,8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歌唱有氧舞蹈土風舞7-9月師資費 48,750                 

管委會 郵資報費電話費公務車檢驗費油資等 3,266                   

內定里 才藝研習班107.7.1-9.30 313,842              

文化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217,00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成果展表演服音響餐盒等 101,347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復興里 環保宣導活動 49,000                 

成功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142,000              

忠孝里 環保觀摩活動 199,200              

管委會 永福里健走活動採購評審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107年9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油資 3,396                   

管委會 會議委員107.10.30出席費 36,00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7年9月 114,450              

107.11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7年10月 114,450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人壽險暨意外險)107/10/7-108/10/7 3,600,000           

和平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37,62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7年10月服務費 807,092              

文化里 環保觀摩活動 920,000              

管委會 內定環保志義工雨衣鞋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影印紙文具用品 3,614                   

管委會 戶政規費郵資報費誤餐費衛生紙等 8,967                   

管委會 各里一般住戶作業費 844,300              

內定里 公所辦理路面改善工程分攤150萬元 1,500,0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勤務鞋 262,500              

內定里 環保志(義)工檢討會 132,160              

內定里 環保志(義)工業務檢討會 9,833                   

管委會 影印機10月租賃費 1,471                   

管委會 律師費107/12/1-108/11/30 40,000                 

管委會 107年10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公務車油資電話費審查費誤餐費等 5,205                   

管委會 委員觀摩活動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委員觀摩活動採購評選外聘委員出席費 5,000                   

永福里 才藝研習班成果展音響表演餐點等 55,5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養更換機油 2,919                   

107.12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7年11月 114,450              

內定里 影印機碳粉 4,80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7年11月服務費 807,092              

永福里 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 324,000              

永福里 全里春秋季健走自強活動 171,255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師資、影印紙、飲水機保養 110,705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油資、保險、保養等 34,561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永福里 環保志義工幹部、績優志(義)工及鄰長觀摩活動 319,200              

管委會 文化里鄰長暨個志工幹部觀摩採購評審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檯燈、電話機 1,827                   

管委會 影印機11月租賃費                     1,169

管委會 107.12.19會議委員出席費 28,000                 

成功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591,750              

永福里 環保志(義)工檢討會 56,100                 

永福里 守望相助隊餐費宣導品 51,000                 

永福里 才藝研習班唱歌班師資 20,000                 

永福里 水環境志(義)工巡守隊檢討會 25,50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礦泉水 59,300                 

內定里 活動中心會議桌10張 19,950                 

文化里 花木盆栽 97,781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油資、保險、新隊員制服裝備等 52,373                 

文化里 監視器3台電費106/12-107/11 16,000                 

成功里 監視器2台電費106/12-107/11 12,478                 

復興里 環保觀摩活動 99,60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雨衣雨鞋 269,456              

管委會 公務機車油資、報費、郵資、會議誤餐等 6,978                   

管委會 107年11月公務手機電話費 3,000                   

管委會 內定里學生交通車採購評選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環保志義工、績優志義工及鄰長觀摩採購評審出席

費
3,000                   

內定里 活動中心學員考勤機 4,390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第四季檢討會餐費 27,000                 

內定里
租賃式監錄攝影機訊號線規劃佈線費(委託中壢公所

辦理)
53,000                 

108.01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7年12月 114,450              

108.03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107年10-12月師資費 33,75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成果發表會場地布置、音響、餐點、獎

品 、印刷等
108,500              

文化里 107年鄰長暨各志工幹部觀摩活動 216,000              

和平里 107年環保觀摩活動 339,430              

文化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元生國小107學年度第1學期 278,000              

文化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內定國小107學年度第1學期 130,800              

內定里 里內遊憩設施 99,887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清潔工具一批 94,200                 

內定里 107年學生交通車12月份服務費 770,406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月份服務費 470,912              

內定里
107年環保志(義)工幹部、績優志(義)工及鄰長觀摩

活動
629,800              

內定里
107年才藝研習班10/1-12/31師資費、教材、水電

費、印刷費等
296,78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修繕 14,795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修繕 5,775                   

內定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忠福國小107學年度第1學期 261,380              

內定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內定國小107學年度第1學期 1,164,170           

文化里
107年守望相助隊巡守車油資維修檢驗費、檢討會餐

點、裝備、紀念品等
137,662              

文化里 107年環保志工隊志工點心、年終餐會、紀念品等 122,492              

管委會 影印機1-3月租賃費 4,286                   

管委會 幹事107年年終獎金 171,675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8年1月 114,45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8年2月 114,450              

管委會 107年12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108年1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油資、文具用品、清潔劑等 6,292                   

管委會 107年11-12月、108年1月通訊費 5,621                   

管委會 春節禮品 36,000                 

管委會 108.3.27會議委員出席費 34,00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2月份服務費 507,136              

管委會 108.3.13會議委員出席費 36,000                 

108.04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8年3月 114,45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3月份服務費 724,480              

永福里 守望相助隊隊員大會餐費及宣導品 80,000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第一季檢討會餐費 16,8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1-3月師資費及影印機維護費 44,250                 

內定里 反射鏡工程 99,231                 

管委會 影印機4月租賃費 3,134                   

管委會 108年2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2,999                   

管委會 電話傳真網路費、匯費、會議餐費 15,762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誤餐費 2,100                   

管委會 107年委員環保觀摩活動 960,00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師資費、擴音器修繕、飲水機保養 150,646              

內定里 委託中壢區公所辦理國道旁綠帶設施工程 2,526,347           

內定里 委託中壢區公所辦理桃47涵洞內外彩繪 1,000,00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內定里 才藝研習班108/1/1-3/31師資教材水電等 479,016              

文化里 里鄰長暨志工幹部檢討會誤餐費 20,000                 

管委會 108年3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108.4.25會議委員出席費 34,000                 

管委會 郵資、油資、垃圾袋 4,146                   

108.05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8年4月 114,45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4月份服務費 724,480              

內定里 環境消毒水 175,89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更換電瓶、機油及保養 7,329                   

文化里 購置滅火器 97,850                 

管委會 採購案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辦公室飲水機1台 18,274                 

管委會 辦公室冷氣2台 115,930              

管委會 辦公室電風扇1台 800                      

管委會 影印機5月租賃費 1,969                   

管委會 郵資、電話傳真費、誤餐費等 7,558                   

管委會 郵資、報費、油資、茶水咖啡等 7,222                   

管委會 108年4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2,999                   

管委會 端午節禮品 36,000                 

內定里 反射鏡工程 85,786                 

管委會 108.6.3會議委員出席費 24,000                 

108.06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8年5月 114,45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5月份服務費 833,152              

內定 補助忠福國小校慶活動 300,000              

永福 補助忠福國小校慶活動 100,00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師資費、飲水機維護、投影機影印機修

繕等
140,9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養、油資、訓練誤餐費 21,987                 

內定里 漂白水發放作業費 88,320                 

管委會 忠孝里環保志工觀摩活動採購評審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忠孝里環保觀摩活動採購評審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內定里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內定里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5,000                   

管委會 影印機6月租賃費 1,419                   

管委會 108年5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2,999                   

管委會 郵資、報費、印製信封袋 6,868                   

管委會
採購案外聘委員交通費及審查費、匯費、會議誤餐

費
4,36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108.07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8年6月 114,450              

內定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忠福國小107下學年 261,660              

內定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內定國小107下學年 1,100,330           

內定里 補助內定國小交通志工冬季外套 84,000                 

內定里 補助內定國小校慶活動 1,562,088           

文化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內定國小107下學年 134,000              

文化里 補助內定國小校慶活動 100,000              

成功里 環保志(義)工工作鞋 99,6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4-6月歌唱有氧舞蹈土風舞班師資 46,250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第二季檢討會餐費 16,800                 

永福里 端午節包粽子比賽 216,000              

管委會 文化里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採購案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文化里環保志工觀摩活動採購案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文化里環保觀摩活動採購案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內定里LED照明燈採購案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油資、燃料稅、電話費、文具等 4,366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6月份服務費 688,256              

管委會 影印機7月租賃費 1,454                   

文化里 巡守車油資檢驗費、新進人員制服、配件等 18,265                 

文化里 107年度監視系統維修工程 46,169                 

文化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元生國小107下學年 274,000              

內定里 影印機碳粉 4,800                   

內定里 才藝研習班108/4/1-6/30師資教材水電等 313,103              

管委會 108年6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2,999                   

管委會 郵資、油資、電話費、報費 2,669                   

內定里 活動中心冷氣保養 13,000                 

文化里 家用垃圾袋 91,840                 

108.08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8年7月 114,450              

文化里 環保志工隊志工點心 8,237                   

文化里 里鄰長暨志工幹部檢討會誤餐費 22,000                 

文化里 環境消毒水 78,40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師資費、飲水機換濾心、電池、影印紙

等
115,575              

管委會 印製回饋金發放名冊及作業紙張 80,000                 

管委會 飲水機更換濾心及水質檢測 1,700                   

管委會 影印機8月租賃費 1,235                   

管委會 郵資咖啡茶葉報費衛生紙清潔劑普渡用品等 9,117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管委會 108.8.22會議委員出席費 24,000                 

內定里 冷氣機修繕 3,500                   

內定里 委託中壢公所辦理國道旁綠設施工程 5,473,653           

文化里 家用垃圾袋發放作業費 15,000                 

文化里 環境消毒水發放作業費 15,000                 

內定里 反射鏡第三批 17,438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更換輪胎、機油及保養 15,992                 

管委會 108年7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2,999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會議誤餐費、普渡用品等 5,219                   

管委會 委員環保觀摩採購評審會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中秋節禮品 36,000                 

108.09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8年8月 114,450              

管委會 忠孝里環保志工觀摩活動採購評審會委員出席費 3,0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普渡用品、退休人員紀念品 11,317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隊員大會餐敘 60,00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垃圾袋 96,000                 

內定里 充電式割草機 26,000                 

內定里 活動中心音響設備 99,000                 

永福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垃圾袋竹掃把手套畚斗 24,600                 

管委會 影印機9月租賃費 1,892                   

管委會 郵資油資報費匯費等 3,031                   

和平里 環保宣導活動 105,56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表演服、紀念品、場布音響、主持等 92,440                 

文化里 環保志工隊志工點心 8,505                   

文化里 環保宣導活動 325,298              

成功里 環保宣導活動 218,15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更換輪胎 7,350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第三季檢討會餐費 24,2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 515,380              

管委會 油資、光碟片、電話費、匯費 2,080                   

管委會 108年8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2,999                   

108.1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8年9月 114,45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8-9月份服務費 724,480              

內定里 活動中心冷氣設備4組 240,000              

文化里 重陽敬老活動餐費 160,000              

文化里 重陽敬老活動紀念品 80,000                 

文化里 音響租借、飲料、布棚、紀念品等 35,50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成功里 新增監視系統(金華街1號) 11,970                 

忠孝里 重陽敬老活動紀念品、餐費 82,700                 

永福里 環保宣導活動 256,0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7-9月師資費39堂x1250 48,750                 

復興里 環保宣導活動 49,000                 

管委會 委員環保觀摩 192,395              

管委會 影印機10月租賃費 1,233                   

內定里 補助內定國小庭園志工割草用具一批 97,500                 

內定里 才藝研習班108.7.1-9.30 344,135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更換風扇及車門維修 16,485                 

忠孝里 環保觀摩活動 195,600              

和平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40,800                 

永福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50,000                 

永福里 樂齡永福健行活動 99,900                 

成功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147,000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網路費公務車行照費 1,990                   

管委會 108年9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成功環保觀摩評審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成功環保志工觀摩評審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永福環保志工觀摩評審委員出席費 3,000                   

管委會 油資、郵資、報費、會議誤餐、文具等 5,555                   

管委會
和平環保觀摩、文化守望相助隊觀摩、內定環保志

義工幹部觀摩評審委員出席費
9,000                   

內定里 107年度LED充電式兩用照明燈 718,037              

管委會 108.10.15會議委員出席費 34,000                 

108.11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8年10月薪資 114,45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8年10月服務費 796,928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維修 9,975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 89,600                 

內定里 107年LED充電式兩用照明燈 93,080                 

忠孝里 環保宣導活動 139,880              

文化里 環保觀摩活動 904,0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油資、飲料 15,629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人壽險暨意外險)續保三個月

108.10.7-109-1.7
900,000              

管委會 各里一般住戶作業費 862,300              

管委會 影印紙文具用品 9,519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管委會 影印機11月租賃費 1,713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更換機油、保養 8,673                   

文化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399,000              

復興里 環保觀摩活動 99,960                 

成功里 環保觀摩活動 318,320              

忠孝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197,600              

管委會 飲水機更換濾心、水質檢驗 2,200                   

管委會 郵資油資誤餐費印章電話傳真費報費等 4,680                   

管委會 108年10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文化里鄰長各志工幹部觀摩活動採購評選委員出席

費
3,0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險檢驗牌照燃料費 715,000              

108.12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8年11月 114,450              

管委會 108.12.10會議委員出席費 30,000                 

內定里 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 2,008,608           

和平里 環保觀摩活動 291,20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8年11月服務費 760,704              

內定里 環保志(義)工業務檢討會宣導品租借椅子便當 115,900              

內定里 環保志(義)工業務檢討會水、租借音響、舞台 14,8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險檢驗費 16,593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師資費 108,000              

文化里 環保志工隊9-11月志工點心 21,91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險維修、油資、新進人員裝備

等
                  75,114

管委會 法律顧問108.12.1-109.11.30 40,000                 

管委會 影印機12月租賃費 1,294                   

管委會 油資、郵資、報費、委員會議誤餐費 3,821                   

管委會 永福守望相助隊觀摩採購評審委員出席費 3,000                   

內定里 補助內定國小志(義)工聯誼活動 190,02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機車保險燃料稅維修、印刷、獎牌等 19,016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礦泉水 57,600                 

內定里 公所辦理五楊高架橋下內定親子休閒公園完工典禮 208,245              

內定里 活動中心伴唱機、擴大機各1台 43,00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清潔打掃工具1批 89,198                 

成功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339,138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工作鞋 95,700                 

永福里 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 320,40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永福里 才藝研習班師資費 55,200                 

永福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牌照稅燃料稅、水、文具 23,720                 

管委會 公務機車強制險油資電話傳真網路費等 4,990                   

管委會 108年11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2,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