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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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  

項次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金額 

1  永福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  34 ,000 

2 成功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  44 ,000 

3 文化  設置花盆植栽綠化  84 ,000 

4 文化  採購環境消毒水  212,600 

5 文化  採購垃圾袋  110,200 

6 內定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  985,000 

7 內定  採購垃圾袋  875,760 

8 永福  守望相助隊運作經費  104,720 

9 永福  環保志 (義 )工觀摩活動  341,600 

10 永福  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  226,400 

11 永福  環保宣導活動  316,000 

12 永福  端午節包粽子比賽活動  189,000 

13 永福  補助社區關懷據點餐飲  120,000 

14 永福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60 ,000 

15 和平  環保觀摩活動  340,200 

16 和平  環保宣導活動  165,000 

17 和平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110,000 

18 忠孝  環保宣導活動  150,000 

19 忠孝  環保觀摩活動  200,000 

20 忠孝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200,000 

21 忠孝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100,000 

22 復興  環保觀摩活動  100,000 

23 復興  環保宣導活動  49 ,000 

24 成功  環保宣導活動  220,000 

25 成功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391,810 

26 成功  環保觀摩活動  370,000 

27 成功  才藝研習班  366,000 



項次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金額 

28 成功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152,000 

29 成功  監視器維修及電費  60 ,000 

30 文化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227,900 

31 文化  守望相助隊運作經費  563,000 

32 文化  環保宣導活動  368,000 

33 文化  補助學生午餐費  1 ,300,000 

34 文化  才藝研習班  775,000 

35 文化  環保志工運作經費  238,000 

36 文化  環保觀摩活動  900,000 

37 文化  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  580,000 

38 文化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436,000 

39 文化  鄰長暨基層工作人員觀摩活動  245,000 

40 文化  
增設廣播器、監視及廣播系統

養護費及電費補助  
266,000 

41 文化  集會所設備新增及維護  120,000 

42 內定  
里辦公處及活動中心增設設備

及修繕費  
830,000 

43 內定  學生交通車  7 ,500,000 

44 內定  才藝研習班  1 ,682,200 

45 內定  補助學生午餐費  4 ,500,000 

46 內定  
環保志 (義 )工幹部、績優志 (義 )

工及鄰長觀摩活動  
736,000 

47 內定  環保志 (義 )工觀摩活動  2 ,478,000 

48 內定  守望相助隊運作經費  1 ,220,000 

49 內定  
合圳北路、內定六街、內定七

街綠美化養護工程  
1 ,000,000 

50 內定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獎助學

金  
4 ,080,000 

52 內定  
里民團體保險 (人壽險暨意外

險 )  
4 ,593,000 



項次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金額 

53 管委會  委員國內環保觀摩  345,000 

54 管委會  委員國外環保觀摩  3 ,450,000 

55 內定  里民健行活動  3 ,042,000 

56 內定  
里民團體保險空窗期急難救助

金  
4 ,000,000 

57 內定  農村樂活活動  1 ,594,250 

58 文化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434,280 

59 內定  
補助內壢國中校慶暨社區聯合

運動大會  
20 ,000 

60 文化  
補助內壢國中校慶暨社區聯合

運動大會  
10 ,000 

61 成功  
補助內壢國中校慶暨社區聯合

運動大會  
5 ,000 

62 和平  
補助內壢國中校慶暨社區聯合

運動大會  
5 ,000 

63 忠孝  
補助內壢國中校慶暨社區聯合

運動大會  
5 ,000 

64 永福  
補助內壢國中校慶暨社區聯合

運動大會  
5 ,000 

65 內定  基層建設工作  1 ,000,000 

66 和平  
環保志 (義 )工及鄰長業務檢討

會  
60 ,000 

67 成功  環保志 (義 )工工作服  99 ,600 

68 成功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檢討

會  
120,000 

69 文化  里鄰長暨志工幹部檢討會  105,000 

70 內定  環保志 (義 )工業務檢討會  202,000 

71 內定  內定國小志 (義 )工聯誼活動  240,000 

72 內定  內定國小交通志工雨衣雨鞋  20 ,020 

73 內定  環保志 (義 )工冬季外套  1 ,714,100 



項次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金額 

74 管委會  幹事薪資  1 ,545,075 

75 管委會  雜項支出  450,000 

76 管委會  委員出席費  336,000 

77 管委會  辦公室增設設備  250,000 

78 管委會  辦公室設備維修費  150,000 

79 管委會  三節紀念品  144,000 

80 管委會  各里一般住戶作業費  900,000 

81 管委會  印刷費  200,000 

82 管委會  標案委員出席費  112,500 

83 管委會  律師費  100,000 

84 管委會  公務手機通話費  36 ,000 

85 管委會  標案外聘專家學者出席費  50 ,000 

86 內定  學生交通車  796,928 

87 內定  才藝研習班  449,946 

88 內定  
環保志 (義 )工幹部、績優志 (義 )

工及鄰長觀摩活動  
736,000 

89 內定  基層建設 -十全社區水溝改善  5 ,000,000 

90 內定  監視器拆除  96 ,600 

91 內定  
基層建設 -新設內定六街人行

步道  
500,000 

92 文化  鄰長暨各志工幹部觀摩活動  240,000 

93 文化  才藝研習班  97 ,000 

94 成功  才藝研習班  51 ,750 

95 成功  監視器維修及電費  12 ,170 

96 成功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檢討

會  
30 ,000 

97 和平  
環保志 (義 )工及鄰長業務檢討

會  
44 ,000 

98 永福  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  265,600 

99 各里  108 年度住戶回饋金  99 ,549,874 



項次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金額 

合計 169,935,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