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109.01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8年12月 114,450        

和平 108年度環保志(義)工及鄰長業務檢討會餐費 44,000           

內定 108年度學生交通車12月份服務費 796,928        

文化 108年度鄰長暨各志工幹部觀摩活動 238,650        

永福 108年度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 262,400        

成功 108年度才藝研習班表演服 3,000             

成功 108年度才藝研習班10-12月師資費 48,750           

成功 監視器107年11月至108年12月電費 12,170           

成功
108年度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第四季檢討會餐

費
30,000           

文化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油資檢驗費、隊員大會餐費禮品

等
117,290        

文化 環保志工隊12月志工點心、打掃工具一批 13,340           

文化 環保志工隊大會餐費禮品等 64,000           

內定 補助學生午餐費忠福國小108學年度上學期 253,435        

文化 補助學生午餐費元生國小108學年度上學期 294,000        

管委會 影印機1月租賃費 1,298             

管委會 印表機 5,534             

管委會 1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 1,256             

管委會 109年內定里學生交通車採購評選委員出席費 4,500             

管委會 春節禮品 48,000           

管委會 1/20委員會議出席費 30,000           

管委會 油資、各里業務檢討會誤餐費、郵資等 11,703           

管委會 幹事108年終獎金 171,675        

109.02 管委會 匯費郵資會議餐點網路電話費等 7,799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8年12月 114,450        

內定 學生交通車1月份服務費 475,568        

內定 才藝研習班108.10.1-12.31 314,898        

內定 補助學生午餐費內定國小108學年度上學期 1,157,485     

內定
108年度環保志(義)工幹部、績優志(義)工及鄰長觀

摩活動
662,400        

文化 補助學生午餐費內定國小108學年度上學期 146,000        

成功 才藝研習班成果發表會音響場佈餐點獎品等 100,000        

管委會 幹事薪資1月 1,595             

管委會 2/14委員會議出席費 34,000           

109年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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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109.03 文化 才藝研習班師資費、文書人員費、飲水機電腦維護 150,061        

文化 107.12-108.11監視器電費 17,000           

內定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維修 8,852             

內定 飲水機維護、水質檢驗 1,700             

管委會 109年1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郵資文具公務機車保養酒精洗手乳報費 4,474             

管委會 幹事薪資2月 114,450        

內定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維修 5,355             

文化 漂白水、肥皂 81,200           

成功 才藝研習班1-2月師資費 30,000           

管委會 影印機2月租賃費 1,620             

管委會 空氣清淨機2台 24,800           

管委會 109年2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3,000             

管委會 內定環保志(義)工觀摩採購評審出席費 4,500             

管委會 內定環保志(義)工觀摩採購外聘委員評審出席費 5,000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審查費報費等 4,837             

管委會 3/24委員會議出席費 30,000           

管委會 匯費郵資油資茶葉、酒精、信封袋等 12,243           

109.04 管委會 幹事薪資3月 114,450        

管委會 里辦公處影印機碳粉 4,8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檢驗費 45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2-3月服務費 925,000        

永福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打掃工具乙批 9,940             

管委會 影印機4月租賃費 2,903             

管委會 公務手機3組 36,450          

管委會 郵資油資匯費會議誤餐費影印紙花籃等 9,813             

內定里 才藝研習班109.1.1-109.3.31 472,779        

內定里 活動中心投影機及安裝費 40,066          

文化里 環境消毒水發放作業費 24,00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1-3月師資費 72,000           

管委會 109年3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2,999             

管委會 4/30委員會議出席費 32,000           

管委會 郵資報費文具用品傳真費油資等 9,411             

109.05 管委會 幹事薪資4月 114,450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空窗期急難救助金6案 165,691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4月服務費 740,000        

內定里 垃圾袋1154箱 820,494        

管委會 影印機5月租賃費 2,519             

管委會 活動中心飲水機濾心、消毒、水質檢驗等 10,500           

管委會 郵資、油資、會議餐費、文具用品等 4,550             

管委會 109印製回饋發放名冊作業紙張採購案委員出席費 4,500             

內定里 108年度監視器拆除工資搬運費等 96,0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油費、更換零件、飲料等 18,447           

109.06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養 3,339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空窗期急難救助金3案 130,000        

管委會 郵資、油資、網路費、公務機車修繕等 2,177             

管委會 冷氣設備清洗保養 2,700             

管委會 109年4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1,782             

管委會 幹事薪資5月 114,450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空窗期急難救助金5案 57,519           

內定里 內定國小交通志工雨衣雨鞋 20,02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更換冷媒及零件 4,20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全里環境消毒 85,680           

內定里 鄰長協助消毒工作誤餐費 2,30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5月服務費 777,000        

永福里 守望相助隊隊員大會餐費及宣導品 80,000           

管委會 影印機6月租賃費 2,400             

管委會 6/19委員會議出席費 30,000           

管委會 端午節禮品 48,000           

管委會 郵資、報費、茶葉等 2,551             

管委會 109委員環保觀摩採購評審會委員出席費 4,500             

109.07 內定里 辦公室影印機彩色碳粉 16,485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空窗期急難救助金10案 218,03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消毒作業誤餐費 1,561             

文化里 里鄰長暨志工幹部檢討會誤餐費 20,000           

管委會 109年4-5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1,636             

管委會 郵資、電話費、6/19誤餐費、油資等 4,035             

管委會 幹事薪資6月 114,450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第一季業務檢討會餐費 17,40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6月服務費 777,0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零件 2,940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空窗期急難救助金12案 310,479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隊部冰箱修繕 3,000             

管委會 影印機7月租賃費 2,516             

管委會 公務手機4/19-5/10、5月通話費 3,223             

管委會 郵資報費油資燃料稅電話費等 7,769             

管委會 廁所茶水間設備維修 6,000             

管委會 109年6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1,000             

管委會 忠孝里環保志工觀摩活動採購案委員出席費 4,500             

管委會 6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1,999             

109.08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空窗期急難救助金4案 93,607           

內定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內定國小108學年度下學期 1,118,495     

內定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忠福國小108學年度下學期 241,64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毛巾 42,150           

文化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內定國小108學年度下學期 142,000        

文化里 補助學生午餐費元生國小108學年度下學期 293,000        

文化里 垃圾袋2800包 92,960           

文化里 環境消毒水5600瓶 85,680           

文化里 環保志工工作鞋 85,800           

管委會 幹事薪資7月 114,450        

內定里 內定二十街205巷等5條排水改善工程 4,532,142     

內定里 巡守車、保險、牌照檢驗費等 665,532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7月服務費 370,000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空窗期急難救助金4案 54,070           

內定里 垃圾袋發放作業費 48,02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服裝道具、碳粉、影印紙、飲水機保

養、電腦修繕
43,899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養油資、點心、常訓會誤餐 37,050          

管委會 印製108年度回饋金發放作業資料 78,950           

管委會 影印機8月租賃費 2,082             

管委會 飲水機更換濾心及水質檢測 1,700             

管委會 郵資、酒精、匯費、報費等 2,914             

管委會 109年7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1,000             

管委會 7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1,999             

管委會 8/28委員會議出席費 32,000           

109.09 管委會 幹事薪資8月 114,450        

管委會 郵資、油資、電話費、會議誤餐、文具 15,654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空窗期急難救助金5案 143,675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隊部LED字幕機維修 4,50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隊員團體服159件 70,820           

管委會 影印機9月租賃費 2,518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配件、行照費、檢驗費 55,0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隊員大會餐費 68,000           

內定里 守望相助隊中元普渡用品及退休人員紀念品 12,989           

內定里 活動中心冷氣設備清潔保養 13,000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空窗期急難救助金14案 277,472        

文化里 垃圾袋發放作業 15,000           

文化里 消毒水發放作業費 15,000           

永福里 端午節包粽子比賽活動 189,000        

管委會 中秋節禮品 48,000           

管委會 郵費報費油資普渡用品手續費咖啡茶葉 8,222             

管委會 109年8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1,000             

管委會 8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1,999             

管委會 永福里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採購案委員出席費 9,000             

109.10 管委會 幹事薪資9月 114,450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空窗期急難救助金6案 402,83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8月(1天)9月(23天)服務費 888,000        

成功里 才藝研習班有氧舞蹈、土風舞班師資 32,500           

成功里 環保宣導活動 215,225        

文化里 監視系統維修 98,553           

文化里 環保宣導活動 351,578        

管委會 影印機10月租賃費 2,495             

管委會 10/23委員會議出席費 32,000           

管委會 電話費、郵資、報費、油資等 2,768             

管委會 忠孝里環保觀摩採購評審委員出席費 4,500             

109.11 管委會 幹事薪資10月 114,450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空窗期急難救助金17案 255,391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鄰長協助消毒作業誤餐費 640                

內定里 才藝研習班109/7/1-9/30 317,739        

文化里 里鄰長暨志工幹部檢討會誤餐費 20,000           

文化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餐費 240,000        

文化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宣導品音箱布棚印製文宣 147,800        

文化里 花盆 84,000           

成功里 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第三季業務檢討會餐費 30,000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成功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143,300        

忠孝里 環保宣導活動 119,680        

忠孝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100,000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空窗期急難救助金10案 258,713        

和平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餐費及宣導品 29,40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碳粉、飲水機更換濾心、7-10月講師費 122,900        

文化里
才藝研習班成果展服裝、餐點、攝影、宣導品、紀

念品等
54,674           

復興里 環保宣導活動 49,00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0月服務費 703,000        

管委會 印表機碳粉 35,400           

管委會 印表機更換加熱單元 4,772             

管委會 委員環保觀摩、成功環保志工觀摩標案委員出席費 9,000             

管委會
文化環保志工觀摩、守望相助隊觀摩標案委員出席

費
9,000             

管委會 各里一般住戶作業費 879,200        

管委會 郵資油資衛生紙誤餐費電話傳真費 7,143             

管委會 109年9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1,000             

管委會 9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2,000             

內定里 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 1,848,600     

109.12 內定里 環保志(義)工業務檢討會租借椅子、茶水餐點 56,200           

內定里 環保志(義)工業務檢討會宣導品 87,480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空窗期急難救助金6案 180,110        

內定文化成

功和平永福

忠孝

補助內壢國中校慶暨社區聯合運動大會 50,000           

成功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362,378        

忠孝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193,440        

文化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保險保養油資、隊員裝備、普渡

用品、餐點費等
96,862           

和平里 環保宣導活動 149,340        

永福里 環保宣導活動 316,000        

管委會 飲水機更換濾心及水質檢測 2,200             

管委會 影印機11月租賃費 3,287             

管委會 幹事薪資11月 114,450        

管委會 郵資、報費、文具等 11,936           

管委會 109年10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1,000             

管委會 10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1,999             



年/月 使用單位 用途 金額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空窗期急難救助金8案 71,720           

內定里 影印機碳粉 4,800             

內定里 學生交通車11月服務費 777,000        

文化里 環保志工隊8-11月點心費 33,350           

成功里 環保志(義)工工作服 97,940           

文化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404,992        

忠孝里 環保觀摩活動 198,000        

永福里 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 226,400        

永福里 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 341,600        

永福里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60,000           

永福里 補助社區關懷據點餐飲1-7月食材 50,000           

永福里 守望相助隊巡守車牌照稅及燃料稅 11,920           

永福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手套、垃圾袋、掃把等工具 24,060           

管委會 委員國內環保觀摩 156,000        

管委會 法律顧問合約109/12/1-110/11/30 40,000           

管委會

內定里環保志(義)工幹部績優志(義)工鄰長觀摩、內

定里學生交通車、成功里觀摩、文化里觀摩採購案

評選委員出席費

18,000           

管委會 影印機12月租賃費 1,972             

管委會 郵資機油報費延長線誤餐費電話費等 4,091             

管委會
內定里環保志(義)工冬季外套採購案評選會委員出

席費
2,50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礦泉水563箱 56,300           

內定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掃把、手套等清潔工具 96,420           

內定里 內定國小志(義)工聯誼活動 209,680        

內定里 里民團體保險空窗期急難救助金12案 124,376        

文化里 108.12-109.11監視器電費 17,000           

文化里 環保志工隊12月點心、打掃工具 14,450           

管委會 109年11月公務手機通話費 1,000             

管委會
內定里環保志(義)工冬季外套、和平里觀摩、文化

里鄰長各志工幹部觀摩採購案評選委員出席費
13,500           

管委會
內定里環保志(義)工冬季外套採購案評選外聘委員

出席費
5,000             

管委會 12/30委員會議出席費 30,000           

管委會 郵資油資外聘委員交通費電話文具等 11,280           

永福里 8-12月食材 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