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准補助日期 核准補助文號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補助金額
本季補助

金額合計

全年度補助

金額累計

一、補助政府機關學校 1,503,077 3,194,971

108年3月7日 路區民字10830320300號 108年度改善廚房設備補助費 高雄市路竹區竹滬國民小學 85,055

108年6月19日 路區民字10830833400號 108年度安心助學金及新生註冊獎勵金補助 高雄市路竹區竹滬國民小學 103,364

108年9月17日 路區民字10831261500號 108年度改善環境教學設備補助 高雄市路竹區路竹國民小學 70,000

108年1月28日 路區民字10830146800號 108年度高雄市路竹區各國民小學英語村遊學營補助 高雄市路竹區蔡文國民小學 40,000

108年度教學環境設備改進補助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國民小學 40,000

108年9月6日 路區民字10831228100號 108年改善教學環境設備(操場內圈水溝蓋上沖孔版)補助 高雄市路竹區蔡文國民小學 30,000

108年6月19日 路區民字10830833400號 改善教學環境設備(購置活動中心座椅)補助費 高雄市路竹區竹滬國民小學 42,636

108年11月22日 路區民字10831576600號 108年校園夜間照明設備檢修補助 高雄市路竹區三埤國民小學 10,000

108年9月11日 路區民字10831245000號 108年度深化學習計畫-夜間課業自主學習方案補助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50,000

108年7月15日 路區民字10830953500號 108年辦理教學活動補助費 高雄市路竹區竹滬國民小學 45,000

108年9月30日 路區民字10831325100號 108學年親子廣場暨58週年校慶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三埤國民小學 40,000

108年8月29日 路區民字10831191600號 108學年度路竹區國小英數能力競賽補助 高雄市立一甲國民中學 27,600

108年度學生營養午餐補助 高雄市路竹區竹滬國民小學 880,803

支付一甲國中108年度留校課業輔導補助經費 高雄市立一甲國民中學 38,619

二、補助團體

1.  社區發展協會 693,861 2,993,417
辦理108年度社區營造實施計畫之城市綠洲第1-4期裝設螺旋型

水錶 竹東社區發展協會 10,861

108年8月21日 路區社字10831139400號 會員環保教育觀摩研習活動 三爺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8年8月28日 路區社字10831178400號 辦理轄內熱心公益有功居民自強活動 蔡文社區發展協會 112,500

108年9月6日 路區社字10831231000號 辦理藝文參訪聯誼活動 竹西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8年8月23日 路區社字10831152300號 辦理參訪績優關懷社區活動 社南社區發展協會 25,000

108年9月20日 路區社字10831286000號 辦理108年度重陽節敬老慶生會活動 北嶺社區發展協會 15,000

108年1月30日 路區社字10830164600號 辦理108年度7-9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營養餐飲服務活動 甲南社區發展協會 27,600

108年1月30日 路區社字10830160600號 辦理108年7-9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營養餐飲服務活動 竹西社區發展協會 14,140

108年9月4日 路區社字10831214900號 辦理108年度環保義工隊環保教育觀摩研習活動 北嶺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8年10月1日 路區社字10831332600號 辦理環保義工活動 鴨寮社區發展協會 40,000

108年9月11日 路區社字10831244000號 辦理慶祝重陽節暨登革熱宣導活動 文南社區發展協會 30,000

108年2月18日 路區社字10830221900號 辦理108年7至9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營養餐飲服務活動 甲北社區發展協會 13,140

108年8月7日 路區社字10831065900號 辦理社區會員.環保志工觀摩交流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頂寮社區發展協會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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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20日 路區社字10831130500號 辦理長壽慶生暨九九重陽敬老活動 後鄉社區發展協會 200,000

108年9月3日 路區社字10831204100號 辦理會員環保教育觀摩研習活動 竹東社區發展協會 40,000

108年9月20日 路區社字10831286200號 辦理社區媽媽土風舞班活動補助 社中社區發展協會 10,000

108年9月20日 路區社字10831286100號 辦理社區國畫書法班活動補助 社西社區發展協會 10,000

108年1月30日 路區社字10830160600號 辦理108年10-12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營養餐飲服務活動 竹西社區發展協會 14,120

108年1月30日 路區社字10830164600號 辦理108年10-12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營養餐飲服務活動 甲南社區發展協會 28,640

辦理108年10-12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營養餐飲服務活動 甲北社區發展協會 12,860

2.環保志工隊、義工隊 284,000 598,000

108年9月24日 路區民字10831297000號 辦理社區環保義工隊自強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社東社區環保義工隊 30,000

108年9月30日 路區民字10831326700號 辦理環保宣導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竹南里社區志工隊 20,000

108年8月21日 路區民字10831141300號 108年度竹山-台大實驗林-溪頭-觀摩活動計畫補助 路竹區社青環保義工小隊 30,000

108年9月18日 路區民字10831272700號 辦理環保義工小隊觀摩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社中社區環保義工小隊 20,000

108年6月12日 路區民字10830801500號 辦理108年度環保戶外教育觀摩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頂新社區環保志工隊 80,000

108年9月17日 路區民字10831259300號 辦理環保義工隊環保教育觀摩研習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竹東社區環保義工隊 40,000

108年7月12日 路區民字10830943900號 辦理108年度志工歲末聯誼暨環境教育宣導活動計畫補助 高雄市路竹區竹滬社區環保志工隊 44,000

辦理環保義工小隊環保觀摩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社西社區環保義工小隊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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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協會或團體 496,115 1,804,087

108年6月20日 路區社字10830833900號 辦理108年重陽節敬老活動 高雄市路竹瑞峯健身早操會 30,000

108年9月6日 路區社字10831231300號 辦理秋季知性之旅暨節能減碳用電安全宣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元極舞協會 19,928

108年5月29日 路區社字10830731200號 辦理108年中秋月圓.三龍善緣愛心關懷餐會活動 高雄市三龍同心慈善會 100,000

108年9月6日 路區社字10831231100號 辦理108年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活動 高雄市路竹甲南長青協會 20,000

108年9月6日 路區社字10831220400號 辦理108年度戶外秋季之旅 高雄市路竹康福運動協會 30,000

108年8月7日 路區社字10831066000號 辦理慶祝重陽節慶生會暨節約能源宣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頂寮長青協會 30,000

108年8月26日 路區社字10831158400號 辦理108年度重陽節慶生活動 高雄市路竹華山長壽協會 5,705

108年9月6日 路區社字10831231500號 辦理108年會員重陽敬老慶生會活動 高雄市路竹一甲長壽協會 50,000

108年7月10日 路區社字10830933100號 辦理會員.眷屬.顧問自強觀摩活動 高雄市路竹舢筏協會 30,000

108年9月23日 路區社字10831294100號 辦理綠能.環保路跑活動暨省電節能推廣政策宣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體育會 30,000

108年8月16日 路區社字10831120900號 辦理戶外觀摩活動 社團法人高雄縣六桂宗親會 20,000

108年9月17日 路區社字10831266900號 辦理綠能環保暨節能省電宣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青溪婦女協會 40,000

108年10月29日 路區社字10831450400號 辦理108年7-9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營養餐飲服務活動 財團法人台福基督教會 10,660

108年9月30日 路區社字10831321200號 辦理會員觀摩活動 高雄市路竹長壽健身早操會 9,582

108年10月3日 路區社字10831354200號 辦理108年度會員聯誼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武功宗親會 10,000

108年6月20日 路區社字10830834000號 辦理快樂舞動~健康人生課程補助 高雄市路竹姐妹健康舞協會 30,000

108年7月18日 路區社字10830978700號 辦理108年度"曼妙姿態舞動健康"活動 高雄市路竹蔡文土風舞協會 20,000

108年10月29日 路區社字10831450400號 辦理108年10-12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營養餐飲服務活動 財團法人台福基督教會 10,240

 

4.寺廟 60,000 290,000

108年8月21日 路區民字10831135300號 舉辦廟宇及地方民俗觀摩活動 下甲北極殿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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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個人之捐助 13,861,108 22,809,234

108年11月份鄰長交通補助費 王鬧枝等392人 784,000

108年11月份基層義務職辦公補助費 蔡谷精等411人 98,640

108年11月份基層義務職辦公補助費 辛瑞賢 240

辦理竹滬.頂寮.新達.後鄉等里民生活扶助補助費 施榆榛等人 11,651,600

108年12月份鄰長交通補助費 王鬧枝等390人 780,000

108年12月份基層義務職辦公補助費 蔡谷精等409人 98,160

108年12月份基層義務職辦公補助費 辛瑞賢 240

108年12月份基層義務職辦公補助費 王基德等2人 4,000

108年12月份基層義務職辦公補助費 王基德等2人 480

調解委員會108年5-12月份辦公補助費 林進源等11人 21,120

耕地租佃委員辦公補助費 王和雄等9人 22,800

108年7月6日 路區民字10830921000號 後鄉里107學年度第一.二學期優秀學生獎學金 國中.高中職.大學生獎學金 199,998

108年7月6日 路區民字10830921000號 文北里107學年度第一.二學期優秀學生獎學金 國中.高中職.大學生獎學金 99,850

108年7月6日 路區民字10830921000號 文南里107學年度第一.二學期優秀學生獎學金 國中.高中職.大學生獎學金 99,980

總計 13,861,108 16,898,161 31,68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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