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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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307 1,369,307

109年4月15日 路區民字10930466500號 109年度改善及充實教學環境設備計畫補助費 高雄市路竹區蔡文國民小學 119,900

109年4月15日 路區民字10930465000號 109年度上半年營養午餐補助款 高雄市路竹區竹滬國民小學 977,317

109年5月5日 路區民字10930704900號 108學年度優秀畢業生「區長獎獎金」及「區長獎勵金」 路竹區轄內各高中、國中、國小 120,000

109年7月8日 路區民字10931034200號 一甲國中109年國樂團成果展演活動 高雄市立一甲國民中學 35,000

109年7月24日 路區民字10931128500號 109學年度改善教學環境設備補助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117,090

二、補助團體

1.  社區發展協會 1,365,618 1,365,618

108年12月23日 路區社字10831710900號 辦理109會員大會暨節約能源做環保宣導活動 竹西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9年6月16日 路區社字10930923600號 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戶外教學觀摩活動 竹西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9年7月1日 路區社字10931001500號 辦理環保志工隊觀摩活動 竹西社區發展協會 30,000

109年1月7日 路區社字10930034800號 辦理第7屆第2次會員大會暨聯誼餐會 北嶺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9年6月12日 路區社字10930931600號 辦理109年度社區會員環保教育觀摩研習活動 北嶺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9年6月12日 路區社字10930901500號 辦理薪火相傳活動 鴨寮社區發展協會 30,000

109年1月6日 路區社字10930020200號 辦理環保義工尾牙聯誼活動 鴨寮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9年2月26日 路區社字10930238800號 辦理清淨家園社區營造計畫添購割草機 竹東社區發展協會 39,500

109年2月17日 路區社字10930191900號 辦理第7屆第4次會員大會活動 竹東社區發展協會 40,000

109年6月1日 路區社字10930851600號 辦理長壽會聯誼活動節約能源活動 文南社區發展協會 18,006

109年3月16日 路區社字10930329900號 辦理社區會員聯誼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社東社區發展協會 30,000

109年3月2日 路區社字10930254400號 辦理清淨家園社區營造計畫增添喬木及灌木 竹東社區發展協會 64,200

109年3月10日 路區社字10930295400號 辦理會員大會.環保志工暨節約能源宣導活動 頂寮社區發展協會 40,000

109年3月16日 路區社字10930330000號 辦理會員大會活動 社中社區發展協會 10,000

109年1月3日 路區社字10930017300號 辦理109年會員大會暨環保義工隊環保教育宣導活動 蔡文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8年12月23日 路區社字10831710700號 辦理第7屆第3次會員大會暨登革熱宣導活動 文南社區發展協會 30,000

109年1月31日 路區社字10930112100號 辦理第2屆第3次會員大會暨會員聯誼活動 頂新社區發展協會 30,000

109年2月10日 路區社字10930154800號 辦理28週年慶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竹滬社區發展協會 50,000

109年6月23日 路區社字10930960100號 會員慶生會暨節能減碳宣導 竹園社區發展協會 50,000

109年7月13日 路區社字10931063500號 辦理第7屆第3次會員大會活動 三爺社區發展協會 25,000

109年3月9日 路區社字10930286400號 辦理109年社區觀摩活動 社南社區發展協會 30,000

109年2月6日 路區社字10930139000號 辦理甲南社區會員暨家屬戶外聯誼文康活動 甲南社區發展協會 60,000

109年7月17日 路區社字109301089600號 辦理109年會員觀摩活動 鴨寮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9年7月6日 路區社字10931023500號 舉辦關懷弱勢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新達社區發展協會 60,000

109年7月22日 路區社字10931113600號 辦理109年慶住88節親子聯歡會活動 竹西社區發展協會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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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7月22日 路區社字10931112300號 購置飲水機 社南社區發展協會 18,552

109年7月9日 路區社字10931032800號 辦理後鄉里內長輩觀摩研習活動 後鄉社區發展協會 250,000

109年7月22日 路區社字10931112300號 購置擴大機等 社南社區發展協會 43,000

109年7月22日 路區社字10931112300號 購置矮櫃等 社南社區發展協會 10,800

109年8月4日 路區社字10931163300號 社區長壽俱樂部會員慶生暨節能減碳宣導 竹園社區發展協會 50,000

109年8月17日 路區社字10931217100號 關懷據點戶外教學活動 鴨寮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9年7月22日 路區社字10931112300號 購置額溫槍等 社南社區發展協會 3,880

109年7月15日 路區社字10931079200號 辦理社區會員觀摩活動 社西社區發展協會 9,830

109年7月22日 路區社字10931112300號 吊扇維修 社南社區發展協會 4,200

109年6月20日 路區社字10930957700號 增設景觀照明燈設施 竹東社區發展協會 98,700

109年9月9日 路區社字10931341600號 辦理社區活動中心設施修繕整理 社南社區發展協會 19,950

109年9月1日 路區社字10931293400號 媽媽教室戶外觀摩活動 鴨寮社區發展協會 30,000

2.環保志工隊、義工隊 155,000 155,000

109年5月27日 路區民字10930828700號 辦理環保戶外教育觀摩計畫補助 高雄市路竹區竹西里環保志工小隊 40,000

109年2月17日 路區民字10930197200號 辦理績優環保義工表揚暨環保工作研習會補助 高雄市路竹區竹東社區環保義工隊 25,000

109年5月15日 路區民字10930766200號 辦理109年度環保戶外教育觀摩計畫 高雄市路竹區竹滬社區環保志工隊 50,000

109年6月23日 路區民字10930971200號 辦理109年文北社區環保義工小隊觀摩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文北社區環保義工小隊 40,000

3.其他協會或團體 1,008,321 1,008,321

109年6月19日 路區社字10930950900號 辦理迎風逍遙健行活動暨節約能源用電宣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體育會 30,000

109年1月2日 路區社字10930005600號 辦理會員及體育志工惜用資源節約用電活動 高雄市路竹體育會 20,000

109年1月22日 路區社字10930097800號 辦理第6屆第1次會員大會暨健康講座活動 高雄市路竹元極舞協會 20,000

109年1月14日 路區社字10930061100號 辦理第8屆第3次會員大會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武功宗親會 15,000

109年6月3日 路區農字10930856200號 辦理農業產銷觀摩活動 路竹區蔬菜(番茄)產銷班第6班 19,949

109年6月4日 路區社字10930860900號 辦理第1屆第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聯誼活動促進協會 高雄市路竹區里務促進協會 25,000

109年5月27日 路區社字10930825000號 辦理環境保護暨節約能源宣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青溪婦女協會 39,028

109年5月7日 路區社字10930725700號 辦理自強活動暨節能減碳宣導 高雄市路竹姐妹健康舞協會 20,000

109年2月26日 路區社字10930239300號 辦理會員大會暨各土風舞社團聯誼活動 高雄市路竹土風舞協會 30,000

109年3月24日 路區社字10930368800號 辦理會員觀摩研習交流活動 高雄市路竹老人福利協進會 40,000

109年3月10日 路區社字10930296000號 辦理會員交流及關懷弱勢團體暨節約能源宣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頂寮長青協會 30,000

109年6月16日 路區社字10930923400號 辦理第24屆第3次社員大會暨節能減碳研習活動 高雄市路竹民眾服務社 30,000

109年2月10日 路區社字10930155500號 辦理第2屆第4次會員大會聯誼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婦女工作協會 30,000

109年3月2日 路區社字10930249700號 辦理會員觀摩活動 高雄市路竹健身外內丹功協會 10,000

109年2月4日 路區社字10930126900號 辦理第2屆第1次會員大會暨防治登革熱蔓延宣導聯誼餐會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歌友協會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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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26日 路區社字10930244500號 辦理會員聯誼暨登革熱防治宣導 高雄市路竹區三和登山社 15,000

109年2月6日 路區社字10930139100號 會員大會暨節能減碳活動 高雄市路竹桌球協會 30,000

109年4月8日 路區社字10930429500號 第24屆第1次會員大會暨登革熱防治宣導講座 大高雄路竹婦女會 30,000

109年3月24日 路區社字10930370500號 辦理第1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聯誼餐會 高雄市路竹區里務促進協會 25,000

109年1月14日 路區農字10930031600號 辦理109年度農民節慶祝大會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農會 150,000

109年3月11日 路區社字10930303700號 辦理109年度會員觀摩休閒旅遊聯誼活動 高雄是路竹大社長青協會 30,000

109年6月16日 路區社字10930923900號 辦理會員大會暨會員觀摩研習活動 高雄市路竹瑞峯健身早操會 30,000

109年5月29日 路區社字10930835800號 辦理瓦斯.用電常識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婦女防災志工協會 30,000

109年2月10日 路區社字10930155900號 辦理109年會員觀摩聯誼活動 高雄市路竹一甲長青協會 7,024

109年5月27日 路區社字10930825300號 辦理環保參訪觀摩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永青志工協會 19,338

109年7月27日 路區社字10931130300號 辦理節能減碳環保愛地球宣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青溪婦女協會 30,000

109年3月4日 路區社字10930264500號 辦理會員聯誼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愛心慈善會 25,000

109年12月25日 路區社字10931727100號 109年社區交流暨節約能源宣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華山長壽協會 50,000

109年7月15日 路區社字10931079400號 辦理會員觀摩活動 高雄市路竹長壽健身早操會 9,800

109年2月20日 路區社字10930208900號 109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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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

109年6月19日 路區社字10930950800號 辦理109年會員聯誼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青溪協會 40,000

109年7月17日 路區社字10931089900號 辦理健康路跑活動暨節約能源推廣政策宣導 高雄市路竹體育會 30,000

109年7月15日 路區社字10931073700號 辦理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聯誼餐會 高雄市路竹康福運動協會 30,000

109年3月11日 路區社字10930303600號 辦理109年會員聯誼暨登革熱防治宣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歌唱藝術協會 20,000

109年7月13日 路區社字10931052900號 辦理台東活水湖長泳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成人游泳學會 25,782

4.寺廟 600,000 600,000

109年2月26日 路區民字10930240100號 辦理地方民俗文化活動 竹滬北極殿 50,000

109年2月26日 路區民字10930240400號 辦理地方民俗文化活動 竹滬華山殿 50,000

109年2月26日 路區民字10930240200號 辦理地方民俗文化活動 竹滬太子宮 50,000

109年1月2日 路區民字10930001300號 舉辦地方民俗文化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下甲北極殿 300,000

109年8月12日 路區民字10931200300號 辦理地方民俗文化活動 竹滬華山殿 150,000

三.  對個人之捐助 2,394,895 7,952,895

109年8月份鄰長交通補助費 蔡進雄等392人 784,000

109年9月份鄰長交通補助費 蔡進雄等392人 784,000

109年10月份鄰長交通補助費 蔡進雄等392人 784,000

辦理竹滬等居民生活扶助申請租用影印機 竹滬.頂寮.新達及後鄉里居民 8,895

109年中秋節慰問金 本所退休工友(含技工.駕駛及隊員) 28,000

109年中秋節慰問金 本所退休人員張慈忠.歐盈貝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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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中秋節慰問金 本所撫卹人員王瑞雄遺族顏麗真 2,000

總計 6,893,141 12,45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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