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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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7,467 3,116,774

文南里優秀學生獎學金-108學年度第一.二學期 黃冠綸等人 99,990

文北里108學年度第一.二學期高中職.大學學生獎學金 鄭卉喬等人 99,850

109年6月22日 路區民字10930949500號 109年度改善教學環境設備補助 高雄市路竹區路竹國民小學 120,000
108學年度第一.二學期後鄉里國中.高中職.大學(含專科)學生獎

學金 蔡采穎等人 199,985

109年4月15日 路區民字10930465000號 109年度提升優質教學補助計畫補助款─社團教練指導費 高雄市路竹區竹滬國民小學 24,000

109年7月8日 路區民字10931034200號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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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

109年4月15日 路區民字10930465000號 109年提升優質教學計畫─新生註冊獎勵金 高雄市路竹區竹滬國民小學 61,500

109年4月15日 路區民字10930465000號 「109年度提升優質教學計畫」補助 高雄市路竹區竹滬國民小學 69,499

109年7月3日 路區民字10931001200號 「59週年校慶運動會活動及積木科學教育課程」補助 高雄市路竹區三埤國民小學 79,960

109年5月12日 路區民字10930747700號 創校120週年校慶慶祝大會補助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國民小學 80,000

109年4月15日 路區民字10930465000號 109年度下半年營養午餐補助款 高雄市路竹區竹滬國民小學 867,683

二、補助團體

1.  社區發展協會 1,821,760 3,187,378

109年8月6日 路區社字10931182700號 辦理環保義工隊環保教育觀摩研習活動 三爺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9年10月12日 路區社字10931473700號 會員環保教育觀摩研習活動 三爺社區發展協會 30,000

109年10月6日 路區社字10931461900號 更新會議桌及折合椅 三爺社區發展協會 64,665

109年12月8日 路區社字10931760300號 辦理社區活動中心設施修繕整理 三爺社區發展協會 52,360

109年11月11日 路區社字10931629600號 辦理長壽會會員大會活動 三爺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9年7月13日 路區社字10931053000號 環保義工隊節能減碳環保觀摩活動 下坑社區發展協會 21,968

109年11月24日 路區社字10931680500號 辦理社區居民健康講座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下坑社區發展協會 30,000

109年11月12日 路區社字10931638000號 辦理守望相助巡守隊觀摩研習聯誼活動 下坑社區發展協會 35,000

109年9月15日 路區社字10931373600號 辦理增添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備 文北社區發展協會 79,210

109年11月9日 路區社字10931613700號 辦理轄區內熱心、有功之居民自強活動 文北社區發展協會 1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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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0月13日 路區社字10931488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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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10月28日 路區社字10931563100號 辦理109年度媽媽教室環保教育觀摩研習活動 北嶺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9年8月6日 路區社字10931170400號 辦理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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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109年2月5日 路區社字10930119600號 辦理109年7月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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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60

109年2月5日 路區社字10930119600號 109年10-12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營養餐飲服務 甲北社區發展協會 12,180

109年2月5日 路區社字10930126700號 辦理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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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20

109年2月5日 路區社字10930126700號 109年10-12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營養餐飲服務 甲南社區發展協會 29,280

109年8月19日 路區社字10931236800號 辦理祥和志工隊共識餐會活動 竹西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9年3月12日 路區社字10930313100號 辦理會員暨環保志工宣導環保觀摩活動 竹西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9年1月15日 路區社字10930049400號 辦理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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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80

109年1月15日 路區社字10930049400號 109年10-12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營養餐飲服務 竹西社區發展協會 25,800

109年2月12日 路區社字10930162600號 辦理109年7月至9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營養餐飲服務活動 竹東社區發展協會 11,080

109年8月17日 路區社字1093122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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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8月17日 路區社字10931224100號 109年10-12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營養餐飲服務 竹東社區發展協會 10,740

109年10月7日 路區社字10931466200號 辦理會員大會及聯誼暨用電宣導活動 竹南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9年8月10日 路區社字10931190500號 辦理夏之旅-外縣市觀摩暨電力宣導活動 竹南社區發展協會 44,430

109年7月24日 路區社字10931125000號 辦理109年度社區觀摩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竹滬社區發展協會 50,000

109年11月14日 路區社字10931640500號 辦理理監事及社區工作人員環境戶外聯誼活動 竹滬社區發展協會 50,000

109年8月27日 路區社字10931270900號 辦理社區會員觀摩活動 社中社區發展協會 9,922

109年8月27日 路區社字10931279900號 辦理社區會員大會活動 社西社區發展協會 10,000

109年9月9日 路區社字10931332000號 辦理會員自強活動 社東社區發展協會 30,000

109年8月24日 路區社字10931261000號 辦理109年中秋節聯誼活動 社南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9年9月30日 路區社字10931433300號 109年9-12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營養餐飲服務 社南社區發展協會 20,420

109年9月1日 路區社字10931293700號 辦理後鄉里順安宮文化藝術暨節約能源宣導活動 後鄉社區發展協會 80,000

109年10月7日 路區社字10931466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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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6月13日 路區社字10931056000號 辦理環保志工隊戶外教學暨節約能源宣導 活動 頂新社區發展協會 80,000

109年9月15日 路區社字10931355100號 辦理社區會員觀摩交流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頂寮社區發展協會 50,000

109年9月15日 路區社字10931373700號 辦理增添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備 頂寮社區發展協會 57,505

109年10月7日 路區社字10931467100號 辦理社區活動中心設施修繕 新達社區發展協會 5,200

109年9月26日 路區社字10931418900號 舉辦社區交流暨電廠觀摩活動 新達社區發展協會 60,000

109年8月23日 路區社字10931244600號 辦理109年度社區學習觀摩及宣導節約能源活動 蔡文社區發展協會 30,000

109年10月13日 路區社字10931488400號 文南里109年轄區內熱心公益有功里民自強活動 蔡文社區發展協會 112,500

109年2月5日 路區社字10930123400號 109年7-9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營養餐飲服務補助經費 鴨寮社區發展協會 10,620

109年10月8日 路區社字10931475300號 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設施修繕及更新 鴨寮社區發展協會 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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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月23日 路區社字10931409600號 辦理會員大會暨會員聯誼活動 鴨寮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109年9月30日 路區社字10931443600號 環保義工觀摩活動 鴨寮社區發展協會 40,000

109年2月5日 路區社字10930123400號 109年10-12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營養餐飲服務費 鴨寮社區發展協會 11,020

109年10月8日 路區社字10931475300號 辦理社區活動中心設施修繕更新 鴨寮社區發展協會 15,000

2.環保志工隊、義工隊 414,838 569,838

109年10月30日 路區民字10931572700號 辦理觀摩活動 文南社區環保義工小隊 25,000

109年11月16日 路區民字10931640600號 109年度歲末聯誼暨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竹滬社區環保志工隊 50,000

109年10月27日 路區民字10931553300號 辦理志工觀摩活動 社青環保義工小隊 30,000

109年8月7日 路區民字10931187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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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8月27日 路區民字10931276300號 109年度環保志工.長壽協會.康福運動協會等感恩聯誼活動計畫 高雄市路竹區竹滬社區環保志工隊 50,000

109年8月18日 路區民字10931229300號 辦理109年度志工歲末聯誼暨環境教育宣導活動計畫 高雄市路竹區竹滬社區環保志工隊 50,000

109年10月15日 路區民字10931500700號 辦理環保觀摩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社中里環保義工媽媽小隊 40,000

109年10月14日 路區民字10931492500號 辦理環保義工小隊觀摩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社中區環保義工小隊 14,838

109年9月21日 路區民字10931394500號 辦理109年度隊員休閒旅遊聯誼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社西里春暉環保義工小隊 20,000

109年10月14日 路區民字10931498100號 辦理環保義工觀摩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社西社區環保義工小隊 15,000

109年10月30日 路區民字10931576400號 辦理環保觀摩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社東社區環保義工隊 30,000

109年9月14日 路區民字10931355600號 辦理隊員觀摩暨環保教育宣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新達社區環保義工隊 30,000

109年9月24日 路區民字10931414600號 辦理隊員觀摩活動 頂寮社區環保志工小隊 20,000

3.其他協會或團體 896,802 1,905,123

109年9月11日 路區社字10931346300號

辦理關懷高齡者健康保健與重陽節聯誼暨用電常識與節能減碳宣

導活動 高雄市路竹大社長青協會 5,000

109年9月15日 路區社字10931369200號 辦理109年度全國水稻育苗技術及經營改善觀摩研討會觀摩活動 高雄市水稻育苗技術改良協進會 10,471

109年7月7日 路區社字10931026100號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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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0

109年9月11日 路區社字10931345100號 辦理109年度重陽節慶生活動 高雄市路竹華山長壽協會 18,047

109年8月23日 路區社字10931244700號 辦理109年度會員觀摩休閒旅遊聯誼活動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歌友協會 20,000

109年9月1日 路區社字10931293900號 辦理109年會活動 高雄市路竹太極拳協會 20,000

109年10月6日 路區社字10931456000號 辦理109年第四屆第四次會員大會活動 高雄市路竹一甲長青協會 20,000

109年1月14日 路區社字109310060400號 辦理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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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9月9日 路區社字10931332300號 辦理第1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聯誼餐會 高雄市路竹區里務促進協會 25,000

109年9月15日 路區社字10931356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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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109年9月9日 路區社字10931341200號 辦理環保綠能觀摩活動 高雄市路竹耕芯健康成長協會 30,000

109年7月13日 路區社字10931063600號 辦理『會員.眷屬.顧問』環保綠能觀摩活動 高雄市路竹舢筏協會 30,000

109年8月26日 路區社字1093126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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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9月23日 路區社字1093140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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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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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月4日 路區社字10931319400號 辦理109年重陽敬老活動 高雄市路竹瑞峯健身早操會 30,000

109年8月4日 路區社字10931320100號 辦理109年度週年慶及環保宣導.資源回收.節約能源活動 高雄市路竹婦幼協會 35,000

109年9月15日 路區社字10931357400號 辦理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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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8月24日 路區社字10931258500號 辦理109年中秋月圓.三龍善緣愛心關懷物資發放活動 高雄市三龍同心慈善會 60,000

109年9月11日 路區社字10931346200號 辦理重陽節敬老活動 路竹老人福利協進會 5,000

109年2月20日 路區社字10930208900號 109年10-12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營養餐飲服務 財團法人台褔基督教會 6,020

109年9月9日 路區社字10931332100號 辦理會員聯誼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路竹武功宗親會 11,724

109年9月22日 路區社字10931399100號 辦理會員省電節能環保減碳觀摩活動 社團法人高雄縣六桂宗親會 20,000

109年1月17日 路區社字10930078600號 辦理會員聯誼暨登革熱防治宣導活動 路竹慢跑協會 20,000

109年11月11日 路區社字10931625300號 辦理環保觀摩活動補助款 路竹區竹南里社區志工隊 20,000

109年10月21日 路區社字10931530500號 辦理會員及體育志工能源節用樂活觀摩活動 路竹體育會 20,000

109年8月7日 路區社字10931186500號 辦理自強活動 路竹同心踏青協會 29,980

109年10月21日 路區社字10931530300號 辦理會員秋季戶外活動 路竹康福運動協會 30,000

109年7月1日 路區社字10931002400號 辦理快樂舞動~健康人生課程計畫活動 路竹姐妹健康舞協會 30,000

109年7月30日 路區社字10931148000號 辦理舞動人生健康樂活課程計畫活動 路竹翠竹土風舞協會 30,000

109年10月21日 路區社字10931530400號 辦理會員慈善訪視聯誼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 路竹婦幼協會 30,000

109年10月28日 路區社字10931564200號 辦理會員大會暨慶生會活動 路竹雅菁土風舞協會 30,000

109年11月17日 路區社字10931656800號 辦理歲末聯歡晚會活動 路竹康福運動協會 30,000

109年11月25日 路區社字10931695700號 辦理會員及表揚績優選手、有功人員聯誼會暨宣導節約用電活動 高雄市體育會 50,000

109年9月18日 路區社字10931383300號 辦理桌球錦標賽暨節能減碳活動 路竹桌球協會 60,000

4.寺廟 150,000 750,000

109年10月29日 路區民字10931568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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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37,380 20,690,275

109年11月份鄰長交通補助費 蔡進雄等391人 782,000

109年11月份鄰長交通補助費(後鄉里) 蔡曜安 2,000

竹滬.頂寮.新達及後鄉里民生活扶助 鄭富双等人 11,109,660

109年12月份鄰長交通補助費 蔡進雄等392人 784,000

耕地租佃委員辦公補助費 王和雄等8人 23,040

竹滬.頂寮.新達及後鄉里民生活扶助系統維護及名冊Excel檔修正 鄭富双等人 5,000

109年1-12月份調解委員辦公補助費 林進源等11人 31,680

總計 17,768,247 30,219,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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