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 里別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預算數(元) 決算數(元)

板橋 幸福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助學金 113,170 94,000

板橋 幸福里 社會福利 108年度物資濟助弱勢家庭 72,000 36,975

板橋 幸福里 改善環境品質 環境整理器具 27,000 27,000

板橋 幸福里 改善環境品質 改善環境減碳健行 43,850 43,250

板橋 幸福里 公共設施 補助運動休閒器具 79,600 64,000

板橋 幸福里 改善環境品質、治安 環保及消防安全宣導 98,500 95,459

板橋 幸福里 改善環境品質 志工工作服 97,500 0

板橋 幸福里 改善地方治安 守望相助隊裝備 98,888 0

板橋 幸福里 改善環境品質 清淨家園僱工 97,000 0

板橋 港尾里 改善環境品質、治安 治安及環保講習 89,000 84,724

板橋 港尾里 社會福利 設籍港尾里連續4年以上，健保費補助 585,000 436,190

板橋 港尾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助學金 135,000 72,000

板橋 中正里 改善環境品質、治安 辦理治安及環保講習 93,000 92,400

板橋 中正里 社會福利 設籍中正里連續4年以上，健保費補助 809,500 642,368

板橋 新生里 改善環境品質、治安 辦理治安及環保講習 113,000 111,370

板橋 新生里 社會福利 設籍新生里連續4年以上，健保費補助 789,000 674,052

板橋 新海里 社會福利 扶助弱勢家庭 83,000 55,245

板橋 新海里 改善地方治安 消防安全講習暨歡慶中秋 193,631 191,240

板橋 新海里 改善環境品質 環境綠美化花牆 100,000 99,200

板橋 新海里 改善地方治安 裝置紅外線感應LED投射燈 531,250 232,050

板橋 新海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助金 85,000 31,500

板橋 吉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購置守望相助隊員裝備 50,600 48,300

板橋 吉翠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里內清潔人員工作服 74,235 7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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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 吉翠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助學金 85,000 10,500

板橋 吉翠里 社會福利 扶助弱勢家庭 147,000 113,970

板橋 吉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里鄰治安講習暨歡慶端午 94,531 88,861

板橋 吉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消防安全講習暨歡慶中秋 94,531 92,900

板橋 新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購置守望相助隊裝備 47,300 43,050

板橋 新翠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里內清潔人員工作服 92,610 53,350

板橋 新翠里 社會福利 扶助弱勢家庭 155,000 33,930

板橋 朝陽里 改善地方治安 購置守望相助隊裝備 66,360 39,900

板橋 朝陽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里內清潔人員工作服 99,225 99,180

板橋 朝陽里 社會福利 扶助弱勢家庭 130,000 26,100

板橋 朝陽里 改善地方治安 里鄰治安講習暨歡慶母親節 168,931 165,700

板橋 朝陽里 改善地方治安 消防安全講習暨歡慶中秋 168,931 167,248

板橋 朝陽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助學金 100,000 31,500

板橋 文德里 改善地方治安 購置守望相助隊裝備 73,080 67,608

板橋 文德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里內清潔人員工作服 74,655 73,080

板橋 文德里 社會福利 扶助弱勢家庭 115,000 39,150

板橋 文德里 改善地方治安 消防安全講習暨歡慶中秋 98,131 96,500

板橋 文德里 改善環境品質 牆面彩繪 250,225 244,000

板橋 仁翠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里內清潔人員工作服 247,200 241,200

板橋 仁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消防安全講習暨歡慶中秋 167,092 162,600

板橋 仁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治安及環保講習暨歡慶母親節 77,816 77,131

板橋 仁翠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專用垃圾袋 295,400 196,652

板橋 仁翠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助學金發放 114,924 58,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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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 德翠里 社會福利 濟助弱勢家庭 242,500 103,095

板橋 德翠里 改善環境品質 環保衛生講習暨歡慶母親節 143,231 142,431

板橋 德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防災暨環境衛生推廣講習 187,000 186,840

板橋 德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防火巷裝置紅外線感應LED投射燈工程 130,000 91,650

板橋 德翠里 改善環境品質 牆面彩繪勞務採購 114,777 0

板橋 德翠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助學金 85,000 50,500

板橋 宏翠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里內清潔人員工作外套、工作POLO

衫、工作鞋
332,450 305,000

板橋 宏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消防安全講習暨歡慶中秋 154,631 151,800

板橋 宏翠里 改善環境品質、治安 治安及環保講習暨歡慶母親節 96,631 94,250

板橋 宏翠里 社會福利 扶助弱勢家庭社會福利 45,000 18,2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