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 里別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預算數(元) 決算數(元)

板橋 新翠里 社會福利 回饋金發放 1,503,570 1,384,615

板橋 文德里 社會福利 回饋金發放 771,880 514,233

板橋 文德里 社會福利 扶助弱勢家庭 81,850 36,894

板橋 文德里 改善地方治安 里鄰治安講習暨歡慶中秋 168,831 167,200

板橋 吉翠里 社會福利 回饋金發放補助社會福利計畫 717,992 605,661

板橋 吉翠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助金社會福利 128,875 43,615

板橋 吉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里鄰防詐騙治安講習暨歡慶中秋 155,012 153,000

板橋 吉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購置守望相助隊員裝備 62,100 54,000

板橋 吉翠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里內清潔人員工作鞋 123,600 123,600

板橋 仁翠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專用垃圾袋 295,400 203,209

板橋 仁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推廣人文建設活動及環保講習 155,631 148,000

板橋 仁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消防安全講習暨歡慶中秋 155,631 150,000

板橋 仁翠里 社會福利 扶助弱勢家庭社會福利 83,584 63,984

板橋 仁翠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學金社會福利 114,400 84,030

板橋 仁翠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里內清潔人員工作服 56,650 55,000

板橋 仁翠里 社會福利 購置里、鄰長工作服 39,270 39,270

板橋 德翠里 社會福利 扶助弱勢家庭社會福利 160,421 119,656

板橋 德翠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學金社會福利 315,807 280,295

板橋 德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購置里、鄰長工作服鞋及環保義工工作鞋 191,631 191,631

板橋 德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反毒防詐騙暨環境衛生推廣講習 191,631 1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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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0 0

板橋 幸福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109年度回饋金發放 737,550 634,225

板橋 幸福里 改善地方衛生 增強環境衛生、降低社區感染購買防疫用品 90,400 90,400

板橋 幸福里 改善環境品質 低碳飲食、綠色消費宣導 11,360 11,360

板橋 幸福里 改善環境品質 節能減碳、節電宣導 9,470 9,470

板橋 幸福里 改善環境品質 環境保護減塑宣導 9,470 9,470

板橋 幸福里 人文建設 九九重陽健行減碳銀髮圓夢 81,500 81,500

板橋 朝陽里 社會福利 回饋金發放 644,130 581,379

板橋 朝陽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助金 120,175 69,230

109年度新北市立殯儀館回饋地方經費各里使用情形一覽表



板橋 朝陽里 改善地方治安 消防安全講習暨歡慶中秋 152,531 150,610

板橋 新生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109年度回饋金發放 773,320 727,121

板橋 新生里 改善地方治安 購置守望相助隊員裝備 75,270 72,150

板橋 新生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里內清潔人員工作服 48,000 48,000

板橋 港尾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109年度回饋金發放 580,735 483,086

板橋 港尾里 社會福利 助學金社會福利計畫書 212,800 67,305

板橋 港尾里 改善地方治安 辦理治安及環保講習計畫書 98,700 94,700

板橋 港尾里 人文建設 幼兒英語繪本課程計畫書 51,200 51,200

板橋 港尾里 人文建設 婦女律動研習計畫書 45,200 45,200

板橋 新海里 社會福利 勤學助學金社會福利 249,640 98,000

板橋 新海里 社會福利 扶助弱勢家庭社會福利 107,400 78,078

板橋 新海里 改善地方治安 購置環保義工工作鞋、雨鞋、POLO衫 193,631 192,600

板橋 新海里 改善地方治安 消防安全講習暨歡慶中秋 193,631 190,000

板橋 新海里 改善環境品質 清洗里內公寓水塔勞務 264,000 241,649

板橋 中正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109年度回饋金發放 797,870 710,875

板橋 中正里 社會福利 國小助學金社會福利 102,560 16,775

板橋 宏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購置守望相助隊隊員夏季長褲、安全帽及工作鞋 95,400 95,400

板橋 宏翠里 社會福利 購置鄰長工作服及工作鞋 50,820 50,820

板橋 宏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消防安全講習暨歡慶中秋 173,631 172,000

板橋 宏翠里 改善地方衛生 環境衛生講習暨歡慶父親節 173,631 172,000

板橋 宏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紅外線感應燈安裝工程 320,000 98,553

板橋 宏翠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助金社會福利 152,775 74,970

板橋 宏翠里 社會福利 扶助弱勢家庭社會福利 79,847 55,314

板橋 宏翠里 人文建設 災害安全講習 64,680 63,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