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 里別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預算數(元) 決算數(元)

板橋 宏翠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里內義工工作服及外套 254,100 224,000

板橋 宏翠里 改善地方衛生 環境衛生講習暨歡慶母親節 191,631 150,000

板橋 宏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消防安全講習 191,631 147,500

板橋 宏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災防安全講習 98,732 89,379

板橋 宏翠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助金社會福利 182,532 162,399

板橋 宏翠里 社會福利 扶助弱勢家庭社會福利 82,720 62,097

板橋 仁翠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專用垃圾袋 295,400 192,364

板橋 仁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治安及環保講習暨歡慶母親節 165,631 108,000

板橋 仁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消防安全講習 85,631 0

板橋 仁翠里 社會福利 扶助弱勢家庭社會福利 83,584 62,031

板橋 仁翠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學金社會福利 114,400 110,866

板橋 仁翠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里內義工工作鞋 135,000 135,000

板橋 仁翠里 人文建設 元宵節人文建設 25,000 10,800

板橋 仁翠里 人文建設 推廣人文建設活動 160,000 154,470

板橋 中正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110年度回饋金發放 866,985 689,974

板橋 中正里 改善環境品質 災防安全講習 201,747 187,922

板橋 新生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110年度回饋金發放 798,270 689,235

板橋 新生里 改善地方治安 治安、環保及災防安全講習 223,716 148,109

板橋 港尾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110年度回饋金發放 580,505 466,989

板橋 港尾里 社會福利 助學金社會福利 212,800 104,172

板橋 港尾里 改善地方治安 治安、環保暨災防安全講習 193,050 148,784

板橋 港尾里 人文建設 幼兒英語繪本課程 51,200 42,200

板橋 港尾里 人文建設 婦女律動研習 45,200 45,200

板橋 港尾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里內義工工作服 36,500 36,500

板橋 德翠里 社會福利 扶助弱勢家庭社會福利 168,086 0

板橋 德翠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助金社會福利 428,000 407,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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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31 191,000

板橋 吉翠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110年度回饋金發放 719,279 585,932

板橋 吉翠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助金社會福利 128,875 77,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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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 吉翠里 改善地方治安 消防安全講習暨歡慶母親節 68,050 6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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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板橋 朝陽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110年度回饋金發放 654,861 564,675

板橋 朝陽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助金 100,085 96,866

板橋 朝陽里 改善地方治安 治安講習暨歡慶母親節 170,631 163,933

板橋 朝陽里 改善地方治安 購置里內義工工作鞋和polo衫 170,631 170,631

板橋 朝陽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里鄰長工作鞋、POL0衫 33,150 33,150

板橋 文德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110年度回饋金發放 606,827 500,795

板橋 文德里 社會福利 扶助弱勢家庭 56,300 35,793

板橋 文德里 改善地方治安 消防安全講習暨歡慶母親節 166,500 164,100

板橋 文德里 改善地方治安 治安講習暨歡慶中秋 166,500 0

板橋 文德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里鄰長工作鞋、雨鞋、POLO衫 28,210 25,350

板橋 文德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專用垃圾袋 136,527 96,945

板橋 幸福里 改善環境品質 綠色消費宣導 11,300 11,300

板橋 幸福里 改善環境品質 登革熱防治宣導 26,200 25,770

板橋 幸福里 改善環境品質 二行程機車汰舊及新增電動機車宣導 15,400 15,400

板橋 幸福里 改善地方治安 購置守望相助隊工作服、工作褲裝備 70,200 52,500

板橋 幸福里 改善環境品質 減碳節電宣導 11,300 11,300

板橋 幸福里 改善環境品質 孳生源(防蚊)清除日 35,300 32,675

板橋 幸福里 改善環境品質 母親節社區環保及治安宣導推廣 115,200 112,640

板橋 幸福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110年度回饋金發放 734,690 607,984

板橋 幸福里 改善環境品質 住家環境清潔宣導 63,650 63,650

板橋 幸福里 改善環境品質 九九重陽銀髮圓夢健行減碳 99,600 99,540

板橋 幸福里 改善地方治安 購置守望相助隊禦寒外套裝備 90,000 34,650

板橋 幸福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助學金 127,830 106,366

板橋 新海里 社會福利 勤學助學金社會福利 204,000 100,232

板橋 新海里 社會福利 扶助弱勢家庭社會福利 107,400 65,511

板橋 新海里 改善地方治安 減廢循環再用宣導研習 193,631 183,580

板橋 新海里 改善環境品質 清洗里內公寓水塔勞務 264,000 22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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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 新海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專用垃圾袋 144,668 101,796

板橋 新海里 改善環境品質 環境衛生宣導研習 50,000 45,000

板橋 新海里 改善環境品質 病媒蚊防治宣導研習 50,000 4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