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 里別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核定金額

土城 祖田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回饋金 594,297

土城 祖田里 人文建設 媽祖田文化祭 240,000

土城 祖田里 人文建設 粽藝傳承 關懷弱勢 76,000

土城 祖田里 人文建設 排舞班研習 12,000

土城 祖田里 人文建設 瑜珈班研習 12,000

土城 祖田里 人文建設 二胡班研習 24,000

土城 祖田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里內志義工外套 90,000

土城 祖田里 人文建設 龍泉燈會 128,866

土城 頂福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回饋金發放 900,490

土城 頂新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回饋金 625,000

土城 頂新里 人文建設
元宵節提燈籠夜遊頂新里及聯歡晚會活

動
123,000

土城 頂新里 人文建設 粽香傳愛慶端午 63,000

土城 頂新里 人文建設 中秋聯歡晚會活動 154,000

土城 頂新里 人文建設 排舞班研習 20,000

土城 頂新里 人文建設 桌球班研習 20,000

土城 頂新里 人文建設 歌唱班研習 30,000

土城 頂新里 人文建設 兒童舞蹈班研習 20,000

土城 頂新里 人文建設 現代肚皮舞班研習 21,000

土城 頂新里 人文建設 養身飲食班研習 50,000

土城 頂新里 人文建設 蔬食健康飲食班研習 50,000

土城 頂新里 社會福利 弱勢兒少112年上半年課後伴讀活動 40,000

土城 頂新里 社會福利 弱勢兒少112年下半年課後伴讀活動 30,000

土城 沛陂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回饋金發放 780,000

土城 沛陂里 改善地方衛生 衛教宣導活動 125,150

土城 頂埔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回饋金發放 840,000

樹林 南園里 人文建設 健身飲食研習 48,000

樹林 南園里 社會福利 淨里暨環保宣導活動 361,600

樹林 南園里 人文建設 星光電影院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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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 南園里 人文建設 閱讀推廣 59,000

樹林 南園里 人文建設 童樂趣野餐派對暨環保宣導 137,400

樹林 南園里 人文建設 慈母心春暉情公益音樂會 47,280

樹林 南園里 改善環境品質 崇敬先人暨改善環境減碳宣導 50,000

樹林 南園里 改善地方治安 敬老崇孝美德推廣暨防詐騙研習 212,400

樹林 南園里 人文建設 歲末祝福感恩市集音樂會 74,580

樹林 南園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賞月野餐趴暨環保宣導 123,801

樹林 南園里 人文建設 搞怪彩妝cosplay暨防疫宣導 140,080

樹林 南園里 人文建設 歌唱班暨太鼓班 207,080

樹林 南園里 人文建設 薩克斯風文化推廣講座 270,000

樹林 柑園里 改善環境品質 九九重陽暨環保宣導活動 185,000

樹林 柑園里 人文建設
萬聖節扮裝踩街暨登革熱防治及節能減

碳宣導
145,000

樹林 柑園里 社會福利 淨里暨環保宣導活動 351,600

樹林 柑園里 人文建設 星光電影院 197,904

樹林 柑園里 公共設施 高速公路涵洞牆面油漆 1,072,712

樹林 東園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鄰長外套、工作鞋、長袖、短袖衣

服
72,800

樹林 東園里 改善環境品質 購置里內義工長袖、短袖上衣 99,600

樹林 東園里 社會福利 勤學獎助學金發放 255,510

樹林 東園里 改善環境品質 環保宣導 46,500

樹林 東園里 改善環境品質 淨里暨環保宣導活動 405,700

樹林 東園里 人文建設 老人生活健康綜合講習 110,600

樹林 北園里 公共設施 柏油路加封工程 1,017,000

三峽 溪北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回饋金發放 770,000

三峽 溪北里 改善環境品質 親子健行活動 102,250

三峽 溪北里 改善地方治安 反毒宣導暨治安座談會 86,500

三峽 溪北里 改善地方衛生 登革熱防治宣導 73,000

三峽 溪北里 改善環境品質 環保資收推廣活動 73,000

三峽 溪北里 改善環境品質 環境公民教育推廣活動 54,784



區 里別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核定金額

112年度新北市立火化場回饋地方經費各里使用計畫表 112.3.15更新

三峽 溪東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回饋金發放 489,832

三峽 溪東里 改善地方衛生 環境衛生宣導暨包粽活動 187,995

三峽 溪東里 改善環境品質 淨山暨環保宣導活動 114,022

三峽 溪東里 改善環境品質 里內義工及守望相助隊工作服 99,000

三峽 溪東里 人文建設 養生飲食研習活動 97,200

三峽 溪東里 社會福利 弱勢送餐服務 99,400

三峽 龍埔里 社會福利 新北市立殯儀館及火化場回饋金發放 985,498

三峽 龍埔里 人文建設 搓湯圓、慶團圓活動 147,308

三峽 龍埔里 改善環境品質 健行暨環保宣導活動 131,4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