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季撥付金

額

 截至本季累計

撥付金額

充實107年內部設備 董慶寺 董慶寺       30,000  無

107年充實廟內會議場所設備 福聖廟 福聖廟       50,000  無

玉皇上帝聖誕暨建廟四十五週年

紀念文化活動
慶天宮 慶天宮       50,000  無

添購107年內部設備工作 福興廟 福興廟       36,000  無

添購107年內部設備工作 泰安廟 泰安廟       36,000  無

汾陽王郭子儀大元帥聖誕千秋祝

壽活動
順發宮 順發宮       40,000  無

充實107年內部設備 鎮安宮 鎮安宮       36,000  無

107年充實內部設備計畫補助 慶元宮 慶元宮       36,000  無

充實廟內會議場所內部設備 順發宮 順發宮       36,000  無

城隍老爺175週年千秋祝壽活動 頭城城隍廟 頭城城隍廟       50,000  無

107年充實內部設備 北天宮 北天宮      36,000       36,000  無

李廣將軍聖誕千秋祝壽活動 泰安廟 泰安廟      50,000       50,000  無

宗教禮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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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內部設備 新建里將軍廟 新建里將軍廟      36,000       36,000  無

田都元帥晉殿安座大典活動 雷聖宮 雷聖宮      50,000       50,000  無

關聖帝君千秋活動 協天廟 協天廟      50,000       50,000  無

新廟落成充實內部設備 雷聖宮 雷聖宮      35,000       35,000  無

107年充實內部設備 東嶽廟 東嶽廟      36,000       36,000  無

107年充實內部設備 頭城城隍廟 頭城城隍廟      36,000       36,000  無

107年充實內部設備 鎮海宮 鎮海宮      36,000       36,000  無

107年財神文化祭暨全縣廟宇聯

誼會活動
鎮安宮 鎮安宮      50,000       50,000  無

北天宮天上聖母安座紀念暨民俗

文化活動
北天宮 北天宮      40,000       40,000  無

107年東嶽仁聖大帝聖誕系列活

動
東嶽廟 東嶽廟      30,000       30,000  無

107年購置「環保禮炮車」 福聖廟 福聖廟       50,000  無

配合政府政令宣導施設音響設備 順天府池府王爺廟 順天府池府王爺廟      60,000       60,000  無

宗教禮俗

民政-建築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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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乒乓球自動發球機
宜蘭縣頭城長青進修協

會

宜蘭縣頭城長青進修協

會
     20,000       20,000  無

辦理107年里事長盃桌球錦標賽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42,480       42,480  無

107年度環縣健走頭城站-溫馨健

康行-山海悠遊趣活動
頭城鎮社區衛生促進會 頭城鎮社區衛生促進會      40,000       40,000  無

文化設施 購買迷你擴音設備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12,400  無

2018頭城文化饗宴龍歸故里孩子

龍慶元宵活動

宜蘭縣頭城文化發展協

會

宜蘭縣頭城文化發展協

會
     40,000       40,000  無

107年度爸爸媽媽怎麼了巡迴表

演活動費
人文展賦劇團 人文展賦劇團      10,000       10,000  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蘭陽同鄉校友

會辦理「寒假返鄉服務隊」活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000       10,000  無

圖書-建築及設備 107年充實設備設施計畫
宜蘭縣噶瑪蘭文創發展

協會

宜蘭縣噶瑪蘭文創發展

協會
     30,000       30,000  無

農業行政
宜蘭縣膠筏從業漁民協會購置漁

船拖救纜

宜蘭縣膠筏從業漁民協

會

宜蘭縣膠筏從業漁民協

會
     20,000       20,000  無

觀光所業務 2018頭城迎曙光追風單車挑戰賽
社團法人中華國際休閒

運動交流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國際休閒

運動交流協會
      10,620  無

補助107年慶祝成立50週年宣導

研習活動
宜蘭縣頭城儲蓄互助社 宜蘭縣頭城儲蓄互助社       40,000  無

107年度花藝課程設計研習
宜蘭縣頭城鎮青溪婦聯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青溪婦聯

發展協會
      30,000  無

圖書館業務

體育活動

各項福利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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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元宵燈謎聯歡晚會
宜蘭縣頭城國際青年商

會

宜蘭縣頭城國際青年商

會
     40,000       40,000  無

2018年服務暨第15屆「愛老人-

愛團圓」

財團法人華山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華山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28,800       28,800  無

花藝組合研習活動經費
 宜蘭縣頭城鎮大坑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大坑社區

發展協會
      30,000  無

國際太極十八式金面支會氣功研

習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金面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金面社區

發展協會
      40,000  無

107年元宵節全民歌唱摸彩聯歡

晚會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大坑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大坑社區

發展協會
     34,000       34,000  無

107志工圍爐暨資產回收宣導活

動

 宜蘭縣頭城鎮下埔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下埔社區

發展協會
     20,000       20,000  無

107年春安工作宣導暨新春感恩

聯誼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大溪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大溪社區

發展協會
     25,000       25,000  無

 社區發展設施 107年充實內部設備
 宜蘭縣頭城鎮下埔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下埔社區

發展協會
     11,520       11,520  無

107年度縣外績優環保社區觀摩

活動
 城北社區發展協會  城北社區發展協會       39,300  無

107年資源回收縣外觀摩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長壽老人

會

 宜蘭縣頭城鎮長壽老人

會
     30,000       30,000  無

107年度資源回收義工縣外觀摩

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下埔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下埔社區

發展協會
     50,000       50,000  無

996,800    1,649,120   合計

 清潔隊業務

 社區發展

各項福利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