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撥款情形 

 宗教禮俗 

 協天廟   協天廟        50,000  無 

 鎮安宮  鎮安宮       50,000  無 

 拱蘭宮  拱蘭宮       30,000  無 

      30,000  無 

 補助李廣將軍聖誕千秋廟會  泰安廟   泰安廟        30,000  無 

 宜蘭縣邱氏宗親會  宜蘭縣邱氏宗親會      40,000       40,000  無 

 體育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37,000  無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37,000  無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38,000       38,000  無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37,000       37,000  無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37,000       37,000  無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37,000       37,000  無 

 圖書館業務       40,000  無 

 農業行政 頭城鎮農會 頭城鎮農會       20,000  無 

 頭城鎮105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5年9月止 

 工作計畫科目名
稱 

 有無涉財物
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如未涉及
採購則毋須填列，如
採公開招標，請填列

得標廠商。) 

 本季撥付金
額 

 截至本季累計
撥付金額 

 補助恭迎媽祖遶境、關聖帝君
千秋活動   

 補助玄壇元帥五路武財神聖誕
千秋暨全縣廟宇聯合慶祝活動   

 補助宜蘭縣媽祖文化節暨傳統
民俗慶典系列活動  

 補助105年東嶽仁聖大帝聖誕系
列活動 

 頭城鎮東嶽廟管理委員
會 

 頭城鎮東嶽廟管理委員
會 

 補助邱氏宗親會文化交流暨健
康宣導活動   

補助105年頭城鎮體育會理事長
盃木球競賽

補助105年頭城鎮體育會理事長
盃桌球競賽

補助105年理事長盃三對三籃球
錦標賽活動經費

補助105年頭城鎮體育會理事長
盃水中趣味競賽活動經費

補助105年頭城鎮體育理事長盃
網球競賽活動經類 

補助105年頭城鎮體育理事長盃
齡球競賽活動經費 

補助頭城鎮2016玉猴騰龍慶元宵
活動

宜蘭縣頭城文化發展協
會

宜蘭縣頭城文化發展協
會

補助105年績優模範農民表揚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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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城鎮105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5年9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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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行政      30,000       30,000  無 

 各項福利服務 

      30,000  無 

蘭陽技術學院 蘭陽技術學院      30,000       30,000  無 

      5,000        5,000  無 

 社會福利設施 

宜蘭縣頭城儲蓄互助社 宜蘭縣頭城儲蓄互助社       30,000  無 

補助添購多功能數位復合機       30,000  無 

 社區發展 

      20,000  無 

      31,873  無 

      30,000  無 

      20,000  無 

      30,000  無 

      27,632  無 

     30,000       30,000  無 

補助105年度原住民傳統補魚海
祭文化生態教育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平地原住
民族漁業發展協進會

宜蘭縣頭城鎮平地原住
民族漁業發展協進會

補助宜蘭縣頭城鎮青溪婦聯發展
協會-105年度「舉辦花卉設計研
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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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蘭陽技術學院-端午節關懷
照顧弱勢族群敦親睦鄰活動

補助105年度自閒症者戶外情境
訓練活動

社團法人宜蘭縣自閉症
者福利協進會

社團法人宜蘭縣自閉症
者福利協進會

補助購買A3黑白多功能數位補合
機

宜蘭縣頭城國際青年商
會 

宜蘭縣頭城國際青年商
會 

補助社團法人宜蘭縣頭城鎮拔雅
社區發展協會-守望相助隊充實
設備補助

 社團法人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宜蘭縣頭城鎮
拔雅社區發展協會 

補助守望相助隊執勤裝備及崗哨
補強 

 宜蘭縣頭城鎮竹安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竹安社區
發展協會 

補助105年元宵節全民歌唱摸彩
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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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反毒、反詐騙及防火、防災
宣導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福成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福成社區
發展協會 

補助土風舞班23週年慶成果展活
動經費  

 宜蘭縣頭城鎮武營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武營社區
發展協會 

補助國際太極十八式氣功成果展
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武營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武營社區
發展協會 

補助國際太極式氣功福成支會研
習活動暨反毒宣導

 宜蘭縣頭城鎮福成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福成社區
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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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發展 

     40,000       40,000  無 

 社區發展 

     40,000       40,000  無 

     30,000       30,000  無 

     30,000       30,000  無 

 合計     424,000      997,505 

補助土風舞班32週年慶成果展經
費

 宜蘭縣頭城鎮城東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城東社區
發展協會 

補助國際太極氣功十八式金面支
會研習活動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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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105年古典詩詞吟唱研習活
動經費

 宜蘭縣頭城鎮城南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城南社區
發展協會 

補助105年土風舞班研習活動經
費

 宜蘭縣頭城鎮城南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城南社區
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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