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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上帝聖誕暨建廟四十六周年

紀念文化活動
慶天宮 慶天宮       40,000  無

汾陽王郭子儀大元帥聖誕干秋祝

壽活動
聖天宮 聖天宮       30,000  無

補助頭城城隍廟辦理慶祝城隍老

爺176周年干秋祝壽活動
頭城城隍廟 頭城城隍廟       50,000  無

補助福聖廟福德正神聖誕民俗技

藝文化暨媽祖繞境活動
福聖廟 福聖廟       50,000  無

補助李廣將軍聖誕千秋舉行祝壽

活動
泰安廟 泰安廟       50,000  無

北天宮辦理「108年北天宮天上

聖母安座紀念暨民俗文化活動
北天宮 北天宮       20,000  無

補助鎮安宮辦理108年財神文化

祭暨全縣廟宇聯誼會活動
鎮安宮 鎮安宮       30,000  無

將軍爺迎媽祖活動 新建里將軍廟 新建里將軍廟       30,000  無

補助更新里福德廟福德正神聖誕

千秋道教文化傳承活動
更新里福德廟 更新里福德廟 50,000 50,000  無

紫霄宮辦理神農大帝聖誕千秋暨

推廣民俗文化活動
紫霄宮 紫霄宮 30,000 30,000  無

2019全國開臺聖王春季祭典聯誼

大會
中興宮 中興宮 50,000 50,000  無

順天府池府王爺廟辦理108年配

合政府傳承歌仔戲藝文活動計畫
順天府池府王爺廟 順天府池府王爺廟 30,000 30,000  無

鳳山廟108年充實會議室內部設

備計畫
鳳山廟 鳳山廟 33,600 33,6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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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政業務

補助宜蘭縣後憲兵荷松協會辦理

反毒品、反詐騙、防範犯罪、節

能減碳愛地球活動

宜蘭縣後備憲兵荷松協

會

宜蘭縣後備憲兵荷松協

會
      50,000  無

補助宜蘭縣頭城鎮社區衛生促進

會辦理『宜蘭縣「108年「健康

樂活~just(婦for)(幼you)」暨

無菸健走」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社區衛生

促進會

宜蘭縣頭城鎮社區衛生

促進會
      35,000  無

補助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108

年理事長盃3對3籃球錦標賽」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43,000  無

補助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108

年理事長盃桌球錦標賽」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43,000  無

補助頭城鎮體育會辦理「2019健

康久久健走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43,000  無

補助頭城鎮體育會2019海上長

泳-迎向龜山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73,000       73,000  無

補助頭城鎮體育會辦理108年理

事長盃保齡球錦標賽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43,000       43,000  無

圖書館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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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無

補助頭城鎮農會輔導之家政班辦

理「盆栽組合花藝研習」
頭城鎮農會 頭城鎮農會       35,000  無

補助頭城鎮農會辦理108年農民

節表彰大會鄉點美食品嚐活動
頭城鎮農會 頭城鎮農會       30,000  無

宜蘭農漁水都健康樂活協會辦理

108年度教育訓練縣外觀摩活動

補助

宜蘭農漁水都健康樂活

協會

宜蘭農漁水都健康樂活

協會      30,000       30,000  無

體育活動

農業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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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108花卉課程研習 宜蘭縣頭城儲蓄互助社 宜蘭縣頭城儲蓄互助社       35,000  無

補助頭城國際青年商會辦理108

年元宵燈謎聯歡晚會
頭城國際青年商會 頭城國際青年商會       40,000  無

補助2019常年服務暨第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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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  無

辦理108年媽媽教室家政班花藝

組合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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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元宵節全民歌唱模彩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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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無

補助城北社區辦理108年度縣外

績優社區觀摩活動
 城北社區發展協會  城北社區發展協會       30,000  無

補助下埔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壓

克力告示牌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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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無

補助港口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108年守望相助隊添購隊員

裝」經費

宜蘭縣頭城鎮港口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港口社區

發展協會 30,000 30,000  無

補助竹安社區發展協會「購買電

風扇設備」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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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 17,000  無

補助宜蘭縣頭城鎮竹安社區發展

協會辦理「守望相助隊添購巡守

人員勤務裝備」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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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50 26,250  無

補助大坑社區辦理「長青食堂、

關懷據點」等政府福利政策-水

電費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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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 12,000  無

補助港口社區辦理長青食堂、關

懷據點等社會福利政策水電費補

助

宜蘭縣頭城鎮港口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港口社區

發展協會 12,000 12,000  無

拔雅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

度關懷社區老人慶祝中秋晚會烤

肉」活動經費

宜蘭縣頭城鎮拔雅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拔雅社區

發展協會 20,000 20,000  無

 社區發展

各項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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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安社區辦理「108年中秋月圓

人團圓聯歡晚會」活動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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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30,000  無

下埔社區發展協會「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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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無

竹安社區發展協會「108年度資

源回收暨績優社區縣外觀摩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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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無

福成社區發展協會「108年度資

源回收暨績優社區縣外觀摩活

動」

福成社區發展協會 福成社區發展協會

     30,000       30,000  無

516,850    1,350,850   合計

清潔隊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