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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行政
 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說唱動

客家歌謠研習進階班

 宜蘭縣頭城鎮長壽老人

會

 宜蘭縣頭城鎮長壽老人

會
     20,000       20,000  無

頭城城隍廟-106年城隍爺聖誕千

秋廟會祝壽遶境活動
頭城城隍廟 頭城城隍廟       50,000  無

李廣將軍聖誕千秋會祝壽活動 泰安廟 泰安廟       50,000  無

106年財神文化祭暨全縣廟宇聯

誼會活動
鎮安宮 鎮安宮       50,000  無

充實廟內會議場所設備塑綱折合

會議桌
順天府池府王爺廟 順天府池府王爺廟       50,000  無

2017恒春古城國際豎孤棚觀光文

化活動

宜蘭縣搶孤民俗文化協

會

宜蘭縣搶孤民俗文化協

會
     50,000       50,000  無

2017年頭城搶孤民俗文化活動
社團法人宜蘭縣頭城鎮

中元祭典協會

社團法人宜蘭縣頭城鎮

中元祭典協會
  3,700,000    3,700,000  無

2017年頭城搶孤民俗文化活動
社團法人宜蘭縣頭城鎮

中元祭典協會

社團法人宜蘭縣頭城鎮

中元祭典協會
    300,000      300,000  無

2017民俗文物館觀摩活動
社團法人宜蘭縣頭城鎮

中元祭典協會

社團法人宜蘭縣頭城鎮

中元祭典協會
     60,000       60,000  無

宜蘭縣頭城鎮鎮海宮五顯大帝聖

誕暨建宮28周年活動
鎮海宮 鎮海宮      40,000       40,000  無

106年充實內部設備 中興廟 中興廟      33,600       33,600  無

大安廟王公民俗文化節系列活

動」
大安廟 大安廟      20,000       20,000  無

宗教禮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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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充實內部設備 威靈廟 威靈廟      36,000       36,000  無

106年充實廟內會議場所設備 金威廟 金威廟      34,560       34,560  無

補助購買集會用桌椅 中興宮 中興宮      30,000       30,000  無

2017年玄天上帝飛昇得道全國際

合慶典活動

武當祖廟台灣第一行宮

外澳接天宮

武當祖廟台灣第一行宮

外澳接天宮
    120,000      120,000  無

宜蘭縣媽祖弘道協會聯誼會暨傳

統民俗慶典活動
拱蘭宮 拱蘭宮      20,000       20,000  無

憶兒趣-樂齡逗陣活動 威惠廟 威惠廟      30,000       30,000  無

董公真人聖誕千秋廟會祝壽活動 董慶寺 董慶寺      50,000       50,000  無

106年充實內部設備 大安廟 大安廟      29,760       29,760  無

辦理常年訓練、防火宣導教育及

各項防火、救災、協勤等工作項

目

宜蘭縣義消總隊第一大

隊頭城分隊

宜蘭縣義消總隊第一大

隊頭城分隊-
    120,000      120,000  無

大里義消分隊辦理各項訓練、救

災、勤務演習裝備等工作項目

宜蘭縣義勇消防總隊大

里義消分隊

宜蘭縣義勇消防總隊大

里義消分隊
     85,095       85,095  無

役政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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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30,000  無

圖書館業務
2017雞祥如意慶元宵古成燈彩樂

逍遙活動

宜蘭縣頭城文化發展協

會

宜蘭縣頭城文化發展協

會
      10,000  無

體育活動
106年理事長盃三對三籃球錦標

賽經費補助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39,600  無

宗教禮俗

民防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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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理事長盃皆齡游泳錦標賽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40,000  無

106年理事長盃網球競賽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40,000  無

106理事長盃保齡球賽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40,000       40,000  無

106年環縣健走-空山鳥語深呼

吸-鳥瞰蘭陽漫遊行活動
頭城鎮社區衛生促進會 頭城鎮社區衛生促進會      35,000       35,000  無

106年理事長盃灘釣錦標賽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40,000       40,000  無

106年理事長盃慢速壘球錦標賽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40,000       40,000  無

宜蘭縣頭城盃秋季全國木球錦標

賽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40,000       40,000  無

106年鎮長盃桌球錦標賽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宜蘭縣頭城鎮體育會      68,000       68,000  無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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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40,000  無

106年度農民節活動表彰大會米

食品嚐活動
頭城鎮農會 頭城鎮農會       20,000  無

補助106年度原住民族豐年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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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3  無

休閒農業區旅遊暨反毒宣傳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新港澳休

閒農漁業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新港澳休

閒農漁業發展協會
     20,000       20,000  無

觀光所業務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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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66  無

體育活動

農業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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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舉辦花藝組合研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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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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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無

106年全國第五屆志工之歌唱大

賽北區初賽計畫
宜蘭縣志願服務協會 宜蘭縣志願服務協會       50,000  無

我為你歌唱-愛在蘭陽2017公益

演唱會

正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廣播電台

正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廣播電台
     10,000       10,000  無

106年推展老人福利服務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長壽老人

會

宜蘭縣頭城鎮長壽老人

會
     25,080       25,080  無

106年度課程研習
宜蘭縣頭城鎮晨曦合唱

團

宜蘭縣頭城鎮晨曦合唱

團
     30,000       30,000  無

106年康復之友協會住宿費
社團法人宜蘭縣康復之

友協會

社團法人宜蘭縣康復之

友協會
     10,000       10,000  無

2017重陽敬老系列活動
社團法人宜蘭縣老人福

利服務協進會

社團法人宜蘭縣老人福

利服務協進會
     40,000       40,000  無

宜蘭縣頭城長青進修協會成果展
宜蘭縣頭城長青進修協

會

宜蘭縣頭城長青進修協

會
     30,000       30,000  無

辦理「國際太極氣功十八式氣功

成果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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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元宵節全民歌唱摸彩聯歡晚

會活動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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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北社區監視器電費補助  城北社區發展協會  城北社區發展協會          862  無

106年土風舞健身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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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30,000  無

各項福利服務

 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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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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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20,000  無

反毒、健康、幸福暨關懷弱勢老

人宣導活動經費
 城北社區發展協會  城北社區發展協會      27,600       27,600  無

在地家園關懷老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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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30,000  無

2017頭城話中秋-廟會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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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40,000  無

關懷社區老人慶祝中秋晚會烤肉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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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20,000  無

106年重陽節暨關懷獨居老人及

弱勢團體活動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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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40,000  無

106年九九重陽敬老活動及反

毒、反詐騙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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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       35,000  無

106年九九重陽敬老自由歌唱聯

誼暨志工表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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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40,000  無

重陽節民俗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外澳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外澳社區

發展協會
     30,000       30,000  無

中秋佳節敬老尊賢晚會活動
 頭城鎮大溪社區發展協

會

 頭城鎮大溪社區發展協

會
     30,000       30,000  無

九九重陽節、健康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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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50,000  無

106年九九重陽敬老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金盈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金盈社區

發展協會
     30,000       30,000  無

中秋月圓人團圓暨重陽敬老」活

動

 宜蘭縣頭城鎮城西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城西社區

發展協會
     30,000       30,000  無

 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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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食堂水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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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壽俱樂部長者暨里民縣外訪觀

摩活動
 頂埔社區發展協會  頂埔社區發展協會      20,000       20,000  無

106年度舞蹈班教學暨感恩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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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30,000  無

九九重陽敬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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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40,000  無

106年度重陽節老人健行活動暨

老人健康講座

 宜蘭縣頭城鎮新建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新建社區

發展協會
     40,000       40,000  無

106年九九重陽敬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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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20,000  無

106年重陽敬老健行暨銀髮族健

康久久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頂埔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頂埔社區

發展協會
     31,500       31,500  無

長青食堂水電費
 宜蘭縣頭城鎮新建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新建社區

發展協會
     12,000       12,000  無

106年度大海心龜山情尋根活動

經費

 頭城鎮龜山島社區發展

協會

 頭城鎮龜山島社區發展

協會
     30,000       30,000  無

國際太極氣功十八式成果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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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30,000  無

關懷獨居老人暨重陽敬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石城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石城社區

發展協會
     40,000       40,000  無

長青食堂電費
 頭城鎮港口社區發展協

會

 頭城鎮港口社區發展協

會
     12,000       12,000  無

國際太極十八式氣功福成支會研

習會活動暨反毒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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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30,000  無

 社區發展



 本季撥付金

額

 截至本季累計

撥付金額

頭城鎮106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6年12月止

 工作計畫科目名

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撥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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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太極氣功十八式金盈支會研

習會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金盈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金盈社區

發展協會
     30,000       30,000  無

106年長長九九慶重陽活動
 頭城鎮港口社區發展協

會

 頭城鎮港口社區發展協

會
     40,000       40,000  無

106年九九重陽敬老尊賢溫馨久

久

 頭城鎮大溪社區發展協

會

 頭城鎮大溪社區發展協

會
     35,644       35,644  無

社區縣外觀摩參訪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石城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石城社區

發展協會
     40,000       40,000  無

106年頭城七月月圓時-冥陽共嬋

娟
 城西社區發展協會  城西社區發展協會      40,000       40,000  無

重陽敬老暨數位機會中心營運宣

導

 宜蘭縣頭城鎮龜山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龜山社區

發展協會
     30,000       30,000  無

長青食堂設備補助
 宜蘭縣頭城鎮龜山島社

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龜山島社

區發展協會
     12,000       12,000  無

增設內部設備手提式無線擴音機

MA-708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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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無

充實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內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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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0       75,000  無

106年度績優社區觀摩及環保垃

圾分類

 宜蘭縣頭城鎮大里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大里社區

發展協會
     30,000       30,000  無

105年幸福人生-環保衛生、健康

養生之道-講座研習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公所退休

退職人員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公所退休

退職人員協會
     28,980       28,980  無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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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40,000  無

106年度資源回收工縣外觀摩活

動

 宜蘭縣頭城鎮長青福利

老人會

 宜蘭縣頭城鎮長青福利

老人會
     25,200       25,200  無

 社區發展設施

 清潔隊業務

 社區發展



 本季撥付金

額

 截至本季累計

撥付金額

頭城鎮106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至106年12月止

 工作計畫科目名

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撥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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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隊業務
106年度資源回收義工縣外觀摩

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金盈社區

發展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金盈社區

發展協會
     40,000       40,000  無

 退休金
106年幸福人生-環保衛生、健康

養生之道-講座研習活動

 宜蘭縣頭城鎮公所退休

退職人員協會

 宜蘭縣頭城鎮公所退休

退職人員協會
     20,000       20,000  無

6,594,019  7,160,160   合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