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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補助對象 內容 金額

6,027,925

1 紫雲寺 60,000 

2 永興宮 200,000 

3 福安宮 120,000 

4 惠聖宮 補助惠聖宮民俗祭典活動經費 30,000 

5 50,000 

6 雲林縣虎尾排舞協會 20,000 

7 48,300 

8 70,000 

9 10,000 

10 10,000 

11 82,500

12 30,000

13 20,000

14 50,000

15 30,000

16 99,600 

17 29,440 

18 142,131 

19 132,800 

20 162,950 

21 51,600 

108年第2季

108年度第2季合計

補助紫雲寺「觀音佛祖聖誕千秋50週年慶典活動」經
費（動二）

補助永興宮重建動土祈福活動經費（19萬元動二）

補助「108年虎尾福安宮糖廠媽祖-百里行腳~山海大
會香暨鹿港謁祖進香宗教文化祭系列活動」經費

雲林縣農村再造聯盟
虎興促進會

雲林縣農村促進會守望相助隊辦理「治安防治犯罪宣
導及交通安全講座」經費

補助雲林縣虎尾排舞協會辦理「108年度慈母團員，
新舞觀摩暨環保宣導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北溪社
區發展協會

本所補助北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增設無障礙坡道扶
手及飲水機」經費（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堀頭社
區發展協會

本所補助堀頭社區辦理「堀頭社區活動中心採購led
戶外字幕機」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興南社
區發展協會

本所補助興南社區辦理「108年社區除舊佈新揮毫贈
春聯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竹圍子
社區發展協會

竹圍子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社區除舊佈新揮毫
春聯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頂溪社
區發展協會

公所補助頂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增設社區活動中心
內部設備」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東屯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東屯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健康講座暨老人福利宣
導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下溪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下溪社區辦理「無形文化資產-國家重要民俗-雲
林六房媽祖過爐活動-六房天上聖母辭駕感恩音樂會
」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西屯社
區發展協會

公所補助西屯社區辦理「108年度模範母親暨孝行楷
模表揚暨虎尾鎮長青食堂手路菜pk賽」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芳草社
區發展協會

本所補助芳草社區辦理「108年度老人福利法令宣導
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西屯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西屯社區發展協會「107年度轄內東西屯環保公
園空品區維護費」（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興中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興中社區發展協會「107年度轄內興中里環保公園空
品區維護費」（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崛頭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崛頭社區發展協會「107年度虎尾鎮埒內段1340地號
之綠化公有地維護經費」（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頂溪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頂溪社區發展協會「107年度虎尾鎮過溪子段0140-
3032,3034地號維護經費」（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廉使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廉使社區發展協會「107年度虎尾鎮廉使里使北段
0175,0178,0180,184-01地號綠化公有地維護經費」（墊
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西屯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西屯社區發展協會「107年度轄內東西屯環保公園空
品區維護費」（墊付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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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雲林縣虎尾排舞協會 20,000

23 94,500

24 20,000

25 90,000

26 20,000

27 18,000 

28 31,657 

29 10,500 

30 43,400 

31 37,800 

32 10,410

33 40,600

34 16,657

35 16,490

36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150,000

37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150,000

38 521,000

39 458,000

補助雲林縣虎尾排舞協會辦理「108年度慈母團員，
新舞觀摩暨環保宣導活動」經費

社團法人虎尾國際青
年商會

補助社團法人台灣省雲林縣虎尾國際青年商會辦理『
2019虎尾鎮公所兒童節活動-普天童慶社區文化活動
』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三塊厝
產業文化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三塊厝產業文化協會辦理『108年
社區走動式學習計畫』經費

社團法人雲林縣虎尾
身心障礙協會

補助社團法人身心障礙協會辦理「108年度虎郡盃全
國槌球錦標賽」活動經費

社團法人雲林縣老吾
老關懷協會

社團法人雲林縣老吾老關懷協會辦理「2019營造社區
凝聚力暨街友、族群，端午粽香送愛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埒內社
區發展協會

鎮公所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埒內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虎
尾鎮108年長青食堂服務計畫」經費 (108年1~3月)

雲林縣虎尾鎮三合社
區發展協會

鎮公所補助雲林縣虎尾鎮三合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虎
尾鎮108年長青食堂服務計畫」經費 (108年1~3月)

雲林縣虎尾鎮興中社
區發展協會

鎮公所補助雲林縣虎尾鎮興中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虎
尾鎮108年長青食堂服務計畫」經費 (108年1~3月)

雲林縣虎尾鎮興南社
區發展協會

鎮公所補助雲林縣虎尾鎮興南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虎
尾鎮108年長青食堂服務計畫」經費 (108年1~3月)

雲林縣虎尾鎮堀頭社
區發展協會

鎮公所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堀頭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虎
尾鎮108年長青食堂服務計畫」經費 (108年1~4月)

雲林縣虎尾鎮安溪社
區發展協會

公所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安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虎尾
鎮108年度長青食堂服務計畫』經費 (108年4月)

雲林縣虎尾鎮三塊厝
產業文化協會

公所補助雲林縣虎尾鎮三塊厝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虎
尾鎮108年度長青食堂服務計畫』經費 (108年2-4月)

雲林縣虎尾鎮三合社
區發展協會

鎮公所補助雲林縣虎尾鎮三合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虎
尾鎮108年長青食堂服務計畫」經費 (108年4月)

雲林縣虎尾鎮安溪社
區發展協會

鎮公所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安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虎
尾鎮108年長青食堂服務計畫」經費 (108年5月)

縣府補助本鎮老人文康活動中心107上半年管理維護
費及各項活動發展經費(墊付轉正)

縣府補助本鎮老人文康活動中心107下半年管理維護
費及各項活動發展經費(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堀頭社
區發展協會

縣府補助堀頭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7年長青食堂服
務」經費 (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安溪社
區發展協會

縣府補助安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7年長青食堂服
務」經費 (墊付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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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99,800

41 299,910

42 500,500

43 361,500

44 192,450

45 96,000

46 99,700

47 200,000

48 261,640

49 99,750

50 196,500

51 171,500

52 135,240

53 97,400

54 17,700

雲林縣虎尾鎮東屯社
區發展協會

縣府補助東屯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7年長青食堂服
務設備計畫」經費 (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東屯社
區發展協會

縣府補助東屯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7年長青食堂服
務」經費 (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埒內社
區發展協會

縣府補助埒內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7年長青食堂服
務」經費 (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墾地社
區發展協會

縣府補助墾地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7年長青食堂服
務」經費 (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北溪社
區發展協會

縣府補助北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7年長青食堂服
務」經費 (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北溪社
區發展協會

縣府補助北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7年長青食堂服
務-廚房設備計畫」經費 (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興中社
區發展協會

縣府補助興中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7年長青食堂服
務-廚房設備計畫」經費 (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堀頭社
區發展協會

縣府補助堀頭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增設活動中心長青
食堂內部設備計畫」經費 (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西屯社
區發展協會

縣府補助西屯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7年長青食堂服
務」經費 (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西屯社
區發展協會

縣府補助西屯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7年長青食堂服
務—廚房設備計畫」經費 (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墾地社
區發展協會

縣府補助墾地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7年長青食堂服
務—廚房設備計畫」經費 (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安溪社
區發展協會

縣府補助安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7年長青食堂服
務設備計畫」經費 (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東屯社
區發展協會

縣府補助東屯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7年長青食堂服
務設備計畫」經費 (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北溪社
區發展協會

縣府補助北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7年長青食堂服
務設備計畫」經費 (墊付轉正)

雲林縣虎尾鎮埒內社
區發展協會

鎮公所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埒內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虎
尾鎮108年長青食堂服務計畫」經費 (108年4~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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