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 林 縣 虎 尾 鎮 公 所
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第1頁, 工作表1

序號 補助對象 內容 金額

2,482,956

1 50,000 

2
萬善堂

50,000 

3
萬善堂

20,000 

4
福德宮

300,000 

5
龍善宮

30,000 

6
福安宮

200,000 

7 20,000 

8 50,000 

9 78,000 

10 20,000 

11 30,000 

12 30,000 

13 70,000 

14
濁水溪藝術舞蹈團

98,000 

15 50,000 

16 10,000 

17 30,000 

18 20,000 

19
雲林縣虎尾鎮早安會

20,000 

20 10,000 

108年第4季

108年度第4季合計

雲林縣虎尾鎮西屯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西屯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守
望相助隊16週年暨防災、預防犯罪宣導計畫』活動經
費補助萬善堂辦理『108年度萬善堂百姓公慶典活動』
經費（動二）

補助墾地里萬善堂辦理『108年度六十甲媽慶聖誕活
動』經費（動二）

補助大屯子福德宮辦理『108年宗教文化民俗藝術活
動』經費（追加預算）

補助龍善宮辦理『108年度龍翰鳳翼，親仁善鄰活動
』經費（動二）

補助福安宮辦理【108年糖廠馬祖 孝行千里 賜福寶
島『22天行腳祈福護台灣』】活動經費（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北溪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北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北溪社區
108年度產業活化農村再生-北溪番麥文化玉米節』經
費雲林縣虎尾鎮興中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興中社區發展協會辦理『2019雲林虎郡盃全國跆
拳道錦標賽』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德興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德興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中部五縣市柔道
錦標賽活動』經費

雲林縣生活首都文化
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生活首都文化發展協會辦理『幸福公益講
座-芳療及經絡拍打』活動經費

雲林縣民俗藝術文化
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民俗藝術文化發展協會辦理『108年度暑
期音樂育樂營活動』經費

雲林縣台灣悅讀人教
育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台灣悅讀人教育發展協會辦理『第七屆驛
起響愛計畫』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安溪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安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度
雲林縣安溪兒童、青少年暑期成長育樂活動』經費

補助濁水溪藝術舞蹈團辦理「2019『雲舞上場』西班
牙國際藝術節歸國公演」活動經費（其中$78,500動
二）社團法人雲林縣身心

障礙福利協會
補助社團法人雲林縣身心障礙福利協會辦理「108年
度雲林縣『溫情盃』身心障礙者槌球錦標賽」活動經
費雲林縣虎尾鎮太極拳

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太極拳發展協會辦理『新竹峨眉湖
等生態環境教育暨武韻太極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養生健
康操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養生健康操協會辦理108年『同心
關懷、慶賀中秋佳節、關懷弱勢』宣導活動經費（動
二）雲林縣虎尾鎮長青協

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長青協會辦理『108年中秋聯歡晚
會』活動經費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早安會辦理『108年度長青趣味競
賽運動會』經費

雲林縣台灣悅讀人教
育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台灣悅讀人教育發展協會辦理「108年度
虎尾鎮『雙十節慶，蔗香有禮』活動」經費



雲 林 縣 虎 尾 鎮 公 所
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費明細表

第2頁, 工作表1

序號 補助對象 內容 金額

108年第4季

21 20,000 

22 30,000 

23
台灣空手道剛柔會

20,000 

24 20,000 

25 50,000 

26 20,000 

27 20,000 

28 20,000 

29 20,000 

30 21,300 

31 5,000 

32 30,000 

33 30,000 

34 30,000 

35 30,000 

36 30,000 

37 30,000 

38 30,000 

39 20,000 

40 5,000 

雲林縣虎尾鎮北溪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北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社區營造
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熱情牽引~社區青年心動力
成果展』活動經費 （其中$2,000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平和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平和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社區生活
美學-學習工坊』活動經費（動二）

補助台灣空手道剛柔會辦理『2019剛柔盃全國空手道
錦標賽』活動經費（動二）

雲林縣大崙腳羽球協
會

補助雲林縣大崙腳羽球協會辦理「108年雲林縣虎尾
鎮第十屆『虎尾人杯』活動」經費（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魅力商
圈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魅力商圈發展協會辦理『2019魅力
虎尾 耶誕嘉年華活動』經費（動二）

雲林縣孤挺花家庭關
懷協會

補助雲林縣孤挺花家庭關懷協會辦理『108年孤挺花
夜花天使班-天安夜報佳音遊藝活動』經費（動二）

雲林縣新住民暨兒少
身心障礙關懷協會

補助雲林縣新住民暨兒少身心障礙關懷協會辦理
『108年度免費課輔班-聖誕節晚會暨親子教育活動』
經費（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三合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三合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節約用電、節能減碳顧
健康宣導及社區包粽子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延平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延平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慶端午、粽飄香~關懷
社區新住民暨弱勢族群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興中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興中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增設興中
活動中心電錶及內部線路重新安裝』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三合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三合社區發展協會108年度活動中
心水電費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埒內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埒內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度
九九重陽節及老人福利宣導』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興南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興南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重
陽敬老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平和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平和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度
重陽節敬老聯歡晚會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下溪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下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健康研習
暨重陽節敬老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中溪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中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重陽聯誼
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廉使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廉使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健康研習
暨重陽節敬老活動』經費（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墾地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墾地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健康研習
暨重陽節敬老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埒內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埒內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度
埒內社區成長學習觀摩計畫』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東屯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東屯社區發展協會108年度活動中
心水電費經費（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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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補助對象 內容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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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5,000 

42 5,000 

43 4,931 

44 5,000 

45 5,000 

46 30,000 

47 30,000 

48 30,000 

49 30,000 

50 20,000 

51 30,000 

52 30,000 

53 30,000 

54 10,000 

55 20,000 

56 10,000 

57 30,000 

58 10,000 

59 5,000 

60 20,000 

61 30,000 

雲林縣虎尾鎮西屯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西屯社區發展協會108年度活動中
心水電費經費（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興中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興中社區發展協會108年度活動中
心水電費經費（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興南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興南社區發展協會108年度活動中
心水電費經費（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墾地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墾地社區發展協會108年度活動中
心水電費經費（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堀頭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堀頭社區發展協會108年度活動中
心水電費經費（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三合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三合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健康研習
暨重陽節敬老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北溪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北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健康研習
暨重陽節敬老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穎川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穎川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重陽敬老
活動暨健康講座』經費（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西屯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西屯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萬粽同心
慶端午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建國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建國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歡慶中秋
慶團圓，關懷弱勢送愛心』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頂溪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頂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度
重陽節慶生聯誼會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西屯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西屯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度
健康研習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惠來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惠來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重陽敬老
暨健康講座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西安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西安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溫情社區
‧重陽敬老』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西安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西安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社區成長
學習』經費（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興中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興中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慶祝九九
重陽暨健康講座活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延平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延平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度
樂活長青礁溪林美社區學習觀摩』經費（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北溪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北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虎尾鎮福
利化社區聯合成果靜態展創意攤位規劃』活動經費（
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安溪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安溪社區發展協會108年度活動中
心水電費經費（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堀頭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堀頭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歲末冬至
關懷感恩搓湯圓活動』經費（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安溪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安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重陽敬老
健康講座』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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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補助對象 內容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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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0,000 

63 30,000 

64 4,665 

65 虎尾老人會 100,000 

66 10,000 

67 201,260 

68 20,000 

69 19,800 

70 20,000 

雲林縣虎尾鎮頂溪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頂溪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關懷據點
暨健康講座』經費（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東仁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東仁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樂陶陶藝
術創作活動』經費（動二）

雲林縣虎尾鎮穎川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穎川社區發展協會108年度活動中
心水電費經費（動二）

補助本鎮老人文康活動中心108年度各項活動經費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
家庭扶助基金會雲林
分事務所

補助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雲林分事務
所辦理『108年幸福券永~愛無窮』歲末冬暖園遊會活
動經費

雲林縣虎尾鎮堀頭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毗鄰垃圾掩埋場之堀頭社區發展協會108年度補
助款-第一次補助款

雲林縣虎尾鎮興中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興中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興中社區
發展協會清雲路道路綠美化計畫』案之補助款

雲林縣虎尾鎮惠來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惠來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社區環境
大掃除活動計畫』案之補助款

雲林縣虎尾鎮東仁社
區發展協會

補助雲林縣虎尾鎮東仁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8年歲
末街道清潔暨綠美化環境活動』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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