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1.於年度終了後，里長應按經費實際支用情形填報區公所備查。 

    2.里長同時公告於里辦公處門首、里公布欄及里辦公處網站。 

臺北市信義區中興里 105 年度里鄰建設服務經費辦理成果報表 

填表日期：105 年 12 月 20 日       填表人：里長 李 茂 榮  

                                                                    里幹事 錢 志 珍  

項次 案 件 來 源 辦理項目及內容 使用金額 完 成 日 期 效 益 說 明 備 註 

05 

 

中興里辦公處 五、活動中心、里民 

活動場所各項設施之 

購置及維修；里民活 

動場所公共意外責任 

險；里民活動場所辦 

理活動補助水電費。 

2. 里民活動場所各項設施之購

置及維修。 

日立變頻冷氣機 

RAS/C71QD(資本)1台 

66,150元。 

66,150元 105.03.03 

 

供里民上課使用 

 

東弘水電行 

27291077 

05 

 

中興里辦公處 五、活動中心、里民 

活動場所各項設施之 

購置及維修；里民活 

動場所公共意外責任 

險；里民活動場所辦 

理活動補助水電費。 

2. 里民活動場所各項設施之購

置及維修。 

影印機維修 1年(經) 

費用 5,500元。 

 5,500元 105.12.31 

 

供里民影印使用 

 

震旦行 

 

10 

 

中興里辦公處 十、為民服務設施之 

購置、租用及維修。 

1. 為民服務設施之 

購置。 

伴唱機公撥費(經) 

1,654 元。 

 1,654元 105.12.31 供里民愉樂使 

用。 

 

13 

 

 

 

 

 

中興里辦公處 十三、志工相關費用。 

4. 研習及參訪費。 

志工研習及參訪申請

人數 64 人 x1,100 元

=70,400元(經常門) 

64,900元 105.04.07 志工學習防災概念。  

附件六 



註：1.於年度終了後，里長應按經費實際支用情形填報區公所備查。 

    2.里長同時公告於里辦公處門首、里公布欄及里辦公處網站。 

03 

 

中興里辦公處 三、守望相助工作。 

7. 其他有關裝備、設 

施〈滅火器、消耗品等〉之購置、

維修。 

滅火器檢測換藥 10 型 59具 

x200元=11,800 元， 

20型 36具 x250 元= 

9,000 元，總計 

20,800元。(經常門) 

20,800元 105.05.10 里內消防安全 大龍消防 

28917806 

12 

 

中興里辦公處 十二、辦理節慶、公益、 

環保等相關活動。 

辦理節慶、公益、環保等相關活

動。 

母親節園遊會活動金 

額 33,000元(經常 

門) 

33,000 元 105.05.01 里民聯誼  

05 

 

中興里辦公處 五、活動中心、里民 

活動場所各項設施之 

購置及維修；里民活 

動場所公共意外責任 

險；里民活動場所辦 

理活動補助水電費。 

2. 里民活動場所各項設施之購

置及維修。 

飲水機換濾芯 

UF-61 5UPP 

濾芯 300 元、 

UF-62 顆粒活 

性碳濾芯 400 

元、UF-64 塊 

狀活性碳濾芯 

500元、UF-22 

薄膜 1,800元、、UF-21 

濾芯 800 元，總計 

3,800 元。(經常門) 

 3,800元 105.05.19 供上課學員用。 賀眾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22919000 

06 

 

中興里辦公處 六、里內巷弄簡易照 

明設施。 

2. 燈管及零件損壞維 

修。 

 4500 元 105.06.06 防止宵小及婦女安全。 警鷹科技有限

公司 

27133602 



註：1.於年度終了後，里長應按經費實際支用情形填報區公所備查。 

    2.里長同時公告於里辦公處門首、里公布欄及里辦公處網站。 

更換 20W LED 投射 

燈 1支 4500 

元。(經常門) 

05 

 

中興里辦公處 五、活動中心、里民 

活動場所各項設施之 

購置及維修；里民活 

動場所公共意外責任 

險；里民活動場所辦 

理活動補助水電費。 

2. 里民活動場所各項設施之購

置及維修。 

伴唱機修理 3,200元 

，DVD 修理 1,800元 

，總計 5,000元。(經 

常門) 

  5,000元 

 

 

 

 

 

 

 

 

 

 

 

  105.09.21. 

 

 

 

 

 

 

 

 

 

 

  

供里民上課歡唱使用。 

 

 

 

 

 

 

 

 

 

 

 

冠威音響有限

公司 

電話 2733-8445 

05 

 

中興里辦公處 五、活動中心、里民 

活動場所各項設施之 

購置及維修；里民活 

動場所公共意外責任 

險；里民活動場所辦 

理活動補助水電費。 

2. 里民活動場所各項設施之購

置及維修。 

白板 3尺 X4 尺(日製 

A 級) 白板架迴轉 

4 尺 5100 元。(經常 

門) 

  5,100元   105.09.13. 供里民上課歡唱使用。 中民鋼鐵家具 

電話 2721-7085 

11 

 

中興里辦公處 十一、里內防疫、保健、

防災、救災器材購置(或租

用)其他小型工程或公共設

施 

3.其他小型零星工程

或公共設施。 

太陽能路面警示燈損 

壞更新 3,500元 X5= 

17,500元。(經常門) 

 17,500元   105.09.08. 夜間照明用。 警鷹科技有限

公司 

電話 2713-3602 

12 

 

中興里辦公處 十二、辦理節慶、公益、環

保等相關活動 

辦理節慶、公益、環保

 39,884元   105.09.03 里民聯誼。  



註：1.於年度終了後，里長應按經費實際支用情形填報區公所備查。 

    2.里長同時公告於里辦公處門首、里公布欄及里辦公處網站。 

等相關活動 

中秋節園遊會活動金 

額 39,884元(活動 

項目金額如附件)(經 

常門) 

04 

 

中興里辦公處 四、鄰里公園之清潔維

護 

1.清潔、打掃各項用具 

之購置。 

中興公園機具(樹剪 

399元、鐵掃把 1支 

158元 X5 支=790元、 

電動清洗機 7350元、 

膠管 50M-1213元、 

電纜輪座 2625元、 

畚箕 2支 84 元 X2= 

168元)總計 12,545 

元。(經常門) 

 12,545元   105.11.30 清潔公園 振義五金行 

2729-1478 

09 

 

中興里辦公處 九、為民服務設施之購

置、租用及維修 

1.里辦公處辦公機具 

之購置。 

里辦公處招牌購置抗 

颱材質雙面 4尺 X4 尺 

(含拆除舊鐵架) 

10,920元。(資本門) 

10,920元 105.12.05 毀損拆除換新 伍鎂有限公司 

電話 2748-53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