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度高雄市仁武垃圾焚化廠營運回饋金 

灣內里實施計畫書 

一、執行計畫區域概述(含面積、人口數等)： 

本里位於仁武區之南，總面積約 2.3147平方公里，總人口數約

為 8,363人。 

二、執行計畫內容(執行項目及計畫簡述)： 

（一） 環境衛生、美化環境： 

排水溝清理疏濬、環境衛生消毒、預防傳染病等費、

環境綠美化工作（公園、道路等植栽、路樹修剪、雜

草清除.垃圾清理、環境清潔維護等）環境衛生用藥、

打掃用品器具等費用、環保義工保險及相關費用。 

（二） 公害監測鑑定及醫療保健、育樂及民俗活動或教育文化

水準事項：提高生活品質補助里民生活津貼及醫療保健

支出等相關費用、補助學校、社團活動、敬老活動費(含

敬老禮金)、環保義工保險及相關費用、環保宣導觀摩

聯誼旅遊活動費用、各項才藝班、補助調解委員會相關

費用、辦理其他各項活動費。 

（三）地方公共建設：監視系統與廣播系統設置及管理維護

費、活動中心與公園設施維護及設備費、道路修繕及

管理維護、反射鏡、守望相助器材及設備、照明設備

之購置及維護、公共設施管理維護及興設(如道路橋

樑水溝等)、 補助監視器系統裝置點住戶管理費用

(用戶每年 7000元)。 

（四）其他經委員會建議之事項符合法令規定者： 

社區發展協會相關費用、社區消防設施及設備相關費

用、巡守隊相關費用、里內急難救助金、文具、辦公設

備及用具總幹事工作津貼及相關雜支費用、小組會務及

各項活動費用及各項活動工作人員費用。 

三、回饋金使用說明(含項目、用途、單價、數量、總額等)： 

詳如本計畫書第七項經費支用情形明細表。 

四、執行方式：依實際需求，委託仁武區公所執行。 

五、執行期程：自民國 105年 1月 1日至 105年 12月 31日。 

六、執行效益：能有效的執行回饋金使用，讓里內之環境衛生、美

化提昇居住環境品質，並藉由基金的補助讓里民的教育文化水

準提高。 

 



七、經費支用情形明細表：(灣內里—104年營運回饋金支應)  

項目 用途 單價 
數

量 
金額 

環 境 衛

生、美化

環境 

排水溝清理疏濬、環境衛生消

毒.預防傳染病等費、環境綠美

化工作（公園、道路等植栽.路

樹修剪、雜草清除、垃圾清理、

環境清潔維護等）、環境衛生用

藥、打掃用品器具等費用。 

 

700,000元 

 

 

1式 

 

 

700,000元 

 

公 害 監

測 鑑 定

及 醫 療

保健、育

樂 及 民

俗 活 動

或 教 育

文 化 水

準事項 

提高生活品質補助里民生活津

貼及醫療保健支出等相關費

用、補助學校、社團活動、敬老

活動費(含敬老禮金)、環保義工

保險及相關費用、環保宣導觀摩

聯誼旅遊活動費用、各項才藝

班、補助調解委員會相關費用、

辦理其他各項活動費。 

1,000,000元 1式 1,000,000元 

地 方 公

共建設 

監視系統與廣播系統設置及管

理維護費、活動中心與公園設施

維護及設備費、道路修繕及管理

維護、反射鏡、守望相助器材及

設備、照明設備之購置及維護、

公共設施管理維護及興設(如道

路橋樑水溝等)、 補助監視器系

統裝置點住戶管理費用(用戶每

年 7000元)。 

1,400,000元 

 

 

1式 

 

 

 

 

1,400,000元 

 

 

 

其 他 經

委 員 會

建 議 之

事 項 符

合 法 令

規定者 

社區發展協會相關費用、社區 

消防設施及設備相關費用、巡 

守隊相關費用、里內急難救助金、

文具、辦公設備及用具總 

幹事工作津貼及相關雜支費用、 

小組會務及各項活動費用及各項

活動工作人員費用。 

130,000元 

 

1式 

 

130,000元 

總  計    3,230,000元 

 



灣內里 105年度仁武焚化廠支用情形 

日期 回饋廠別 回饋金年度 支用說明 支用經費 

105.1.20 仁武焚化廠 

102年度

-36200元 

103年度

-60700元 

仁灣回字第 105001號函--申請--

灣內里環境清潔實施計畫

--96900元 

60,240  

105.2.25 仁武焚化廠 

103年度

36611元、

101年度

-54389元 

灣內里申請灣內國小 105年課後

照顧班實施計畫書 
91,000  

105.3.3 仁武焚化廠 103年度 
105年灣內環保志工隊環保綠美

化參訪聯誼活動 
258,000  

105.3.3 仁武焚化廠 103年度 
灣內里道路清潔整理環境衛生委

外實施計畫 
91,146  

105.3.29 仁武焚化廠 103年度 
灣內里環保志工 DIY作品教學實

施計畫 
6,378  

104.12.02 仁武焚化廠 103年度 
辦理 105年灣內里媽媽教室插花

班 
23,873  

105.4.7 仁武焚化廠 103年度 
辦理工作人員工作津貼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15,000  

105.4.29 仁武焚化廠 104年度 105年度灣內里監視器新增工程 35,700  

105.5.2 仁武焚化廠 

103年度

-58399、100

年度 160 

105年度灣內里樹木修剪工作 58,399  

105.5.3 仁武焚化廠 103年度 
辦理灣內里高齡學習樂活槌球實

施計畫 
29,600  



日期 回饋廠別 回饋金年度 支用說明 支用經費 

105.5.10 仁武焚化廠 104年度 灣內里全里消毒 59,250  

105.5.12 仁武焚化廠 103年度 灣內里端午送愛心實施計畫書 26,575  

105.6.27 仁武焚化廠 104年度 
灣內里環保志工隊購置長短袖工

作服 
90,000  

105.7.4 仁武焚化廠 104年度 

仁灣回字第 105045號函-灣內里

名山三街至十街水溝頂板雜草清

除工程 

97,020  

105.7.4 仁武焚化廠 104年度 

請領灣內里回饋金執行小組工作

人員 105年 4月至 6月工作津貼

（車馬費）實施計畫 

15,000  

105.7.29 仁武焚化廠 104年度 
灣內里環保志工隊績優社區觀摩

活動 
43,240  

105.8.16 仁武焚化廠 104年度 灣內里 105年重陽節敬老活動 644,833  

105.8.22 仁武焚化廠 103年度 105年度灣內里中秋節聯誼活動 28,000  

105.8.25 仁武焚化廠 104年度 
辦理灣內里鳳仁路 95-21號旁道

路修復工程實施計畫---98028元 
95,928  

105.8.25 仁武焚化廠 104年度 
105年度灣內里監視器新增工程

委員費用 
4,000  

105.9.8 仁武焚化廠 103年度 
灣內里高齡學習樂活槌球講師二

代健保 
489  



日期 回饋廠別 回饋金年度 支用說明 支用經費 

105.9.12 仁武焚化廠 103年度 
辦理 105年發放灣內里各戶醫療

保健費補助款 
1,536,645  

105.10.5 仁武焚化廠 104年度 

請領灣內里回饋金執行小組工作

人員 105年 7月至 12月工作津貼

（車馬費）實施計畫 

30,000  

105.10.5 仁武焚化廠 104年度 灣內里環保義工隊意外傷害保險 53,950  

105.10.5 仁武焚化廠 104年度 
補助大灣國中辦理校園周邊環境

道路水泥鋪設工程計畫 
20,000  

105.10.24 仁武焚化廠 103年度 
補助高雄市仁武體育會登山委員

會辦理屏東瑪家笠頂山登山活動 
20,000  

105.11.11 仁武焚化廠 104年度 灣內里環保志工年終聯誼活動 99,500  

105.11.28 仁武焚化廠 104年度 灣內里反射鏡新增工程 78,750  

105.12.14 仁武焚化廠 104年度 
105年灣內里監視器主機系統裝

置點住戶管理費(8戶) 
49,000  

合計    3,661,516 

一、 日期是為灣內里回饋金執行小組函文本所之日期。 

二、 105年核撥 104年度回饋金金額為新台幣 3,230,000元，104年

度以前回饋金剩餘款保留於 106年依原計畫書繼續執行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