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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社造永續．公民接力─TCA 社造明日之星大賽」 

勸募收支明細表 
 
勸募名稱：TCA 明日之星社區大賽 
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1881 號函同意辦理 
 

■收入 

 
一、募款收入 

次項目 日期 摘要 收入 分類總計 

募款收入 

102.06.11 捐款-黃欣芃 $1,200 

 

102.06.18 南區秘書處匯入 $25,000 

102.08.23 捐款-培根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16,800 

102.08.23 北區秘書處匯入 $16,000 

102.08.28 捐款-雲林貓兒干 $2,000 

102.09.02 捐款-李梅足 $2,000 

102.09.02 中區秘書處匯入 $46,800 

102.09.02 南區秘書處匯入 $45,800 

102.09.06 北區秘書處匯入 $8,000 

102.09.06 捐款-台灣城鄉特色發展協會 $10,000 

102.09.09 東區秘書處匯入 $26,000 

102.09.09 北區秘書處匯入 $18,000 

102.09.09 捐款-台中市社造聯盟促進會 $16,800 

102.09.10 捐款-陳乙甄（收據：施威全） $6,000 

102.09.12 東區秘書處匯入 $14,000 

102.09.12 捐款-劉易錩 $8,000 

102.09.13 北區秘書處匯入 $12,000 

102.09.13 捐款-台灣社區培力學會（收據：王本壯） $16,800 

102.09.16 東區秘書處匯入 $33,600 

102.09.16 南區秘書處匯入 $64,600 

102.09.17 捐款-謝煒樺 $2,000 

102.09.17 捐款-陳毓琳（收據：巴爾巴） $10,000 

102.09.18 捐款-李自在 $4,000 

102.09.23 捐款-翁瓊珍 $1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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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社造永續．公民接力─TCA 社造明日之星大賽」 

勸募收支明細表 
 
勸募名稱：TCA 明日之星社區大賽 
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1881 號函同意辦理 
 

次項目 日期 摘要 收入 分類總計 

募款收入 

102.09.23 南區秘書處匯入 $18,800 

$1,442,170 

102.09.23 未具名 $2,000 

102.09.24 捐款-水源地文教基金會 $16,800 

102.09.25 捐款-火炎山（收據：稻鴨庄農場） $2,000 

102.09.25 中區秘書處滙入 $162,200 

102.09.25 捐款-蘇鴻昌 $4,000 

102.09.25 捐款-易榮昌 $2,000 

102.09.26 捐款-嘉義市常民文化協會 $16,800 

102.09.27 捐款-陳東松 $2,000 

102.09.27 北區秘書處匯入 $34,000 

102.09.30 未具名 $2,000 

102.09.30 東區秘書處匯入 $25,000 

102.09.30 東區秘書處匯入 $23,000 

102.10.01 捐款-王進義 $33,600 

102.10.02 捐款-振旺園藝有限公司 $10,000 

102.10.14 北區秘書處匯入 $191,000 

102.10.14 北區秘書處匯入 $28,000 

102.10.15 南區秘書處匯入 $32,700 

102.10.15 南區秘書處匯入 $80,000 

102.10.18 捐款-支票代收 $4,000 

102.10.18 
捐款-原莊景觀 

（收據：台中市社造聯盟促進會） 
$19,970 

102.10.25 東區秘書處匯入 $52,400 

102.10.29 捐款-大二結文教基金會 $16,800 

102.10.29 捐款-仰山文教基金會 $10,000 

102.10.30 北區秘書處匯入 $38,000 

102.11.05 中區秘書處滙入 $49,200 

102.11.15 北區秘書處匯入 $5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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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社造永續．公民接力─TCA 社造明日之星大賽」 

勸募收支明細表 
 
勸募名稱：TCA 明日之星社區大賽 
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1881 號函同意辦理 
 

次項目 日期 摘要 收入 分類總計 

募款收入 

102.12.10 捐款-壹肆伍貳創意整合有限公司 $16,800 

 

102.12.24 捐款-李永光等 $8,000 

103.02.10 中區秘書處匯入 $9,900 

103.02.11 捐款-雲林縣虎尾鎮公所 $16,770 

103.04.18 中區秘書處滙入 $33,600 

103.12.19 北區秘書處匯入-補足虎尾鎮公所捐款匯費 $30 

利息收入 

102.06.21 活存利息 $15 

$2,138 
102.12.23 活存利息 $455 

103.06.23 活存利息 $955 

103.12.22 活存利息 $713 

合計 $1,444,308 元 

 
理事長：                     會計：                       製表： 
 
 
二、非募款收入 

次項目 日期 摘要 收入 分類總計 

支應行政費 103.05.05 聯盟匯入-支應募款行政費超過規定 15% $33,240 $33,240 

 
理事長：                     會計：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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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社造永續．公民接力─TCA 社造明日之星大賽」 

勸募收支明細表 
 
勸募名稱：TCA 明日之星社區大賽 
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1881 號函同意辦理 

 

■支出 

 
一、募款成本 

次項目 單據編號 日期 摘要 支出 分類總計 

印刷費 
B-01-01 102.08.15 募款餐會宣傳 DM $9,757 

$43,233 
B-01-02 102.10.15 募款紀念品-社造月曆 $33,476 

場地佈置費 E-01-01 102.11.22 音響租用-中區募款餐會 $13,000 $13,000 

餐費 

H-01-01 102.09.28 中區募款餐會 $62,500 

$188,970 
H-01-02 102.09.28 東區募款餐會 $27,000 

H-01-03 102.10.04 北區募款餐會 $54,970 

H-01-04 102.10.05 南區募款餐會 $44,500 

雜支 

I-01-01 102.09.09 宣傳 DM 匯款手續費 $30 

$240 

I-01-02 102.10.16 北區餐會匯款手續費 $30 

I-01-03 102.10.16 南區餐會匯款手續費 $30 

I-01-04 102.11.15 社造月曆匯款手續費 $30 

I-01-05 102.11.22 中區餐會匯款手續費 $30 

I-01-06 102.11.22 中區餐會音響租借匯款手續費 $30 

I-01-07 102.11.22 競賽海報、文宣印製匯款手續費 $30 

I-01-08 102.11.26 東區餐會匯款手續費 $30 

合計 $245,443 元 

備註：支出超過募款總額 15%（$216,646 元），由聯盟支應$33,240 元 
 
理事長：                     會計：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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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社造永續．公民接力─TCA 社造明日之星大賽」 

勸募收支明細表 
 
勸募名稱：TCA 明日之星社區大賽 
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1881 號函同意辦理 
 
二、活動成本 

次項目 單據編號 日期 摘要 支出 分類總計 

出席費 

A-02-01 103.04.27 北東區執委會-顧忠華 $2,200 

 

A-02-02 103.04.27 北東區執委會-孫華翔 $2,200 

A-02-03 103.04.27 北東區執委會-許主冠 $2,200 

A-02-04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李坤昇 $2,000 

A-02-05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黃肇新 $2,000 

A-02-06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謝杉舟 $2,000 

A-02-07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翁群儀 $2,000 

A-02-08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黃森楠 $2,000 

A-02-09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翁瓊珍 $2,000 

A-02-10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郭俊銀 $2,000 

A-02-11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周淑慧 $2,000 

A-02-12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張義勝 $2,000 

A-02-13 103.08.03 東區複審-羅中峰 $2,000 

A-02-14 103.08.06 南區初審-郭瑞坤 $2,000 

A-02-15 103.08.06 南區初審-盧振男 $2,000 

A-02-16 103.08.06 南區初審-洪福龍 $2,000 

A-02-17 103.08.06 南區初審-王進義 $2,000 

A-02-18 103.08.06 南區初審-吳長庚 $2,000 

A-02-19 103.08.09 中區複審-張義勝 $4,000 

A-02-20 103.08.09 中區複審-張月瑩 $4,000 

A-02-21 103.08.10 北區複審-賴偉傑 $2,000 

A-02-22 103.08.10 北區複審-孫華翔 $2,000 

A-02-23 103.08.10 北區複審-周淑珍 $2,000 

A-02-24 103.08.11 東區複審-劉炯錫 $4,000 

A-02-25 103.08.13 北區複審-賴偉傑 $4,000 

A-02-26 103.08.13 北區複審-顧忠華 $4,000 

A-02-27 103.08.13 北區複審-高文祿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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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社造永續．公民接力─TCA 社造明日之星大賽」 

勸募收支明細表 
 
勸募名稱：TCA 明日之星社區大賽 
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1881 號函同意辦理 
 

次項目 單據編號 日期 摘要 支出 分類總計 

出席費 

A-02-28 103.08.13 北區複審-周淑珍 $4,000 

$161,000 

A-02-29 103.08.15 中區複審-張義勝 $4,000 

A-02-30 103.08.15 中區複審-郭俊銀 $4,000 

A-02-31 103.08.15 中區複審-楊玉如 $4,000 

A-02-32 103.08.16 中區複審-林志勳 $4,000 

A-02-33 103.08.17 中區複審-張義勝 $4,000 

A-02-34 103.08.17 中區複審-張月瑩 $4,000 

A-02-35 103.08.17 中區複審-郭俊銀 $4,000 

A-02-36 103.08.17 中區複審-楊玉如 $4,000 

A-02-37 103.08.17 中區複審-林志勳 $4,000 

A-02-38 103.08.20 南區複審-謝杉舟 $4,000 

A-02-39 103.08.23 南區複審-謝杉舟 $4,000 

A-02-40 103.08.23 南區複審-翁群儀 $4,000 

A-02-41 103.08.26 北區複審-周淑珍 $4,000 

A-02-42 103.08.26 北區複審-高文祿 $4,000 

A-02-43 103.08.28 南區複審-翁群儀 $2,000 

A-02-44 103.08.30 決審-翁群儀 $2,000 

A-02-45 103.08.30 決審-郭俊銀 $2,000 

A-02-46 103.08.30 決審-郭瑞坤 $2,000 

A-02-47 103.08.30 決審-楊玉如 $2,000 

A-02-48 103.08.30 決審-高文祿 $2,000 

A-02-49 103.08.30 決審-周淑珍 $2,000 

A-02-50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洪惠冠 $4,000 

A-02-51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孫華翔 $2,000 

A-02-52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陳邦畛 $2,000 

A-02-53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崔愫欣 $3,200 

A-02-54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洪箱 $2,000 

A-02-55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王本壯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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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社造永續．公民接力─TCA 社造明日之星大賽」 

勸募收支明細表 
 
勸募名稱：TCA 明日之星社區大賽 
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1881 號函同意辦理 
 

次項目 單據編號 日期 摘要 支出 分類總計 

出席費 
A-02-56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黃世輝 $3,200 

 A-02-57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鍾永豐 $2,000 

印刷費 

B-02-01 102.11.18 競賽海報、文宣等印製 $50,000 

$76,833 

B-02-02 103.07.15 初審資料影印 $4,560 

B-02-03 103.07.25 初審資料影印 $2,348 

B-02-04 103.08.06 複審資料影印 $986 

B-02-05 103.08.12 複審資料影印 $1,980 

B-02-06 103.08.28 決審資料影印 $2,656 

B-02-07 103.09.12 頒獎暨論壇手冊影印 $14,303 

美術設計費 C-02-01 103.11.03 美術設計費-海報、文宣、輸出等 $30,000 $30,000 

差旅費 

D-02-01 103.01.20 秘書處會議-高鐵（左營→台中） $860 

 

D-02-02 103.01.20 秘書處會議-高鐵（台中→左營） $860 

D-02-03 103.01.20 秘書處會議-停車費 $50 

D-02-04 103.04.07 秘書處會議-高鐵（左營→台中） $860 

D-02-05 103.04.07 秘書處會議-高鐵（台中→左營） $860 

D-02-06 103.04.07 秘書處會議-停車費 $50 

D-02-07 103.04.27 北東區執委會車馬補助費-林奠鴻 $300 

D-02-08 103.04.27 北東區執委會車馬補助費-高文祿 $300 

D-02-09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車馬補助費-李坤昇 $200 

D-02-10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車馬補助費-黃肇新 $200 

D-02-11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車馬補助費-謝杉舟 $400 

D-02-12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車馬補助費-翁群儀 $300 

D-02-13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車馬補助費-黃森楠 $200 

D-02-14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車馬補助費-王重慶 $200 

D-02-15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車馬補助費-吳長庚 $200 

D-02-16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車馬補助費-王進義 $200 

D-02-17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車馬補助費-盧振男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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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社造永續．公民接力─TCA 社造明日之星大賽」 

勸募收支明細表 
 
勸募名稱：TCA 明日之星社區大賽 
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1881 號函同意辦理 
 

次項目 單據編號 日期 摘要 支出 分類總計 

差旅費 

D-02-18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高鐵（左營→台南

來回） 
$300 

 

D-02-19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高鐵（台中→台南） $685 

D-02-20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高鐵（台中→台南） $685 

D-02-21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高鐵（台南→台中） $710 

D-02-22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台鐵（新烏日→后

里） 
$51 

D-02-23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車馬補助費-翁瓊珍 $300 

D-02-24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車馬補助費-郭俊銀 $1,370 

D-02-25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車馬補助費-周淑慧 $300 

D-02-26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車馬補助費-張義勝 $1,370 

D-02-27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車馬補助費-王子華 $1,370 

D-02-28 103.05.07 秘書處會議-高鐵（台北→左營） $1,495 

D-02-29 103.05.07 秘書處會議-客運（台北→豐原） $240 

D-02-30 103.05.07 秘書處會議-火車票（豐原→台北） $342 

D-02-31 103.06.07 秘書處會議-客運（礁溪→台北） $104 

D-02-32 103.06.07 秘書處會議-客運（礁溪→台北） $104 

D-02-33 103.06.08 秘書處會議-客運（台北→礁溪） $82 

D-02-34 103.06.08 秘書處會議-客運（台北→礁溪） $82 

D-02-35 103.07.29 中區初審車馬補助費-王子華 $400 

D-02-36 103.08.06 南區初審車馬補助費-郭瑞坤 $200 

D-02-37 103.08.06 南區初審車馬補助費-盧振男 $200 

D-02-38 103.08.06 南區初審車馬補助費-洪福龍 $300 

D-02-39 103.08.06 南區初審車馬補助費-王進義 $200 

D-02-40 103.08.06 南區初審車馬補助費-吳長庚 $300 

D-02-41 103.08.07 東區複審油資 $1,364 

D-02-42 103.08.09 中區複審-高鐵（嘉義→台中來回） $790 

D-02-43 103.08.09 中區複審車馬補助費（周淑慧）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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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社造永續．公民接力─TCA 社造明日之星大賽」 

勸募收支明細表 
 
勸募名稱：TCA 明日之星社區大賽 
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1881 號函同意辦理 
 

次項目 單據編號 日期 摘要 支出 分類總計 

差旅費 

D-02-44 103.08.10 北區複審計程車資 $825 

 

D-02-45 103.08.11 東區複審火車票（羅東→花蓮） $203 

D-02-46 103.08.11 東區複審租車費 $2,250 

D-02-47 103.08.12 東區複審油資 $843 

D-02-48 103.08.12 東區複審火車票（花蓮→宜蘭） $143 

D-02-49 103.08.12 東區複審火車票（花蓮→宜蘭） $143 

D-02-50 103.08.13 北區複審-高鐵（新竹→台北*3） $935 

D-02-51 103.08.13 北區複審計程車資 $1,580 

D-02-52 103.08.15 中區複審車馬補助費-李永光 $600 

D-02-53 103.08.15 中區複審車馬補助費-郭俊銀 $500 

D-02-54 103.08.16 中區複審油資 $1,488 

D-02-55 103.08.16 中區複審車馬補助費-周淑慧 $500 

D-02-56 103.08.16 中區複審車馬補助費-王子華 $1,200 

D-02-57 103.08.17 中區複審車馬補助費-張義勝 $400 

D-02-58 103.08.17 中區複審車馬補助費-郭俊銀 $400 

D-02-59 103.08.20 南區複審車馬補助費-吳長庚 $500 

D-02-60 103.08.20 南區複審油資 $674 

D-02-61 103.08.23 南區複審車馬補助費-翁群儀 $300 

D-02-62 103.08.23 南區複審停車費 $50 

D-02-63 103.08.26 北區複審-高鐵（台北→新竹來回） $600 

D-02-64 103.08.26 北區複審計程車資 $2,865 

D-02-65 103.08.30 決審計程車資 $790 

D-02-66 103.08.30 決審-高鐵（台北→台中*3） $2,295 

D-02-67 103.08.30 決審-高鐵（左營→台中） $860 

D-02-68 103.08.30 高鐵（台中→台北*3） $1,910 

D-02-69 103.08.30 決審-高鐵（高雄→台中來回） $1,720 

D-02-70 103.08.30 決審-停車費 $50 

D-02-71 103.08.31 秘書處會議油資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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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社造永續．公民接力─TCA 社造明日之星大賽」 

勸募收支明細表 
 
勸募名稱：TCA 明日之星社區大賽 
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1881 號函同意辦理 
 

次項目 單據編號 日期 摘要 支出 分類總計 

差旅費 

D-02-72 103.08.31 秘書處會議-高鐵（台中→台北） $765 

$119,423 

D-02-73 103.09.13 北東區入圍者、參加者遊覽車資 $28,000 

D-02-74 103.09.14 北東區入圍者、參加者住宿費 $22,230 

D-02-75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高鐵（台北→台

中），崔愫欣 
$765 

D-02-76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高鐵（新竹→台

中），洪惠冠 
$450 

D-02-77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高鐵（台中→新

竹），洪惠冠 
$450 

D-02-78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高鐵（台中→台

北），崔愫欣 
$740 

D-02-79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高鐵（台北→台

中來回），孫華翔 
$1,530 

D-02-80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高鐵（台北→台

中來回），陳邦畛 
$1,530 

D-02-81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車馬補助費- 

王本壯 
$800 

D-02-82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車馬補助費- 

黃世輝 
$700 

D-02-83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車馬補助費- 

鍾永豐 
$900 

D-02-84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車馬補助費-洪箱 $700 

D-02-85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金惠雯 $300 

D-02-86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余嘉榮 $500 

D-02-87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高士社區 $700 

D-02-88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施泙妏 $700 

D-02-89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栗治明 $800 

D-02-90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廖世恭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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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社造永續．公民接力─TCA 社造明日之星大賽」 

勸募收支明細表 
 
勸募名稱：TCA 明日之星社區大賽 
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1881 號函同意辦理 
 

次項目 單據編號 日期 摘要 支出 分類總計 

差旅費 

D-02-91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吳明季 $1,200 

 

D-02-92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李建民 $300 

D-02-93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陳宗仁 $700 

D-02-94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廖進福 $300 

D-02-95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陳小芬 $300 

D-02-96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江炳辛 $300 

D-02-97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張欽雄 $500 

D-02-98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陳慧真 $300 

D-02-99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李萬壽 $300 

D-02-100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許擇和 $300 

D-02-101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李順景 $300 

D-02-102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林依瑩 $300 

D-02-103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葉貴霖 $500 

D-02-104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吳麗美 $800 

D-02-105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陳國志 $700 

D-02-106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呂理勳 $600 

D-02-107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張琪玲 $800 

D-02-108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谷栗英．峇旮

給京 
$900 

D-02-109 103.09.14 入圍者車馬補助費-程天保 $800 

場地佈置費 
E-02-01 103.09.19 頒獎典禮暨論壇桌椅租借 $14,585 

$22,912 
E-02-02 103.10.27 頒獎典禮暨論壇輸出 $8,327 

郵資 

F-02-01 103.05.27 
寄大賽宣傳公文、海報-各縣市相

關局處 
$1,620 

$4,183 
F-02-02 103.06.03 寄大賽宣傳海報-社區 $800 

F-02-03 103.06.05 寄大賽宣傳海報-社區 $480 

F-02-04 103.07.22 寄初審資料給各區 $285 

F-02-05 103.07.22 寄初審資料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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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社造永續．公民接力─TCA 社造明日之星大賽」 

勸募收支明細表 
 
勸募名稱：TCA 明日之星社區大賽 
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1881 號函同意辦理 
 

次項目 單據編號 日期 摘要 支出 分類總計 

郵資 

F-02-06 103.08.04 寄公文 $25 

 

F-02-07 103.08.21 
寄頒獎暨論壇宣傳資料-會員、社

區 
$294 

F-02-08 103.09.01 
寄頒獎典禮邀請卡-水保局、文化

部等 
$50 

F-02-09 103.09.04 寄頒獎典禮邀請卡-入圍社區 $205 

F-02-10 103.09.10 宅配-獎狀框 $150 

F-02-11 103.09.26 寄感謝卡-本次報名大賽社區 $194 

影像記錄 
G-02-01 103.08.30 影像記錄-入圍社區暨頒獎活動 $10,000 

$20,000 
G-02-02 103.09.30 影像記錄-入圍社區暨頒獎活動 $10,000 

餐費 

H-02-01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茶水 $1,215 

$51,514 

H-02-02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茶水 $215 

H-02-03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茶水 $190 

H-02-04 103.04.27 中南區執委會餐費 $490 

H-02-05 103.07.29 中區初審茶點 $450 

H-02-06 103.07.29 中區初審餐費 $1,200 

H-02-07 103.08.06 南區初審茶水 $505 

H-02-08 103.08.03 東區複審餐費 $1,560 

H-02-09 103.08.03 東區複審餐費 $2,000 

H-02-10 103.08.09 中區複審餐費 $2,500 

H-02-11 103.08.10 北區複審餐費 $1,200 

H-02-12 103.08.13 北區複審餐費 $1,320 

H-02-13 103.08.15 中區複審茶水費 $150 

H-02-14 103.08.15 中區複審餐費 $640 

H-02-15 103.08.16 中區複審茶水費 $136 

H-02-16 103.08.16 中區複審餐費 $1,790 

H-02-17 103.08.17 中區複審餐費 $606 

H-02-18 103.08.17 中區複審餐費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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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社造永續．公民接力─TCA 社造明日之星大賽」 

勸募收支明細表 
 
勸募名稱：TCA 明日之星社區大賽 
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1881 號函同意辦理 
 

次項目 單據編號 日期 摘要 支出 分類總計 

餐費 

H-02-19 103.08.20 南區複審餐費 $2,000 

 

H-02-20 103.08.23 南區複審餐費 $830 

H-02-21 103.08.26 北區複審餐費 $1,600 

H-02-22 103.08.26 北區複審餐費 $3,060 

H-02-23 103.08.30 決審餐費 $179 

H-02-24 103.08.30 決審餐費 $409 

H-02-25 103.08.30 決審餐費 $1,960 

H-02-26 103.08.30 決審餐費 $730 

H-02-27 103.08.30 決審餐費 $169 

H-02-28 103.09.13 場地佈置餐費 $1,050 

H-02-29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茶點費 $8,000 

H-02-30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餐費 $8,000 

H-02-31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餐費 $4,000 

H-02-32 103.09.14 頒獎典禮暨論壇餐費 $2,000 

雜支 

I-02-01 103.07.31 標籤紙 $240 

$27,155 

I-02-02 103.09.03 資料夾 $177 

I-02-03 103.09.09 得獎者獎牌 $20,430 

I-02-04 103.09.10 入圍者獎狀框 $1,733 

I-02-05 103.09.11 獎座銘牌 $1,229 

I-02-06 103.09.12 布膠帶-場佈用 $1,100 

I-02-07 103.09.12 魔術帶（獎牌用） $252 

I-02-08 103.09.14 礦泉水 $480 

I-02-09 103.09.19 獎金匯款手續費-共 18 筆 $540 

I-02-10 103.09.23 獎金匯款手續費-共 4 筆 $120 

I-02-11 103.09.25 感謝卡 $248 

I-02-12 103.09.26 獎金匯款手續費-共 4 筆 $120 

I-02-13 103.09.26 感謝卡 $336 

I-02-14 103.09.30 獎金匯款手續費-共 1 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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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社造永續．公民接力─TCA 社造明日之星大賽」 

勸募收支明細表 
 
勸募名稱：TCA 明日之星社區大賽 
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1881 號函同意辦理 
 

次項目 單據編號 日期 摘要 支出 分類總計 

雜支 

I-02-15 103.11.10 獎金匯款手續費-共 1 筆 $30 

 
I-02-16 103.12.19 銀行匯款手續費-美術設計 $30 

I-02-17 103.12.29 銀行匯款手續費-各區代墊款 $60 

競賽獎金 

J-02-01 103.09.14 獎金-李順景 $10,000 

$720,000 

J-02-02 103.09.14 獎金-張欽雄 $10,000 

J-02-03 103.09.14 獎金-廖德義 $10,000 

J-02-04 103.09.14 獎金-張琪玲 $10,000 

J-02-05 103.09.14 獎金-林依瑩 $20,000 

J-02-06 103.09.14 獎金-金惠雯 $20,000 

J-02-07 103.09.14 獎金-邱嫦娥 $10,000 

J-02-08 103.09.14 獎金-許擇和 $10,000 

J-02-09 103.09.14 獎金-施泙妏 $10,000 

J-02-10 103.09.14 獎金-陳小芬 $10,000 

J-02-11 103.09.14 獎金-陳顯茂 $10,000 

J-02-12 103.09.14 獎金-李萬壽 $10,000 

J-02-13 103.09.14 獎金-簡英俊 $10,000 

J-02-14 103.09.14 獎金-高士社區 $90,000 

J-02-15 103.09.14 獎金-過港社區 $90,000 

J-02-16 103.09.14 獎金-中興社區 $27,000 

J-02-17 103.09.14 獎金-埤前社區 $90,000 

J-02-18 103.09.14 獎金-奇美部落 $27,000 

J-02-19 103.09.14 獎金-廖世恭 $10,000 

J-02-20 103.09.14 獎金-陳國志 $10,000 

J-02-21 103.09.14 獎金-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90,000 

J-02-22 103.09.14 獎金-陳慧真（鄭馨雅） $10,000 

J-02-23 103.09.14 獎金-李建民 $10,000 

J-02-24 103.09.14 獎金-程天保 $10,000 

J-02-25 103.09.14 獎金-栗治明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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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 

「社造永續．公民接力─TCA 社造明日之星大賽」 

勸募收支明細表 
 
勸募名稱：TCA 明日之星社區大賽 
勸募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1025931881 號函同意辦理 
 

次項目 單據編號 日期 摘要 支出 分類總計 

競賽獎金 

J-02-26 103.09.14 獎金-巴賽隆納公寓大廈管委會 $27,000 

 

J-02-27 103.09.14 獎金-陳紹忠 $10,000 

J-02-28 103.09.14 獎金-葉貴霖 $10,000 

J-02-29 103.11.14 獎金預扣稅 $49,000 

總計 $1,233,020 元 

 
理事長：                     會計：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