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元

工作計畫名稱 已執行數

一般行政 244,000

早期退休公教人員生活困難照護金 31,000

總計 2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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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元

列支科目

名稱
補捐助計畫名稱

受補捐助

單位名稱

獲補助團體或個人

可歸屬之直轄市或縣市
 金額

合計                  275,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孫○○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孟○○ 高雄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徐 ○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黃○○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王○○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黃○○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劉○○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杜○○ 桃園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王○○ 台中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謝○○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張○○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呂○○ 桃園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林○○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江○○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蔡○○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劉○○ 臺中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許○○ 臺中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陳○○ 臺中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魏陳○○ 臺中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劉○○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洪○○ 臺中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詹○○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劉○○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張○○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陳○○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林○○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謝○○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劉○○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張○○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顏○○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曾○○ 桃園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黃○○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張○○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劉○○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張古○○ 臺中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鳳英 臺中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朱○○ 臺中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于○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支○○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方○○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王○○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王○ 臺北市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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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支科目

名稱
補捐助計畫名稱

受補捐助

單位名稱

獲補助團體或個人

可歸屬之直轄市或縣市
 金額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王○○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甘○○ 基隆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朱○○ 屏東縣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江○○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何○○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余○○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余○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吳○○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吳○○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吳○○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吳鄧○○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呂○○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巫○○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李○○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李○○ 彰化縣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李○○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李○○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李○○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李○○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杜○○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阮○○ 嘉義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卓○○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周○○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周○○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房○○ 臺中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易○○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林○○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邱○○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其祥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侯○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姜○○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施○○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柯○○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洪○○ 福建省金門縣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洪○○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徐○○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林○○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李○○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翁○○ 臺中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袁○○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崔○○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張○○ 臺中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張○○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張○○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許○○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許○○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許○○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許○ 桃園縣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連○○ 臺北市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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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支科目

名稱
補捐助計畫名稱

受補捐助

單位名稱

獲補助團體或個人

可歸屬之直轄市或縣市
 金額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郭○○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陳○○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陳○○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陳○○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陳○○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陳○○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陳○○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陳○○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馮○○ 桃園縣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楊○○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葉○○ 高雄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茹○○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傅○○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張○○ 桃園縣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葉○○ 嘉義縣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裘○○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蒿○○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趙○○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劉○○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劉○○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鄭○○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謝○○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謝○○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鍾○○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蘇○○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章○○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鄭○○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王○○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林○○ 臺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呂○○ 新北市                      2,000

一般行政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慰問金 林○○ 臺北市                      2,000

早期退休公教人

員生活困難照護

金

退休人員105年度端午特別照護金 余○

新北市

                   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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