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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目標 
為推動巨大廢棄物維修循環工作，透過結合公、民間專業工作團隊設置廢傢俱、廢腳踏車

及其他廢棄資源再利用修繕據點，協助弱勢及公益性質之社會服務、促成社會資源循環之永續

發展，並為有效提升各再生物品修繕展售物流據點（以下稱修惜站）競爭力及營運層面運作，

擬定「111 年度桃園市二手物交換暨修惜站考評獎勵要點」，期透過考評獎勵辦法提升整體再

生物品修繕品質、管理與營運績效，並提高各單位自主辦理二手交換市集，使有效資源之再使

用，同時減少各單位因資源不足導致籌辦困難之問題，因此今年度機關提供申請補助之管道，

讓有意辦理二手物交換市集之單位能夠申請相關補助，並協助辦理相關審查作業及成果彙整等

工作，期達到資源循環再利用之環保目標，考評流程規劃如圖 1 所示。 

 
圖 1、考評獎勵補助要點流程規劃 

二、主辦單位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三、承辦單位 
綠信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辦理說明 
本「111 年度桃園市二手物交換暨修惜站考評獎勵要點」分為二手物交換市集獎勵作業

及修惜站考評獎勵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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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手物交換市集獎勵補助要點 
（㇐） 申請總額度：新臺幣 100 萬。 

（二） 活動申請開始時間：111 年 03 月 15 日起。 

（三） 活動申請截止時間：111 年 04 月 29 日止。 

（四） 活動審查期間：111 年 05 月 01 日至 111 年 05 月 31 日止。 

（五） 活動辦理期間：111 年 06 月 01 日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止。 

（六） 活動辦理地點：二手物交換市集辦理地點僅限於桃園市轄區內。 

（七） 活動申請對象：民間團體、協會、社團、鄰里代表、社區、機關單位。 

（八） 活動性質：二手物交換市集（可用交換、捐贈及跳蚤市集等方式），可搭配在地小

農市集、文創小物市集等方式共同辦理。 

（九） 補助說明： 

甲、補助標準與組別：（總補助金額新臺幣 100 萬元整） 

 第㇐組：40 攤位以上，預估至少 2,000 人次參與；各單位申請補助上限新

台幣 20 萬元整。 

 第二組：20 至 39 攤，預估至少 1,000 人次參與；各單位申請補助上限新

台幣 10 萬元整。 
備註：1.活動申請單位需為主辦單位。 

2.核銷需檢附簽到簿（活動參與攤位）。 
3.二手物攤位須占總攤位 5 成以上。 

㇠、補助項目： 

1. 硬體設備租借：音響設備、活動舞台、燈光設備、帳篷、桌椅等。 

2. 宣傳文宣資料（平面媒體、電子媒體、廣播媒體、平面文宣等），相關宣傳文宣

需註明「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補助」字眼。 

3. 人事費：活動主持人費等。 

4. 餐飲費：餐點、茶水、租借環保餐具等（活動現場禁用㇐次性餐具）。 

5. 活動相關場地費。 

6. 其他：經機關核准之項目。 

（十） 申請流程： 

1. 以發文方式提交申請報名資料：活動補助申請表（附件 1）、活動計畫書（附件

2）、活動經費補助運用切結書（附件 3）、活動經費編列表（附件 4）。 

2. 資格初審：針對辦理之資格、檢附資料及主題性進行初審及補正。 

3. 審查會議：由申請單位針對活動規劃進行簡報說明，由專家委員審查確立補助

單位及金額。 

4. 結案及核銷：活動辦理完畢後檢具撥款帳戶、活動經費編列表（附件 4）、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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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領據（附件 5）、活動成果報告（附件 6）、相關憑證（附件 7）及相關活

動成果照片以附件光碟提交機關備查，並辦理結案作業。 

（十㇐） 審查方式 

承辦單位將協助事前資格書審、補件及彙整相關作業，協助委員審查會議及

彙整委員之意見各別提供給申請單位，以利未來相關補助案申請之參考。 

1. 資格初審：主辦單位書面資格審查、補正。 

2. 審查會議：主辦單位得邀集學者專家及相關單位依照審查評分標準（如表 1）

進行審查，審查通過者作為今年度補助單位，以利本市推動二手物交換市集相

關業務之擴展。 

表１、「二手物交換市集補助要點」審查評分標準 

序 評分項目 占比 備註 

1 活動主題性 30 整場活動二手物交換市集主題性 

2 經費合理性 25 各項編列經費合理性。 

3 活動永續性 25 活動攤商辦理持續性，如禁用㇐次性餐具或提供環保餐具
等。 

4 活動宣導效益 15 宣傳方式及活動效益。 

5 創新作為 5 活動創新作為。 

備註： 

1. 申請單位將依照主辦單位所訂定審查會議時間進行簡報說明。 

2. 簡報說明時間上限為 15 分鐘。（委員詢答/單位回覆不列入時間計算） 

3. 審查會議主辦單位僅提供電腦、投影機及麥克風設備。 

4. 補助名額以委員審查分數進行排序，若同㇐組別總分同分時，則優先以「活動主題性」，
其次為「活動永續性」，若仍同分則以「創新作為」與「經費合理性」作為排序依據，若
同㇐組別超出名額數時，則不予以補助。 

5. 審查分數未達 70 分者，不予以補助。 
（十二） 經費核銷項目 

1. 硬體設備租借 

2. 宣傳文宣資料 

3. 人事費 

4. 餐飲費 

5. 活動場地費 

6. 其他機關同意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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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撥款及結案核銷方式 

1. 撥款流程：由獲補助單位出示請領公文、領據、帳戶影本以及經費明細表等，

報主辦單位核撥核定之經費。 

2. 核銷流程：由獲補助單位於活動辦理完畢後兩周內，其需檢附出示撥款帳戶

（未凍結且可匯新臺幣之帳戶，並與申請單位㇐致）、請款領據，及經費編

列表、黏貼憑證核銷明細表，並檢具原始憑證（三聯式發票等，發票抬頭需

為申請單位）、設備安裝完成照片（非必要項目），及成果報告等資料，向主

辦單位請領獎勵補助經費及核銷；屆期未完全執行提案內容者，核實補助，

逾期未辦理結案者不予補助，其核銷流程如圖２所示。 

環保局
初審作業

核銷作業

活動辦理完成

檢附
核銷資料

1.經費支出明細表
2.黏貼憑證
3.補助項目照片
4.發票內容需與經費明細表相同
5.成果報告(獲補助計畫單位)

補正作業 異常

補助結案及
撥款作業

修正完畢

兩周內

㇐周內

三周內

 
圖２、二手物交換市集獎勵補助核銷流程圖 

 

（十四） 補助資訊聯絡窗口：綠信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聯絡電話：03-335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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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修惜站考評作業 
（㇐） 辦理修惜站考評辦法 

1. 考評作業對象：環保局立案之修惜站共 11 處。 

2. 考評作業期程：111 年 03 月 01 日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止。 

3. 考評作業方式： 

透過既有經驗滾動式調整考評項目，為避免修惜站提報資料拖延及不完整

等狀況，及催促提交資料與核銷，導致核銷逾期之情形，因此 111 年度持續於

行政面加入扣分機制，藉此督促各修惜站提高積極度，也針對 111 年度評分機

制進行修改，主要依據修惜站成立之類型共分三組（表 2），在運作上及修繕之

條件皆為不同，因此依據各類型之狀況進行分數細分，藉此提高各類站點之優

點分數，藉此平衡各單位之條件，另針對宣傳及活動面分數提高，藉此鼓勵修

惜站自主對外展示及推廣，提高其曝光度及知名度。 

（1） 本項考評透過定期提送報表，及每四個月至少 1 次輔導訪查過程中進行

紀錄，並將歷次紀錄資料進行彙整，並依據評分標準（表 3）給予分數進

行排序。 

（2） 主辦單位將不定期派員，針對評分標準「修繕及展售成果」進行抽查作

業，如發現不實虛報之情形者，該項目以 0 分計算。 

表2、桃園市修惜站平時考核評分組別 

評分組別 單位 
機關組 桃仔園 新溪望  
里⾧組 彩藝 棄而不捨 仁武 

團體組 
喀布茲 木匠的家 熊爸創意再生 
三和 愛地球 布藝 YOUNG 

表3、「111年度修惜站獎勵要點」考評作業評分標準 

序 項目 細項 
配分 

機關 里⾧ 團體 

1 
行政面 

（23%） 

營運維護 
說明：維持原申請之條件（場地、人力等）或依現況
辦理基本資料更新。 
 與申請條件不同未作變更者：0 分 
 與申請條件相同持續運作：3 分 
 營運情形提升（人力、規模等）：5 分 

5 5 5 

報表提送時間（9 分） 
說明： 
 每月 5 日前準時提交：1 分，共 9 個月（9 分） 
 遲交者：倒扣 1 分，遇假日順延 

9 9 9 

資料準確度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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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項目 細項 
配分 

機關 里⾧ 團體 
說明： 
 每月資料無誤者：1 分，共 9 個月（9 分） 
 須修正：修正 1 處扣 0.5 分；2 處扣 1 分；3 處

扣 3 分；4 處（含）以上本項 0 分記算 
 資料回傳至電子信箱

【petc11133@gmail.com】 
其他文件資料提報準時、完整性及其他配合事項 
說明： 
 資料提報準時，每逾期 1 日扣 0.5 分 
 配合本機關進行定期例行性輔導，無法配合查訪

者，扣 1 分 
 本項為扣分項目，至多扣到 0 分為止 

扣分
項目 

扣分
項目 

扣分
項目 

2 
推動成果 
（40%） 

修繕率：（修繕完成物件/收取物件）×100％ 
例如：得分計算=修繕率（%）該項最高配分數，採

四捨五入至整數。 
 （10%修繕率10 分）=可得 1 分 
 （100%修繕率10 分）=可得 10 分 
 （100%修繕率5 分）=可得 5 分 

15 5 10 

修繕量提升率：（（111 年 2－10 月修繕完成物件）
-（109 年 2－10 月修繕完成物件））∕（109 年 2－
10 月修繕完成物件）100％；本項最高得分為該項
最高配分，並以 109 年成果為基準 
說明：得分計算=修繕提升率（%）該項最高配分數 
 修繕提升率 10%10 分=可得 1 分 
 修繕提升率 70%10 分=可得 7 分 
 修繕提升率 100%15 分=可得 15 分 

15 10 20 

銷售（含捐贈）率：（（銷售物件+捐贈物件）∕修繕
完成物件）×100％ 
說明：得分計算=銷售（含捐贈）率（%）該項最高
配分數，採四捨五入至整數；銷售（含捐贈）率（%）
上限最大值為 100%。 
 銷售（含捐贈）率 10%10 分=可得 1 分 
 銷售（含捐贈）率 70%10 分=可得 7 分 
 銷售（含捐贈）率 100%15 分=可得 15 分 

10 25 10 

3 宣傳作為 
（37%） 

1. 實體活動：協辦或自行辦理各式活動、課程、宣傳
修惜站或廢棄資源再利用（每場 1 分）-需檢附簽
到簿。 
 二手物交換市集：40 攤位以上（可共同辦理）

（每場 10 分）-需檢附簽到簿（與辦理單位索取
簽到或相關證明文件，已確認其參與狀況） 

2. 媒體宣導：經各式媒體宣導修惜站（每則得 1

37 3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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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項目 細項 
配分 

機關 里⾧ 團體 
分）。 

3. 網路：成立網站正常維運（5 分）、Facebook 等社
交應用網路服務（每則得 1 分） 

4. 其他創意方式（每則得 1 分） 
 

（二） 訪視調查 
1. 輔導流程 

為瞭解各修惜站之營運情形，本計畫將針對既有之修惜站，每四個月至少㇐

次以上的現場訪視輔導工作，可與各站負責人溝通，藉此瞭解各修惜站實際運作

情形、所遭遇之問題與困難，進㇐步協助解決各站問題，並且針對修惜站提報資

料進行核對工作，同時輔導時瞭解修惜站之運作模式包括數量、金額、拍賣運作、

去化管道、及修惜站之技術交流等，以確保達成修惜站永續經營之目標。並且本

團隊並運用 SWOT 進行分析，使各站點在推動上能更加順利，而輔導流程如圖 3

所示。 

 
圖３、修惜站輔導流程圖 

2. 辦理方式 

藉由訪談過程瞭解各站營運上之需求，同時協助修惜站完成品牌規劃與設計

作業，其主要訪談重點共有三部分： 

（1） 輔導頻率：每四個月至少訪查㇐次。 

（2） 資料確核與紀錄： 

提供每月、每季之經營情形，應包含傢俱、二手物品修繕、進場數量

（件數與重量）及銷售量（件數及重量），並註明相關修復所用之原料來

源，平時輔導作業流程如圖４所示，透過實地輔導充分瞭解各站營運情形，

訪視
調查

分析
擬定

檢討
改善

永續
經營

現況
分析

訪視調查
針對既有之修惜站進行實地訪視
調查，瞭解各站運作情形及現況
問題。

推動狀況

現況分析/方案擬定

針對各站點進行問題分析，找尋
各站之優、缺點，強化或挖掘其
特色，擬定站點推動之可行方案。

檢討改善
針對推動過程之問題進行檢討改
善，找出專屬各站最適合之推動
方式，使各修惜站能⾧期自主運
作。

困難
應變

推動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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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面臨的問題和困境，並給予適當的幫助。 

 
圖４、平時輔導作業流程 

（3） 主辦單位將特色發展及營運運作事宜討論： 

本團隊將協助具特色之修惜站建立品牌，也針對品牌的規劃設計作

業核心進行討論，而塑造品牌提升到經營戰略的高度，其核心在於建立

與眾不同的品牌識別，為品牌建設設立目標、方向、原則與指導策略，

為日後的具體品牌建設戰術與行為制定相關的辦法，其核心價值及內容

架構如圖５所示，各修惜站之服務項目如表 4 所示。 
 

 
圖５、品牌建立核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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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桃園市修惜站運作項目㇐覽表 
序 站名 服務項目 地區 服務時間 
1 桃仔園 木製傢俱修繕 桃園區 週㇐至週五 08：00～17：00 

2 喀布茲 
傢俱修繕、家電修繕、二手物
微百貨 楊梅區 

週二至週六 09：00～20：00／
週日 13：00～17：00 

3 木匠的家 
傢俱修繕、家電修繕、二手物
微百貨 中壢區 週㇐至週六 09：30～21：30 

4 彩藝 傢俱修繕、紙黏土（捏塑）、蝶
谷巴特教學、彩繪藝術 

中壢區 DIY 預約制 

5 熊爸創意再
生 

廢鐵、廢傢俱及廢腳踏車等資
源再生展售 

龍潭區 週㇐至週五 10：00～19：00 

6 棄而不捨 
傢俱修繕 

龍潭區 
週㇐至週五 08：00～16：00
（中午休息 12：00～13：00） 

7 仁武 傢俱修繕、廢腳踏車修繕 大溪區 週三至週六 09：00～15：00 

8 三和 傢俱及木器修繕、手創藝術品 大溪區 週㇐、三、五 14：00～17：00 
週二、四、日 10：00～12：00 

9 新溪望 
木製傢俱、木筆、木質裝飾品
製作等（販售物品以現場實物
為主） 

大溪區 週㇐至週五 08：00～17：00 

10 愛地球 傢俱及木器修繕、手創藝術品 平鎮區 週㇐至週六 09：00～18：00 

11 
布 藝
YOUNG 

以廢棄丹寧為主體進行拆解
製造時尚的作品，包括背包、
大小提袋、帽子多項等產品 

八德區 週㇐至週五 09：00～16：30 

 
（三） 經費核銷項目： 

1. 業務經營：人員教育訓練費用、人事費、材料耗材費、誤餐費、宣傳費、宣導

品設計印製（含工作服）、車輛運送油料費與行政雜支等修惜業務經營費用，

或其他機關同意之項目。 

2. 場地維運：修繕/展示場所的維運費用（水、電費、租金）；修繕展示場所(裝修)

材料費，或其他機關同意之項目。 

（四） 撥款及結案核銷方式： 

1. 撥款流程：由獲補助及獲獎單位出示請領公文、領據（附件８）、帳戶影本以及

經費支出明細表（附件 9）等，報主辦單位核撥核定之經費。 

2. 核銷流程：由獲補助單位於兩周內，其需檢附出示請款領據（附件８），及經費

支出明細表（附件 9）、成果報告（附件 10）、黏貼憑證（附件 11），並檢具原始

憑證（三聯式發票等，發票抬頭需為補助單位），向主辦單位請領獎勵補助經費

及核銷；屆期未完全執行提案內容者，核實補助，逾期未辦理結案者不予補助，

其核銷流程如圖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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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
初審作業

核銷作業

公布獲補助名單

檢附
核銷資料

1.經費支出明細表
2.黏貼憑證
3.補助項目照片
4.發票內容需與經費明細表相同
5.成果報告(獲補助計畫單位)

補正作業 異常

補助結案完成

修正完畢

兩周內

㇐周內

三周內

 
圖６、修惜站考評核銷流程圖 

（五） 平時考評相關問題 

 聯絡窗口：綠信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03-3350945 

七、經費補助類型及額度 
補助金額依據年度預算進行調整額度如下，本團隊最終將依據機關年度編列之預算進行修

改，如表 5 所示。 

（㇐）、二手物交換市集：新台幣 100 萬元整。 

確立補助單位及額度，將以審查會議中委員審查分數進行排序，若審查分數未

達 70 分者將不予以補助；若達到分組名額上限，將以委員審查分數排序為主。 

（二）、平時考核作業：新台幣 76 萬元整。 

各受考評單位若考評分數未達 85 分，獎項得以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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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11年度桃園市二手物交換補助暨修惜站考評獎勵要點」額度㇐覽表 

二
手
物
交
換
市
集 

組別 活動人數估計 名額 獎勵方式 

第㇐組： 
40 攤位以上 至少 2,000 人次參與 3 各單位補助上限新台幣 20 萬元整 

第二組： 
20 至 39 攤以上 至少 1,000 人次參與 4 各單位補助上限新台幣 10 萬元整 

備註： 
1. 補助名額以委員審查分數進行排序，若同㇐區間總分同分時，則優先以「活動主題性」，

其次為「活動永續性」，若仍同分則以「創新作為」與「經費合理性」作為排序依據，
若同㇐區間超出名額數時，則不予以補助。 

2. 審查分數未達 70 分者，不予以補助。 

3. 核銷需檢附簽到簿、活動成果、黏貼憑證。 

4. 預算總金額為 100 萬。 

項目 名額 
 

獎勵方式 
 

平時 
考評 

95（含）分以上 3 處 新台幣 10 萬元整，合計 30 萬元。 
90（含）分以上未達 95 分 3 處 新台幣 7 萬元整，合計 21 萬元。 

85（含）分以上未達 90 分 5 處 新台幣 5 萬元整，合計 25 萬元。 
備註：分數不足 85 分時，從缺辦理。 

備註： 
1. 若同㇐區間超出名額數時，則以總分進行排序，向下遞減獎項。 
2. 若同分時，則優先以「宣傳作為之總分」，若仍同分則以「推動成果-銷售（含捐

贈）率」其次為「推動成果-修繕量提升率」進行排序。 
3. 預算總金額為 7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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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11 年度二手物交換市集活動補助申請表 

㇐、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聯絡人／職稱  

單位地址  連絡電話  

活動地點／地址  統㇐編號  

申請攤位數組別 □第 1 組(上限 20 萬)        □第 2 組(上限 10 萬) 

二、申請相關文件 機關審查 

1. 二手物交換市集活動補助申請表（附件 1） □是  □否 

2. 二手物交換市集活動計畫書（附件 2） □是  □否 

3. 二手物交換市集活動經費補助運用切結書（附件 3） □是  □否 

4. 二手物交換市集活動預算編列（附件 4） □是  □否 

三、檢附相關資料 機關審查 

1. 預計辦理之活動場地現場照片（電子檔） □是  □否 

2. 活動場地使用同意證明資料（同意書、繳費收據、使用同意函文等） □是  □否 

3. 預算總金額：____________元、自費____________元 □是  □否 

四、資料檢核（本項欄位由本機關填寫）                                                                                        
1. 是否符合本（111）年度桃園市二手物交換補助暨修惜站考評獎勵要點請領資格： 

□是  □否 
2. 其他補充說明： 
 
 
 
 
 
 
 
 

初審簽章 111 年     月     日 

複審簽章 11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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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11 年度二手物交換市集活動計畫書格式 

 目錄 

 表目錄 

 圖目錄 

 附件 

㇐、前言 

二、活動目的 

三、活動流程 

四、辦理方式(內容可參考以下項目) 

1. 辦理時間 

2. 辦理對象 

3. 辦理地點 

4. 活動前置作業 

5. 活動辦理方式 

6. 創新作為 

7. 兌換流程與標準 

8. 宣傳方式 

9. 活動問題因應及解決方案 

10. 雨天備案 

11. 經費估計 

12. 交通資訊 

13. 因應疫情 

五、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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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11 年度二手物交換活動經費補助運用切結書 

本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接受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

下簡稱桃園環保局）「111 年度桃園市二手物交換補助暨修惜站考評獎勵要點」之輔

導經費，並保證遵循下列事項： 

㇐、 辦理之活動需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防疫規定確實落實防疫作業。 

二、 本項核定之項目補助經費，不得同時與其他單位申請，若同場次活動與不同單位

申請補助時，則需明列各自補助之品項避免重複補助。 

三、 二手物交換之攤位可以交換、捐贈、跳蚤市集或交易等方式辦理。 

四、 本項活動之核銷時需檢附攤位簽到簿，以確認參與之攤位數，以利符合補助規定。 

五、 活動辦理完畢後檢具活動成果報告及核銷相關憑證提交機關備查，並辦理結案作

業。 

六、 本單位願配合上述之規定，若違反者將自願取消補助及繳回補助費用。 
 
 
 
 

此致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申請單位名稱：  

申請單位地址： 
 

 
 
 

 
 

中華民國１１１年     月     日 

（立切結書單位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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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11 年度二手物交換市集活動經費編列表 

補助項目 品項 數量 單價
（元） 

預算經費
（元） 

實際經費
（元） 

1.硬體設備租借：音響設
備、活動舞台、燈光設
備、帳篷、桌椅等 

     

2.宣傳文宣資料（平面媒
體、電子媒體、廣播媒
體、平面文宣等） 

     

3.人事費：活動主持人費
等      

4.餐飲費：餐點、茶水、
租借環保餐具等      

5.活動相關場地費      

6.其他：經機關核准之項
目 

     

總計經費   

注意事項： 
1. 相關宣傳文宣需註明「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補助」字眼，並以照片佐證。 
2. 人事費：需簽領領據，將納入簽領人年度收入，需提供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戶

籍地／聯絡電話。 
3. 餐飲費：活動現場禁用㇐次性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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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11 年度二手物交換活動獎勵補助要點領款收據 
領          據 

茲領到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補助金額 新臺幣                  元整 

補助事由 辦理巨大廢棄物及資源循環業務相關評比獎勵金經費 

 此據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單位名稱： 

單位地址：  

統㇐編號： 

經手人（簽章）： 

 

 

備註：具領人僅代表事由所揭之單位經費，以上有所述如有不實，願接受  貴局追回已核撥

之費用等，特切結與事實無訛。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用印） （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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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111 年度二手物交換活動成果報告 
單位名稱： 聯絡人／聯絡電話：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二手物交換成果說明（交換數量、贈與數量、交易數量、活動參與總人數等）： 
 
 
 
 

補助項目㇐ 規格 數量 
1.硬體設備租借：音響設備、

活動舞台、燈光設備、帳
篷、桌椅等 

  
設備照片 設備照片 設備照片 

   
補助項目二 規格 數量 

2.宣傳文宣資料（平面媒體、
電子媒體、廣播媒體、平
面文宣等） 

  
文宣照片 文宣照片 文宣照片 

   
補助項目三 規格 數量 

3.人事費：活動主持人費等 
  

主持現況照片 主持現況照片 主持現況照片 
   

補助項目四 規格 數量 

4.餐飲費：餐點、茶水等 
  

餐點、茶水照片 餐點、茶水照片 餐點、茶水照片 
   

補助項目五 規格 數量 

5.活動相關場地費 
  

活動場地照片 活動場地照片 繳費證明照片 
   

補助項目六 規格 數量 

６.其他：經機關核准之項目 
  

補助項目照片 補助項目照片 補助項目照片 
   

補充說明 成果統計 
1.活動二手物交換成果說明

（交換數量、贈與數量、
交易數量） 

□交換數量：   個、□贈與數量：   個、□交易數量：   個 
照片 照片 照片 

   
補充說明 成果統計 

2.活動二手物交換成果說明
（活動參與人數） 

□二手物攤位：   攤、□小農攤位：   攤 
□文創攤位：   攤、□其他    攤位：   攤 
□活動參與總人數：   位 

照片 照片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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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11 年度二手物交換活動獎勵補助要點黏貼憑證用紙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編號： 

金額 用途說明 

百萬 十萬 萬 千 百 十 元 辦理巨大廢棄物及資源

循環業務相關評比獎勵

金經費        

附件 
□發票________張  □收據________張   
□其他文件（需註明文件名稱、份數）__________張 

 
申請單位核章 經辦人 驗收或證明 單位負責人 

    

（ 憑  證  黏  貼  線 ） 
使用說明： 

㇐、受補助單位團體或個人，請參照本單將支出單據依次對齊粘貼，如單據過小時則右邊可不對齊，稍

向左移，而將單據粘貼於左右兩邊之中央，但上邊乃應對平粘貼。以貼㇐張單據為原則，如兩張以

上單據粘貼㇐張時應加繕單據清單。 

二、本單僅貼主要單據，如有附件，應註明張數，並將各項附件附於本單之後。 

三、單據較大者，應於報銷時依本單據邊線尺寸，予以摺疊。 

四、申請單位、經辦人、驗收人或證明人及單位負責人，均應於單據粘貼後於本單邊單粘貼騎縫上簽單。 

五、支出用途由經手人在單內詳加說明。 

六、有關單據內容應注意事項。詳見經費結報須知各點。 

七、影印本單使用時，大小請勿超過 270mm，寬 190mm 標準，並裝成冊，連同費用結報明細表等辦

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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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111 年度修惜站考評獎勵要點領款收據 
領          據 

茲領到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補助金額 新臺幣                  元整 

補助事由 本市修惜站辦理巨大廢棄物及資源循環業務相關評比獎勵金經費 

 此據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單位名稱： 

單位地址：  

統㇐編號： 

經手人（簽章）： 

 

 

備註：具領人僅代表事由所揭之單位經費，以上有所述如有不實，願接受  貴局追回已核撥

之費用等，特切結與事實無訛。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用印） （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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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９、111 年度修惜站考評獎勵要點經費支出明細 

補助項目 品項 數量 單價（元） 小計（元） 

業務經費 

1.人員教育訓練 
    

2.人事費  
   

3.材料耗材費 
    

4.誤餐費 
    

5.宣傳費 
    

6.車輛維修油資費 
    

7.行政雜支 
    

8.其他機關同意之項目 
    

場地經費 

1.修繕/展示場所維運費用 
    

2.修繕展示場所(裝修)材料費 
    

3.其他機關同意之項目 
    

總計經費(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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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111 年度修惜站考評獎勵要點成果報告 
修惜站名稱： 
 
 

業務經費 
補助項目㇐ 規格 數量 

1.人員教育訓練 
  

照片 照片 照片 
   

補助項目二 規格 數量 

2. 人事費 
  

明細 領據 照片 
   

補助項目三 規格 數量 

3.材料耗材費 
  

照片 照片 照片 
   

補助項目四 規格 數量 

4. 誤餐費 
  

餐點、茶水照片 餐點、茶水照片 餐點、茶水照片 
   

補助項目五 規格 數量 

5. 宣傳費 
  

照片 照片 照片 
   

補助項目六 規格 數量 

6.車輛維修油資費 
  

照片 照片 照片 
   

補助項目七 規格 數量 

7.行政雜支 
  

資料 資料 資料 
   

補助項目八 規格 數量 

8.其他機關同意項
目 

  
資料 資料 資料 

   
場地經費 

補助項目九 規格 數量 

9.修繕/展示場所維
運費用 

  
資料 資料 照片 

   
補助項目十 規格 數量 

10.修繕/展示場所
佈置材料費 

  
資料 資料 資料 

   
補助項目十㇐ 規格 數量 

11.其他機關同意項
目 

  
資料 資料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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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111 年度修惜站考評獎勵要點黏貼憑證用紙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編號： 

金額 用途說明 

百萬 十萬 萬 千 百 十 元 本市修惜站辦理巨大廢

棄物及資源循環業務相

關評比獎勵金經費        

附件 
□發票________張  □收據________張   
□其他文件（需註明文件名稱、份數）__________張 

 
申請單位核章 經辦人 驗收或證明 單位負責人 

    

（ 憑  證  黏  貼  線 ） 
使用說明： 

㇐、受補助單位團體或個人，請參照本單將支出單據依次對齊粘貼，如單據過小時則右邊可不對齊，稍

向左移，而將單據粘貼於左右兩邊之中央，但上邊乃應對平粘貼。以貼㇐張單據為原則，如兩張以

上單據粘貼㇐張時應加繕單據清單。 

二、本單僅貼主要單據，如有附件，應註明張數，並將各項附件附於本單之後。 

三、單據較大者，應於報銷時依本單據邊線尺寸，予以摺疊。 

四、申請單位、經辦人、驗收人或證明人及單位負責人，均應於單據粘貼後於本單邊單粘貼騎縫上簽單。 

五、支出用途由經手人在單內詳加說明。 

六、有關單據內容應注意事項。詳見經費結報須知各點。 

七、影印本單使用時，大小請勿超過 270mm，寬 190mm 標準，並裝成冊，連同費用結報明細表等辦

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