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收入事由 金額 日期 簽用單位 執行內容 金額

1090101 上(108)年度結餘 1,139,233    1090109 學務處
支巧固球隊差旅費 宋O芸 $3318 蔡O吉

$3540
6,858            

1090102 收 愛O客內埔志工團  捐款 1,500          1090115 教務處
支 數學均一平台學習網經費 108年12 月

份 教師鐘點費
19,440           

1090131
收 住O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捐

款
10,000         1090115 教務處

支 數學均一平台學習網經費 108年12 月

份 管理人員鐘點費
2,160            

1090210
收 1080212 收NO.47 甲級排球第2階

段補助款 轉還 捐資興學支出
12,000         1090115 教務處

支 數學均一平台學習網經費 108年9-12

月份 便當費
17,300           

1090313 收鄒O永光先生捐款 75,000         1090115 教務處 支 9年級 模擬考 獎助學金 4,600            

1090313 收 高雄市地O慈善協會 捐款 120,000       1090120 教務處
支 108年12月-- 109年1月 夜間自修 鐘點

費
28,080           

1090313

收 1090305 收NO.58  108學年度甲

級排球複賽 第2階段補助款 轉還

捐資興學支出

17,000         1090210 學務處 支 球隊教練 楊O傑 旅費 10,540           

1090313
收 1090310  NO.60 學生活動計畫補

助款 轉 捐資興學
20,000         1090210 學務處

支 1081217  NO.556 108年北港媽祖盃排

球錦標 預借款 轉正
13,600           

1090317 收 楊O堂  君  捐款 1,000          1090210 學務處
支  1081119 支NO.506  108年中正盃巧固

球 預借款 轉正
19,440           

1090317 收  方O天仕   君 捐款 1,000          1090220 學務處 支108年度排球甲級聯賽複賽經費 56,880           

1090410 收 愛O客樂團 君 捐款 1,500          1090310 學務處 支 108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交通車費 185,970         

1090416 收 余O玉 君 捐款 300,000       1090320 教務處 支  108學年度第3次模擬考 獎助金 4,200            

1090618 收 鍾O梅 君 捐款 1,000          1090324 總務處 支  校園水溝 清理費 50,000           

1090709 收  方O仕   君 捐款 2,000          1090324 教務處 支  108學年度9年級 英語模擬考 獎助金 1,500            

1090709 收 愛O客樂團 君 捐款 1,500          1090327 學務處 支 109年 新北青年盃田徑錦標賽 經費 5,950            

1090921

收  公益信託豐O科技社會慈善基

金 捐款 (指定用途 均一平台學習

網課

程)

129,600       1090327 學務處
支 108學年度第11屆 沙灘排球 錦標賽

旅費
9,900            

1091204

收「改善教學環境設備-新購設備

(充實體育教學設備--學校運動社團

訓練

及比賽用品)」 (歷年結餘款 轉 捐

資)

34,000         1090327 學務處 支 109年1月份 專項教練 薪 33,149           

1090327 學務處 支109年1月份 專項教練  保費 8,164            

1090327 學務處
支 108學年度第11屆 沙灘排球 錦標賽

住宿、膳雜、報名費
34,800           

1090410 教務處
支  數學均一平台學習網經費 108年第2

學期 課程講費
1,785            

  內埔國中  109 年度捐資興學收支情形

收 入 支 出



1090421 學務處 支 109年2-3月份 專項教練 鐘點費 32,670           

1090421 學務處 支109年2-3月份 專項教練  保費 5,193            

1090430 總務處 支  消毒噴霧機費 11,500           

1090507 教務處
支 1090428--1090429 模擬考 降低C級 獎

勵金
34,000           

1090507 教務處 支 1090428--1090429 模擬考 獎勵金 5,200            

1090507 教務處 支 1090428--1090429 模擬考進步 獎勵金 4,000            

1090515 學務處 支 109年4月份 專項教練 鐘點費 19,350           

1090515 學務處 支109年4月份 專項教練  保費 5,193            

1090515 教務處 支 109年3-4月份  夜間自修 輪值鐘點費 32,400           

1090515 總務處 支  金O華 109年4月份 油資 2,000            

1090522 教務處
支 1090316-1090514 英語補救教學鐘點

費
11,200           

1090522 教務處
支  數學均一平台學習網經費 1090320--

1090515 鐘點費
2,000            

1090603 學務處 支額溫槍   費用 2,800            

1090603 總務處 支 109年5月份  廁所等 修繕費 2,000            

1090603 總務處
支109年5月份 教室冷氣配置 分電箱電

源修繕費 等
25,950           

1090603 總務處
支 109年4月份 7導辦公室電話機、活動

中心 等修繕費
24,100           

1090603 總務處 支 加壓馬達 修繕費 4,300            

1090608 學務處 支  帳棚費用 11,970           

1090611 教務處
支1090516--1090517 教育會考 成績優異

獎勵金
6,600            

1090611 教務處
支1090516--1090517 教育會考 降低C級

獎勵金
31,000           

1090611 教務處
支 109年 教育會考 9年級數學補救教學

班 成績優異獎勵金
6,500            

1090611 教務處
支109年 教育會考 9年級英語適性分組

班 成績優異獎勵金
9,000            

1090611 教務處
支  109年 教育會考 9年級技藝班 成績進

步獎勵金
1,600            

1090611 學務處 支電子計時器費用 34,000           

1090611 總務處 支 大門柵欄主機及控制頭 修繕費 2,700            

1090611 教務處
支 1090516-17 教育會考 車資經費 不足

支應款
8,460            

1090611 學務處 支 活動中心地墊費用 20,790           



1090616 學務處 支 活動中心清理僱工費用 8,140            

1090618 總務處

支 109年6月份上旬 割草機 、教室吊

扇、  門口LED字幕、  求救鈴 、活動中

心鋼琴 等修繕費

19,800           

1090618 學務處 支 109年5月份 專項教練 鐘點費 18,990           

1090618 學務處 支109年5月份 專項教練  保費 5,193            

1090618 總務處 支  金O華 109年5月份 油資 2,000            

1090713 總務處

支 109年6月份下旬 割草機 、學務處電

話移機、  美術教室、   閱覽室、  家政

教室 、廁所 、活動中心音響 等修繕費

53,320           

1090714 教務處 支109年5-7月 夜間自修 輪值鐘點費 39,960           

1090716 總務處 支  金O華 109年6月份 油資 1,800            

1090728 學務處 支 108學年度 學生交通車費用 175,415         

1090728 總務處

支 109年7月份上旬 割草機 活動中心防

水工程 校園圍牆油漆及樹木簡易修剪

修繕費

110,500         

1090728 總務處
支 109年7月份中旬 割草機 籃球場廁所

等
8,200            

1090805 學務處 支 109年6月份 專項教練 鐘點費 25,110           

1090805 學務處 支109年6月份 專項教練  保費 5,193            

1090901 學務處 支網球場修繕費 90,000           

1090922 教務處
支109年上學期 第1次模擬考成績優異

獎助學金
3,800            

1091103 學務處 支 109年7-8月份 專項教練 鐘點費 38,903           

1091103 學務處 支109年7-8月份 專項教練  保費 4,754            

1,866,333    1,481,870      累計收入 累計支出

截至109.12.31日結餘 384,4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