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跑次 日期 地點 參加人數 支出明細 支出金額 結餘金額 結餘累計

2020/7/10 2442 -2442 34144
2020/7/10 79476 台灣熊跑山協會補助款 0 79476 36586

2019年度第十九屆台灣熊跑山俱樂部收支明細表(2019/3/2~2020/2/29)
收入金額
(扣兔子)

補助19屆BASH差額



跑次 日期 地點 參加人數 支出明細 支出金額 結餘金額 結餘累計收入金額
(扣兔子)

2020/7/5 板橋 274936 -274936 -42890

年會餐宴含滙費179,810元
年會洋酒含滙費35,430元
年會飲料含滙費28,410元   酒
車車資3,000元
垃圾袋65元                      長江
哥代購冰塊1,000元
旺哥代購綠茶600cc两箱900
元
董哥代購碎冰10包X120+冰塊
2件X240+衛生紙5包x60共
1,740元                        辣妹代
購紅酒4,080元
年會舞台7,500元
口罩加套13,001元
年會餐宴含滙費179,810元
年會洋酒含滙費35,430元
年會飲料含滙費28,410元   酒
車車資3,000元
垃圾袋65元                      長江
哥代購冰塊1,000元
旺哥代購綠茶600cc两箱900
元
董哥代購碎冰10包X120+冰塊
2件X240+衛生紙5包x60共
1,740元                        辣妹代
購紅酒4,080元
年會舞台7,500元
口罩加套13,001元
年會餐宴含滙費179,810元
年會洋酒含滙費35,430元
年會飲料含滙費28,410元          
                                    酒車車資
3,000元
垃圾袋65元                      長江
哥代購冰塊1,000元
旺哥代購綠茶600cc两箱900
元
董哥代購碎冰10包X120+冰塊
2件X240+衛生紙5包x60共
1,740元                    辣妹代購
紅酒4,080元
年會舞台7,500元
口罩加套13,001元

年會餐宴含滙費179,810元
年會洋酒含滙費35,430元
年會飲料含滙費28,410元          
                                    酒車車資
3,000元
垃圾袋65元                      長江
哥代購冰塊1,000元
旺哥代購綠茶600cc两箱900
元
董哥代購碎冰10包X120+冰塊
2件X240+衛生紙5包x60共
1,740元                    辣妹代購
紅酒4,080元
年會舞台7,500元
口罩加套13,001元

年會餐宴含滙費179,810元
年會洋酒含滙費35,430元
年會飲料含滙費28,410元          
                                    酒車車資
3,000元
垃圾袋65元                      長江
哥代購冰塊1,000元
旺哥代購綠茶600cc两箱900
元
董哥代購碎冰10包X120+冰塊
2件X240+衛生紙5包x60共
1,740元                    辣妹代購
紅酒4,080元
年會舞台7,500元
口罩加套13,001元

年會餐宴含滙費179,810元
年會洋酒含滙費35,430元
年會飲料含滙費28,410元          
                                    酒車車資
3,000元
垃圾袋65元                      長江
哥代購冰塊1,000元
旺哥代購綠茶600cc两箱900
元
董哥代購碎冰10包X120+冰塊
2件X240+衛生紙5包x60共
1,740元                    辣妹代購
紅酒4,080元
年會舞台7,500元
口罩加套13,001元



跑次 日期 地點 參加人數 支出明細 支出金額 結餘金額 結餘累計收入金額
(扣兔子)

2020/3/7 板橋 101540 -101540 232046

2020/3/7 板橋 1250 1250 333586

929 2020/2/29 桃園 27050 15070 11980 332336

2020/2/29 150 150 320356

2020/2/27 64005 -64005 320206

928 2020/2/22 桃園 34750 15945 18805 384211

2020/2/22 800 800 365406

2020/2/21 181830 -181830 364606

927 2020/2/15 桃園 40000 18320 21680 546436

2020/2/15 1000 1000 524756

926 2020/2/8 新店 30350 11345 19005 523756

2020/2/8 1600 1600 504751

3/5購年會零食餅乾2830+3/7
工作人員便當2160+3/7滷味
230份11500+3/11棒球衣費
用85050

水塔補2次、陳俊民補2次、超
嫂補1次、邱家健補1次、莊國
成補1次

男：98 女：
52      兔子：
2

車資：3500                      啤酒
飲料零食：10570      週報財報
：400                 應天宮香油錢
：600             
采珍補1次、水塔補2次、陳俊明補2
次、超嫂補1次、邱家健補1次、莊
國成補1次

台灣熊頭巾/扣環/軍牌貨款(含
匯費30)

男：130女
：61      兔子
：2

車資：3500                      啤酒
飲料零食：12045      週報財報
：400                                           
                             

廖仕偉棒球
衣

台灣熊101雙越野跑鞋(含匯費
30)

男：142女
：80      兔子
：2

車資：3500                      啤酒
飲料零食：13820      週報財報
：400                 南天宮香油錢
：600                                           
               

褚榮芳購棒
球衣及郭宗
智補繳1/11
報名

男：108女
：61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7945        週報財報
：400                                           
                   

江佳政、蘇
惠君購棒球
衣



跑次 日期 地點 參加人數 支出明細 支出金額 結餘金額 結餘累計收入金額
(扣兔子)

925 2020/2/1 三峽 33350 16330 17020 503151

924 2020/1/25 桃園 31600 14680 16920 486131

923 2020/1/18 石牌 27950 12685 15265 469211

922 2020/1/11 深坑 28500 12980 15520 453946

921 2020/1/4 龍潭 31100 16130 14970 438426

920 2019/12/28 板橋 21100 11510 9590 423456

919 2019/12/21 三峽 24800 11100 13700 413866

2019/12/21

4100 4100 400166

3700 3700 396066

男：123女
：61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0530      週報財報
：400                 佛山寺香油錢
：600           2月蛋糕：1800     
                                         

男：111女
：65      兔子
：2

車資：3500                      啤酒
飲料零食：10280      週報財報
：400                 太極宮香油錢
：500                                           
    

男：102 女
：53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8685        週報財報
：400                 奉天聖母宮香
油錢：600                                   
            

男：106 女
：51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8980        週報財報
：400                 天南宮香油錢
：600                                           
    

男：111 女
：62      兔子
：2

車資：3500                      啤酒
飲料零食：10430       週報財
報：400                  1月蛋糕：
1800                                             
  

男：70 女：
50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8110        週報財報
：400                                           
      

男：90 女：
48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7700        週報財報
：400                                           
      

加強補6次、凱凱補3次、小方
補3次、offset補3次、騙子補
2次、張俊發補2次、王怡堯補
2次、河馬補繳9/7報名費

佳甫補3次，跑跑姐補7
次，NTT夫婦各補3次，楊詠
富補5次



跑次 日期 地點 參加人數 支出明細 支出金額 結餘金額 結餘累計收入金額
(扣兔子)

918 2019/12/14 土城 23100 13140 9960 392366

2019/12/7 1400 1400 382406

917 2019/12/7 八里 19700 13645 6055 381006

916 2019/11/30 桃園 29600 26850 2750 374951

915 2019/11/23 桃園 0 0 0 372201

914 2019/11/16 淡水 28400 27410 990 372201

913 2019/11/9 寶山 35800 18300 17500 371211

912 2019/11/2 龜山 31400 16490 14910 353711

400 400 338801

911 2019/10/26 大溪 30850 15350 15500 338401

男：82 女：
47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7250        週報財報
：400                    台北捷兔會
慶贊助威士忌2瓶：2490           
             

曾振興補7次

男：68 女：
43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5845        週報財報
：400                         香油錢：
600                  12月蛋糕：
1800              鄭深太母喪花籃
：2000                            

男：102女
：64      兔子
：2

車資：3500                      啤酒
飲料零食：5050        週報財報
：400                    會長支付台
灣熊運動頭巾：17850               
                        

男：111女
：48      

亞聯跑步(無收入/支出)

男：98 女：
61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1410        週報財
報：400                 行忠堂香錢
：600             會長支付台灣熊
國旗雙面標章製作費：12000   
                                     

男：127 女
：72      兔子
：2

車資：3500                      啤酒
飲料零食：14400        週報財
報：400                                       
   

男：113 女
：61      兔子
：2

車資：3500                      啤酒
飲料零食：10790         週報財
報：400                11月蛋糕：
1800                              

周賢懿補2次

男：108 女
：67      兔子
：4

車資：3500                      啤酒
飲料零食：11450         週報財
報：400                                 



跑次 日期 地點 參加人數 支出明細 支出金額 結餘金額 結餘累計收入金額
(扣兔子)

910 2019/10/19 三峽 29150 13275 15875 322901

909 2019/10/12 龜山 28950 15420 13530 307026

908 2019/10/5 龜山 31250 22225 9025 293496

907 2019/9/28 新莊 25400 22090 3310 284471

906 2019/9/21白沙灣 43350 19480 23870 281161

905 2019/9/14 金山 21950 14520 7430 257291

904 2019/9/7林口 25650 17445 8205 249861

903 2019/8/31 三芝 25250 16905 8345 241656

2019/8/24 600 600 233311

902 2019/8/24牡丹 21950 12935 9015 232711

2019/8/21 33030 223696

男：105  女
：57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9875         週報財
報：400                                 

男：107  女
：53      兔子
：2

車資：3500                      啤酒
飲料零食：11520         週報財
報：400                                 

男：117  女
：55      兔子
：2

車資：3500                      啤酒
飲料零食：15925          週報財
報：400                 北靈宮香油
錢：600        10月蛋糕：1800 
                       

男：93  女：
48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0990         週報財
報：400                 擎天宮香油
錢：600          擴大器：7000    
              急救箱補充用品：100 

男：149  女
：93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5080         週報財
報：400                 觀航寺香油
錢：1000

男：81  女：
41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0520         週報財
報：400                 天隆宮香油
錢：600

男：91  女：
52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2245         週報財
報：400                  9月蛋糕：
1800

男：93  女：
47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2905         週報財
報：400                 水口民主公
王宮：600

陳進興購3件
900次衣服

男：78  女：
45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9535           週報財
報：400                 
兔子贈品費用：33030          
(匯款會長)



跑次 日期 地點 參加人數 支出明細 支出金額 結餘金額 結餘累計收入金額
(扣兔子)

901 2019/8/17汐止 27900 29500 -1600 256726

900 2019/8/10 貢寮

222400

213390 12000 258326
兔子贊助 2790

200

899 2019/8/3觀音山 27050 20025 7025 246326

898 2019/7/27萬里 26550 22285 4265 239301

897 2019/7/20 大棟山 30600 17070 13530 235036

896 2019/7/13 大溪 28900 16795 12105 221506

895 2019/7/6 石碇 28500 19855 8645 209401

894 2019/6/29 三峽 29550 15120 14430 200756

2019/6/29 個人贊助 500 500 186326

男：98  女：
58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2540         週報財
報：400                 中元普渡品
：13510         急救箱補充用品
：50

人數：231  
(含捷兔90人
)

大小巴車資：25200             啤
酒車總支出：30245         衣服
：38860                     保險及便
當：10885   BASH： 108200 綠水購1件衣

服

男：105  女
：43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3325         週報財
報：400                  8月蛋糕：
3300  

男：95  女：
53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2385         週報財
報：400                 高偕化衣服
費用：4500    藍坤海母喪花籃
：2000  

男：113女
：56      兔子
：2    

車資：3500                      啤酒
飲料零食：12570         週報財
報：400                 旨雲宮香油
錢： 600                         

男：108 女
：51      兔子
：2    

車資：3500                       啤酒
飲料零食：12895         週報財
報：400                        

男：100 女
：59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1005         週報財
報：400                 和平國小場
地租用：500   高敏慧母喪花
籃：2000        7月蛋糕：1800 
               西瓜：1150          

男：107 女
：57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1120         週報財
報：400                 紫微天后宮
香油錢： 600            



跑次 日期 地點 參加人數 支出明細 支出金額 結餘金額 結餘累計收入金額
(扣兔子)

893 2019/6/22瑞芳 20850 13405 7445 185826

892 2019/6/15陽明山 26950 13335 13615 178381

891 2019/6/8內湖 31800 15470 16330 164766

890 2019/6/1陽明山 28600 16885 11715 148436

889 2019/5/25 土城 27550 15705 11845 136721

200 200 124876

2019/5/21 43680 124676

888 2019/5/18汐止 27150 13860 13290 168356

887 2019/5/11 士林 27050 18385 8665 155066

886 2019/5/4復興崗 30650 18685 11965 146401

885 2019/4/27 龍潭 24200 13965 10235 134436

男：75  女：
42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9405           週報財
報：400                 南新宮香油
錢： 600            

男：100女
：49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9935           週報財
報：400                 

男：114女
：60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2070         週報財
報：400                 

男：102女
：57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1685         週報財
報：400                  6月蛋糕： 
1800

男：96  女：
58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1355         週報財
報：400                 福山天惠堂
香油錢： 600急救箱補充器材
(棉花棒、紗布、膠帶、OK蹦
等)：350                  

林清杉購年
會衣服1件

兔子衣服：32400          888次
吊環：11250          匯費：30

男：97  女：
54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0460         週報財
報：400                         

男：96  女：
55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0985         週報財
報：400                 連政鼎(母)/
謝永峰(父)喪花籃：4000          
      

男：110   女
：60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3285      金紙錢：
600                    週報財報：
400                   5月蛋糕：1400 
                

男：90   女
：44      兔子
：2    

車資：3500                       啤酒
飲料零食：9465        金紙錢：
600                    週報財報：
400                 



跑次 日期 地點 參加人數 支出明細 支出金額 結餘金額 結餘累計收入金額
(扣兔子)

884 2019/4/20 苗栗 4500 124201

883 2019/4/13 新店 32050 10955 21095 119701

200 200 98606

882 2019/4/6 土城 31850 19325 12525 98406

2019/4/6 400 400 85881

881 2019/3/30 三峽 21450 10805 10645 85481

880 2019/3/23瑞芳 19900 10330 9570 74836

2019/3/19 台灣熊網站費 5859 65266

879 2019/3/16萬里 24150 10565 13585 71125

2019/3/16 2000 2000 57540

878 2019/3/9虎頭山 22600 11870 10730 55540

877 2019/3/2圓山 50720 26950 23770 44810

21040

AIR結餘4500元
男：107  女
：71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7555        週報財報
：400                 

蘇惠君購年
會衣服1件

男：114  女
：62      兔子
：2    小孩：
1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14375       週報財
報：400                  4月蛋糕：
1550                 

阿沅購年會
衣服2件

男：80  女：
39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6805        週報影印
：400                 保儀宮香油錢 
：600                 

男：73  女：
37      兔子：
2    小孩：1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6930        週報影印
：400                            

男：86  女：
49      兔子：
2     

車資：3000                       啤酒
飲料零食：7165        週報影印
：400                            

吉祥購年會
衣服10件

男：85  女：
40      兔子：
2     

車資：3500                       啤酒
飲料零食：5970        週報影印
：400                 蔡鎵州父喪花
籃：2000             

男：176 女
：106     兔
子：2     礦
泉水20元

年會蛋糕：4000                車資
：3000                       啤酒飲料
零食：19350       週報影印：
400                 啤酒車停車費：
200

2018第18屆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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