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02 00020000000
臺中市政府主管

120,260
-8,860

007 　00020080000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

5,534
-2,000

　　33020080200
　　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

4,844
-

02

　　　33020080202
　　　教育文化

2,997
-
一、追加預算數2,997千元，包括:
　　業務費120千元
　　獎補助費2,87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997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87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5年度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振興細部
執行計畫1,000千元。
2.追加105年度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計畫
1,497千元。
3.追加105年度臺中市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活
動計畫200千元。
4.追加105年度補助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幼
兒學前教育經費300千元。

02

　　　33020080203
　　　社會福利

1,815
-
一、追加預算數1,815千元，包括:
　　業務費78千元
　　獎補助費1,73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815千元
　　增列 業務費7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73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5年度原住民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及
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照顧計畫1,815千元。

03

　　　33020080204
　　　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

32
-
一、追加預算數32千元，包括:
　　業務費3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2千元
　　增列 業務費3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5年度都市原住民族發展計畫-傳承
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雇用原住民文物(化)
館駐館人員相關經費32千元。

04

　　33020080300
　　原住民土地管理業務

690
-

03

　　　33020080301
　　　原住民土地管理業務

690
-
一、追加預算數690千元，包括:
　　業務費69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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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增加 690千元
　　增列 業務費69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5年度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
計畫-土地複丈分割作業布設控制點及圖根
點相關經費690千元。

　　330200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2,000

06

　　　3302008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2,000

一、追減預算數2,0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00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補助都會區原住民住宅改善相關經費
2,000千元。

01

008 　00020090000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4,032
-5,000

　　32020090100
　　一般行政

50
-

01

　　　32020090101
　　　行政管理

50
-
一、追加預算數50千元，包括:
　　業務費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5年好客臺中雙月刊編印費50千
元。

01

　　32020091500
　　客家政策研究發展

2,090
-

02

　　　32020091501
　　　研究發展業務

2,090
-
一、追加預算數2,090千元，包括:
　　業務費2,09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9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9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臺中市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
環境營造計畫輔導團」計畫1,790千元。
2.追加辦理「2016臺中東勢鯉魚伯公文化
祭」300千元。

01

　　32020091600
　　客家語言文化推廣

1,8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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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2020091601
　　　文教推廣業務

1,892
-
一、追加預算數1,892千元，包括:
　　業務費992千元
　　獎補助費9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892千元
　　增列 業務費992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9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臺中市105年客語扎根計畫」
388千元。
2.追加辦理「客家(Hakka)恁生趣」計畫30
千元。
3.追加辦理「105年客語能力初級、中級暨
中高級認證輔導班」計畫54千元。
4.追加辦理「市轄辦公廳舍及學校場所建
置客語播音服務」計畫360千元。
5.追加辦理「HaKKa fun~客家童話音樂
劇」計畫100千元。
6.追加辦理「客家(HaKKa)客藝食足」計畫
60千元。
7.追加補助社區發展協會、學術文化團
體、體育團體、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辦理
客家語言學術、文化及民俗活動計畫500千
元。
8.追加補助客語薪傳師辦理傳習計畫400千
元。

01

　　320200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5,000

05

　　　3202009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5,000

一、追減預算數5,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5,0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5,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臺中市客家多功能文化園區-建造客家
故事館(工程款)5,000千元。

01

016 　00020560000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2,860
-

　　33020560500
　　區公所業務

416
-

02

　　　33020560502
　　　經建業務

16
-
一、追加預算數16千元，包括:
　　業務費1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6千元
　　增列 業務費1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補助
西屯區地方建設補助案-林厝里及福瑞里物
品購置等經費1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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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020560503
　　　人文業務

400
-
一、追加預算數400千元，包括:
　　業務費4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台電公司105年度輸變電促協金補助
電力設施周邊地區辦理藝文活動等經費300
千元。
2.追加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補
助西屯區人文特色之鄉土教材編印經費100
千元。

03

　　330205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324
-

04

　　　3302056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324
-
一、追加預算數2,324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32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324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32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台電公司105年度輸變電促協金補助
電力設施周邊地區開闢羽球場及環境整潔
設備購置經費840千元。
2.追加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補
助西屯區地方建設補助案經費1,484千元。

01

　　68020560200
　　社政業務

120
-

05

　　　68020560201
　　　社會福利

120
-
一、追加預算數120千元，包括:
　　業務費12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台電公司105年度輸變電促協金補助電
力設施周邊地區辦理弱勢慰問工作經費120
千元。

01

018 　00020580000
　臺中市北屯區公所

176
-

　　33020580500
　　區公所業務

176
-

02

　　　33020580502
　　　經建業務

176
-
一、追加預算數176千元，包括:
　　業務費136千元
　　獎補助費4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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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76千元
　　增列 業務費13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廍子水資源回收中心地方回饋經費176
千元。

019 　00020590000
　臺中市豐原區公所

1,613
-

　　330205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613
-

04

　　　3302059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613
-
一、追加預算數1,613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61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613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61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5年度后里區應急垃圾衛生掩埋場
地方回饋計畫工程113千元。
2.追加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工
程1,500千元。

01

020 　00020600000
　臺中市大里區公所

8,458
-

　　33020600500
　　區公所業務

4,627
-

02

　　　33020600501
　　　民政業務

4,627
-
一、追加預算數4,627千元，包括:
　　業務費1,144千元
　　獎補助費3,48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627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4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48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大里區及太平區垃圾掩埋場回饋地方
建設經費4,627千元。

01

　　330206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831
-

04

　　　330206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831
-
一、追加預算數3,831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83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831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83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促進電力開
發協助金補助周邊地區建設1,8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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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2.追加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畫
1,031千元。
3.追加臺中市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經費
1,000千元。

021 　00020610000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1,962
-

　　33020610500
　　區公所業務

545
-

02

　　　33020610501
　　　民政業務

545
-
一、追加預算數545千元，包括:
　　業務費54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45千元
　　增列 業務費54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太平區垃圾掩埋場回饋金辦理黃竹、
德隆、永隆、光隆、福隆、興隆等里環保
工作之推廣宣導、聯誼與公益服務活動545
千元。

01

　　330206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363
-

04

　　　330206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363
-
一、追加預算數1,363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36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363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36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太平區垃圾掩埋場回饋金辦理黃
竹、德隆、光隆、福隆、興隆等里地方建
設及維護管理工程363千元。
2.追加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工
程1,000千元。

01

　　58020611000
　　農林管理業務

54
-

05

　　　58020611001
　　　農林管理業務

54
-
一、追加預算數54千元，包括:
　　業務費5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4千元
　　增列 業務費5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廍子水資源回收中心回饋金辦理新
興、新坪、新高、新光、新福、新城、新
吉等7里污水下水道及環保工作之推廣宣導
費用、文康及公益服務活動5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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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022 　00020620000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879
-

　　33020620500
　　區公所業務

281
-

02

　　　33020620501
　　　民政業務

281
-
一、追加預算數281千元，包括:
　　業務費28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81千元
　　增列 業務費28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垃圾處理場所回饋金辦理海風里活動
經費281千元。

01

　　330206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598
-

04

　　　330206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598
-
一、追加預算數598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9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98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59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垃圾處理場所回饋金辦理海風里購
置公園環境維護用割草機經費98千元。
2.追加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工
程500千元。

01

023 　00020630000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2,099
-877

　　33020630500
　　區公所業務

1,000
-187

02

　　　33020630501
　　　民政業務

910
-
一、追加預算數910千元，包括:
　　業務費91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910千元
　　增列 業務費91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垃圾掩埋場回饋金辦理竹林、犁
分、晉江、西勢、公明里5里回饋區居民辦
理各項活動及清潔維護等經費755千元。
2.追加台電公司105年度輸變電促協金(施
工中)-中港~中科345kV線路10-15C工程(完
工後)辦理埔子里慶安宮志工隊購置制服及
環保志工隊各項活動等經費155千元。

01

　　　33020630502
　　　經建業務

90
-
一、追加預算數90千元，包括:
　　業務費9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90千元

02

丁 - 71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增列 業務費9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台電公司105年度輸變電促協金(施工
中)-中港~中科345kV線路10-15C工程(完工
後)辦理埔子里節約用電宣導等經費90千
元。

　　　33020630503
　　　人文業務

-
-187

一、追減預算數187千元，包括:
　　業務費18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87千元
　　減列 業務費187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台電年度促協金(運轉中)-辦理人文藝
術觀光慶典等相關活動經費187千元。

03

　　330206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79
-690

04

　　　3302063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79
-690

一、追加預算數279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79千元
　　追減預算數69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69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411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79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69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台電促協金(運轉中)-辦理環境改造
及綠美化等經費690千元。
2.追加台電公司105年度輸變電協助金(施
工中)-中港~中科345kV線路1-21工程(完工
後)辦理設置公車候車亭或座椅等經費75千
元。
3.追加垃圾掩埋場回饋金辦理竹林里公共
設施及雜項設備等204千元。

01

　　68020630200
　　社政業務

820
-

06

　　　68020630201
　　　社會福利

820
-
一、追加預算數820千元，包括:
　　業務費130千元
　　獎補助費69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3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9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台電公司105年度輸變電促協金(施
工中)-中港~中科345kV線路#10-#15C工程
(完工後)辦理埔子里各項活動等經費130千
元。
2.追加台電年度促協金(運轉中)-辦理發放
本區區民身故慰問金及婦女生育補助津貼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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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690千元。

024 　00020640000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28,900
-

　　33020640500
　　區公所業務

5,100
-

02

　　　33020640501
　　　民政業務

474
-
一、追加預算數474千元，包括:
　　業務費47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74千元
　　增列 業務費47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臺中市大甲區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地
方經費474千元。

01

　　　33020640502
　　　經建業務

4,626
-
一、追加預算數4,626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4,62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62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62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中威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補助建
興社區辦理環境衛生、綠美化提升生活品
質及公共設施維護事項等經費46千元。
2.追加臺中市中科放流管沿線自來水專案
補助計畫4,580千元。

02

　　3302064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3,800
-

04

　　　3302064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3,800
-
一、追加預算數23,8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3,8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3,8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3,8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臺中市大甲區日南驛站周邊休憩空
間改善工程(第二期)20,000千元。
2.追加臺中市大甲區文武里等五里活動中
心基礎公共設施改善計畫1,800千元。
3.追加辦理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
施工程2,000千元。

01

025 　00020650000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322
-

　　3302065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22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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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02065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22
-
一、追加預算數322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2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22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2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后里區應急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金
辦理埤頭里社區綠美化用水設施安全維護
工程22千元。
2.追加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工
程300千元。

01

026 　00020660000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500
-

　　330206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500
-

04

　　　3302066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500
-
一、追加預算數5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工程
500千元。

01

027 　00020670000
　臺中市烏日區公所

17,388
-983

　　33020670100
　　一般行政

100
-

01

　　　33020670101
　　　行政管理

100
-
一、追加預算數1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補助辦公
廳舍周邊綠美化費用100千元。

01

　　33020670500
　　區公所業務

15,641
-795

02

　　　33020670501
　　　民政業務

15,413
-567

一、追加預算數15,413千元，包括:
　　業務費108千元
　　獎補助費15,305千元
　　追減預算數567千元，包括:
　　業務費56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4,846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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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減列 業務費56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5,30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補助相
關計畫經費15,413千元。
2.追減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補助公
墓周邊樹木修剪及綠美化費用567千元。

　　　33020670502
　　　經建業務

73
-73

一、追加預算數73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73千元
　　追減預算數73千元，包括:
　　業務費7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列 業務費7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7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臺中市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補助本
區前竹里及五光里辦理文康聯誼及其他社
會福利活動等費用73千元。
2.追加臺中市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補助本
區前竹里及五光里辦理獎助學金生育補助
金等費用73千元。

02

　　　33020670503
　　　人文業務

155
-155

一、追加預算數155千元，包括:
　　業務費155千元
　　追減預算數155千元，包括:
　　業務費15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列 業務費155千元
　　減列 業務費15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櫻是烏日美-溪尾賞櫻活動費用155
千元。
2.追加柳川河畔生態保護健走運動推廣計
畫155千元。

03

　　3302067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80
-188

04

　　　3302067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80
-188

一、追加預算數1,08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080千元
　　追減預算數188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8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92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8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8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補助學
田里辦理回饋金補助案件經費188千元。
2.追加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補助學
田里購置公害監督巡守電動機車1輛80千
元。
3.追加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經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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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費1,000千元。

　　68020670200
　　社政業務

567
-

06

　　　68020670201
　　　社會福利

567
-
一、追加預算數567千元，包括:
　　業務費56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67千元
　　增列 業務費56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補助烏日
區災民收容所修繕經費567千元。

01

029 　00020690000
　臺中市神岡區公所

1,250
-

　　330206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250
-

04

　　　3302069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250
-
一、追加預算數1,25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2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5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2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經
費，1,250千元。

01

030 　00020700000
　臺中市大肚區公所

1,792
-

　　33020700500
　　區公所業務

416
-

02

　　　33020700501
　　　民政業務

416
-
一、追加預算數416千元，包括:
　　業務費41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16千元
　　增列 業務費41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5年大肚區成功里慶祝重陽節暨節
約能源宣導活動208千元。
2.追加文山垃圾處理場回饋大肚區大東里
辦理有關居民文康、體育、藝文、敬老慈
幼環境教育、垃圾分類宣導活動等相關事
項經費208千元。

01

　　33020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376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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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0207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376
-
一、追加預算數1,376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37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376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37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文山垃圾處理場回饋大肚區大東里
及大肚區各里辦理公共設施之興建及其維
護管理、環境衛生及綠美化事項工程類經
費626千元。
2.追加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經
費750千元。

01

031 　00020710000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1,000
-

　　330207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0
-

04

　　　330207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0
-
一、追加預算數1,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工
程，1,000千元。

01

032 　00020720000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1,964
-

　　330207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964
-

04

　　　330207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964
-
一、追加預算數1,964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104千元
　　獎補助費8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964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10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86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5年后里區廣福里道路排水工程
1,104千元。
2.追加補助后里區育英國小辦理改善教學
環境設施及設備經費-教室窗簾、飲水機及
視廳教室設備等860千元。

01

034 　00020740000
　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2,7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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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020740500
　　區公所業務

172
-

02

　　　33020740501
　　　民政業務

172
-
一、追加預算數172千元，包括:
　　業務費17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72千元
　　增列 業務費17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霧峰區(當地區)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
基層獎勵經費-辦理環保業務宣導等活動
172千元。

01

　　3302074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555
-

04

　　　3302074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555
-
一、追加預算數2,555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55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55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55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霧峰區(當地區)垃圾衛生掩埋場回
饋基層建設經費-辦理路面修復等公共設施
改善工程735千元。
2.追加霧峰區長青學苑周邊公共設施工程
1,020千元。
3.追加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工
程800千元。

01

035 　00020750000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

1,548
-

　　33020750500
　　區公所業務

241
-

02

　　　33020750501
　　　民政業務

241
-
一、追加預算數241千元，包括:
　　業務費24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41千元
　　增列 業務費24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金241千元。

01

　　3302075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307
-

04

　　　3302075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307
-
一、追加預算數1,307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30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307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30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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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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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追加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工
程1,000千元。
2.追加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金307千元。

036 　00020760000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1,408
-

　　33020760500
　　區公所業務

427
-

02

　　　33020760501
　　　民政業務

312
-
一、追加預算數312千元，包括:
　　業務費31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12千元
　　增列 業務費31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本區回饋里之文康及藝文活動
宣導等經費112千元。
2.追加辦理犁份義警、義消、民防及新庄
里環保志工隊等各項活動經費200千元。

01

　　　33020760502
　　　經建業務

15
-
一、追加預算數15千元，包括:
　　業務費1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5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新庄里社區活動中心會議桌採購
15千元。

02

　　　33020760503
　　　人文業務

100
-
一、追加預算數1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東海里藝文節慶活動經費100千
元。

03

　　330207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731
-

04

　　　3302076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731
-
一、追加預算數731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73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31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73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東海里巷道路面改善工程95千
元。
2.追加辦理本區回饋里之環境綠美化及維
護等工程336千元。
3.追加辦理新庄、東海、新東、南寮地方
建設公共建設款3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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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58020761000
　　農林管理業務

60
-

05

　　　58020761001
　　　農林管理業務

60
-
一、追加預算數60千元，包括:
　　業務費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0千元
　　增列 業務費6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農業甘藷及雜糧產銷班各項活動
經費60千元。

01

　　68020760200
　　社政業務

190
-

06

　　　68020760201
　　　社會福利

190
-
一、追加預算數190千元，包括:
　　業務費19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9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9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新庄里社區發展協會含長壽俱樂
部、家政班及槌球隊等相關經費190千元。

01

037 　00020770000
　臺中市外埔區公所

1,474
-

　　33020770500
　　區公所業務

474
-

02

　　　33020770501
　　　民政業務

474
-
一、追加預算數474千元，包括:
　　業務費74千元
　　獎補助費4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74千元
　　增列 業務費7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外埔區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金474千
元。

01

　　3302077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0
-

04

　　　3302077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0
-
一、追加預算數1,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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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追加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工程
計畫1,000千元。

038 　00020780000
　臺中市大安區公所

32,024
-

　　33020780500
　　區公所業務

474
-

02

　　　33020780501
　　　民政業務

474
-
一、追加預算數474千元，包括:
　　業務費13千元
　　獎補助費46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74千元
　　增列 業務費1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6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5年垃圾掩埋場回饋金474千元。

01

　　330207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1,550
-

04

　　　3302078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1,550
-
一、追加預算數31,55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1,5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1,55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1,5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臺中市大安區濱海廊道觀光環境營
造計畫30,000千元。
2.追加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大安區地方建設補助案」950千元。
3.追加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工
程600千元。

01

039 　00020790000
　臺中市新社區公所

350
-

　　330207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50
-

04

　　　3302079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50
-
一、追加預算數35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5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工程
350千元。

01

03 0003000000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15,6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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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001 　0003100000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15,630
-

　　33031000600
　　區里行政

15,630
-

02

　　　33031000601
　　　區政監督及里鄰組織

15,630
-
一、追加預算數15,630千元，包括:
　　業務費15,63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5,6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63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委託各區公所辦理地方活動經費補
助計畫2,000千元。
2.追加辦理各區公所里鄰長工作外套採購
經費13,630千元。

01

05 000500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610,755
-

001 　000516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600,000
-

　　51051600300
　　教育資源管理

600,000
-

01

　　　51051600301
　　　各項教育業務

600,000
-
一、追加預算數600,0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60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00,0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0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托育一條龍-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600,000千元。

01

002 　00051610000
　臺中市體育處

10,755
-

　　53051610100
　　一般行政

757
-

01

　　　53051610101
　　　行政管理

757
-
一、追加預算數757千元，包括:
　　人事費75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57千元
　　增列 人事費75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法定編制人員4人757千元。

01

　　53051610200
　　體育業務

9,998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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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53051610201
　　　計畫業務

4,766
-
一、追加預算數4,766千元，包括:
　　業務費4,76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766千元
　　增列 業務費4,76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北區水源段186-9地號土地補
徵102-104年度地價稅差額」2,256千元。
2.追加辦理「105年地價稅差額」2,510千
元。

01

　　　53051610202
　　　運動業務

5,232
-
一、追加預算數5,232千元，包括:
　　業務費2,000千元
　　獎補助費3,23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232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23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5年運動i臺灣計畫專案」
3,832千元。
2.追加辦理參加「第34屆東亞運動會總會
理事會暨特設委員會議」旅費1,000千元。
3.追加辦理參加「第34屆東亞運動會總會
理事會暨特設委員會議」相關經費400千
元。

02

06 000600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主管

153,942
-

001 　00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53,942
-

　　61061700200
　　產業發展與管理

239
-

02

　　　61061700201
　　　工商業規劃與發展

239
-
一、追加預算數239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39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3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39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補助臺中市中小企業辦理臺中市地方
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經費239千元。

01

　　61061700400
　　商業管理及輔導

4,500
-

04

　　　61061700402
　　　商圈管理及輔導

4,500
-
一、追加預算數4,500千元，包括:
　　業務費4,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5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500千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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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臺中市龍井及海線地區商圈行
銷計畫3,000千元。
2.追加辦理臺中市山城地區商圈行銷計畫
1,500千元。

　　61061700500
　　公用事業業務

20,724
-

05

　　　61061700501
　　　公用事業管理

20,724
-
一、追加預算數20,724千元，包括:
　　人事費700千元
　　業務費10,300千元
　　獎補助費9,72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724千元
　　增列 人事費7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3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9,72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參與經濟部104年度「縣市創意節電
競賽活動計畫」之有功人員獎勵金700千
元。
2.追加辦理經濟部104年度「縣市創意節電
競賽活動計畫」之抽獎活動獎品74千元。
3.追加辦理「臺中市社區與產業節電輔導
與改善委託專業服務案」費用9,226千元。
4.追加辦理節電(能)等措施推廣1,000千
元。
5.追加補助本市和平區公所辦理105年度水
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計畫4,357千元。
6.追加辦理補助集合式住宅等節能設備
5,367千元。

01

　　61061700600
　　市場管理

19,683
-

06

　　　61061700601
　　　公民有零售市場管理

19,683
-
一、追加預算數19,683千元，包括:
　　業務費19,68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9,683千元
　　增列 業務費19,68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第一廣場102年度至105年度基地租
金17,683千元。
2.追加本市大肚、龍井、梧棲、清水及沙
鹿公有市場行銷活動計畫1,000千元。
3.追加本市大肚、龍井、梧棲、清水及沙
鹿公有市場硬體修繕1,000千元。

01

　　61061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8,796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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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610617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8,796
-
一、追加預算數108,796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7,216千元
　　獎補助費101,5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8,796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7,21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01,5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各公有市場節能(電)改善工程3,000
千元。
2.追加配合經濟部水利署補助辦理臺中市
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1,216千元。
3.追加配合推動智慧節電計畫辦理公有市
場空調設備維護及更換3,000千元。
4.追加行政院特核准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
款補助台灣自來水公司辦理無自來水地區
供水改善計畫105年度第二期86,982千元。
5.追加台電電協會105年度發電年度促協
金-補助自來水公司辦理海線地區自來水延
管計畫9,478千元。
6.追加台電電協會105年度輸變電(運轉中)
年度促協金-補助自來水公司辦理龍井區自
來水延管計畫1,370千元。
7.追加配合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市和平區
公所辦理簡易自來水搶險搶修計畫工程
3,750千元。

01

07 000700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主管

794,537
-119,011

001 　000718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794,537
-119,011

　　60071800400
　　道路橋樑工程

755,196
-119,011

05

　　　60071800401
　　　道路橋樑工程養護

600,000
-
一、追加預算數600,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60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00,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60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道路橋樑養護小型工程計畫200,000
千元。
2.追加路平專案計畫400,000千元。

01

　　　60071800403
　　　道路工程

155,196
-119,011

一、追加預算數155,196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55,196千元
　　追減預算數119,011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19,01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6,18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55,196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19,011千元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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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大雅區學雅段148及147部分地號土
地用地徵收27,000千元。
2.追加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聯絡道延伸至
芬園段新闢工程市庫款119,011千元。
3.追減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聯絡道延伸至
芬園段新闢工程中央補助款119,011千元。
4.追加國4神岡聯絡道至中清路高鐵橋下道
路開闢工程委託技術服務費5,041千元。
5.追加東區信義街打通銜接臺糖區徵工程
費4,144千元。

　　72071800100
　　景觀工程

39,341
-

08

　　　72071800103
　　　景觀工程

39,341
-
一、追加預算數39,341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9,34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9,341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9,34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文華高中通學路線人本人行道建置
計畫1,000千元。
2.追加北屯區捷運沿線人本人行道建置計
畫1,000千元。
3.追加文心森林公園人本人行道建置計畫
1,000千元。
4.追加清水歷史街區風華再現景觀改善計
畫1,000千元。
5.追加105年度臺中市沙鹿區北勢國小與國
中市區道路人本環境改善工程1,000千元。
6.追加105年度臺中市沙鹿區沙鹿國小與國
中市區道路人本環境改善工程1,000千元。
7.追加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街廓環境改造
工程11,880千元。
8.追加臺中市立順天國民中學周遭人行道
改善工程4,900千元。
9.追加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高中社區週邊人
行環境改善計畫561千元。
10.追加臺中市清水區鰲峰路及中清路九段
通學步道環境改善工程16,000千元

03

08 00080000000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主管

473,442
-11,044

001 　00081900000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249,469
-

　　60081900200
　　交通管理業務

6,545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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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60081900201
　　　交通規劃

6,000
-
一、追加預算數6,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6,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6,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雙港輕軌系統延伸路網可行性研究
6,000千元。

01

　　　60081900205
　　　運輸管理

545
-
一、追加預算數545千元，包括:
　　業務費175千元
　　獎補助費37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45千元
　　增列 業務費17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7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交通部補助辦理105年度「臺中市無
障礙計程車申請補助營運計畫」駕駛人教
育訓練費、行銷費等175千元。
2.追加交通部補助辦理105年度「臺中市無
障礙計程車申請補助營運計畫」營運獎勵
金370千元。

04

　　600819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42,924
-

04

　　　600819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42,924
-
一、追加預算數242,924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32,924千元
　　獎補助費1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42,924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32,92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5年度交通管制設施維護及設置工
程30,000千元。
2.追加105年度旅行時間計算平台提升計畫
136千元。
3.追加花毯節交通疏運計畫2,788千元。
4.追加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提撥
計畫200,000千元。
5.追加交通部補助辦理105年度「臺中市無
障礙計程車申請補助營運計畫」購車補助
10,000千元。

01

002 　00081910000
　臺中市公共運輸處

164,973
-

　　60081910700
　　公共運輸業務

149,000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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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60081910701
　　　綜合規劃

9,800
-
一、追加預算數9,800千元，包括:
　　業務費9,8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9,8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9,8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
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第1波後續申請計
畫(第3次)-車2(干城)客運轉運中心、霧峰
轉運中心、大甲轉運中心及沙鹿轉運中心
規劃及設計」8,000千元。
2.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
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第1波後續申請計
畫(第3次)-臺中市公共運輸政策及路網行
銷計畫」1,800千元。

01

　　　60081910702
　　　營運與管理

129,200
-
一、追加預算數129,2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200千元
　　獎補助費128,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9,2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28,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
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第1波後續申請計
畫(第2次)-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及服務評
鑑」1,200千元。
2.追加臺中市公車跨縣市(苗栗、彰化及南
投)營運計畫(市庫配合款)8,000千元。
3.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
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第1波競爭型計畫-
市區汽車客運載客績效獎勵計畫」30,000
千元。
4.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
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第1波後續申請計
畫(第2次)-市區汽車客運載客績效獎勵計
畫」90,000千元。

02

　　　60081910703
　　　運輸稽查

10,000
-
一、追加預算數10,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公
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第1波後續申請計畫
(第5次)-大型活動接駁疏運計畫」10,000
千元。

03

　　600819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5,973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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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600819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5,973
-
一、追加預算數15,973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403千元
　　獎補助費11,57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5,973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40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1,57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
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第1波後續申請計
畫(第3次)-建置公車動態系統-LED公車資
訊顯示器」4,403千元。
2.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
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第1波競爭型計畫-
新闢路線-幼獅工業區-臺中榮總」7,710千
元。
3.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
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第1波競爭型計畫-
臺中市公車建置一車多機設施」3,860千
元。

01

003 　00081920000
　臺中市捷運工程處

50,000
-11,044

　　60081920100
　　一般行政

-
-1,044

01

　　　60081920101
　　　行政管理

-
-1,044

一、追減預算數1,044千元，包括:
　　業務費1,04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044千元
　　減列 業務費1,044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投資案
徵求作業費1,044千元。

01

　　600819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50,000
-10,000

02

　　　600819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50,000
-10,000

一、追加預算數50,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0,000千元
　　追減預算數10,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0,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50,0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
提撥計畫10,000千元。
2.追加臺灣大道公車專用道路面封層計畫
50,0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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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004 　00081930000
　臺中市停車管理處

9,000
-

　　600819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9,000
-

02

　　　6008193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9,000
-
一、追加預算數9,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9,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9,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9,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智慧節電計畫-本市公有停車場智慧照
明9,000千元。

01

09 0009000000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主管

53,304
-

001 　0009200000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53,304
-

　　59092000100
　　一般行政

1,000
-

01

　　　59092000102
　　　充實經建業務設備

1,000
-
一、追加預算數1,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智慧節電計畫-本局所屬辦公廳舍
汰舊換新更換冷氣設備及空調系統與節電
控制設施計畫1,000千元。

02

　　59092000400
　　都市發展

2,378
-

02

　　　59092000403
　　　都市設計

898
-
一、追加預算數898千元，包括:
　　業務費89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98千元
　　增列 業務費89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5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898千
元。

03

　　　59092000404
　　　都市更新

1,480
-
一、追加預算數1,480千元，包括:
　　業務費1,4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48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4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委外成立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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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自主更新輔導團1,480千元。

　　59092000500
　　建管業務

49,926
-

03

　　　59092000502
　　　建照審核及管理

1,700
-
一、追加預算數1,7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7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7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7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5年度建立綠建築審核及抽查計畫
1,500千元。
2.追加105年度推動綠建築宣導計畫200千
元。

02

　　　59092000505
　　　住屋管理

6,489
-
一、追加預算數6,489千元，包括:
　　業務費6,489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489千元
　　增列 業務費6,489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臺中市東區練武段興辦社會住
宅先期規劃計畫1,500千元。
2.追加辦理臺中市北屯區同榮段興辦社會
住宅先期規劃案1,500千元。
3.追加辦理105年度臺中市西屯區惠來厝段
社會住宅BOT案規劃設計期間履約管理諮詢
顧問服務計畫1,200千元。
4.追加辦理105年度租屋服務平臺你租我管
試辦計畫2,289千元。

05

　　　59092000507
　　　充實經建業務設備

41,737
-
一、追加預算數41,737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1,73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1,737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1,73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臺中市北屯區北屯段社會住宅委託
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26,737千元。
2.追加105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推
動建築物騎樓整平計畫15,000千元。

07

10 001000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71,378
-46

001 　00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46,639
-46

　　58102100200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

39,032
-46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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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58102100201
　　　農政及作物生產輔導

12,762
-
一、追加預算數12,762千元，包括:
　　人事費1,559千元
　　業務費7,321千元
　　獎補助費3,88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762千元
　　增列 人事費1,559千元
　　增列 業務費7,32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882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農作物污染監測管制及損害查
處計畫235千元。
2.追加辦理加強肥料管理計畫80千元。
3.追加辦理農作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計畫
375千元。
4.追加辦理吉園圃2.0安全蔬果標章暨生產
追溯農產品輔導推廣計畫71千元。
5.追加辦理農機使用及免稅油管理計畫70
千元。
6.追加辦理農藥管理及品質管制計畫184千
元。
7.追加辦理火鶴花種植溯源管理計畫353千
元。
8.追加辦理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景
觀作物專區計畫223千元。
9.追加辦理小地主大專業農政策地區性推
廣與宣導計畫235千元。
10.追加辦理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計畫950
千元。
11.追加辦理105年雜糧特作產業結構調整
暨建構產業新價值鏈計畫547千元。
12.追加辦理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制度輔導
計畫50千元。
13.追加辦理強化植物有害生物防範措施計
畫2,378千元。
14.追加辦理強化農業資訊調查與預警制度
計畫5,144千元。
15.追加辦理植物種苗產業輔導計畫55千
元。
16.追加辦理優良水稻推廣品種繁殖更新計
畫1,056千元。
17.追加辦理建構農業資源行動調查服務體
系計畫 58千元。
18.追加辦理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試辦計畫
168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5年度臺中市1月寒害農作物噴
水、噴霧防寒設備補助計畫530千元。

01

　　　58102100202
　　　農會及休閒農業輔導

21,584
-
一、追加預算數21,584千元，包括:
　　人事費150千元
　　業務費9,834千元
　　獎補助費11,6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1,584千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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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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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增列 人事費1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9,83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1,600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5年度強化農會主管機關輔導
功能計畫384千元。
2.追加辦理105年度休閒農業區跨域整備計
畫13,843千元。
3.追加辦理105年度農村再生區域產業輔導
計畫-發現臺中新農遊~來去臺中好休閒
1,300千元。
4.追加辦理105年新社花海活動之「接駁車
經費」、「義交協勤費」及「灑水車、接
駁站及停車場整地費用5,000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5年度休閒農業區跨域整備計畫
1,057千元。

　　　58102100203
　　　畜牧行政輔導

636
-46

一、追加預算數636千元，包括:
　　人事費5千元
　　業務費563千元
　　獎補助費68千元
　　追減預算數46千元，包括:
　　業務費4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90千元
　　增列 人事費5千元
　　增列 業務費563千元
　　減列 業務費4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8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5年度養羊產業結構調整計畫
25千元。
2.追加辦理105年度加強飼料生產與衛生安
全管理計畫70千元。
3.追加辦理105年度畜牧場登記與管理計畫
75千元。
4.追加辦理105年度強化畜牧場斃死畜禽管
理計畫280千元。
5.追加辦理105年度強化畜牧場污泥清理再
利用計畫8千元。
6.追加辦理105年度強化畜禽糞管理及再利
用計畫20千元。
7.追加辦理105年度強化雞糞再利用輔導計
畫52千元。
8.追加辦理強化畜牧場斃死畜禽管理計畫
46千元。
9.追減辦理畜牧生產輔導及產業推展相關
計畫46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5年度強化畜牧場污泥清理再利
用計畫60千元。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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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02100204
　　　農地利用與管理

3,634
-
一、追加預算數3,634千元，包括:
　　人事費619千元
　　業務費549千元
　　獎補助費2,46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634千元
　　增列 人事費619千元
　　增列 業務費54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466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5年度臺中市加強農地利用管
理計畫1,080千元。
2.追加辦理105年度推動優良農地整合加值
利用計畫2,554千元。

04

　　　58102100206
　　　農產運銷加工輔導

416
-
一、追加預算數416千元，包括:
　　人事費205千元
　　業務費21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16千元
　　增列 人事費205千元
　　增列 業務費211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5年度有機農糧產品及有機農糧
加工品檢查及檢驗計畫416千元。

05

　　58102100300
　　林業與自然保育管理業務

7,607
-

03

　　　58102100301
　　　林政與自然保育管理

7,607
-
一、追加預算數7,607千元，包括:
　　人事費110千元
　　業務費5,377千元
　　獎補助費2,12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607千元
　　增列 人事費11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37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120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5年度山坡地超限利用改正造
林計畫50千元。
2.追加辦理105年度臺中市漂流木清運及林
業訪查計畫200千元。
3.追加辦理105年度林產產銷輔導計畫397
千元。
4.追加辦理105年度臺中市珍貴老樹保育計
畫550千元。
5.追加辦理105年度臺中市推動野生動植物
合理利用之管理計畫900千元。
6.追加辦理105年度褐根病防治計畫1,300
千元。
7.追加辦理105年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
畫─食水嵙溪雙翠水壩濕地保育行動計畫
6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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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8.追加辦理105年度臺中市生物多樣性保育
及入侵種管理計畫2,300千元。
9.追加辦理105年度入侵植物防治計畫
1,200千元。
10.追加辦理105年度臺中市政府輔導農民
辦理防治臺灣獼猴危害農作示範計畫60千
元。

002 　00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22,589
-

　　58102110700
　　動物保護與管理

2,379
-

02

　　　58102110701
　　　動物保護

2,379
-
一、追加預算數2,379千元，包括:
　　人事費56千元
　　業務費1,843千元
　　獎補助費4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379千元
　　增列 人事費56千元
　　增列 業務費1,84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加強動物保護行政效能計畫2,029千
元。
2.追加加強犬貓絕育計畫350千元。

01

　　58102110800
　　動物防疫與檢驗

135
-

03

　　　58102110804
　　　動物藥品管理

135
-
一、追加預算數135千元，包括:
　　業務費13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35千元
　　增列 業務費13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加強動物用藥品抽查取締及宣導工作
計畫135千元。

04

　　581021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0,075
-

04

　　　581021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0,075
-
一、追加預算數20,075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0,07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07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0,07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畫
20,07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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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003 　00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2,150
-

　　58102120900
　　漁業及海岸管理

2,150
-

02

　　　58102120901
　　　漁業行政及漁港管理

2,150
-
一、追加預算數2,150千元，包括:
　　人事費30千元
　　業務費946千元
　　獎補助費1,17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150千元
　　增列 人事費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94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17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5年度活化人工魚礁區及天然
礁區計畫150千元。
2.追加辦理105年度臺中市濕地型保護區經
營管理計畫1,600千元。
3.追加辦理2016臺中梧棲小卷季計畫400千
元。　
　
　

01

11 001100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主管

620
-

001 　00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620
-

　　61112200700
　　觀光管理

620
-

02

　　　61112200702
　　　觀光產業管理業務

200
-
一、追加預算數200千元，包括:
　　業務費2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5年臺中市執行違法旅宿取締工
作計畫相關業務經費200千元。

02

　　　61112200704
　　　觀光旅遊行銷與推廣

240
-
一、追加預算數240千元，包括:
　　業務費24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4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4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2016臺中藍帶海洋觀光季相關業
務經費24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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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61112200705
　　　觀光企劃與發展

180
-
一、追加預算數180千元，包括:
　　業務費1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8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5年借問站創新旅遊服務推廣計
畫相關業務經費180千元。

05

12 001200000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主管

329,696
-27,404

001 　001223000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24,116
-23,954

　　67122300100
　　社會救濟

2,000
-

02

　　　67122300101
　　　社會救濟

2,000
-
一、追加預算數2,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2,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計畫2,000千
元。

01

　　68122300100
　　一般行政

1,191
-

03

　　　68122300101
　　　行政管理

1,191
-
一、追加預算數1,191千元，包括:
　　業務費1,19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91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9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補徵北區水源段186-9地號應補繳
100年至101年地價稅差額1,191千元。

01

　　68122300200
　　社政業務

313,075
-23,954

04

　　　68122300201
　　　社會福利

313,075
-23,954

一、追加預算數313,075千元，包括:
　　人事費826千元
　　業務費5,699千元
　　獎補助費306,550千元
　　追減預算數23,954千元，包括:
　　業務費1,204千元
　　獎補助費22,7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89,121千元
　　增列 人事費826千元
　　增列 業務費5,69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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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減列 業務費1,20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06,55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2,7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臺中市老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保險
費自付額補助300,000千元。
2.追加臺中市公設民營清水托嬰中心及沙
鹿托嬰中心購置設施設備及修繕計畫2,000
千元。
3.追加臺中市充實海線社區照顧老人設施
設備及修繕計畫1,500千元。
4.追加臺中市海線社區照顧服務中心修繕
計畫2,500千元。
5.追加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
服務計畫2,050千元。
6.追加臺中市海線輔具資源中心充實設備
方案500千元。
7.追加委託各區公所辦理社區活動中心修
繕工程暨充實設施設備計畫2,445千元。
8.追加社工人員執行風險業務工作補助費
793千元。
9.追加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
計畫-辦理ICF業務450千元。
10.追加105年臺中市八仙樂園粉塵暴燃個
案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計畫837千元。
11.追減105年度建構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
畫-家庭托育費用補助9,908千元。
12.追減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實
施計畫341千元。
13.追減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服務佈建計
畫412千元。
14.追減建構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網絡
服務模式計畫39千元。
15.追減補助低收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用11,250千元。
16.追減105年臺中市八仙樂園粉塵暴燃個
案生活重建服務中心計畫2,004千元。

　　681223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7,850
-

06

　　　681223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7,850
-
一、追加預算數7,85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6,350千元
　　獎補助費1,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85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6,35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臺中市公設民營清水托嬰中心及沙
鹿托嬰中心購置設施設備及修繕工程6,350
千元。
2.追加臺中市充實海線社區照顧老人設施
設備及修繕工程1,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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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追加臺中市海線輔具資源中心充實設備
方案500千元。

002 　00122310000
　臺中市立仁愛之家

1,100
-

　　681223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00
-

03

　　　681223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00
-
一、追加預算數1,1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1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1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園區修繕計畫1,100千元。

01

003 　00122320000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

4,480
-3,450

　　68122320100
　　一般行政

-
-250

01

　　　68122320101
　　　行政管理

-
-250

一、追減預算數250千元，包括:
　　業務費2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50千元
　　減列 業務費25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辦理社工人身安全及教育訓練方案250
千元。

01

　　68122320700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3,450
-

02

　　　68122320701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
　　　作

3,450
-
一、追加預算數3,45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3,4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45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4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補助成人保護及性侵害保護性個案
庇護計畫2,250千元。
2.追加補助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緊急
生活扶助等計畫1,200千元。

01

　　68122320800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1,030
-3,200

03

　　　68122320801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1,030
-3,200

一、追加預算數1,030千元，包括:
　　人事費693千元
　　業務費33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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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追減預算數3,2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200千元
　　獎補助費2,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170千元
　　增列 人事費693千元
　　增列 業務費337千元
　　減列 業務費1,20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105年度充實地
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中央補助
款差額1,030千元。
2.追減委託機關或團體辦理兒童及少年保
護個案家庭處遇服務計畫1,200千元。
3.追減補助社團法人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
懷協會辦理臺中市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及宿
舍補助協助方案四成地方編列配合自籌款
900千元。
4.追減補助兒童及少年保護安置及寄養服
務（含補助貧困失依兒童與少年、機構安
置、設籍本市由外縣市寄養與機構安置費
用）1,100千元。

14 0014000000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主管

1,500
-

001 　0014270000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1,500
-

　　77142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500
-

05

　　　77142709001
　　　局本部建築及設備

1,500
-
一、追加預算數1,5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5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沙鹿區公明國中外圍周邊及梧棲區文
化里監視器設備規劃案1,500千元。

01

15 0015000000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主管

20,896
-

001 　0015300000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20,896
-

　　33153001200
　　消防業務

301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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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153001202
　　　火災預防

150
-
一、追加預算數150千元，包括:
　　業務費1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內政部消防署105年評鑑本市績優
災害防救團體充實救災裝備補助案(購置工
作服（外套）等)150千元。

02

　　　33153001204
　　　災害搶救

151
-
一、追加預算數151千元，包括:
　　業務費15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51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內政部消防署105年評鑑本市績優
災害防救團體充實救災裝備補助案(購置救
護包等)151千元。

04

　　331530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0,595
-

04

　　　331530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0,595
-
一、追加預算數20,595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0,59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59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0,59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第三救災救護大隊車籠埔分隊
廳舍新建工程9,393千元。
2.追加辦理消防廳舍耐震能力補強改善工
程(新社分隊、四平分隊及大里分隊)5,000
千元。
3.追加辦理第三救災救護大隊車籠埔分隊
新廳舍快速滑昇門設備2,100千元。
4.追加辦理第三救災救護大隊車籠埔分隊
新廳舍空調及辦公設備採購案3,353千元。
5.追加辦理內政部消防署105年評鑑本市績
優災害防救團體充實救災裝備補助案(購置
水域裝備、氣瓶等)749千元。

01

16 001600000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主管

23,432
-80

001 　001631000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23,432
-80

　　70163100200
　　衛生業務

23,291
-8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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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70163100206
　　　保健工作

23,291
-80

一、追加預算數23,291千元，包括:
　　人事費70千元
　　業務費4,586千元
　　獎補助費18,635千元
　　追減預算數80千元，包括:
　　業務費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3,211千元
　　增列 人事費7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586千元
　　減列 業務費8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8,63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衛生保健工作計畫1,081千元。
2.追加菸害防制工作計畫3,575千元。
3.追加「減免優生保健相關措施費用補助
相關作業及經費預算」18,635千元。
4.追減菸害防制工作計畫80千元。

　

06

　　701631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41
-

05

　　　701631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41
-
一、追加預算數141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4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41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4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菸害防制工作計畫141千元。

01

17 00170000000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主管

1,000
-

001 　00173500000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00
-

　　731735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0
-

06

　　　731735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0
-
一、追加預算數1,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智慧節電計畫-本府州廳或所屬辦
公處所冷氣機設備經費1,000千元。

01

18 001800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93,297
-3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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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001 　00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1,503
-5,704

　　53183600600
　　文教活動

4,715
-2,981

02

　　　53183600601
　　　藝文推廣

4,415
-1,251

一、追加預算數4,415千元，包括:
　　業務費2,990千元
　　獎補助費1,425千元
　　追減預算數1,251千元，包括:
　　業務費1,25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164千元
　　增列 業務費2,990千元
　　減列 業務費1,25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42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2,380
千元。
2.追加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推動與輔導計
畫2,035千元。
3.追減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推動與輔導計
畫1,251千元。

01

　　　53183600611
　　　港區藝術中心

300
-580

一、追加預算數300千元，包括:
　　業務費300千元
　　追減預算數580千元，包括:
　　業務費5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8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5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各項教育研習活動、宣傳印刷等費
用300千元。
2.追減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推動與輔導計
畫580千元。

06

　　　53183600614
　　　葫蘆墩文化中心

-
-1,150

一、追減預算數1,150千元，包括:
　　業務費1,1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150千元
　　減列 業務費1,15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推動與輔導計畫
1,150千元。

09

　　531836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6,788
-2,723

04

　　　531836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6,788
-2,723

一、追加預算數6,788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6,788千元
　　追減預算數2,723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723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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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06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6,788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2,72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智慧節電計畫-更換節能燈具及
設置感應控制開關1,371千元。
2.追加辦理太平買菸場委託展示資料蒐集
及規劃設計監造作業費800千元。
3.追加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推動與輔導計
畫4,617千元。
4.追減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推動與輔導計
畫2,723千元。

002 　00183630000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78,665
-30,000

　　53183630600
　　文教活動

9,968
-

02

　　　53183630608
　　　有形文化資產維護

7,383
-
一、追加預算數7,383千元，包括:
　　業務費7,38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383千元
　　增列 業務費7,38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臺鐵舊山線鐵道文化景觀調查
研究計畫(臺中區段)1,140千元。
2.追加辦理市定古蹟外埔劉秀才宅修復及
再利用計畫1,386千元。
3.追加辦理市定古蹟彰化銀行繼光街宿舍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1,500千元。
4.追加辦理105年臺中市遺址監管及管理維
護計畫1,500千元。
5.追加辦理臺中樂成宮宮廟文物調查研究
計畫970千元。
6.追加辦理105年臺中市西大墩遺址展示規
劃設計887千元。

01

　　　53183630609
　　　無形文化資產維護

2,585
-
一、追加預算數2,585千元，包括:
　　業務費2,58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585千元
　　增列 業務費2,58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臺中市和平區大甲溪流域泰雅
族slamaw(斯拉茂)sqoyaw(司加耶武)群口
述傳統研究調查計畫760千元。
2.追加辦理臺中市傳統藝術-粧佛(脫胎造
像)保存調查計畫850千元。
3.追加辦理臺中市和平區大甲溪流域泰雅
族slamaw(斯拉茂)群傳統男子工藝調查計
畫825千元。
4.追加辦理2016全國古蹟日-站在世界遺產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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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的角度,跟著產業氛想台中計畫150千元。

　　531836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68,697
-30,000

03

　　　5318363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68,697
-30,000

一、追加預算數68,697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68,697千元
　　追減預算數30,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8,697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68,697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3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臺中市市定古蹟筱雲山莊第三
期修復暨再利用工程(含監造及工作報告)
17,321千元。
2.追加辦理臺中市古物大北門曲奏迎神扁
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392千元。
3.追加辦理財團法人臺中市大里杙福興宮
軟身媽祖被指定為重要古物保存環境提升
計畫984千元。
4.追加辦理臺中市市定古蹟清水黃家瀞園
修復暨再利用工程(含監造及工作報告書)
38,500千元。
5.追加辦理臺中市歷史建築「舊大安溪
橋」修復暨再利用工程(含監造及工作報告
書)11,500千元。
6.追減辦理臺中市市定古蹟清水黃家瀞園
修復暨再利用工程(含監造及工作報告書)
30,000千元。

01

003 　00183660000
　臺中市立圖書館

3,129
-

　　531836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129
-

03

　　　5318366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129
-
一、追加預算數3,129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129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129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129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智慧節電計畫-各分館節電改善工
程經費3,129千元。

01

19 001900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主管

37,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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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001 　001938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37,000
-

　　331938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7,000
-

04

　　　331938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7,000
-
一、追加預算數37,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7,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7,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7,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5年度農地重劃區緊急農水路改善計
畫37,000千元。

01

22 002200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主管

2,280
-

001 　002242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2,280
-

　　34224200300
　　稅捐稽徵業務

2,280
-

02

　　　34224200302
　　　消費稅稽徵業務

2,280
-
一、追加預算數2,280千元，包括:
　　業務費2,2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28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2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委託監理所代辦機動車輛代徵經費
2,280千元。

02

23 002300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主管

128,882
-

001 　00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28,882
-

　　58234301100
　　水利事務

128,621
-

02

　　　58234301101
　　　河川及區域排水

29,500
-
一、追加預算數29,5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9,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9,5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9,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臺中市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工
程(中正柳橋~南屯柳橋)22,500千元。
2.追加大肚區八輪中排安溪橋上游護岸改
善工程7,0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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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58234301106
　　　防災工程及防災整備

4,521
-
一、追加預算數4,521千元，包括:
　　人事費42千元
　　業務費4,479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521千元
　　增列 人事費42千元
　　增列 業務費4,479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5年度強化土石流防災整備及
應變研判計畫773千元。
2.追加辦理105年度土石流防災演練及宣導
執行計畫548千元。
3.追加辦理105年度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新
設水患自主防災社區3,200千元。

05

　　　58234301107
　　　水土保持、野溪及農路維
　　　護

87,500
-
一、追加預算數87,5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87,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7,5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87,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治山防洪減災治理及農路修建工程
80,000千元。
2.追加清水區舊庄溪及支流整治工程3,080
千元。
3.追加龍井區龍崗里鷺山坑溪河道整治工
程2,000千元。
4.追加東勢區興隆里興隆橋旁農路改善工
程720千元。
5.追加東勢區泰興里石嵙巷石圍墻小段
1129-3地號旁農路下邊坡改善工程1,000千
元。
6.追加東勢區詒福里往第四公墓農路上邊
坡改善工程700千元。

06

　　　58234301108
　　　坡地保育、利用及管理

1,100
-
一、追加預算數1,1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1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5年度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
定工作1,100千元。

07

　　　58234301109
　　　水利設施養護

6,000
-
一、追加預算數6,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6,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6,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龍井大排護岸修復工程3,000千元。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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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2.追加社子腳排水護岸改善工程3,000千
元。

　　582343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61
-

04

　　　582343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61
-
一、追加預算數261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30千元
　　獎補助費13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61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3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3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5年度充實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
處所設施及設備執行計畫261千元。

01

合計 2,931,851
-20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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