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一

備  註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總     計 46,147,572 408,305,403 454,452,975

秘書處小計 0 1,807,000 1,807,000

秘書處
辦理中港市政大樓頂樓設置

強化安全設施
1,807,000 1,807,000

研考會小計 0 20,000,000 20,000,000

研考會 1999話務中心搬遷及整修費 20,000,000 20,000,000

客家事務委員會小計 0 2,936,000 2,936,000

臺中市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公

共廁所新建工程及無障礙坡

道設置工程

1,616,000 1,616,000

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

(東勢區明正里客家生活文化

傳承步道營造計畫、土牛客

家文化館館舍景觀整修計畫)

市庫配合款

1,320,000 1,320,000

北區區公所小計 0 4,484,000 4,484,000

大里區公所小計 0 (1,000,000) (1,000,000)

大里區

公所

101年行政中心辦公廳舍新建

工程(先期規劃案)
(1,000,000) (1,000,000)

清水區公所小計 9,000,000 0 9,000,000

清水區銀聯段李仔山(廢棄)

公墓遷葬計畫
9,000,000 9,000,000

追減市庫款-人行路橋清潔 (60,000) (60,000)

追減市庫款-人文藝術光觀 (90,000) (90,000)

追減市庫款-志工訓練、參

訪、誤餐等
(200,000) (200,000)

追加市庫款-辦公廳舍電費 350,000 350,000

大雅區公所小計 100,000 0 100,000

大雅區

公所

大雅區永興段455、457、505

及506-1地號4筆市有土地101

年度地價稅

100,000 100,000

辦理本所辦公大樓1-3樓公廁

拆除重建工程

清水區

公所

北區公

所

客家事

務委員

會

4,484,000

101年度臺中市地方總預算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機關  說    明
預   算   金   額

4,4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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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岡區公所小計 340,000 0 340,000

石岡區

公所

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回饋

金
340,000 340,000

民政局小計 0 (19,543,880) (19,543,880)

民政局
追減各區常年里守望相助隊

購置巡邏汽車、機車經費
(19,543,880) (19,543,880)

生命禮儀管理所小計 0 9,474,000 9,474,000

崇德殯儀館小靈位整建工程 7,500,000 7,500,000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

安全檢查工程
1,974,000 1,974,000

霧峰區戶政事務所小計 0 0 0

工友退休替代方案進用臨時

人員1名薪資
50,000 50,000

追減業務費 (50,000) (50,000)

財政局小計 (20,000,000) 0 (20,000,000)

財政局
追減市有非公用房地應繳納

地價稅及房屋稅
(20,000,000) (20,000,000)

教育局小計 13,761,195 19,300,000 33,061,195

補助東山高中辦理增建專科

教室暨圖書館新建工程教室

教學設備

4,000,000 4,000,000

補助大同國小等21校廁所整

修
15,300,000 15,300,000

本市101學年度公立幼兒園之

人員薪資
13,761,195 13,761,195

經濟發展局小計 (1,200,000) 0 (1,200,000)

經濟發

展局

追減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補助

計畫分擔款-辦理地方展業發

展與行銷(配合款)

(1,200,000) (1,200,000)

建設局小計 6,000,000 141,995,306 147,995,306

建設局
101年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市

辦理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
(100,000,000) (100,000,000)

教育局

生命禮

儀管理

所

霧峰區

戶政事

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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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工程款 250,000,000 250,000,000

烏日區五光路（127線）自治

橋橋樑改建工程
6,009,494 6,009,494

101年建設局經管公有土地地

價稅
6,000,000 6,000,000

大肚區公所後台紙公司兒童

公園預定地用地徵收費
(14,543,000) (14,543,000)

高美濕地公68公園新闢工程

用地之用地費及地上物補償

費

6,715,812 6,715,812

清水區鎮政路道路工程租耕

土地救濟金
13,813,000 13,813,000

臺中港聯外道路『特8-50』

及『67-20』等道路開闢工程
(220,000,000) (220,000,000)

海堤路景觀美化改善工程及

興建景觀橋工程
200,000,000 200,000,000

捷運工程處小計 0 173,050,000 173,050,000

臺中生活圈高鐵沿線及筏子

溪自行車道建置工用地取得

協議價購案

1,400,000 1,400,000

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

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土地

開發場站共構設計費用

171,650,000 171,650,000

停車管理處小計 0 5,191,000 5,191,000

停車管

理處

開闢本市北屯區細停175停車

場案
5,191,000 5,191,000

農業局小計 500,000 0 500,000

農業局
農業局經管公有土地101年度

地價稅捐
500,000 500,000

社會局小計 28,117,000 0 28,117,000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專業人員

培訓暨身心障礙福利宣導暨

研習訓練計畫

(1,145,000) (1,145,000)

心智障礙者區日間作業設施

服務計畫
1,145,000 1,145,000

101年度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

津貼實施計畫 21,117,000 21,117,000

捷運工

程處

建設局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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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

補助 10,000,000 10,000,000

追減補助最低生活費2倍以下

國民年金保險費
(25,000,000) (25,000,000)

低收入戶特殊項目求助服

務、三節慰問金及租金補助
25,000,000 25,000,000

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追減至

衛生局
(3,000,000) (3,000,000)

勞工局小計 0 7,800,000 7,800,000

勞工局

青年勞工夢工場建築物空間

規劃設計、整建工程及設施

設備購置等費用

7,800,000 7,800,000

衛生局小計 3,000,000 0 3,000,000

強化「中藥摻西藥檢驗」業

務購置TLC/HPTLC照相定量系

統(運用購置氣相層析串聯質

譜儀標餘款)

397,500 397,500

追減購置氣相層析串聯質譜

儀標餘款
(397,500) (397,500)

101年度長期照顧整合性補助

計畫
2,512,772 2,512,772

追減70歲以上老人健康檢查

計畫(作為「101年度長期照

顧整合性補助計畫」配合款)

(2,512,772) (2,512,772)

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社會局

同額追減)
3,000,000 3,000,000

環境保護局小計 977,280 30,600,000 31,577,280

追加環保署補助辦理「一般

廢棄物資源循環推動計畫-巨

大廢棄物多元再利用」計畫

配合款

977,280 977,280

追加環保署補助「101年度購

置垃圾車計畫」之配合款
27,600,000 27,600,000

追加環保署補助辦理「一般

廢棄物資源循環推動計畫-廚

餘多元再利用」計畫配合款

3,000,000 3,000,000

文化局小計 1,200,000 7,890,000 9,090,000

衛生局

環境保

護局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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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教育部補助本市101年度

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

升級實施計畫

7,890,000 7,890,000

辦理「臺中市豐原漆器藝術

館整體規劃評估分析計畫」
1,200,000 1,200,000

文化資產管理中心小計 4,350,000 (680,000) 3,670,000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

配合款。
2,740,000 8,250,000 10,990,000

歷史建築臺中市役所OT案前

置作業計畫
200,000 200,000

臺中新社九庄媽遶境-大旗鑼

鼓班薪傳培訓計畫(無形文化

資產與保存技術推廣計畫)

350,000 350,000

文化資產區域環境保存活化

計畫修繕工程-霧峰區域文化

資產整合計畫(文化資產區域

環境活化計畫)

300,000 180,000 480,000

文化資產現勘、審查及審議

等委員出席交通費與辦理文

化資產鑑定、測繪等一般事

務費用

760,000 760,000

國定古蹟霧峰林宅第二期復

建再利用計畫案
(8,110,000) (8,110,000)

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辦

公室裝修及機房、設備改善

計畫

(1,000,000) (1,000,000)

水利局小計 5,000,000 5,000,000

水利局
辦公空間裝修改善及辦公設

備等
5,000,000 5,000,000

補至千元數 2,097 1,977 4,074

文化資

產管理

中心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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