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入來源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常門

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追加(減)預算數 說明

節目款 項

經常門合計 2,514,781
-1,280,082

01000000000
稅課收入

691,206
-

01

　01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41,158
-

002

　　01061700900
　　統籌分配稅

41,158
-

01

　　　01061700901
　　　統籌分配稅

41,158
-
行政院特核准「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補
助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無自來水
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三批)案。(依據經濟
部水利署104.9.25經水源字第10415126410號
函)(公用事業科)14,060千元
行政院特核准「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補
助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無自來水
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四批)案。(依據經濟
部水利署104.12.10經水源字第10415153560
號函)(公用事業科)27,098千元

01

　01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763
-

003

　　01102110900
　　統籌分配稅

763
-

01

　　　01102110901
　　　統籌分配稅

763
-
行政院主計總處補助辦理高病原性家禽流行
性感冒疫情所需撲殺補償費。(依據行政院主
計總處104.12.16主預國字第1040102696C號
函)107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辦
理家禽防疫處置費。(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5.1.12防檢一字第
1051470652號函)656千元

01

　012242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649,285
-

006

　　01224200100
　　土地稅

649,285
-

01

　　　01224200101
　　　地價稅

649,285
-
一般土地。598,000千元
自用住宅用地。26,065千元
工業用地或直接供工廠用地。25,220千元

01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546
-546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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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
-546

092

　　0318360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
-223

01

　　　03183600101
　　　罰金罰鍰

-
-223

追減圖書館外借圖書逾期繳納金。-188千元
追減兒童館、圖書館外借圖書逾期繳納金。
(大墩文化中心)-30千元
追減圖書館及圖書巡迴車外借圖書逾期繳納
金。(葫蘆墩文化中心)-5千元

01

　　03183600300
　　賠償收入

-
-323

02

　　　0318360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323

追減圖書館圖書、期刊資料損害更新。-264
千元
追減兒童館、圖書館圖書、期刊資料損害更
新賠償收入。(大墩文化中心)-50千元
追減圖書館圖書、期刊資料損害更新賠償收
入。(葫蘆墩文化中心)-9千元

01

　03183660000
　臺中市立圖書館

546
-

094

　　0318366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223
-

01

　　　03183660101
　　　罰金罰鍰

223
-
圖書館、兒童館及圖書巡迴車外借圖書逾期
繳納金。223千元

01

　　03183660300
　　賠償收入

323
-

02

　　　03183660301
　　　一般賠償收入

323
-
兒童館、圖書館圖書、期刊資料損害更新賠
償收入。323千元

01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3,924
-3,924

03

　04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
-3,924

091

　　04183600200
　　使用規費收入

-
-3,924

02

　　　04183600204
　　　資料使用費

-
-566

追減區圖書館資訊耗材工本費。-91千元
追減區圖書館補發借閱證工本費。-410千元
追減兒童館、圖書館補發借閱證工本費收
入。(大墩文化中心)-40千元
追減兒童館、圖書館資訊耗材列印暨影印工
本費收入。(大墩文化中心)-15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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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減兒童館、圖書館補發借閱證工本費。(葫
蘆墩文化中心)-10千元

　　　04183600213
　　　場地設施使用費

-
-1,128

追減區圖書館場地使用費(80%收支併列)。
-650千元
追減兒童館歡樂劇場場地使用費。(大墩文化
中心)-26千元
追減兒童館附屬館舍場地使用費。(大墩文化
中心)-348千元
追減兒童館演藝廳場地使用費。(大墩文化中
心)-104千元

02

　　　04183600214
　　　服務費

-
-2,230

追減辦理各項閱讀推廣活動報名費收入(收支
併列)。(葫蘆墩文化中心)-220千元
追減辦理各項親子及藝文研習活動報名費收
入(收支併列)。(大墩文化中心)-2,010千元

03

　04183660000
　臺中市立圖書館

3,924
-

093

　　04183660200
　　使用規費收入

3,924
-

01

　　　04183660204
　　　資料使用費

566
-
兒童館、圖書館資訊耗材列印工本費。106千
元
兒童館、圖書館補發借閱證工本費。460千元

01

　　　04183660213
　　　場地設施使用費

1,128
-
區圖書館場地使用費(80%收支併列)。650千
元
兒童館演藝廳場地使用費。104千元
兒童館歡樂劇場場地使用費。26千元
兒童館附屬館舍場地使用費。348千元

02

　　　04183660214
　　　服務費

2,230
-
辦理各項閱讀推廣活動報名費收入(收支併
列)。220千元
辦理各項親子及藝文研習活動報名費收入(收
支併列)。2,010千元

03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10,438
-438

04

　06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6,000
-

076

　　06061700100
　　財產孳息

6,000
-

01

　　　06061700103
　　　權利金

6,000
-
臺中市花海美食行銷區佈展計畫攤位使用
費。6,000千元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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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4,000
-438

100

　　06183600100
　　財產孳息

4,000
-368

01

　　　06183600103
　　　權利金

4,000
-368

追減大里區圖書館販賣部標租權利金。
-367.2千元
臺中國際飲食文化節活動攤位權利金收入。
4,000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8千元

02

　　06183600500
　　廢舊物資售價

-
-70

02

　　　06183600501
　　　廢舊物資售價

-
-70

追減圖書館報廢財物變賣收入及過期報紙等
回收資源收入等。-70千元

01

　06183660000
　臺中市立圖書館

438
-

102

　　06183660100
　　財產孳息

368
-

01

　　　06183660103
　　　權利金

368
-
大里區圖書館販賣部標租權利金。367.2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8千元

01

　　06183660500
　　廢舊物資售價

70
-

02

　　　06183660501
　　　廢舊物資售價

70
-
圖書館報廢財物變賣收入及過期報紙等回收
資源收入等。70千元

01

08000000000
補助收入

1,744,816
-1,275,174

06

　08020080000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
　員會

12,562
-15,282

001

　　0802008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2,562
-15,282

01

　　　0802008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2,562
-15,282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5年度都市原住民
族發展計畫-扶植原住民拓展經濟事業及推動
原住民貸款。(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05.2.3
原民綜字第1050006784號函)(經濟建設及土
地管理組)184千元
追減105年度原住民保留地違規利用處理計
畫。(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04.12.25原民土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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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1040100382號函)(經濟建設及土地管理
組)-1,029千元
追減原住民保留地可利用限度查定調整工作
計畫。(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04.12.25原民
土字第1040102774號函)(經濟建設及土地管
理組)-5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原鄉地區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及使用地更正編定計畫。(依據原住民
族委員會105.1.20原民土字第1050004142號
函)(經濟建設及土地管理組)240千元
追減105年度補助地方政府推展原住民族產業
深耕及行銷推廣計畫。(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4.12.21原民經字第1040071257號函)(經濟
建設及土地管理組)-730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105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
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原住民保留地權
利回復計畫－原住民族土地政策法令意見交
流計畫。(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04.11.30原
民土字第1040066202號函)(經濟建設及土地
管理組)48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105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
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原住民保留地
權利回復計畫－複丈分割地籍整理計畫。(依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04.11.30原民土字第
1040065907號函)(經濟建設及土地管理組)18
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105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
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原住民保留地權
利回復計畫。(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4.11.26原民土字第1040065238號函)(經濟
建設及土地管理組)856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104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
學總評鑑獎勵金。(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1.26原民教字第1050005267號函)(文教
福利組)300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105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
「大臺中學生攜手計畫-課後照顧計畫」。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04.12.8原民社字第
1040069337號函)(文教福利組)500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105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
「原鄉婆媽藝起來計畫」。(依據原住民族委
員會104.12.8原民社字第1040069337號函)
(文教福利組)500千元
追減105年度原住民族特色道路改善計畫(第
一次核定)。(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05.1.6原
民建字第1040103569號函)(經濟建設及土地
管理組)-2,187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104年中低收入戶原住民
住宅建購修繕補助計畫。(依據原住民族委員
會104.10.16原民建字第1040058251號函)(經
濟建設及土地管理組)1,123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補助
105年度原住民文化(館)改善計畫之策展活
動、創意市集及館舍簡介影片等相關經費。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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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1原民發文字第1050000662號函)(文教
福利組)250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5年度平埔族群聚
落活力計畫-印刷及其他雜支等相關經費。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05.1.8原民教字第
1050001637號函)(文教福利組)10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臺中市沙轆社文化促進
會辦理105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依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05.1.8原民教字第
1050001637號函)(文教福利組)850千元
追減105年度都市原住民族發展計畫-辦理度
是原住民各項教育補助及推廣。(依據原住民
族委員105.2.3原民綜字第1050006784號函)
(文教福利組)-7,650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5都市原住民發展
計畫-提升原住民族教育-辦理原住民家庭及
社會教育推廣活動。(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2.3原民綜字第1050006784號函)(文教福
利組)650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5年度都市原住民
發展計畫-提升原住民族教育-補助原住民團
體辦理原住民資訊教育、規劃開辦與生活相
關之成人數位學習。(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2.3原民綜字第1050006784號函)(文教福
利組)200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補助辦理105年度都市原住民發
展計畫-提升原住民族教育-補助原住民幼兒
就讀立案之公私立幼兒園學費。(依據原住民
族委員105.2.3原民綜字第1050006784號函)
(文教福利組)5,500千元
追減105年度都市原住民族發展計畫-推動都
市原住民文化傳承。(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2.3原民綜字第1050006784號函)(文教福
利組)-2,727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5年度都市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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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原住民族委
員會105.2.3原民綜字第1050006784號函)(文
教福利組)458千元
追減105年度都市原住民族發展計畫-加強都
市原住民生活安全經費。(依據原住民族委員
105.2.3原民綜字第1050006784號函)(文教福
利組)-953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5年度都市原住民
發展計畫-加強都市原住民生活安全-辦理本
市原住民急難救助等業務。(依據原住民族委
員會105.2.3原民綜字第1050006784號函)(文
教福利組)370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5年度都市原住民
發展計畫-加強都市原住民生活安全-辦理原
住民福利業務。(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2.3原民綜字第1050006784號函)(文教福
利組)50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5年度都市原住民
發展計畫-加強都市原住民生活安全-組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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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志工團隊。(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2.3原民綜字第1050006784號函)(文教福
利組)100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5年度都市原住民
發展計畫-加強都市原住民生活安全-辦理原
住民族婦女權益教育講座與溝通平台、編印
原住民服務手冊。(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2.3原民綜字第1050006784號函)(文教福
利組)200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5年度都市原住民
發展計畫-加強都市原住民生活安全-辦理消
費者保護及國民年金宣導等相關經費。(依據
原住民族委員會105.2.3原民綜字第
1050006784號函)(文教福利組)55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5年度都市原住民
發展計畫-加強都市原住民生活安全-辦理全
民健康保險及衛生保健宣導(節制飲酒、愛滋
病防治、菸害防制及心理健康促進等)及其他
符合轄內都市原住民需求之健康議題。(依據
原住民族委員會105.2.3原民綜字第
1050006784號函)(文教福利組)50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5年度都市原住民
發展計畫-加強都市原住民生活安全-辦理原
住民福利業務出差旅費。(依據原住民族委員
會105.2.3原民綜字第1050006784號函)(文教
福利組)50千元
追減辦理105年度都市原住民發展計畫-提升
原住民就業競爭能力業務相關經費。(依據原
住民族委員會105.2.3原民綜字第1050006784
號函)(文教福利組)-1千元

　08020090000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1,020
-

002

　　0802009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020
-

01

　　　0802009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020
-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2016客庄12大節慶活動-
新丁粄系列活動。(依據客家委員會104.11.9
客會文字第10400172426號函）200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台中市2016客家桐花祭
活動。(依據客家委員會105.1.12客會文字第
10500008837號函)500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市政府辦公廳舍暨石岡
土牛客家文化館臨櫃服務。(依據客家委員會
105.1.29客會文字第1050001955C號函)320千
元

01

　08020520000
　臺中市東區區公所

1,170
-

004

　　0802052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170
-

01

丁 - 8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入來源別追加(減)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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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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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2052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170
-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臺中市東區客家文化生
活環境資源調查計畫經費。(依據客家委員會
104.11.6客會產字第1040017169號函)1,170
千元

01

　08020590000
　臺中市豐原區公所

200
-

011

　　0802059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200
-

01

　　　0802059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200
-
內政部105年度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礎建設計
畫。(依據內政部105.1.5內授中民字第
1041105989號函)200千元

01

　08020600000
　臺中市大里區公所

1,170
-

012

　　080206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170
-

01

　　　080206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170
-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臺中市大里區客家文化
生活環境資源調查計畫經費。(依據客家委員
會104.11.6客會產字第1040017169號函)
1,170千元

01

　08020610000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270
-

013

　　080206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270
-

01

　　　0802061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270
-
東汴里公共設施改善工程。(依據內政部
105.1.5內授中民字第1041105989號函)270千
元

01

　08020640000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11,550
-

016

　　0802064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1,550
-

01

　　　0802064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1,550
-
辦理臺中市大甲區遊憩設施景觀改造工程。
(交通部觀光局104.11.13觀技字第
1040014558號函)10,000千元
臺中市大甲區文武等五里公共設施改善工程
計畫。(依據內政部105.1.5內授中民字第
1041105989號函)690千元
臺中市大甲區福德里公共設施改善工程計
畫。(依據內政部105.1.5內授中民字第
1041105989號函)200千元
臺中市大甲區銅安里公共設施改善工程計

01

丁 - 9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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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依據內政部105.1.5內授中民字第
1041105989號函)660千元

　08020650000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740
-

017

　　0802065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740
-

01

　　　0802065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740
-
內政部105年度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礎建設計
畫經費。(依據內政部105.1.5內授中民字第
1041105989號函)740千元

01

　08020670000
　臺中市烏日區公所

500
-

019

　　0802067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500
-

01

　　　0802067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500
-
辦理「105年度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礎建設計
畫-烏日區烏日里、三和里、榮泉里、學田
里、九德里、光明里、東園里、溪尾里等八
里村里廣播系統」。(依據內政部105.1.5內
授中民字第1041105989號函)500千元

01

　08020710000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470
-

023

　　080207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470
-

01

　　　0802071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470
-
內政部補助105年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礎建設
計畫-臺中市大雅區三和、六寶、橫山等三里
廣播系統增設計畫。(依據內政部105.1.5內
授中民字第1041105989號函)470千元

01

　08020720000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1,170
-

024

　　0802072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170
-

01

　　　0802072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170
-
臺中市后里區客家文化生活環境資源調查計
畫。(依據客家委員會104.11.6客會產字第
1040017169號函)1,170千元

01

　08020740000
　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1,170
-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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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款 項

　　0802074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170
-

01

　　　0802074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170
-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臺中市霧峰區客家文化
生活環境資源調查研究計畫經費。(依據客家
委員會104.11.6客會產字第1040017169號函)
1,170千元

01

　0803100000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
-968

032

　　080310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
-968

01

　　　080310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
-968

追減內政部役政署補助本市辦理105年一般替
代役役男輸送作業經費。(依據內政部役政署
105.1.8役署甄字第1055000202號函)-968千
元

01

　08051610000
　臺中市體育處

182,000
-

036

　　080516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82,000
-

01

　　　0805161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82,000
-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臺中市鋪設人工草
皮足球場計畫」經費。(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4.10.14臺教授體部字第1040031464號函)
(綜合規劃組)25,000千元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臺中市豐原體育場
無障礙設施改善計畫」經費。(依據教育部體
育署104.12.21臺教體署設(一)字第
1040038988號函)(綜合規劃組)1,500千元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臺中市自由車場整
修計畫」經費。(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4.12.31臺教體署設(一)字第1040040354號
函)(綜合規劃組)72,000千元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臺中市大甲體育場
風雨籃球場興建包覆計畫」經費。(依據教育
部體育署104.12.30臺教體署設(一)字第
1040040243號函)(綜合規劃組)1,200千元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中華民國105年全民
運動會先期籌辦計畫」經費。(依據教育部體
育署105.2.19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050003029號函)(全民運動組)1,800千元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中華民國105年全民
運動會籌辦計畫」經費。(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5.3.2臺教體署全(三)字第1050006079號
函)(全民運動組)80,000千元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本處協助台灣少林寺流空
手道協會辦理「第三回少林寺流國際親善空
手道錦標賽」。(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4.7.8
臺教體署國(二)字第1040020523號函)(競技
運動組)5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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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6,497
-996

038

　　080617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6,497
-996

01

　　　080617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6,497
-996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補助大雅區
秀山、橫山及六寶里等三里地方建設補助
案。(依據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04.9.25中營字第1040023460號函)(工業科)
300千元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補助本市
「臺中市中科放流管沿線自來水專案補助計
畫-大甲區江南里用戶進水管工程」。(依據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4.9.30中
營字第1040023667號、104.10.6中營字第
1040024230號函)(公用事業科)5,307千元
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市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
補助計畫。(依據經濟部水利署105.2.17經水
事字第10531014120號函)(公用事業科)8,400
千元
追減財政部促參司補助本府辦理小康公有零
售市場BOT案前置作業費。(依據財政部
104.11.20台財促字第10400710020號函)(市
場管理科)-996千元
臺中市市31及市30公有市場用地BOT案前置作
業計畫。(依據財政部105.1.4台財促字第
10425521460號函)(市場管理科)2,490千元

01

　080718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370,256
-730,000

039

　　080718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70,256
-730,000

01

　　　080718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70,256
-730,000

土木工程科：追減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
計畫(公路系統)用地費。(依據交通部
104.10.13交路字第10400287823號函)
-730,000千元
土木工程科：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
神岡區大豐路四段-主2號15M都市計畫道路
（近三角里筱雲山莊之東側路段）工程用地
費。(依據內政部104.10.15台內營字第
1040814973號函)5,913千元
土木工程科：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
(市區道路)用地費-豐原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南向三合一聯外道路新闢工程(4-3號)、臺中
軟體園區南側聯外道路(泉水巷)、潭子區祥
和路延伸銜接至豐原區鐮村路道路開闢工
程。(依據內政部104.8.6台內營字第
1040812005號函)314,345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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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科：
「潭子區86-1潭興路(福林路至新興國小前)
拓寬工程」可行性評估暨先期規劃案。(依據
交通部公路總局104.8.28路規計字第
1041006203號函)1,314千元
土木工程科：
豐原區都市計畫11-11號道路開闢工程。(依
據內政部104.8.6台內營字第1040812005號
函)25,459千元
土木工程科：「大里區、霧峰區大里聯絡道
高架橋下增設平面道路工程」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案。(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104.8.28路規
計字第1041006203號函)1,825千元
管線管理科:公共設施管線資料調查(監驗)暨
系統更新擴充第4期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
署104.8.21營署工程字第1040054657號函)
8,000千元
景觀工程科：104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
設計畫」-臺中市潭子區崇德路人行無障礙環
境改善工程(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4.9.15營署
道字第1042915348號函)13,400千元

　08081900000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38,014
-

040

　　080819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8,014
-

01

　　　080819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8,014
-
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臺中市鼓勵
計程車計費表更新補助計畫」。(依據交通部
105.2.3交路字第1050003419號函)36,630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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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競爭型計畫案-臺中市計
程車彈性運輸服務示範計畫」。(依據交通部
公路總局105.2.15路監規字第1050013508號
函)1,384千元

01

　08081910000
　臺中市公共運輸處

389,785
-31,826

041

　　080819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89,785
-31,826

01

　　　0808191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89,785
-31,826

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4年度公路公共
運輸提昇計畫-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虧損補貼
(移撥路線)」。(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
104.9.17路監運字第1043005183號函)(營運
管理課)67,439千元
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4年度公路公共
運輸提昇計畫第2波後續計畫-構建候車亭或
集中式公車站牌」。(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
104.9.30路監規字第1043008716號函)(運輸
稽查課)3,5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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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4年度公路公共
運輸提昇計畫第2波後續計畫-新闢路線-大安
港-大甲-國家歌劇院」。(依據交通部公路總
局104.9.30路監規字第1043008716號函)(綜
合規劃課)16,800千元
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公路公共
運輸提昇計畫-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虧損補貼
(既有路線)」。(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
104.12.31路監規字第1043056010號函)(營運
管理課)80,000千元
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公路公共
運輸提昇計畫-構建候車亭或集中式公車站
牌」。(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104.12.31路監
規字第1043056010號函)(運輸稽查課)10,000
千元
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公路公共
運輸提昇計畫-市區汽車客運業車輛汰舊換
新」。(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104.12.31路監
規字第1043056010號函)(綜合規劃課)
212,046千元
追減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4年度公路
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第2波計畫-中臺灣區域智
慧旅運資訊系統建置計畫」。(依據交通部公
路總局104.10.16路監規字第1043018460號
函)(運輸稽查課)-2,000千元
追減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4年度公路
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競爭型第1波計畫-新闢路
線-正英臺灣大道口-關連工業區」。(依據交
通部公路總局104.8.21路監規字第
1040038819號函)(綜合規劃課)-26,512千元
追減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4年度公路
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競爭型第1波計畫-新闢路
線-臺中火車站-科博館-美術館-臺中火車
站」。(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104.8.21路監規
字第1040038819號函)(綜合規劃課)-3,314千
元

　08081920000
　臺中市捷運工程處

-
-494,000

042

　　0808192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
-494,000

01

　　　0808192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
-494,000

追減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補助辦理臺中都
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
建設經費。(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5.1.27主
預經字第1050050288號函)-494,000千元

01

　0809200000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32,601
-

043

　　080920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2,601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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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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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款 項

　　　080920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2,601
-
104年度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城鎮風貌型塑
整體計畫-已完成規劃設計賡續辦理後續工程
計畫」第一、二階。(依據內政部104.3.12台
內營字第1040802716號函及內政部104.6.18
台內營字第1040809805號函)(都市設計工程
科)2,366千元
104年度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城鎮風貌型塑
整體計畫-已完成規劃設計賡續辦理後續工程
計畫」第三階。(依據內政部104.10.8台內營
字第1040815217號函)(都市設計工程科)
25,259千元
104年度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臺中市中區自
由段三小段1-6地號等土地申請擬訂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案」。(依據內政部104.11.27內授
營更字第1040813209號函)(都市更新工程科)
200千元
104年度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臺中市北區賴
厝廍段0357地號1筆土地申請擬定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案」。(依據內政部104.11.27內授營
更字第1040813209號函)(都市更新工程科)
500千元
104年度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臺中市西區東
昇段三小段6、6-8地號等2筆土地申請擬定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依據內政部
104.11.27內授營更字第1040813209號函)(都
市更新工程科)720千元
104年度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臺中市西屯區
民安段0601-0000地號1筆土地申請擬定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案」。(依據內政部104.11.27
內授營更字第1040813209號函)(都市更新工
程科)990千元
辦理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依據內政
部營建署104.10.6營署宅字第1040063883號
函)(住宅管理科)1,387千元
辦理103年度台中市租屋服務平台你租我管試
辦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4.12.23營署
土字第1040082531號函)(住宅管理科)1,179
千元

01

　08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2,995
-

044

　　081021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2,995
-

01

　　　081021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2,995
-
辦理105年度加強市售畜產有機標示查核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1.29農牧字
第1050042160號函)(畜牧科)32千元
辦理105年度家畜產銷履歷產品查核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1.12農牧字第
1050042063號函)(畜牧科)50千元
辦理105年度加強畜牧場節能及沼氣利用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2.5農牧字
第1050042210號函)(畜牧科)9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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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105年度輔導肉牛產業加入產銷履歷驗證
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2.15農牧
字第1050042209號函)(畜牧科)50千元
辦理104年度臺中市椪柑加工果收購加工(第
二期)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104.12.23農糧銷字第1041073778號函)(運銷
加工科)1,519千元
辦理105年度臺中市政府公私有林經營輔導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05.2.17
林造字第1051740353號函)(林務自然保育科)
400千元
辦理105年度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2.18農企字第
1050012108號函)(農地利用管理科)235千元
辦理105年度休閒農場查核及輔導管理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1.4農輔字第
1040023295號函)(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565
千元
辦理105年度公所辦理申請參加農民(全民)健
康保險者現地勘查補助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105.2.2農輔字第1050020013號函)
(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50千元

　08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5,264
-

045

　　081021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5,264
-

01

　　　0810211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5,264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督
導畜牧產業各生產運銷環節之運輸車輛清潔
消毒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105.1.19防檢一字第1051470751號
函)(草食動物及禽病防疫組)1,240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人
畜共通之動物傳染病防治計畫。(依據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5.1.19防檢
一字第1051470751號函)(草食動物及禽病防
疫組)355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提
升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率計畫。(依據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5.1.19防檢
一字第1051470751號函)(草食動物及禽病防
疫組)564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水
產動物疾病防治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5.1.25防檢一字第
1051470729號函)(病性鑑定及水產防疫組)90
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畜
禽動物疾病防治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5.1.25防檢一字第
1051470729號函)(草食動物及禽病防疫組)
241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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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寵
物及野生動物疾病防治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5.1.25防檢一
字第1051470729號函)(動物藥品管理組)290
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豬
瘟及口蹄疫撲滅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5.1.25防檢一字第
1051470729號函)(豬病防疫組)805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豬
隻口蹄疫防疫階段策略之強化工作計畫。(依
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5.2.5防檢一字第1051470887號函)(豬病防
疫組)1,134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草
食動物口蹄疫等重要疾病防治計畫。(依據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5.2.5防
檢一字第1051470887號函)(草食動物及禽病
防疫組)167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加
強輸入動物追蹤檢疫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5.2.5防檢二字第
1051481060號函)(動物藥品管理組)88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105
年違法屠宰行為查緝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5.2.5防檢六字第
1051504921號函)(動物藥品管理組)290千元

　08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80
-

046

　　0810212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80
-

01

　　　0810212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80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辦理105年度水
產飼料抽驗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
業署105.1.22漁四字第1051250734號函)(漁
業行政課)80千元

01

　08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47,680
-

047

　　081122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47,680
-

01

　　　081122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47,680
-
105年度「臺中市旅遊服務中心營運管理補助
計畫」。(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4.11.16觀旅
字第10450024028號函)(旅遊行銷科)1,980千
元
臺中市外埔區里山地景觀光串接工程（第二
期）。(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4.10.23觀技字
第1040013189號函)(觀光工程科)8,000千元
臺中市清水區頂湳里活化綠地魅力地景營造
工程。(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4.10.26觀技字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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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0013396號函)(觀光工程科)4,000千元
104年度遊憩據點特色加值計畫「臺中市美術
園道再生-創藝綠色廊道」計畫。(依據交通
部觀光局104.11.5觀技字第1044001395號函)
(觀光企劃科)23,700千元
「105年台灣好玩卡-中臺灣限定」推廣計
畫。(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5.2.5觀旅字第
10550002612號函)(觀光企劃科)10,000千元

　081223000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95,156
-2,102

049

　　081223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95,156
-2,102

01

　　　081223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95,156
-2,102

104年度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
(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4.10.14社
家幼字第1040601015號函)(婦女及兒少福利
科)101,987千元
辦理低收入戶家庭生活、就學生活費補助
(104年第3期調整數)。(依據衛生福利部
104.9.30衛部救字第1041362665號函)(社會
救助科)38,884千元
104年度建構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畫-就業者
家庭托育費用補助。(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104.9.18社家支字第1040900845號函)
(婦女及兒少福利科)134,881千元
辦理居家服務人力留任計畫。(104.10.23社
家老字第1040023204號函)(長青福利科)
2,125千元
辦理失智症居家服務20小時訓練計畫。(依據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4.10.23社家老字
第1040023204號函)(長青福利科)310千元
辦理低收入戶家庭生活、就學生活補助、低
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醫療補助及住院看護補
助(104年第4期調整數)。(依據衛生福利部
104.11.30衛部救字第1041363227號函)(社會
救助科)97,761千元
辦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促進就業服務方
案人力充實計畫。(依據衛生福利部
104.12.14衛部救字第1041363319號函)(社會
救助科)1,674千元
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業務行政費用補助
計畫。(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4.11.27社家幼字第1040601130號函)(婦女
及兒少福利科)718千元
105年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發放人力補助
計畫。(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4.11.27社家幼字第1040601130號函)(婦女
及兒少福利科)918千元
臺中市大甲區幸福社區活動中心頂樓防水工
程。(依據衛生福利部104.12.24授家字第
1040501485號函)(人民團體科)317千元
辦理提升臺中市復康巴士服務能量計畫。(依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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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4.11.13社家企
字第1040501185號函)(身心障礙福利科)
3,592千元
辦理多元照顧中心(小規模多機能)服務計
畫。(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5.1.13
社家老字第1040801207號函)(長青福利科)
472千元
辦理強化臺中市政府整備長期照顧服務資源
工作計畫。(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4.11.13社家企字第1040501185號函)(長青
福利科)54千元
辦理臺中市大甲婦女福利服務中心無障礙空
間及房舍修繕計畫。(依據衛生福利部
104.12.24授家字第1040501485號函)(婦女及
兒少福利科)1,500千元
辦理臺中市新設兒童少年安置教養機構修繕
工程之設施設備充實計畫。(依據衛生福利部
104.12.24授家字第1040501485號函)(婦女及
兒少福利科)1,083千元
辦理臺中市南屯區親子館修繕及設施設備計
畫。(依據衛生福利部104.12.24授家字第
1040501485號函)(婦女及兒少福利科)3,000
千元
105年建置輔具中心聽覺輔具評估能力計畫。
(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5.2.15社家
障字第1050700099B號函)(身心障礙福利科)
751千元
105年度托育資源中心。(依據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105.2.16社家支字第1050900091
號函)(婦女及兒少福利科)2,530千元
105年度委託辦理公設民營托嬰中心。(依據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5.2.16社家支字
第1050900091號函)(婦女及兒少福利科)594
千元
霧峰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空間活化修繕計
畫。(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5.1.26
社家支字第1050001693號函)(婦女及兒少福
利科)2,000千元
建構身心障礙者多元支持與生涯轉銜服務計
畫。(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4.11.13社家企字第1040501185號函)(身心
障礙福利科)5千元
追減105年建構聽障兒童無障礙溝通能力口語
教育資源中心計畫。(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104.11.13社家企字第1040501185號
函)(身心障礙福利科)-445千元
追減臺中巿視障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依據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4.11.13社家企字
第1040501185號函)(身心障礙福利科)-20千
元
追減建構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網絡服務
模式計畫。(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5.1.28社家障字第1050700075A號函)(身心
障礙福利科)-142千元
追減臺中市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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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4.11.13社
家企字第1040501185號函)(身心障礙福利科)
-930千元
追減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營運服務計
畫。(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4.11.13社家企字第1040501185號函)(身心
障礙福利科)-565千元

　08122320000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中心

358
-

051

　　0812232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58
-

01

　　　0812232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58
-
「兒少保護調查評估品質促進暨結構化安全
評估模式推廣計畫」。(依據衛生福利部
104.12.17衛部護字第1041461600號函)(兒保
組)70千元
「105年度臺中市原鄉地區家庭暴力被害人運
用視訊設備辦理保護令應訊計畫」。(依據衛
生福利部104.12.17衛部護字第1041461600號
函)(成保組)100千元
「親職教育服務方案」。(依據衛生福利部
104.12.17衛部護字第1041461600號函)(兒保
組)188千元

01

　0815300000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100
-

053

　　081530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00
-

01

　　　081530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00
-
內政部消防署補助本市轄屬災害防救團體購
置全球定位系統GPS。(依據內政部消防署
104.10.14消署民字第1041500357號函)(災害
搶救科)100千元

01

　081631000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968
-

054

　　081631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968
-

01

　　　081631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968
-
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補助辦理臺中市青少年
戒癮計畫。(依據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104.12.25中檢秀護也字第133535號函)(心理
健康科)968千元

01

　08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2,632
-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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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5年度

歲入來源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常門

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追加(減)預算數 說明

節目款 項

　　081836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2,632
-

01

　　　081836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2,632
-
105年綻放文創新視界-巧藝臺中。（依據文
化部104.12.23文創字第10430344972號函）
2,000千元
105年度眷村文化保存新星計畫。（依據文化
部文化資產局104.12.17文資綜字第
10430113532號函）1,300千元
臺中國家歌劇院新建工程輪椅觀眾席位優化
工程。（依據文化部104.11.24文源字第
1043031417號函）5,982千元
2016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依據交通
部觀光局105.2.19觀旅字第1055000320號
函）1,000千元
105年度臺中市傑出演藝團隊徵選及獎勵計
畫。（依據文化部105.2.19文藝字第
1053005343E號函）650千元
活化縣市文化中心劇場營運計畫相關費用。
（依據文化部105.1.28文藝字第1053003139
號函）1,700千元

01

　08183630000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36,519
-

057

　　0818363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6,519
-

01

　　　0818363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6,519
-
補助林本堂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05年度國定古
蹟霧峰林家下厝日常管理維護計畫。（依據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05.1.7文資蹟字第
1053000220號函）1,119千元
臺中地區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及相關人士
訪談暨出版計畫。（依據國家人權博物館籌
備處104.9.3人權綜字第1043001304號函）
300千元
臺中市和平區泰雅族傳統服飾工藝調查分析
計畫。（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05.1.22文
資傳字第1053000686號函）100千元
臺中市市定古蹟臺灣府儒考棚修復暨再利用
工程(含監造及工作報告書)。（依據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105.1.7文資蹟字第1053000220號
函）35,000千元

01

　08183660000
　臺中市立圖書館

150
-

058

　　0818366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50
-

01

　　　0818366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50
-
辦理104年度教育部補助公共圖書館設置「幸
福家庭閱讀專區」計畫。(依據國立臺灣圖書
館104.11.3圖閱字第10403001560號函)150千
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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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款 項

　08214100000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1,288
-

060

　　082141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288
-

01

　　　082141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288
-
104年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補撥付「有線廣
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補助款。(依據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104.12.4通傳平臺字第
10441049200號函)1,288千元

01

　08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80,481
-

061

　　082343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80,481
-

01

　　　082343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80,481
-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105年度應急工程-大甲區
后里排水護岸改建應急工程補助經費。(依據
經濟部水利署105.2.1經水河字第
10553024610號函)(水利工程科)14,000千元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105年度應急工程-大雅區
十三寮排水系統護岸改善應急工程補助經
費。(依據經濟部水利署105.2.1經水河字第
10553024610號函)(水利工程科)7,000千元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105年度應急工程-太平區
坪林排水無名橋9至無名橋10護岸改建應急工
程補助經費。(依據經濟部水利署105.2.1經
水河字第10553024610號函)(水利工程科)
7,000千元
太平區坪林排水慈光七村滯洪池治理工程用
地補助經費。(依據經濟部水利署105.2.3經
水河字第10516012430號函)(水利工程科)
82,500千元
龍井區山腳排水橋梁改建補助經費。(依據經
濟部水利署104.9.25經水河字第10453213090
號函)(水利工程科)67,548千元
梧棲大排水質改善工程規劃及細部設計計畫
補助經費。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5.2.4環
署水字第1050011414號函)(污水工程科)
2,233千元
103年度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工作績效考核獎
勵金補助經費。(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4.10.1農授水保字第1041862769號函)(坡
地管理科)200千元

01

09000000000
捐獻及贈與收入

63,85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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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0560000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300
-

001

　　09020560100
　　捐獻收入

300
-

01

　　　09020560101
　　　一般捐獻

300
-
台電公司105年度輸變電促協金補助電力設施
周邊地區公共設施、小型工程及藝文活動經
費。(依據台電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
審議委員會105.2.23(105)申請建字第0044號
申請通知單)300千元

01

　09020590000
　臺中市豐原區公所

2,412
-

002

　　09020590100
　　捐獻收入

2,412
-

01

　　　09020590101
　　　一般捐獻

2,412
-
台電變電所周邊地區地方建設經費-翁子D/S
改建工程-工程完工後協助金。(依據台電公
司輸變電工程處中區施工處104.9.15中區字
第1048080629號函)1,800千元
辦理豐原區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
與回饋計畫。(依據經濟部105.1.7經授水字
第10520200040號函)612千元

01

　09020650000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27,494
-

006

　　09020650100
　　捐獻收入

27,494
-

01

　　　09020650101
　　　一般捐獻

27,494
-
103年馬鞍水庫清淤土石販售案補助計畫。
(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廠
104.8.28大甲字第1048066953號函)4,173千
元
經濟部105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
育與回饋計畫。(依據經濟部105.1.7經授水
字第10520200040號函)21,361千元
105年度發電年度促協金(運轉中)。(依據台
電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審議委員會
105.2.22(105)申請建字第0031號申請通知
單)1,230千元
105年度發電年度促協金(施工中)-大甲溪發
電廠青山分廠。(依據台電公司促進電力發展
營運協助金審議委員會105.2.22(105)申請建
字第0031號申請通知單)730千元

01

　09020720000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1,200
-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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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0720100
　　捐獻收入

1,200
-

01

　　　09020720101
　　　一般捐獻

1,200
-
105年度「臺中市后里區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
保育與回饋計畫」。(依據經濟部105.1.7經
授水字第10520200040號函)1,200千元

01

　09020730000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17,731
-

012

　　09020730100
　　捐獻收入

17,731
-

01

　　　09020730101
　　　一般捐獻

17,731
-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廠103年馬
鞍水庫清淤土石販售案補助。(依據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廠104.8.28大甲字
第1048066953號函)2,931千元
經濟部補助105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
源保育與回饋計畫。(依據經濟部105.1.7經
授水字第10520200040號函)14,800千元

01

　09020760000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1,800
-

014

　　09020760100
　　捐獻收入

1,800
-

01

　　　09020760101
　　　一般捐獻

1,800
-
辦理龍井區農民種植水稻有機質肥料補助
案。(依據台電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
審議委員會104.10.6(104)協准益字第0638號
核准通知單)1,800千元

01

　09020790000
　臺中市新社區公所

9,889
-

016

　　09020790100
　　捐獻收入

9,889
-

01

　　　09020790101
　　　一般捐獻

9,889
-
105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
饋計畫。(依據經濟部105.1.7經授水字第
10520200040號函)9,889千元

01

　09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025
-

018

　　09061700100
　　捐獻收入

1,025
-

01

　　　09061700101
　　　一般捐獻

1,025
-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補助本府辦理「104年
度輸變電促協金(施工中)-翁子D/S改建工程
(完工)」經費。(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輸變電工程處中區施工處104.9.15中區字第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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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080648號函)(公用事業科)360千元
辦理105年度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計畫。
(依據經濟部105.1.7經授水字第10520200040
號函)(公用事業科)665千元

　09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2,000
-

022

　　09234300100
　　捐獻收入

2,000
-

01

　　　09234300101
　　　一般捐獻

2,000
-
105年大臺中水資源媒體整合宣導等計畫。
(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廠
104.8.28大甲字第1048066953號函)(收支併
列)2,0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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