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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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498
-155,857

01000000000
稅課收入

528,716
-

01

　01041500000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528,716
-

001

　　01041500900
　　統籌分配稅

528,716
-

03

　　　01041500901
　　　統籌分配稅

528,716
-
行政院核定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101年度
第2至4季因應社會福利津貼調整所需經費。
(依據內政部101.3.26台內社字第1010123917
號函)497,246千元
本府承接辦理行政院衛生署「減免優生保健
相關措施費用補助相關作業及經費預算」業
務補助。(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1.3.13主預
字第1010004169A號函)18,635千元
本府承接辦理臺灣省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
定、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業務補助。(依
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1.3.5主預字第
1010003552E號函)9,982千元
本府承接辦理內政部「役男家屬不能維持最
低生活條件，其中『最低生活費』及家庭財
產『一定金額』限額」業務補助。(依據行政
院主計總處101.3.22主預字第1010100459D號
函)2,853千元

01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1,640
-10,000

03

　04020750000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

640
-

027

　　04020750200
　　使用規費收入

640
-

02

　　　04020750213
　　　場地設施使用費

640
-
追加甘蔗、福仁、嘉仁社區活動中心使用
費。(收支對列）640千元

02

　04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000
-

065

　　04061700100
　　行政規費收入

1,000
-

01

　　　04061700103
　　　登記費

1,000
-
補辦臨時工廠登記回饋金收入。(收支對列)
1,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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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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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718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
-10,000

066

　　04071800200
　　使用規費收入

-
-10,000

02

　　　04071800213
　　　場地設施使用費

-
-10,000

管線管理科：
追減收取各管線單位繳交豐原2-1號計畫道路
(豐原大道)共同管道之管理維護費(收支對
列)。-10,000千元

01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923
-

04

　06020710000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853
-

023

　　06020710100
　　財產孳息

853
-

01

　　　06020710102
　　　租金收入

853
-
追加大雅區永興段455、457、505、506-1地
號土地使用補償金。(秘書室)853千元

02

　06020750000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

70
-

026

　　06020750100
　　財產孳息

70
-

01

　　　06020750101
　　　利息收入

70
-
追加利息收入。70千元01

08000000000
補助收入

220,851
-120,939

06

　08020080000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
　會

2,129
-3,802

001

　　0802008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2,129
-3,802

01

　　　0802008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2,129
-3,802

上級補助地方政府輔導原住民族特色觀光產
業計畫。(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1.6.13日原民經字第1010033418號函)261
千元
上級補助地方政府輔導原住民族三生(生產、
生活、生態)計畫經費。(依據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101.6.13日原民經字第1010033418
號函)863千元
上級補助101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發與管理經
營細部實施計畫-原住民族土地政策法令宣導
計畫。(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1.3.22
日原民地字第1010011044號函)65千元
上級補助101年度原住民族土部落活力計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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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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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1.3.2原
民企字第1010009187號函)450千元
上級補助101年度原住民保留地違規利用處理
計畫。(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0.11.16原民地字第1001059013號函)50千
元
追減上級補助辦理101年度原住民保留地違規
利用處理計畫。(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0.11.16原民地字第1001059013號函)
-1,161千元
追減101年度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建購、修繕住
宅補助計畫經費。(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 101.3.1 原民經字第1010009081號函)
-1,900千元
上級補助101年度原住民族體育人才培育實施
計畫。(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1.3.13
原民教字第1010011581號函)210千元
上級補助101年度原住民族樂舞祭儀藝術人才
培育實施計畫。(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1.3.13原民教字第1010015911號函)230千
元
追減上級補助辦理設置及充實民族教育資源
中心暨教室經費。(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101.5.25原民教字第1010028764號函)-251
千元
追減上級補助設置及充實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暨教室辦理課程研發與教材編撰研習活動經
費。(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1.6.15原
民教字第1010033873號函)-440千元
追減辦理101年度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利用與管
理教育計畫。(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1.03.22原民經字第1010011044號函)-50千
元

　08020090000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5,830
-

002

　　0802009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5,830
-

01

　　　0802009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5,830
-
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臺中市2012客家
桐花祭活動」。(依據客家委員會101.2.13客
會文字第10100025671號函)(規劃暨推展組)
800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101年度小學客家
講古比賽活動」。(依據客家委員會101.3.5
客會文字第10100037747號函)(綜合業務組)
78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臺中市東勢區公所辦理101年
度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之「臺中市東
勢區明正里客家生活文化傳承步道營造計
畫」。(依據客家委員會101.6.5客會文字第
1010009617號函)(規劃暨推展組)3,900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土牛客家文化館館

01

丁 - 4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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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景觀整修計畫。(依據客家委員會101.6.5
客會文字第1010009617號函)(規劃暨推展組)
780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101年度「公務人員客語
訓練班」。(依據客家委員會101.7.4客會文
字第10100113081號函)(綜合業務組)30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市區機關團體辦公廳
舍電梯電話客語語音及客運播音服務計
畫」。(依據客家委員會101.7.3客會文字第
10100112409號函)(綜合業務組)71.61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辦公廳舍臨櫃服務計
畫」。(依據客家委員會101.7.3客會文字第
1010011240A號函)(綜合業務組)69.576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101年高中職客家美
食烹飪比賽。(依據客家委員會101.4.16客會
文字第10100065221號函)(綜合業務組)50千
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101年度國中、國小、
幼稚園、托兒所客家歌謠合唱比賽活動」。
(依據客家委員會101.4.27客會文字第
10100072742號函)(綜合業務組)50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814千元

　08041500000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7,938
-79,216

021

　　080415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7,938
-79,216

01

　　　08041500101
　　　一般性補助收入

7,938
-79,216

地方政府土地增值稅稅率減半徵收專案補
助，中央撥補數較年度預算數增加。(依據財
政部賦稅署101.3.26台稅三發字第
10104536060號函)7,938千元
地方政府遺產及贈與稅款短少補助，中央撥
補數較年度預算數短少。(依據財政部臺灣省
中區國稅局101.5.1中區國稅徵字第
1010020560號函)-79,216千元

01

　08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3,420
-8,746

025

　　080617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420
-8,746

01

　　　080617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420
-8,746

公用事業科：
追減經濟部核定100年度水質水量保護區專戶
運用小組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依據經濟部
水利署101.07.17經水事字第10131071100號
函)-2,746千元
公用事業科：
追加經濟部核定101年度水質水量保護區專戶
運用小組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依據經濟部
水利署101.3.6經授水字第10120218140號函)
2,62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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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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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科：
追加補助后里區公所設置廣福里、墩南里緊
急應變廣播系統。(依據行政院國科會中科管
理局101.6.7中商字第1010012944號函)800千
元
產業發展科:
追減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補助計畫分擔款-辦理
地方產業發展與行銷。(依據經濟部101.4.24
經授企字第10120391390號函)-6,000千元

　080718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56,890
-

026

　　080718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56,890
-

01

　　　080718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56,890
-
土木工程科：
經濟部水利署補助辦理「烏日區五光路(127
線)自治橋橋樑改建工程」變更設計增加工程
費。(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101.7.25
水三工字第10150100910號函)6,009.494千元
景觀工程科：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1年度既有市區道
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第2階段－豐原
學區通學步道周邊道路景觀及導引改善設置
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1.6.1營署道字
第1012912303號函)8,100千元
景觀工程科: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1年度既有市區道
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第2階段－龍井
區臨港東路人行道暨自行車道新建後續工
程。(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1.6.1營署道字第
1012912303號函)10,000千元
景觀工程科: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1年度既有市區道
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第2階段－大里
區國光路二側人行道綠化工程(二期工程)。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1.6.1營署道字第
1012912303號函)10,000千元
景觀工程科: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1年度既有市區道
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第2階段－龍井
區四箴國中及龍峰國小周邊通學步道改善計
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1.6.1營署道字第
1012912303號函)680千元
景觀工程科: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1年度既有市區道
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第2階段－新社
區通學步道暨生態空間整合改善工程。(依據
內政部營建署101.6.1營署道字第1012912303
號函)8,200千元
土木工程科:
臺中市潭子區都市計畫17號道路工程。(依據
內政部營建署99.8.13營署道字第099291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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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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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函)13,900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506千元

　08081900000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200
-

027

　　080819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200
-

01

　　　080819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200
-
辦理豐原、石岡、東勢、新社區等民眾保險
乙案。(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101.6.1水三管字第10102009620號函)200千
元

01

　0809200000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820
-

030

　　080920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820
-

01

　　　080920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820
-
辦理101年度建立綠建築審核及抽查制度執行
計畫及推動綠建築宣導計畫。(依據內政部營
建署101.3.9營署建管字第1012904479號函)
(建造管理科)1,800千元
辦理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經費。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1.3.19營署建管字第
1012905135號函)(使用管理科)20千元

01

　08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36,993
-

031

　　081021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6,993
-

01

　　　081021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6,993
-
輔導辦理稻田多元化利用調整業務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1.7.27農授糧字
第1011093645號函）（作物生產科）344千元
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署101.4.12農糧企字第
1011045460號函)(作物生產科)1,000千元
強化農業資訊調查與預警制度計畫。(依據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1.3.12農糧企字第
1011045290號函)(作物生產科)2,018千元
101年度設置蘭花生產專區計畫。(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1.4.20農糧生字第
1011048944號函)(作物生產科)50千元
植物種苗產業輔導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糧署101.4.12農糧生字第1011048888
號函)(作物生產科)89千元
農作物汙染監測管制及損害查處計畫。(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1.4.11農糧資字
第1011053006號函)(作物生產科)300千元
農機使用及免稅油管理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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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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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委員會農糧署101.3.30農糧資字第
1011052847號函)(作物生產科)87千元
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計畫。(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1.4.3農糧資字第
1011052914號函)(作物生產科)328千元
農藥管理及品質管制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1.2.20防檢三字
第1011484114號函)(作物生產科)413千元
加強肥料管理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101.4.18農糧資字第1011053043號函)
(作物生產科)70千元
促進農場經營創新化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署101.3.15農糧資字第
1011045327號函)(作物生產科)25千元
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推廣與輔導計畫。(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1.5.22農糧資字
第1011053282號函)(作物生產科)71千元
辦理99-100年敏感作物種植面積調查勘查及
資料輸入費用。(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
署101.1.2農糧企字第1001033681號函)(作物
生產科)410.8千元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推廣與宣導計畫。(依據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101.6.20農授糧字第
1011093358號函)(作物生產科)250千元
水稻良種繁殖更新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101.6.21農授糧字第1011093362號函)
(作物生產科)626.2千元
101年強化農會主管機關輔導功能計畫。(依
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1.4.18農輔字第
1010708452號函)(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　
300千元
101年臺中市休閒農業及農村社區輔導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1.4.9農輔字第
1010050830號函)(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
21,406千元
臺中市農村再生總體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保持局101.7.30水保農字第
1011865771號函)(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
3,000千元
101年農業產業文化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101.5.9農輔字第1010050512號函)(農
會輔導休閒農業科)1,997千元
畜牧場登記與管理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101.5.10農牧字第1010041315號函)(畜
牧科)111千元
改善畜牧排放水質及污染防治計畫。(依據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101.5.1農牧字第1010041249
號函)(畜牧科)70千元
推動畜牧場節能減碳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101.5.1農牧字第1010041248號函)(畜
牧科)121千元
畜牧業搭排問題解決推動計畫。(依據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101.3.16農牧字第1010040939號
函)(畜牧科)60千元
加強飼料生產與衛生安全管理計畫。(依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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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農業委員會101.3.27農牧字第
1010041003號函)(畜牧科)70千元
各地禽品產銷輔導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101.3.23農牧字第1010040966號函)(畜
牧科)65千元
推動有機畜產品驗證及管理計畫。(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101.3.2農牧字第1010040833號
函)(畜牧科)40千元
羊、鹿產銷輔導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101.3.12農牧字第1010040891號函)(畜牧
科)26千元
家畜產銷履歷產品查核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101.2.29農牧字第1010040816號函)
(畜牧科)50千元
禽畜糞堆肥場營運管理輔導計畫。(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101.5.11農牧字第1010041314
號函)(畜牧科)20千元
強化畜牧場斃死畜禽管理計畫。(依據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101.5.14農牧字第1010041334號
函)(畜牧科)373千元
推動農業經營企業化建構高價值產銷體系-輔
導農業經營專區之規劃與推動計畫。(依據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101.04.19農企字第
1010010846號函)(農地利用管理科)2,079千
元
有機農糧產品及有機農糧加工品檢查及檢驗
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101.3.30農糧資字第1011052883號函)(運銷
加工科)510千元
推動農業經營企業化建立農業中衛體系。(依
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1.4.19農企字第
1010010858號函)(運銷加工科)613千元

　08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6,910
-

032

　　081021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6,910
-

01

　　　0810211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6,910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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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1
防檢一字第1011472632號函）(豬病防疫組)
72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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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1防檢ㄧ
字第1011472451號函）(獸醫行政組)25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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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1防檢ㄧ字第
1011472451號函）(豬病防疫組)76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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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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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1.3.1
防檢ㄧ字第1011472451號函）(草食動物禽病
防疫組)25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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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1防檢ㄧ字第
1011472451號函）(病性鑑定及水產防疫組)
280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強
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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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1防檢ㄧ字
第1011472451號函）(豬病防疫組)420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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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17防檢六
字第1011502218號函）（動物藥品管理組）
600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加
強動物用藥品抽查取締及宣導工作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1.2.29防檢ㄧ字第1011472407號函）(動物
藥品管理組)235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獸
醫師管理與功能強化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1.2.17防檢一
字第1011472517號函）(動物藥品管理組)140
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辦理推動動物保護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1.4.24農牧字
第1010041186號函)(動物保護組)2,161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辦理推動動物保護計
畫-追加1。(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1.7.2
農牧字第1010041521號函)(動物收容組)
1,077千元

　081223000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836
-

036

　　081223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836
-

01

　　　081223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836
-
社會工作科：內政部公彩回饋金補助辦理101
臺中市毒品受刑人家庭支持服務計畫。(依據
內政部101.01.13台內社字第1010071167號
函)445千元
身心障礙福利科:內政部公彩回饋金補助辦理
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服務油價差額補助。(依
據內政部101.07.26台內社字第1010261545號
函)391千元

01

　081631000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2,341
-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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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631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2,341
-

01

　　　081631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2,341
-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補助辦理衛生保健
工作計畫。（依據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101.5.17國健企字第1011400441號函）(保健
科)933.54千元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補助辦理菸害防制
工作計畫。（依據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101.5.17國健企字第1011400441號函）(保健
科)3,869.978千元
行政院衛生署補助辦理長期照顧整合性補助
計畫增額款。(依據行政院衛生署101.8.15衛
署照字第1012863513號函)(醫事管理科)
7,537.228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254千元

01

　08173500000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550
-9,731

041

　　081735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1,550
-9,731

01

　　　081735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1,550
-9,731

追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一般廢棄
物資源循環推動計畫-巨大廢棄物多元再利
用」。(依據行政院環保署101.05.14環署督
字第1010040256號函)(環境設施大隊)
-1,948.48千元
追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100年度臺
中市廚餘多元再利用計畫」。(依據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101.07.26環署督字第1010059166號
函)(廢棄物管理科)-2,700千元
追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一般廢棄
物資源循環推動計畫-廚餘多元再利用」。
(依據行政院環保署101.05.08環署督字第
1010038331號函)(廢棄物管理科)-5,082.32
千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一般廢棄物資
源循環推動計畫-廚餘多元再利用」。(依據
行政院環保署101.05.08環署督字第
1010038331號函)(廢棄物管理科)194千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臺中市101年大
里區中興段、詹厝園段、大突寮段及霧峰區
吳厝段等受重金屬污染農地停耕補償暨剷除
銷燬補償費」。(依據行政院環保署
101.03.16環署土字第1010022571號函)(水質
及土壤保護科)6,700千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101年度購置垃
圾車申請補助計畫」。(依據行政院環保署
101.06.27環署廢字第1010054343號函)(清潔
隊管理及勞工安全管理科)4,656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2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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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4,667
-800

042

　　081836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4,667
-800

01

　　　081836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4,667
-800

臺中文創「二十三」文創擘劃-臺中市文化創
意產業育成輔導與推動計畫。(依據文化部
101.7.24文創字第10130271221號函)1,800千
元
101年度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
計畫。(依據教育部101.3.16臺社(三)字第
1010047589H號函)11,402千元
補助臺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參加「2012年第
七屆馬來西亞沙巴民俗藝術節」文化交流活
動。(依據文化部101.6.28文交字第
10130242671號函)80千元
追減補助演藝團隊表演藝術活動之推展暨分
級獎助計畫-本市傑出演藝團隊徵選獎勵計
畫。（依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00.8.19.
文計字第1003018390號函及101.2.24.文參字
第10120029859號函）-800千元
101年推廣地方文學活動計畫經費。(依據行
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01.5.7文貳字第
1013010124號函)490千元
101年度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實施計畫。(依
據教育部101.3.19臺社(三)字第1010047869H
號函)895千元

01

　08183630000
　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

3,228
-18,644

044

　　0818363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228
-18,644

01

　　　0818363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228
-18,644

文化資產專責機構籌設計畫-臺中市文化資產
管理中心101年度計畫。(依據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101.5.8文
資籌一字第10130037025號函)773.198千元
市定古蹟摘星山莊OT案前置作業計畫。(依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1.4.11工程促字第
10100129191號函)1,500千元
歷史建築臺中市役所OT案前置作業計畫。(依
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1.7.4工程促字第
10100235090號函)954.5千元
追減有形文化資產管理體系計畫。(依據行政
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00.8.19文計字第
1003018390號函)-15,844千元
追減文化資產維護管理及再利用計畫。(依據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00.8.19文計字第
1003018390號函)-2,190千元
追減無形文化資產與保存技術推廣計畫。(依
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00.8.19文計字第
1003018390號函)-35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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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減文化資產區域環境保存活化計畫。(依據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00.8.19文計字第
1003018390號函)-260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302千元

　08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56,099
-

049

　　082343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56,099
-

01

　　　082343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56,099
-
99年度大甲溪南勢段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
分離作業計畫公益支出。(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第三河川局100.9.23水三管字第10051037670
號函)56,098.37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63千元

01

09000000000
捐獻及贈與收入

2,640
-418

07

　09020560000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840
-

001

　　09020560100
　　捐獻收入

840
-

01

　　　09020560101
　　　一般捐獻

840
-
台電公司輸變電協助金。(依據台電公司促進
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核准通知單
101.2.24(101)協准建字第0113號)(收支對
列)　600千元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補助西平里等六
里辦理各項活動經費。(依據漢翔航空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101.2.22翔董字第1010001393號
函)(收支對列)　240千元

01

　09020620000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750
-418

004

　　09020620100
　　捐獻收入

750
-418

01

　　　09020620101
　　　一般捐獻

750
-418

台電公司協助本所辦理清水區101年度全區運
動大會暨支持台電公司節約能源宣導活動。
〈民政課〉〈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
中發電廠101.7.5.D中廠字第10107000231號
函〉〈收支對列〉650千元
101年青年節健行活動。〈人文課〉〈依據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101.3.19D中
廠字第10103000981號函〉〈收支對列〉100
千元
依實際補助金額減列101年度發電協助金。
〈秘書室〉〈依據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
助金審議委員會101.4.3〈101〉協准建字第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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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號函〉〈收支對列〉-418千元

　09020740000
　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150
-

014

　　09020740100
　　捐獻收入

150
-

01

　　　09020740101
　　　一般捐獻

150
-
追加台灣電力公司輸變電協助金。(依據台電
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
101.07.13(101)協准建字第0112號核准通知
單)(台電協助金收支對列)150千元

01

　09020760000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800
-

016

　　09020760100
　　捐獻收入

800
-

01

　　　09020760101
　　　一般捐獻

800
-
追加台電公司101年度發電年度協助金。(依
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
金審議委員會101.7.17協准建字第0049號函)
(收支對列)500千元
追加台電公司101年度輸變電協助金。(依據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
審議委員會101.7.17協准建字第0111號函)
(收支對列)300千元

01

　09041500000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100
-

019

　　09041500100
　　捐獻收入

100
-

01

　　　09041500101
　　　一般捐獻

100
-
民眾傅桂女女士未指定用途捐款。100千元01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120,728
-24,500

08

　11020600000
　臺中市大里區公所

6,000
-

004

　　11020600200
　　雜項收入

6,000
-

01

　　　110206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6,000
-
代辦管線單位挖掘道路修復費收入。（收支
對列）6,000千元

01

　11020620000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10,000
-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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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0620200
　　雜項收入

10,000
-

01

　　　11020620210
　　　其他雜項收入

10,000
-
道路挖掘代辦道路修復費收入。〈收支對
列〉10,000千元

01

　11020710000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274
-

015

　　11020710200
　　雜項收入

274
-

01

　　　11020710210
　　　其他雜項收入

274
-
追加101年清泉岡機場回饋金。(依據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101.2.13中站航字第
1010000745號函)(民政課)273.884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116千元

01

　11020720000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8,948
-

016

　　11020720200
　　雜項收入

8,948
-

01

　　　11020720210
　　　其他雜項收入

8,948
-
追加101年后里資源回收廠收入。(依據臺中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1.07.09中市環設字第
1010111444號函）(焚化廠回饋金收支對列)
1,636.796千元
追加100年未繳回管線挖補作業基金收入之道
路修復費。(收支對列)7,310.651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553千元

01

　11020730000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
-4,500

017

　　11020730200
　　雜項收入

-
-4,500

01

　　　11020730210
　　　其他雜項收入

-
-4,500

追減道路挖掘代辦道路修復費。(收支對列)
-4,500千元

01

　11020740000
　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3,000
-

018

　　11020740200
　　雜項收入

3,000
-

01

　　　11020740210
　　　其他雜項收入

3,000
-
追加管線挖掘路面修復工程。(收支對列)
3,000千元

02

丁 - 15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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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0770000
　臺中市外埔區公所

2,000
-

021

　　11020770200
　　雜項收入

2,000
-

01

　　　11020770210
　　　其他雜項收入

2,000
-
追加臺中市轄內(統一挖補區域外)管線挖掘
工程代辦道路修復費。(收支對列)2,000千元

01

　11020790000
　臺中市新社區公所

-
-20,000

023

　　11020790200
　　雜項收入

-
-20,000

01

　　　11020790210
　　　其他雜項收入

-
-20,000

追減道路挖掘代辦路面修復費。(收支對列)
-20,000千元

01

　11041500000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90,506
-

042

　　11041500200
　　雜項收入

90,506
-

01

　　　110415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90,506
-
原臺中縣特別統籌分配稅款專戶結餘款繳
庫。40,505.569千元
本府獲配遺贈稅實物抵繳之處分價差、孳
息、租金等收入。50,000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431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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