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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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0010000000
臺中市議會主管

1,180
-1,180

001 　00010010000
　臺中市議會

1,180
-1,180

　　310100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80
-1,180

04

　　　310100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80
-1,180

一、追加預算數1,18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180千元
　　追減預算數1,18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1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18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1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購置考察用車計畫1,180千元。
2.追減公務車汰換（2台：M7-1730、5892-
HS）計畫1,180千元。

01

02 00020000000
臺中市政府主管

230,440
-229,708

002 　00020030000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2,100
-3,600

　　32020030500
　　業務管理

2,100
-3,600

05

　　　32020030501
　　　辦公大樓公管業務

2,100
-3,600

一、追加預算數2,100千元，包括:
　　業務費2,100千元
　　追減預算數3,600千元，包括:
　　業務費3,6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5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1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3,6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本府第二辦公室(自由路交通局)租
金費用3,600千元。
2.追加台中州廳及第二辦公大樓保全費用
1,950千元。
3.追加台中州廳總機電腦數位電話交話機
系統維護經費150千元。

01

006 　00020070000
　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

928
-928

　　32020071400
　　施政計畫綜合業務

736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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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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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20071404
　　　為民服務

736
-
一、追加預算數736千元，包括:
　　業務費73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36千元
　　增列 業務費73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1999話務中心通訊費350千元。
2.服務中心清潔用品、電腦周邊耗材、期
刊、報章雜誌等166千元。
3.服務中心辦公機具設備保養維修等220千
元。

04

　　3202007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92
-928

04

　　　3202007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92
-928

一、追加預算數192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92千元
　　追減預算數928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92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736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92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92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聯合服務中心監視器及各服務中心
電腦設備192千元。
2.追減山線聯合服務中心及北台中聯合服
務中心規劃案公務用資訊軟硬體設備780千
元。
3.追減山線聯合服務中心及北台中聯合服
務中心規劃案事務及辦公零星設備148千
元。

01

007 　00020080000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43,529
-74,778

　　33020080100
　　一般行政

80
-

01

　　　33020080101
　　　行政管理

80
-
一、追加預算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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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千元
　　增列 業務費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兼辦人事人員兼職費及業務經費80千元 。

01

　　33020080200
　　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

14,794
-33,207

02

　　　33020080201
　　　綜合企劃

700
-2,922

一、追加預算數700千元，包括:
　　業務費700千元
　　追減預算數2,922千元，包括: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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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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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費2,722千元
　　獎補助費2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222千元
　　增列 業務費7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2,722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本會開辦事業各項計畫經費700千
元。
2.追減都原發展計畫－加強原住民衛生保
健計畫經費400千元。
3.追減都原發展計畫－強化原住民基本生
活安全經費畫2,054千元。
4.追減都原發展計畫－增進原住民風險管
理能力經費388千元。
5.追減業務費經費80千元。

　　　33020080202
　　　教育文化

10,534
-16,572

一、追加預算數10,534千元，包括:
　　業務費6,462千元
　　獎補助費4,072千元
　　追減預算數16,572千元，包括:
　　業務費1,040千元
　　獎補助費15,53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6,038千元
　　增列 業務費6,462千元
　　減列 業務費1,04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072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5,53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教育部補助辦理100年度原住民族部
落大學經費1,700千元。
2.追加補助辦理僱用原住民文物（化）館
駐館人員計畫經費61.9千元。
3.追加補助辦理100年度原住民族語言學
習－推動組織經費100千元。
4.追加和平公所辦理原住民族地區鄉
（鎮、市、區）基本設施及維持所需經費
4,400千元。
5.追加補助辦理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辦理
文物策展等相關經費200千元。
6.追減都原發展計畫第四期經費10,540千
元 。
7.追減原住民職業訓練專班、建置待業人
才資料庫及原住民文化創意應用設計競賽
經費1,000千元。
8.追減辦理原住民急難救助等生活救助服
務經費960千元。
9.追加用途別(對國內團體之捐助)補助台
中市立案之原住民社團、法人、教會、學
術團體等辦理原住民推廣族語、歲時祭儀
文化傳承、社教文化、福利服務、消保法
律權益宣導、衛生保健、老人婦幼服務及
宣導、就業促進、傳統技藝訓練、音樂創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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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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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研習等活動經費4,072千元。
10.追減調整用途別(政府機關間之補助)補
助台中市立案之原住民社團、法人、教
會、學術團體等辦理原住民推廣族語、歲
時祭儀文化傳承、社教文化、福利服務、
消保法律權益宣導、衛生保健、老人婦幼
服務及宣導、就業促進、傳統技藝訓練、
音樂創作研習等活動經費4,072千元。
11.補至千元差額0.1千元。

　　　33020080203
　　　社會福利

3,560
-13,713

一、追加預算數3,560千元，包括:
　　業務費2,100千元
　　獎補助費1,460千元
　　追減預算數13,713千元，包括:
　　人事費30千元
　　業務費1,384千元
　　獎補助費12,299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0,153千元
　　減列 人事費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1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1,38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46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2,299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原住民職業訓練專班、建置待
業人才資料庫及原住民文化創意應用設計
競賽等相關經費1,000千元。
2.追加辦理原住民急難救助等生活救助服
務經費960千元。
3.追加辦理原住民就業服務、職場輔導及
訓練經費1,100千元。
4.追減補助辦理原住民部落老人日間關懷
站計畫經費799.2千元。
5.追減補助辦理都原發展計畫－提升原住
民就業競爭能力經費1,100千元。
6.追減補助辦理就業服務相關業務經費200
千元。
7.追減補助地方政府僱用原住民就業服務
人員計畫經費113.246千元 。
8.追減和平公所辦理原住民族地區鄉
（鎮、市、區）基本設施及維持所需經費
11,000千元。
9.追加調整用途別(獎勵及濟助)和平區公
所辦理輔補助原住民急難救助實施要點經
費及訓練經費500千元。
10追減調整用途別(政府機關間之補助)和
平區公所辦理輔補助原住民急難救助實施
要點經費及訓練經費500千元。
11.補至千元差額-0.554千元。

03

　　33020080300
　　原住民土地管理業務

7,357
-3,839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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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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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080301
　　　原住民土地管理業務

7,357
-3,839

一、追加預算數7,357千元，包括:
　　業務費7,357千元
　　追減預算數3,839千元，包括:
　　業務費3,261千元
　　獎補助費57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518千元
　　增列 業務費7,357千元
　　減列 業務費3,261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57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原住民保留地違規利用處理計
畫及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計畫經費
1,882.4千元。
2.追加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山林守護計畫經
費4,651.961千元。
3.追減補助辦理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
實施計畫經費477千元。
4.追減辦理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資訊系統資
料維護及異動更新經費51千元。
5.追減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權利賦予細部計
畫經費12.432千元。
6.追減辦理原住民保留地複丈分割地籍整
理、各種用地管理與處理經費108千元。
7.追減辦理原住民族土地開發與管理經營
細部實施計畫經費139千元。
8.追減辦理原住民保留地違規利用處理經
費2,216千元。
9.追減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利用與管理
教育訓練經費13千元。
10.追加調整用途別(委辦費)辦理原住民保
留地權利賦予、土地分配經費772.368千
元。
11.追減調整用途別(一般事務費)辦理原住
民保留地權利賦予、土地分配經費772.368
千元。
12.補至千元差額-0.2千元。
13.補至千元差額0.271千元。

01

　　33020080400
　　原住民經濟建設業務

11,579
-27,295

04

　　　33020080401
　　　產業經濟輔導

2,779
-26,895

一、追加預算數2,779千元，包括:
　　業務費1,361千元
　　獎補助費1,418千元
　　追減預算數26,895千元，包括:
　　業務費13,272千元
　　獎補助費13,62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4,116千元
　　增列 業務費1,361千元
　　減列 業務費13,272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418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3,623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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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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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辦理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計畫經
費1,130千元。
2.追加辦理原住民族經濟及產業發展計畫
經費318.25千元。
3.追加辦理原住民經濟事業輔導實施計畫
經費500千元。
4.追減補助辦理都原發展計畫-扶植都市原
住民開展經濟事業經費1,780千元。
5.追減辦理原住民族部落遷建計畫經費
9,500千元。
6.追減辦理輔導原住民族特色觀光產業經
費546千元。
7.追減辦理輔導原住民族三生產業經費364
千元。
8.追減辦理專案辦理天然災害原住民住宅
重建費用補貼經費4,000千元。
9.追減辦理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建購修繕住
宅補助經費8,775千元。
10.追減委託辦理原住民就業服務、職場輔
導及訓練、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業
務說明會、金融及理財教育宣導等業務經
費1,130千元。
11.追減補助辦理綜合發展基金、金融理財
宣導及經濟事業輔導經費500千元。
12.追減補助辦各區公所辦理原住民族綜合
發展基金貸款、健保、國民年金保險相關
業務經費300千元。
13.追加補助各區公所辦理原住民族綜合發
展基金貸款、健保、國民年金保險相關業
務經費及辦理都市原住民發展計畫-扶植都
市原住民開展經濟事業經費830千元。
14.補至千元差額0.75千元。

　　　33020080402
　　　住宅業務

8,800
-400

一、追加預算數8,800千元，包括:
　　業務費300千元
　　獎補助費8,500千元
　　追減預算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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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4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8,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建購、修繕
住宅補助計畫及相關業務行政業務經費
8,800千元。
2.追減辦理原住民住宅改善相關行政業務
經費400千元。

02

　　330200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9,719
-10,437

06

111



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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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08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9,719
-10,437

一、追加預算數9,719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8,900千元
　　獎補助費819千元
　　追減預算數10,437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0,43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718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8,9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819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0,437千元
三、係因資本門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2011年成立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開辦事業計畫計畫經費1,300千元。
2.追加辦理原住民族經濟及產業發展計畫
經費318.25千元。
3.追加和平公所辦理原住民族地區鄉
（鎮、市、區）基本設施及維持所需經費
6,600千元。
4.追加辦理原住民文化主題運動公園及大
梨山地區文化體驗園區先期規劃費用1,000
千元。
5.追減辦理原住民族部落水資源規劃及供
水經費9,937千元。
6.追減用途別(政府機關間補助)補助原住
民學生購置電腦費用500千元。
7.追加用途別(其他補助)補助原住民學生
購置電腦費用500千元。
8.補至千元差額0.75千元。

01

008 　00020090000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4,760
-260

　　32020090100
　　一般行政

60
-

01

　　　32020090101
　　　行政管理

60
-
一、追加預算數60千元，包括:
　　人事費30千元
　　業務費3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0千元
　　增列 人事費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0千元
三、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本會會計員加班費15千元。
2.追加人事管理員加班費15千元。
3.追加人事業務計畫教育訓練費30千元。

01

　　32020091500
　　客家政策研究發展

-
-110

02

　　　32020091501
　　　研究發展業務

-
-110

一、追減預算數110千元，包括:
　　人事費20千元
　　業務費9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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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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 110千元
　　減列 人事費20千元
　　減列 業務費90千元
三、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1.追減辦理館舍及研究發展業務等逾時加
班費20千元。
2.追減客家文化年度系列活動90千元。

　　32020091600
　　客家語言文化推廣

-
-150

03

　　　32020091601
　　　文教推廣業務

-
-150

一、追減預算數150千元，包括:
　　人事費1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50千元
　　減列 人事費150千元
三、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1.追減客語推廣暨文化保存加班費40千
元。
2.追減府會聯絡員職務加班費50千元。
3.追減技工工友及駕駛加班費60千元。

01

　　320200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4,700
-

05

　　　3202009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4,700
-
一、追加預算數4,7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7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7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700千元
三、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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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千元。
2.追加辦理客家文化年度系列活動購置木
製新丁粄模文物200千元。

01

011 　00020510000
　臺中市中區區公所

992
-

　　33020510500
　　區公所業務

992
-

02

　　　33020510501
　　　民政業務

992
-
一、追加預算數992千元，包括:
　　業務費284千元
　　獎補助費70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992千元
　　增列 業務費28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70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臨時人員增設計畫283.333千元。
2.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12月)708千元。
3.補至千元差額0.66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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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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 　00020520000
　臺中市東區區公所

1,547
-

　　33020520500
　　區公所業務

1,547
-

02

　　　33020520501
　　　民政業務

1,547
-
一、追加預算數1,547千元，包括:
　　業務費284千元
　　獎補助費1,26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547千元
　　增列 業務費28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26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增補2個臨時人員之薪資、勞健保及提繳
退休金(8月至12月)等283.333千元。
2.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12月)1,263千
元。
3.補至千元差額0.667千元。

01

013 　00020530000
　臺中市西區區公所

2,692
-

　　33020530500
　　區公所業務

2,692
-

02

　　　33020530501
　　　民政業務

2,692
-
一、追加預算數2,692千元，包括:
　　業務費808千元
　　獎補助費1,88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692千元
　　增列 業務費80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88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里鄰長全民健保機關負擔款382.292
千元。
2.追加臨時人員增加3人薪津425千元。
3.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884千元。
4.補至千元差額0.708千元。

01

014 　00020540000
　臺中市南區區公所

2,315
-

　　33020540500
　　區公所業務

2,315
-

02

　　　33020540501
　　　民政業務

2,315
-
一、追加預算數2,315千元，包括:
　　業務費425千元
　　獎補助費1,89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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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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315千元
　　增列 業務費42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89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電腦作業臨時單工3人工資包括薪
津、勞健保費及提繳退休金等425千元。
2.追加鄰長10至12月交通補助費1,890千
元。

015 　00020550000
　臺中市北區區公所

3,008
-

　　33020550500
　　區公所業務

3,008
-

02

　　　33020550501
　　　民政業務

3,008
-
一、追加預算數3,008千元，包括:
　　業務費425千元
　　獎補助費2,58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008千元
　　增列 業務費42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58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三名臨時人員薪津425千元。
2.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2,583千元。

01

016 　00020560000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4,779
-

　　33020560500
　　區公所業務

3,679
-

02

　　　33020560501
　　　民政業務

3,679
-
一、追加預算數3,679千元，包括:
　　業務費709千元
　　獎補助費2,97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679千元
　　增列 業務費70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97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臨時人員增設計晝708.333千元。
2.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12月)2,970千
元。
3.補至千元差額0.667千元。

01

　　330205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00
-

03

　　　3302056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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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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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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及投資1,1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辦理100年度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興建及修
繕四年專案計畫-西屯區鵬程里活動中心桌
椅設備、冷氣設備及鐵捲門、不銹鋼鐵窗
等修繕更新工程1,100千元。

017 　00020570000
　臺中市南屯區公所

2,129
-

　　33020570500
　　區公所業務

2,129
-

02

　　　33020570501
　　　民政業務

2,129
-
一、追加預算數2,129千元，包括:
　　業務費425千元
　　獎補助費1,70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129千元
　　增列 業務費42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70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增補臨時人員3人，自100年8月至12月份
薪資勞健保及勞退金等經費425千元。
2.鄰長交通補助費，自100年10月至12月份
經費1,704千元。

01

018 　00020580000
　臺中市北屯區公所

4,789
-

　　33020580500
　　區公所業務

3,519
-

02

　　　33020580501
　　　民政業務

3,519
-
一、追加預算數3,519千元，包括:
　　業務費732千元
　　獎補助費2,78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519千元
　　增列 業務費732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78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增補5個臨時人員之薪資、勞健保及
提繳退休金等708.333千元。
2.追加100年度里建設基金結餘款辦理地方
公共事務民德里印製臺中市各級機關通訊
錄23.610千元。
3.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自100年10月至12
月份2,787千元。
4.補至千元差額0.057千元。

01

　　330205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270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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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02058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270
-
一、追加預算數1,27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27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7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27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臺中市辦理內政部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興
建及修繕四年專案計畫補助案-北屯區平德
里活動中心修繕費用1,270千元。

01

019 　00020590000
　臺中市豐原區公所

4,068
-26

　　33020590100
　　一般行政

668
-

01

　　　33020590101
　　　行政管理

668
-
一、追加預算數668千元，包括:
　　業務費26千元
　　獎補助費64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68千元
　　增列 業務費2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4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會計業務差旅費26千元。
2.清潔隊退休清潔隊員三節慰問金642千
元。

01

　　33020590500
　　區公所業務

3,400
-

02

　　　33020590501
　　　民政業務

3,400
-
一、追加預算數3,4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3,4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4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4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12月)2400千
元。
2.公墓遷葬公告期限屆滿遷葬補償費1000
千元。

01

　　68020590200
　　社政業務

-
-26

05

　　　68020590201
　　　社會福利

-
-26

一、追減預算數26千元，包括:
　　人事費2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6千元
　　減列 人事費26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社會福利加班值班費2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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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00020600000
　臺中市大里區公所

2,268
-

　　33020600500
　　區公所業務

2,268
-

02

　　　33020600501
　　　民政業務

2,268
-
一、追加預算數2,268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26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26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26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12月)2,268千
元。

01

021 　00020610000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5,321
-

　　33020610500
　　區公所業務

2,121
-

02

　　　33020610501
　　　民政業務

2,121
-
一、追加預算數2,121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12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12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12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12月)2,121千
元。

01

　　330206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200
-

03

　　　330206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200
-
一、追加預算數3,2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2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2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2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臺中市辦理內政部村里集會所活動中
心興建及修繕四年專案計畫補助案-興隆里
活動中心興建計畫3,200千元。

01

022 　00020620000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3,697
-7,417

　　33020620100
　　一般行政

840
-

01

　　　33020620101
　　　行政管理

840
-
一、追加預算數840千元，包括:
　　業務費84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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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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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840千元
　　增列 業務費84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員工宿舍租用民地土地租金費用300
千元。
2.追加員工宿舍違建戶強制拆除費500千
元。
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員工教育訓練費40千元。

　　33020620500
　　區公所業務

2,387
-6,417

02

　　　33020620501
　　　民政業務

2,287
-6,317

一、追加預算數2,287千元，包括:
　　業務費490千元
　　獎補助費1,797千元
　　追減預算數6,317千元，包括:
　　業務費6,31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4,0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90千元
　　減列 業務費6,31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79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里鄰長健康保險費投保單位負擔款
6,317千元。
2.追加辦理各里環境衛生用殺蟲劑及除草
劑等95千元。
3.追加辦理100年度清水區公民民主生活教
育觀摩研習活動375千元。
4.追加辦理環保團體各項活動經費20千
元。
5.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797千元。

01

　　　33020620503
　　　人文業務

100
-100

一、追加預算數1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00千元
　　追減預算數1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列 業務費1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1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辦理教育、文化、環保藝文交流參
訪活動經費100千元。
2.追加觀光景點設施維修費100千元。

03

　　330206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470
-

03

　　　330206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470
-
一、追加預算數47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7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7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7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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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公所前側門殘障坡道改善工程
400千元。
2.追加零星雜項設備70千元。

　　68020620200
　　社政業務

-
-1,000

05

　　　68020620201
　　　社會福利

-
-1,000

一、追減預算數1,0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00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急難救助慰問金1,000千元。

01

023 　00020630000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53,691
-7,272

　　33020630100
　　一般行政

-
-150

01

　　　33020630101
　　　行政管理

-
-150

一、追減預算數150千元，包括:
　　人事費1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50千元
　　減列 人事費15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值日費150千元。

01

　　33020630500
　　區公所業務

1,293
-7,122

02

　　　33020630501
　　　民政業務

1,293
-7,122

一、追加預算數1,293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293千元
　　追減預算數7,122千元，包括:
　　業務費7,12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5,829千元
　　減列 業務費7,122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29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里鄰長全民健康保險投保單位負擔
款5,502千元。
2.追減守望相助隊工作經費1,620千元。
3.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12月)1,293
千元。

01

　　330206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52,219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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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63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52,219
-
一、追加預算數52,219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2,219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2,219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52,219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臺中港特定區30-57-1號道路工程用
地衍生停工損失補償52,218.631千元。
2.補至千元差額0.369千元。

01

　　68020630200
　　社政業務

179
-

05

　　　68020630201
　　　社會福利

179
-
一、追加預算數179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79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7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79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中部國際機場地方回饋金178.705千
元。
2.補至千元差額0.295千元。

01

024 　00020640000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1,456
-2,160

　　33020640500
　　區公所業務

1,203
-2,160

02

　　　33020640501
　　　民政業務

1,203
-2,160

一、追加預算數1,203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203千元
　　追減預算數2,160千元，包括:
　　業務費2,1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957千元
　　減列 業務費2,16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20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守望相助夜間巡邏工作經費2,160千
元。
2.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0-12月)1,203千
元。

01

　　68020640200
　　社政業務

253
-

05

　　　68020640201
　　　社會福利

253
-
一、追加預算數253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5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5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5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中威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提供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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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區回饋金，辦理本區建興、西歧及
福德社區購置辦公器具設備等253千元。

025 　00020650000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1,339
-5,838

　　33020650100
　　一般行政

110
-

01

　　　33020650101
　　　行政管理

110
-
一、追加預算數11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1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1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本所清潔隊退休人員中秋節慰問金，110千
元。

01

　　33020650500
　　區公所業務

1,229
-5,838

02

　　　33020650501
　　　民政業務

1,229
-5,838

一、追加預算數1,229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229千元
　　追減預算數5,838千元，包括:
　　業務費5,83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4,609千元
　　減列 業務費5,83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229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里鄰長健康保險費投保單位負擔款
5,298千元。
2.追減守望相助隊長期性巡邏隊夜間巡邏
工作經費540千元。
3.追加台電公司大甲溪發電廠補助明正國
小辦理五十週年校慶活動經費80千元。
4.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149千元。

01

026 　00020660000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1,194
-

　　33020660500
　　區公所業務

1,194
-

02

　　　33020660501
　　　民政業務

1,194
-
一、追加預算數1,194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19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9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19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12月)1,19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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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 　00020670000
　臺中市烏日區公所

9,547
-33,453

　　33020670100
　　一般行政

180
-

01

　　　33020670101
　　　行政管理

180
-
一、追加預算數18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8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退職清潔隊員三節慰問金180千元。

01

　　33020670500
　　區公所業務

2,861
-3,993

02

　　　33020670501
　　　民政業務

2,861
-3,993

一、追加預算數2,861千元，包括:
　　業務費2,000千元
　　獎補助費861千元
　　追減預算數3,993千元，包括:
　　業務費3,99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132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3,99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86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本區里鄰長健康保險費投保單位負
擔款(調減170人)3,453千元。
2.追減本區守望相助隊工作經費540千元。
3.追加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民意疏
導及運作經費2,000千元。
4.追加本區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12月)
861千元。

01

　　3302067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6
-25,460

03

　　　3302067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6
-25,460

一、追加預算數6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6千元
　　追減預算數25,46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5,4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5,454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6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25,46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園
區管理局補助辦理自來水裝設補助計畫(99
年漏編)6千元。
2.追減烏日資源回收廠回饋金補助-本區各
里道路、溝渠、排水溝、雨水下水道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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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設施設置改善維護2,000千元。
3.追減烏日資源回收廠回饋金補助-本區興
建各項建設委託規劃設計2,000千元。
4.追減烏日資源回收廠回饋金補助-本區各
公園增設戶外健身休閒遊憩、原有設施汰
換、綠美化及維護1,060千元。
5.追減烏日資源回收廠回饋金補助-烏日區
國道3號高架橋下休閒廣場設施、景觀綠美
化維護550千元。
6.追減烏日資源回收廠回饋金補助-公共區
域、社區、景觀改善、綠美化及設施維護
等經費1,100千元。
7.追減「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計畫-加速
都市雨水下水道建設計劃」-烏日區公園路
雨水下水道工程8,750千元。
8.追減「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計畫-加速
都市雨水下水道建設計劃」-烏日區興祥街
雨水下水道工程10,000千元。

　　68020670200
　　社政業務

6,500
-4,000

05

　　　68020670201
　　　社會福利

6,500
-4,000

一、追加預算數6,5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6,500千元
　　追減預算數4,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4,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5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4,0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烏日資源回收廠回饋金補助-烏日區
居民意外險4,000千元。
2.追加烏日資源回收廠回饋金補助-全區居
民100年1月1日至4月7日身故及意外死亡費
用6,500千元。

01

028 　00020680000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6,397
-17,248

　　33020680100
　　一般行政

-
-600

01

　　　33020680101
　　　行政管理

-
-600

一、追減預算數600千元，包括:
　　業務費6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6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60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公有宿舍及辦公廳舍非消耗品購置-
100年度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基本設施
及維持費400千元。
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辦理本區推廣原住民行政教育研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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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經費-100年度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
基本設施及維持費200千元。

　　33020680500
　　區公所業務

4,879
-8,048

02

　　　33020680501
　　　民政業務

379
-3,841

一、追加預算數379千元，包括:
　　業務費28千元
　　獎補助費351千元
　　追減預算數3,841千元，包括:
　　業務費3,141千元
　　獎補助費7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3,462千元
　　增列 業務費28千元
　　減列 業務費3,14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51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7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衛星電話通訊經費-100年度原住民
族地區鄉(鎮、市)基本設施及維持費30千
元。
2.追加漏編1里長健保經費及政府負擔健保
費調漲27.48千元。
3.追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部
落核定作業及推動自治之宣導、協調、說
明及審議等事項經費71千元。
4.追減辦理本區各里(部落)文化產業系列
活動等經費-補助100年度原住民族地區鄉
(鎮、市)基本設施及維持所需經費800千
元。
5.追減辦理兒童族語學習課程及語言巢-補
助100年度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基本設
施及維持所需經費530千元。
6.追減協助轄內部落召開部落會議及部落
核定作業所需相關經費-100年度原住民族
地區鄉(鎮、市)基本設施及維持費150千
元。
7.追減辦理原住民安全部落事故傷害防制
實施計畫-100年度原住民族地區鄉(鎮、
市)基本設施及維持費300千元。
8.追減衛星電話通訊維護訓練經費-100年
度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基本設施及維
持費120千元。
9.追減長期性守望相助隊夜間巡邏工作經
費1,080千元。
10.追減辦理提高原住民素質相關差旅費-
補助100年度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基本
設施及維持所需經費60千元。
11.追減補助區內機關及學校辦理民俗活動
及彙編地方文史資料經費-補助100年度原
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基本設施及維持所
需經費700千元。
12.追加補至千元差額0.52千元。

01

125



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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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351千元。

　　　33020680504
　　　土地管理業務

4,500
-4,207

一、追加預算數4,500千元，包括:
　　業務費4,500千元
　　追減預算數4,207千元，包括:
　　業務費4,20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93千元
　　增列 業務費4,5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4,20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辦理原住民保留地複丈分割地籍整
理-複丈分割費-100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
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80千元。
2.追減辦理原住民保留地複丈分割地籍整
理-既成道路分割經費-100年度「原住民族
土地開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316千
元。
3.追加原住民保留地土地複丈經費-100年
度原住民保留地租金收益款修正計畫
338.616千元。
4.追減專辦「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
施計畫」臨時人員工資包含薪津、年終獎
金、勞健保費及提繳退休金等-100年度原
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基本設施及維持費
371.448千元。
5.追減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作業計畫
僱用臨時人員工資包含薪津、年終獎金、
勞健保費及提繳退休金等。-100年度「原
住民族土地開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
畫」371.448千元。
6.追減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權利賦予計畫臨
時人員工資包含薪津、年終獎金、勞健保
費及提繳退休金等-100年度「原住民族土
地開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772.368
千元。
7.追加辦理保留地租金收取及清理租金臨
時人員5等6人及4等1人薪資差額增加經費-
100年度原住民保留地租金收益款16.824千
元。
8.追加辦理保留地地政及提升原住民生活
福利文化臨時人員薪資-100年度原住民保
留地租金收益款2,044.560千元。
9.追減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消耗品購
置費-100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發與管理
經營細部實施計畫」50千元。
10.追減原住民保留地權利賦予計畫消耗品
購置費-100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發與管
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10千元。
11.追減辦理原住民保留地複丈分割地籍整
理消耗品購置費-100年度「原住民族土地
開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20千元。
12.追減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土地管理資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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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維護及異動更新消耗品購置費-100年度
「原住民族土地開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
計畫」30千元。
13.追減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計畫業務
檢討會及教育研習會便餐及相關資料編印
費用-100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發與管理
經營細部實施計畫」50千元。
14.追減辦理宣導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利用及
管理教育印製宣導資料費-100年度「原住
民族土地開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
30千元。
15.追減宣導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利用及管理
教育辦理講習會經費-100年度「原住民族
土地開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60千
元。
16.追減辦理部落振興觀光休閒產業及農特
產品展售系列活動-補助100年度原住民族
地區鄉(鎮、市)基本設施及維持所需經費
1,100千元。
17.追減推廣本區各產業發展整合行銷計畫
及策略聯盟等計畫經費-100年度原住民族
地區鄉(鎮、市)基本設施及維持費219.552
千元。
18.追減原住民傳統領域土地調查後續計
畫-100年度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基本
設施及維持費400千元。
19.追加辦理2011臺中市和平區觀光季暨中
秋節慶祝活動1,800千元。
20.追加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法制案件費-100
年度原住民保留地租金收益款200千元。
21.追減辦理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差旅
費-100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發與管理經
營細部實施計畫」50千元。
22.追減辦理觀光宣傳及休閒產業活動差旅
費-100年度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基本
設施及維持費39千元。
23．追減辦理原住民保留地相關差旅費-
100年度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基本設施
及維持費180千元。
24.追減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權利賦予計畫差
旅費-100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發與管理
經營細部實施計畫」17.2千元。
25.追減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土地管理資訊系
統維護及異動更新差旅費-100年度「原住
民族土地開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
30千元。
26.追減辦理原住民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調
整計畫差旅費-100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
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9.178千元。
27.追加辦理保留地租金業務旅費-100年度
原住民保留地租金收益款100千元。
28.追減補至千元差額-0.80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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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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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6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518
-8,100

03

　　　3302068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518
-8,100

一、追加預算數1,518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518千元
　　追減預算數8,1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8,1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6,582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518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8,1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松鶴社區活動中心修繕計畫510千
元。
2.追加裡冷社區活動中心修繕計畫446千
元。
3.追加烏石坑社區活動中心修繕計畫562千
元。
4.追減基礎設施及小型工程費-補助100年
度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基本設施及維
持所需經費5,000千元。
5.追減改善及維修全區簡易自來水設備工
程-100年度原住民保留地租金收益款900千
元。
6.追減改善鄉內道路工程-100年度原住民
保留地租金收益款1,800千元。
7.追減辦公廳舍所需各項設施及設備費-補
助100年度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基本設
施及維持所需經費400千元。

01

　　68020680200
　　社政業務

-
-500

05

　　　68020680201
　　　社會福利

-
-500

一、追減預算數5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50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輔助原住民急難救助實施要點500千
元。

01

029 　00020690000
　臺中市神岡區公所

14,476
-5,828

　　33020690500
　　區公所業務

876
-5,828

02

　　　33020690501
　　　民政業務

876
-5,828

一、追加預算數876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876千元
　　追減預算數5,828千元，包括:
　　業務費5,82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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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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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 4,952千元
　　減列 業務費5,82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87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里鄰長健康保險費投保單位負擔款
(調減180人)3,668千元。
2.追減守望相助隊工作經費2,160千元。
3.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12月)876千
元。

　　330206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3,600
-

03

　　　3302069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3,600
-
一、追加預算數13,6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3,6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3,6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3,6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臺中市辦理內政部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興
建及修繕四年專案計畫補助案-社南里活動
中心興建計畫13,600千元。

01

030 　00020700000
　臺中市大肚區公所

2,720
-5,474

　　33020700500
　　區公所業務

1,220
-3,974

02

　　　33020700501
　　　民政業務

1,005
-3,974

一、追加預算數1,005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005千元
　　追減預算數3,974千元，包括:
　　業務費3,97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969千元
　　減列 業務費3,97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00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005千元。
2.追減里鄰長健康保險投保單位負擔款
3,974千元。

01

　　　33020700503
　　　人文業務

215
-
一、追加預算數215千元，包括:
　　業務費21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15千元
　　增列 業務費21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2011大肚區磺溪書院文化系列活動經費
200千元。
2.2011大肚區各界迎媽祖區民活動經費15
千元。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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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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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20700200
　　社政業務

1,500
-1,500

05

　　　68020700201
　　　社會福利

1,500
-1,500

一、追加預算數1,5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500千元
　　追減預算數1,5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列 業務費1,5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區民意外險費用1,500千元。
2.追加區民病故慰問金1,500千元。

01

031 　00020710000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1,077
-

　　33020710500
　　區公所業務

1,077
-

02

　　　33020710501
　　　民政業務

1,077
-
一、追加預算數1,077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07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7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07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12月)1,077千
元。

01

032 　00020720000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895
-4,280

　　33020720500
　　區公所業務

795
-1,080

02

　　　33020720501
　　　民政業務

795
-1,080

一、追加預算數795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795千元
　　追減預算數1,080千元，包括:
　　業務費1,0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85千元
　　減列 業務費1,08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79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12月)795千
元。
2.追減守望相助隊工作經費1,080千元。

01

　　330207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3,00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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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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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7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3,000

一、追減預算數3,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3,0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3,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后里區既有景觀（行道樹、分隔島）
綠地調查及系統建置計畫3,000千元。

01

　　68020720200
　　社政業務

100
-200

05

　　　68020720201
　　　社會福利

100
-200

一、追加預算數1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00千元
　　追減預算數200千元，包括:
　　業務費2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2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社福業務總清查通知及核定寄
發通知郵資100千元。
2.追減模範父親、模範母親及金鑽婚表揚
活動相關費用200千元。

01

033 　00020730000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357
-2,000

　　33020730500
　　區公所業務

357
-

02

　　　33020730501
　　　民政業務

357
-
一、追加預算數357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35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5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5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月-12月鄰長交通補助費357千元。

01

　　330207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2,000

03

　　　3302073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2,000

一、追減預算數2,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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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及投資2,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補助充實里集會所及辦公處器材及圖
書計畫，20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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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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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4 　00020740000
　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1,594
-16,040

　　33020740500
　　區公所業務

1,564
-540

02

　　　33020740501
　　　民政業務

1,564
-540

一、追加預算數1,564千元，包括:
　　業務費370千元
　　獎補助費1,194千元
　　追減預算數540千元，包括:
　　業務費54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24千元
　　增列 業務費370千元
　　減列 業務費54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19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本所里辦公處及鄰長政令宣導報紙
採購案250千元。
2.追加本所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12月)
1,194千元。
3.追加本所各里活動中心安檢費120千元。
4.追減本所守望相助隊工作經費540千元。

01

　　3302074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15,500

03

　　　3302074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15,500

一、追減預算數15,5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5,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5,5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5,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計畫-加速都
市雨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四德路(林森路
至乾溪)雨水下水道工程計畫15,500千元。

01

　　68020740200
　　社政業務

30
-

04

　　　68020740201
　　　社會福利

30
-
一、追加預算數30千元，包括:
　　業務費3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0年度長青學苑戶外教學活動計畫30
千元。

01

035 　00020750000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

969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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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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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750500
　　區公所業務

906
-

02

　　　33020750501
　　　民政業務

906
-
一、追加預算數906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90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90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90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12月)計畫906千
元。

01

　　3302075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63
-

03

　　　3302075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63
-
一、追加預算數63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6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3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63千元
三、係因項目調整，其內容為：
嘉仁里購巡守機車計畫63千元。

01

　　58020751000
　　農林管理業務

-
-63

04

　　　58020751001
　　　農林管理業務

-
-63

一、追減預算數63千元，包括:
　　業務費6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63千元
　　減列 業務費63千元
三、係因項目調整，其內容為：
追減嘉仁里購巡守機車計畫63千元。

01

036 　00020760000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6,869
-27,363

　　33020760100
　　一般行政

828
-

01

　　　33020760101
　　　行政管理

828
-
一、追加預算數828千元，包括:
　　業務費82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28千元
　　增列 業務費82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本區辦理各項業務考核、研討暨為
民服務等台電年度協助金計畫728千元。
2.追加辦理台電年度協助金計畫等各項行
政業務洽辦旅費1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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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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760500
　　區公所業務

8,736
-12,603

02

　　　33020760501
　　　民政業務

4,841
-540

一、追加預算數4,841千元，包括:
　　業務費3,995千元
　　獎補助費846千元
　　追減預算數540千元，包括:
　　業務費54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301千元
　　增列 業務費3,995千元
　　減列 業務費54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84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長期性巡邏隊守望相助夜間巡邏工
作經費540千元。
2.追加辦理里長、基層幹部中秋、春節慰
勞台電年度協助金計畫經費420千元。
3.追加辦理為民服務宣導手冊（含農民
曆）台電年度協助金計畫經費575千元。
4.追加辦理里鄰長聯誼活動、民主生活教
育研討會及地方建設考察台電年度協助金
計畫經費1,300千元。
5.追加辦理全區民政業務相關機關、團體
等台電年度協助金計畫經費1,000千元。
6.追加本區各里活動中心及公告欄養護、
維護等台電年度協助金計畫費用700千元。
7.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846千元。

01

　　　33020760502
　　　經建業務

150
-12,063

一、追加預算數150千元，包括:
　　業務費150千元
　　追減預算數12,063千元，包括:
　　業務費12,06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1,913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0千元
　　減列 業務費12,06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全區路燈、交通號誌、地下道、公
園等公共用電費12,000千元
2.追減麗水里監視器維修養護經費62.5千
元。
3.追減補至千元差額0.5千元。
4.追加全區監視系統通訊經費149.5千元。
5.追加補至千元差額0.5千元。

02

　　　33020760503
　　　人文業務

3,745
-
一、追加預算數3,745千元，包括:
　　業務費3,74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745千元
　　增列 業務費3,74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役政、觀光及藝術文化業務考
核研討及研習等台電年度協助金計畫經費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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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千元。
2.追加辦理本區各項慶典、各類表揚及藝
術文化、役政等台電年度協助金計畫經費
（含觀光、役政宣導)3,000千元。
3.追加辦理各項慶典表揚及藝術文化、役
政業務考核等台電年度協助金出差旅費120
千元。

　　330207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955
-3,800

03

　　　3302076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955
-3,800

一、追加預算數2,955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955千元
　　追減預算數3,8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8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84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955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3,8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全區監視系統工程台電年度協助金
計畫經費3,000千元。
2.追減99年館藏充實計畫經費800千元。
3.追加全區道路、排水溝及附屬設施改善
工程計畫經費709千元。
4.追加麗水里公共設施建設、景觀改善工
程計畫經費400.5千元。
5.追加龍井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修繕及充
實設備計畫經費95.5千元。
6.追加老舊資訊設備更新等辦理台電年度
協助金計畫經費200千元。
7.追加因辦理台電年度協助金計畫等碎紙
機辦公雜項設備經費50千元。
8.追加因辦理台電年度協助金計畫等行政
大樓消防安檢及其他設備修繕費用1,500千
元。

01

　　58020761000
　　農林管理業務

3,400
-

04

　　　58020761001
　　　農林管理業務

3,400
-
一、追加預算數3,400千元，包括:
　　業務費3,4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4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4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各產銷班肥料、苗木種籽台電
年度協助金計畫經費900千元。
2.追加辦理全區水稻田病蟲害除藥劑台電
年度協助金計畫經費2,500千元。

01

　　68020760200
　　社政業務

10,950
-10,96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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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20760201
　　　社會福利

10,950
-10,960

一、追加預算數10,95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0,950千元
　　追減預算數10,96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0,9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0,95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0,96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全區區民意外險保費3,680千元。
2.追減全區婦女生育禮金及新生兒禮品經
費4,942千元。
3.追減區內未滿15歲兒童死亡慰問金2,000
千元。
4.追減麗水里婦女生育禮金及新生兒禮品
經費338千元。
5.追加全區各社團等辦理活動、各項業務
研討等經費1,450千元。
6.追加區民身故關懷金等經費3,000千元。
7.追加區民死亡慰問金等經費（空窗期間
意外死亡）6,500千元。

01

037 　00020770000
　臺中市外埔區公所

5,985
-5,400

　　33020770500
　　區公所業務

585
-

02

　　　33020770501
　　　民政業務

585
-
一、追加預算數585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58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8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58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鄰長交通補助費，585千元。

01

　　3302077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5,400
-5,400

03

　　　3302077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5,400
-5,400

一、追加預算數5,4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400千元
　　追減預算數5,4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4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列 設備及投資5,4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5,4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外埔區外埔國中七支巷至甲后路學
童通學步道改善計畫，5,400千元。
2.追加外埔區外埔國中七支巷至甲后路學
童通學步道改善計畫工程土地用地費，
5,4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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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 　00020780000
　臺中市大安區公所

949
-740

　　33020780500
　　區公所業務

342
-540

02

　　　33020780501
　　　民政業務

342
-540

一、追加預算數342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342千元
　　追減預算數540千元，包括:
　　業務費54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98千元
　　減列 業務費54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42千元
三、系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鄰長交通補助十月至十二月342千
元。
2、追減守望相助隊夜間巡守經費追減一隊
540千元。
　

　

01

　　68020780200
　　社政業務

607
-200

05

　　　68020780201
　　　社會福利

607
-200

一、追加預算數607千元，包括:
　　業務費400千元
　　獎補助費207千元
　　追減預算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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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千元
　　增列 業務費4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2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07千元
三、系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社區活動中心公共安全改善等經費
400千元。
2、追加中威風力發電回饋金207千元。
3、追減長青學苑開學用品、雜支等200千
元。　

01

039 　00020790000
　臺中市新社區公所

12,003
-9,540

　　33020790500
　　區公所業務

603
-540

02

　　　33020790501
　　　民政業務

603
-540

一、追加預算數603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603千元
　　追減預算數540千元，包括:
　　業務費54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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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3千元
　　減列 業務費54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0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守望相助隊工作經費540千元。
2.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12月)603千
元。

　　330207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300
-9,000

03

　　　3302079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300
-9,000

一、追加預算數11,3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1,300千元
　　追減預算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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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1,3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9,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國防部聯勤司令部補助本所辦理98
年度油彈庫睦鄰專案改善計畫9,900千元。
2.追減「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計畫─加
速都市雨水下水道建設計劃」─臺中市新
社區東新路、中正街雨水下水道改善工程
9,000千元。
3.追加臺中市辦理內政部村里集會所活動
中心興建及修繕四年專案計畫補助案-慶西
社區活動中心修繕計畫、中興社區活動中
心修繕計畫1,400元。

01

　　68020790200
　　社政業務

100
-

05

　　　68020790201
　　　社會福利

100
-
一、追加預算數1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補助辦理98年
度油彈庫睦鄰專案改善計畫100千元。

01

03 0003000000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5,908
-60

001 　0003100000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5,385
-60

　　33031000900
　　戶政業務

-
-6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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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1000901
　　　戶政業務

-
-60

一、追減預算數60千元，包括:
　　業務費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60千元
　　減列 業務費6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內政部補助本市辦理外籍與大陸配偶
生活適應輔導經費60千元。

01

　　33031001100
　　勤務管理

2,385
-

07

　　　33031001101
　　　勤務管理業務

2,385
-
一、追加預算數2,385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38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38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38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原臺中縣99年度辦理服兵役役男其家
屬各項扶慰(補)助經費2,385千元。

01

　　330310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000
-

09

　　　330310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000
-
一、追加預算數3,0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3,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0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內政部補助原臺中縣大甲鎮公所辦理
火化場火化爐具購置工程補助款3,000千
元。

01

002 　00031010000
　臺中市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

131
-

　　33031010100
　　一般行政

131
-

01

　　　33031010101
　　　行政管理

131
-
一、追加預算數131千元，包括:
　　業務費13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31千元
　　增列 業務費13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臨時人員1名薪津、年終獎金、勞健保
及提繳退休金等131千元。

01

003 　00031020000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

3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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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31020400
　　殯葬管理

392
-

02

　　　68031020401
　　　殯葬業務

392
-
一、追加預算數392千元，包括:
　　業務費39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92千元
　　增列 業務費39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3名臨時單工薪資、勞健保費及提繳退休金
等392千元。

01

04 00040000000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主管

1,803
-151,803

001 　00041500000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1,803
-151,803

　　34041500100
　　一般行政

1,803
-1,803

01

　　　34041500101
　　　行政管理

1,803
-1,803

一、追加預算數1,803千元，包括:
　　人事費1,787千元
　　業務費16千元
　　追減預算數1,803千元，包括:
　　人事費1,80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列 人事費1,787千元
　　減列 人事費1,803千元
　　增列 業務費1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員工年終工作獎金1,803千元。
2.追加編制增加4名員額8至12月之人事經
費及業務經費1,803千元。

01

　　79041500100
　　債務付息

-
-150,000

05

　　　79041500101
　　　債務付息

-
-150,000

一、追減預算數150,000千元，包括:
　　債務費15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50,000千元
　　減列 債務費15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長、短期及透支等借款利息暨市庫調
借款等其他應付債務利息150,000千元。

01

05 000500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1,337,486
-340

001 　000516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333,5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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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51600300
　　教育資源管理

94,500
-

01

　　　51051600301
　　　各項教育業務

74,500
-
一、追加預算數74,5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74,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4,5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74,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補助本市100年度市立高中及國民中
小學視障用書及學障用書所需經費20,000
千元。
2.100年度本局補助貧困學生午餐經費
10,000千元。
3.本市國中小寒暑假暨學期例假日協助弱
勢學生安心午餐券計畫20,000千元。
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
補助本市「100年辦理寒暑期協助貧困弱勢
學生午餐計畫」24,500千元。

01

　　　51051600302
　　　各項教育建設工程及設備

20,000
-
一、追加預算數20,0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0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高美國小活動中心改建經費20,000千元。

02

　　510516005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6,446
-

02

　　　51051600501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6,446
-
一、追加預算數6,446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6,44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44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44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市「100年
度補助原住民重點高級中學及國民中小學
推展民族教育課程教學實施計畫」471千
元。
2.100年度補助辦理國民中學原住民學生暑
期民族教育與課業輔導實施計畫經費220千
元。
3.教育部補助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
方案11-國中小增置專長教師方案進用人員
99年度年終工作獎金5,654.7千元。
4.教育部補助本局指定所轄國中小協助成
立「100年度校舍補強設計審查點」經費
100千元。
5.補至千元差額0.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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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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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516006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890,453
-

03

　　　51051600601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890,453
-
一、追加預算數890,453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890,45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90,45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890,45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教育部補助加速國中小老舊校舍及相關
設備補強整建計畫之100年度第2階段公立
國中小(含幼稚園)校舍「補強工程(含設計
監造)」經費352,259.877千元。
2.100年度「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
加速國中小老舊校舍及相關設備補強整建
計畫」之老舊校舍拆除重建經費450,731千
元。
3.教育部補助加速國中小老舊校舍及相關
設備補強整建計畫99年度第3階段公立國中
小(含幼稚園)校舍「補強工程(含設計監
造)」經費78,422.769千元。
4.龍泉國小(龍泉樓)辦理加速國中小老舊
校舍及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畫之100年度校
舍「補強工程(含監造)」經費9,038.725千
元。
5.補至千元差額0.629千元。

01

　　89051600600
　　調整公務員工待遇準備

342,148
-

10

　　　89051600601
　　　調整公務員工待遇準備

342,148
-
一、追加預算數342,148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342,14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42,14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42,14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因應100年7月起公教人員待遇調整，增列
薪津、不休假加班等人事費需求342,148千
元。

01

002 　00051610000
　臺中市體育處

3,204
-

　　53051610200
　　體育業務

3,204
-

02

　　　53051610201
　　　計畫業務

3,204
-
一、追加預算數3,204千元，包括:
　　業務費3,20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204千元
　　增列 業務費3,20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臺中市北區(中正)國民運動中心興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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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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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3,000千元 。
2.市屬運動場館保險費204千元 。

003 　00051620000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735
-340

　　53051620300
　　推展家庭教育

515
-250

02

　　　53051620301
　　　推展家庭教育

515
-250

一、追加預算數515千元，包括:
　　業務費51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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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265千元
　　增列 業務費515千元
　　減列 業務費2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教育部補助原住民家庭活動、外籍
配偶家庭教育活動等經費515千元。
2.追減重大違規家長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
活動經費250千元。

01

　　530516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20
-90

03

　　　530516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20
-90

一、追加預算數22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20千元
　　追減預算數9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9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3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2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9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教育部補助辦公處所修繕工程等經
費220千元。
2.追減資訊系統之建置費及其他設備費90
千元。

01

06 000600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主管

34,435
-

001 　00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34,435
-

　　61061700500
　　公用事業業務

6,930
-

05

　　　61061700501
　　　公用事業管理

460
-
一、追加預算數46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4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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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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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6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中威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補助本市大甲
區、大安區公所辦理提昇生活環境品質及
社會福利等活動460千元。

　　　61061700502
　　　石油管理

6,470
-
一、追加預算數6,47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6,47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47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47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辦理經濟部能源局補助「山地鄉家用液化
石油氣用戶申請補助業務」6,470千元。

02

　　61061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7,505
-

08

　　　610617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7,505
-
一、追加預算數27,505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7,50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7,50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7,50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行政院國科會中科管理局補助大安區永
安、頂安、福助及海墘等4里自來水幹管至
用戶水量計間接戶費用24,100千元。
2.行政院國科會中科管理局「臺中市后里
區公館里申請自來水接管補助計畫」340萬
5千元。

01

07 000700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主管

1,076,393
-35,400

001 　000718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1,076,393
-35,400

　　58071800500
　　水利工程

4,800
-

02

　　　58071800501
　　　河川及區域排水工程

4,800
-
一、追加預算數4,8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8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8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8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民興街141巷箱涵排水改道工程-西區公館
段80-9、-73、-85地號、南區半天厝45-16
地號等經費4,8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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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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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71800400
　　道路橋樑工程

721,102
-4,500

09

　　　60071800401
　　　道路橋樑工程養護

126,460
-
一、追加預算數126,46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26,4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6,46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26,46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本市基層鄰里建議改善道路、溝渠及各
項公共設施等一般小型工程建設案90,000
千元。
2.交通部補助縣市政府老舊及受損橋樑整
建計畫(第二期計畫)-神岡區圳陽橋新建工
程35,000千元。
3.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補助太平區
中99線北田大橋橋墩及護欄改建工程1,460
千元。

01

　　　60071800403
　　　道路工程

565,812
-
一、追加預算數565,812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65,81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65,812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565,81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開闢清水區30-8-1號(八德路)計畫道路
配合款50,895千元。
2.配合大里區公所施作「大里區中興路二
段日新橋至南門橋開闢工程」路權二側受
損房屋補償27,600千元。
3.大里區福大段617-2地號土地徵收15,455
千元。
4.臺中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
路)(含振文路)410,387千元。
5.臺中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
統)29,938千元。
6.臺中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豐原都市
計畫2-1號道路(豐勢路至三豐路)7,166千
元。
7.清水區10-14-1號道路工程11,200千元。
8.大甲日南黎明路跨越縱貫鐵路陸橋工程
變更設計經費(配合款)1,200千元。
9.大甲區縱貫鐵路182k+615段平交道引道
改善工程5,971千元。
10.臺中市30-37號道路工程(2-2)樹木移植
工程費6,000千元。

03

　　　60071800404
　　　橋樑工程

28,830
-4,500

一、追加預算數28,83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8,830千元
　　追減預算數4,5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4,33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8,83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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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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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及投資4,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大里區健民橋改建工程追減中央補助款
4,500千元。
2.大里區健民橋改建工程追加市庫負擔
4,500千元。
3.「台1乙線精忠橋改建工程」分攤工程經
費24,330千元。

　　60071800500
　　路燈管理

25,000
-

10

　　　60071800501
　　　路燈養護及增設

25,000
-
一、追加預算數25,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0,000千元
　　設備及投資15,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5,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5,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路燈電費10,000千元。
2.高效率道路照明燈具示範系統-台中市西
屯區安林路及西林巷5,000千元。
3.100年路燈養護及零星增設10,000千元。

01

　　60071800600
　　管線業務

-
-23,500

11

　　　60071800601
　　　管線管理與維護

-
-23,500

一、追減預算數23,500千元，包括:
　　業務費23,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3,5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23,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1.追減豐原2-1號道路工程共同管道經費管
理維護費及水電費7,800千元。
2.追減高鐵台中車站地區區段徵收公共工
程共同管道管理維護費1,000千元。
3.追減寬頻管道維護經費14,700千元。

01

　　66071800400
　　水利會保險業務

600
-

12

　　　66071800401
　　　水利會保險

600
-
一、追加預算數6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6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第三類農(漁、
水利)會會員其被保險人之眷屬之保險自付
30%，其餘70%，在直轄市，由中央政府補
助40%，直轄市政府補助30%所需經費600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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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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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71800100
　　景觀工程

1,491
-

13

　　　72071800103
　　　景觀工程

1,491
-
一、追加預算數1,491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49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491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49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00年度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執行「既有市
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追加
編足相對地方配合款計畫1,491千元。

03

　　72071800200
　　公園管理

311,500
-5,000

14

　　　72071800201
　　　公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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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各區公所辦理公園、園道、綠地、廣
場等維護管養、環境清潔、設施修繕計畫
10,000千元。

01

　　　72071800202
　　　公園工程

301,500
-5,000

一、追加預算數301,5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01,5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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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296,5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01,5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5,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新闢公園綠地委託技術服務費120,000千
元。
2.台中市公園營造亮點計畫169,500千元。
3.崇倫公園及地震公園(九號登山步道入
口)新建廁所工程7,000千元。
4.追減高美濕地公園(公68)遊客服務中心
興建工程5,000千元。
5.追加高美濕地公園(公68)遊客服務中心
及體驗館興建工程5,000千元。

02

　　73071800600
　　衛生下水道工程

11,900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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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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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71800601
　　　衛生工程業務

11,900
-2,400

一、追加預算數11,900千元，包括:
　　業務費2,400千元
　　設備及投資9,500千元
　　追減預算數2,400千元，包括:
　　業務費2,4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9,5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4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2,4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9,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水資源回收中心固定資產設備災害
(火災、水災)保險費用2,000千元。
2.追減西屯區部分社區污水納入台中工業
區污水處理場處理費400千元。
3.追加水資源回收中心委託檢測水質及污
泥相關費用及污泥餅清運處置費2,400千
元。
4.追加黎明社區污水處理廠改建計畫9,500
千元。

01

08 00080000000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主管

43,408
-

001 　00081900000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43,408
-

　　60081900200
　　交通管理業務

5,561
-

02

　　　60081900201
　　　交通規劃

4,999
-
一、追加預算數4,999千元，包括:
　　業務費4,999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999千元
　　增列 業務費4,999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大臺中地區纜車興建先期規劃計畫4,999千
元。

01

　　　60081900205
　　　運輸管理

562
-
一、追加預算數562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56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62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56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配合公路客運車輛移撥管轄補助大眾運輸
業者辦理先進大眾運輸系統建置計畫562千
元。

04

　　600819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7,847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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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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819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7,847
-
一、追加預算數37,847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0,000千元
　　獎補助費7,84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7,847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0,0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7,84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100年度交通管制設施維護及設置工程
20,000千元。
2.100年度交通號誌與紅燈倒數(含行人倒
數計時器)零星增設汰舊換新工程10,000千
元。
3.配合公路客運車輛移撥管轄補助大眾運
輸業者辦理先進大眾運輸系統建置計畫
7,846.706千元。
4.補至千元差額0.294千元。

01

09 0009000000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主管

7,095
-1,463

001 　0009200000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7,095
-1,463

　　59092000100
　　一般行政

2,173
-1,173

01

　　　59092000101
　　　行政管理

2,173
-1,173

一、追加預算數2,173千元，包括:
　　人事費1,173千元
　　業務費1,000千元
　　追減預算數1,173千元，包括:
　　人事費1,17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00千元
　　增列 人事費1,173千元
　　減列 人事費1,173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搬運建管檔案(搬運59年至94年度建管檔
案至原龍井鄉代表會四樓存放），增列運
費1,000千元。
2.為加強本市公共建築物使用安全管理工
作，經臺中市政府核定增加本局使用管理
科配置員額7人，增列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1,173千元。
3.原編制部分人員尚在辦理遴補中，其人
事費節餘追減以支應新增員額7人待遇所
需，減列法定編制人員待遇1,173千元。

01

　　59092000400
　　都市發展

3,500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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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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92000401
　　　先期發展計畫

3,500
-
一、追加預算數3,500千元，包括:
　　業務費3,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5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辦理大臺
中地區擬定區域計畫規劃研究案，增列委
辦費3,500千元。

01

　　59092000500
　　建管業務

1,422
-290

03

　　　59092000502
　　　建照審核及管理

980
-
一、追加預算數980千元，包括:
　　業務費9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980千元
　　增列 業務費9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辦理100年
度加強建立綠建築推動工作計畫，增列委
辦費980千元。

02

　　　59092000504
　　　建築物安全檢查及使用管
　　　理

442
-290

一、追加預算數442千元，包括:
　　業務費442千元
　　追減預算數290千元，包括:
　　人事費140千元
　　業務費1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52千元
　　減列 人事費14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42千元
　　減列 業務費1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辦理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有關行政
業務資料蒐集等，減列超時加班費140千
元。
2.委請專家技術單位辦理本市公有建築物
耐震能力評估調查及資料整理，增列委辦
費442千元。
3.減列短程出差費150千元。

04

10 001000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119,003
-69,591

001 　00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92,457
-69,591

　　58102100200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

51,975
-58,899

02

　　　58102100201
　　　農政及作物生產輔導

47,325
-50,968

一、追加預算數47,325千元，包括:
　　人事費84千元
　　業務費2,020千元
　　獎補助費45,221千元

01

150



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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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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68千元，包括:
　　人事費142千元
　　業務費877千元
　　設備及投資250千元
　　獎補助費49,699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3,643千元
　　增列 人事費84千元
　　減列 人事費142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20千元
　　減列 業務費877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25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5,221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49,699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100年地區性農業建設發展與耕地活
化-蔬菜現代化生產設施計畫20千元。
2.追減加強肥料管理計畫480千元。
3.追減核發農業機械使用證及農機用油免
營業稅憑單34千元。
4.追減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推廣與輔導計
畫19千元。
5.追減有機農業認驗證管理與輔導計畫30
千元。
6.追減敏感作物種植面積調查計畫1,455千
元。
7.追減強化農業資訊調查與預警制度計畫4
千元。
8.追減稻榖收購進倉運費補助計畫44,520
千元。
9.追加農委會補助辦理100年「輔導辦理稻
田多元化利用調整業務計畫」3,745千元。
10.追加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計畫138千
元。
11.追加推動農業經營企業化建立農業中衛
體系計畫105千元。
12.追加水稻良種繁殖更新計畫793千元。
13.追加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計畫
338千元。
14.追加重要外銷經濟作物病蟲害綜合防治
示範計畫40千元。
15.追加農藥管理及品質管制計畫260千
元。
16.追加農作物污染監測管制及損害查處計
畫230千元。
17.追加農業產銷班運作經費補助計畫
12,000千元。
18.追加農業病蟲害防治資材補助計畫
25,520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農藥管理及品質管制計畫250千元。

　　　58102100202
　　　農會及休閒農業輔導

1,383
-6,123

一、追加預算數1,383千元，包括:
　　業務費300千元
　　獎補助費1,083千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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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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3千元，包括:
　　業務費1,120千元
　　獎補助費5,00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4,74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1,12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083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5,003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100年度臺中市農村社區休閒農業輔
導計畫等5,623千元。
2.追加100年度發展農村社區農業產業文化
活動計畫1,083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強化農會主管機關輔導功能計畫200千
元。

　　　58102100203
　　　畜牧行政輔導

646
-1,300

一、追加預算數646千元，包括:
　　業務費186千元
　　獎補助費460千元
　　追減預算數1,300千元，包括:
　　人事費10千元
　　業務費556千元
　　獎補助費73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654千元
　　減列 人事費1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86千元
　　減列 業務費55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6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734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畜牧場登記與管理計畫計畫139千
元。
2.追減推動畜牧場節能減碳計畫335千元。
3.追減羊、鹿產銷輔導計畫160千元。
4.追減強化畜牧場斃死畜禽處理及再利用
計畫300千元。
5.追加強化畜牧場污染防治及再利用計畫
42千元。
6.追減家畜產銷履歷產品推動計畫50千
元。
7.追加加強飼料生產與衛生安全管理計畫
20千元。
8.追加各地禽品產銷輔導計畫26千元。
9.追加禽畜糞堆肥場營運管理輔導計畫27
千元。
10.追加莫拉克災後畜禽設施復建計畫-污
染防治設施5千元。
11.追加毛豬產銷輔導計畫70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推動畜牧場節能減碳計畫50千元。
2.追減強化畜牧場污染防治及再利用計畫
210千元。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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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說          明

3.追加莫拉克災後畜禽設施復建計畫-污染
防治設施400千元。

　　　58102100204
　　　農地利用與管理

635
-508

一、追加預算數635千元，包括:
　　業務費43千元
　　獎補助費592千元
　　追減預算數508千元，包括:
　　業務費143千元
　　獎補助費36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7千元
　　增列 業務費43千元
　　減列 業務費14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592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365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100千
元。
2.追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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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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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千元。

04

　　　58102100205
　　　山坡地保育及開發

1,552
-
一、追加預算數1,552千元，包括:
　　業務費1,55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552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5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0年度災害防救演習執行計畫經費
1,552千元。

05

　　　58102100206
　　　農產運銷加工輔導

434
-
一、追加預算數434千元，包括:
　　人事費20千元
　　業務費399千元
　　設備及投資1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34千元
　　增列 人事費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99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5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0年度有機農糧產品及有機農糧加工
品檢查及檢驗計畫經費419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0年度有機農糧產品及有機農糧加工
品檢查及檢驗計畫經費15千元。

06

　　58102100300
　　林業與自然保育管理業務

10,182
-10,69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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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說          明

　　　58102100301
　　　林政與自然保育管理

10,182
-10,692

一、追加預算數10,182千元，包括:
　　人事費679千元
　　業務費395千元
　　設備及投資8,715千元
　　獎補助費393千元
　　追減預算數10,692千元，包括:
　　業務費1,058千元
　　設備及投資7,000千元
　　獎補助費2,63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510千元
　　增列 人事費679千元
　　增列 業務費395千元
　　減列 業務費1,058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8,715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7,0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93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634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1.追減100年度東勢林區管理處國家重要濕
地保育計畫1,000千元。
2.追減100年度農委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
處野生動物資源保育統籌計畫510千元。
3.追減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計畫-辦理國家
重要濕地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內生態保育
設施維護715千元。
4.追減臺中市珍貴老樹保育計畫280千元。
5.追加臺中市珍貴老樹保育計畫280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高美濕地管理及維護費用-高美濕地
保護區內管制設施及相關工程3,000千元。
2.追減辦理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高美濕
地保護區內生態保育設施維護4,000千元。
3.追加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高美保護區
管理及維護費用-高美保護區內管制設施及
相關工程4,000千元。
4.追加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計畫-辦理國家
重要濕地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內生態保育
設施維護工程等相關工作3,000千元。　
5.追加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計畫-辦理國家
重要濕地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內生態保育
設施維護715千元。
6.追加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高美保護區
管理及維護費用-高美保護區內保育維護及
解說設施1,000千元。

01

　　66102100100
　　農民保險業務

30,300
-

06

　　　66102100101
　　　農民保險

30,300
-
一、追加預算數30,3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30,3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0,3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0,3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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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說          明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全民健康保險法辦理全民健康保險第3
類﹝農、漁民﹞保險費本府負擔款，100年
4月1日健保費率調漲差額30,300千元。

002 　00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11,546
-

　　58102110700
　　動物保護與管理

7,269
-

02

　　　58102110701
　　　動物保護

6,337
-
一、追加預算數6,337千元，包括:
　　人事費60千元
　　業務費2,141千元
　　獎補助費4,13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337千元
　　增列 人事費6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14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13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辦理推動動物保護計畫1,967千元。
2.辦理寵物登記、市民犬貓絕育補助相關
計畫4,370千元。

01

　　　58102110702
　　　動物收容

610
-
一、追加預算數610千元，包括:
　　人事費20千元
　　業務費59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10千元
　　增列 人事費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9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辦理公立動物收容所及管制設備改善計
畫380千元。
2.辦理動物收容所圍籬、污水排水系統修
繕計畫230千元。

02

　　　58102110703
　　　獸醫行政

322
-
一、追加預算數322千元，包括:
　　人事費15千元
　　業務費30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22千元
　　增列 人事費15千元
　　增列 業務費30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辦理寵物及野生動物疾病防治計畫212千
元。
2.辦理加強輸入動物追蹤檢疫計畫110千
元。

03

　　58102110800
　　動物防疫與檢驗

3,994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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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02110801
　　　豬病防疫

2,432
-
一、追加預算數2,432千元，包括:
　　人事費101千元
　　業務費2,33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432千元
　　增列 人事費101千元
　　增列 業務費2,331千元

01

　　　58102110802
　　　病性鑑定及水產防疫

319
-
一、追加預算數319千元，包括:
　　業務費319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19千元
　　增列 業務費319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辦理水產動物疾病防治計畫319千元。

02

　　　58102110803
　　　草食動物禽病防疫

573
-
一、追加預算數573千元，包括:
　　人事費10千元
　　業務費56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73千元
　　增列 人事費1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6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辦理草食動物口蹄疫等重要疾病防治計
畫173千元。
2.辦理家禽及草食動物畜牧場疾病防治消
毒藥劑計畫400千元。

03

　　　58102110804
　　　動物藥品管理

670
-
一、追加預算數670千元，包括:
　　人事費45千元
　　業務費62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70千元
　　增列 人事費45千元
　　增列 業務費62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辦理違法屠宰行為查緝計畫450千元。
2.辦理加強動物用藥品抽查取締及宣導工
作計畫220千元。

04

　　581021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83
-

04

　　　581021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83
-
一、追加預算數283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8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83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8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辦理水產動物疾病防治計畫83千元。
2.辦理公立動物收容所及管制設備改善計
畫2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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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00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15,000
-

　　581021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5,000
-

03

　　　581021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5,000
-
一、追加預算數15,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5,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5,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5,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維護本市漁港及船澳工程與梧棲漁港
美人魚碼頭計畫10,000千元。
追加委託辦理松柏漁港規劃費5,000千元。
　

01

11 001100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主管

12,684
-2,667

001 　00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1,741
-2,667

　　61112200100
　　一般行政

-
-167

01

　　　61112200101
　　　行政管理

-
-167

一、追減預算數167千元，包括:
　　業務費16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67千元
　　減列 業務費167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辦理縣市合併土地及已登記建物所有
權移轉及管理機關變更登記費用，167千
元。

01

　　61112200700
　　觀光管理

11,741
-

02

　　　61112200701
　　　觀光工程規劃與管理

900
-
一、追加預算數900千元，包括:
　　業務費9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9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9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辦理「大臺中市自
行車道系統整合及改善計畫」，900千元。

01

　　　61112200702
　　　觀光產業管理業務

3,000
-
一、追加預算數3,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3,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000千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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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辦理「臺中市中橫觀光發展計畫先期規劃
案」，3,000千元。

　　　61112200704
　　　觀光旅遊行銷與推廣

7,841
-
一、追加預算數7,841千元，包括:
　　業務費7,84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841千元
　　增列 業務費7,84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高鐵臺中站旅遊服務中心營運管理計
畫，340.2千元。
2.臺中市全面提升旅遊資訊服務計畫，
4,000千元。
3.辦理2012中臺灣元宵燈會花燈製作、先
期作業及活動等相關費用，1,000千元。
4.國、內外旅行業踩線團及貴賓接待事
務、媒體行銷宣傳、辦理觀光節慶活動
等，2,500千元。
5.補至千元差額0.8千元。

04

　　611122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2,500

04

　　　611122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2,500

一、追減預算數2,5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5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2,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風景區及自行車道用地取得計畫，
2,500千元。

01

002 　00112210000
　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

943
-

　　611122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943
-

03

　　　611122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943
-
一、追加預算數943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94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943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94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大甲鐡砧山風景特定區內植栽維護管理相
關設備採購計畫943千元。

01

12 001200000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主管

252,671
-239,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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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001223000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52,671
-238,055

　　66122300200
　　社會保險

34,000
-183,000

01

　　　66122300201
　　　社會保險

34,000
-183,000

一、追加預算數34,0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34,000千元
　　追減預算數183,0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83,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49,0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4,00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83,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本市列冊低收入戶之國民年金保險
費補助34,000千元。
2.追減第五類健康保險費。(含列冊低收入
戶及安置社會福利救助機構收容者)
183,000千元。

01

　　67122300100
　　社會救濟

33,000
-

02

　　　67122300101
　　　社會救濟

33,000
-
一、追加預算數33,0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33,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3,0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3,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補助低收入戶子女就讀高中職以上就
學生活補助費33,000千元。

01

　　68122300200
　　社政業務

112,902
-44,673

04

　　　68122300201
　　　社會福利

112,902
-44,673

一、追加預算數112,902千元，包括:
　　人事費16千元
　　業務費21,575千元
　　獎補助費91,311千元
　　追減預算數44,673千元，包括:
　　業務費5,551千元
　　獎補助費39,12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8,229千元
　　增列 人事費16千元
　　增列 業務費21,575千元
　　減列 業務費5,55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91,311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39,12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減)，其內容為：
1.婦女生育津貼實施計畫18,000千元。
2.追減兒童及少年保護安置及非行少年轉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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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安置等各項福利經費20,000千元。
3.臺中市中低收入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1,700千元。
4.辦理100年度「幼童專用車安全訓練實施
計畫」350千元。
5.追減辦理托育機構評鑑、幼托整合、各
項托育補助、系統說明會、主管人員會議
等費用150千元。
6.追減委託服務相關社團、學校、機構辦
理托育機構評鑑輔導、出席、評鑑撰稿等
費用1,100千元。
7.致贈托育機構教保人員教師節禮品2,500
千元。　
8.內政部兒童局補助辦理5歲幼兒免學費教
育計畫33,831千元。
9.追減托育機構評鑑獲獎園所獎勵金1,250
千元。
10.追減內政部補助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甘
霖社會慈善事業基金會辦失智症老人日間
照顧服務1,000千元。
11.委託辦理長期照顧(居家服務)經費
16,871.416千元。
12.追減內政部補助辦理我國長期照顧十年
計畫16,871.416千元。
13.辦理100年度「全面推廣國際健康功能
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新制實驗計畫」
1,869千元。
14.追減身心障礙需求調查委託研究費700
千元。
15.追減內政部補助辦理臺中市身心障礙者
復康巴士營運服務計畫3,000千元。
16.追減小型復康巴士業務差旅費601千
元。
17.追加身心障礙者轉入教養機構收容教養
補助費、日間托育補助費5,000千元。
18.追加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32,780千
元。
19.追加補至千元差額0.584千元。
20.追減補至千元差額0.584千元。

　　68122300300
　　托兒所業務

58,387
-

05

　　　68122300301
　　　托兒所業務

58,387
-
一、追加預算數58,387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8,38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8,387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58,38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臺中市立托兒所改善設立要件及充實內
部設施設備計畫51,000千元。
2.臺中市立清水聯合托兒所新建工程計畫
(有償撥用土地)7,387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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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223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4,382
-10,382

07

　　　681223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4,382
-10,382

一、追加預算數14,382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000千元
　　獎補助費11,382千元
　　追減預算數10,382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0,38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0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0,382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1,38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減)，其內容為：
1.追減臺中市區域性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暨
大忠社區活動中心土地撥用經費10,382千
元。
2.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臺中市身心障礙者
復康巴士營運服務計畫3,000千元。
3.追加內政部補助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甘
霖社會慈善事業基金會辦失智症老人日間
照顧服務1,000千元。
4.追加補助區公所辦理社區活動中心修繕
工程、充實設備及興建社區活動中心工程
費10,382千元。

01

003 　00122320000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

-
-1,500

　　68122320700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
-1,500

02

　　　68122320701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
　　　作

-
-1,500

一、追減預算數1,5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50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補助衛生局辦理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
計畫各項補助及性侵害加害人身心治療輔
導教育經費1,500千元。

01

13 00130000000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主管

6,423,000
-6,240,000

001 　00132600000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6,423,000
-6,240,000

　　66132600300
　　勞工保險

6,423,000
-6,240,00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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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32600301
　　　勞工保險

6,423,000
-6,240,000

一、追加預算數6,423,0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6,423,000千元
　　追減預算數6,240,0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6,24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83,0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423,00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6,24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追減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費補助
計畫6,240,000千元。
追加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費補助
計畫6,423,000千元。

01

14 0014000000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主管

75,252
-300

001 　0014270000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75,252
-300

　　77142700100
　　一般行政

1,000
-

01

　　　77142700101
　　　行政管理

1,000
-
一、追加預算數1,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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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費1,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辦公費用200千元
2.中央空調系統、飲水機設備及電力高低
壓維護費800千元

01

　　77142700200
　　警政業務

4,900
-

02

　　　77142700201
　　　警察行政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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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志工教育訓練費、志工服務手冊、
識別證、宣導文宣、誤餐費及宣導品等350
千元。
2.辦理志工業務聯繫及會議研討經費50千
元。

01

　　　77142700202
　　　保安業務

2,030
-
一、追加預算數2,030千元，包括:
　　業務費2,03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30千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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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義警大隊推動警勤工作相關作業費、裝備
費、雜項等支出、幹部會議、訓練及聯誼
餐敘等費用2,030千元。

　　　77142700203
　　　犯罪預防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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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守員訓練用教材、誤餐費及雜支400千元

03

　　　77142700204
　　　民防業務

2,070
-
一、追加預算數2,070千元，包括:
　　業務費2,07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7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7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民防大隊推動警勤工作相關作業費、裝
備費、雜項等支出、幹部會議、訓練及聯
誼餐敘等費用2,000千元
2.民防組訓:每年2次常年訓練、團隊整編
點檢專業訓練、民防會報、幹部聯誼70千
元

04

　　77142700300
　　所屬機關警政業務

4,145
-

03

　　　77142700303
　　　刑事警察業務

1,000
-
一、追加預算數1,0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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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補助費1,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民眾提供線
索協助破案獎金1,000千元。

03

　　　77142700304
　　　交通警察業務

3,145
-
一、追加預算數3,145千元，包括:
　　業務費3,14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145千元
　　增列 業務費3,14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交通義警服交通崗協勤工作費2,940千元
2.駕駛人肇事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檢驗費
105千元
3.交通義警聯誼活動費100千元

04

　　77142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65,207
-300

05

　　　77142709001
　　　局本部建築及設備

51,390
-300

一、追加預算數51,39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1,390千元
　　追減預算數300千元，包括: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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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及投資3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1,09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51,39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3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豐原、霧峰、烏日、清水分局新設
派出所資訊設備1,390千元
2.追加治安要點監視錄影系統建置案
50,000千元
3.追減內政部警政署補助辦理「推動社區e
化聯防機制-錄影監視系統整合計畫」路口
監視系統建置300千元

　　　77142709002
　　　分局建築及設備

13,817
-
一、追加預算數13,817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3,81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3,817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3,817千元
三、係因第四分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第四分局廳舍搬遷至向心南路原衛生局大
樓所需整修及相關經費計畫8,837千元。
係因豐原分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新建頂街所計畫，進駐所需資訊設備340
千元，雜項設備434千元
2.新成立豐洲所計畫，進駐所需資訊設備
340千元，雜項設備695.5千元
3.補至千元差額0.5千元
係因霧峰分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新建四德派出所進駐所需設備836.5
千元
2.補至千元差額0.5千元
係因清水分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新建大楊派出所進駐所需設備960千元
係因烏日分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新建瑞井派出所進駐所需設備
1,372.5千元
2.補至千元差額0.5千元

02

15 0015000000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主管

11,941
-1,754

001 　0015300000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11,941
-1,754

　　33153001200
　　消防業務

2,654
-

02

　　　33153001204
　　　災害搶救

900
-
一、追加預算數900千元，包括:
　　業務費9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9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9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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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義勇消防人員聯誼活動費900千元。

　　　33153001209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1,754
-
一、追加預算數1,754千元，包括:
　　業務費1,75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754千元
　　增列 業務費1,75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輔助火災預警暨救災即時影像系統設
備維護1,754千元。

09

　　331530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9,287
-1,754

04

　　　331530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9,287
-1,754

一、追加預算數9,287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8,406千元
　　獎補助費881千元
　　追減預算數1,754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75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533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8,406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75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88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第一救災救護大隊頭家厝廳舍工程
內部辦公設備2,000千元。
2.追加第四救災救護大隊犁份廳舍自來水
工程費1,806千元。
3.追加內政部消防署「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建特別預算」補助購置消防車輛及裝備器
材4,600千元。
4.追減輔助火災預警暨救災即時影像系統
設備維護1,754千元。
5.追加內政部補助「偏鄉地區緊急、災害
通報專用無線電系統建置執行計畫」881千
元。

01

16 001600000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主管

12,378
-1,370

001 　001631000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2,378
-1,370

　　70163100100
　　一般行政

2,438
-

01

　　　70163100101
　　　行政管理

2,438
-
一、追加預算數2,438千元，包括:
　　業務費2,43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438千元
　　增列 業務費2,438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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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公大樓水電費2,438千元。

　　70163100200
　　衛生業務

9,940
-1,300

02

　　　70163100202
　　　醫事管理工作

1,020
-1,300

一、追加預算數1,020千元，包括:
　　業務費120千元
　　獎補助費900千元
　　追減預算數1,3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3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8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0千元
　　減列 業務費1,3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9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各衛生所值日誤餐費300千元。
2.追減救災用衛星電話及無線電相關設備
搬遷案1,000千元。
3.追加原住民就醫交通費720千元。
4.追加臺中市弱勢族群就醫補助計畫300千
元。

02

　　　70163100206
　　　保健工作

8,920
-
一、追加預算數8,920千元，包括:
　　人事費301千元
　　業務費8,619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920千元
　　增列 人事費301千元
　　增列 業務費8,619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衛生保健工作計畫3,838.383千元。
2.追加菸害防制工作計畫5,080.170千元。
3.補至千元差額1.447千元。

06

　　701631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70

05

　　　701631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70

一、追減預算數7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7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7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7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菸害防制工作計畫70千元。

01

17 00170000000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主管

32,786
-20,000

001 　00173500000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2,786
-20,000

166



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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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73500300
　　環境教育基金

11,253
-

03

　　　73173500301
　　　環境教育基金

11,253
-
一、追加預算數11,253千元，包括:
　　人事費140千元
　　業務費8,163千元
　　獎補助費2,9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253千元
　　增列 人事費140千元
　　增列 業務費8,16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9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環境講習、環境教育之宣導、
活動、文宣及環保教育志工、環境影響評
估、公害糾紛調處等業務11,253千元。

01

　　73173500400
　　清潔隊業務

351
-

04

　　　73173500401
　　　清潔隊管理

351
-
一、追加預算數351千元，包括:
　　業務費35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51千元
　　增列 業務費35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臨時人員配合公教人員於100年
7月1日全面調薪3%一案350.9千元。
2.補至千元差額0.1千元。

01

　　73173500500
　　環境工程及設施業務

20,000
-20,000

05

　　　73173500503
　　　垃圾焚化廠業務

20,000
-20,000

一、追加預算數20,0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0,000千元
　　追減預算數20,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2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列 業務費20,0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補助臺中市一般廢棄物清運至后里
及烏日資源回收廠代處理費用20,000千
元。
2.追減100年臺中市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
廢棄物委託清理轉運外縣市及代處理費用
20,000千元。

03

　　731735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82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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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735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82
-
一、追加預算數1,182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18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82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18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臺中縣垃圾全分類零廢棄方
案第一階段執行計畫獎補助金申請案」
560.1千元。
2.追加辦理辦理環境教育基金業務用相關
設備621千元。
3.補至千元差額0.9千元。

01

18 001800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48,546
-333,952

001 　00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33,766
-331,402

　　53183600600
　　文教活動

23,616
-1,162

02

　　　53183600601
　　　藝文推廣

18,586
-
一、追加預算數18,586千元，包括:
　　業務費9,234千元
　　獎補助費9,35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8,586千元
　　增列 業務費9,23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9,35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臺中市地方文化館計畫相關經費4,634千
元。
2.臺中市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工作相關經費
4,600千元
3.補助區公所辦理「一區一特色」推廣活
動計畫1,500千元。
4.補助區公所辦理臺中市地方文化館計畫
相關經費1,190千元。
5.補助區公所辦理臺中市社區總體營造推
動工作相關經費500千元。
6.補助私有地方文化館辦理臺中市地方文
化館計畫相關經費742千元。
7.補助社區、團體辦理臺中市社區總體營
造推動工作相關經費5,420千元。

01

　　　53183600602
　　　視覺藝術

1,250
-
一、追加預算數1,250千元，包括:
　　業務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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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費1,2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市政大樓、陽明大樓藝術廊道展覽及塗
鴉示範區計畫相關經費600千元。
2.文化與教育結合推動方案相關經費650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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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53183600603
　　　表演藝術

2,200
-270

一、追加預算數2,2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000千元
　　獎補助費1,200千元
　　追減預算數270千元，包括:
　　業務費27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9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27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2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臺中大都會歌劇院三座劇場委託試
營運評估技術服務案1,000千元。
2.追減百年公園一百小時．建國一百年慶
祝活動270千元。
3.追加文建會補助100年度臺中市傑出演藝
團隊徵選及獎勵計畫1,200千元。

03

　　　53183600604
　　　圖書資訊

200
-450

一、追加預算數200千元，包括:
　　業務費200千元
　　追減預算數450千元，包括:
　　業務費4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4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100年度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
升級實施計畫200千元。
2.追減大臺中Bookstart閱讀起步走-0-3歲
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計畫450千元。

04

　　　53183600605
　　　圖書館管理

1,380
-442

一、追加預算數1,380千元，包括:
　　業務費1,380千元
　　追減預算數442千元，包括:
　　業務費44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938千元
　　增列 業務費1,380千元
　　減列 業務費44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委託辦理公共圖書館閱讀植根與空
間改造：98-101年圖書館創新服務發展計
畫441.2千元。
2.追加委託辦理沙鹿區深波圖書館文昌分
館開館營運經費250千元。
3.追加委託辦理霧峰區以文圖書館營運經
費1,050千元。
4.追加委託辦理「98-99年公共圖書館閱讀
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執行成效優良
獎勵經費80千元。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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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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追減補至千元差額0.8千元。

　　531836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150
-330,240

04

　　　531836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150
-330,240

一、追加預算數10,15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100千元
　　獎補助費7,050千元
　　追減預算數330,24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30,24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320,09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1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330,24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7,0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臺中市眷村文物館整修工程1,000千
元。
2.追加臺中市地方文化館計畫-充實各項設
備400千元。
3.追減文化設施規劃與設置330,240千元。
4.追加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二級機關資訊軟
硬體更新購置畫1,700千元。
5.追加補助潭子區公所辦理潭子區圖書館
外牆整建計畫600千元。
6.追加補助區公所辦理100年公共圖書館閱
讀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3,546千元。
7.追加補助區公所辦理臺中市地方文化館
計畫相關設備經費2,464千元。
8.追加補助私有地方文化館辦理臺中市地
方文化館計畫相關設備經費440千元。

01

002 　00183610000
　臺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

2,450
-1,500

　　53183610600
　　文教活動

2,450
-

02

　　　53183610607
　　　展演活動

2,450
-
一、追加預算數2,450千元，包括:
　　業務費2,4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4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4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臺中市地方文化館計畫-美術家資料館功能
發展、營運與服務升級經營2,450千元。

02

　　531836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1,500

03

170



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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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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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836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1,500

一、追減預算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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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 1,5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設置美術家工作坊工程計畫1,500千
元。

01

004 　00183630000
　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

10,900
-

　　53183630600
　　文教活動

2,450
-

02

　　　53183630608
　　　有形文化資產維護

2,450
-
一、追加預算數2,450千元，包括:
　　業務費2,4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4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4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委託辦理市定古蹟清水社口楊宅調查研
究計畫1,500千元。
2.歷史建築大肚山碉堡群調查研究及再利
用之可行性委託案950千元。

01

　　531836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8,450
-

03

　　　5318363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8,450
-
一、追加預算數8,45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8,4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45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8,4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市定古蹟摘星山莊圍牆邊溝經費1,850千
元。
2.大臺中文學館規劃設計監造案1,000千
元。
3.市定古蹟「清水社口楊宅」保護鋼棚計
畫規劃設計費600千元。
4.市定遺址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之空調、
消防及自來水等公共設施經費計畫5,000千
元。

01

006 　00183650000
　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

1,430
-1,050

　　53183650600
　　文教活動

1,430
-528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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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83650610
　　　演藝活動

1,430
-528

一、追加預算數1,430千元，包括:
　　業務費1,430千元
　　追減預算數528千元，包括:
　　業務費52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902千元
　　增列 業務費1,430千元
　　減列 業務費52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辦理編織工藝館地方文化館計畫528
千元。
2.追加辦理活力‧山城‧葫蘆墩-劇場活化
暨人才育成1,430千元。

03

　　5318365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522

03

　　　5318365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522

一、追減預算數522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2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522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522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辦理編織工藝館地方文化館空調設施
更新、影音互動視聽系統、展示設施與景
觀改善522千元。

01

19 001900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主管

19,141
-

001 　001938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19,141
-

　　331938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9,141
-

04

　　　331938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9,141
-
一、追加預算數19,141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9,14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9,141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9,14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公有出租耕地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3、76、77條規定終止租約發放法定補償
費4,860千元。
2.100年度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
畫-加速重劃區急要農水路改善工程。(依
據行政院農委會100.4.18農水字第
1000030063號函)14,281千元。

01

20 00200000000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6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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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00204000000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600
-600

　　32204001800
　　法制業務

600
-600

02

　　　32204001804
　　　採購申訴審議

600
-600

一、追加預算數600千元，包括:
　　業務費600千元
　　追減預算數600千元，包括:
　　業務費6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列 業務費6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6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採購申訴審議委員審查費600千元。
2.追加採購申訴審議委員審查費600千元。

04

21 00210000000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主管

10,630
-

001 　00214100000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10,630
-

　　532141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630
-

06

　　　532141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630
-
一、追加預算數10,63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0,63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63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63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臺中市和平區數位電視改善站建置工程
10,630千元。

01

24 00790000000
調整公務員工待遇準備主管

198,840
-

001 　00797900000
　調整公務員工待遇準備

198,840
-

　　89797900600
　　調整公務員工待遇準備

198,840
-

01

　　　89797900601
　　　調整公務員工待遇準備

198,840
-
一、追加預算數198,840千元，包括:
　　人事費198,84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98,840千元
　　增列 人事費198,84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因應100年7月起公務人員待遇調整，增列
薪津、不休假加班費等人事費需求198,84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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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合計 9,955,620
-7,32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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