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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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9,614
-428,861

01000000000
稅課收入

807,799
-

01

　01041500000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28,617
-

001

　　01041500900
　　統籌分配稅

28,617
-

03

　　　01041500901
　　　統籌分配稅

28,617
-
本府承接辦理衛生福利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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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2主預社
字第1030100837B號函)18,635千元
本府承接辦理交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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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2主預經字第
1030005025B號函)　9,982千元

01

　011223000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46,352
-

002

　　01122300900
　　統籌分配稅

46,352
-

01

　　　01122300901
　　　統籌分配稅

46,352
-
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補助辦理專案加發102
年康芮颱風暨0831超大豪雨住戶淹水救助。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2.10.3主預經字第
1020017735B號函)(社會救助科)4,000千元
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補助辦理低收入戶家
庭、兒童與就學生活補助。(依據行政院主計
總處102.10.18主預社字第1020102638B號函)
(社會救助科)42,352千元

01

　012242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732,830
-

004

　　01224200100
　　土地稅

583,270
-

01

　　　01224200101
　　　地價稅

250,000
-
一般土地。225,000千元
自用住宅用地。10,000千元
工業用地或直接供工廠用地。10,000千元
公共設施保留地。5,000千元

01

　　　01224200102
　　　土地增值稅

333,270
-
自用住宅用地。22,662千元
一般用地(第一級)。70,817千元
一般用地(第二級)。25,494千元
一般用地(第三級)。214,29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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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追加(減)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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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追加(減)預算數 說明

節目款 項

　　01224200300
　　使用牌照稅

149,560
-

03

　　　01224200301
　　　使用牌照稅

149,560
-
應稅汽車。149,220千元
應稅機車。340千元

01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45,044
-7,494

03

　04020640000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31,050
-

021

　　04020640100
　　行政規費收入

50
-

01

　　　04020640105
　　　許可費

50
-
核發埋葬許可證明及起掘許可證明行政規
費。50千元

02

　　04020640200
　　使用規費收入

31,000
-

02

　　　04020640213
　　　場地設施使用費

31,000
-
殯葬業務塔位、公墓使用管理費。31,000千
元

02

　04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6,000
-

073

　　04061700100
　　行政規費收入

6,000
-

01

　　　04061700103
　　　登記費

6,000
-
補辦臨時工廠登記回饋金收入。(收支併列)
6,000千元

02

　04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500
-

091

　　04183600200
　　使用規費收入

500
-

02

　　　04183600214
　　　服務費

500
-
辦理各項親子及藝文活動報名費(收支併
列)。500千元

03

　04193850000
　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

-
-7,494

102

　　04193850100
　　行政規費收入

-
-7,356

01

　　　04193850101
　　　審查費

-
-1,067

追減建物測量、土地鑑界及地目勘查費。
-1,067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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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款 項

　　　04193850102
　　　證照費

-
-256

追減權利書狀費。-256千元02

　　　04193850103
　　　登記費

-
-6,033

追減登記費。-6,033千元03

　　04193850200
　　使用規費收入

-
-138

02

　　　04193850204
　　　資料使用費

-
-138

追減地籍圖冊抄錄及閱覽費。-138千元01

　04193910000
　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

7,494
-

108

　　04193910100
　　行政規費收入

7,356
-

01

　　　04193910101
　　　審查費

1,067
-
建物測量、土地鑑界及地目勘查費。1,067千
元

01

　　　04193910102
　　　證照費

256
-
權利書狀費。256千元02

　　　04193910103
　　　登記費

6,033
-
登記費。6,033千元03

　　04193910200
　　使用規費收入

138
-

02

　　　04193910204
　　　資料使用費

138
-
地籍圖冊抄錄及閱覽費。138千元01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2,685
-

04

　06020530000
　臺中市西區區公所

100
-

013

　　06020530500
　　廢舊物資售價

100
-

02

　　　06020530501
　　　廢舊物資售價

100
-
103年度小型工程瀝青混凝土刨除料賸餘價
值。100千元

01

　06020610000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85
-

021

　　06020610100
　　財產孳息

85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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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減)預算數 說明

節目款 項

　　　06020610101
　　　利息收入

85
-
專戶利息收入。85千元01

　06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2,500
-

076

　　06061700500
　　廢舊物資售價

2,500
-

02

　　　06061700501
　　　廢舊物資售價

2,500
-
公用事業科：
配合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辦理污水流
放管周邊延管路面修復工程等瀝青混凝土刨
除料折價值。2,500千元

01

08000000000
補助收入

1,785,080
-420,657

06

　08020080000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
　會

12,166
-9,697

001

　　0802008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2,166
-9,697

01

　　　0802008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2,166
-9,697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市和平區公所
辦理原住民地區部落水資源規劃及供水第三
期計畫。(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10.14原民經字第10200554461號函)950
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森林保育計畫-集水區保護林帶林木禁伐補
償業務相關經費。(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102.12.18原民經字第1020068430號函)574
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複丈分割地籍整理計畫經費。(依據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102.9.27原民地字第
1020051741號函)44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原住民族土
地政策法令宣導計畫經費。(依據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102.10.7原民地字第1020054428
號函)60千元
追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原住民
保留地權利賦予計畫。(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103.3.25原民地字第1030015971號函)
-105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原住民土地
開發與管理經營細部計畫-原住民保留地土地
管理資訊系統維護及異動更新計畫。(依據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3.2.26原民地字第
1030008063號函)100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度原住
民族地區原住民幼兒學前教育補助。(依據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3.3.14原民教字第
1030013585號函)5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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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度
原住民族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實施計畫。(依
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3.1.10原民衛字
第1030002103號函)-161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度第15
屆全國原住民行政盃桌球錦標賽計畫。(依據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3.3.24原民教字第
1030015465號函)2,000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市各區公所辦
理原住民住宅改善相關業務。(依據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103.1.28原民經字第
1030003488號函)200千元
追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輔導及
推廣原住民族產業深耕及行銷推廣計畫。(依
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2.12.4原民經字
第1020066373號函)-12千元
追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原住民
族部落永續發展造景計畫。(依據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103.1.29原民經字第1030004552
號函)-4,400千元
追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原住民
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依據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103.1.27原民經字第1030004475號
函)-4,015千元
追減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103年度推動原住民
族語言振興細部執行計畫。(依據原住民族委
員會103.4.8原民教字第1030012921號函)
-201千元
追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度
鼓勵原住民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補助計畫。(依
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3.3.12原民教字
第1030011672號函)-227千元
追減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推展以民
族教育為特色之學校本位課程實施計畫。(依
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03.4.15原民教字第
1030021447號函)-200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度原住
民族社會教育學習型系列活動實施計畫。(依
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3.2.17原民教字
第1030007013號函)100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2年度原住
民族部落大學績效總評鑑獎勵金執行計畫。
(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3.1.20原民教
字第1030002047號函)300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原住民
族部落大學計畫。(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103.3.12原民教字第10300116641號函及教
育部103.3.24臺教社(一)字第1030038384號
函)2,100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相關就
業服務。(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3.2.19原民衛字第1030007831號函)85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度部落
圖書資訊站駐點人員計畫。(依據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102.11.20原民教字第102006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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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減)預算數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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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273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 103年度僱
用原住民文化(物)館駐館人員計畫經費。(依
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2.8.8原民企字第
1020044080號函)459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度原住
民文物館改善計畫經費。(依據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103.3.24原民園展
字第1030001364號函)180千元
追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推動文
化(物)館展示、收藏、教育等相關營運工作
經費。(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2.8.8
原民企字第1020044080號函)-200千元
追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原住民
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計畫。（依據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103.2.19原民衛字第
1030006748號函）-176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和平區梨山里松茂
部落遷建實施計畫第一階段工作經費。(依據
原住民族委員會103.5.2原民建字第
1030022550號函)4,000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度原住民族地
區鄉〈鎮、市、區〉狂犬病防治宣導計畫。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03.4.10原民社字第
1030019836號函)30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違規利用處理計畫。(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102.11.4原民地字第1020058971號函)
211千元

　08020090000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4,786
-

002

　　0802009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4,786
-

01

　　　0802009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4,786
-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客語初級班」計
畫經費。(依據客家委員會103.2.6客會文字
第10300023764號函)50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客語中級暨中高
級班」計畫經費。(依據客家委員會103.2.6
客會文字第10300023766號函)。50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公務人員客語100句及
客家飲食生活文化、山歌與客家文化研習」
計畫經費。(依據客家委員會103.2.6客會文
字第10300023767號函)50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客語能力初級認
證輔導班」計畫經費。(依據客家委員會
103.2.6客會文字第10300023763號函)20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客語能力中級暨
中高級認證輔導班」計畫經費。(依據客家委
員會103.2.6客會文字第10300023765號函)20
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臺中市客家文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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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活化經營計畫」。(依據客家委員會
102.12.31客會文字第1020023123號函)3,826
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度小學客家講古
比賽活動」經費。(依據客家委員會103.2.6
客會文字第10300023762號函)50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高中職客家美食
烹飪比賽」經費。(依據客家委員會103.2.7
客會文字第1030002425A號函)50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103年度國中小、幼兒
園客家歌謠合唱比賽活動」經費。(依據客家
委員會103.4.8客會文字第10300057264號函)
50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好客臺中雙月刊」出
版計畫。(依據客家委員會103.3.26客會文字
第10300049822號函)60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2014客家桐花祭活動。
(依據客家委員會103.3.6客會文字第
1030003778B號函)560千元

　08020530000
　臺中市西區區公所

7,100
-

005

　　0802053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7,100
-

01

　　　0802053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7,100
-
內政部補助西區和龍、民龍聯合里活動中心
興建工程(依據內政部103.2.10內授中民字第
1035730052號函)。7,100千元

01

　08020540000
　臺中市南區區公所

1,060
-

006

　　0802054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060
-

01

　　　0802054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060
-
中興活動中心屋頂防水修繕工程。(依據內政
部103.2.10內授中民字第1035730052號函)
700千元
南區區公所聯合辦公大樓周圍人行道修繕工
程。(依據內政部103.2.10內授中民字第
1035730052號函)360千元

01

　08020580000
　臺中市北屯區公所

2,414
-

010

　　0802058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2,414
-

01

　　　0802058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2,414
-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補助101年
度北屯區舊社里與松強里重劃區水費差額補
助款。(依據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
處102.12.23經加中四字第10201014850號函)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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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入來源別追加(減)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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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73千元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補助102年
度北屯區舊社里與松強里重劃區水費差額補
助款。(依據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
處103.4.1經加中四字第10300014750號函)
548.315千元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補助103年
度北屯區舊社里與松強里重劃區水費差額補
助款。(依據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
處103.4.9經加中四字第10301003650號函)
1,351.612千元

　08020590000
　臺中市豐原區公所

80
-

011

　　0802059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80
-

01

　　　0802059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80
-
辦理「客庄百年、萬順啟航2013臺中市葫蘆
墩三山國王文化節」活動經費。(依據客家委
員會102.10.9客會文字第10200170592號函)
80千元

01

　08020610000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700
-

013

　　080206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700
-

01

　　　0802061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700
-
長億里活動中心頂樓平臺防水工程。(依據內
政部103.2.10內授中民字第1035730052號函)
450千元
豐年里廣播系統增設計畫。(依據內政部
103.2.10內授中民字第1035730052號函)250
千元

01

　08020690000
　臺中市神岡區公所

800
-

021

　　0802069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800
-

01

　　　0802069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800
-
內政部補助辦理社南里活動中心興建計畫經
費。(依據內政部102.10.4內授中民字第
1025036660號函)800千元

01

　08020710000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1,480
-

023

　　080207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480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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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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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2071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480
-
內政部補助103年度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礎建
設計畫-臺中市大雅區西寶社區活動中心增設
無障礙設施計畫。(依據內政部103.2.10內授
中民字第1035730052號函)900千元
內政部補助103年度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礎建
設計畫-臺中市大雅區西寶社區活動中心前地
坪改善計畫。(依據內政部103.2.10內授中民
字第1035730052號函)250千元
內政部補助103年度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礎建
設計畫-臺中市大雅區上雅、大雅及忠義等三
里廣播系統增設計畫。(依據內政部103.2.10
內授中民字第1035730052號函)330千元

01

　08020740000
　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4,000
-

026

　　0802074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4,000
-

01

　　　0802074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4,000
-
內政部補助辦理103年度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
礎建設計畫-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興建修繕
及基礎公共設施改善計畫-臺中市霧峰區吉峰
里活動中心2樓增建計畫。(依據內政部
103.2.10內授中民字第1035730052號函)
4,000千元

01

　08020750000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

300
-

027

　　0802075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00
-

01

　　　0802075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00
-
潭子區甘蔗里廣播系統建置計畫。(依據內政
部103.2.10內授中民字第1035730052號函)
300千元

01

　08020770000
　臺中市外埔區公所

570
-

029

　　0802077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570
-

01

　　　0802077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570
-
內政部核定補助外埔區六分社區活動中心修
繕計畫。(依據內政部103.2.10內授中民字第
1035730052號函)570千元

01

　08020780000
　臺中市大安區公所

2,000
-

030

　　0802078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2,000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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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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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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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減)預算數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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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2078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2,000
-
大安區村里廣播系統建置計畫中央補助款。
(依據內政部103.2.10內授中民字第
1035730052號函)2,000千元

01

　08020790000
　臺中市新社區公所

1,510
-

031

　　0802079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510
-

01

　　　0802079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510
-
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所辦理花都客庄－臺中市
新社區櫻花廊道文化風貌規劃設計計畫。(依
據客家委員會102.10.04客會文字第
1020016851號函)850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所辦理「慶頌客庄–2014
臺中市新社九庄媽文化節」活動經費。（依
據客家委員會103.1.6客會文字第
10300004381號函）660千元

01

　0803100000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
-598

032

　　080310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
-598

01

　　　080310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
-598

追減內政部補助辦理103年度外籍與大陸配偶
生活適應輔導經費。(依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
民署103.1.29移署移輔世字第1030024103號
函)-160千元
追減內政部役政署補助本市辦理103年一般替
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經費。(依據內政部役
政署103.1.16役署甄字第1035000477號函)
-438千元

01

　08041500000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30,389
-211,780

034

　　080415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0,389
-211,780

01

　　　08041500101
　　　一般性補助收入

30,389
-211,780

地方政府土地增值稅款短少專案補助，中央
撥補數較年度預算數增加。(依據財政部賦稅
署103.2.26臺稅財產字第10304526500號函)
19,752千元
102年度中央對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及
預算考核結果額外撥付數。(依據行政院
102.12.30院授主預補字第1020103268A號函)
10,637千元
追減原中央核定遺產及贈與稅款短少補助
(102年度本市實際遺贈稅收損失為零，中央
不予補助)。(依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03.4.3
中區國稅徵字第1030004393號函)-211,780千
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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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入來源別追加(減)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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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款 項

　08051610000
　臺中市體育處

165,380
-

036

　　080516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65,380
-

01

　　　0805161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65,380
-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臺中市(西屯區)朝
馬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計畫」工程款。(依
據教育部體育署102.10.14臺教體署設(一)字
第1020031919號函)160,000千元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103年打造運動島計
畫暨相關專案實施方案-運動社團建置輔導專
案-小聯盟活動」經費。(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3.2.27臺教體署全(一)字第1030006293B號
函)3,880千元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申辦「2019年東亞青年運
動會」經費。(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3.4.29臺
教體署國(一)字第1030009286號函)1,500千
元

01

　08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6,634
-

038

　　080617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6,634
-

01

　　　080617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6,634
-
產業發展科：
經濟部補助辦理「臺中市創意生活產業整合
型發展計畫-茶。咖啡。太陽餅」經費。(依
據經濟部102.9.27經授企字第10220395030號
函)9,450千元
公用事業科：
國科會中科管理局補助后里區公所公館里申
請自來水接管裝設經費。(依據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2.11.19
中營字第1020026240號函)734千元
公用事業科：
科技部中科管理局補助烏日區三和、榮泉、
學田等三里申請自來水接戶經費。(依據科技
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3.03.10中營字
第1030005617號函)3,000千元
公用事業科：
科技部中科管理局補助外埔區土城里、廍子
里申請自來水接戶用水裝設經費。(依據科技
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3.03.14中營字
第1030005250號函)1,950千元
產業發展科：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補助辦理「中臺灣自
由經濟示範區推動策略計畫」經費。(依據行
政院經會102.9.25都字第1020003907號函)
1,5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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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718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386,414
-

039

　　080718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86,414
-

01

　　　080718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86,414
-
土木工程科：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東勢林場聯外
道路（中47-1）拓寬工程(2K+800~5K+800)。
(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102.8.26路規計字第
1021005870A號函)53,360千元
土木工程科: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后里園區-西向聯外道路開闢工程。(依
據交通部公路總局102.8.26路規計字第
1021005870A號函)114,087千元
土木工程科: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臺中軟體園區
西側聯外道路（公園街）用地補償費。(依據
內政部103.4.3台內營字第1030803607號函)
99,499千元
土木工程科: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東勢-豐原生
活圈快速道路。(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3.1.9
營署道字第1020088854號函)7,300千元
土木工程科: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國道三號烏日
交流道聯絡延伸至芬園段新闢工程。(依據交
通部公路總局102.8.26路規計字第
1021005870A號函)7,300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2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
中市豐原區豐原大道自行車道建置工程。(依
據內政部營建署102.8.30營署道字第
1022918346號函)9,419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2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
中市西屯區東大路人行道改善工程。(依據內
政部營建署102.8.30營署道字第1022918346
號函)4,100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2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
中市北屯區松竹2號橋至潭子區聚興橋旱溪自
行車道東岸段建置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2.8.30營署道字第1022918346號函)20,000
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2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
中市大雅區大雅國小社區周邊人行環境改善
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2.8.30營署道字
第1022918346號函)586千元
景觀工程科: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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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
中市潭子區東寶國民小學通學步道設施及景
觀改善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2.8.30營
署道字第1022918346號函)774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2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
中市潭子區潭秀國中週邊通學步道改善計
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2.8.30營署道字第
1022918346號函)621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3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
中好行，西城漫步－臺中市民生藝文步道整
合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3.3.5營署道
字第1032903663號函)3,933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2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北
屯區柳楊東西街周邊通學、通勤步道暨景觀
改善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2.10.16營
署道字第1022920876號函)1,380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2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龍
井區臨港東路銜接臺17線人行道暨自行車道
新建工程。(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2.10.16營
署道字第1022920876號函)17,250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2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U活
步行,宜居方城市-臺中市捷運綠線文心站G10
站周邊悠活徒步空間及自行車道系統整合計
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2.10.31營署道字
第1020068545號函)4,140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3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
中市東勢區中正路人行道無障礙空間改善。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3.3.5營署道字第
1032903663號函)1,893.676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3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
中市潭子區雅潭路三段人行道改善工程。(依
據內政部營建署103.3.5營署道字第
1032903663號函)1,940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3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
中市大里區益民路通學步道改善暨街廓綠化
工程。(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3.3.5營署道字
第1032903663號函)581.324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3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
中市南臺中(大里區、太平區、南屯區、西
區、中區、南區)人行道基本資料調查建置及
改善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3.3.5營署
道字第1032903663號函)2,900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3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
中市北臺中(豐原區、潭子區、北區、北屯
區、西屯區)人行道基本資料調查建置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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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3.3.5營署道字
第1032903663號函)2,900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3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大
里區內新國民小學樂活life通學綠廊營造計
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3.3.5營署道字第
1032903663號函)6,580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3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后
里區后里國小通學步道工程。(依據內政部營
建署103.3.5營署道字第1032903663號函)
5,700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3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大
里區益民路通學步道改善暨街廓綠化工程(第
二期)。(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3.3.5營署道字
第1032903663號函)7,300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3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梧
棲區中興路延續通學步道街道景觀及人本環
境改善工程。(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3.3.5營
署道字第1032903663號函)670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3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大
雅區大雅國民小學社區周邊人行環境改善。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3.3.5營署道字第
1032903663號函)6,300千元
景觀工程科:
103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潭
子區東寶國民小學通學步道設施及景觀改善
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3.3.5營署道字
第1032903663號函)5,900千元

　08081900000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2,800
-

040

　　080819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2,800
-

01

　　　080819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2,800
-
臺中市新式智慧型站牌建置計畫。(依據交通
部102.10.17交路字第1020033847號函)2,800
千元

01

　08081910000
　臺中市公共運輸處

544,086
-

041

　　080819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544,086
-

01

　　　0808191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544,086
-
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3年度臺中市市區
汽車客運業營運虧損補貼計畫-既有路線。
(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103.3.20路監運字第
1031002009號函)28,500千元
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3年度臺中市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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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追加(減)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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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追加(減)預算數 說明

節目款 項

汽車客運業營運及服務評鑑計畫。(依據交通
部公路總局103.3.20路監運字第1031002009
號函)1,200千元
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3年度公車候車亭
新建計畫。(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103.3.20路
監運字第1031002009號函)6,250千元
交通部補助辦理102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
畫-無障礙大客車影音多媒體音響設備。(依
據交通部102.9.26交路字第1020031589號函)
220千元
交通部補助辦理102年度臺中市市區汽車客運
業購車補助-第二次新闢路線計畫。(依據交
通部102.10.17交路字第1020033847號函)
45,970千元
交通部補助辦理102年度臺中市市區汽車客運
業購車補助-第二次汰舊換新計畫(依據交通
部102.12.4交路字第1020040039號函)19,012
千元
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2年度臺中市市區
汽車客運業購車補助-第三次汰舊換新計畫。
(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102.12.23路監運字第
1020061403號函)163,228千元
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3年度臺中市市區
汽車客運業購車補助-第一次汰舊換新計畫。
(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103.3.20路監運字第
1031002009號函)279,706千元

　0809200000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41,765
-

043

　　080920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41,765
-

01

　　　080920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41,765
-
102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第二階
段--「清水鎮大楊休憩產業聚落步遊系統整
合計畫」。(依據內政部102.8.29台內營字第
1020809047號函)(都市設計工程科)7,590千
元
102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跨域
整合建設計畫部分-大臺中山海戀-觀光遊憩
系統計畫」。(依據內政部102.10.7內授營都
字第1020810489號函)(都市設計工程科)
2,070千元
102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跨域
整合建設計畫部分-臺中市藍帶水岸環境景觀
營造計畫」。(依據內政部102.10.7內授營都
字第1020810489號函)(都市設計工程科)
4,140千元
辦理「103年度建立綠建築審核及抽查制度執
行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3.02.26營
署建管字第1032902967號)(建造管理科)
1,500千元
103年度辦理各都市計畫地區公共設施用地專
案通盤檢討案。(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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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署都字第1032904688號函)(城鄉計畫科)
17,500千元
103年「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推動建築物
騎樓整平計畫」。(依據內政部103.3.27台內
營字第1030801990號函)(都市修復工程科)
2,390千元
103年「臺中市防災型都市更新整體推動計畫
案」。(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3.5.21營署更字
第1032908714號函)(都市更新工程科)4,875
千元
103-104年「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推動建
築物騎樓整平計畫」。(依據內政部103.3.27
台內營字第1030801990號函)(都市修復工程
科)1,700千元

　08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33,486
-

044

　　081021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3,486
-

01

　　　081021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3,486
-
辦理103年度加強農地利用管理計畫。(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2.12農企字第
1030012079號函)(農地利用管理科)1,050千
元
辦理103年度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2.17農企字第
1030012104號函)(農地利用管理科）200千元
辦理103年度建立農地整合利用加值計畫 。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3.3農企字第
1030012139號函)(農地利用管理科）4,660千
元
辦理103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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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14農
企字第1030012179號函)(農地利用管理科）
1,838千元
辦理103年度畜牧場登記與管理計畫。(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3.7農牧字第
1030042330號函)(畜牧科)40千元
辦理103年度推動有機畜產品驗證及管理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3.25農牧字
第1030042464號函)(畜牧科)32千元
辦理103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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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12農牧字
第1030042290號函)(畜牧科)350千元
辦理103年度推動畜牧場節能減碳計畫。(依
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2.19農牧字第
1030042138號函)(畜牧科)166千元
辦理103年度畜牧業搭排問題解決推動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2.17農牧字第
1030042188號函)(畜牧科)40千元
辦理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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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17農牧
字第1030042404號函)(畜牧科)5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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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103年度加強飼料生產與衛生安全管理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3.10農牧字
第1030042346號函)(畜牧科)70千元
辦理103年度各地禽品產銷輔導計畫。(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3.10農牧字第
1030042326號函)(畜牧科)115千元
辦理103年度羊、鹿產銷輔導計畫。(依據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103.2.12農牧字第
1030042161號函)(畜牧科)20千元
辦理103年度強化畜牧場斃死畜禽管理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3.20農牧字第
1030042453號函)(畜牧科)315千元
辦理103年度輔導生產優質禽畜糞堆肥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3.20農牧字第
1030042462號函)(畜牧科)81千元
辦理103年度家畜產銷履歷產品查核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2.14農牧字第
1030042186號函)(畜牧科)80千元
辦理103年林產產銷輔導計畫。(依據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03.3.26林造字第
1031740784號函)(林務自然保育科)500千元
辦理103年臺中市野生物資源保育計畫。(依
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03.3.11林保字
第1031700281號函)(林務自然保育科)1,000
千元
辦理103年臺中市珍貴老樹保護計畫。(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103.3.18勢育字第1033161021號函)(林務自
然保育科)550千元
辦理103年度臺中市政府生物多樣性保育及入
侵種管理計畫。(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3.2.19林保字第1031700218號函)(林務自
然保育科)700千元
辦理103年東勢人工濕地保育行動計畫。(依
經濟部水利署103.3.7經水河字第
10316021870號函)(林務自然保育科)900千元
辦理103年度臺中市漂流木清運及林產業務訪
查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
林區管理處103.4.15勢作字第1033161530號
函)(林務自然保育科)200千元
辦理103年度山坡地超限利用地撫育造林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03.4.1水保監字第1031861454號函)(林務自
然保育科)50千元
辦理103年度外來入侵植物防治計畫。(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2.8.22農會字第
1020122285號函)(林務自然保育科)1,800千
元
辦理103年度褐根病防治計畫。(依據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102.8.22農會字第1020122285號
函)(林務自然保育科)1,500千元
辦理臺中市102年度荔枝加工果收購加工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2.7.29
農糧銷字第1021057800號函)(運銷加工科)
2,60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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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103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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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24農糧資字第1031069051號函)
(運銷加工科)399千元
辦理102年度公所辦理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
者現地勘查補助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102.12.18農輔字第1020020222號函)（農
會輔導休閒農業科）20千元
辦理103年度公所辦理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
者現地勘查補助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103.4.8農輔字第1030020045號函)（農會
輔導休閒農業科）110千元
辦理103年休閒農場查核及輔導管理功能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1.21農輔字
第1020020226號函)（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
501千元
辦理103年度強化農會主管機關輔導功能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1.20農輔字
第1020020223號函)（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
330千元
辦理2014中臺灣農業博覽會計畫。(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103.4.23農授糧字第
1031073301號函)（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
2,500千元
辦理102年度第1期作水稻肥料資材補助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102.10.14農糧資字第1021056202號函)(作物
生產科)528千元
辦理102年度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景
觀作物專區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7.30農授糧字第1021093534號函)(作物
生產科)480千元
辦理103年度農藥管理與品質管制計畫。(依
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3.4.3防檢三字第1031488457號函)(作物生
產科)289千元
辦理103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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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21
農糧資字第1031069020號函)(作物生產科)
376千元
辦理103年度農機使用及免稅油管理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3.4.7農糧
資字第1031068884號函)(作物生產科)130千
元
辦理103年度植物種苗產業輔導計畫。(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3.4.10農糧生字
第1031064636號函)(作物生產科)55千元
辦理103年度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地區性推廣與
宣導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103.4.14農糧產字第1031092395號函)(作物
生產科)250千元
辦理103年度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景
觀作物專區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4.3農授糧字第1031092382號函)(作物生
產科)53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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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103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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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28
農糧企字第1031060199號函)(作物生產科)
2,108千元
辦理103年度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計畫。(依
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3.4.24農糧企
字第1031063035號函)(作物生產科)950千元
辦理103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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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4.24農糧資字第1031069054號函)(作物
生產科)71千元
辦理103年度加強農業機械及肥料管理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2.8.22農會字第
1020122285號函)(作物生產科)150千元
辦理103年度建構農業資源行動調查服務體系
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2.8.22農會
字第1020122285號函)(作物生產科)220千元
辦理103年度農業旅遊遊程商品開發暨推廣活
動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5.7農
輔字第1030020076A號函)（農會輔導休閒農
業科）400千元
辦理103年度強化植物有害生物防範措施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103.5.14防檢三字第1031488692號函)(作
物生產科)3,900千元
辦理農作物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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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12農糧
資字第1031069224號函)(作物生產科)267千
元

　08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14,550
-

045

　　081021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4,550
-

01

　　　0810211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4,550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加強動物保護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2.20農牧字第
1030042213號函)(動物保護組)1,12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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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7防
檢一字第1031471157號函)(草食動物禽病防
疫組)271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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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24防檢六字
第1031505179號函)(動物藥品管理組)320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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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7防檢一字第1031471157號函)(豬病防
疫組)1,96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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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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24防檢二字
第1031480976號函)(動物藥品管理組)5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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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7防檢一字第
1031471231號函)(豬病防疫組)82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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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7防檢一字第
1031471231號函)(病性鑑定及水產防疫組)
14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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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7防檢一字第
1031471231號函)(豬病防疫組)34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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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4.11防檢一字第1031471624號函)(動物
藥品管理組)15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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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7防檢一字
第1031471231號函)(獸醫行政組)400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因
應H7N9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加強防疫計畫(追
加)。(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102.10.1防檢一字第1021477510號函)
(草食動物禽病防疫組)3,500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加強動物保護計畫─
追加1。(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5.12農
牧字第1030042700號函)(動物保護組、動物
收容組)5,452千元

　08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6,080
-

046

　　0810212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6,080
-

01

　　　0810212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6,080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辦理水產飼料
抽驗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3.2.12漁四字第1031251496號函)(漁業行
政課)170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補助辦理103年度臺
中市政府濕地型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03.4.2林保字第
1031700400號函)(漁業行政課)1,800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臺中區漁會辦
理松柏漁港漁具倉庫整修工程。(依據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漁業署103.2.18漁一字第
1031313373A號函)(漁港管理課)1,45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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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辦理松柏漁港
港區疏浚及港埠設施修繕工程。(依據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漁業署103.2.18漁一字第
1031313373號函)(漁港管理課)2,148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辦理2014臺中
梧棲小卷季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
業署103.4.23漁二字第1031329005號函)(漁
業行政課)500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辦理未上市水產品產
地監測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4.18農授漁字第1031346422號函)(漁業
行政課)10千元

　08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38,641
-

047

　　081122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8,641
-

01

　　　081122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8,641
-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理臺中市神岡區新庄子
段休憩園道建置工程。(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2.9.25觀技字第1020032270號函)15,000千
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理103年度整備觀光遊憩
設施建設計畫-海線地區觀光景點整建計畫。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2.10.11觀技字第
1020035043號函)2,500千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理103年度整備觀光遊憩
設施建設計畫-中科公園及戰車公園設備整建
計畫。(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2.10.11觀技字
第1020035043號函)2,500千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理103年度整備觀光遊憩
設施建設計畫-潭雅神綠園道潭富路自行車跨
越橋新建工程。(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2.10.11觀技字第1020035043號函)5,000千
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理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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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11觀旅字第10250026087號函)
2,096千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理「2014臺中藍帶海洋
觀光季」活動。(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3.3.28
觀旅字第1035000545號函)300千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理103年度臺中市鰲峰山
遊憩區景觀平台及步道新建第二期工程。(依
據交通部觀光局103.4.1觀技字第1034000307
號函)10,000千元
財政部補助辦理「高美濕地遊客服務中心暨
體驗館OT委託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前置
作業費用案。(依據財政部103.2.7台財促字
第10325501700號函)1,24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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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12210000
　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

10,000
-

048

　　081122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0,000
-

01

　　　0811221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0,000
-
103年度臺中市風景區公共設施整建工程。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2.10.11觀技字第
1020035043號函)10,000千元

01

　081223000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86,863
-

049

　　081223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86,863
-

01

　　　081223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86,863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彩回饋金補助辦
理「強化臺中市政府整備長期照顧服務資源
工作計畫」。(依據內政部102.6.3台內社字
第1020214192號函)(長青福利科)1,902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中低收入老人
生活津貼經費。(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102.8.23社家老字第1020065107號函)。
(長青福利科)18,004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彩回饋金補助102
年4月~6月「復康巴士油價差額補助計畫」。
(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2.8.30社家
障字第1020063309號函)(身心障礙福利科)
322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彩回饋金補助建
構身心障礙者多元支持與生涯轉銜服務計
畫。(依據內政部102.6.3台內社字第
1020214192號函)(身心障礙福利科)4,259千
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彩回饋金補助建
構聽障兒童無障礙溝通能力口語教育資源中
心計畫。(依據內政部102.6.3台內社字第
1020214192號函)(身心障礙福利科)445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彩回饋金補助身
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計畫。(依據內政部
102.6.3台內社字第1020214192號函)(身心障
礙福利科)2,996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彩回饋金補助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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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31社家企
字第1020061129號函)(身心障礙福利科)565
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彩回饋金補助辦
理臺中市視障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依據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2.12.31社家企字第
1020061129號函)(身心障礙福利科)3,197千
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彩回饋金補助辦
理建構心智障礙者雙老高風險家庭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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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計畫。(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3.2.6社家障字第1030063024號函)(身心障
礙福利科)990千元
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家
庭托育費用補助。(依據衛生福利部102.11.7
部授家字第1020850343號函)(婦女及兒少福
利科)49,968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辦理102年度保
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家庭
托育費用補助。(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103.4.8社家支字第1030900048號函)(婦女
及兒少福利科)15,500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辦理執行保母
登記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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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13社家幼字第1030064053號函)(婦女
及兒少福利科)891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辦理父母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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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7社家幼
字第1030064054號函)(婦女及兒少福利科)
720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辦理父母未就
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依據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102.9.5社家幼字第1020064121
號函)(婦女及兒少福利科)241,555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辦理公設民營
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計畫。(依據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103.3.31社家支字第
1030900031號函)(婦女及兒少福利科)1,000
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辦理臺中市103
年度婦女及單親家庭福利服務效能提升計
畫。(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2.12.31社家企字第1020061129號函)(婦女
及兒少福利科)891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辦理保母托育
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地方政府專案
人力。(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3.3.31社家支字第1030900164號函)(婦女
及兒少福利科)27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辦理托育資源
中心補助計畫。(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103.3.31社家支字第1030900031號函)(婦
女及兒少福利科)3,000千元
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臺中市政府執行社會救
助法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審核業務人力充
實計畫。(依據衛生福利部103.1.28 衛部救
字第1031360009號函)(社會救助科)1,620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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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衛生福利部102.9.10衛部救字第
1021380565號函)(社會救助科)38,566千元
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低收入戶家庭服務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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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案。(依據衛生福利部103.1.28 衛部
救字第1031360009號函)(社會工作科)445千
元

　08122310000
　臺中市立仁愛之家

1,100
-

050

　　081223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100
-

01

　　　0812231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100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汰換電話主機
系統、院民飲用水設備及購置工業用洗衣機
及烘乾機。(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3.2.21社家企字第1030061096號函)1,100
千元

01

　08122320000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中心

1,111
-

051

　　0812232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111
-

01

　　　0812232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111
-
衛生福利部補助充實社工人力及進用配置計
畫。（依據衛生福利部103.2.27衛部救字第
1031360417號函）1,111千元

01

　0815300000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3,628
-

053

　　081530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628
-

01

　　　081530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628
-
內政部消防署辦理103年度「補助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推動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作業
原則」。（依據內政部消防署103.1.22消署
預字第1030500072號函）(火災預防科)　603
千元
內政部消防署補助103年度「山地鄉縣(市)消
防機關充實所轄部落居民裝備器材補助計
畫」購置救災(護)裝備及山難救助裝備器
材、辦理簡易救護(助)訓練。（依據內政部
消防署102.12.20消署救字第1021116133號
函）(災害搶救科)　1,125千元
內政部消防署評鑑103年本市績優災害防救團
體、婦女防火宣導隊充實救災裝備補助案。
（依據內政部消防署103.5.9消署民字第
1031500091號函）(火災預防科、災害搶救
科)1,900千元

01

　081631000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7,333
-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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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631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7,333
-

01

　　　081631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7,333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助辦理衛生保健工
作計畫。(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3.5.14國健企字第1031400365號)(保健科)
1,170千元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助辦理菸害防制工
作計畫。(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3.5.14國健企字第1031400365號)(保健科)
4,475千元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助辦理103年癌症篩
檢管理中心工作計畫。(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103.1.27國健癌字第1030300169號)
(保健科)1,410千元
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臺中市103年替代療法衛
星給藥點先驅性計畫。(依據衛生福利部
103.4.14衛部心字第1031760547號函)(心理
健康科)278千元

01

　08173500000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360
-

055

　　081735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0,360
-

01

　　　081735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0,360
-
臺中市新社區下水底寮段舊有垃圾場清運移
除計畫。(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2.12.27
環署督字第1020111176號函)(環境設施大隊)
10,360千元

01

　08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7,171
-4,000

056

　　081836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7,171
-4,000

01

　　　081836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7,171
-4,000

103年度臺中市傑出演藝團隊徵選及獎勵計
畫。(依據文化部103.3.6文藝字第
1033005256號函)700千元
追減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實施計
畫案。(依據教育部103.3.11臺教社(四)字第
1030034755G號函)-3,300千元
推廣人權教育影展計畫。(依據國家人權博物
館籌備處103.4.1人權綜字第10330004002號
函)90千元
楊逵紀念館OT案前置計畫。(依據財政部
103.3.10台財促字第10325503290號函)581千
元
活化劇場營運計畫-The Duet藝術&教育共
舞。(依據文化部103.3.6文藝字第
1033005087號函)2,000千元
編織工藝館-103年度『纖維‧時尚‧綠工
藝』博物館國際交流合作計畫。(依據文化部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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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20文源字第1023023837號函)600千元
臺中文創二十三延續計畫-臺中創意生活
「心」節奏。(依據文化部103.3.11文創字第
1033006087號函）1,200千元
委託地方文史社團辦理2014臺中國際藝術村
保溫計畫(第一期)。(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3.1.21文資綜字第10330006372號函)500千
元
臺中市新故鄉社區總體營造第二期計畫。(依
據文化部103.2.5文源字第10330018521號函)
1,500千元
追減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依據文化部
103.3.7文源字第1033005916號函)-700千元

　08183630000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11,015
-

057

　　0818363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1,015
-

01

　　　0818363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1,015
-
霧峰光復新村省府眷舍文化景觀ROT案可行性
評估計畫。(依據財政部103.1.16台財促字第
10325500890號函)1,245千元
歷史建築林懋陽故居OT案前置作業計畫。(依
據財政部103.3.10台財促字第10325503290號
函)1,079千元
大夫好客-神岡大夫第客家文化生活營造計
畫。(依據客家委員會102.10.2客會文字第
1020016648號函)7,691千元
市定古蹟筱雲山莊第三期修復工程規劃設
計。(依據文化部102.9.24文授資局蹟字第
1023007458號函)1,000千元

01

　081938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1,281
-

058

　　081938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281
-

01

　　　081938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281
-
霧峰區光正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程設計案。
(依據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103.01.16地工
農字第1032200018號函)1,281千元

01

　08214100000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21,834
-

060

　　082141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21,834
-

01

　　　082141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21,834
-
102年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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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26通傳傳播字第10262025040號
函)　18,334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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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款 項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有線
電視數位化宣導補助款。(依據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103.5.22通傳傳播字第10362015681號
函)3,500千元

　08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4,193
-194,582

061

　　082343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4,193
-194,582

01

　　　082343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4,193
-194,582

追減臺中市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建設經費。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3.2.20營署水字第
1032901665號函)(污水工程科)-192,840千元
追減水體環境水質改善及經營管理計畫-臺中
市柳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計畫。（依據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102.9.16環署水字第
1020080667號函)(水利工程科)-1,742千元
103年度強化土石流防災整備及應變研判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03.3.7水保防字第1031871571號函)(防災工
程科)765千元
103年度充實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處所設施及
設備執行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103.3.14水保防字第1031871587號函)
(防災工程科)128千元
103年度水土保持戶外教學推廣及多元化宣導
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03.3.18水保企字第1031869762號函)(坡地
管理科)400千元
103年度特定水土保持區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及
其通盤檢討。(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103.3.3水保監字第1031861298號函)(坡
地管理科)1,800千元
大甲溪大茅埔段疏濬工程公益支出經費執行
計畫。(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102.10.17水三管字第10202163970號函)(水
利管理科)1,100千元

01

09000000000
捐獻及贈與收入

68,073
-710

07

　09020560000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700
-

001

　　09020560100
　　捐獻收入

700
-

01

　　　09020560101
　　　一般捐獻

700
-
台電公司輸變電協助金補助辦理藝文、關懷
弱勢活動及購置林厝里、永安里活動中心設
備。(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
處中區施工處102.9.26中區字第 1028087330
號函)400千元
台電公司輸變電協助金補助林厝里小型工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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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辦理藝文活動經費。(依據台電公司促進電
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103.3.31(103)協准
建字第0122號核准通知單)300千元

　09020590000
　臺中市豐原區公所

900
-

003

　　09020590100
　　捐獻收入

900
-

01

　　　09020590101
　　　一般捐獻

900
-
經濟部補助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
與回饋費。(依據經濟部102.10.16經授水字
第10220222880號函)900千元

01

　09020620000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661
-710

004

　　09020620100
　　捐獻收入

661
-710

01

　　　09020620101
　　　一般捐獻

661
-710

辦理吳厝里(等5里)民俗及文化活動經費。
(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103.3.14
中站航字第1030001387號函)(民政課)41千元
清水區公所辦理103年健行活動。(依據台灣
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電廠103.2.18中廠字
第1038012755號函)(人文課)90千元
追減台電公司促電力開發協助金，依實際核
定補助金額減列103年度額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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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10(103)協准建字第0054號函)(秘書
室)-710千元
辦理臺中市清水區102年公民民主生活教育觀
摩研習活動暨節約用電宣導。(依據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102.10.23中廠字第1028096654
號函)(民政課)250千元
台電補助辦理臺中市清水區103年公民民主生
活教育觀摩研習活動暨節約用電宣導。(依據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103.3.5中廠字第
1038017037號函)(民政課)190千元
中油補助辦理臺中市清水區103年公民民主生
活教育觀摩研習活動暨節約用電宣導。(依據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事業部南區營
業處103.4.1天南營行字第10310162740號函)
(民政課)90千元

01

　09020630000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763
-

005

　　09020630100
　　捐獻收入

763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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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0630101
　　　一般捐獻

763
-
臺電年度協助金。(公用課)(依據臺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103.2.20申請建字第0018號通知
單)76千元
臺電輸變電協助金。(公用課)(依據臺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102.9.26中區字第1028087432
號函)375千元
中部國際機場噪音回饋金。(民政課)(依據交
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103.3.14中站航
字第1030001387號函)312千元

01

　09020650000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20,948
-

007

　　09020650100
　　捐獻收入

20,948
-

01

　　　09020650101
　　　一般捐獻

20,948
-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補助辦理「臺中市東
勢區成功國民小學創校90週年校慶暨社區聯
合運動會」。(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
甲溪發電廠103.3.17大甲字第1032050400號
函)70千元
經濟部103年度石岡壩及后里區水質水量保護
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依據經濟部
102.10.16經授水字第10220222880號函)
17,636千元
經濟部水利署103年度石岡壩清淤公益支出補
助經費。(依據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103.3.24水中養字第10317006960號函)1,080
千元
103年度台電電協會發電協助金補助經費(施
工中)-大甲溪發電廠青山分廠。(依據台電公
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103.3.31
(103)協准建字第0063號核准通知單)736千元
103年度台電電協會發電協助金補助經費(運
轉中)。(依據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
審議委員會103.3.31(103)協准建字第0063號
核准通知單)1,426千元

01

　09020660000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170
-

008

　　09020660100
　　捐獻收入

170
-

01

　　　09020660101
　　　一般捐獻

170
-
補助各社區推展及各社團辦理福利服務及各
項社會活動經費。(依據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
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103.2.20(103)申請建字
第0017號申請通知單)(社會課)170千元

01

　09020680000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17,280
-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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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0680100
　　捐獻收入

17,280
-

01

　　　09020680101
　　　一般捐獻

17,280
-
台電公司補助白冷國民小學辦理「學生基本
能力課業輔導活動」計畫。(依據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廠102.11.29大甲字第
1022051614號函)(民政課)30千元
台電公司補助梨山國民中小學辦理「改善教
室照明設備」計畫。(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大甲溪發電廠102.12.2大甲字第
1022051649號函))(民政課)48千元
台電公司補助和平國民小學辦理「大甲溪溪
流生態探索與體驗課程」計畫。(依據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廠102.12.17大甲
字第1022051713號函))(民政課)40千元
經濟部補助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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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16
經授水字第10220222880號函)(農業及建設
課)14,585千元
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補
助103年度發電年度協助金(運轉中)。(依據
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
103.4.18(103)協准建字第0062號函)(秘書
室)852千元
經濟部補助103年度大甲溪流域天輪壩以上水
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依據經
濟部102.10.16經授水字第10220222880號
函))(農業及建設課)1,725千元

01

　09020710000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212
-

012

　　09020710100
　　捐獻收入

212
-

01

　　　09020710101
　　　一般捐獻

212
-
103年度清泉崗機場回饋金。(依據交通部民
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103.3.14中站航字第
1030001387號函)212千元

01

　09020720000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6,100
-

013

　　09020720100
　　捐獻收入

6,100
-

01

　　　09020720101
　　　一般捐獻

6,100
-
102年度台電協助金。(依據台電公司促進電
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102.11.29(102)協
准建字第0113號核准通知單)4,300千元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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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16
經授水字第10220222880號函)1,8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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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0730000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9,400
-

014

　　09020730100
　　捐獻收入

9,400
-

01

　　　09020730101
　　　一般捐獻

9,400
-
經濟部補助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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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16
經授水字第10220222880號函)9,400千元

01

　09020740000
　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300
-

015

　　09020740100
　　捐獻收入

300
-

01

　　　09020740101
　　　一般捐獻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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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16
(103)協准建字第0121號核准通知單)300千元

01

　09020760000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700
-

016

　　09020760100
　　捐獻收入

700
-

01

　　　09020760101
　　　一般捐獻

700
-
台電協助本區中港~中科345kv線#1~#10B鐵塔
工程(開工)輸變電協助金(施工中)。(依據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中區施工
處102.9.26中區字第1028087258號函)550千
元
103年度台電輸變電協助金-辦理新東、新
庄、東海、南寮等里公共建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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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29協准建字第0120號函)150千元

01

　09020790000
　臺中市新社區公所

7,154
-

019

　　09020790100
　　捐獻收入

7,154
-

01

　　　09020790101
　　　一般捐獻

7,154
-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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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16經授水字第
10220222880號函)7,154千元

01

　09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2,785
-

021

　　09061700100
　　捐獻收入

2,785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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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61700101
　　　一般捐獻

2,785
-
公用事業科：
辦理103年度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回饋計
畫。（依據經濟部102.10.16經授水字第
10220222880號函）2,520千元
公用事業科：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捐助西屯區、龍井區
及沙鹿區公所辦理周邊地區地方建設及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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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26中區字第
1028087527號函)265千元

01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450,933
-

08

　11020030000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1,229
-

002

　　11020030200
　　雜項收入

1,229
-

01

　　　11020030210
　　　其他雜項收入

1,229
-
為因應未來採購專業人員訓練需求，提升採
購人員專業證照比率，並規劃更有效率及彈
性的採購專業人員訓練方式，自103年度起本
府自行開辦採購專業人員訓練基礎班3班、進
階班1班，並依據採購專業人員訓練計畫向參
訓學員收取受訓必要之費用。(收支併列)
1,229千元

02

　11041500000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334,884
-

065

　　11041500200
　　雜項收入

334,884
-

01

　　　110415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334,884
-
102年度本府獲配遺贈稅實物抵繳之處分價
差、孳息、租金等其他收入。72,443千元
本府獲配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101年度盈餘
分配超撥數。(依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102.8.2港總會字第10201722436號函)28,334
千元
建設局代辦經費專戶結餘款繳庫(原臺中縣政
府代辦經費9453專戶轉入)。234,107千元

02

　1114270000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6,194
-

085

　　11142700200
　　雜項收入

6,194
-

01

　　　111427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6,194
-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局本部)6,194千元。
土方賣售所得收入。6,194千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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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追加(減)預算數 說明

節目款 項

　11173500000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6,826
-

088

　　11173500200
　　雜項收入

106,826
-

01

　　　111735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106,826
-
后里廠售電收入。84,546千元
資源回收變賣所得。(收支併列)22,280千元

02

　111938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1,300
-

095

　　11193800200
　　雜項收入

1,300
-

01

　　　111938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1,300
-
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規定-代為標售土地價金
百分之五計算行政處理費用。(收支併列)
1,300千元

02

　11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500
-

108

　　11234300200
　　雜項收入

500
-

01

　　　112343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500
-
協助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辦理「2014臺灣
溫泉觀光國際交流活動在臺中」。(收支併
列)500千元

02

丁 -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