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一

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總         計 506,479 1,690,728 2,197,207

秘書處 小計 640  640

秘書處
參加世界大都會協會年費及國

際姊妹市協會年費
640 640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小計 8,870 6,639 15,509

臺中市霧峰區錦州段900及916

地號、太平區內湖段777地號

土地租金費用

593 593

臺中市霧峰區花東新村、太平

區自強新村原地重建期間臨時

安置專案補助實施計畫

6,300 6,300

臺中市霧峰區錦州段900及916

地號、太平區內湖段777地號

建物拆除工程費用

6,639 6,639

國民中小學原住民學生及原住

民貧困學生學校營養午餐經費

案

2,050 2,050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臺中市政

府推動106年度原住民族家庭

服務中心實施計畫

(69) (69)

補助臺中市政府推動106年度

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

全執行計畫

(4) (4)

客家事務委員會 小計 200  200

客家事

務委員

會

辦理「2017中區客家美食料理

比賽」
200 200

中區區公所 小計 (1,629)  (1,629)

中區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1,629) (1,629)

原住民

族事務

委員會

各項計畫市庫負擔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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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市庫負擔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東區區公所 小計 (478)  (478)

東區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478) (478)

西區區公所 小計 (634)  (634)

西區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634) (634)

南區區公所 小計 (697)  (697)

南區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697) (697)

北區區公所 小計 (602)  (602)

北區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602) (602)

西屯區公所 小計 861  861

西屯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861 861

南屯區公所 小計 3,435  3,435

鄰編組調整計畫 1,560 1,560

發放65歲~99歲(含55歲~64歲

原住民)重陽敬老禮金
1,875 1,875

北屯區公所 小計 3,607  3,607

鄰編組調整計畫 215 215

發放65-99歲(含55歲-64歲原

住民)重陽敬老禮金
3,392 3,392

豐原區公所 小計 (2,549)  (2,549)

豐原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2,549) (2,549)

大里區公所 小計 592  592

大里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592 592

南屯區

公所

北屯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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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市庫負擔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太平區公所 小計 377  377

太平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377 377

清水區公所 小計 (2,124) 4,530 2,406

鄰編組調整計畫 (2,124) (2,124)

興建秀水、武鹿聯合里活動中

心
4,530 4,530

沙鹿區公所 小計 (667)  (667)

沙鹿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667) (667)

大甲區公所 小計 (761)  (761)

大甲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761) (761)

東勢區公所 小計 (1,292)  (1,292)

東勢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1,292) (1,292)

梧棲區公所 小計 (2,115)  (2,115)

鄰編組調整計畫 (2,115) (2,115)

約僱人員晉級差額 56 56

區內路口監視器保養維護費 (56) (56)

烏日區公所 小計 (575) 385 (190)

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

執行回饋業務相關人事經費
(385) (385)

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

辦理106年烏日區行道樹、園

道、綠地、社區公園、廣場等

公共區域綠美化暨維護工程

385 385

清水區

公所

梧棲區

公所

烏日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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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市庫負擔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烏日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190) (190)

神岡區公所 小計 (381)  (381)

神岡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381) (381)

大肚區公所 小計 (1,173)  (1,173)

大肚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1,173) (1,173)

大雅區公所 小計 (32)  (32)

大雅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32) (32)

后里區公所 小計 (64)  (64)

后里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64) (64)

石岡區公所 小計 (323)  (323)

石岡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323) (323)

霧峰區公所 小計 (1,395)  (1,395)

霧峰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1,395) (1,395)

潭子區公所 小計 1,022  1,022

潭子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1,022 1,022

龍井區公所 小計 431  431

龍井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431 431

外埔區公所 小計 (253)  (253)

外埔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253) (253)

大安區公所 小計 (126)  (126)

大安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126)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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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市庫負擔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新社區公所 小計 (761)  (761)

新社區

公所
鄰編組調整計畫 (761) (761)

生命禮儀管理處 小計 200  200

生命禮

儀管理

處

大甲區大埔農路拓寬工程先期

規劃費
200 200

民政局 小計 17,000  17,000

區里座談、民政業務宣導及相

關活動
12,000 12,000

推動參與式預算工作計畫 5,000 5,000

教育局 小計 30,926 22,500 53,426

教育局

106年度教育部補助「國、私

立學校改隸、移轉後競爭型計

畫」

30,926 22,500 53,426 墊付案

體育處 小計 (285,085) (270,500) (555,585)

體育處
體育處改制運動局同額追減預

算
(285,085) (270,500) (555,585)

經濟發展局 小計 13,754  13,754

第一廣場106年度私立臺中仁

愛之家基地租金
2,431 2,431

梧棲第一市場土地租金 535 535

公有零售市場水電費 4,988 4,988

補助臺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

舉辦「臺灣五金展-在臺中」

展覽活動計畫經費

3,500 3,500

辦理臺中盃創意系列暨產官學

研推廣活動業務經費
1,200 1,200

民政局

經濟發

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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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市庫負擔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補助同業公會等辦理各項產

業、投資、會展輔導計畫
2,000 2,000

2017臺中糕餅節暨太陽餅文化

節
2,600 2,600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臺中市中

區東南亞國協新故鄉新地產發

展計畫

(500) (500)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臺中市社

會創新產業發展計畫
(3,000) (3,000)

建設局 小計 (86,279) 755,431 669,152

106年度臺中市公共設施管線

資料調查(監驗)暨管理系統建

置第5期計畫

6,300 6,300 墊付案

東勢豐原快速道路工程費 81,000 81,000

國4神岡聯絡道至中清路高鐵

橋下道路開闢工程費
25,000 25,000

國4神岡聯絡道至中清路高鐵

橋下道路開闢用地費
75,400 75,400

委託各區公所辦理園道、綠

地、行道樹等維護管養、環境

清潔、植栽移植、補植及綠美

化各項設施(含體健遊憩設施

等)修繕安全維護

7,421 7,421

臺中市公墓遷葬綠美化計畫 41,231 41,231

綠空廊道-鐵路高架化騰空廊

帶簡易綠美化工程(第一期)
57,800 57,800

霧峰區94-12M道路開闢工程用

地費(吉峰路至吉峰路23-9號

旁道路銜接中區水資源局)

63,000 63,000

配合鐵路高架化車站停車場進

出口及道路打通用地費
112,000 112,000

經濟發

展局

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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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市庫負擔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路平專案計畫 274,080 274,080

龍井區12-66-2號道路開闢工

程
25,920 25,920

2018臺中國際花卉博覽會外埔

園區聯外道路用地費
(80,000) (80,000)

霧峰區峰谷路(山腳巷至新生

路交叉口)道路拓寬用地費
50,568 50,568

霧峰區峰谷路(山腳巷至新生

路交叉口)道路拓寬工程費
29,432 29,432

路燈電費 (100,000) (100,000)

交通局 小計 99,258 86,500 185,758

臺中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建

置及營運管理計畫
75,670 75,670

臺中輕軌捷運系統第二期路網

可行性研究計畫
10,000 10,000

106年度交通局辦公廳舍搬遷

計畫
13,588 6,500 20,088

水湳轉運中心新建工程細部設

計
80,000 80,000

公共運輸處 小計 648  648

公共運

輸處

106年度臺中市公車智慧型站

牌通訊費
648 648

都市發展局 小計 7,520 61,350 68,870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第一期工程

及監造
60,000 60,000

臺中市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

方案計畫
6,576 6,576

交通局

都市發

展局

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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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市庫負擔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追減都發局相關經費支應住宅

發展工程處成立事宜
(26,931) (26,931)

州廳區域辦公廳舍搬遷及租賃

與整修規劃
27,875 1,350 29,225

住宅發展工程處 小計 47,601  47,601

住宅發

展工程

處

住宅發展工程處相關經費 47,601 47,601

農業局 小計 4,045  4,045

農業局

增加編制員額10名之薪資、保

險、退休離職儲金等人事費，

及文康活動費

4,045 4,045

動物保護防疫處 小計 2,300  2,300

動物保

護防疫

處

增加編制員額9名之薪資、保

險、退休離職儲金等人事費，

及文康活動費

2,300 2,300

觀光旅遊局 小計  187,440 187,440

后豐鐵馬道花樑鋼橋基礎橋墩

修復工程
30,940 30,940

白海豚生態館興建工程 100,000 100,000

大安濱海樂園開發興建工程-

大安港媽祖主題園區
30,000 30,000

大安濱海樂園開發興建工程-

周邊景觀工程委託技術服務及

連外管線規費

26,500 26,500

風景區管理所 小計  10,000 10,000

風景區

管理所

百里登山步道計畫-大坑登山

步道整修工程
10,000 10,000

社會局 小計 49,627 35,758 85,385

社會局
購置大型復康巴士及提升服務

能量計畫
4,900 4,900

都市發

展局

觀光旅

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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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市庫負擔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長青學苑倍增計畫 10,000 10,000

老人共餐服務 10,000 10,000

大里區第一公有市場閒置空間

活化修繕計畫
20,000 20,000

進用行政助理(一般事務性工

作者)
263 263

技工工友人事費 (750) (750)

臺中市大屯托育資源中心擴充

計畫
429 429

臺中市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

心建物修繕維護計畫
214 214

臺中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建築

物修繕工程計畫
214 214

臺中市身心障礙綜合福利服務

中心設備修繕更新與空間活化
429 429

臺中市視障者生活重建服務方

案
585 585

臺中市建構身心障礙者多元支

持與生涯轉銜服務計畫
673 673

106年度充實愛心食物銀行物

資採購
6,000 6,000

社區發展業務及推行老人福利 28,000 28,000

核增11名員額人事費用 4,428 4,428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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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市庫負擔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仁愛之家 小計  4,367 4,367

仁愛之

家

臺中市立仁愛之家興建多功能

大樓
4,367 4,367

勞工局 小計 (75)  (75)

駕駛人事費 (360) (360)

進用行政助理(擔任全時外勤

技術勞力工作者、駕駛員)
285 285

勞動檢查處 小計 (288)  (288)

工友人事費 (551) (551)

進用行政助理(一般事務性工

作者)
263 263

就業服務處 小計 (188)  (188)

工友人事費 (451) (451)

進用行政助理(一般事務性工

作者)
263 263

消防局 小計 291 19,015 19,306

第五救災救護大隊暨大甲分隊

廳舍增建工程
13,460 13,460

約僱人員晉級差額 56 56

消防人員待遇 (56) (56)

水源缺乏地區埋設自來水管線

及增設消防栓
5,840 5,840

106年度災害防救深耕第2期計

畫
301 (28) 273

勞工局

勞動檢

查處

就業服

務處

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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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市庫負擔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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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民眾購置住宅用火災

警報器

(10) (10)

內政部補助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精進消防救災裝

備器材4年中程計畫

(257) (257)

衛生局 小計 10,709  10,709

衛生保健工作 3,420 3,420

菸害防制工作計畫 6,115 6,115

「104年獎勵地方政府強化食

品安全管理方案試辦計畫」獎

勵金-委託相關單位辦理產學

聯盟平台、食安青年軍等專案

計畫

1,174 1,174

環境保護局 小計 157,432 2,047 159,479

臺中市焚化廠底渣委託再利用

處理計畫
77,982 77,982

后里資源回收(焚化)廠委託操

作管理服務計畫
24,700 24,700

臺中市文山垃圾焚化廠委託操

作管理服務計畫
17,030 17,030

臺中市非法棄置廢棄物緊急移

除計畫
10,000 10,000

辦公廳舍搬遷暨租賃計畫 27,720 2,047 29,767

文化局 小計 833 1,740 2,573

106年綻放文創新視界－花現

生活
1,333 1,333

電腦及伺服器相關設備汰換更

新計畫
1,600 1,600

衛生局

環境保

護局

文化局

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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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市庫負擔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網站維護、功能擴充及行動應

用程式建置經費
(1,600) (1,600)

105年度文化部推動博物館與

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
500 140 640 墊付案

106年度臺中地區人權檔案口

述訪談暨出版計畫
600  600

文化資產處 小計  1,120 1,120

臺中州廳、大屯郡役所及其附

屬建築群歷史場域再造計畫
200 200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歷史現場再

造計畫
200 200

歷史建築水湳菸樓緊急搶修工

程(含緊急支撐)
500 500

臺中歷史建築大楊油庫殘跡保

存修復工程規劃設計
220 220

市立圖書館 小計 1,084 38,700 39,784

臺中市南屯區李科永紀念圖書

館室內裝修及周邊景觀工程計

畫

20,400 20,400

臺中市立圖書館大肚瑞井分館

進用4名行政助理
1,084  1,084

臺中市立圖書館大雅上楓分館

暨上楓國小活動中心興建工程
 8,300 8,300

106年臺中市公共圖書館圖書

補充計畫
 10,000 10,000

法制局 小計 1,846  1,846

增加3名員額人事費 1,629 1,629

績優調解委員會獎勵金 169 169

市立圖

書館

法制局

文化局

文化資

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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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市庫負擔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法制局 各區調解委員慰助金 48 48

新聞局 小計 59,235  59,235

補助財團法人臺中市影視發展

基金會營運經費
15,000 15,000

補助影視業者拍片取景計畫 17,500 17,500

補助財團法人臺中市影視發展

基金會辦理台中電影節
6,800 6,800

辦理臺中耶誕節嘉年華系列活

動
2,000 2,000

辦理臺中跨年晚會活動 2,000 2,000

臺中市各區影視放映活動 3,500 3,500

校園影視推廣活動 1,500 1,500

推廣臺中影視發展政策(參與

國內外影視活動)
1,200 1,200

成立影視發展科辦理業務所需

物品、各項評審會議及召開各

項委員會出席費、因公出差旅

費、影視推廣與輔導業務聯繫

接待經費及各項會議和業務等

647 647

增置編制員額12名人事費 9,088 9,088

地方稅務局 小計 3,192 4,032 7,224

使用牌照稅收回自徵資訊設備

建置費用
2,780 2,780

使用牌照稅收回自徵辦公物品

設備建置費用
1,252 1,252

新聞局

地方稅

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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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市庫負擔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地方稅

務局
使用牌照稅委辦費 3,192 3,192

水利局 小計 26,025 413,684 439,709

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建設經

費
46,621 46,621 墊付案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2期）-

臺中市雨水下水道普查及資料

庫建置

12,000 12,000 墊付案

葫蘆墩圳環境營造計畫 70,000 70,000

龍井區山腳排水橋梁改建工程 80,000 80,000

梧棲大排水質改善工程 16,193 16,193

新增正式編制員額10人之人事

費(包含薪資、保險、獎金、

退休離職儲金等支出)

4,025 4,025

鐵路高架捷運化之周遭排水整

合計畫
47,870 47,870

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管網建設道

路刨封及相關工程
58,000 58,000

辦理疏濬採售分離作業之保

全、規劃申請、影印等相關業

務

10,000 10,000

辦理疏濬採售分離之管制站、

支出標工程、河川公地申請使

用等相關業務

85,000 85,000

柳川延伸段工程規劃設計 10,000 10,000

運動局 小計 343,464 305,990 649,454

運動局
體育處改制運動局同額追加預

算
285,085 270,500 555,585

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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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市庫負擔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強棒計畫 5,000  5,000

機關首長及副首長特別費 479  479

購置首長及副首長公務車輛  1,270 1,270

購置運動局公務車輛  820 820

土牛運動公園直排輪溜冰場興

建計畫
15,000 15,000

體二用地(第二期)補償金追討

與排除佔用訴訟案
5,200 5,200

購置辦公用雜項設備 400 400

補助臺中市發展體育教育基金

會推動各項體育相關活動
1,500 1,500

提升訓練環境計畫 10,000 10,000

中部運動園區先期規劃可行性

評估
2,600 2,600

資訊系統及行動APP建置計畫  3,000 3,000

第一預備金 1,000  1,000

本市優秀選手、教練及體育團

體參加全國性及國際性賽事體

育獎勵金

40,000  40,000

身障運動中心可行性評估 2,600  2,600

太平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計

畫
5,000 5,000

運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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