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二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總      計 741,613 618,730 1,360,343

中央補助款 677,842 564,787 1,242,629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小

計
6,366 399 6,765

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計

畫-所有權移轉及他項權

利設定作業費

11 11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9.5原民土字第

1050051619號函

墊付案

105年度原住民族部落特

色道路改善計畫(第三次

核定)

280 28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9.2原民建字第

1050050358號函

墊付案

105年度原住民帅兒學前

教育經費不足追加增撥補

助

3,787 3,787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11.4原民教字第

10500651233號函

墊付案

106年度原住民職業訓練-

辦理部落農產品加工暨網

路行銷班計畫

830 83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11.28原民社字

第1050071064號函

106年辦理｢發給原住民族

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合格學

生獎學金｣

(40) (4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9.9原民教字第

1050053086號函

106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

－促進原住民就業暨增進

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服務計

畫

1,500 1,50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12.29原民社字

第1050078649號函

106年度原住民族文化館

改善計畫
25 119 144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

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106.2.9原民發文字

第1060000771號函

辦理106年度原住民保留

地禁伐補償業務
(484) (484)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12.29原民經字

第1050077372號函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原住民

族事務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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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106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

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

畫-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

復計畫

792 792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12.6原民土字第

1050070968號函

106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

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

畫-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

復計畫－原住民族土地政

策法令意見交流計畫

60 6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12.5原民土字第

1050071524號函

106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

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

畫－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

復計畫－複丈分割地籍整

理計畫

50 5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12.5原民土字第

1050071169號函

1,060 1,060

(1,060) (1,060)

補助和帄區公所辦理原住

民族保留地可利用限度查

定調整更正計畫

(47) (47)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8.10原民綜字第

1050046957號函

106年度中低收入戶原住

民建購及修繕住宅補助實

施計畫

50 5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6.1.19原民建字第

1060003928號函

推動106年度原住民族家

庭服務中心實施計畫
(161) (161)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12.26原民社字

第1050078597號函

推動106年度原住民族社

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執行

計畫

(7) (7)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12.9原民社字第

1050074852號函

106年度原住民保留地違

規利用處理計畫(調整科

目)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12.28原民土字

第1050079157號函

原住民

族事務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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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客家事務委員會 小計 3,350 3,350

辦理「2017臺中東勢新丁

粄節」活動
750 750

客家委員會

105.12.23客會文字

第10500199174號函

墊付案

辦理「2017臺中巧聖仙師

文化祭」活動
2,000 2,000

客家委員會

105.12.23客會文字

第1050019917F號函

墊付案

辦理「臺中市2017客家桐

花祭」活動
500 500

客家委員會106.1.19

客會文字第

10600012777號函

辦理「客家語言研習」及

「客家美食研習」計畫
100 100

客家委員會

105.12.30客會文字

第10500205571號函

豐原區公所 小計 250 250

豐原區

公所

辦理「2016臺中市葫蘆墩

三山國王民俗文化節」
250 250

客家委員會105.9.5

客會文字第

10500131884號函

墊付案

太帄區公所 小計 8,000 8,000

太帄區

公所

新興、新光、新高聯合里

活動中心興建工程
8,000 8,000

內政部105.9.19內授

中民字第1051103499

號函

大雅區公所 小計 4,404 4,404

補助大雅區秀山、忠義、

六寶、橫山等四里地方建

設補助案

750 750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105.9.2

中營字第1050022687

號函

墊付案

臺中市中科放流管沿線自

來水專案補助計畫-大雅

區橫山里暨秀山里無自來

水申請裝用戶接管工程及

及大雅區橫山里用戶接管

3,654 3,654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

105.12.15中營字第

1050031845號函

墊付案

客家事

務委員

會

大雅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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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后里區公所 小計 950 950

后里區

公所

臺中市后里區廣福里、公

館里及厚里里緊急應變廣

播系統設置補助案

950 950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105.9.7

中環字第1050023215

號函

墊付案

外埔區公所 小計 300 300

外埔區

公所
永豐里活動中心修繕計畫 300 300

內政部105.9.19內授

中民字第1051103499

號函

大安區公所 小計 1,500 1,500

大安區

公所

105年度臺中市大安區(中

科放流管出水口鄰近地

區)地方建設計畫申請補

助案

1,500 1,500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105.9.7

中營字第1050023216

號函

墊付案

教育局 小計 357,244 22,500 37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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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244 22,500 379,744

教育部105.10.19臺

教授國字第

1050117565號函

墊付案

體育處 小計 (62,283) (160,000) (222,283)

運動i臺灣計畫 (23,790) (23,790)

教育部體育署

105.8.16臺教體署計

字第1050024946號函

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籌辦

計畫
(35,199) (35,199)

教育部105.8.17臺教

會通字第1050114268

號函

全民運動推展計畫 (3,294) (3,294)

教育部105.8.17臺教

會通字第1050114268

號函

長春國民運動中心興建計

畫
(100,000) (100,000)

教育部104.12.8臺教

授體部字第

1040035182號函

東亞青運賽會場館修繕經

費
(60,000) (60,000)

教育部105.8.17臺教

會通字第1050114268

號函

體育處

改制運

動局同

額追減

預算

體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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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經濟發展局 小計 13,000 1,300 1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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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5,000

經濟部105.8.25經授

企字第10520003020

號函

墊付案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臺中

市社會創新產業發展計畫
8,000 8,000

經濟部105.8.25經授

企字第10520003020

號函

墊付案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

計畫
1,300 1,300

經濟部水利署

105.12.12經水事字

第10531117530號函

建設局 小計 6,300 2,000 8,300

后里區成功路路面改善工

程
2,000 2,000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

105.10.31中營字第

1050027462號函

墊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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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營建署

105.8.19營署工程字

第1050050989號函

墊付案

公共運輸處 小計 67,439 83,148 150,587

104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

昇計畫-新闢路線-11路綠

能街車

8,370 8,370

交通部105.12.21交

路字第1050416981號

函及交通部104.9.7

交路字第1045012119

號函

105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

昇計畫-第2波計畫(第3

次)-市區汽車客運業車輛

汰舊換新

22,360 22,360

交通部公路總局

105.12.8路運規字第

1050146997號函

105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

昇計畫-第2波計畫(第3

次)-新闢路線-太帄-高鐵

臺中站-嶺東科技大學

6,628 6,628

交通部公路總局

105.12.8路運規字第

1050146997號函

經濟發

展局

建設局

公共運

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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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105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

昇計畫-第2波計畫(第3

次)-新闢路線-軍福公園-

旱溪-國立台灣美術館

23,198 23,198

交通部公路總局

105.12.8路運規字第

1050146997號函

105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

昇計畫-公車進校園專案

計畫-【151】增車補助

5,292 5,292

交通部公路總局

105.12.8路運規字第

1050146997號函

105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

昇計畫-市區汽車客運業

營運虧損補貼(移撥路線)

67,439 67,439

交通部公路總局

105.9.30路運綜字第

1050121915號函

墊付案

105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

昇計畫-第2波計畫(第2

次)-建構候車亭或集中式

站牌

11,900 11,900

交通部公路總局

105.11.7路運規字第

1050137929號函

墊付案

105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

昇計畫-第2波計畫(第2

次)-候車設施太陽能照明

設備

5,400 5,400

交通部公路總局

105.11.7路運規字第

1050137929號函

墊付案

都市發展局 小計 20,306 36,000 56,306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第一期

工程及監造
36,000 36,000

文化部105.12.9文授

資局蹟字第

1053012787號函

臺中市整合住宅補貼資源

實施方案計畫
15,408 15,408

內政部105.9.13台內

營字第1050812815號

函

臺中市中區綠川段三小段

9地號等13筆土地申請擬

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4,898 4,898

內政部106.1.20內授

營更字第

10500939191號函

公共運

輸處

都市發

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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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農業局 小計 8,221 1,110 9,331

106年度「公所辦理申請

參加農民(全民)健康保險

者現地勘查補助計畫

96 9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5.12.26農輔字第

1050023613號函

臺中市專案經理團隊與社

區人力增能培訓計畫
3,120 3,12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5.12.28農企字第

1050013168號函

105年度臺中市大雅區農

村社區產業宣導活動計畫
500 50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台中分局

105.8.26水保中農字

第1051935822號函

2016中臺灣農業博覽會計

畫
2,500 2,50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糧署105.8.23農糧銷

字第1051013202號函

墊付案

105臺中市芋頭暨農特產

品創新行銷計畫
500 50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糧署105.9.12農糧銷

字第1051073516號函

墊付案

106年度有機農糧產品及

有機農糧加工品檢查及檢

驗計畫

416 41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糧署106.2.2農糧資

字第1061068259號函

106年度休閒農場查核及

輔導管理計畫
489 110 59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1.23農輔字第

1060022211號函

臺中市農村總合發展計畫 600 1,000 1,60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2.6農企字第

1060012132號函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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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觀光旅遊局 小計 5,689 500 6,189

106年交通部觀光局協助

地方政府執行違法旅宿取

締工作補助計畫

2,080 500 2,580

交通部觀光局

105.12.9觀賓字第

1050606206號函

墊付案

2016新社花海暨臺中國際

花毯節系列活動及品質提

升計畫

1,200 1,200

交通部觀光局

105.8.19觀旅字第

1055001377號函

墊付案

106年度臺中市旅遊服務

中心營運管理補助計畫
1,980 1,980

交通部觀光局

105.11.10觀旅字第

10550020008號函

墊付案

臺三線東勢區及和帄區客

家山林古道網路先期評估

規劃案

429 429

客家委員會106.1.24

客會產字第

1060001471號函

風景區管理所 小計 1,245 1,245

風景區

管理所

臺中市大安濱海旅客服務

中心及周邊設施OT案前置

作業計畫

1,245 1,245

財政部105.12.30台

財促字第

10525522990號函

社會局 小計 149,036 7,290 156,326

105年度長期照顧整合第

二期計畫(居家服務及日

間照顧)

25,000 25,000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105.11.21社家

老字第1050800766號

函

墊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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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第4期調

整數)

74,345 74,345

衛生福利部

105.09.13衛部救字

第1051363123號函

墊付案

后里區地方建設(墩南

里、后里里)補助案
677 677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

105.10.19中營字第

1050026564號函

墊付案

觀光旅

遊局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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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105年度建構托育管理制

度實施計畫-就業者家庭

部分托育費用補助(第2次

核定)

28,000 28,000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105.8.30社家支

字第1050900838號函

墊付案

105年度建構托育管理制

度實施計畫-就業者家庭

部分托育費用補助(第3次

核定)

32,000 32,000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105.10.14社家

支字第1050900935號

函

墊付案

105年度上下自如，跨梯

無礙-建構爬梯機服務輸

送體系計畫

104 1,610 1,714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105.8.22社家障

字第1050022597號函

墊付案

臺中市守護家庭小衛星計

畫
535 535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105.12.14社家

企字第1050501575號

函

墊付案

臺中市政府執行低收入戶

及中低收入戶促進就業服

務方案人力充實計畫

(365) (365)

衛生福利部

105.12.14衛部救字

第1051364309號函

臺中市大甲區及南屯區轄

內社區活動中心維護修繕

工程

203 203

衛生福利部

105.12.14部授家字

第1050501594號函

社區X青年參與X產業-106

年度臺中市社區自主永續

行動計畫

520 520

衛生福利部

105.12.14衛部救字

第1051364309號函

106年父母未就業家庭育

兒津貼發放人力補助計畫
(459) (459)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105.12.26社家

帅字第1050601364號

函

106年父母未就業家庭育

兒津貼實施計畫
(10,498) (10,498)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105.12.28社家

帅字第1050601248號

函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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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建構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

支持網絡服務模式計畫
3 3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105.12.30社家

障字第1050709742A

號函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自立生

活支持計畫
585 585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105.12.14社家

企字第1050501575號

函

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服

務佈建計畫
681 681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106.1.24社家障

字第1060700008E號

函

臺中市購置大型復康巴士

及提升服務能量計畫
(337) 1,800 1,463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105.12.14社家

企字第1050501575號

函

臺中市大屯托育資源中心

擴充計畫
1,000 1,000

衛生福利部

105.12.14部授家字

第1050501594號函

臺中市兒童青少年福利服

務中心建物修繕維護計畫
500 500

衛生福利部

105.12.14部授家字

第1050501594號函

臺中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建築物修繕工程計畫
500 500

衛生福利部

105.12.14部授家字

第105050159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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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000

衛生福利部

105.12.14部授家字

第1050501594號函

臺中市視障者生活重建服

務方案
(481) (481)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105.12.14社家

企字第1050501575號

函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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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社會局

臺中市建構身心障礙者多

元支持與生涯轉銜服務計

畫

(597) (597)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105.12.14社家

企字第1050501575號

函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

心 小計
530 530

106年臺中市兒少保護調

查評估品質促進暨結構化

安全評估模式推廣計畫

130 130

衛生福利部

105.12.13衛部護字

第1051462434號函

106年度臺中市親職教育

服務方案
400 400

衛生福利部

105.12.13衛部護字

第1051462434號函

消防局 小計 (314) (270) (584)

106年度防範一氧化碳中

毒執行計畫補助本市市民

申請遷移或更換燃氣熱水

器

(18) (18)

內政部106.1.25內授

消字第1060821362號

函

106年度災害防救深耕第2

期計畫
(281) (98) (379)

內政部106.1.26內授

消字第1060821127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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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

內政部消防署

106.1.25消署預字第

106050010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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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172)

內政部106.2.6內授

消字第1060821393號

函

文化局 小計 5,400 140 5,540

文化局
106年綻放文創新視界－

花現生活
2,000 2,000

文化部104.12.23文

創字第10430344972

號函及文化部

105.11.24文創字第

1053031970號函

家庭暴

力及性

侵害防

治中心

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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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105年度文化部推動博物

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
500 140 640

文化部105.8.18文源

字第1053022920號函
墊付案

臺中市設計翻轉、地方創

生計畫──形塑臺中瀨戶

內海藝術季：創意臺中

2,000 2,000

國家發展委員會

105.9.22發國字第

10512015444號函

墊付案

106年度臺中地區人權檔

案口述訪談暨出版計畫
900 900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

處106.2.3人權綜字

第10630002054號函

文化資產處 小計 1,300 2,320 3,620

臺中州廳、大屯郡役所及

其附屬建築群歷史場域再

造計畫

300 300

文化部105.12.9文授

資局蹟字第

1053012787號函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歷史現

場再造計畫
300 300

文化部105.12.9文授

資局蹟字第

1053012787號函

歷史建築水湳菸樓緊急搶

修工程(含緊急支撐)
1,500 1,500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5.12.13文資蹟字

第1053012913號函

臺中歷史建築大楊油庫殘

跡保存修復工程規劃設計
220 220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5.12.5文資蹟字第

1053012459號函

臺中市歷史建築中區第一

任街長宅第修復及再利用

計畫

900 900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5.10.12文資蹟字

第1053010110號函

墊付案

專責機構人力精進服務計

畫
400 400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5.11.7文資綜字第

1053011236號函

墊付案

文化局

文化資

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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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地政局 小計 2,432 2,432

汰換全國土地基本資料庫

傳輸伺服器及地政資訊網

際網路作業產製伺服器設

備

1,632 1,632

內政部106.2.14內授

中辦地字第

1061302443號函

建置住宅及不動產資訊計

畫-臺中市不動產資訊樂

活網建置暨營運案

800 800

內政部營建署

105.12.29營署土字

第1052921076號函

豐原地政事務所 小計

1,068 1,068

(1,068) (1,068)

清水地政事務所 小計

清水地

政事務

所

534 534

清水地

政事務

所

(534) (534)

雅潭地政事務所 小計

534 534

(534) (534)

106年度地籍圖重測計畫

(調整科目)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10.3測重字第

1050700272號函

106年度地籍圖重測計畫

(調整科目)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10.3測重字第

1050700272號函

106年度地籍圖重測計畫

(調整科目)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10.3測重字第

1050700272號函

地政局

豐原地

政事務

所

雅潭地

政事務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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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大里地政事務所 小計

534 534

(534) (534)

太帄地政事務所 小計

534 534

(534) (534)

水利局 小計 28,580 390,764 419,344

臺中市綠川水質及環境改

善工程
28,162 28,16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5.10.3環署水字第

1050079625號函

墊付案

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建

設經費
341,891 341,891

內政部105.11.24台

內營字第105081511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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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0 28,000

內政部營建署

105.11.30營署水字

第1053689073號函

墊付案

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績效

考核獎勵金
580 920 1,50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5.9.19農授水保字

第1051857425號函

106年度地籍圖重測計畫

(調整科目)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10.3測重字第

1050700272號函

106年度地籍圖重測計畫

(調整科目)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5.10.3測重字第

1050700272號函

大里地

政事務

所

太帄地

政事務

所

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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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水利局 梧棲大排水質改善工程 19,791 19,79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6.1.23環署水字第

1060007052號函

運動局 小計 66,183 160,000 226,183

中部運動園區興設先期作

業計畫
3,900 3,900

教育部105.12.28臺

教授體部字第

1050038585號函

運動i臺灣計畫 23,790 23,790

教育部體育署

105.8.16臺教體署計

字第1050024946號函

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籌辦

計畫
35,199 35,199

教育部105.8.17臺教

會通字第1050114268

號函

全民運動推展計畫 3,294 3,294

教育部105.8.17臺教

會通字第1050114268

號函

長春國民運動中心興建計

畫
100,000 100,000

教育部104.12.8臺教

授體部字第

1040035182號函

東亞青運賽會場館修繕經

費
60,000 60,000

教育部105.8.17臺教

會通字第1050114268

號函

體育處

改制運

動局同

額追加

預算

運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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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其他財源 63,771 53,943 117,714

豐原區公所 小計 0 827 827

豐原區

公所

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

畫

827 827

經濟部106.1.20經授

水字第10620200780

號函

捐獻及

贈與收

入

東勢區公所 小計 21,695 17,424 39,119

104年馬鞍水庫清淤土石

販售案補助計畫
1,413 1,720 3,133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大甲溪發電廠

105.9.6大甲字第

1058079028號函

捐獻及

贈與收

入(墊付

案)

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

畫

18,282 13,391 31,673

經濟部106.1.20經授

水字第10620200780

號函

捐獻及

贈與收

入

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繳

還撥交計畫

2,000 2,313 4,313

經濟部106.1.20經授

水字第10620200782

號函

捐獻及

贈與收

入

梧棲區公所 小計 0 3,900 3,900

梧棲區

公所

辦公廳舍四樓禮堂空調設

備汰換工程
3,900 3,900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

司液化天然氣工程處

106.1.9液工關發字

第10610008190號書

函

捐獻及

贈與收

入

石岡區公所 小計 7,130 12,230 19,360

105年石岡壩清淤公益支

出補助計畫
(146) (146)

經濟部105.7.4水中

石字第10532021380

號函

捐獻及

贈與收

入

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

畫

5,876 11,124 17,000

經濟部106.1.20經授

水字第10620200780

號函

捐獻及

贈與收

入

104年馬鞍水庫清淤土石

販售案計畫
1,400 1,106 2,506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大甲溪發電廠

105.9.6大甲字第

1058079028號函

捐獻及

贈與收

入(墊付

案)

東勢區

公所

石岡區

公所

己 - 31



附表二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龍井區公所 小計 1,800 0 1,800

龍井區

公所

105年度種植水稻農業發

展補助計畫
1,800 1,800

台灣公司促進電力發

展營運協助金審議委

員會105.7.29

〈105〉協准益字第

0524號核准通知單

捐獻及

贈與收

入(墊付

案)

新社區公所 小計 3,996 8,750 12,746

新社區

公所

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

畫

3,996 8,750 12,746

經濟部106.1.20經授

水字第10620200780

號函

捐獻及

贈與收

入

生命禮儀管理處 小計 11,400 0 11,400

生命禮

儀管理

處

臺中市各區公墓106年度

起掘未自行清運廢棄物之

墓基清運計畫

11,400 11,400
其他收

入

體育處 小計 0 (37,260) (37,260)

體育處
潭子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

程計畫
(37,260) (37,260)

體育處

改制運

動局同

額追減

預算

經濟發展局 小計 8,515 450 8,965

國際產業交流經費         500 500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8.9主預經字第

1050013014A號函

稅課收

入

豐原副都心及水湳經貿園

區招商暨整體發展評估計

畫
        500 500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8.9主預經字第

1050013014A號函

稅課收

入

補助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

策進會辦理中小企業服務

中心各項座談訓練講習會

及投資服務、招商等相關

作業費

      6,000 6,000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8.9主預經字第

1050013014A號函

稅課收

入

經濟發

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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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胡志明市工具機金屬加工

設備展參展行銷旅費
        148 148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8.9主預經字第

1050013014A號函

稅課收

入

法國巴黎航天航空展覽會

參展行銷旅費
        243 243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8.9主預經字第

1050013014A號函

稅課收

入

參與臺新論壇旅費         132 132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8.9主預經字第

1050013014A號函

稅課收

入

考察名古屋機器人大會旅

費
         53 53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8.9主預經字第

1050013014A號函

稅課收

入

日本名古屋航空展覽參展

行銷旅費
        118 118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8.9主預經字第

1050013014A號函

稅課收

入

菲律賓舉辦臺灣綜合展覽

參展行銷旅費
        118 118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8.9主預經字第

1050013014A號函

稅課收

入

參與2017布拉格國際會議

協會年會旅費
        188 188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8.9主預經字第

1050013014A號函

稅課收

入

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

與回饋計畫
        515 450 965

經濟部106.1.20經授

水字第10620200780

號函

捐獻及

贈與收

入

經濟發

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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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建設局 小計 4,753 7,500 12,253

北屯區四帄路與20M-43計

畫道路口打通工程經費
7,500 7,500

其他收

入

寬頻管道租金收入繳交統

挖基金專戶
4,753 4,753

規費收

入

都市發展局 小計 4,060 140 4,200

本市營建剩餘資源處理場

所回饋地方計畫-協助維

護市容環境及改善周邊公

共設施等支出

60 140 200

捐獻及

贈與收

入

城中城、臺中雙港及社會

住宅等招商作業及投資協

調費用

3,000 3,000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8.9主預經字第

1050013014A號函

稅課收

入

城中城計畫、臺中雙港、

綠空鐵道、社會住宅及空

橋規劃等計畫，出國考察

參訪相關案例進行觀摩交

流

1,000 1,000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8.9主預經字第

1050013014A號函

稅課收

入

農業局 小計 489 2,722 3,211

農業局
105年度風災產業專案輔

導措施
489 2,722 3,211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6.1.20主預國字第

1060100112B號函

稅課收

入

衛生局 小計 (3,200) 0 (3,200)

衛生局
藥物及化粧品廣告審查業

務
(3,200) (3,200)

規費收

入

建設局

都市發

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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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 說 明

預算金額

補助文號 備註

水利局 小計 3,133 0 3,133

水利施政成果宣導計畫 950 950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大甲溪發電廠

105.9.6大甲字第

1058079028號函

捐獻及

贈與收

入(墊付

案)

水資源宣導活動計畫 950 950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大甲溪發電廠

105.9.6大甲字第

1058079028號函

捐獻及

贈與收

入(墊付

案)

臺中水漾河岸宣導計畫 1,233 1,233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大甲溪發電廠

105.9.6大甲字第

1058079028號函

捐獻及

贈與收

入(墊付

案)

運動局 小計 0 37,260 37,260

運動局
潭子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

程計畫
37,260 37,260

體育處

改制運

動局同

額追加

預算

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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