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
全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詳列奉准文號及人數)

約僱人員
(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合　計 463,684,324 包括約聘僱人員待遇344,953,613
元、年終工作獎金43,688,110元、
保險費41,647,875元、離職儲金
19,766,730元、休假補助
12,432,000元及不休假加班費
599,516元。

00010000000
臺中市議會主管

01 29,267,204

　00010010000
　臺中市議會

001 29,267,204

　　31010010100
　　一般行政

01 29,267,204

　　　31010010101
　　　行政管理

01 29,267,204

1x12 728,556

1x12 872,666

7x12 5,691,182

40x12 21,974,800

00020000000
臺中市政府主管

02 63,802,473

　00020030000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002 4,112,755

　　32020030100
　　一般行政

01 4,112,755

　　　32020030101
　　　行政管理

01 4,112,755

1x12 816,53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6x12 3,296,22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040000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003 8,789,843

　　32020040100
　　一般行政

01 6,042,993

　　　32020040101
　　　行政管理

01 6,042,993

11x12 6,042,993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32020040700
　　歲計會計業務

02 2,746,850

　　　32020040702
　　　特種基金及特別預算編審與
督
　　　導執行

02 2,746,850

5x12 2,746,85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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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
全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詳列奉准文號及人數)

約僱人員
(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00020050000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004 1,098,740

　　32020050900
　　組織管理及人事人員管理

02 549,370

　　　32020050901
　　　組織管理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32020051000
　　任免考試

03 549,370

　　　32020051001
　　　任免遷調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060000
　臺中市政府政風處

005 1,098,740

　　32020061300
　　政風業務

02 1,098,740

　　　32020061301
　　　政風行政

01 1,098,740

2x12 1,098,7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070000
　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006 4,112,755

　　32020070100
　　一般行政

01 1,098,740

　　　32020070101
　　　行政管理

01 1,098,740

2x12 1,098,7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32020071400
　　施政計畫綜合業務

02 3,014,015

　　　32020071402
　　　綜合規劃

02 1,365,905

1x12 816,53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32020071404
　　　為民服務

04 1,648,110

3x12 1,648,11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080000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007 1,094,000

　　33020080200
　　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

02 1,094,000

　　　33020080203
　　　社會福利

03 1,0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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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
全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詳列奉准文號及人數)

約僱人員
(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2x12 1,094,000 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6.25原民衛字第1020033996號
函

　00020090000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008 1,098,740

　　32020090100
　　一般行政

01 549,370

　　　32020090101
　　　行政管理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32020091600
　　客家語言文化推廣

03 549,370

　　　32020091601
　　　文教推廣業務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100000
　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

009 549,370

　　51020100100
　　一般行政

01 549,370

　　　51020100101
　　　行政管理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110000
　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

010 7,558,081

　　32020110100
　　一般行政

01 7,558,081

　　　32020110101
　　　行政管理

01 7,558,081

5x12 4,082,67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1x12 728,556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5x12 2,746,85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590000
　臺中市豐原區公所

019 1,648,110

　　33020590100
　　一般行政

01 549,370

　　　33020590101
　　　行政管理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33020590500
　　區公所業務

02 1,098,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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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
全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詳列奉准文號及人數)

約僱人員
(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33020590501
　　　民政業務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33020590503
　　　人文業務

03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600000
　臺中市大里區公所

020 2,926,226

　　33020600100
　　一般行政

01 728,556

　　　33020600101
　　　行政管理

01 728,556

1x12 728,556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33020600500
　　區公所業務

02 1,098,740

　　　33020600502
　　　經建業務

02 1,098,740

2x12 1,098,7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58020601000
　　農林管理業務

05 549,370

　　　58020601001
　　　農林管理業務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68020600200
　　社政業務

06 549,560

　　　68020600201
　　　社會福利

01 549,560

1x12 549,56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610000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021 1,040,731

　　33020610500
　　區公所業務

02 549,370

　　　33020610501
　　　民政業務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68020610200
　　社政業務

06 491,361

　　　68020610201
　　　社會福利

01 491,361

1x12 491,361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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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
全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詳列奉准文號及人數)

約僱人員
(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00020620000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022 1,655,546

　　33020620500
　　區公所業務

02 549,370

　　　33020620501
　　　民政業務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58020621000
　　農林管理業務

05 549,370

　　　58020621001
　　　農林管理業務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68020620200
　　社政業務

06 556,806

　　　68020620201
　　　社會福利

01 556,806

1x12 556,806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630000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023 1,534,215

　　33020630500
　　區公所業務

02 984,845

　　　33020630501
　　　民政業務

01 984,845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1x12 435,47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68020630200
　　社政業務

06 549,370

　　　68020630201
　　　社會福利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640000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024 2,345,033

　　33020640500
　　區公所業務

02 1,909,558

　　　33020640501
　　　民政業務

01 1,909,558

3x12 1,474,083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1x12 435,47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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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
全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詳列奉准文號及人數)

約僱人員
(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68020640200
　　社政業務

06 435,475

　　　68020640201
　　　社會福利

01 435,475

1x12 435,47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650000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025 1,532,092

　　33020650500
　　區公所業務

02 1,040,731

　　　33020650501
　　　民政業務

01 1,040,731

1x12 491,361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68020650200
　　社政業務

06 491,361

　　　68020650201
　　　社會福利

01 491,361

1x12 491,361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660000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026 453,049

　　68020660200
　　社政業務

06 453,049

　　　68020660201
　　　社會福利

01 453,049

1x12 453,049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670000
　臺中市烏日區公所

027 2,564,596

　　33020670100
　　一般行政

01 2,014,596

　　　33020670101
　　　行政管理

01 2,014,596

1x12 378,726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3x12 1,635,8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68020670200
　　社政業務

06 550,000

　　　68020670201
　　　社會福利

01 550,000

1x12 550,00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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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
全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詳列奉准文號及人數)

約僱人員
(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00020680000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028 2,310,603

　　33020680100
　　一般行政

01 1,124,053

　　　33020680101
　　　行政管理

01 1,124,053

1x12 529,503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1x12 594,55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33020680500
　　區公所業務

02 594,550

　　　33020680504
　　　土地管理業務

03 594,550

1x12 594,55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68020680200
　　社政業務

06 592,000

　　　68020680201
　　　社會福利

01 592,000

1x12 592,00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690000
　臺中市神岡區公所

029 1,909,558

　　33020690500
　　區公所業務

02 926,836

　　　33020690501
　　　民政業務

01 435,475

1x12 435,47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33020690502
　　　經建業務

02 491,361

1x12 491,361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58020691000
　　農林管理業務

05 982,722

　　　58020691001
　　　農林管理業務

01 982,722

2x12 982,722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700000
　臺中市大肚區公所

030 378,726

　　68020700200
　　社政業務

06 378,726

　　　68020700201
　　　社會福利

01 37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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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
全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詳列奉准文號及人數)

約僱人員
(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1x12 378,726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710000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031 3,846,000

　　33020710500
　　區公所業務

02 2,197,480

　　　33020710501
　　　民政業務

01 2,197,480

4x12 2,197,48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

　　68020710200
　　社政業務

06 1,648,520

　　　68020710201
　　　社會福利

01 1,648,520

2x12 1,098,7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

1x12 549,78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

　00020720000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032 1,098,740

　　33020720500
　　區公所業務

02 549,370

　　　33020720501
　　　民政業務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68020720200
　　社政業務

06 549,370

　　　68020720201
　　　社會福利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730000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033 1,969,690

　　33020730100
　　一般行政

01 549,370

　　　33020730101
　　　行政管理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33020730500
　　區公所業務

02 435,475

　　　33020730501
　　　民政業務

01 435,475

1x12 435,47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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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
全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詳列奉准文號及人數)

約僱人員
(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68020730200
　　社政業務

06 984,845

　　　68020730201
　　　社會福利

01 984,845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1x12 435,47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740000
　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034 1,855,795

　　33020740100
　　一般行政

01 435,475

　　　33020740101
　　　行政管理

01 435,475

1x12 435,47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33020740500
　　區公所業務

02 984,845

　　　33020740501
　　　民政業務

01 435,475

1x12 435,47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33020740502
　　　經建業務

02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68020740200
　　社政業務

06 435,475

　　　68020740201
　　　社會福利

01 435,475

1x12 435,47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750000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

035 870,087

　　33020750500
　　區公所業務

02 378,726

　　　33020750501
　　　民政業務

01 378,726

1x12 378,726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68020750200
　　社政業務

06 491,361

　　　68020750201
　　　社會福利

01 491,361

1x12 491,361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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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
全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詳列奉准文號及人數)

約僱人員
(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00020760000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036 1,476,706

　　33020760500
　　區公所業務

02 984,845

　　　33020760501
　　　民政業務

01 984,845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1x12 435,47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68020760200
　　社政業務

06 491,861

　　　68020760201
　　　社會福利

01 491,861

1x12 491,861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770000
　臺中市外埔區公所

037 1,098,740

　　33020770500
　　區公所業務

02 549,370

　　　33020770501
　　　民政業務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日府授人力
字第1020140816號函。

　　68020770200
　　社政業務

06 549,370

　　　68020770201
　　　社會福利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日府授人力
字第1020140816號函。

　00020780000
　臺中市大安區公所

038 848,370

　　33020780100
　　一般行政

01 549,370

　　　33020780101
　　　行政管理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68020780200
　　社政業務

06 299,000

　　　68020780201
　　　社會福利

01 299,000

1x12 299,00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1號函。

　00020790000
　臺中市新社區公所

039 926,836

　　33020790500
　　區公所業務

02 49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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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
全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詳列奉准文號及人數)

約僱人員
(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33020790501
　　　民政業務

01 491,361

1x12 491,361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68020790200
　　社政業務

06 435,475

　　　68020790201
　　　社會福利

01 435,475

1x12 435,47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03000000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03 6,090,621

　00031020000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

003 5,655,146

　　68031020100
　　一般行政

01 5,655,146

　　　68031020101
　　　行政管理

01 5,655,146

4x12 3,252,104

2x12 870,95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約僱三等2
人)。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約僱五等1
人)。

2x12 982,722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約僱四等2
人)。

　00031090000
　臺中市南屯區戶政事務所

010 435,475

　　33031090900
　　戶政業務

02 435,475

　　　33031090901
　　　戶政業務

01 435,475

1x12 435,47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辦理。

00040000000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主管

04 2,197,480

　00041500000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001 2,197,480

　　34041500200
　　財政管理

02 2,197,480

　　　34041500202
　　　財務管理

02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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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
全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詳列奉准文號及人數)

約僱人員
(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34041500206
　　　菸酒管理

06 1,098,740

2x12 1,098,7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34041500207
　　　集中支付業務

07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0500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05 3,475,406

　00051610000
　臺中市體育處

002 2,746,850

　　53051610200
　　體育業務

02 2,746,850

　　　53051610202
　　　運動業務

02 2,746,850

5x12 2,746,85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051620000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003 728,556

　　53051620100
　　一般行政

01 728,556

　　　53051620101
　　　行政管理

01 728,556

1x12 728,556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0600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主管

06 32,457,075

　00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001 32,457,075

　　61061700100
　　一般行政

01 32,457,075

　　　61061700101
　　　行政管理

01 32,457,075

1x12 882,856

11x12 9,055,376

3x12 1,136,178 依據臺中市政府民國102年8月2日府
授人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1x12 321,148 依據臺中市政府民國102年8月2日府
授人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7x12 3,048,325 依據臺中市政府民國102年8月2日府
授人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2x12 982,722 依據臺中市政府民國102年8月2日府
授人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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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
全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詳列奉准文號及人數)

約僱人員
(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31x12 17,030,470 依據臺中市政府民國102年8月2日府
授人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000700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主管

07 1,648,110

　000718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001 1,648,110

　　59071800100
　　一般行政

01 1,648,110

　　　59071800101
　　　行政管理

01 1,648,110

3x12 1,648,110 依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力
字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約僱人員3
名。

00080000000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主管

08 19,323,566

　00081900000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001 4,753,332

　　60081900100
　　一般行政

01 4,753,332

　　　60081900101
　　　行政管理

01 4,753,332

2x12 1,457,112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2人。

6x12 3,296,22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6人。

　00081950000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006 14,570,234

　　60081950100
　　一般行政

01 14,570,234

　　　60081950101
　　　行政管理

01 14,570,234

14x12 6,879,054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14人。

14x12 7,691,18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14人。

0009000000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主管

09 16,927,451

　0009200000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001 16,927,451

　　59092000100
　　一般行政

01 8,137,531

　　　59092000101
　　　行政管理

01 8,137,531

1x12 728,556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140816號。

1x12 816,53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140816號。

丁 - 75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
全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詳列奉准文號及人數)

約僱人員
(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12x12 6,592,4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140816號。

　　59092000500
　　建管業務

03 8,789,920

　　　59092000504
　　　建築物安全檢查及使用管理

04 8,789,920

16x12 8,789,92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140816號。

001000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10 5,493,700

　00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001 4,394,960

　　58102100200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

02 3,296,220

　　　58102100202
　　　農會及休閒農業輔導

02 1,098,740

2x12 1,098,7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58102100203
　　　畜牧行政輔導

03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58102100204
　　　農地利用與管理

04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58102100206
　　　農產運銷加工輔導

05 1,098,740

2x12 1,098,7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58102100300
　　林業與自然保育管理業務

03 1,098,740

　　　58102100301
　　　林政與自然保育管理

01 1,098,740

2x12 1,098,7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003 1,098,740

　　58102120900
　　漁業及海岸管理

02 1,098,740

　　　58102120901
　　　漁業行政及漁港管理

01 1,098,740

2x12 1,098,7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2人。

001100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主管

11 5,32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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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
全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詳列奉准文號及人數)

約僱人員
(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00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001 5,323,056

　　61112200100
　　一般行政

01 1,098,740

　　　61112200101
　　　行政管理

01 1,098,74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61112200700
　　觀光管理

02 4,224,316

　　　61112200701
　　　觀光工程規劃與管理

01 928,096

1x12 378,726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61112200702
　　　觀光產業管理業務

02 1,648,110

3x12 1,648,11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61112200704
　　　觀光旅遊行銷與推廣

04 1,648,110

3x12 1,648,11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1200000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主管

12 131,549,592

　001223000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001 59,544,503

　　67122300100
　　社會救濟

02 549,370

　　　67122300101
　　　社會救濟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

　　68122300100
　　一般行政

03 1,827,296

　　　68122300101
　　　行政管理

01 1,827,296

1x12 728,556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

2x12 1,098,7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

　　68122300200
　　社政業務

04 57,167,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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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
全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詳列奉准文號及人數)

約僱人員
(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68122300201
　　　社會福利

01 57,167,837

3x12 1,648,11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

1x12 491,361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

5x12 2,746,85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

3x12 1,648,11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

5x12 4,082,67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

33x12 24,042,348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

3x12 2,048,412 依據衛生福利部102.8.9衛部護字第
1021480038號函核定。

5x12 3,567,620 依據衛生福利部102.8.9衛部護字第
1021480038號函核定。

1x12 806,584 依據衛生福利部102.8.9衛部護字第
1021480038號函核定。

1x12 728,556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

4x12 2,423,584 依據衛生福利部102.8.7衛部會字第
1021480006號函核定。

5x12 3,180,260 依據衛生福利部102.8.7衛部會字第
1021480006號函核定。

7x12 4,663,477 依據衛生福利部102.8.7衛部會字第
1021480006號函核定。

1x12 694,930 依據衛生福利部102.8.7衛部會字第
1021480006號函核定。

6x12 3,296,22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

　00122310000
　臺中市立仁愛之家

002 1,098,740

　　68122310100
　　一般行政

01 1,098,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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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
全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詳列奉准文號及人數)

約僱人員
(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68122310101
　　　行政管理

01 1,098,740

2x12 1,098,7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00122320000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
心

003 70,906,349

　　68122320100
　　一般行政

01 14,743,850

　　　68122320101
　　　行政管理

01 14,743,850

4x12 3,266,1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15x12 10,928,3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68122320700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02 9,147,499

　　　68122320701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作

01 9,147,499

13x12 9,147,499 依據衛生福利部102.8.9衛部護字第
1021480038號函。

　　68122320800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03 47,015,000

　　　68122320801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01 47,015,000

33x12 24,632,500 依據衛生福利部102.8.9衛部護字第
1021480038號函。

37x12 22,382,500 依據衛生福利部102.8.7衛部會字第
1022480006號函。

00130000000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主管

13 2,198,000

　00132600000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001 2,198,000

　　68132600100
　　一般行政

02 2,198,000

　　　68132600101
　　　行政管理

01 2,198,000

4x12 2,198,00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14000000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主管

14 11,486,294

　0014270000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001 11,486,294

　　77142700100
　　一般行政

01 10,936,924

丁 - 79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約 聘 僱 人 員 費 用 彙 計 表
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
全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詳列奉准文號及人數)

約僱人員
(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77142700101
　　　行政管理

01 10,936,924

9x12 6,557,004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 府授人力
字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9人。

2x12 1,633,0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 府授人力
字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2人。

5x12 2,746,85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 府授人力
字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5人。

　　77142700300
　　所屬機關警政業務

03 549,370

　　　77142700304
　　　交通警察業務

04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1人。

0015000000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主管

15 5,815,280

　0015300000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001 5,815,280

　　33153000100
　　一般行政

01 5,815,280

　　　33153000101
　　　行政管理

01 5,815,280

9x12 4,944,33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准約僱人員五
等9人。

2x12 870,95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准約僱人員三
等2人。

001600000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主管

16 4,223,056

　001631000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001 4,223,056

　　70163100200
　　衛生業務

02 4,223,056

　　　70163100201
　　　疾病管制工作

01 1,648,110

3x12 1,648,11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3人。

　　　70163100202
　　　醫事管理工作

02 435,475

1x12 435,47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1人。

　　　70163100203
　　　心理健康工作

03 1,590,101

2x12 1,098,7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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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款 項 目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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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聘人員
(人*月)

1x12 491,361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1人。

　　　70163100206
　　　保健工作

06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1人。

00170000000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主管

17 13,452,045

　00173500000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001 13,452,045

　　73173500200
　　環境保護業務

02 12,635,510

　　　73173500204
　　　廢棄物管理

04 1,098,740

2x12 1,098,7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約僱五
等2人。

　　　73173500207
　　　環境及毒化管理

07 1,648,110

3x12 1,648,11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約僱五
等3人。

　　　73173500208
　　　環境稽查業務

08 9,888,660

18x12 9,888,66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約僱五
等18人。

　　73173500400
　　清潔隊業務

03 816,535

　　　73173500403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03 816,535

1x12 816,53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核定約聘七
等1人。

001800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18 51,598,827

　00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001 47,306,886

　　53183600100
　　一般行政

01 47,306,886

　　　53183600101
　　　行政管理

01 47,306,886

31x12 22,585,236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45x12 24,721,65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183630000
　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

004 4,29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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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月)

約聘人員
(人*月)

　　53183630100
　　一般行政

01 4,291,941

　　　53183630101
　　　行政管理

01 4,291,941

1x12 816,53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1x12 728,556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5x12 2,746,85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1900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主管

19 3,296,220

　00193840000
　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

005 549,370

　　33193841300
　　地政業務

02 549,370

　　　33193841307
　　　測量管理

03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193850000
　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

006 1,098,740

　　33193851300
　　地政業務

02 1,098,740

　　　33193851307
　　　測量管理

03 1,098,740

2x12 1,098,7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193860000
　臺中市大甲地政事務所

007 549,370

　　33193861300
　　地政業務

02 549,370

　　　33193861307
　　　測量管理

02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193890000
　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

010 1,098,740

　　33193891300
　　地政業務

02 1,098,740

　　　33193891307
　　　測量管理

03 1,098,740

2x12 1,098,7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200000000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20 2,197,480

　00204000000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001 2,19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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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聘人員
(人*月)

　　32204001800
　　法制業務

02 2,197,480

　　　32204001801
　　　法規審議

01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32204001802
　　　法規諮詢

02 549,370

1x12 549,37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32204001805
　　　消費者保護

05 1,098,740

2x12 1,098,74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00210000000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主管

21 4,944,000

　00214100000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001 4,944,000

　　53214100100
　　一般行政

01 4,944,000

　　　53214100101
　　　行政管理

01 4,944,000

9x12 4,944,00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002200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主管

22 45,269,278

　002242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001 45,269,278

　　34224200300
　　稅捐稽徵業務

02 45,269,278

　　　34224200301
　　　財產稅稽徵業務

01 13,593,698

7x12 3,845,59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3x12 1,474,083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19x12 8,274,02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34224200306
　　　稅務資料電子處理

06 31,675,580

3x12 2,449,605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4x12 2,914,224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47x12 25,820,39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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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12 491,361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年8月2日府授人
力字第1020140816號函。

002300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主管

23 1,648,110

　00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001 1,648,110

　　58234300100
　　一般行政

01 1,648,110

　　　58234300101
　　　行政管理

01 1,648,110

3x12 1,648,110 依據臺中市政府102.8.2府授人力字
第102014081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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