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0年度

歲出政事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資本門

名稱及編號

科　　　　　　　　 　目
追加(減)預算數 說　　　　明

款 項 目 節

　　　資本門合計 2,243,482
-449,738

31000000000
政權行使支出

1,180
-1,180

01

　31010010000
　臺中市議會

1,180
-1,180

001

　　310100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80
-1,180

01

　　　310100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80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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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0000000
行政支出

4,892
-928

02

　32020070000
　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92
-928

001

　　3202007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92
-928

01

　　　3202007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92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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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20090000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4,700
-

002

　　320200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4,700
-

01

　　　3202009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4,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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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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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0000000
民政支出

134,248
-84,451

03

　33020080000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9,719
-10,437

001

　　330200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9,719
-10,437

01

　　　3302008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9,719
-1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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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560000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1,100
-

002

　　330205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00
-

01

　　　3302056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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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33020580000
　臺中市北屯區公所

1,270
-

003

　　330205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270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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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58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2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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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610000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3,200
-

004

　　330206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200
-

01

　　　330206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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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620000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470
-

005

　　330206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470
-

01

　　　330206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4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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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33020630000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52,219
-

006

　　330206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52,219
-

01

　　　3302063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52,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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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670000
　臺中市烏日區公所

6
-25,460

007

　　3302067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6
-25,460

01

　　　3302067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6
-2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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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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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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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680000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1,518
-8,100

008

　　330206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518
-8,100

01

　　　3302068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518
-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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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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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及維持所需經費400千
元。

　33020690000
　臺中市神岡區公所

13,600
-

009

　　330206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3,600
-

01

　　　3302069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3,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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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720000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
-3,000

010

　　330207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3,000

01

　　　330207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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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730000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
-2,000

011

　　330207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2,000

01

　　　3302073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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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740000
　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
-15,500

012

　　3302074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15,500

01

　　　3302074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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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750000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

63
-

013

　　3302075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63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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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75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63
-
係因項目調整，其內容為：
嘉仁里購巡守機車計畫63千
元。

01

　33020760000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955
-3,800

014

　　330207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955
-3,800

01

　　　3302076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955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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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770000
　臺中市外埔區公所

5,400
-5,400

015

　　3302077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5,400
-5,400

01

　　　3302077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5,400
-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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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790000
　臺中市新社區公所

11,300
-9,000

016

　　330207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300
-9,00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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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79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30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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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100000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3,000
-

017

　　330310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000
-

01

　　　330310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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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5300000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9,287
-1,754

018

　　331530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9,287
-1,754

01

　　　331530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9,287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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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938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19,141
-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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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938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9,141
-

01

　　　331938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9,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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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00000000
教育支出

910,453
-

04

　510516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910,453
-

001

　　51051600300
　　教育資源管理

20,000
-

01

　　　51051600302
　　　各項教育建設工程及設備

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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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510516006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890,453
-

02

　　　51051600601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支出

890,4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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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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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00000000
文化支出

29,450
-332,352

05

　53051620000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220
-90

001

　　530516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20
-90

01

　　　530516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2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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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0,150
-330,240

002

　　531836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150
-330,240

01

　　　531836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150
-33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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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83610000
　臺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

-
-1,500

003

　　531836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1,500

01

　　　531836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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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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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83630000
　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

8,450
-

004

　　531836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8,450
-

01

　　　5318363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8,4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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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83650000
　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

-
-522

005

　　5318365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522

01

　　　5318365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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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14100000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10,630
-

006

　　532141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630
-

01

　　　532141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6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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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0000000
農業支出

29,213
-8,075

06

　580718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4,800
-

001

　　58071800500
　　水利工程

4,800
-

01

　　　58071800501
　　　河川及區域排水工程

4,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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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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9,130
-8,075

002

　　58102100200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

415
-1,075

01

　　　58102100201
　　　農政及作物生產輔導

-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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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58102100202
　　　農會及休閒農業輔導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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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58102100203
　　　畜牧行政輔導

400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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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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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58102100204
　　　農地利用與管理

-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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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02100206
　　　農產運銷加工輔導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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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58102100300
　　林業與自然保育管理業務

8,715
-7,000

02

　　　58102100301
　　　林政與自然保育管理

8,715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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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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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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283
-

003

　　581021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83
-

01

　　　581021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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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15,000
-

004

　　581021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5,000
-

01

　　　581021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5,000
-
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維護本市漁港及船澳工
程10,000千元。
追加委託辦理松柏漁港規劃
費5,000千元。
　

01

60000000000
交通支出

773,949
-4,500

07

　600718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736,102
-4,500

001

　　60071800400
　　道路橋樑工程

721,102
-4,500

01

　　　60071800401
　　　道路橋樑工程養護

126,4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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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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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71800403
　　　道路工程

565,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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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60071800404
　　　橋樑工程

28,830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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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60071800500
　　路燈管理

15,000
-

02

　　　60071800501
　　　路燈養護及增設

15,000
-
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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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年路燈養護及零星增
設10,000千元。

01

　60081900000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37,847
-

002

　　600819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7,8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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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819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7,8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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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00000000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

28,448
-2,500

08

　61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27,505
-

001

　　61061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7,505
-

01

　　　610617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7,5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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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
-2,500

002

　　611122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2,500

01

　　　611122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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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12210000
　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

943
-

003

　　611122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943
-

01

　　　611122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9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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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00000000
福利服務支出

72,769
-1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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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223000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72,769
-10,382

001

　　68122300300
　　托兒所業務

58,387
-

01

　　　68122300301
　　　托兒所業務

58,3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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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223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4,382
-10,382

02

　　　681223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4,382
-1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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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00000
醫療保健支出

-
-70

10

　701631000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
-70

001

　　701631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70

01

　　　701631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70

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菸害防制工作計畫70千
元。

01

72000000000
社區發展支出

182,991
-5,000

11

　720718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182,991
-5,000

001

　　72071800100
　　景觀工程

1,491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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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71800103
　　　景觀工程

1,4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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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72071800200
　　公園管理

181,500
-5,000

02

　　　72071800202
　　　公園工程

181,500
-5,000

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台中市公園營造亮點計畫
169,500千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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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追減高美濕地公園(公68)
遊客服務中心興建工程
5,000千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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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73000000000
環境保護支出

10,682
-

12

　730718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9,500
-

001

　　73071800600
　　衛生下水道工程

9,500
-

01

　　　73071800601
　　　衛生工程業務

9,500
-
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黎明社區污水處理廠改
建計畫及綠美化工程9,500
千元。

01

　73173500000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82
-

002

　　731735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82
-

01

　　　731735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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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77000000000
警政支出

65,207
-300

13

　7714270000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65,207
-3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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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政事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資本門

名稱及編號

科　　　　　　　　 　目
追加(減)預算數 說　　　　明

款 項 目 節

　　77142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65,207
-300

01

　　　77142709001
　　　局本部建築及設備

51,39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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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77142709002
　　　分局建築及設備

13,8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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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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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經常門資本門總計 9,827,621
-7,32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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