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一

備  註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總     計 636,162,993 917,583,173 1,553,746,166

市議會小計 0 0 0

追加購置考察用車計畫 1,180,000 1,180,000

追減公務車汰換計畫 (1,180,000) (1,180,000)

秘書處小計 (1,500,000) 0 (1,500,000)

臺中州廳及第二辦公大樓

保全及經常性維護費用
1,950,000 1,950,000

臺中州廳總機電腦數位電

話交換機系統維護經費
150,000 150,000

本府第二辦公大樓(自由

路交通局)租金費用
(3,600,000) (3,600,000)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小計
736,000 (736,000) 0

話務中心電話費 350,000 350,000

服務中心設置錄影監視器

及相關設備修繕維護
386,000 192,000 578,000

山線聯合服務中心及北台

中聯合服務中心資訊軟硬

體及雜項設備

(928,000) (928,000)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小計
0 1,000,000 1,000,000

追加兼辦人事人員兼職費

及業務經費
80,000 80,000

追減辦理辦公室用各項硬

體設備、裝修等各項費用
(80,000) (80,000)

追減辦理原住民職業訓練

專班、建置待業人才資料

庫及原住民文化創意應用

設計競賽等相關經費

(1,000,000) (1,000,000)

臺中市10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機關  說    明
預   算   金   額

原住民

事務委

員會

研究發

展考核

委員會

秘書處

市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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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臺中市10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機關  說    明
預   算   金   額

追加辦理原住民職業訓練

專班、建置待業人才資料

庫及原住民文化創意應用

設計競賽等相關經費

1,000,000 1,000,000

追減補助原住民學生購置

電腦費用
(500,000) (500,000)

追加補助原住民學生購置

電腦費用
500,000 500,000

追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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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1,000,000

客家事務委員會小計 (200,000) 4,700,000 4,500,000

追減業務費(客家文化年

度系列活動)及加班費(辦

理館舍及研究發展業務、

辦理客語推廣暨文化保

存、府會聯絡員、技工工

友及駕駛)

(260,000) (260,000)

追加業務費(員工學分補

助費及員工訓練講習

費)、加班費(會計員及人

事管理員)、設備及投資

(客家文化系列活動購置

木製新丁粄模)

60,000 200,000 260,000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公廁

新建工程及無障礙坡道工

程

4,500,000 4,500,000

孔廟忠烈祠聯合

管理所小計
131,000 0 131,000

孔廟忠

烈祠聯

合管理

所

進用臨時人員1名維護園

區環境清潔等業務
131,000 131,000

生命禮儀管理所小計 392,000 0 392,000

原住民

事務委

員會

客家事

務委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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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10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機關  說    明
預   算   金   額

生命禮

儀管理

所

增僱3名臨時人員 392,000 392,000

財政局小計 (150,000,000) 0 (150,000,000)

追減長、短期及透支等借

款利息暨市庫調借款等其

他應付債務利息

(150,000,000) (150,000,000)

因應修正編制增加員額4

人所需追加經費
1,803,000 1,803,000

因應修正編制增加員額4

人所需追減經費
(1,803,000) (1,803,000)

教育局小計 392,148,000 20,000,000 412,148,000

本市100年度市立高中及

國民中小學視障用書及學

障用書經費

20,000,000 20,000,000

本市貧困學生午餐經費 10,000,000 10,000,000

本市國中小寒暑假暨學期

例假日協助弱勢學生安心

午餐券計畫

20,000,000 20,000,000

高美國小活動中心改建經

費
20,000,000 20,000,000

因應100年7月起公教人員

待遇調整，增列薪津、不

休假加班費等人事費需求

342,148,000 342,148,000

體育處小計 204,000 0 204,000

體育處 市屬運動場館保險費 204,000 204,000

家庭教育中心小計 (48,800) 0 (48,800)

追減100年度推動家庭教

育實施計畫(配合款)
(48,800) (48,800)

追加辦公處所修繕工程等

經費
90,000 90,000

追減資訊系統之建置費及

其他設備費
(90,000) (90,000)

教育局

家庭教

育中心

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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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10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機關  說    明
預   算   金   額

建設局小計 20,600,000 812,008,000 832,6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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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 1,200,000

委託各區公所辦理公園、

園道、綠地、廣場等維護

管養、環境清潔、設施修

繕計畫

10,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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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權兩

側受損房屋補償

27,600,000 27,600,000

臺中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

計畫（公路系統）
29,938,000 29,938,000

臺中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

計畫（市區道路）（含振

文路）

211,097,000 211,097,000

清水區10-14-1號道路工

程
11,200,000 1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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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000 90,000,000

100年路燈養護及零星增

設
10,000,000 10,000,000

路燈電費 10,000,000 10,000,000

台中市公園營造亮點計畫

(第一期)(清水區鰲峰山

公園編列1億5,450萬元，

大安區龜殼生態公園編列

1,500萬元)

169,500,000 169,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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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款)

7,166,000 7,166,000

大甲區縱貫鐵路182K+615

段平交道引道改善工程
5,971,000 5,971,000

建設局

188



附表一

備  註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臺中市10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機關  說    明
預   算   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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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000 1,491,000

崇倫公園及地震公園(九

號登山步道入口)新建廁

所工程

7,000,000 7,000,000

新闢公園綠地委託技術服

務費
120,000,000 120,000,000

台1乙線精忠橋改建工程

分攤工程經費
24,330,000 24,330,000

大里區健民橋改建工程 4,500,000 4,500,000

水資源回收中心委託檢測

水質及污泥相關費用及污

泥餅清運處置費

2,400,000 2,400,000

神岡區圳陽橋新建工程 29,000,000 29,000,000

追減水資源回收中心固定

資產設備災害（火災、水

災）保險費用

(2,000,000) (2,000,000)

追減西屯區部分社區污水

納入臺中工業區污水處理

廠處理費

(400,000) (400,000)

黎明社區污水處理廠改建

計畫
9,500,000 9,500,000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

，第三類農(漁、水利)會

會員其被保險人之眷屬之

保險自付30%，其餘70%，

在直轄市，由中央政府補

助40%，直轄市政府補助

30%所需經費

600,000 600,000

臺中市30-37號道路工程

(2-2)樹木移植工程費
1,620,000 1,620,000

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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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10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機關  說    明
預   算   金   額

追加高美濕地公園(公68)

遊客服務中心及體驗館興

建工程。(總經費2億

8,500萬元)(100年度編列

500萬元，101年度編列

8,000萬元，102年度編列

2億元)

5,000,000 5,000,000

追減高美濕地公園(公68)

遊客服務中心興建工程。

(總經費8,500萬元)(100

年度編列500萬元，101年

度編列8,000萬元)

(5,000,000) (5,000,000)

清水區30-8-1號(八德路)

計畫道路開闢工程配合款
50,895,000 50,895,000

交通局小計 4,999,000 30,000,000 34,999,000

100年度交通管制設施維

護及設置工程
20,000,000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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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 10,000,000

大臺中地區纜車興建先期

規劃計畫
4,999,000 4,999,000

都市發展局小計 1,000,000 0 1,000,000

都市發

展局
搬運建管檔案 1,000,000 1,000,000

農業局小計 23,302,000 (200,000) 23,102,000

辦理全民健康保險第3類

(農、漁民)保險費本產負

擔款

30,300,000 30,300,000

100年度臺中市農村社區

休閒農業輔導計畫
(16,000)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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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200,000) (182,000)

農業局

建設局

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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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10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機關  說    明
預   算   金   額

稻榖收購進倉運費補助計

畫
(44,520,000) (44,520,000)

農業產銷班運作經費補助

計畫
12,000,000 12,000,000

農業病蟲害防治資材補助

計畫
25,520,000 25,520,000

動物保護防疫處小計 5,000,000 0 5,000,000

動物保

護防疫

處

臺中市推動動物保護及防

疫計畫
5,000,000 5,000,000

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小計
0 15,000,000 15,000,000

海岸資

源漁業

發展所

本市各類漁港防波堤、航

道疏浚、碼頭等設施規劃

案及維護興建工程

15,000,000 15,000,000

觀光旅遊局小計 6,333,000 (2,500,000) 3,833,000

臺中市中橫觀光發展計畫

先期規劃案
3,000,000 3,000,000

配合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

辦理財產移轉及管理機關

變更登記案

(167,000) (167,000)

辦理2012中臺灣元宵燈會

花燈製作等相關費用
1,000,000 1,000,000

辦理國內、外旅行業踩線

團及貴賓接待事務、媒體

行銷宣傳及辦理觀光節慶

活動

2,500,000 2,500,000

風景區及自行車道用地取

得計畫案
(2,500,000) (2,500,000)

風景區管理所小計 0 943,000 943,000

風景區

管理所

大甲鐵砧山風景特定區內

植栽維護管理相關設備採

購計畫

943,000 943,000

農業局

觀光旅

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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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10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機關  說    明
預   算   金   額

社會局小計 (79,821,000) 58,387,000 (21,434,000)

臺中市政府辦理中低收入

身心障礙生活補助實施計

畫

32,780,000 32,780,000

臺中市轉介安置身心障礙

者托育養護計畫
5,000,000 5,000,000

補助低收入戶子女就讀高

中職以上就學生活補助費
33,000,000 33,000,000

本市冊列低收入戶國民年

金保險費補助
34,000,000 34,000,000

婦女生育津貼實施計畫 18,000,000 18,000,000

臺中市低收入兒童及少年

生活扶助
1,700,000 1,700,000

臺中市立托兒所改善設立

要件及充實內部設施設備

計畫

51,000,000 51,000,000

臺中市立清水聯合托兒所

新建工程計畫(有償撥用

土地）

7,387,000 7,387,000

致贈托育機構教保人員教

師節禮品
2,500,000 2,500,000

追減第五類健康保險費 (183,000,000) (183,000,000)

追減兒童及少年保護安置

及非行少年轉向安置等各

項福利經費

(20,000,000) (20,000,000)

追減身心障礙需求調查委

託研究費
(700,000) (700,000)

追減小型復康巴士業務差

旅費
(601,000) (6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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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2,000) (10,382,000)

追減辦理托育機構評鑑、

幼托整合、各項托育補

助、系統說明會、主管人

員會議等費用

(150,000) (150,000)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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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100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元

機關  說    明
預   算   金   額

追減委託服務相關社團、

學校、機構辦理托育機構

評鑑輔導、出席、評鑑撰

稿等相關費用

(1,100,000) (1,100,000)

追減托育機構評鑑獲獎園

所獎勵金
(1,250,000) (1,250,000)

補助區公所辦理社區活動

中心修繕及充實設備及新

建社區活動中心工程費

10,382,000 10,382,000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小計
(1,500,000) 0 (1,500,000)

家庭暴

力及性

侵害防

治中心

追減補助衛生局辦理家庭

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各項

補助及辦理性侵害加害人

身心治療輔導教育費

(1,500,000) (1,500,000)

勞工局小計 183,000,000 0 183,000,000

勞工局
依法編列之勞工保險及全

民健康保險補助款
183,000,000 183,000,000

警察局小計 10,045,000 65,205,500 75,250,500

臺中市警察局協勤民力（

民防、義警、義交、守望

相助隊、志工）相關經費

追加預算案

5,000,000 5,000,000

100年度追加預算治安要

點監視錄影系統建置案
50,000,000 50,000,000

豐原等4分局新設派出所

資訊軟硬體設備採購案
3,000,000 3,000,000

豐原分局新建頂街派出所

進駐所需設備經費
434,000 434,000

豐原分局新建豐洲派出所

雜項設備
695,500 695,500

霧峰分局新建四德派出所

進駐所需設備經費
526,500 526,500

烏日分局新建瑞井派出所

進駐所需設備經費
1,062,500 1,062,500

警察局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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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機關  說    明
預   算   金   額

清水分局新建大楊派出所

進駐所需設備經費
650,000 650,00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

局廳舍搬遷相關經費
8,837,000 8,837,000

駕駛人肇事委託醫療或檢

驗機構檢驗費
105,000 105,000

交通義警服交通崗協勤工

作費
2,940,000 2,940,000

民眾協助破案獎金 1,000,000 1,000,000

保安警察大隊改制經費 1,000,000 1,000,000

消防局小計 2,654,000 2,052,000 4,706,000

第一救災救護大隊頭家厝

廳舍工程內部辦公設備費
2,000,000 2,000,000

第四救災救護大隊犁份廳

舍自來水工程費
1,806,000 1,806,000

輔助火災預警暨救災即時

影像系統設備維護
1,754,000 (1,754,000) 0

義勇消防人員聯誼活動費 900,000 900,000

衛生局小計 1,138,000 0 1,138,000

追減救災用衛星電話及無

線電相關設備搬遷案
(1,000,000) (1,000,000)

追減各衛生所值日誤餐費 (300,000) (300,000)

追加水電費 2,438,000 2,438,000

環境保護局小計 0 560,100 560,100

環境保

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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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所需

設備

560,100 560,100

文化局小計 8,288,400 (160,568,000) (152,279,600)

臺中市社區總體營造推動

工作(配合款)
2,320,000 2,320,000

臺中市地方文化館計畫

(配合款)
1,914,000 994,000 2,908,000

消防局

文化局

警察局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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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機關  說    明
預   算   金   額

公共圖書館「閱讀植根與

空間改造：98-101年圖書

館創新服務發展計畫」-

100年度公共圖書館閱讀

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

及閱讀起步走0-3歲嬰幼

兒閱讀推廣活動(配合款)

100,000 258,000 358,000

追減大臺中Bookstart閱

讀起步走-0-3歲嬰幼兒閱

讀推廣活動計畫(配合款)

(225,000) (225,000)

追減公共圖書館「閱讀植

根與空間改造：98-101年

圖書館創新服務發展計

畫」(配合款)

(220,600) (220,600)

追減文化設施規劃與設置

(配合款)
(165,120,000) (165,120,000)

辦理「一區一特色」推廣

活動計畫
1,500,000 1,500,000

市政大樓、陽明大樓藝術

廊道展覽及塗鴉示範區計

畫

600,000 600,000

臺中大都會歌劇院三座劇

場委託試營運評估技術服

務案

1,000,000 1,000,000

沙鹿區深波圖書館文昌分

館營運經費
250,000 250,000

霧峰區以文圖書館營運經

費
1,050,000 1,050,000

臺中市眷村文物館整修工

程
1,000,000 1,0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二級機

關資訊軟硬體更新購置計

畫

1,700,000 1,700,000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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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金   額

文化局
辦理潭子區圖書館外牆整

建計畫
600,000 600,000

港區藝術中心小計 980,000 (1,200,000) (220,000)

臺中市地方文化館計畫-

美術家資料館功能發展、

營運與服務升級經營(配

合款)

980,000 980,000

追減設置美術家工作坊工

程計畫(配合款)
(1,200,000) (1,200,000)

文化資產管理中心

小計
2,450,000 8,450,000 10,900,000

辦理市定古蹟清水社口楊

宅調查研究計畫
1,500,000 1,500,000

歷史建築大肚山碉堡群調

查研究及再利用之可行性

委託案

950,000 950,000

市定古蹟摘星山莊圍牆邊

溝經費
1,850,000 1,850,000

大臺中文學館規劃設計監

造案
1,000,000 1,000,000

市定古蹟清水社口楊宅保

護鋼棚規劃設計費
600,000 600,000

市定遺址牛罵頭遺址文化

園區之空調、消防及自來

水等公共設施計畫

5,000,000 5,000,000

葫蘆墩文化中心小計 (98,000) (522,000) (620,000)

辦理活力‧山城‧葫蘆

墩-劇場活化暨人才育成

計畫(配合款)

430,000 430,000

追減臺中市地方文化館計

畫-編織工藝推廣計畫(配

合款)

(528,000) (522,000) (1,050,000)

文化資

產管理

中心

葫蘆墩

文化中

心

港區藝

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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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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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小計 0 4,860,000 4,860,000

地政局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3、76及77條規定，於公

有出租耕地終止租約時補

償耕地承租人

4,860,000 4,860,000

法制局小計 0 0 0

追減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

員會府外委員審查費(項

目調整)

(600,000) (600,000)

追加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

員會府外委員審查費(項

目調整)

600,000 600,000

中區區公所小計 991,333 0 991,333

臨時人員增補計畫 283,333 283,333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708,000 708,000

東區區公所小計 1,546,333 0 1,546,333

臨時人員增補計畫 283,333 283,333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1,263,000 1,263,000

西區區公所小計 2,691,292 0 2,691,292

里鄰長全民健保費機關負

擔款
382,292 382,292

臨時人員增補計畫 425,000 425,000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1,884,000 1,884,000

南區區公所小計 2,315,000 0 2,315,000

臨時人員增補計畫 425,000 425,000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1,890,000 1,890,000

中區區

公所

法制局

東區區

公所

西區區

公所

南區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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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區公所小計 3,008,000 0 3,008,000

臨時人員增補計畫 425,000 425,000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2,583,000 2,583,000

西屯區公所小計 3,678,333 400,000 4,07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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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合款)

400,000 400,000

臨時人員增補計畫 708,333 708,333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2,970,000 2,970,000

南屯區公所小計 2,129,000 0 2,129,000

臨時人員增補計畫 425,000 425,000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1,704,000 1,704,000

北屯區公所小計 3,495,333 570,000 4,06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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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合款)

570,000 570,000

臨時人員增補計畫 708,333 708,333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2,787,000 2,787,000

豐原區公所小計 4,042,000 0 4,042,000

清潔隊退休人員三節慰問

金
642,000 642,000

社會福利-加班值班費追

減
(26,000) (26,000)

會計業務-差旅費 26,000 26,000

公墓遷葬公告期限屆滿遷

葬補償費
1,000,000 1,000,000

西屯區

公所

北屯區

公所

南屯區

公所

北區區

公所

豐原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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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區

公所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2,400,000 2,400,000

大里區公所小計 2,268,000 0 2,268,000

大里區

公所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2,268,000 2,268,000

太平區公所小計 2,121,000 0 2,121,000

太平區

公所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2,121,000 2,121,000

清水區公所小計 (3,720,000) 0 (3,720,000)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1,797,000 1,797,000

里鄰長健保費投保單位負

擔款(調減310人)
(6,317,000) (6,317,000)

大街路宿舍基地拆除前承

租租金
300,000 300,000

大街路老舊宿舍拆除費 500,000 500,000

沙鹿區公所小計 (5,979,000) 52,219,000 46,240,000

人事業務-值日費追減 (150,000) (150,000)

臺中港特定區30-57-1號

道路工程用地衍生停工損

失補償

52,219,000 52,219,000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1,293,000 1,293,000

里鄰長健保費投保單位負

擔款(調減270人)
(5,502,000) (5,502,000)

專望相助隊工作經費(調

減3隊)
(1,620,000) (1,620,000)

大甲區公所小計 (957,000) 0 (957,000)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1,203,000 1,203,000

專望相助隊工作經費(調

減4隊)
(2,160,000) (2,160,000)

東勢區公所小計 (4,579,000) 0 (4,579,000)

清水區

公所

沙鹿區

公所

大甲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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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隊退休人員三節慰問

金
110,000 110,000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1,149,000 1,149,000

里鄰長健保費投保單位負

擔款(調減260人)
(5,298,000) (5,298,000)

專望相助隊工作經費(調

減1隊)
(540,000) (540,000)

梧棲區公所小計 1,194,000 0 1,194,000

梧棲區

公所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1,194,000 1,194,000

烏日區公所小計 (2,952,000) (1,875,000) (4,827,000)

清潔隊退休人員三節慰問

金
180,000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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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日區公

園路雨水下水道工程(配

合款)

(875,000) (8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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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日區興

祥街雨水下水道工程(配

合款)

(1,000,000) (1,000,000)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861,000 861,000

里鄰長健保費投保單位負

擔款(調減170人)
(3,453,000) (3,453,000)

專望相助隊工作經費(調

減1隊)
(540,000) (540,000)

和平區公所小計 (101,520) 455,000 353,480

2011臺中市和平區觀光季

暨中秋節慶祝活動
600,000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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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合款)

455,000 455,000

東勢區

公所

和平區

公所

烏日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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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長健保經費及政府負擔

健保費調漲74元
27,480 27,480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351,000 351,000

專望相助隊工作經費(調

減2隊)
(1,080,000) (1,080,000)

神岡區公所小計 (4,952,000) 10,400,000 5,4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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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合款)

10,400,000 10,400,000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876,000 876,000

里鄰長健保費投保單位負

擔款(調減180人)
(3,668,000) (3,668,000)

專望相助隊工作經費(調

減4隊)
(2,160,000) (2,160,000)

大肚區公所小計 (2,969,000) 0 (2,969,000)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1,005,000 1,005,000

里鄰長健保費投保單位負

擔款(調減195人)
(3,974,000) (3,974,000)

大雅區公所小計 1,077,000 0 1,077,000

大雅區

公所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1,077,000 1,077,000

后里區公所小計 (385,000) 0 (385,000)

辦理社福業務總清查通知

及核定寄發通知郵資
100,000 100,000

追減辦理模範父親、模範

母親、及金鑽婚表揚活動

相關費用

(200,000) (200,000)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795,000 795,000

專望相助隊工作經費(調

減2隊)
(1,080,000) (1,080,000)

石岡區公所小計 357,000 0 357,000

神岡區

公所

大肚區

公所

和平區

公所

后里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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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岡區

公所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357,000 357,000

霧峰區公所小計 904,000 (1,550,000) (646,000)

里辦公處及鄰長政令宣導

報紙採購案差額
250,000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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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路雨

水下水道工程(配合款)

(1,550,000) (1,550,000)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1,194,000 1,194,000

專望相助隊工作經費(調

減1隊)
(540,000) (540,000)

潭子區公所小計 906,000 0 906,000

潭子區

公所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906,000 906,000

龍井區公所小計 306,000 0 306,000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846,000 846,000

專望相助隊工作經費(調

減1隊)
(540,000) (540,000)

外埔區公所小計 585,000 0 585,000

外埔區

公所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585,000 585,000

大安區公所小計 2,000 0 2,000

守望相助隊夜間巡守經費

追減1隊經費
(540,000) (540,000)

社區活動中心公共意外險 42,000 42,000

長青學苑開學用品 (10,000) (10,000)

龍井區

公所

霧峰區

公所

大安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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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學苑開學雜支 (190,000) (190,000)

社區活動中心消防及建物

安檢缺失改善
77,000 77,000

社區活動中心消防及建物

安檢
81,000 81,000

社區活動中心公共安全等

改善
200,000 200,000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342,000 342,000

新社區公所小計 63,000 (480,000) (4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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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合款)

420,000 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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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新路、

中正街雨水下水道工程

(900,000) (900,000)

鄰長交通補助費(10月至

12月)
603,000 603,000

專望相助隊工作經費(調

減1隊)
(540,000) (540,000)

調整公務員工待遇

準備小計
198,840,000 198,840,000

調整公

務員工

待遇準

備

因應100年7月起公務人員

待遇調整，增列薪津不休

假加班費等人事費需求

198,840,000 198,840,000

補至千元數 5,289 4,573 9,862

新社區

公所

大安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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