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1年度

歲入來源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常門

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追加(減)預算數 說明

節目款 項

經常門合計 1,901,635
-48,514

01000000000
稅課收入

725,812
-

01

　01041500000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725,812
-

001

　　01041500900
　　統籌分配稅

725,812
-

03

　　　01041500901
　　　統籌分配稅

725,812
-
行政院核定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協助地
方政府推動緊急造福民眾事項。(依據行政院
100.12.1院授主忠六字第1000007562D號函)
500,000千元
行政院核定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101年度
第1季因應社會福利津貼調整所需經費。(依
據行政院主計處100.12.23處忠一字第
1000008070D號函)165,812千元
經濟部辦理鼓勵地方政府招商作業─98年度
招商績效評比獎勵金。(依據行政院主計處
99.6.17處忠六字第0990003683A號函)60,000
千元

01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5,000
-

02

　0314270000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5,000
-

056

　　0314270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5,000
-

01

　　　03142700101
　　　罰金罰鍰

5,000
-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5,000千元。
毒品危害裁罰收入。5,000千元

01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38,014
-

03

　040718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2,434
-

066

　　04071800200
　　使用規費收入

2,434
-

02

　　　04071800213
　　　場地設施使用費

2,434
-
管線管理科：
寬頻管道設施使用費。2,433.636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364千元

01

　04173500000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5,000
-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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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常門

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追加(減)預算數 說明

節目款 項

　　04173500200
　　使用規費收入

35,000
-

02

　　　04173500208
　　　廢棄物清理費

35,000
-
增列徵收自來水用戶及非自來水用戶-一般廢
棄物清除處理費。(廢棄物管理科)35,000千
元

01

　04183640000
　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

580
-

083

　　04183640200
　　使用規費收入

580
-

01

　　　04183640214
　　　服務費

580
-
藝文研習活動報名費收入。(收支對列)580千
元

03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9,900
-

04

　06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9,900
-

057

　　06061700500
　　廢舊物資售價

9,900
-

02

　　　06061700501
　　　廢舊物資售價

9,900
-
公用事業科：配合經濟部水利署辦理無自來
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路面修復工程等瀝青混
凝土刨除料折價值。(依據財政部臺灣省中區
國稅局96.11.14中區國稅四字第0960057381
號函)9,900千元

01

07000000000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40
-

05

　07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40
-

001

　　07061700100
　　營業基金盈餘繳庫

40
-

01

　　　07061700101
　　　股息紅利繳庫

40
-
市場管理科：
豐原農產品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章程及農產
品市場交易法施行細則分配股利。40千元

01

08000000000
補助收入

1,065,796
-44,716

06

　08020080000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
　會

8,244
-929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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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常門

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追加(減)預算數 說明

節目款 項

　　0802008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8,244
-929

01

　　　0802008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8,244
-929

上級補助辦理就業服務相關業務經費。(依據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1.1.17原民衛字第
1010002053號函)(企劃及文教福利組)10千元
上級補助101年度原住民文物館改善計畫。
(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100.12.21原民園展字第1000005909號函)(企
劃及文教福利組)450千元
上級補助辦理101年度原住民族社會教育學習
型系列活動計畫。(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100.11.25原民教字第1001060003號函)(企
劃及文教福利組)200千元
上級補助辦理101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計
畫。(依據教育部101.1.19.臺社(一)字第
1000241506號函)(企劃及文教福利組)1,700
千元
追減上級補助辦理101年度原住民部落大學計
畫。(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1.1.4原
民教字第1001071537號函)(企劃及文教福利
組)-350千元
100年原住民幼兒托教補助經費。(依據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0.8.24原民教字第
1001045940號函)(企劃及文教福利組)2,500
千元
100年度第一屆臺中市原住民族歲時祭暨健康
美牙競賽活動經費。(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100.9.30原民教字第1001051301號函)
(企劃及文教福利組)1,000千元
辦理101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計畫-101年
度辦理原住民兒童及青少年輔導計畫。(依據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1.2.10原民衛字第
1010006450號函)(企劃及文教福利組)1,700
千元
上級補助原住民經濟事業財務金融輔導員經
費。(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1.1.13原
民經字第1001070703號函)(經濟建設及土地
管理組)500千元
上級補助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權利賦予、土地
分配經費。(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0.12.23原民地字第1001066806號函)(經濟
建設及土地管理組)53.544千元
上級補助辦理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資訊系統資
料維護及異動更新經費。(依據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100.12.30原民地字第1001068999號
函)(經濟建設及土地管理組)60千元
上級補助原住民保留地分割地籍整理計畫。
(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0.12.30原民
地字第1001070572號函)(經濟建設及土地管
理組)30千元
上級補助辦理原住民族地區部落水資源規劃
及供水計畫。(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0.12.14原民經字第1001066466號函)(經濟
建設及土地管理組)4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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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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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減)預算數 說明

節目款 項

追減上級補助辦理101年度原住民保留森林保
育計畫經費。(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1.2.2原民經字第1010003500號函)(經濟建
設及土地管理組)-579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456千元

　08020090000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6,518
-

002

　　0802009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6,518
-

01

　　　0802009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6,518
-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臺中市新社區公
所辦理龍騰客庄2012臺中市新社九庄媽文化
節經費。(依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101.1.6客
會文字第10100004109號函)600千元
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同意補助臺中市新社
區公所辦理客家文化生活環境資源調查計
畫。(依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100.11.11客會
籌字第1000010656號函)1,560千元
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同意補助辦理人文匯
集藝遊山城活動經費。(依據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100.12.19客會籌字第1000011699號函)
4,357.58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42千元

01

　08020660000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396
-

009

　　0802066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96
-

01

　　　0802066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96
-
太陽光電設置補助費。(經濟部能源局
100.12.12能技字第10000354710號函)(收支
對列)396千元

01

　0803100000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191
-

019

　　080310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91
-

01

　　　080310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91
-
追加101年度研發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經
費。(依據內政部役政署100.8.26役署甄字第
1005007120號函)(勤務管理科)191千元

01

　08041500000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169,736
-

021

　　080415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69,736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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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1年度

歲入來源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常門

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追加(減)預算數 說明

節目款 項

　　　08041500101
　　　一般性補助收入

169,736
-
行政院核定中央一般性補助款─平衡預算及
繳款專案補助。(依據行政院100.8.31院授主
忠六字第1000005506R號函)136,000千元
100年第4季擴大鼓勵地方政府辦理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依據行政院主計
處101.1.11處忠六字第1010000607號函)
10,504.48千元
100年第1季擴大鼓勵地方政府辦理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依據行政院主計
處100.4.22處忠六字第1000002473A號函)
23,231.16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36千元

01

　080516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4,013
-

022

　　080516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14,013
-

01

　　　080516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14,013
-
教育部補助100年度公立國民中小學校舍「防
水隔熱工程」經費。(依據教育部100.8.31臺
國(一)字第1000152980C號函)(秘書室)
46,280.647千元
教育部補助龍峰國小(B棟教室)老舊校舍改建
工程規劃設計經費。(依據教育部100.9.13臺
國(一)字第1000155312號函)(秘書室)2,600
千元
教育部補助龍井國中(明德樓)、鹿寮國中(四
維樓、專科教室)、東汴國小(學生活動中
心)、沙鹿國小(育英樓)等4校5棟校舍辦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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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教育部100.9.14臺國(一)字第
1000159432號函)(秘書室)22,469.09千元
教育部補助草湖國小(北棟、南棟)及旭光國
小(A、B、C、D棟)等2校6棟校舍辦理100年度
校舍「防水隔熱工程」經費(屬資本門)。(依
據教育部100.12.13臺國(一)字第1000220296
號函)(秘書室)5,283.351千元
教育部補助中平國中實驗樓拆除重建規劃設
計費。(依據教育部100.9.26臺國(一)字第
1000164200號函)(中等教育科)1,775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加速國中小老舊校舍及相關
設備補強整建計畫之100年度第4階段公立國
中小(含幼稚園)校舍「補強工程(含設計監
造)」經費。(依據教育部101.1.20臺國(一)
字第1010010200A號函)(秘書室)35,179.459
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1年度原住
民重點高級中學及國民小學推展民族教育課
程實施計畫經費。(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100.12.7原民教字第1001064503號函)(國
小教育科)425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453千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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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1年度

歲入來源別追加(減)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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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追加(減)預算數 說明

節目款 項

　08051610000
　臺中市體育處

22,500
-

023

　　080516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22,500
-

01

　　　0805161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22,500
-
行政院體委會補助本市辦理『臺中市大甲區
體育場風雨籃球場興建計畫』。(依據行政院
體育委員會100.11.21體委設字第1000031675
號函)10,000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本市辦理『臺中市大
雅區大雅公園籃球場工程』。(依據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100.11.21.體委設字第1000031681
號函)2,000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本市辦理『臺中市清
水區大秀國民小學代管清水運動公園改善設
施修繕工程』。(依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100.11.21體委設字第1000031677號函)2,000
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本市辦理『臺中市豐
原區消防公園球場改鋪設PU鋪面標準籃球場
工程』。(依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00.11.21
體委設字第1000031680號函)500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本市辦理『南屯國民
運動中心興建計畫』。(依據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100.08.29體委設字第1000023848號函)
8,000千元

01

　080718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164,917
-

026

　　080718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64,917
-

01

　　　080718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64,917
-
公園管理科：
沙鹿區明秀公園及鎮立公園景觀植栽工程。
(依據交通部臺中港務局100年6月27日中港祕
字第1000202391號函)468.5千元
公園管理科：
梧棲區游泳池旁中興路人行環境改善工程。
(依據交通部臺中港務局100年8月18日中港祕
字第1000203188號函)1,600千元
景觀工程科:
內政部補助101年度「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
本環境改善工程」-臺中市豐原區豐田國小樂
活LIFE通學綠廊營造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
署100年11月14日內授營道字第1000809916號
函)9,000千元
景觀工程科:
內政部補助101年度「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
本環境改善工程」-臺中市后里區后里國小通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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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步道規劃設計。(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0年
11月14日內授營道字第1000809916號函)840
千元
景觀工程科:
內政部補助101年度「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
本環境改善工程」-臺中市潭子區潭子國小設
施週邊人行環境改善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
署100年11月14日內授營道字第1000809916號
函)8,400千元
景觀工程科:
內政部補助101年度「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
本環境改善工程」-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通學
步道改善暨街廓綠化工程計畫。(依據內政部
營建署100年11月14日內授營道字第
1000809916號函)840千元
景觀工程科:
內政部補助101年度「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
本環境改善工程」-臺中市大雅區中清路(龍
善一街至雅環路二段)人行道更新工程。(依
據內政部營建署100年11月14日內授營道字第
1000809916號函)15,000千元
景觀工程科:
內政部補助101年度「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
本環境改善工程」-臺中市沙鹿區中棲路人行
自行車道環境改善與微生態景觀道路規劃建
置工程。(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0年11月14日
內授營道字第1000809916號函)14,000千元
景觀工程科:
內政部補助101年度「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
本環境改善工程」-臺中市東勢區中正路人行
道無障礙空間改善。(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0
年11月14日內授營道字第1000809916號函)
560千元
景觀工程科:
內政部補助101年度「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
本環境改善工程」-臺中市外埔區鐵山營區週
邊道路人行環境改善工程規劃設計。(依據內
政部營建署100年11月14日內授營道字第
1000809916號函)650千元
衛生工程科：
本市辦理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約用人員工作
經費。(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0年8月25日營署
水字第1002914560號函)408千元
土木工程科: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
設計畫-清水區30-8-1號道路工程用地費」。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0年8月24日營署道字第
10029149962號函)29,200千元
土木工程科: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豐原區11-2號都市計劃
道路工程」。(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0年11月
25日營署道字第1000074984號函)74,807.115
千元
土木工程科:
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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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計畫-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聯絡道延伸至
芬園段新闢工程」辦理先期作業。(依據交通
部公路總局100年8月22日路養護字第
1000039676號函)3,650千元
土木工程科:
交通部公路總局納入101年度「生活圈道路交
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6年(98-103)計
畫」之「公路建設綜合規劃設計作業」項下
補助辦理「國道4號神岡系統交流道跨越大甲
溪月眉西側南向聯絡道路新闢工程環境影響
評估」。(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100年12月28
日路規計字第1001008744號函)1,460千元
土木工程科：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臺中市龍井區10-53-1號
計畫道路工程」。(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0年
11月22日營署中字第1003285569號函)
4,032.862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523千元

　08081910000
　臺中市公共運輸處

60,808
-

028

　　080819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60,808
-

01

　　　0808191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60,808
-
臺中市市區汽車客運購車補助計畫。(依據交
通部100.12.13交路字第1000064456號函)(營
運管理課)60,807.8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2千元

01

　0809200000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7,580
-

030

　　080920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7,580
-

01

　　　080920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7,580
-
中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總顧問團隊及整體
發展策略規劃執行計畫。(依據行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100.10.28都字第1000004580號函)
(綜合企劃科)1,500千元
辦理101年度「烏日舊市街(火車站)都市更新
計畫」計畫案(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1.01.17
內授營更字第1010800342號函)(都市更新科)
5,250千元
辦理臺灣塔暨城市博物館採OT方式可行性評
估暨先期規劃案。(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101.01.16工程促字第10100020120號函暨
工程促字第10100020140號函)(綜合企劃科)
830千元

01

　08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9,684
-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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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021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9,684
-

01

　　　081021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9,684
-
臺中市政府組團參加2011年馬來西亞國際食
品展(MIFB 2011)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100.9.29農際字第1000134912號函)(運
銷加工科)2,387千元
100年度輔導產業公協會及農民團體參加馬來
西亞及上海秋季國際食品展計畫。(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100.10.27農際字第1000150801
號函)(運銷加工科)204千元
100年度臺中市收購荔枝加工(100農糧-4.3-
銷-34)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100.10.17農糧銷字第1001057534號函)(運銷
加工科)758.5千元
100年度發展農村社區農業產業文化活動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0.10.7農輔字
第1000051016號函)(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
200千元
100年度國家濕地保育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林務局100.9.28林保字第
1001701148號函)(林務自然保育科)679千元
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101.1.4農企字第1010010362號函)
(農地利用管理科)450千元
加強農地利用管理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100.12.27農企字第1000011913號函)(農
地利用管理科)730千元
輔導農業經營專區之規劃與推動計畫。(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0.8.23農會字第
1000090380號函)(農地利用管理科)3,000千
元
101年度小花蔓澤蘭防治計畫。(依據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100.8.23農會字第1000090380號
函)(林務自然保育科)2,500千元
101年度褐根病及樹木病蟲害防治計畫。(依
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0.8.23農會字第
1000090380號函)(林務自然保育科)2,200千
元
101年度國家濕地保育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100.8.23農會字第1000090380號函)
(林務自然保育)2,500千元
101年度林產產銷輔導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100.8.23農會字第1000090380號函)
(林務自然保育)500千元
101年度臺中市推動野生動植物保育及教育宣
導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0.8.23農
會字第1000090380號函)(林務自然保育科)
1,200千元
101年度珍貴老樹保育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100.8.23農會字第1000090380號函)
(林務自然保育科)500千元
101年度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計畫。(依據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100.8.23農會字第
1000090380號函)(林務自然保育科)7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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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漂流木清運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100.8.23農會字第1000090380號函)
(林務自然保育科)400千元
101年度山坡地超限利用改正造林計畫。(依
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0.8.23農會字第
1000090380號函)(林務自然保育科)80千元
101年度東勢人工濕地保育行動計畫。(依據
內政部營建署100.12.22營署園字第
1000820367號函)(林務自然保育科)695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5千元

　08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1,880
-

032

　　081021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880
-

01

　　　0810211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880
-
推動動物保護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0.8.11農牧字第1000041146號函)(動物保
護組)1,779千元
加強輸入動物追蹤檢疫計畫。（依據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1.1.20防檢
二字第1011478190號函)(動物藥品組)101千
元

01

　08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2,393
-

033

　　0810212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2,393
-

01

　　　0810212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2,393
-
漁業行政課：辦理強化沿近海漁業作業管理
及資源培育。(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0.8.23農會字第1000090380號函)200千元
漁業行政課：辦理漁船航程紀錄器維護管
控。(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0.8.23農會字
第1000090380號函)10千元
漁業行政課：辦理水產飼料管理。(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100.8.23農會字第1000090380
號函)183千元
漁港管理課：辦理海岸新生及漁業建設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0.8.23農會字
第1000090380號函)2,000千元

01

　08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3,075
-

034

　　081122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075
-

01

　　　081122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075
-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補助辦理「中臺區域
自行車觀光發展計畫」。(依據行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100.10.28都字第1000004584號函)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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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千元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臺中市豐原大道自
行車道建置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1.1.12營署道字第1012900941號函)1,575
千元

　081223000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395,368
-35,452

036

　　081223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95,368
-35,452

01

　　　081223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95,368
-35,452

婦女及兒少福利科：內政部兒童局補助辦理
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家庭
托育費用補助(第2次)。(依據內政部兒童局
100.09.23童托字第1000054763號函)11,000
千元
婦女及兒少福利科：內政部兒童局補助辦理
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劃-家庭
托育費用補助(第4次)。(依據內政部兒童局
100.12.20童托字第1000054893號函)2,800千
元
婦女及兒少福利科：內政部兒童局公彩回饋
金補助辦理101年度公私協力托嬰中心計畫
(含專業人員服務費5名之薪資、勞健保及年
終獎金及臨時人員酬勞費共40小時和行政庶
務費)。(依據內政部兒童局101.02.03童托字
第1010054076號函)1,514千元
婦女及兒少福利科：內政部公彩回饋金補助
辦理臺中市101年度單親家庭暨婦女福利服務
資源整合計畫-約用人員2名(含薪資及年終獎
金)。(依據內政部101.01.13台內社字第
1010071167號函)891千元
婦女及兒少福利科：保母登記及育兒津貼發
放人力補助計畫。(依據內政部兒童局
101.02.04童托字第1010054047號函)891千元
婦女及兒少福利科：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
貼業務行政費用補助計畫。(依據內政部兒童
局101.02.08童福字第1010052140號函)768千
元
婦女及兒少福利科：內政部兒童局補助辦理
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地方
政府專案人力-約用人員4名之薪資(含政府負
擔之勞健保、工資墊償基金及提繳工資6％勞
工退休金等)。(依據內政部兒童局100.12.26
童托字第1000054973號函)108千元
社會救助科：內政部補助辦理低收入戶家庭
生活、就學生活、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醫療
補助。(依據內政部100.09.15台內社字第
1000182200號函)93,565千元
社會救助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緩起
訴處分金補助辦理食物銀行。(依據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檢察署100.12.21中檢輝護蕙字第
149034號函)6,0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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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科：內政部公彩回饋金補助辦理社
會救助法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審核業務人
員充實計畫。(依據內政部101.01.13台內社
字第1010071167號函)1,984千元
社會救助科：內政部公彩回饋金補助辦理街
友夜間短期安置計畫。(依據內政部
101.01.13台內社字第1010071167號函)1,645
千元
社會救助科：內政部公彩回饋金補助辦理街
友生活重建方案。(依據內政部101.01.13台
內社字第1010071167號函)572千元
社會救助科：內政部補助辦理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住院看護補助。(依據內政部
100.09.15台內社字第1000182200號函)1,131
千元
社會救助科：內政部補助辦理低收入戶住院
膳食費。(依據內政部100.08.31內授中社字
第1000704977號函)210千元
長青福利科：內政部補助辦理中低收入老人
生活津貼。(依據內政部100.09.05內授中社
字第1000715891號函)18,004千元
長青福利科：霧峰區公所舊教育廳舍修繕計
畫。(依據內政部101.02.01台內社字第
1010085716號函)26,819.949千元
長青福利科：內政部補助辦理中低收入老人
裝置假牙計畫。(依據內政部100.09.02台內
社字第1000169782號函)14,215千元
長青福利科：內政部補助辦理我國長期照顧
10年計畫。(依據內政部100.09.02台內社字
第1000169782號函)4,862千元
長青福利科：內政部公彩回饋金減列補助強
化臺中市政府整備長期照顧服務資源工作計
畫。(依據內政部101.01.13台內社字第
1010071167號函)-528千元
社會工作科：內政部公彩回饋金補助辦理低
收入戶家庭服務個案管理方案。(依據內政部
101.01.13台內社字第1010071167號函)891千
元
身心障礙福利科：內政部補助辦理身心障礙
者生活補助、托育養護、輔助器具及居家照
顧服務等計畫。(依據內政部100.09.01內授
中社字第1000718285號函)193,583千元
身心障礙福利科：內政部公彩回饋金補助身
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試辦計畫。(依據內政
部101.01.13台內社字第1010071167號函)
3,196千元
身心障礙福利科：內政部公彩回饋金補助臺
中市視障者個案管理服務方案生活重建服務
計畫-定點服務。(依據內政部101.01.13台內
社字第1010071167號函)2,259千元
身心障礙福利科：101年1月1日至7月10日推
動身障者評估新制工作計畫。(依據內政部
101.02.08台內社字第10100820163號函)
1,450千元
身心障礙福利科：內政部公彩回饋金補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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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身心障礙者多元支持與生涯轉銜服務計
畫。(依據內政部101.01.13台內社字第
1010071167號函)120千元
身心障礙福利科：追減內政部公彩回饋金補
助身心障礙者居家生活照顧網。(依據內政部
101.01.13台內社字第1010071167號函)
-21,157.095千元
身心障礙福利科：追減內政部公彩回饋金補
助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營運服務計
畫。(依據內政部101.01.13台內社字第
1010071167號函)-11,694.028千元
身心障礙福利科：追減內政部公彩回饋金補
助臺中市視障者個案管理服務方案生活重建
中心試驗計畫。(依據內政部101.01.13台內
社字第1010071167號函)-1,733千元
身心障礙福利科：追減內政部公彩回饋金補
助101年建構聽障兒童無障礙溝通能力口語教
育資源中心計畫。(依據內政部101.01.13台
內社字第1010071167號函)-339千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內政部
公彩回饋金補助辦理臺中市101年度家庭暴力
被害人垂直整合服務方案計畫。(依據內政部
101.01.13台內社字第1010071167號函)2,567
千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內政部
公彩回饋金補助辦理101年度跨國聯姻家庭暴
力防治方案。(依據內政部101.01.13台內社
字第1010071167號函)1,800千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內政部
公彩回饋金補助辦理臺中市少年自立生活適
應協助方案。(依據內政部101.01.13台內社
字第1010071167號函)993千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內政部
兒童局補助地方政府增聘兒童及少年保護社
會工作人力實施計畫。(依據內政部兒童局
100.09.20童保字第1000053241號函)807千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充實地
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依據行政
院100.08.24院授人給字第1000048530號函)
678千元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內政部
補助地方政府增聘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社工
人力計畫。(依據內政部100.09.21台內防字
第1000187459號函)44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877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051千元

　0815300000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13,072
-

039

　　081530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3,072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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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1年度

歲入來源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常門

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追加(減)預算數 說明

節目款 項

　　　081530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3,072
-
內政部消防署「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
算」補助購置橡皮艇及置地型拋繩槍。（依
據內政部消防署100.10.24消署救字第
1000025691號函）950千元
內政部消防署補助「119指揮派遣系統功能提
升計畫」。（依據內政部消防署100.11.4消
署資字第1000025692號函）10,000千元
內政部消防署補助「提升消防單位化學災害
搶救能力4年中程計畫」。(依據內政部消防
署100.9.5消署救字第10006003682號函)
1,300千元
內政部消防署補助「原住民族基礎建設方案-
提升山地鄉消防救災效能3年中程計畫」。
（依據內政部消防署100.8.31消署救字第
1001107491號函）822千元

01

　081631000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4,043
-8,085

040

　　081631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4,043
-8,085

01

　　　081631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4,043
-8,085

檢驗科：追加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補助購置氣相層析串聯質譜分析儀
（GC/MS/MS）費用。(依據行政院衛生署
100.11.28FDA風字第1001102107號函)
4,042.5千元
檢驗科：追減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補助購置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分析儀
（LC/MS/MS）費用。(依據行政院衛生署
100.11.28FDA風字第1001102107號函)-8,085
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　0.5千元

01

　08173500000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6,085
-

041

　　081735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6,085
-

01

　　　081735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6,085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101年度購置垃
圾車計畫」。(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1.01.02環署廢字第1010000651號函)(清潔
隊管理及勞工安全科)26,400千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100年度營造永
續優質環境衛生計畫-全面提昇城鄉環境衛
生-全面強化街道及住家清理-補助縣市政府
汰換清溝車購置經費計畫」。(依據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100.10.7環署毒字第1000087489號)
(清潔隊管理及勞工安全科)5,000千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99年度廚餘多
元再利用計畫-大安區廚餘暫存場整建工
程」。(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0.08.19環
署督字第1000072253號函)(清潔隊管理及勞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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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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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追加(減)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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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全科)180千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100年度臺中市
廚餘多元再利用計畫」。(依據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100.11.18環署督字第1000101218A號函)
(廢棄物管理科)4,050千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2011金秋環境季
大肚山環境解說教育活動及環境保護知識挑
戰擂台賽。(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0.08.25環署綜字第1000073916號函)(綜合
計畫科)455千元

　08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80
-250

042

　　081836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80
-250

01

　　　081836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80
-250

補助臺中市四箴國中參加2011年國際民俗藝
術節協會義大利風迪和摩里特諾藝術節巡演
文化交流活動。(依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00.7.8文參字第10030147123號函)(表演藝
術科)80千元
追減臺中市地方文化館計畫。(依據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101.2.7文貳字第1013002451號
函)(藝文推廣科)-250千元

01

　08183630000
　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

3,314
-

044

　　0818363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314
-

01

　　　0818363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3,314
-
有形文化資產管理體系計畫-101年臺中市遺
址監管及管理維護計畫。(依據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100.10.27
文資籌二字第1003008408號函)600千元
有形文化資產管理體系計畫-牛罵頭遺址文化
園區日常維護費。(依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100.10.27文資籌
二字第1003008408號函)240千元
有形文化資產管理體系計畫-臺中市市定古蹟
保存綱要計畫暨都市計劃保存區檢討規劃研
究案。(依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
總管理處籌備處100.10.17文資籌四字第
1003007860號函)700千元
文化資產維護管理及再利用計畫-臺中市市定
古蹟「后里張天機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
用計畫。(依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
產總管理處籌備處100.10.12文資籌二字第
1003007795號函)360千元
文化資產維護管理及再利用計畫-原東勢公學
校宿舍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依據行
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
處100.10.12文資籌二字第1003007795號函)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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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千元
文化資產維護管理及再利用計畫-臺中市歷史
建築「輔之居」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
畫。(依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
管理處籌備處100.10.12文資籌二字第
1003007795號函)　360千元
有形文化資產管理體系計畫-重要古物沙鹿南
勢坑遺址文化層(灰坑剝取物)保養與保存管
理計畫。(依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
產總管理處籌備處100.12.6文資籌二字第
1003009574號函)　400千元
有形文化資產管理體系計畫-101年臺中市古
物研究計畫-藝術作品。(依據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100.12.6
文資籌二字第1003009574號函)294千元

　081938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12,601
-

046

　　081938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2,601
-

01

　　　081938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2,601
-
霧峰區光正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先期規劃中央
補助款。(依據內政部101.01.18地工農字第
1010000367號函)。847千元
大安區西安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非都市土地開
發許可計畫書圖中央補助款。(依據內政部
101.01.18地工農字第1010000367號函)。
2,31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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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委員會100.10.17農水字第1000030792號
函)。9,444千元

01

　08214100000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19,298
-

048

　　082141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9,298
-

01

　　　0821410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19,298
-
100年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線廣播電視事
業發展基金補助款。(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0年8月25日通傳營字第10041049980號函)
17,797.538千元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00年度「國家建設總
合評估規劃作業」補助中臺灣電影推廣園區
發展計畫補助款。(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100年10月28日都字第1000004580號函暨100
年11月3日都字第1000004677號函)1,500千元
補差額至千元。0.462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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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0000000
捐獻及贈與收入

10,868
-

07

　09020650000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50
-

007

　　09020650100
　　捐獻收入

50
-

01

　　　09020650101
　　　一般捐獻

50
-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補助本市東勢區公所
辦理「臺中市東勢區中科國民小學50週年校
慶暨社區聯合運動會」。(依據台電公司促進
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會委員核准通知單100年
10月19日(100)協准益字第0732號函辦理)50
千元

01

　09020660000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1,258
-

008

　　09020660100
　　捐獻收入

1,258
-

01

　　　09020660101
　　　一般捐獻

1,258
-
辦理臺中市梧棲區游泳池新設遮陽格柵工
程。(B-墊付案)(臺中市議會100.10.4議事字
第1000004573號函)(收支對列)933千元
補助本區各項體育活動比賽及各機關、學校
辦理各項社會教育、體育活動經費。(依據台
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
101.2.14(101)申請建字第0019號申請通知
單)325千元

01

　09020700000
　臺中市大肚區公所

50
-

011

　　09020700100
　　捐獻收入

50
-

01

　　　09020700101
　　　一般捐獻

50
-
監視系統建置工程。(依據台灣中油股份公司
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100.12.2中行字
第10010487810號函)50千元

01

　09020720000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4,150
-

013

　　09020720100
　　捐獻收入

4,150
-

01

　　　09020720101
　　　一般捐獻

4,150
-
100年度台電回饋金。(依據台電公司促進電
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100.10.7（100）協
准建字第0102號核准通知單)(台電回饋金收
支對列)4,15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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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0740000
　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4,500
-

014

　　09020740100
　　捐獻收入

4,500
-

01

　　　09020740101
　　　一般捐獻

4,500
-
台灣電力公司輸變電協助金。(B-墊付案)(臺
中市議會100.09.29議事字第1000004501號
函)4,500千元

01

　09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360
-

019

　　09061700100
　　捐獻收入

360
-

01

　　　09061700101
　　　一般捐獻

360
-
公用事業科:
台電公司補助新社區公所辦理「96年度輸變
電協助金(施工中)新社D/S新建工程」。(依
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中區
施工處100.7.13Ｄ中區字第10007002661號
函)　360千元

01

　09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500
-

023

　　09183600100
　　捐獻收入

500
-

01

　　　09183600101
　　　一般捐獻

500
-
民眾捐獻本局各區圖書館購置圖書、期刊或
書櫃等收入。(收支對列)500千元

01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46,205
-3,798

08

　11020610000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6,934
-

005

　　11020610200
　　雜項收入

6,934
-

01

　　　11020610210
　　　其他雜項收入

6,934
-
野溪清疏工程土石標售收入。6,934千元02

　11020620000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330
-

006

　　11020620200
　　雜項收入

330
-

01

　　　11020620210
　　　其他雜項收入

330
-
吳厝里等五里航空站回饋金。(依據交通部民
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101.2.13中站航字第
1010000745號函)329.908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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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至千元差額。0.092千元

　11020630000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241
-

007

　　11020630200
　　雜項收入

241
-

01

　　　11020630210
　　　其他雜項收入

241
-
中部國際機場噪音回饋金。(依據交通部民用
航空局臺中航空站101.2.13中站航字第
1010000745號函)(收支對列)240.051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949千元

01

　11020690000
　臺中市神岡區公所

6,000
-

013

　　11020690200
　　雜項收入

6,000
-

01

　　　11020690210
　　　其他雜項收入

6,000
-
后里垃圾資源回收場營運回饋金補助。6,000
千元

01

　11020720000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
-3,798

016

　　11020720200
　　雜項收入

-
-3,798

01

　　　11020720210
　　　其他雜項收入

-
-3,798

追減預估101年后里資源回收廠收入。(依據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0.12.26日府授環設
字第1000244575號函)(焚化廠回饋金收支對
列)-3,797.55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45千元

01

　11020730000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4,500
-

017

　　11020730200
　　雜項收入

4,500
-

01

　　　11020730210
　　　其他雜項收入

4,500
-
追加道路挖掘代辦道路修復費。4,500千元01

　110516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28,000
-

043

　　11051600200
　　雜項收入

28,000
-

01

　　　110516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28,000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補助
「101年度辦理寒暑期協助貧困弱勢學生午餐
計畫」。 (依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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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21中檢輝護蕙字第149033號函)
28,000千元

　11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0
-

054

　　11183600200
　　雜項收入

200
-

01

　　　111836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200
-
公共藝術基金-辦理公共藝術研習與作品導覽
等相關活動。(收支對列)2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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