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一

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總    計 (20,351) 9,216,987 9,196,636

秘書處小計 (809) 177,653 176,844

追減租賃電動汽車（5人

座）
(809) (809)

本府檔案大樓用地撥入案 177,653 177,653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小計 (850) 0 (850)

研究發

展考核

委員會

追減「第五屆民間國是論

壇」計畫經費
(850) (850)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小計 3,020 0 3,020

102年度部落核定作業計畫 20 20

辦理「102年度原住民幼兒

托教補助」
3,000 3,000

客家事務委員會小計 300 0 300

客家事

務委員

會

追加國有土地應繳納地價稅

稅額
300 300

中區區公所小計 3,191 0 3,191

中區區

公所
追加102年度人事費 3,191 3,191

南區區公所小計 347 60 407

南區區

公所
水肥資源處理中心回饋金 347 60 407

原住民

事務委

員會

預算金額

秘書處

102年度臺中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機關 說 明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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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預算金額

102年度臺中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機關 說 明 備註

西屯區公所小計 2,199 2,062 4,261

西屯區

公所
文山垃圾處理場所回饋金 2,199 2,062 4,261

南屯區公所小計 358 (3,091) (2,733)

水肥資源處理中心回饋金 972 250 1,222

文山垃圾處理場所回饋金 (614) (3,341) (3,955)

豐原區公所小計 (4,177) 0 (4,177)

豐原區

公所
追減102年度人事費 (4,177) (4,177)

大里區公所小計 (1,622) 84,597 82,975

追減102年度人事費 (1,622) (1,622)

臺中市大里區第三公墓廢墓

遷葬
50,000 50,000

臺中市大里區立仁四路道拓

寬工程
33,430 33,430

臺中市大里區102年度福田

水資源回收中心回饋金
1,167 1,167

太平區公所小計 (1,878) 0 (1,878)

太平區

公所
追減102年度人事費 (1,878) (1,878)

清水區公所小計 (1,003) 0 (1,003)

追減102年度人事費 (973) (973)

工作計畫修正調整 (30) (30)

大里區

公所

清水區

公所

南屯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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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預算金額

102年度臺中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機關 說 明 備註

沙鹿區公所小計 (2,460) 0 (2,460)

沙鹿區

公所
追減102年度人事費 (2,460) (2,460)

大甲區公所小計 (4,301) 900 (3,401)

追減102年度人事費 (4,301) (4,301)

大甲區公所行政大樓電梯主

機更新計畫
900 900

東勢區公所小計 (4,062) 0 (4,062)

東勢區

公所
追減102年度人事費 (4,062) (4,062)

梧棲區公所小計 (1,377) 0 (1,377)

梧棲區

公所
追減102年度人事費 (1,377) (1,377)

烏日區公所小計 5,886 (5,900) (14)

追減102年度人事費 (640) (640)

台電發電年度協助金業務計

畫及工作計畫修正調整
5,900 (5,900)

福田水資源回饋金 626 626

神岡區公所小計 (2,345) 457 (1,888)

神岡區

公所

追加圳堵里、圳前里、新庄

里辦公處辦理公共設施之維

護管理事項，及公共設施之

興建及維護改善事項等工程

1,137 457 1,594

烏日區

公所

大甲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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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預算金額

102年度臺中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機關 說 明 備註

追減補助圳堵里、圳前里、

新庄里辦公處辦理公共設施

之維護管理事項

(1,594) (1,594)

追減102年度人事費 (1,888) (1,888)

大肚區公所小計 (4,298) 4,103 (195)

102年度文山回饋金計畫調

整-追減自強里、蔗廍里、

瑞井里公共設施維護管理、

環境衛生、環境綠美化等

(5,880) (5,880)

102年度文山回饋金計畫調

整-追減自強里、蔗廍里、

瑞井里學校營養午餐補助

(300) (300)

102年度文山回饋金計畫調

整-追減自強里、蔗廍里、

瑞井里社區發展協會等圑體

辦理有關居民文康、體育、

藝文、敬老慈幼活動及環境

教育宣導等

(1,946) (1,946)

102年度文山回饋金計畫調

整-追減自強里、蔗廍里、

瑞井里社會救助及弱勢關懷

慰問等

(1,200) (1,200)

102年度文山回饋金計畫調

整-追加自強里、蔗廍里、

瑞井里公共設施興建、維護

管理及環境綠美化等工程

4,103 4,103

102年度文山回饋金計畫調

整-追加自強里、蔗廍里、

瑞井里電費等

7,601 7,601

神岡區

公所

大肚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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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預算金額

102年度臺中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機關 說 明 備註

102年度文山回饋金計畫調

整-追加自強里、蔗廍里、

瑞井里環境清潔及綠美化環

保志工誤餐費用等

130 130

102年度文山回饋金計畫調

整-追加自強里、蔗廍里、

瑞井里環境清潔及綠美化環

保志工裝備費用等

370 370

追減102年度人事費 (3,073) (3,073)

后里區公所小計 (3,877) (639) (4,516)

追加重陽敬老禮金 116 116

追加后里區舊社里棒壘場擴

充及增設運動設施環境改善

工程(符合臺中市垃圾處理

場所回饋地方自治條列第七

條)

6,326 6,326

追加臺中市后里區102年度

路燈維修案(符合臺中市垃

圾處理場所回饋地方自治條

列第七條)

1,000 1,000

追加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設

備購置(符合臺中市垃圾處

理場所回饋地方自治條列第

七條)

150 150

追加辦理廣福里各項回饋計

畫活動費(符合臺中市垃圾

處理場所回饋地方自治條列

第七條)

114 114

追加后里區第一示範公墓第

一納骨堂修繕改善工程(符

合臺中市垃圾處理場所回饋

地方自治條列第七條)

6,745 6,745

大肚區

公所

后里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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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預算金額

102年度臺中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機關 說 明 備註

追加補助后綜高中辦理后里

區發展體育「后綜信念籃

球」精英邀請賽(符合臺中

市垃圾處理場所回饋地方自

治條列第七條)

429 429

追加舊社社區守望相助隊部

興建工程計畫(符合臺中市

垃圾處理場所回饋地方自治

條列第七條)

6,356 6,356

追加委託后里消防分隊辦理

區民安裝獨立式偵煙探測器

(符合臺中市垃圾處理場所

回饋地方自治條列第七條)

210 210

追減公有宿舍修繕計畫(符

合臺中市垃圾處理場所回饋

地方自治條列第七條)

(3,464) (3,464)

追減區內道路、排水溝、橋

樑及駁坎新建及改善工程

(符合臺中市垃圾處理場所

回饋地方自治條列第七條)

(12,372) (12,372)

追減舊社里舊社路95-2號處

護欄及周邊既有道路改善工

程(符合臺中市垃圾處理場

所回饋地方自治條列第七

條)

(5,380) (5,380)

追減補助社區發展協會各班

隊辦理活動經費(符合臺中

市垃圾處理場所回饋地方自

治條列第七條)

(85) (85)

追減補助廣福里里民子弟獎

學金(符合臺中市垃圾處理

場所回饋地方自治條列第七

條)

(29) (29)

后里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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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預算金額

102年度臺中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機關 說 明 備註

后里區

公所
追減102年度人事費 (4,632) (4,632)

石岡區公所小計 (2,442) 0 (2,442)

石岡區

公所
追減102年度人事費 (2,442) (2,442)

霧峰區公所小計 (1,038) 0 (1,038)

霧峰區

公所
追減102年度人事費 (1,038) (1,038)

潭子區公所小計 2,080 0 2,080

潭子區

公所
追加102年度人事費 2,080 2,080

龍井區公所小計 (1,557) 0 (1,557)

龍井區

公所
追減102年度人事費 (1,557) (1,557)

外埔區公所小計 (225) (923) (1,148)

追減常年守望相助隊工作經

費1,080千元，宣慰經費8千

元，裝備費60千元(專款專

用)

(1,148) (1,148)

追減垃圾處理場所回饋金補

助案，用於工程建設經費
(923) (923)

追加垃圾處理場所回饋金，

用於環境衛生用藥，補助廓

子居民用電、學童營養午餐

等

923 923

外埔區

公所

己 - 11



附表一

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預算金額

102年度臺中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機關 說 明 備註

財政局小計 (281) 0 (281)

因應新會計制度推動辦理財

產管理相關系統新增修功能
(700) (700)

因應新會計制度推動辦理財

產管理相關系統新增修功能
(300) (300)

本府財政局新增專門委員員

額1名
719 719

教育局小計 (434,093) 46,314 (387,779)

追減教育退休人員年終慰問

金
(434,093) (434,093)

市立清水國民中學增建校舍

申請使用清水鎮銀聯段土地

為校地，有償撥用經費

25,000 25,000

充實公立國民中小學圖書及

設備計畫
21,314 21,314

體育處小計 35,000 0 35,000

補助中華職棒大聯盟擬邀請

本府共同主辦「2013亞洲職

棒大賽及第二屆冬季聯盟」

活動

22,000 22,000

各市屬運動場館代管維護修

繕費用及地價稅
13,000 13,000

經濟發展局小計 17,936 8,400 26,336

經濟發

展局

補助大安區肉品市場辦理肉

品加工廠
8,400 8,400

財政局

教育局

體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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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預算金額

102年度臺中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機關 說 明 備註

經濟發

展局

給付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臺

中仁愛之家83-98年所積欠

代收土地租金

17,936 17,936

建設局小計 12,880 759,176 772,056

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聯外

道路(神岡區浮圳路拓寬改

善工程)用地費

70,000 70,000

潭子區新田靶場綠美化(第

二期)工程
(21,824) (21,824)

神岡區民權路跨越軟埤坑溪

中寮橋改建工程
18,000 18,000

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大排、梧

棲區梧棲大排、沙鹿區安良

港大排、龍井區山腳大排、

霧峰區乾溪大排防汛道路

(接管為市區道路)改善計畫

100,000 100,000

基層建設道路橋樑工程建設

經費
320,000 320,000

102年度追加辦理小型工程

款
250,000 250,000

102年度路燈電費 9,000 9,000

102年度路燈養護及次要巷

道路燈維護費用
3,000 3,000

102年度建設局經管公有土

地地價稅
3,880 3,880

國道4號豐勢交流道聯絡道

計畫（東勢等山城地區進出

國道4號改善計畫）設計費

20,000 20,000

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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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預算金額

102年度臺中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機關 說 明 備註

交通局小計 3,900 42,800 46,700

省道台74線大里及霧峰地區

匝道增設整體評估規劃案
1,400 1,400

國道3號增設大肚交流道整

體評估規劃案
2,500 2,500

102年度辦理台灣大道路名

牌更新工程
12,800 12,800

102年度交通管制設施維護

及設置工程
7,680 7,680

102年度區轄道路設施維護

及設置工程
2,320 2,320

辦理交通號誌(含紅燈倒數

計時器)與行人數計時器增

設與汰舊換新工程

20,000 20,000

公共運輸處小計 526,000 0 526,000

102年度臺中市市區公車乘

車優惠計畫
334,000 334,000

102年度臺中市公車轉乘優

惠計畫
63,000 63,000

102年度臺中市公車票價差

額補貼計畫
129,000 129,000

捷運工程處小計 0 8,142,000 8,142,000

追加增置員額1人人事費 500 500

追減人員維持費項下獎金 (500) (500)

「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

工程經費

142,000 142,000

「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

用地及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8,000,000 8,000,000

交通局

公共運

輸處

捷運工

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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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預算金額

102年度臺中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機關 說 明 備註

農業局小計 16,367 (7,000) 9,367

強化農業資訊調查與預警制

度計畫
3,346 3,346

102年度農業局經管公有土

地地稅追收預算案
1,021 1,021

「2018臺中國際花卉博覽

會」籌備、執行與行銷宣傳

計畫

10,000 10,000

追減102年度輔導農民團體

發展幸福農業計畫(資本門)

，支應「2018臺中國際園藝

博覽會」籌備、執行與行銷

宣傳計畫

(10,000) (10,000)

現代化農業生產機具及設備

補助計畫
3,000 3,000

農田野鼠防治補助計畫 2,000 2,000

觀光旅遊局小計 (1,350) 0 (1,350)

觀光旅

遊局

本府低碳城市建構計畫-本

市節能旅館評比計畫
(1,350) (1,350)

警察局小計 0 (104,160) (104,160)

局本部暨各（大）隊辦公廳

舍新建工程
(100,000) (100,000)

新平派出所暨交通分隊新建

工程購地款
(7,000) (7,000)

永福派出所規劃設計監造費 2,840 2,840

農業局

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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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預算金額

102年度臺中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機關 說 明 備註

消防局小計 0 7,100 7,100

臺中市義勇消防人員消防衣

裝備採購案
4,800 4,800

第四救災救護大隊清泉分隊

新建工程
2,300 2,300

環保局小計 9,300 (200) 9,100

102年烏日資源回收(焚化)

廠委託操作管理服務計畫
9,600 9,600

臺中后里廢棄家具館遷建工

程計畫
2,500 2,500

后里廢棄家具館環境改善計

畫
(2,500) (2,500)

102年度文山回饋地區回饋

金業務經費追減計畫
(300) (200) (500)

文化局小計 3,600 62,178 65,778

第三屆臺中文學獎徵文活動 2,500 2,500

大里杙文化館活化再利用計

畫
500 500

台中市北區圖書館暫遷服務

地點營運改善案
500 500

西屯區溪西地區新社圖書館

委託評估規劃案
948 948

臺中市公共圖書館圖書補充

計畫經費
50,000 50,000

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追

減資本門經費
(2,070) (2,070)

102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

設備升級實施計畫案
100 13,300 13,400

文化局

環境保

護局

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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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預算金額

102年度臺中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機關 說 明 備註

文化資產管理中心小計 35 1,100 1,135

2013全國古蹟日－「尋訪文

化城漫遊臺灣史」活動
35 35

光復新村文化景觀和平路房

舍修繕工程(含監造設計)
1,600 1,600

追減「國定古蹟霧峰林家古

蹟保存區研究暨都市計畫變

更案」

(500) (500)

地政局小計 0 0 0

霧峰區光正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作業

案

644 644

追減公有出租耕地依「耕地

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及

「平均地權條例」第63、

76、77條規定終止租約發放

法定補償金

(644) (644)

新聞局小計 5,000 0 5,000

新聞局
追加辦理「2014臺中市跨年

晚會」活動
5,000 5,000

水利局小計 0 0 0

專案執行治山防洪水土保持

工程及農路橋改善工程計畫
170,000 170,000

委託區公所「專案執行農路

野溪環境改善計畫及水土保

持小型工程」

30,000 30,000

追減溫寮溪整治工程用地費 (200,000) (200,000)

水利局

地政局

文化資

產管理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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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預算金額

102年度臺中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機關 說 明 備註

北勢溪、南勢溪及竹林北溪

市管區域排水治理計畫
1,500 1,500

追減污水下水道系統通盤檢

討規劃案經費
(1,500) (1,500)

統籌支撥科目小計 (193,705) 0 (193,705)

統籌支

撥科目

102年度退休公務人員年終

慰問金
(193,705) (193,705)

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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