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02 00020000000
臺中市政府主管

278,954
-72,033

002 　00020030000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13,229
-

　　32020030500
　　業務管理

1,099
-

05

　　　32020030503
　　　採購管理

1,099
-
一、追加預算數1,099千元，包括:
　　業務費1,099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99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99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採購專業人員訓練基礎班及進階
班1,099千元。(收支併列)

03

　　320200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2,130
-

07

　　　3202003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2,130
-
一、追加預算數12,13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2,13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13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2,13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地下1
樓機車停車位遷移法規檢討及員工多功能
餐廳規劃擴建工程計畫12,000千元。
2.追加辦理採購專業人員訓練班所需設備
130千元。(收支併列)

01

007 　00020080000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15,527
-21,683

　　33020080100
　　一般行政

820
-

01

　　　33020080101
　　　行政管理

820
-
一、追加預算數820千元，包括:
　　業務費82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82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搬遷至豐原舊議會辦公廳舍水電費、
外包保全及清潔費、機電維修等基本設備
維持費820千元。

01

　　33020080200
　　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

6,607
-9,520

02

丁 - 99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020080202
　　　教育文化

5,100
-8,926

一、追加預算數5,100千元，包括:
　　業務費4,400千元
　　獎補助費700千元
　　追減預算數8,926千元，包括:
　　業務費735千元
　　獎補助費8,19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3,826千元
　　增列 業務費4,4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73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70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8,19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103年度鼓勵原住民學生發展多元智
能補助計畫375千元。
2.追減103年推展以民族教育為特色之學校
本位課程實施計畫350千元。
3.追加辦理103年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計畫
2,100千元。
4.追加辦理103年度第15屆全國原住民行政
盃桌球錦標賽計畫2,000千元。
5.追減辦理103年度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振興
細部執行計畫201千元。
6.追加辦理102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績效
總評鑑獎勵金執行計畫300千元。
7.追加辦理103年度原住民族社會教育學習
型系列活動實施計畫100千元。
8.追加辦理103年度原住民族社會教育學習
型系列活動實施計畫100千元。
9.追加辦理103年度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幼
兒學前教育補助500千元。
10.追減本市就讀國民中小學原住民學生營
養午餐費8,000千元。

02

　　　33020080203
　　　社會福利

1,048
-394

一、追加預算數1,048千元，包括:
　　業務費1,048千元
　　追減預算數394千元，包括:
　　業務費218千元
　　獎補助費17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54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48千元
　　減列 業務費218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7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3年度原住民族地區鄉(鎮、
市、區)狂犬病防治宣導計畫30千元。
2.追加辦理103年度部落圖書資訊站駐點人
員計畫273千元。
3.追減辦理103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暨婦女服
務中心實施相關業務執行經費218千元。
4.追加103年就業服務相關經費85千元。
5.追減設置原住民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經
費176千元。
6.追加愛心巴士油料及養護費660千元。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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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020080204
　　　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

459
-200

一、追加預算數459千元，包括:
　　業務費459千元
　　追減預算數200千元，包括:
　　業務費2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59千元
　　增列 業務費459千元
　　減列 業務費2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3年度僱用原住民文化(物)館
駐館人員計畫459千元。
2.追減都市原住民發展計畫-建構原住民族
文化及語言傳承機制-辦理推動文化(物)館
展示、收藏、教育等相關營運工作經費200
千元。

04

　　33020080300
　　原住民土地管理業務

1,282
-428

03

　　　33020080301
　　　原住民土地管理業務

1,282
-428

一、追加預算數1,282千元，包括:
　　業務費862千元
　　獎補助費420千元
　　追減預算數428千元，包括:
　　業務費42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54千元
　　增列 業務費862千元
　　減列 業務費42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2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3年度原住民保留地違規利用
處理計畫426千元。
2.追減辦理103年度原住民保留地違規利用
處理計畫215千元。
3.追加辦理原住民保留地複丈分割地籍整
理計畫44千元。
4.追加辦理原住民族土地政策法令宣導計
畫60千元。
5.追加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土地管理資訊系
統維護及異動更新計畫70千元。
6.追加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計畫574
千元。
7.追加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權利賦予計畫108
千元。
8.追減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權利賦予計畫213
千元。

01

　　33020080400
　　原住民經濟建設業務

5,387
-73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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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020080401
　　　產業經濟輔導

5,187
-735

一、追加預算數5,187千元，包括:
　　業務費5,187千元
　　追減預算數735千元，包括:
　　業務費688千元
　　獎補助費4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452千元
　　增列 業務費5,187千元
　　減列 業務費688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4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原住民地區部落水資源規劃及
供水第三期計畫1,187千元。
2.追減輔導及推廣原住民族產業深耕及行
銷推廣實施計畫688千元。
3.追加辦理和平區梨山里松茂部落遷建實
施計畫第一階段部落遷建調查規劃作業
4,000千元。
4.追減辦理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47千
元。

01

　　　33020080402
　　　住宅業務

200
-
一、追加預算數200千元，包括:
　　業務費2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3年度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建購修
繕住宅補助業務實施計畫200千元。

02

　　330200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431
-11,000

06

　　　3302008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431
-11,000

一、追加預算數1,431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10千元
　　獎補助費1,221千元
　　追減預算數11,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1,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9,569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1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1,0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22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原住民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5,500
千元。
2.追減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造景計畫
5,500千元。
3.追加辦理購置原住民保留地土地管理資
訊系統維護及異動更新計畫30千元。
4.追加辦理103年度原住民文物館改善計畫
180千元。
5.追加辦理103年度鼓勵原住民學生發展多
元智能補助計畫148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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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6.追加辦理103年推展以民族教育為特色之
學校本位課程實施計畫150千元。
7.追加辦理原住民族產業深耕及行銷推廣
計畫676千元。
8.追加辦理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47千
元。
9.追加補助原住民學生購置電腦設備200千
元。

008 　00020090000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4,786
-

　　32020091600
　　客家語言文化推廣

3,302
-

03

　　　32020091601
　　　文教推廣業務

3,302
-
一、追加預算數3,302千元，包括:
　　業務費3,30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302千元
　　增列 業務費3,30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3年客語初級班」計畫50千元。
2.追加「103年客語中級暨中高級班」計畫
50千元。
3.追加「公務人員客語100句及客家飲食生
活文化、山歌與客家文化研習」計畫50千
元。
4.追加「103年客語能力初級認證輔導班」
20千元。
5.追加「103年客語能力中級暨中高級認證
輔導班」計畫20千元。
6.追加「103年度小學客家講古比賽活動」
50千元。
7.追加「103年高中職客家美食烹飪比賽」
50千元。
8.追加「103年度國中小、幼兒園客家歌謠
合唱比賽活動」50千元。
9.追加「103年臺中市客家文化設施活化經
營計畫」2,342千元。
10.追加「好客臺中雙月刊」出版計畫60千
元。
11.追加「2014客家桐花祭」活動舞臺音
響、場地布置及活動宣傳等經費560千元。

01

　　320200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484
-

05

　　　3202009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484
-
一、追加預算數1,484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48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484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48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3年臺中市客家文化設施活化經營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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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計畫」-建置土牛文化館網站及園區導覽標
示座牌經費1,484千元 。

010 　00020110000
　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

1,200
-

　　32020111700
　　資訊業務

1,200
-

02

　　　32020111702
　　　應用服務

1,200
-
一、追加預算數1,2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2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2015臺灣燈會主題網站建置暨網
路行銷計畫1,200千元。

02

011 　00020510000
　臺中市中區區公所

1,439
-

　　33020510500
　　區公所業務

1,439
-

02

　　　33020510501
　　　民政業務

1,439
-
一、追加預算數1,439千元，包括:
　　業務費259千元
　　獎補助費1,1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439千元
　　增列 業務費25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1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259千元。
2.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180千元。

01

012 　00020520000
　臺中市東區區公所

2,422
-

　　33020520500
　　區公所業務

2,422
-

02

　　　33020520501
　　　民政業務

2,422
-
一、追加預算數2,422千元，包括:
　　業務費317千元
　　獎補助費2,10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422千元
　　增列 業務費31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10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317千元。
2.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2,105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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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013 　00020530000
　臺中市西區區公所

10,614
-

　　33020530500
　　區公所業務

3,514
-

02

　　　33020530501
　　　民政業務

3,514
-
一、追加預算數3,514千元，包括:
　　業務費374千元
　　獎補助費3,14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514千元
　　增列 業務費37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14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374千元。
2.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3,140千元。

01

　　330205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7,100
-

04

　　　3302053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7,100
-
一、追加預算數7,1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7,1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1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7,1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和龍、民龍聯合里活動中心興建工程
7,100千元。

01

014 　00020540000
　臺中市南區區公所

4,584
-

　　33020540500
　　區公所業務

3,524
-

02

　　　33020540501
　　　民政業務

3,524
-
一、追加預算數3,524千元，包括:
　　業務費374千元
　　獎補助費3,1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524千元
　　增列 業務費37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1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374千元。
2.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3,150千元。

01

　　3302054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60
-

04

　　　3302054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60
-
一、追加預算數1,06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0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6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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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6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中興活動中心屋頂防水修繕工程700
千元。
2.追加南區區公所聯合辦公大樓周圍人行
道修繕工程360千元。

015 　00020550000
　臺中市北區區公所

4,679
-

　　33020550500
　　區公所業務

4,679
-

02

　　　33020550501
　　　民政業務

4,679
-
一、追加預算數4,679千元，包括:
　　業務費374千元
　　獎補助費4,30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679千元
　　增列 業務費37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30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374千元。
2.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4,305千元。

01

016 　00020560000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6,191
-

　　33020560500
　　區公所業務

5,721
-

02

　　　33020560501
　　　民政業務

5,411
-
一、追加預算數5,411千元，包括:
　　業務費461千元
　　獎補助費4,9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411千元
　　增列 業務費46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9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及鄰長交通補助費
5,411千元。

01

　　　33020560502
　　　經建業務

80
-
一、追加預算數80千元，包括:
　　業務費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0千元
　　增列 業務費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環境綠美化改善工作80千元。

02

　　　33020560503
　　　人文業務

230
-
一、追加預算數230千元，包括:
　　業務費23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30千元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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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列 業務費23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藝文活動業務經費230千元。

　　330205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50
-

04

　　　3302056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50
-
一、追加預算數35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5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林厝里小型工程及購置林厝里、
永安里活動中心設備350千元。

01

　　68020560200
　　社政業務

120
-

05

　　　68020560201
　　　社會福利

120
-
一、追加預算數120千元，包括:
　　業務費12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弱勢關懷慰問活動經費120千元。

01

017 　00020570000
　臺中市南屯區公所

13,852
-10,580

　　33020570500
　　區公所業務

13,852
-10,580

02

　　　33020570501
　　　民政業務

13,852
-10,580

一、追加預算數13,852千元，包括:
　　業務費432千元
　　獎補助費13,420千元
　　追減預算數10,580千元，包括:
　　業務費10,5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272千元
　　增列 業務費432千元
　　減列 業務費10,58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3,42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辦理文山回饋地區當地里及當地區
公共設施維護管理、環境衛生及綠美化事
項、醫療保健、保險社會救助及弱勢關懷
慰問、環境監測鑑定等事項10,580千元。
2.追加文山回饋地區文山里等住戶部分水
電費10,580千元。
3.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432千元。
4.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2,84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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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00020580000
　臺中市北屯區公所

7,577
-

　　33020580500
　　區公所業務

7,577
-

02

　　　33020580501
　　　民政業務

5,163
-
一、追加預算數5,163千元，包括:
　　業務費518千元
　　獎補助費4,64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163千元
　　增列 業務費51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64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出席交通費經費518千元。
2.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經費4,645千元。

01

　　　33020580502
　　　經建業務

2,414
-
一、追加預算數2,414千元，包括:
　　業務費2,41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414千元
　　增列 業務費2,41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
補助101年、102年及103年舊社里與松强里
重劃區水費差額補助金2,414千元。

02

019 　00020590000
　臺中市豐原區公所

6,013
-

　　33020590500
　　區公所業務

5,412
-

02

　　　33020590501
　　　民政業務

4,432
-
一、追加預算數4,432千元，包括:
　　業務費432千元
　　獎補助費4,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432千元
　　增列 業務費432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出席交通費432千元。
2.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4,000千元。

01

　　　33020590502
　　　經建業務

900
-
一、追加預算數900千元，包括:
　　業務費9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9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9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豐原區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資源
教育宣導活動9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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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590503
　　　人文業務

80
-
一、追加預算數80千元，包括:
　　業務費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0千元
　　增列 業務費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所辦理「客庄百
年、萬順啟航2013臺中市葫蘆墩三山國王
文化節」活動80千元。

03

　　330205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601
-

04

　　　3302059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601
-
一、追加預算數601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60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01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60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后里區垃圾衛生掩埋場103年度回饋金
─公園設施改善工程601千元。

01

020 　00020600000
　臺中市大里區公所

7,194
-45

　　33020600500
　　區公所業務

4,304
-

02

　　　33020600501
　　　民政業務

4,304
-
一、追加預算數4,304千元，包括:
　　業務費524千元
　　獎補助費3,7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304千元
　　增列 業務費52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7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垃圾掩埋場回饋地方建設經費34千
元。
2.追加調解委員調高出席交通費490千元。
3.追加增列103年度鄰長交通補助費3,780
千元。

01

　　330206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890
-45

04

　　　330206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890
-45

一、追加預算數2,89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890千元
　　追減預算數45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84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89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45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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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辦公廳舍電源線路汰換工程經費
1,050千元。
2.追減樹王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回饋金經
費45千元。
3.追加臺中市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經費
1,250千元。
4.追加垃圾掩埋場回饋地方建設經費590千
元。

021 　00020610000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8,583
-

　　33020610500
　　區公所業務

4,121
-

02

　　　33020610501
　　　民政業務

4,121
-
一、追加預算數4,121千元，包括:
　　業務費586千元
　　獎補助費3,53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121千元
　　增列 業務費58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53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432千元。
2.追加黃竹里環境綠美化設施暨公廁觀摩
活動154千元。
3.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3,535千元。

01

　　330206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4,462
-

04

　　　330206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4,462
-
一、追加預算數4,462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46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462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46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長億里活動中心頂樓平臺防水工程
450千元。
2.追加「臺中市太平區第一花園公墓內第
三座納骨塔園區興建工程」製作興辦事業
計畫書、水土保持計畫書、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及用地變更3,000千元。
3.追加黃竹里道路路面改善工程462千元。
4.追加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經費300千
元。
5.追加豐年里廣播系統增設計畫250千元。

01

022 　00020620000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5,321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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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620500
　　區公所業務

4,321
-

02

　　　33020620501
　　　民政業務

4,231
-
一、追加預算數4,231千元，包括:
　　業務費1,236千元
　　獎補助費2,99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231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3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99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317千元。
2.追加吳厝里(等5里)民俗及文化活動經費
389千元。
3.追加辦理臺中市清水區102年公民民主生
活教育觀摩研習活動暨節約用電宣導250千
元。
4.追加台電補助辦理臺中市清水區103年公
民民主生活教育觀摩研習活動暨節約用電
宣導190千元。
5.追加中油補助辦理臺中市清水區103年公
民民主生活教育觀摩研習活動暨節約用電
宣導90千元。
6.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2,995千元。

01

　　　33020620503
　　　人文業務

90
-
一、追加預算數90千元，包括:
　　業務費9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90千元
　　增列 業務費9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臺中市清水區103年健行活動90千元。

03

　　330206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0
-348

04

　　　330206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0
-348

一、追加預算數1,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000千元
　　追減預算數348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4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52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34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吳厝里等五里購置設備及基層建設
經費348千元。
2.追加辦理臺中市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
經費1,000千元。

01

　　68020620200
　　社政業務

-
-71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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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20620201
　　　社會福利

-
-710

一、追減預算數710千元，包括:
　　業務費71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710千元
　　減列 業務費71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清水區民團體意外保險710千元。

01

023 　00020630000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4,355
-445

　　33020630500
　　區公所業務

2,891
-100

02

　　　33020630501
　　　民政業務

2,891
-100

一、追加預算數2,891千元，包括:
　　業務費736千元
　　獎補助費2,155千元
　　追減預算數1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791千元
　　增列 業務費73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155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317千元。
2.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2,155千元。
3.追加中部國際機場回饋金辦理本區西勢
里、公明里及清泉里辦公處各項費用312千
元。
4.追加臺電輸變電協助金辦理本區社區環
保志工清淨家園活動經費107千元。
5.追減台電年度協助金補助義務性團體經
費100千元。

01

　　330206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943
-345

04

　　　3302063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943
-345

一、追加預算數943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943千元
　　追減預算數345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4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98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943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34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內容為：
1.追減臺電年度協助金辦理環境改造及綠
美化經費345千元。
2.追加臺中市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經費
600千元。
3.追加臺電輸變電協助金回饋地區鄰里購
置社區活動中心設備268千元。
4.追加臺電輸變電協助金回饋地區鄰里水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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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加蓋工程費用75千元。

　　68020630200
　　社政業務

521
-

06

　　　68020630201
　　　社會福利

521
-
一、追加預算數521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52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2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52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臺電年度協助金辦理發放本區區民身
故慰問金及婦女生育補助津貼521千元。

01

024 　00020640000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2,293
-

　　33020640500
　　區公所業務

2,293
-

02

　　　33020640501
　　　民政業務

2,293
-
一、追加預算數2,293千元，包括:
　　業務費288千元
　　獎補助費2,00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293千元
　　增列 業務費28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00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2,005千元。
2.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288千元。

01

025 　00020650000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23,699
-

　　33020650500
　　區公所業務

6,458
-

02

　　　33020650501
　　　民政業務

5,335
-
一、追加預算數5,335千元，包括:
　　業務費3,420千元
　　獎補助費1,91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335千元
　　增列 業務費3,42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91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補助辦理
「臺中市東勢區成功國民小學創校90週年
校慶暨社區聯合運動會」70千元。
2.追加經濟部103年度石岡壩及后里區水質
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3,000千
元。
3.追加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垃圾掩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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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回饋金計畫33千元。
4.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317千元。
5.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915千元。

　　　33020650502
　　　經建業務

1,123
-
一、追加預算數1,123千元，包括:
　　業務費1,12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23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2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經濟部103年度石岡壩及后里區水質水
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1,123千元。

02

　　3302065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668
-

04

　　　3302065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668
-
一、追加預算數11,668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1,66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668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1,66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3年度台電公司電協會發電年度協
助金1,762千元。
2.追加經濟部103年度石岡壩及后里區水質
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8,640千
元。
3.追加經濟部水利署103年度石岡壩清淤公
益支出補助經費780千元。
4.追加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垃圾掩埋場
回饋金86千元。
5.追加臺中市區轄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
經費400千元。

01

　　58020651000
　　農林管理業務

1,873
-

05

　　　58020651001
　　　農林管理業務

1,873
-
一、追加預算數1,873千元，包括:
　　業務費1,87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873千元
　　增列 業務費1,87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經濟部103年度石岡壩及后里區水質水
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1,873千元。

01

　　68020650200
　　社政業務

3,700
-

06

　　　68020650201
　　　社會福利

3,700
-
一、追加預算數3,700千元，包括:
　　業務費3,7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7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7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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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3年度台電公司電協會發電年度協
助金400千元。
2.追加經濟部103年度石岡壩及后里區水質
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3,000千
元。
3.追加經濟部水利署103年度石岡壩清淤公
益支出補助經費300千元。

026 　00020660000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477
-

　　33020660500
　　區公所業務

2,307
-

02

　　　33020660501
　　　民政業務

2,307
-
一、追加預算數2,307千元，包括:
　　業務費317千元
　　獎補助費1,99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307千元
　　增列 業務費31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99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317千元。
2.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990千元。

01

　　68020660200
　　社政業務

170
-

06

　　　68020660201
　　　社會福利

170
-
一、追加預算數17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7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7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7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轄區內關懷、社會等相關團體經費170
千元。

01

027 　00020670000
　臺中市烏日區公所

12,117
-

　　33020670500
　　區公所業務

1,807
-

02

　　　33020670501
　　　民政業務

1,752
-
一、追加預算數1,752千元，包括:
　　業務費317千元
　　獎補助費1,43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752千元
　　增列 業務費31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43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31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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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2.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435千元。

　　　33020670502
　　　經建業務

55
-
一、追加預算數55千元，包括:
　　業務費5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5千元
　　增列 業務費5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臺中市福田水利資源回收中心補助-本
區前竹里、五光里辦理文康聯誼及各項社
會福利活動文具、紙張及宣導品等雜支費
用55千元。

02

　　3302067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310
-

04

　　　3302067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310
-
一、追加預算數10,31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0,31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31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31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烏日區第五公墓入口處-溪南東段
1529地號土地協議價購6,610千元。
2.追加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補
助辦理自來水裝設補助計畫3,000千元。
3.追加臺中市標誌標線交通管制設施經費
700千元。

01

028 　00020680000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22,607
-834

　　31020680100
　　一般行政

254
-

01

　　　31020680101
　　　行政管理

254
-
一、追加預算數254千元，包括:
　　人事費174千元
　　業務費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54千元
　　增列 人事費174千元
　　增列 業務費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103年12月25日
至103年12月31日相關議事業務運作經費
254千元。

01

　　31020680200
　　議事業務

395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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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1020680201
　　　業務管理

38
-
一、追加預算數38千元，包括:
　　業務費3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8千元
　　增列 業務費3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103年12月25日
至103年12月31日相關議事業務運作經費38
千元。

01

　　　31020680202
　　　召開會議

195
-
一、追加預算數195千元，包括:
　　人事費77千元
　　業務費11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95千元
　　增列 人事費77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103年12月25日
至103年12月31日相關議事業務運作經費
195千元。

02

　　　31020680203
　　　法制研究

162
-
一、追加預算數162千元，包括:
　　人事費148千元
　　業務費1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62千元
　　增列 人事費148千元
　　增列 業務費1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103年12月25日
至103年12月31日相關議事業務運作經費
162千元。

03

　　33020680500
　　區公所業務

2,499
-

04

　　　33020680501
　　　民政業務

1,414
-
一、追加預算數1,414千元，包括:
　　業務費829千元
　　獎補助費58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414千元
　　增列 業務費82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58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259千元。
2.追加委託和平國民小學辦理「大甲溪溪
流生態探索與體驗課程」計畫40千元。
3.追加委託白冷國民小學辦理「學生基本
能力課業輔導工作」計畫30千元。
4.追加103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
保育與回饋計畫500千元。
5.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58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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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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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680502
　　　經建業務

1,085
-
一、追加預算數1,085千元，包括:
　　業務費1,08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85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8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3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
育與回饋計畫1,085千元。

02

　　330206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9,459
-834

06

　　　3302068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9,459
-834

一、追加預算數19,459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9,459千元
　　追減預算數834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83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8,62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9,459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83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和平區雪山活動中心拆除計畫500千
元。
2.追加和平區民代表會辦公廳舍修繕工程
及辦公設備採購案2,500千元。
3.追加大甲溪流域天輪壩以上保護區水源
保育回饋計畫1,725千元。
4.追加103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
保育與回饋計畫13,000千元。
5.追加台電發電廠周圍地區道路及建設工
程經費1,686千元。
6.追減和平區公所辦公大樓週邊公共設施
增設及改善工程834千元。
7.追加協助本市梨山國民中小學辦理「改
善教室照明設備」計畫48千元。

01

029 　00020690000
　臺中市神岡區公所

7,777
-4,000

　　33020690500
　　區公所業務

1,777
-4,000

02

　　　33020690501
　　　民政業務

1,777
-4,000

一、追加預算數1,777千元，包括:
　　業務費317千元
　　獎補助費1,460千元
　　追減預算數4,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4,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223千元
　　增列 業務費317千元
　　減列 業務費4,0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46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里、鄰長全民健保費單位負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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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千元。
2.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317千元。
3.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460千元。

　　330206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6,000
-

04

　　　3302069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6,000
-
一、追加預算數6,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6,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6,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區內公墓、公所種植櫻花及鋪設地
磚等綠美化工程暨神岡區道路改善工程經
費4,000千元。
2.追加102年度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礎建設
計畫-社南里活動中心興建計畫經費差額
800千元。
3.追加103年度區轄道路設施維護及設置工
程計畫經費1,200千元。

01

030 　00020700000
　臺中市大肚區公所

2,992
-

　　33020700500
　　區公所業務

1,992
-

02

　　　33020700501
　　　民政業務

1,992
-
一、追加預算數1,992千元，包括:
　　業務費317千元
　　獎補助費1,67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992千元
　　增列 業務費31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67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317千元。
2.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675千元。

01

　　33020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0
-

04

　　　330207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0
-
一、追加預算數1,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道路設施維護及設置工程1,000千元。

01

031 　00020710000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4,267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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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710500
　　區公所業務

2,395
-

02

　　　33020710501
　　　民政業務

2,395
-
一、追加預算數2,395千元，包括:
　　業務費600千元
　　獎補助費1,79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395千元
　　增列 業務費6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79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節日慶祝及聯歡、宗教活動等經費
283千元。
2.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317千元。
3.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795千元。

01

　　330207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872
-463

04

　　　330207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872
-463

一、追加預算數1,872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872千元
　　追減預算數463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6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409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872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46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鋪設AC路面、設置交通安全設施等
463千元。
2.追加內政部補助103年度健全地方發展均
衡基礎建設計畫-臺中市大雅區西寶社區活
動中心增設無障礙設施計畫900千元。
3.追加內政部補助103年度健全地方發展均
衡基礎建設計畫-臺中市大雅區西寶社區活
動中心前地坪改善計畫250千元。
4.追加內政部補助103年度健全地方發展均
衡基礎建設計畫-臺中市大雅區上雅、大雅
及忠義等三里廣播系統增設計畫330千元。
5.追加購置里辦公處電腦設備等40千元。
6.追加購置相機、冷氣機及割草機等352千
元。

01

032 　00020720000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42,568
-32,925

　　33020720100
　　一般行政

-
-340

01

　　　33020720101
　　　行政管理

-
-340

一、追減預算數340千元，包括:
　　業務費34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34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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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減列 業務費34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行政助理1人之工資，包含薪津、年終
獎金、勞健保費及提繳退休金等340千元。

　　33020720500
　　區公所業務

3,662
-31,765

02

　　　33020720501
　　　民政業務

2,650
-31,765

一、追加預算數2,650千元，包括:
　　業務費568千元
　　獎補助費2,082千元
　　追減預算數31,765千元，包括:
　　業務費31,76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9,115千元
　　增列 業務費568千元
　　減列 業務費31,76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08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288千元。
2.追加仁里里酬神民俗活動100千元。
3.追減繳回前后里鄉公所后里焚化廠回饋
設施工程計畫未經核定計畫及超支部份等
經費31,765千元。
4.追加仁里里監視器維護90千元。
5.追加仁里里廣播系統維護90千元。
6.追加補助后綜高中辦理后里區103年度第
2屆信念盃籃球比賽經費497千元。
7.追加補助仁里里轄內福德祠慶典120千
元。
8.追加補助仁里里守望相助隊餐敘及觀摩
活動經費100千元。
9.追加補助仁里里守望相助隊辦公事務機
器耗材20千元。
10.追加補助后里區讀書會辦理103年度寫
作研習講座暨各校作文比賽經費20千元。
11.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325千元。

01

　　　33020720502
　　　經建業務

1,012
-
一、追加預算數1,012千元，包括:
　　業務費278千元
　　獎補助費73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12千元
　　增列 業務費27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73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舊社里租用台糖土地租金30千
元。
2.追加后里區103年度游泳池自來水申請規
費150千元。
3.追加后里區游泳池自來水接管設施98千
元。
4.追加103年度「臺中市后里區公館里申請
自來水接管補助款計畫」73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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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 121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0207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5,485
-500

04

　　　330207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5,485
-500

一、追加預算數35,485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5,485千元
　　追減預算數5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4,98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5,485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臺中市后里區游泳池增設熱泵工程
9,400千元。
2.追加后里區103年度游泳池親子池水中遊
具及蒸汽室天花板工程1,500千元。
3.追加后里區太平里、聯合里聯合活動中
心新建工程21,000千元。
4.追加103年度「臺中市后里區水質水量保
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辦理水資源保
育、排水等工程1,800千元。
5.追加后里區道路及排水等公共設施修護
工程987千元。
6.追加后里風華-風力發電節能減碳造鎮實
施計畫-風力發電設備建置60千元。
7.追減舊社里公有建築及公共設施維護費
用500千元。
8.追加購置財產盤點機60千元。
9.追加辦公事務設備購置648千元。
10.追加仁里里社區活動中心購置電視30千
元。

01

　　58020721000
　　農林管理業務

1,331
-

05

　　　58020721001
　　　農林管理業務

1,331
-
一、追加預算數1,331千元，包括:
　　業務費986千元
　　獎補助費34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331千元
　　增列 業務費98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4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3年臺中市后里區推廣插花與花卉
藝術活動經費986千元。
2.追加補助區內學校辦理減碳綠美化植根
實施計畫經費225千元。
3.追加補助泰安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減碳綠
美化社區植根實施計畫經費90千元。
4.追加補助仁里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水梨評
鑑大賽經費3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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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68020720200
　　社政業務

2,090
-320

06

　　　68020720201
　　　社會福利

2,090
-320

一、追加預算數2,090千元，包括:
　　業務費120千元
　　獎補助費1,970千元
　　追減預算數32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32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77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97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32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義里社區活動中心-建築公共安全檢
查及缺失改善經費120千元。
2.追加補助后里體育會辦理后里區長青學
苑各項終身學習課程經費400千元。
3.追減補助中和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居民祈
福點燈復元宵暨環保宣導活動經費320千
元。
4.追加補助仁里里民健保費1,570千元。

01

033 　00020730000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10,168
-

　　33020730500
　　區公所業務

4,854
-

02

　　　33020730501
　　　民政業務

768
-
一、追加預算數768千元，包括:
　　業務費173千元
　　獎補助費59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68千元
　　增列 業務費17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59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173千元。
2.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595千元。

01

　　　33020730502
　　　經建業務

1,086
-
一、追加預算數1,086千元，包括:
　　業務費1,08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86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8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經濟部補助103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執行相關業務
用平板電腦之通訊費20千元。
2.追加經濟部補助103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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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僱用2名業務助
理薪資1,066千元。

　　　33020730503
　　　人文業務

3,000
-
一、追加預算數3,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3,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經濟部補助103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辦理石岡區水
源小尖兵夏令營計畫1,000千元。
2.追加經濟部補助103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辦理石岡馬拉
松路跑計畫2,000千元。

03

　　330207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314
-

04

　　　3302073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314
-
一、追加預算數3,314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31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314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31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經濟部補助103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辦理保護區內
排水設施興建維護工程3,250千元。
2.追加經濟部補助103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購置3C相關設
備64千元。

01

　　68020730200
　　社政業務

2,000
-

06

　　　68020730201
　　　社會福利

2,000
-
一、追加預算數2,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2,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經濟部補助103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
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辦理保護區內區
民團體意外保險2,000千元。

01

034 　00020740000
　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7,792
-

　　33020740500
　　區公所業務

2,578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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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020740501
　　　民政業務

2,578
-
一、追加預算數2,578千元，包括:
　　業務費488千元
　　獎補助費2,09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578千元
　　增列 業務費48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09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317千元。
2.追加垃圾衛生掩埋場102及103年度回饋
基層獎勵經費171千元。
3.追加補助甲寅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市外觀
摩活動等相關經費100千元。
4.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990千元。

01

　　3302074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5,214
-

04

　　　3302074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5,214
-
一、追加預算數5,214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21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214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5,21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103年度健全地方發
展均衡基礎建設計畫-村(里)集會所活動中
心興建修繕及基礎公共設施改善計畫-臺中
市霧峰區吉峰里活動中心2樓增建計畫
4,000千元。
2.追加垃圾衛生掩埋場102及103年度回饋
基層建設經費1,014千元。
3.追加區內各項小型工程150千元。
4.追加甲寅里為提供民眾洽辦業務用購置
多功能事務機等雜項設備50千元。

01

035 　00020750000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

2,156
-

　　33020750500
　　區公所業務

1,856
-

02

　　　33020750501
　　　民政業務

1,856
-
一、追加預算數1,856千元，包括:
　　業務費346千元
　　獎補助費1,51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856千元
　　增列 業務費34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51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346千元。
2.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51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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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02075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00
-

04

　　　3302075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00
-
一、追加預算數3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潭子區甘蔗里廣播系統建置計畫300千
元。

01

036 　00020760000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537
-

　　33020760500
　　區公所業務

1,783
-

02

　　　33020760501
　　　民政業務

1,783
-
一、追加預算數1,783千元，包括:
　　業務費373千元
　　獎補助費1,41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783千元
　　增列 業務費37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41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本區東海里及新庄里環保志工隊各
項業務等費用56千元。
2.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317千元。
3.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410千元。

01

　　330207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60
-

04

　　　3302076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60
-
一、追加預算數26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6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6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新庄活動中心前廣場修復及雨
遮加裝工作110千元。
2.追加103年度台電輸變電協助金-辦理新
東、新庄、東海、南寮等里公共建設150千
元。

01

　　68020760200
　　社政業務

494
-

06

　　　68020760201
　　　社會福利

494
-
一、追加預算數494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49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94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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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增列 獎補助費49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補助本區東海里及新庄里社區發展協
會暨環保志工隊等各社團辦理節能減碳宣
導活動494千元。

037 　00020770000
　臺中市外埔區公所

3,874
-

　　33020770500
　　區公所業務

3,184
-

02

　　　33020770501
　　　民政業務

1,234
-
一、追加預算數1,234千元，包括:
　　業務費259千元
　　獎補助費97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34千元
　　增列 業務費25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97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259千元。
2.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975千元。

01

　　　33020770502
　　　經建業務

1,950
-
一、追加預算數1,95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9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95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9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補助
自來水接管用水設施1,950千元。

02

　　3302077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690
-

04

　　　3302077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690
-
一、追加預算數69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69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9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69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內政部補助外埔區六分社區活動中
心修繕計畫570千元。
2.追加外埔區馬鳴活動中心周邊安全防護
及景觀設施加強工程經費120千元。

01

038 　00020780000
　臺中市大安區公所

2,919
-

　　33020780500
　　區公所業務

829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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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020780501
　　　民政業務

829
-
一、追加預算數829千元，包括:
　　業務費259千元
　　獎補助費57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29千元
　　增列 業務費25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57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調解委員調高出席交通費259千元。
2.追加增列103年度鄰長交通補助費570千
元。

01

　　330207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090
-

04

　　　3302078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090
-
一、追加預算數2,09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09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9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09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區轄道路設施維護及設置工程90千
元。
2.追加大安區村里廣播系統建置計畫2,000
千元。

01

039 　00020790000
　臺中市新社區公所

11,145
-

　　33020790500
　　區公所業務

6,188
-

02

　　　33020790501
　　　民政業務

2,114
-
一、追加預算數2,114千元，包括:
　　業務費1,109千元
　　獎補助費1,00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114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0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00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花都客庄－臺中市新社區櫻花廊道
文化風貌規劃設計計畫850千元。
2.追加調解委員交通費259千元。
3.追加鄰長交通補助費1,005千元。

01

　　　33020790502
　　　經建業務

3,414
-
一、追加預算數3,414千元，包括:
　　業務費3,41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414千元
　　增列 業務費3,41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經濟部補助103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
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業務費3,414千
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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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020790503
　　　人文業務

660
-
一、追加預算數660千元，包括:
　　業務費6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60千元
　　增列 業務費66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所辦理「慶頌客庄-
2014臺中市新社九庄媽文化節」活動業務
費660千元。

03

　　330207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4,957
-

04

　　　3302079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4,957
-
一、追加預算數4,957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95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957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95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經濟部補助103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水土保持工程
興建維護及管理、排水設施興建維護及管
理事項、道路整修維護、購置電腦設備費
用等3,740千元。
2.追加區轄道路設施維護及設置工程250千
元。
3.追加興建「新社、復盛、中正里聯合里
活動中心」委託設計監造費967千元。

01

03 0003000000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5,145
-598

001 　0003100000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2,254
-598

　　33031000100
　　一般行政

267
-

01

　　　33031000101
　　　行政管理

267
-
一、追加預算數267千元，包括:
　　業務費26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67千元
　　增列 業務費26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副局長特別費234千元。
2.追加副局長公務車輛各項相關費用33千
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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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031000700
　　自治業務

1,382
-

03

　　　33031000702
　　　選舉業務

1,382
-
一、追加預算數1,382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38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382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38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補助臺中市選舉委員會辦理臺中市和
平區第1屆區長、區民代表選舉及相關行政
經費1,382千元。

02

　　33031000900
　　戶政業務

-
-160

05

　　　33031000901
　　　戶政業務

-
-160

一、追減預算數160千元，包括:
　　業務費1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60千元
　　減列 業務費16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內政部補助辦理103年度外籍與大陸配
偶生活適應輔導經費160千元。

01

　　33031001100
　　勤務管理

-
-438

07

　　　33031001101
　　　勤務管理業務

-
-438

一、追減預算數438千元，包括:
　　業務費43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438千元
　　減列 業務費438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內政部役政署補助本市辦理103年一般
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作業經費438千元。

01

　　330310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605
-

09

　　　330310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605
-
一、追加預算數605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60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0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60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副局長公務車輛購置經費605千元。

01

003 　00031020000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

2,8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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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68031020400
　　殯葬管理

2,891
-

02

　　　68031020401
　　　殯葬業務

2,891
-
一、追加預算數2,891千元，包括:
　　業務費2,89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891千元
　　增列 業務費2,89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大甲館火化場火化爐燃料費(專款專
用)2,400千元。
2.追加增置行政助理2人薪資、勞健保費及
提繳退休金等491千元。

01

05 000500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319,798
-

001 　000516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3,000
-

　　51051600300
　　教育資源管理

3,000
-

01

　　　51051600301
　　　各項教育業務

3,000
-
一、追加預算數3,0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3,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0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補助本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辦理2015
臺灣燈會花燈製作材料及研習等經費3,000
千元。

01

002 　00051610000
　臺中市體育處

316,798
-

　　53051610200
　　體育業務

12,880
-

02

　　　53051610201
　　　計畫業務

2,000
-
一、追加預算數2,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2,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太平國民運動中心興辦事業計畫及變
更開發計畫專業技術服務費用2,000千元。

01

　　　53051610202
　　　運動業務

10,880
-
一、追加預算數10,880千元，包括:
　　業務費1,500千元
　　獎補助費9,3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880千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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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增列 業務費1,5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9,3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申辦「2019年東亞青年運動會」
1,500千元。
2.追加辦理本市「103年打造運動島計畫暨
相關專案實施方案-運動社團建置輔導專
案-小聯盟活動」3,880千元。
3.追加補助中華民國足球協會辦理「2014
臺灣木蘭女子足球聯賽」3,000千元。
4.追加補助臺灣體育總會辦理103年全國萬
人健走大會費用2,500千元。

　　530516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03,918
-

03

　　　530516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03,918
-
一、追加預算數303,918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03,91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03,918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03,91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臺中市清水區銀聯段1404-2地號土
地(運五用地)補徵收不足款4,650千元。
2.追加洲際棒球場新建工程委設服務訴訟
案件「興亞營造案」15,569千元。
3.追加洲際棒球場新建工程委設服務訴訟
案件「羅興華事務所案」18,021千元。
4.追加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臺中市(西
屯區)朝馬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計畫」工
程款160,000千元。
5.追加臺中市南屯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
計畫增設停車位及車道連通道追加工程
30,858千元。
6.追加臺中市豐原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
設計規劃監造費用21,660千元。
7.追加臺中市太平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
設計規劃監造費用21,660千元。
8.追加臺中市北屯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
設計規劃監造費用26,500千元。
9.追加臺中市巨蛋體育館興建工程先期規
劃等經費5,000千元。

01

06 000600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主管

92,720
-12,510

001 　00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92,720
-12,510

　　61061700200
　　產業發展與管理

19,450
-12,51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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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61061700201
　　　工商業規劃與發展

19,450
-12,510

一、追加預算數19,450千元，包括:
　　業務費11,450千元
　　獎補助費8,000千元
　　追減預算數12,510千元，包括:
　　業務費12,51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94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450千元
　　減列 業務費12,51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8,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經濟部補助辦理「臺中市創意生活
產業整合型發展計畫-茶。咖啡。太陽餅」
計畫中央補助款9,450千元。
2.追減辦理「臺中市創意生活產業整合型
發展計畫-茶。咖啡。太陽餅」計畫市款
12,510千元。
3.追加補助台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舉辦
「2014臺灣五金展-在臺中」展覽活動計畫
8,000千元。
4.追加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補助辦理
「中臺灣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策略計畫」
2,000千元。　

01

　　61061700300
　　工業管理及輔導

750
-

03

　　　61061700301
　　　工業登記及管理

750
-
一、追加預算數750千元，包括:
　　業務費7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7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業務750千元。

01

　　61061700500
　　公用事業業務

420
-

05

　　　61061700501
　　　公用事業管理

420
-
一、追加預算數420千元，包括:
　　人事費70千元
　　業務費3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20千元
　　增列 人事費7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3年水質水量保護區專戶運用小組水
源保育與回饋計畫加班費及業務費420千
元。

01

　　61061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72,100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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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610617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72,100
-
一、追加預算數72,1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72,1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2,1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72,1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臺
中市簡易自來水設施興辦、維護修繕及管
理等相關工程2,000千元。
2.追加配合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辦
理污水流放管周邊延管路修工程70,000千
元。
3.追加辦理購置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
畫電腦(含軟體)、印表機等設備100千元。

01

07 000700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主管

2,042,095
-

001 　000718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2,042,095
-

　　60071800400
　　道路橋樑工程

1,756,260
-

05

　　　60071800401
　　　道路橋樑工程養護

457,500
-
一、追加預算數457,5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57,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57,5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57,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臺12線沙鹿陸橋改建工程案有關機
車、自行車及人行地下道重建工程經費
55,000千元。
2.追加清水區神清路路面改善工程經費
2,500千元。
3.追加103年度辦理小型工程款400,000千
元。

01

　　　60071800402
　　　土木工程業務

129
-
一、追加預算數129千元，包括:
　　業務費129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9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9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大雅區公所租用本市大雅區學雅段148
地號支付土地租金129千元。

02

　　　60071800403
　　　道路工程

1,298,631
-
一、追加預算數1,298,631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298,63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98,631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298,63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龍井區龍泉里12-65-6號道路開闢工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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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程用地費80,000千元。
2.追加代墊臺12線沙鹿陸橋改建工程用地
徵收費用700,000千元。
3.追加臺中軟體園區西側聯外道路（公園
街）用地補償費250,600千元。
4.追加大里區立仁四路道路拓寬工程用地
費26,986千元。
5.追加龍井區龍泉里12-65-5號計畫道路補
辦徵收用地費8,000千元。
6.追加臺中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公路
系統)-東勢林場聯外道路（中47-1）拓寬
工程(2K+800~5K+800)56,761千元。
7.追加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中部
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區-西向聯外道路開闢
工程156,284千元。
8.追加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路10,000千
元。
9.追加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國道
三號烏日交流道聯絡道延伸至芬園段新闢
工程10,000千元。

　　60071800500
　　路燈管理

88,000
-

06

　　　60071800501
　　　路燈養護及增設

88,000
-
一、追加預算數88,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80,000千元
　　設備及投資8,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8,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80,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8,000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3年度路燈電費80,000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3年度路燈養護及次要巷道路燈維護
費用8,000千元。

01

　　72071800100
　　景觀工程

112,835
-

08

　　　72071800103
　　　景觀工程

112,835
-
一、追加預算數112,835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12,83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2,83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12,83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2年度市
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中市豐原區
豐原大道自行車道建置工程9,419千元。
2.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2年度市
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中市西屯區
東大路人行道改善工程4,100千元。
3.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2年度市
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中市北屯區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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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竹2號橋至潭子區聚興橋旱溪自行車道東
岸段建置計畫20,000千元。
4.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2年度市
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中市大雅區
大雅國小社區周邊人行環境改善計畫586千
元。
5.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2年度市
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中市潭子區
東寶國民小學通學步道設施及景觀改善計
畫774千元。
6.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2年度市
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中市潭子區
潭秀國中週邊通學步道改善計畫621千元。
7.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3年度市
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中好行，西
城漫步－臺中市民生藝文步道整合計畫
3,933千元。
8.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2年度市
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北屯區柳楊東
西街周邊通學、通勤步道暨景觀改善計畫
1,380千元。
9.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2年度市
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龍井區臨港東
路銜接台17線人行道暨自行車道新建工程
21,217千元。
10.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2年度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U活步行,宜
居方城市-臺中市捷運綠線文心路G10站周
邊悠活徒步空間及自行車道系統整合計畫
4,140千元。
11.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3年度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中市東勢
區中正路人行道無障礙空間改善1,894千
元。
12.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3年度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中市潭子
區雅潭路三段人行道改善工程1,940千元。
13.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3年度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中市大里
區益民路通學步道改善暨街廓綠化工程581
千元。
14.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3年度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中市南臺
中(大里區、太平區、南屯區、西區、中
區、南區)人行道基本資料調查建置及改善
計畫4,265千元。
15.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3年度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臺中市北臺
中(豐原區、潭子區、北區、北屯區、西屯
區)人行道基本資料調查建置及改善計畫
4,265千元。
16.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3年度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大里區內新
國民小學樂活life通學綠廊營造計畫6,58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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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3年度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后里區后里
國小通學步道工程5,700千元。
18.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3年度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大里區益民
路通學步道改善暨街廓綠化工程(第二期)
8,570千元。
19.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3年度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梧棲區中興
路延續通步道街道景觀及中本環境改善工
程670千元。
20.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3年度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大雅區大雅
國民小學社區周邊人行環境改善計畫6,300
千元。
21.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3年度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潭子區東寶
國民小學通學步道設施及景觀改善計畫
5,900千元。

　　72071800200
　　公園管理

85,000
-

09

　　　72071800202
　　　公園工程

85,000
-
一、追加預算數85,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85,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5,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85,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烏日區兒1公園新闢工程用地取得徵
收補償金額不足款45,000千元。
2.追加「2015年臺灣燈會」之燈會場地整
備（含無障礙空間之建置）、全區配電、
水電力系統佈設與燈會場地復原35,000千
元。
3. 追加「2015年臺灣燈會」臺中公園2003
羊年主燈復原裝置及燈組周邊展示規劃執
行計畫5,000千元。

02

08 00080000000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主管

975,886
-600

001 　00081900000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41,800
-

　　60081900200
　　交通管理業務

3,000
-

02

　　　60081900202
　　　交通工程

3,000
-
一、追加預算數3,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3,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000千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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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2015臺灣燈會整體交通及疏運計畫
3,000千元。

　　600819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8,800
-

04

　　　600819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8,800
-
一、追加預算數38,8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8,8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8,8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8,8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國道6號舊正交流道改善工程用地取
得費16,000千元。
2.追加103年度交通管制設施維護及設置工
程10,000千元。
3.追加103年度(第二次)交通號誌（含紅燈
倒數計時器）與行人倒數計時器增設與汰
舊換新工程10,000千元。
4.追加臺中市新式智慧型站牌建置計畫
2,800千元。

01

002 　00081910000
　臺中市公共運輸處

914,086
-

　　60081910700
　　公共運輸業務

399,700
-

02

　　　60081910701
　　　綜合規劃

398,500
-
一、追加預算數398,5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398,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98,5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98,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103年度臺中市
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虧損補貼計畫-既有路
線28,500千元。
2.追加臺中市市區公車票價差額補貼計畫
10,476千元。
3.追加臺中市市區公車轉乘優惠計畫6,819
千元。
4.追加臺中市市區公車乘車優惠計畫
352,705千元。

01

　　　60081910702
　　　營運與管理

1,200
-
一、追加預算數1,2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2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103年度臺中市市
區汽車客運業營運及服務評鑑計畫1,200千
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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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819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514,386
-

03

　　　600819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514,386
-
一、追加預算數514,386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6,250千元
　　獎補助費508,13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14,386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6,25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508,13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103年度公車候
車亭新建計畫6,250千元。
2.追加交通部補助102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
昇計畫-無障礙大客車影音多媒體音響設備
220千元。
3.追加交通部補助102年度臺中市市區汽車
客運購車補助-第二次新闢路線計畫45,970
千元。
4.追加交通部補助102年度臺中市市區汽車
客運購車補助-第二次汰舊換新計畫19,012
千元。
5.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102年度臺中市
市區汽車客運購車補助-第三次汰舊換新計
畫163,228千元。
6.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103年度臺中市
市區汽車客運業購車補助-第一次汰舊換新
計畫279,706千元。

01

004 　00081930000
　臺中市停車管理處

20,000
-600

　　60081930100
　　一般行政

-
-600

01

　　　60081930101
　　　行政管理

-
-600

一、追減預算數600千元，包括:
　　業務費6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6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60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臺中市甲安埔地區都市再生計畫-委託
辦理大甲都市機四用地變更費用600千元。

01

　　600819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0,000
-

02

　　　6008193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0,000
-
一、追加預算數20,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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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20,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配合2015臺灣燈會停車場整地工程計
畫20,000千元。

09 0009000000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主管

72,961
-6,012

001 　0009200000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72,961
-6,012

　　59092000400
　　都市發展

31,875
-

02

　　　59092000402
　　　城鄉計畫

27,000
-
一、追加預算數27,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27,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7,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7,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3年度辦理各都市計畫地區公
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25,000千元。
2.追加辦理「大里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公
一)及附近地區開發方式及都市計畫變更規
劃案」2,000千元。

02

　　　59092000404
　　　都市更新

4,875
-
一、追加預算數4,875千元，包括:
　　業務費4,87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875千元
　　增列 業務費4,87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3年「臺中市防災型都市更新整
體推動計畫案」4,875千元。

04

　　59092000500
　　建管業務

41,086
-6,012

03

　　　59092000501
　　　都市修復

-
-2,052

一、追減預算數2,052千元，包括:
　　人事費2,05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052千元
　　減列 人事費2,052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拆除影響公共安全之營業場所等工作
獎金2,052千元。

01

　　　59092000502
　　　建照審核及管理

1,500
-936

一、追加預算數1,5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500千元
　　追減預算數936千元，包括:
　　人事費93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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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564千元
　　減列 人事費936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3年度建立綠建築審核及抽
查制度執行計畫」1,500千元。
2.追減「103年執行行政院頒維護公共安
全-加強營建管理人員工作獎金」936千
元。

　　　59092000503
　　　營造及施工管理

-
-612

一、追減預算數612千元，包括:
　　人事費61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612千元
　　減列 人事費612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執行行政院維護公共安全工作獎金612
千元。

03

　　　59092000504
　　　建築物安全檢查及使用管
　　　理

-
-1,620

一、追減預算數1,620千元，包括:
　　人事費1,62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620千元
　　減列 人事費1,62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執行公共安全工作獎金1,620千元。

04

　　　59092000505
　　　住屋管理

21,696
-
一、追加預算數21,696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1,69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1,69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1,69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租金
補貼21,696千元。

05

　　　59092000506
　　　招牌廣告物管理

-
-792

一、追減預算數792千元，包括:
　　人事費79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792千元
　　減列 人事費792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執行維護公共安全方案工作獎金792千
元。

06

　　　59092000507
　　　充實經建業務設備

17,890
-
一、追加預算數17,89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7,89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7,89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7,89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2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
13,800千元。(都市設計工程科)
2.追加103年「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推
動建築物騎樓整平計畫」2,390千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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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市修復工程科)
3.追加103-104年「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
畫-推動建築物騎樓整平計畫」1,700千
元。(都市修復工程科)

10 001000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180,702
-22,585

001 　00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55,340
-21,133

　　58102100100
　　一般行政

1,133
-1,133

01

　　　58102100101
　　　行政管理

1,133
-1,133

一、追加預算數1,133千元，包括:
　　人事費1,133千元
　　追減預算數1,133千元，包括:
　　人事費1,13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列 人事費1,133千元
　　減列 人事費1,13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已核增編制員額6人，調整進用年度
至103年度，經費1,133千元。
2.追減員工年終及考績獎金1,133千元。

01

　　58102100200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

143,241
-20,000

02

　　　58102100201
　　　農政及作物生產輔導

112,539
-20,000

一、追加預算數112,539千元，包括:
　　人事費1,667千元
　　業務費7,550千元
　　獎補助費103,322千元
　　追減預算數20,0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92,539千元
　　增列 人事費1,667千元
　　增列 業務費7,55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03,322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0,000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2年度第1期作水稻肥料資材
補助計畫528千元。
2.追加辦理102年度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
計畫-景觀作物專區計畫480千元。
3.追加辦理農藥管理與品質管制計畫289千
元。
4.追加辦理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計
畫376千元。
5.追加辦理農機使用及免稅油管理計畫130
千元。
6.追加辦理植物種苗產業輔導計畫55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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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元。
7.追加辦理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地區性推廣
與宣導計畫250千元。
8.追加辦理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景
觀作物專區計畫534千元。
9.追加辦理強化農業資訊調查與預警制度
計畫5,354千元。
10.追加辦理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計畫950
千元。
11.追加辦理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推廣與輔
導計畫71千元。
12.追加辦理加強農業機械及肥料管理計畫
150千元。
13.追加辦理建構農業資源行動調查服務體
系計畫220千元。
14.追加辦理103年調整耕作制度休耕補助
計畫69,985千元。
15.追加辦理103年契作進口替代作物獎勵
措施5,000千元。
16.追加辦理103年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
計畫發展地區特產補助計畫12,000千元。
17.追加辦理103年度強化植物有害生物防
範措施計畫3,900千元。
18.追加辦理103年度農作物污染監測管制
及損害查處計畫267千元。
19.追減補助各級農會辦理農民繳交公糧運
費補助、肥料運費補助、防止焚燒稻草計
畫20,000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現代化農業生產機具及設備補助
計畫12,000千元。

　　　58102100202
　　　農會及休閒農業輔導

3,861
-
一、追加預算數3,861千元，包括:
　　人事費20千元
　　業務費3,691千元
　　獎補助費1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861千元
　　增列 人事費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69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50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2年公所辦理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
險者現地勘查補助計畫20千元。
2.追加103年公所辦理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
險者現地勘查補助計畫110千元。
3.追加辦理103年休閒農場查核及輔導管理
功能計畫501千元。
4.追加辦理103年強化農會主管機關輔導功
能計畫330千元。
5.追加辦理2014中臺灣農業博覽會計畫
2,500千元。
6.追加辦理103年度臺中市農業旅遊遊程商
品開發暨推廣活動計畫4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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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58102100203
　　　畜牧行政輔導

1,367
-
一、追加預算數1,367千元，包括:
　　業務費749千元
　　獎補助費61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367千元
　　增列 業務費74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18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各地禽品產銷輔導計畫115千元。
2.追加畜牧業搭排問題解決推動計畫40千
元。
3.追加羊、鹿產銷輔導計畫20千元。
4.追加家畜產銷履歷產品查核計畫80千
元。
5.追加推動有機畜產品驗證及管理計畫32
千元。
6.追加加強飼料生產與衛生安全管理計畫
70千元。
7.追加改善畜牧排放水質及污染防治計畫
20千元。
8.追加輔導生產優質禽畜糞堆肥計畫81千
元。
9.追加推動畜牧場節能減碳計畫6千元。
10.追加推動強化畜牧場斃死畜禽管理計畫
315千元。
11.追加輔導肉牛產業加入產銷履歷驗證計
畫58千元。
12.追加畜牧場登記與管理計畫40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改善畜牧排放水質及污染防治計畫
330千元。
2.追加推動畜牧場節能減碳計畫160千元。

03

　　　58102100204
　　　農地利用與管理

7,748
-
一、追加預算數7,748千元，包括:
　　人事費624千元
　　業務費940千元
　　獎補助費6,18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748千元
　　增列 人事費624千元
　　增列 業務費94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184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3年度加強農地利用管理計畫
1,050千元。
2.追加辦理103年度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
計畫200千元。
3.追加辦理103年度建立農地整合利用加值
計畫2,698千元。
4.追加辦理103年度輔導農業經營專區之規
劃與推動計畫1,663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補助各級農會辦理103年度建立農地
整合利用加值計畫1,962千元。
2.追加補助各級農會103年度輔導農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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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專區之規劃與推動計畫175千元。

　　　58102100206
　　　農產運銷加工輔導

17,726
-
一、追加預算數17,726千元，包括:
　　人事費919千元
　　業務費204千元
　　獎補助費16,60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7,726千元
　　增列 人事費919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6,603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補助辦理臺中市102年度荔枝加工果
收購加工計畫2,603千元。
2.追加103年度有機農糧產品及有機農糧加
工品檢查及檢驗計畫399千元。
3.追加2018國際花卉博覽會約聘人員2名7
至12月薪資724千元。
4.追加補助辦理臺中市103年度荔枝加工果
收購加工計畫14,000千元。

05

　　58102100300
　　林業與自然保育管理業務

10,966
-

03

　　　58102100301
　　　林政與自然保育管理

10,966
-
一、追加預算數10,966千元，包括:
　　人事費20千元
　　業務費4,650千元
　　設備及投資3,766千元
　　獎補助費2,53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966千元
　　增列 人事費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65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76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530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3年度外來入侵植物防治計畫
1,800千元。
2.追加辦理103年度褐根病防治計畫1,500
千元。
3.追加辦理103年度林產產銷輔導計畫500
千元。
4.追加辦理103年度臺中市野生物資源保育
計畫1,000千元。
5.追加辦理103年度臺中市珍貴老樹保護計
畫550千元。
6.追加辦理103年度臺中市政府生物多樣性
保育及入侵種管理計畫700千元。
7.追加辦理103年度東勢人工濕地保育行動
計畫900千元。
8.追加辦理103年度臺中市漂流木清運及林
產業務訪查計畫200千元。
9.追加辦理103年度山坡地超限利用地撫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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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造林計畫50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桐林花廊步道修繕工程3,766千
元。

002 　00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17,830
-

　　58102110700
　　動物保護與管理

10,309
-

02

　　　58102110701
　　　動物保護

8,578
-
一、追加預算數8,578千元，包括:
　　人事費56千元
　　業務費1,972千元
　　獎補助費6,5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578千元
　　增列 人事費56千元
　　增列 業務費1,972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5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加強動物保護計畫1,126千元。
2.追加加強動物保護計畫(追加1)5,452
元。
3.追加補助市民犬貓絕育手術費及寵物登
記代辦費2,000千元。

01

　　　58102110703
　　　獸醫行政

1,731
-
一、追加預算數1,731千元，包括:
　　人事費20千元
　　業務費1,71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731千元
　　增列 人事費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71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加強輸入動物追蹤檢疫計畫51千
元。
2.追加寵物及野生動物疾病防治計畫400千
元。
3.追加狂犬病高風險區巡迴注射1,280千
元。

03

　　58102110800
　　動物防疫與檢驗

7,491
-

03

　　　58102110801
　　　豬病防疫

3,103
-
一、追加預算數3,103千元，包括:
　　人事費45千元
　　業務費3,05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103千元
　　增列 人事費45千元
　　增列 業務費3,05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強化畜禽動物疾病防治計畫314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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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元。
2.追加豬瘟及口蹄疫撲滅計畫824千元。
3.追加豬隻口蹄疫防疫階段策略之強化工
作計畫1,965千元。

　　　58102110802
　　　病性鑑定及水產防疫

142
-
一、追加預算數142千元，包括:
　　業務費14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42千元
　　增列 業務費14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水產動物疾病防治計畫142千元。

02

　　　58102110803
　　　草食動物禽病防疫

3,771
-
一、追加預算數3,771千元，包括:
　　人事費10千元
　　業務費3,76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771千元
　　增列 人事費1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76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因應H7N9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加強
防疫計畫(追加)3,500千元。
2.追加草食動物口蹄疫等重要疾病防治計
畫271千元。

03

　　　58102110804
　　　動物藥品管理

475
-
一、追加預算數475千元，包括:
　　人事費40千元
　　業務費43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75千元
　　增列 人事費4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3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3年違法屠宰行為查緝計畫320千
元。
2.追加加強動物用藥品抽查取締及宣導工
作計畫155千元。

04

　　581021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0
-

04

　　　581021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0
-
一、追加預算數3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強化畜禽動物疾病防治計畫30千元。

01

003 　00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7,532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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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58102120900
　　漁業及海岸管理

2,480
-

02

　　　58102120901
　　　漁業行政及漁港管理

2,480
-
一、追加預算數2,480千元，包括:
　　人事費30千元
　　業務費1,065千元
　　獎補助費1,38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480千元
　　增列 人事費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6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38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水產飼料抽驗計畫170千元。
2.追加辦理103年度臺中市政府濕地型保護
區經營管理計畫1,800千元。
3.追加辦理2014臺中梧棲小卷季計畫500千
元。
4.追加辦理未上市水產品產地監測計畫10
千元。

01

　　581021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5,052
-1,452

03

　　　581021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5,052
-1,452

一、追加預算數5,052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148千元
　　獎補助費2,904千元
　　追減預算數1,452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45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6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148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452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90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本市各類漁港防波堤、航道疏浚、
碼頭等設施維護興建工程1,452千元。
2.追加補助臺中區漁會辦理松柏漁港漁具
倉庫整修工程2,904千元。
3.追加辦理松柏漁港港區疏浚及港埠設施
修繕工程2,148千元。

01

11 001100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主管

104,744
-

001 　00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84,244
-

　　61112200700
　　觀光管理

39,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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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61112200701
　　　觀光工程規劃與管理

1,103
-
一、追加預算數1,103千元，包括:
　　業務費1,10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03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0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白海豚生態館新建工程用地租賃作業
1,103千元。

01

　　　61112200704
　　　觀光旅遊行銷與推廣

36,896
-
一、追加預算數36,896千元，包括:
　　業務費36,89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6,896千元
　　增列 業務費36,89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本市旅遊服務中心諮詢服務及管理
維護等業務2,096千元。
2.追加2014臺中藍帶海洋觀光季活動300千
元。
3.追加103年度新社花海暨臺中國際花毯節
接駁專車計畫9,500千元。
4.追加103年國慶煙火在臺中及相關行銷活
動25,000千元。

04

　　　61112200705
　　　觀光企劃與發展

1,245
-
一、追加預算數1,245千元，包括:
　　業務費1,24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45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4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高美濕地遊客服務中心暨體驗館OT案
前置作業計畫1,245千元。

05

　　611122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45,000
-

04

　　　611122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45,000
-
一、追加預算數45,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5,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5,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5,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理臺中市神岡
區新庄子段休憩園道建置工程15,000千
元。
2.追加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理103年度整備
觀光遊憩設施建設計畫-臺中市潭雅神綠園
道神岡區段設施整備計畫5,000千元。
3.追加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理103年度整備
觀光遊憩設施建設計畫-中科公園及戰車公
園設備整建計畫5,000千元。
4.追加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理103年度整備
觀光遊憩設施建設計畫-潭雅神綠園道潭富
路自行車跨越橋新建工程10,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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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5.追加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理103年度臺中
市鰲峰山遊憩區景觀平台及步道新建第二
期工程10,000千元。

002 　00112210000
　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

20,500
-

　　61112210800
　　風景區管理業務

500
-

02

　　　61112210801
　　　風景區管理

500
-
一、追加預算數500千元，包括:
　　業務費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3年度大安海水浴場衝浪比賽暨風箏
衝浪表演活動計畫500千元。

01

　　611122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0,000
-

03

　　　611122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0,000
-
一、追加預算數20,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3年度臺中市風景區公共設施整建工
程計畫20,000千元。

01

12 001200000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主管

437,927
-1,000

001 　001223000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434,048
-1,000

　　67122300100
　　社會救濟

86,538
-

02

　　　67122300101
　　　社會救濟

86,538
-
一、追加預算數86,538千元，包括:
　　業務費1,620千元
　　獎補助費84,91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6,538千元
　　增列 業務費1,62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84,91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臺中市政府執行社會救助法低
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審核業務人力充實計
畫1,620千元。
2.追加辦理低收入戶家庭生活、就學生活
補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醫療補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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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住院看護補助38,566千元。
3.追加辦理專案加發102年康芮颱風暨0831
超大豪雨住戶淹水救助4,000千元。
4.追加辦理低收入戶家庭、兒童與就學生
活補助42,352千元。

　　68122300100
　　一般行政

228
-

03

　　　68122300101
　　　行政管理

228
-
一、追加預算數228千元，包括:
　　業務費22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28千元
　　增列 業務費22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公務車輛保險費、油料、養護費共
計33千元。
2.追加副局長特別費195千元。

01

　　68122300200
　　社政業務

345,177
-

04

　　　68122300201
　　　社會福利

345,177
-
一、追加預算數345,177千元，包括:
　　人事費20千元
　　業務費19,140千元
　　獎補助費326,01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45,177千元
　　增列 人事費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9,14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26,01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臺中市103年度婦女及單親家庭
福利服務效能提升計畫891千元。
2.追加辦理執行保母登記及父母未就業家
庭育兒津貼發放人力補助計畫891千元。
3.追加辦理地方政府執行103年保母托育管
理與托育費用實施計畫~地方政府專案人力
27千元。
4.追加辦理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計畫
1,000千元。
5.追加辦理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業務
行政費用補助計畫720千元。
6.追加辦理臺中市市區等5處托育資源中心
計畫1,500千元。
7.追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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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68千元。
8.追加辦理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
計畫之津貼發放241,555千元。
9.追加辦理102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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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0
千元。
10.追加辦理強化臺中市政府整備長期照顧
服務資源工作計畫1,902千元。

01

丁 - 151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11.追加辦理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經費
18,004千元。
12.追加辦理低收入戶家庭服務個案管理方
案445千元。
13.追加辦理建構身心障礙者多元支持與生
涯轉銜服務計畫4,259千元。
14.追加辦理103年建構聽障兒童無障礙溝
通能力口語教育資源中心計畫445千元。
15.追加辦理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營
運服務計畫565千元。
16.追加辦理臺中市視障者生活重建服務方
案3,197千元。
17.追加辦理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計畫
2,996千元。
18.追加辦理102年度4月~6月復康巴士油價
差額補助計畫322千元。
19.追加辦理建構心智障礙者雙老高風險家
庭服務模式試計畫案990千元。

　　681223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105
-1,000

06

　　　681223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105
-1,000

一、追加預算數2,105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105千元
　　追減預算數1,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0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105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清水老人安養中心營運後續修繕計
畫1,000千元。
2.追加購置副局長公務車輛605千元。
3.追加辦理103年度臺中市市區等5處托育
資源中心計畫1,500千元。

01

002 　00122310000
　臺中市立仁愛之家

1,100
-

　　681223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00
-

03

　　　681223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00
-
一、追加預算數1,1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1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1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汰換電話主機系統、院民飲用水設備
及購置工業用洗衣機及烘乾機案1,100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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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003 　00122320000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

2,779
-

　　68122320800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2,779
-

03

　　　68122320801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2,779
-
一、追加預算數2,779千元，包括:
　　人事費2,453千元
　　業務費32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779千元
　　增列 人事費2,453千元
　　增列 業務費32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衛生福利部充實社工人力及進用配置
計畫經費差額2,779千元。

01

13 00130000000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主管

13,247
-

001 　00132600000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3,247
-

　　66132600300
　　勞工保險

13,247
-

01

　　　66132600301
　　　勞工保險

13,247
-
一、追加預算數13,247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3,24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3,24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3,24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依法追溯更調應繳勞工保險費及
全民健康保險費補助款13,247千元。

01

14 0014000000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主管

2,500
-2,500

001 　0014270000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2,500
-2,500

　　77142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500
-2,500

05

　　　77142709002
　　　分局建築及設備

2,500
-2,500

一、追加預算數2,5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500千元
　　追減預算數2,5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5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2,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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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1.追減分局暨所屬派出所建物修繕工程及
各項辦公設備購置2,500千元。(台電回饋
金)
2.追加分局暨所屬派出所建物修繕工程及
各項辦公設備購置2,500千元。

15 0015000000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主管

10,630
-

001 　0015300000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10,630
-

　　33153001200
　　消防業務

9,437
-

02

　　　33153001201
　　　消防行政工作

2,400
-
一、追加預算數2,4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4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4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4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3年度對本市義勇消防總隊暨所
屬各單位經費補助實施計畫，購置救災救
護暨宣導等相關裝備器材2,400千元。

01

　　　33153001202
　　　火災預防

1,246
-
一、追加預算數1,246千元，包括:
　　業務費241千元
　　獎補助費1,00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46千元
　　增列 業務費24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00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內政部消防署評鑑103年本市績
優災害防救團體、婦女防火宣導隊充實救
災裝備補助案241千元。
2.追加辦理內政部消防署辦理103年度「補
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設置住宅用
火災警報器作業原則」1,005千元。

02

　　　33153001203
　　　危險物品管理

4,200
-
一、追加預算數4,2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4,2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2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2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3年度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執行計
畫，補助本市市民共1,400位申請遷移或更
換燃氣熱水器4,200千元。
　

03

　　　33153001204
　　　災害搶救

1,591
-
一、追加預算數1,591千元，包括:
　　業務費1,59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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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增加 1,591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9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內政部消防署補助103年度「山
地鄉縣(市)消防機關充實所轄部落居民裝
備器材補助計畫」1,041千元。
2.追加辦理內政部消防署評鑑103年本市績
優災害防救團體、婦女防火宣導隊充實救
災裝備補助案550千元。

　　331530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93
-

04

　　　331530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93
-
一、追加預算數1,193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19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93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19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內政部消防署補助103年度「山
地鄉縣(市)消防機關充實所轄部落居民裝
備器材補助計畫」84千元。
2.追加辦理內政部消防署評鑑103年本市績
優災害防救團體、婦女防火宣導隊充實救
災裝備補助案1,109千元。

01

16 001600000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主管

43,395
-83

001 　001631000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43,395
-83

　　70163100200
　　衛生業務

11,467
-83

02

　　　70163100202
　　　醫事管理工作

-
-40

一、追減預算數4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4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4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4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補助器具研究獎
勵金40千元。

02

　　　70163100203
　　　心理健康工作

43
-
一、追加預算數43千元，包括:
　　業務費4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3千元
　　增列 業務費4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替代療法衛星給藥點先驅性計畫43千
元。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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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70163100204
　　　食品藥物管理工作

40
-
一、追加預算數4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4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檢舉獎勵金40千元。

04

　　　70163100205
　　　衛生稽查管理工作

4,286
-
一、追加預算數4,286千元，包括:
　　業務費4,28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286千元
　　增列 業務費4,28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食安助理人力計畫4,286千元。

05

　　　70163100206
　　　保健工作

7,098
-43

一、追加預算數7,098千元，包括:
　　人事費50千元
　　業務費7,048千元
　　追減預算數43千元，包括:
　　業務費4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055千元
　　增列 人事費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7,048千元
　　減列 業務費4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癌症篩檢管理中心工作計畫1,410千
元。
2.追加衛生保健工作計畫1,170千元。
3.追加菸害防制工作計畫4,518千元。
4.追減菸害防制工作計畫43千元。

06

　　701631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1,928
-

05

　　　701631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1,928
-
一、追加預算數31,928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1,92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1,928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1,92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打造多功能檢驗室專案計畫30,600
千元。
2.追加替代療法衛星給藥點先驅性計畫328
千元。
3.追加建置預防保健篩檢APP系統計畫
1,000千元。

01

17 00170000000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主管

119,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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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001 　00173500000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9,521
-

　　73173500200
　　環境保護業務

59,980
-

02

　　　73173500201
　　　綜合計畫業務

37,700
-
一、追加預算數37,700千元，包括:
　　業務費37,7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7,7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7,7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環保志工觀摩研習暨教育訓練計
畫37,700千元。

01

　　　73173500205
　　　資源回收業務

22,280
-
一、追加預算數22,280千元，包括:
　　業務費22,2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2,28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2,2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環保清潔人員資源回收觀摩活
動9,300千元。
2.追加辦理環保志工運用計畫12,980千
元。

05

　　73173500400
　　清潔隊業務

7,796
-

03

　　　73173500401
　　　清潔隊管理

7,796
-
一、追加預算數7,796千元，包括:
　　業務費7,79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796千元
　　增列 業務費7,79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環保清潔工(臨時工)薪資調整
7,796千元。

01

　　73173500500
　　環境工程及設施業務

51,745
-

04

　　　73173500502
　　　垃圾掩埋場業務

10,360
-
一、追加預算數10,360千元，包括:
　　業務費10,3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36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36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臺中市新社區下水底寮段舊有垃
圾場清運移除計畫10,360千元。

02

　　　73173500503
　　　垃圾焚化廠業務

41,385
-
一、追加預算數41,385千元，包括:
　　業務費41,38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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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增加 41,385千元
　　增列 業務費41,38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臺中市后里垃圾焚化廠委託操作
管理服務計畫41,385千元。

18 001800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36,965
-9,670

001 　00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7,781
-9,670

　　53183600600
　　文教活動

8,611
-3,480

02

　　　53183600601
　　　藝文推廣

3,300
-1,250

一、追加預算數3,300千元，包括:
　　業務費2,700千元
　　獎補助費600千元
　　追減預算數1,250千元，包括:
　　業務費1,2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7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1,25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2014臺中國際藝術村保溫計畫(第一
期)500千元。
2.追加辦理臺中文創二十三延續計畫-產業
輔導諮詢及推廣等相關經費1,200千元。
3.追加辦理臺中市新故鄉社區總體營造推
動工作相關經費1,000千元。
4.追加補助立案社區組織、文史工作室辦
理新故鄉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工作500千元。
5.追減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1,250千元。
6.追加補助辦理臺中市地方文化館各項藝
文活動100千元。

01

　　　53183600603
　　　表演藝術

700
-
一、追加預算數7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7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7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補助辦理103年度臺中市傑出演藝團隊
徵選及獎勵計畫700千元。

03

　　　53183600604
　　　圖書資訊

871
-1,100

一、追加預算數871千元，包括:
　　業務費871千元
　　追減預算數1,1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1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29千元
　　增列 業務費871千元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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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減列 業務費1,1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暨
Bookstart閱讀起步走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
計畫1,100千元。
2.追加推廣人權教育影展計畫90千元。
3.追加楊逵紀念館OT案前置計畫581千元。
4.追加第四屆臺中文學獎200千元。

　　　53183600605
　　　圖書館管理

640
-
一、追加預算數640千元，包括:
　　業務費64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40千元
　　增列 業務費64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四位駕駛人員薪津640千元。

05

　　　53183600611
　　　港區藝術中心

500
-600

一、追加預算數500千元，包括:
　　業務費500千元
　　追減預算數600千元，包括:
　　業務費6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6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各項藝文活動相關經費500千元。
2.追減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600千元。

06

　　　53183600614
　　　葫蘆墩文化中心

2,600
-530

一、追加預算數2,600千元，包括:
　　業務費2,600千元
　　追減預算數530千元，包括:
　　業務費53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7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6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53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活化劇場營運計畫-The Duet藝術&
教育共舞2,000千元。
2.追加編織工藝館-103年度『纖維‧時尚
‧綠工藝』博物館國際交流合作計畫600千
元。
3.追減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530千元。

09

　　531836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9,170
-6,190

04

　　　531836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9,170
-6,190

一、追加預算數9,17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9,110千元
　　獎補助費60千元
　　追減預算數6,19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6,19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01

丁 - 159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增加 2,98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9,11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6,19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退還有償撥用臺中市北區水源
段145-16及186-12兩筆學產土地款6,800千
元。
2.追減臺中市公共圖書館館藏充實實施計
畫圖書購置經費2,200千元。
3.追加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2,370千元。
4.追減充實及改善臺中市地方文化館各項
設施設備相關費用3,990千元。

004 　00183630000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19,184
-

　　53183630600
　　文教活動

3,324
-

02

　　　53183630608
　　　有形文化資產維護

3,324
-
一、追加預算數3,324千元，包括:
　　業務費3,32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324千元
　　增列 業務費3,32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霧峰光復新村省府眷舍文化景
觀ROT案可行性評估計畫1,245千元。
2.追加辦理歷史建築林懋陽故居OT案前置
作業計畫1,079千元。
3.追加辦理歷史建築大里杙保正集會所調
查研究暨修復再利用規劃設計1,000千元。

01

　　531836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5,860
-

03

　　　5318363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5,860
-
一、追加預算數15,86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5,8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5,86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5,86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大夫好客-神岡大夫第客家文化
生活營造(含規劃設計監造及修復再利用工
程)計畫經費9,860千元。
2.追加辦理市定古蹟筱雲山莊第三期修復
工程規劃設計1,000千元。
3.追加辦理文化景觀霧峰光復新村省府眷
舍修復再利用工程(含規劃設計監造)5,000
千元。

01

19 001900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主管

10,598
-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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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001 　001938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2,963
-

　　33193801300
　　地政業務

1,300
-

02

　　　33193801301
　　　地籍管理

1,300
-
一、追加預算數1,3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3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3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3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地籍清理行政處理費計畫1,300千元。

01

　　331938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663
-

04

　　　331938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663
-
一、追加預算數1,663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66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663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66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霧峰區光正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程設
計案計畫1,663千元。

01

006 　00193850000
　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

-
-2,681

　　33193850100
　　一般行政

-
-2,651

01

　　　33193850101
　　　行政管理

-
-2,651

一、追減預算數2,651千元，包括:
　　人事費2,313千元
　　業務費33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651千元
　　減列 人事費2,313千元
　　減列 業務費338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1.追減已核減編制員額職員13人及技工7
人，經費2,313千元。
2.追減行政助理5人酬金及經常性業務計畫
338千元。

01

　　33193851300
　　地政業務

-
-30

02

　　　33193851304
　　　地用管理

-
-2

一、追減預算數2千元，包括:
　　業務費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千元
　　減列 業務費2千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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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地用管理業務旅費2千元。

　　　33193851307
　　　測量管理

-
-28

一、追減預算數28千元，包括:
　　人事費2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8千元
　　減列 人事費28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測量助理7人工程獎金28千元。

03

012 　00193910000
　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

7,635
-

　　33193910100
　　一般行政

6,197
-

01

　　　33193910101
　　　行政管理

6,197
-
一、追加預算數6,197千元，包括:
　　人事費4,220千元
　　業務費1,97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197千元
　　增列 人事費4,2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977千元
三、係因成立新機關，其內容為：
1.追加本所員工薪津、保險費、退休離職
儲金、休假補助費及不休假加班費等計畫
4,220千元。
2.追加本所辦公費、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費、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等計畫1,977千
元。

01

　　33193911300
　　地政業務

28
-

02

　　　33193911307
　　　測量管理

28
-
一、追加預算數28千元，包括:
　　人事費2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8千元
　　增列 人事費28千元
三、係因成立新機關，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7名測量助理工程獎金計畫28千
元。

01

　　331939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410
-

03

　　　331939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410
-
一、追加預算數1,41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41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41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410千元
三、係因成立新機關，其內容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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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追加辦公室整修工程及充實公務用各項設
備計畫1,410千元。

21 00210000000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主管

31,978
-20,000

001 　00214100000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31,978
-20,000

　　53214100700
　　新聞行政

21,834
-20,000

02

　　　53214100701
　　　出版及視聽事業之管理與
　　　輔導

3,500
-20,000

一、追加預算數3,500千元，包括:
　　業務費3,500千元
　　追減預算數20,0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6,5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50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有線電視數位化宣導活動3,500千
元。
2.追減補助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辦理
第51屆金馬獎活動20,000千元。

01

　　　53214100703
　　　有線廣播電視發展基金

18,334
-
一、追加預算數18,334千元，包括:
　　人事費1,099千元
　　業務費16,835千元
　　設備及投資4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8,334千元
　　增列 人事費1,099千元
　　增列 業務費16,83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00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有線電視等系統維護及相關業
務，提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服務品質
17,934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購置有線電視數位系統相關設備400千
元。

02

　　53214100900
　　行銷企劃

5,000
-

04

　　　53214100901
　　　政令政績宣導

5,000
-
一、追加預算數5,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5,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2015臺中市跨年晚會第二主場活動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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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5,000千元。

　　532141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5,144
-

06

　　　532141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5,144
-
一、追加預算數5,144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14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144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5,14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中臺灣電影推廣園區攝製中心新
建工程相關規劃及初期作業等5,144千元。

01

23 002300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主管

246,593
-228,620

001 　00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246,593
-228,620

　　58234301100
　　水利事務

246,593
-7,803

02

　　　58234301101
　　　河川及區域排水

40,000
-5,903

一、追加預算數40,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0,000千元
　　追減預算數5,903千元，包括:
　　業務費5,90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4,097千元
　　減列 業務費5,903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0,000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1.追減潭子地區截水道工程-用地取得先期
作業費3,000千元。
2.追減水體環境水質改善及經營管理計畫-
臺中市柳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計畫-文
具、印刷等辦公用相關雜支費用2,903千
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市管河川、區域排水及各級排水道改
善工程40,000千元。

01

　　　58234301104
　　　水利管理及水權登記

3,500
-1,900

一、追加預算數3,500千元，包括:
　　業務費3,500千元
　　追減預算數1,9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9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6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5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900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大甲溪大茅埔段疏濬工程公益支出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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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經費執行計畫1,100千元。
2.追加協助台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辦理
「2014台灣溫泉觀光國際交流活動在臺
中」500千元。
3.追加大安溪出海口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
售分離作業公益支出1,900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大安溪出海口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
分離作業公益支出1,900千元。

　　　58234301106
　　　防災工程及防災整備

893
-
一、追加預算數893千元，包括:
　　人事費50千元
　　業務費737千元
　　設備及投資10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93千元
　　增列 人事費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737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6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3年度強化土石流防災整備及應變
研判計畫765千元。
2.追加103年度充實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處
所設施及設備執行計畫22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3年度充實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處所
設施及設備執行計畫106千元。

05

　　　58234301107
　　　水土保持、野溪及農路維
　　　護

100,000
-
一、追加預算數100,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0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0,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治山防洪減災治理及農路修建工程
100,000千元。

06

　　　58234301108
　　　坡地保育、利用及管理

2,200
-
一、追加預算數2,200千元，包括:
　　業務費2,2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2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2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特定水土保持區長期水土保持計畫
及其通盤檢討1,800千元。
2.追加103年度水土保持教育宣導經費400
千元。

07

　　　58234301109
　　　水利設施養護

100,000
-
一、追加預算數100,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0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0,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雨水下水道及各級排水道維護工程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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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20,000千元。
2.追加市管河川、區域排水及各級排水道
維護工程80,000千元。

　　73234300700
　　水利事務

-
-220,817

06

　　　73234300702
　　　污水工程

-
-220,817

一、追減預算數220,817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20,81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20,817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220,817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臺中市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建設經費
220,817千元。

02

合計 5,026,359
-37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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