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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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0
-500

006 　00020070000
　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

-
-500

　　32020071400
　　施政計畫綜合業務

-
-500

02

　　　32020071402
　　　綜合規劃

-
-500

一、追減預算數500千元，包括:
　　業務費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5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本會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執行
計畫經費，500千元。

02

008 　00020090000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460
-

　　32020091500
　　客家政策研究發展

100
-

02

　　　32020091501
　　　研究發展業務

100
-
一、追加預算數1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臺中東勢鯉魚伯公文化祭活動計
畫100千元。

01

　　32020091600
　　客家語言文化推廣

360
-

03

　　　32020091601
　　　文教推廣業務

360
-
一、追加預算數360千元，包括:
　　業務費3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6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6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4年客語初級班」及「104
年客語中級暨中高級班」計畫100千元。
2.追加辦理「104年客語能力初級認證輔導
班」及「104年客語能力中級暨中高級認證
輔導班」計畫40千元。
3.追加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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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辦理「104年高中職客家美食烹飪比
賽」計畫60千元。
5.追加辦理「104年度國中小、幼兒園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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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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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謠合唱比賽」計畫60千元。
6.追加辦理104年好客臺中雙月刊編印費50
千元。

019 　00020590000
　臺中市豐原區公所

150
-

　　33020590500
　　區公所業務

150
-

02

　　　33020590503
　　　人文業務

150
-
一、追加預算數150千元，包括:
　　業務費1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所辦理「2015臺中
市葫蘆墩三山國王民俗文化節」活動150千
元。

03

022 　00020620000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90
-

　　33020620500
　　區公所業務

90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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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加清水區104年健行暨支持台電公司節約
能源宣導活動90千元。

03

024 　00020640000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1,560
-

　　33020640500
　　區公所業務

1,560
-

02

　　　33020640501
　　　民政業務

1,560
-
一、追加預算數1,560千元，包括:
　　業務費1,5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56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6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臺中市大甲區客家文化生活環境
資源調查計畫1,560千元。

01

025 　00020650000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2,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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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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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650500
　　區公所業務

50
-

02

　　　33020650501
　　　民政業務

50
-
一、追加預算數5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補助辦理「臺
中市新盛國民小學20週年校慶暨社區聯合
運動會」50千元。

01

　　3302065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700
-

04

　　　3302065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700
-
一、追加預算數1,7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7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7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7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經濟部水利署104年度石岡壩清淤公益
支出補助經費1,700千元。

01

　　68020650200
　　社政業務

300
-

06

　　　68020650201
　　　社會福利

300
-
一、追加預算數300千元，包括:
　　業務費3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經濟部水利署104年度石岡壩清淤公益
支出補助經費300千元。

01

07 000700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主管

1,308,991
-5,000

001 　000718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1,308,991
-5,000

　　60071800400
　　道路橋樑工程

515,748
-5,000

05

　　　60071800401
　　　道路橋樑工程養護

-
-5,000

一、追減預算數5,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5,0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5,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潭子區福仁里台74線與福林路高架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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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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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工務大隊倉庫興建工程5,000千元。

　　　60071800403
　　　道路工程

515,748
-
一、追加預算數515,748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15,74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15,748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515,74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龍井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西南向聯
外道路工程用地費458,498千元。
2.追加國道4號神岡交流道跨越大甲溪月眉
西側南向聯絡道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服務案
42,390千元。
3.追加龍井區及梧棲區30-1-1道路開闢工
程(向上路九段至工業路)委託設計監造服
務案14,860千元。

03

　　60071800500
　　路燈管理

749,117
-

06

　　　60071800501
　　　路燈養護及增設

749,117
-
一、追加預算數749,117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749,11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49,117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749,11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經濟部能源局推動補助「水銀路燈落
日計畫」749,117千元。

01

　　72071800100
　　景觀工程

44,126
-

08

　　　72071800103
　　　景觀工程

44,126
-
一、追加預算數44,126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4,12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4,126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4,12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臺中市市區道路景觀與人行環境建
設綱要計畫2,304千元。
2.追加臺中之心─臺中市中心人行步道及
自行車道路網改善計畫1,598千元。
3.追加臺中好行，西城漫步-臺中市民生藝
文步道整合計畫工程案10,311千元。
4.追加104年度臺中市豐原區葫蘆墩國小通
學步道周邊景觀休憩重塑工程7,862千元。
5.追加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大道自行車道建
置工程10,422千元。
6.追加臺中市104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資
料建置(第二期)計畫1,600千元。
7.追加臺中市北屯區柳陽東西街週邊通
學、通勤步道暨景觀改善4,064千元。
8.追加臺中市南屯區向心南路徒步空間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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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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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園頭溪兩岸人行空間整合計畫965千元。
9.追加台74線高架橋下空間整體景觀休憩
設施工程委託規劃設計5,000千元。

08 00080000000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主管

30,000
-326,916

001 　00081900000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30,000
-

　　60081900200
　　交通管理業務

30,000
-

02

　　　60081900202
　　　交通工程

30,000
-
一、追加預算數30,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3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0,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臺中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建置及營
運管理計畫30,000千元。

02

003 　00081920000
　臺中市捷運工程處

-
-324,916

　　600819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324,916

02

　　　600819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324,916

一、追減預算數324,916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24,91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324,916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324,916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1.追減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補助辦理臺
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
設計畫建設經費100,000千元。
2.追減臺中市快捷巴士(BRT)藍線延伸線興
建工程計畫及後續路網規劃設計費224,916
千元。

01

004 　00081930000
　臺中市停車管理處

-
-2,000

　　60081930100
　　一般行政

-
-2,000

01

　　　60081930101
　　　行政管理

-
-2,000

一、追減預算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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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 2,0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2,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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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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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機四用地變更、促進先期規劃及招商
作業2,000千元。

09 0009000000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主管

6,000
-

001 　0009200000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6,000
-

　　59092000500
　　建管業務

6,000
-

03

　　　59092000502
　　　建照審核及管理

1,500
-
一、追加預算數1,5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5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4年度建立綠建築審核及抽查制
度執行計畫1,500千元。

02

　　　59092000505
　　　住屋管理

4,500
-
一、追加預算數4,500千元，包括:
　　業務費4,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5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4年度內政部補助本府興辦東
區東勢子段社會住宅先期規劃案1,500千
元。
2.追加辦理104年度內政部補助本府興辦清
水區鰲峰段社會住宅先期規劃案1,500千
元。
3.追加辦理104年度內政部補助本府興辦太
平區永億段社會住宅先期規劃案1,500千
元。

05

10 001000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54,080
-

001 　00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44,604
-

　　58102100200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

44,604
-

02

　　　58102100201
　　　農政及作物生產輔導

19,360
-
一、追加預算數19,360千元，包括:
　　人事費664千元
　　業務費5,191千元
　　獎補助費13,50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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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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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0千元
　　增列 人事費664千元
　　增列 業務費5,19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3,505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4年度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計
畫950千元。
2.追加辦理104年度雜糧特作產業結構調整
暨建構產業新價值鏈計畫1,371千元。
3.追加辦理104年度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與
管制計畫384千元。
4.追加辦理104年度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
計畫-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僱用短工計畫
3,170千元。
5.追加辦理104年度強化植物有害生物防範
措施計畫3,48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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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千元。

　　　58102100202
　　　農會及休閒農業輔導

21,767
-
一、追加預算數21,767千元，包括:
　　人事費70千元
　　業務費1,949千元
　　獎補助費19,74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1,767千元
　　增列 人事費7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94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9,748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4年度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計
畫719千元。
2.追加辦理104年度休閒農業區輔導計畫
19,628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4年度休閒農業區輔導計畫
1,420千元。

02

　　　58102100203
　　　畜牧行政輔導

374
-
一、追加預算數374千元，包括:
　　業務費37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74千元
　　增列 業務費374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4年度強化畜牧場斃死畜禽管理
計畫374千元。

03

　　　58102100204
　　　農地利用與管理

3,103
-
一、追加預算數3,103千元，包括:
　　人事費40千元
　　業務費148千元
　　獎補助費2,91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103千元
　　增列 人事費4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4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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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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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補助費2,915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4年度推動優良農地整合加值利
用計畫3,103千元。

002 　00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7,176
-

　　58102110700
　　動物保護與管理

3,509
-

02

　　　58102110701
　　　動物保護

3,249
-
一、追加預算數3,249千元，包括:
　　人事費58千元
　　業務費1,941千元
　　獎補助費1,2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249千元
　　增列 人事費58千元
　　增列 業務費1,94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2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加強動物保護行政效能計畫3,249千
元。

01

　　　58102110703
　　　獸醫行政

260
-
一、追加預算數260千元，包括:
　　人事費20千元
　　業務費24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60千元
　　增列 人事費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4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寵物及野生動物疾病防治計畫260千
元。

03

　　58102110800
　　動物防疫與檢驗

3,667
-

03

　　　58102110801
　　　豬病防疫

2,481
-
一、追加預算數2,481千元，包括:
　　人事費75千元
　　業務費2,40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481千元
　　增列 人事費75千元
　　增列 業務費2,40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畜禽動物疾病防治計畫277千元。
2.追加豬瘟及口蹄疫撲滅計畫820千元。
3.追加豬隻口蹄疫防疫階段策略之強化工
作計畫1,384千元。

01

　　　58102110802
　　　病性鑑定及水產防疫

84
-
一、追加預算數84千元，包括:
　　業務費8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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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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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千元
　　增列 業務費8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水產動物疾病防治計畫84千元。

　　　58102110803
　　　草食動物禽病防疫

677
-
一、追加預算數677千元，包括:
　　人事費10千元
　　業務費66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77千元
　　增列 人事費10千元
　　增列 業務費66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人畜共通之動物傳染病防治計畫508
千元。
2.追加草食動物口蹄疫等重要疾病防治計
畫169千元。

03

　　　58102110804
　　　動物藥品管理

425
-
一、追加預算數425千元，包括:
　　人事費30千元
　　業務費39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25千元
　　增列 人事費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9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4年違法屠宰行為查緝計畫290千
元。
2.追加加強動物用藥品抽查取締及宣導工
作計畫135千元。

04

003 　00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2,300
-

　　58102120900
　　漁業及海岸管理

2,300
-

02

　　　58102120901
　　　漁業行政及漁港管理

2,300
-
一、追加預算數2,300千元，包括:
　　人事費30千元
　　業務費896千元
　　獎補助費1,37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300千元
　　增列 人事費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89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37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2015臺中梧棲小卷季計畫500千
元。
2.追加辦理104年度臺中市濕地型保護區經
營管理計畫1,8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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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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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001200000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主管

51,420
-

001 　001223000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51,420
-

　　66122300200
　　社會保險

49,230
-

01

　　　66122300201
　　　社會保險

49,230
-
一、追加預算數49,23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49,23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9,23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9,23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補助身心障礙者自付部分保險費。(含
不列入媒體資料交換之身心障礙者保費補
助)49,230千元。

01

　　68122300200
　　社政業務

2,190
-

04

　　　68122300201
　　　社會福利

2,190
-
一、追加預算數2,19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19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19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19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4年度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
服務佈建計畫」2,190千元。

01

14 0014000000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主管

1,980
-

001 　0014270000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1,980
-

　　77142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980
-

05

　　　77142709001
　　　局本部建築及設備

1,980
-
一、追加預算數1,98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9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98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9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后里區路口監視系統建置案990千
元。
2.追加大安區路口錄影監視系統申請補助
案99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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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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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0015000000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主管

13,980
-

001 　0015300000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13,980
-

　　33153001200
　　消防業務

1,529
-

02

　　　33153001202
　　　火災預防

116
-
一、追加預算數116千元，包括:
　　業務費11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6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內政部消防署104年評鑑本市績優
婦女防火宣導隊充實救災裝備補助案（購
置家庭逃生路線宣導帆布、伸縮易拉展、
工作服(短袖)等）116千元。

02

　　　33153001204
　　　災害搶救

1,413
-
一、追加預算數1,413千元，包括:
　　業務費1,41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413千元
　　增列 業務費1,41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內政部補助購置個人用救命器
1,100千元。
2.追加辦理內政部消防署104年評鑑本市績
優災害防救團體充實救災裝備補助案(購置
工作(救助)服等)313千元。

04

　　331530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2,451
-

04

　　　331530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2,451
-
一、追加預算數12,451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2,45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451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2,45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內政部消防署104年評鑑本市績
優婦女防火宣導隊充實救災裝備補助案
（購置電腦)25千元。
2.追加辦理內政部補助購置熱顯像儀
11,400千元。
3.追加辦理內政部補助購置熱顯像儀五用
氣體偵測器組180千元。
4.追加辦理內政部消防署104年評鑑本市績
優災害防救團體充實救災裝備補助案（購
置拖船架、拋繩槍、船外機等)737千元。
5.追加辦理內政部消防署104年評鑑本市績
優婦女防火宣導隊充實救災裝備補助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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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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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置多功能事務機、碎紙機等)109千
元。

16 001600000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主管

175,033
-

001 　001631000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75,033
-

　　70163100200
　　衛生業務

174,958
-

02

　　　70163100202
　　　醫事管理工作

150,000
-
一、追加預算數150,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080千元
　　獎補助費148,92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50,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8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48,92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65歲以上銀髮族全口活動式假牙裝置
補助計畫150,000千元。

02

　　　70163100206
　　　保健工作

24,958
-
一、追加預算數24,958千元，包括:
　　人事費50千元
　　業務費6,273千元
　　獎補助費18,63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4,958千元
　　增列 人事費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6,27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8,63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衛生保健工作計畫1,192千元。
2.追加菸害防制工作計畫5,131千元。
3.追加優生保健法及「優生保健措施減免
或補助費用」申領計劃18,635千元。

06

　　701631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75
-

05

　　　701631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75
-
一、追加預算數75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7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7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菸害防制工作計畫75千元。

01

17 00170000000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主管

4,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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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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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7
-

　　73173500200
　　環境保護業務

4,237
-

02

　　　73173500203
　　　水質及土壤保護業務

4,237
-
一、追加預算數4,237千元，包括:
　　業務費4,23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237千元
　　增列 業務費4,23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委託廠商辦理臺中市流域污染總量
管理及點源污染削減計畫-臺中市大肚橋上
游污染熱區、潭子加工出口區及中科園區
稽查管制暨民眾參與巡守推廣計畫2,570千
元。
2.追加委託廠商辦理臺中市強化海洋污染
緊急應變能力及港區污染熱區稽查管制計
畫830千元。
3.追加委託廠商辦理「103年度大安溪內灣
白布帆河段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
業」-「104年河川巡守隊經營運作輔導計
畫」837千元。

03

18 001800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1,568
-

002 　00183630000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1,568
-

　　53183630600
　　文教活動

1,568
-

02

　　　53183630608
　　　有形文化資產維護

968
-
一、追加預算數968千元，包括:
　　業務費96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968千元
　　增列 業務費96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歷史建築臺中市役所委託營運
移轉(OT)計畫68千元。
2.追加辦理歷史建築北溝故宮文物典藏山
洞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900千元。

01

　　　53183630609
　　　無形文化資產維護

600
-
一、追加預算數600千元，包括:
　　業務費6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6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臺中地區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
及相關人士訪談暨出版計畫600千元。

02

丁 - 40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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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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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23 002300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主管

57,808
-

001 　00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57,808
-

　　58234301100
　　水利事務

57,808
-

02

　　　58234301103
　　　水利規劃

8,945
-
一、追加預算數8,945千元，包括:
　　業務費8,94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945千元
　　增列 業務費8,94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臺中市綠川水質及環境改善規劃設計
計畫8,945千元。

03

　　　58234301104
　　　水利管理及水權登記

7,530
-
一、追加預算數7,530千元，包括:
　　業務費5,020千元
　　設備及投資1,710千元
　　獎補助費8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5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02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71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800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大安溪內灣段白布帆河段疏濬工程
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104年大臺中水資
源媒體整合宣導計畫3,000千元。
2.追加大安溪內灣段白布帆河段疏濬工程
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104年臺中市自主
防災社區維運計畫2,020千元。
3.追加大安溪內灣段白布帆河段疏濬工程
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東勢區公所800千
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大安溪內灣段白布帆河段疏濬工程兼
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東勢區公所1,710千
元。

04

　　　58234301106
　　　防災工程及防災整備

9,333
-
一、追加預算數9,333千元，包括:
　　人事費42千元
　　業務費3,600千元
　　設備及投資5,69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9,333千元
　　增列 人事費42千元
　　增列 業務費3,600千元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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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增列 設備及投資5,691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4年度強化土石流防災整備及應變
研判計畫765千元。
2.追加104年度充實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處
所設施及設備執行計畫77千元。
3.追加104年度流域綜合治理計畫2,800千
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4年度充實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處
所設施及設備執行計畫51千元。
2.追加104年度流域綜合治理計畫5,640千
元。

　　　58234301107
　　　水土保持、野溪及農路維
　　　護

30,000
-
一、追加預算數30,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0,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0,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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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千元。

06

　　　58234301108
　　　坡地保育、利用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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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工
作計畫2,000千元。

07

合計 1,709,407
-33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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