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一

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總    計 992,231 1,212,384 2,204,615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小計 690 0 690

原住民

族事務

委員會

辦理本市和平區補辦增劃編

原住民保留地之林班地布設

控制點及圖根點等經費

690 690

客家事務委員會小計 900 (5,000) (4,100)

籌建臺中市客家多功能文化

園區-建造客家故事館(工程

款)

(5,000) (5,000)

客語薪傳師傳習補助計畫 400 400

補助團體推展客家學術文化

活動
500 500

北屯區公所小計 176 0 176

北屯區

公所

臺中市廍子水資源回收中心

回饋金計畫
176 176

豐原區公所小計 0 1,613 1,613

后里區應急垃圾衛生掩埋場

回饋金計畫
113 113

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

設施工程
1,500 1,500

大里區公所小計 4,627 1,000 5,627

太平區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

金計畫
227 227

大里區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

金計畫
4,400 4,400

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

設施工程
1,000 1,000

太平區公所小計 599 1,363 1,962

廍子水資源回收中心回饋金

計畫
54 54

太平區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

金計畫
545 363 908

105年度臺中市地方總預算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案市庫負擔款項目彙計表

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客家事

務委員

會

太平區

公所

大里區

公所

豐原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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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太平區

公所

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

設施工程
1,000 1,000

清水區公所小計 281 598 879

清水區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

金計畫
281 98 379

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

設施工程
500 500

沙鹿區公所小計 755 204 959

沙鹿區

公所

沙鹿區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

金計畫
755 204 959

大甲區公所小計 474 11,900 12,374

大甲區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

金計畫
474 474

臺中市大甲區日南驛站周邊

休憩空間改善工程(第二

期)(配合款)

9,000 9,000
墊付

案

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

設施工程
2,000 2,000

臺中市大甲區文武里等五里

活動中心基礎公共設施改善

計畫(配合款)

900 900

東勢區公所小計 0 322 322

后里區應急垃圾衛生掩埋場

回饋金計畫
22 22

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

設施工程
300 300

梧棲區公所小計 0 500 500

梧棲區

公所

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

設施工程
500 500

烏日區公所小計 15,513 892 16,405

烏日區

公所

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

補助-全區家戶垃圾處理清

潔規費稽徵費用

14,805 14,805

清水區

公所

大甲區

公所

東勢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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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

補助-監督會外縣市參訪活

動

500 500

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

補助-辦公廳舍周邊綠美化
100 100

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

補助-烏日區災民收容所修

繕經費

567 567

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

補助-公墓周邊樹木修剪及

綠美化

(567) (567)

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

補助-學田里購置公害監督

巡守電動機車

80 80

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

補助-學田里辦理文康、藝

文、體育、敬老慈幼活動或

觀摩及地方民俗節慶活動

108 108

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

補助-學田里辦理回饋金計

畫

(188) (188)

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補助-

本區前竹里及五光里辦理獎

助學金生育補助金等費用

73 73

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補助-

本區前竹里及五光里辦理文

康聯誼及其他社會福利活動

等費用

(73) (73)

柳川河畔生態保護健走運動

推廣計畫
155 155

辦理「櫻是烏日美-溪尾賞

櫻活動」
(155) (155)

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

設施工程
1,000 1,000

神岡區公所小計 0 1,250 1,250

神岡區

公所

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

設施工程
1,250 1,250

烏日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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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

大肚區公所小計 208 1,376 1,584

大肚區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

金回饋大東里居民文康、體

育、藝文、敬老慈幼暨環境

教育、垃圾分類宣導活動

208 208

大肚區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

金回饋大東里等各里公共設

施之興建及其維護管理、環

境衛生及綠美化事項工程

626 626

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

設施工程
750 750

大雅區公所小計 0 1,000 1,000

大雅區

公所

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

設施工程
1,000 1,000

后里區公所小計 0 1,104 1,104

后里區

公所

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金-后

里區廣福里道路排水工程
1,104 1,104

霧峰區公所小計 172 1,535 1,707

霧峰區(當地區)垃圾衛生掩

埋場回饋金-辦理環保業務

宣導等活動(舊正里及萬豐

里)

172 172

霧峰區(當地區)垃圾衛生掩

埋場回饋金-辦理路面修復

等公共設施改善工程(舊正

里及萬豐里)

735 735

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

設施工程
800 800

潭子區公所小計 241 1,307 1,548

潭子區

公所

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金-回

饋聚興里噴藥消毒機周邊設

備及耗材、清潔及環保相關

用品購置及環保參訪活動等

241 241

霧峰區

公所

大肚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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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

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金-回

饋聚興里豐興路一段1巷八

堡圳沿線白鐵護欄設置及補

強工程、飲水機及噴藥消毒

機購置等

307 307

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

設施工程
1,000 1,000

龍井區公所小計 112 336 448

垃圾處理場所回饋金-辦理

本區回饋里之文康及藝文活

動宣導等經費

112 112

垃圾處理場所回饋金-辦理

本區回饋里之環境綠美化及

維護等工程

336 336

外埔區公所小計 474 1,000 1,474

外埔區垃圾掩埋場回饋金計

畫
474 474

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

設施工程
1,000 1,000

大安區公所小計 474 14,100 14,574

大安區垃圾掩埋場回饋金計

畫
474 474

臺中市大安區濱海廊道觀光

環境營造計畫(配合款)
13,500 13,500

墊付

案

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

設施工程
600 600

新社區公所小計 0 350 350

新社區

公所

區轄道路標誌標線交通管制

設施工程 350 350

民政局小計 13,630 0 13,630

民政局 里鄰長工作外套 13,630 13,630

外埔區

公所

大安區

公所

龍井區

公所

潭子區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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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教育局小計 600,000 0 600,000

托育一條龍─幼兒學前教育

補助方案
600,000 600,000

體育處小計 5,523 0 5,523

北區水源段186-9地號土地

補徵102-104年度地價稅差

額

2,256 2,256

105年地價稅差額 2,510 2,510

核增法定編制人員4人所需

人事費
757 757

經濟發展局小計 17,683 0 17,683

經濟發

展局

第一廣場102年度至105年度

私立仁愛之家基地租金
17,683 17,683

建設局小計 0 755,196 755,196

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聯絡道

延伸至芬園段新闢工程
119,011 119,011

道路橋樑養護小型工程計畫 200,000 200,000

大雅區學雅段148及147部分

地號土地用地徵收 27,000 27,000

東區信義街打通銜接臺糖區

徵工程費
4,144 4,144

國4神岡聯絡道至中清路高

鐵橋下道路開闢工程委託技

術服務費

5,041 5,041

路平專案計畫 400,000 400,000

交通局小計 6,000 232,924 238,924

105年度臺中市交通管制設

施工程
30,000 30,000

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資本

額提撥計畫
200,000 200,000

雙港輕軌系統延伸路網可行

性研究
6,000 6,000

花毯節交通疏運計畫 2,788 2,788

教育局

體育處

交通局

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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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
105年度臺中市交控設施新

建暨維護工程
136 136

公共運輸處小計 8,000 0 8,000

公共運

輸處

臺中市公車跨縣市(苗栗、

彰化及南投)營運計畫(市庫

配合款)

8,000 8,000

捷運工程處小計 (1,044) 40,000 38,956

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額提撥計畫
(10,000) (10,000)

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

發投資案徵求作業費
(1,044) (1,044)

臺灣大道公車專用道路面封

層計畫
50,000 50,000

都市發展局小計 1,200 26,737 27,937

105年度社會住宅委託規劃

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
26,737 26,737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厝段社會

住宅BOT案規劃設計期間履

約管理服務

1,200 1,200

農業局小計 8,359 0 8,359

強化農業資訊調查與預警制

度計畫
3,249 3,249

105年度強化農會主管機關

輔導功能計畫
110 110

105年新社花海活動之「接

駁車經費」、「義交協勤

費」及「灑水車、接駁站及

停車場整地費用」

5,000 5,000

46 46

(46) (46)

動物保護防疫處小計 0 5,964 5,964

動物保

護防疫

處

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

計畫
5,964 5,964

墊付

案

都市發

展局

農業局

強化畜牧場斃死畜禽管理計

畫(科目調整)

捷運工

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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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社會局小計 301,191 0 301,191

臺中市老人參加全民健康保

險保險費自付額補助
300,000 300,000

補徵北區水源段186-9地號

100年至101年地價稅差額
1,191 1,191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小計
0 0 0

補助成人保護及性侵害保護

性個案庇護費用
2,250 2,250

委託機關或團體辦理社工人

身安全及教育訓練方案
(250) (250)

補助社團法人中華育幼機構

兒童關懷協會辦理臺中市少

年自立生活適應及宿舍補助

協助方案

(900) (900)

補助兒童及少年保護安置及

寄養服務
(1,100) (1,100)

補助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

人計畫(含緊急生活扶助、

非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

之醫療及身心治療、諮商與

輔導、訴訟及律師、房屋租

金、子女生活、機票及其他

經評估認有必要之費用等)

1,200 1,200

委託機關或團體辦理兒童及

少年保護個案家庭處遇服務

(含施虐者強制性親職教育

及追蹤輔導、兒童少年保護

及家庭處遇評估研究)

(1,200) (1,200)

消防局小計 0 19,846 19,846

消防局
第三救災救護大隊車籠埔分

隊新建工程
14,846 14,846

社會局

家庭暴

力及性

侵害防

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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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消防局

消防廳舍耐震能力補強改善

工程(新社分隊、四平分隊

及大里分隊)

5,000 5,000

文化局小計 (1,766) 4,360 2,594

105年度「博物館與地方文

化館發展計畫」
(1,766) 3,560 1,794

太平買菸場再利用內部裝修

工程委託展示資料蒐集及規

劃設計監造作業

800 800

文化資產處小計 4,519 (11,893) (7,374)

財團法人臺中市大里杙福興

宮軟身媽祖被指定為重要古

物保存環境提升計畫(配合

款)

394 394

市定古蹟「清水黃家瀞園」

修復工程(含監造及工作報

告書)

(30,000) (30,000)

105年臺中市遺址監管及管

理維護計畫(配合款)
916 916

墊付

案

市定古蹟外埔劉秀才宅修復

及再利用計畫(配合款)
486 486

墊付

案

市定古蹟彰化銀行繼光街宿

舍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配合

款)

600 600
墊付

案

臺中樂成宮宮廟文物調查研

究計畫(配合款)
582 582

墊付

案

臺中市和平區大甲溪流域泰

雅族slamaw(斯拉

茂)sqoyaw(司加耶武)群口

述傳統研究調查計畫(配合

款)

610 610
墊付

案

臺中市和平區大甲溪流域泰

雅族slamaw(斯拉茂)群傳統

男子工藝調查計畫(配合款)

725 725
墊付

案

文化局

文化資

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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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說　　明 備註
預算金額

臺中市傳統藝術-粧佛(脫胎

造像)保存調查計畫(配合

款)

600 600
墊付

案

臺中市古物大北門曲奏迎神

扁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配

合款)

392 392
墊付

案

臺中市市定古蹟筱雲山莊第

三期修復暨再利用工程(含

監造及工作報告書)(配合

款)

17,321 17,321
墊付

案

地方稅務局小計 2,280 0 2,280

地方稅

務局
使用牌照稅委辦費 2,280 2,280

水利局小計 960 102,500 103,460

105年度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新設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計畫
960 960

臺中市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

改善工程（中正柳橋~南屯

柳橋）

22,500 22,500

治山防洪減災治理及農路修

建工程
80,000 80,000

水利局

文化資

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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