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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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34
-20,705

002 　00020030000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640
-

　　32020030400
　　公共關係業務

640
-

04

　　　32020030402
　　　國際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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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業務需要，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參加世界大都會協會年費(含城市
與地方政府聯合會)及國際姊妹市協會年費
640千元，以維持本市會籍。

02

007 　00020080000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

24,146
-1,872

　　33020080200
　　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

8,192
-281

02

　　　33020080202
　　　教育文化

6,667
-40

一、追加預算數6,667千元，包括:
　　業務費830千元
　　獎補助費5,83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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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6,627千元
　　增列 業務費83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5,837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4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106年度原住民職業訓練-辦理部落
農產品加工暨網路行銷班計畫830千元。
2.追加105年度原住民幼兒學前教育經費增
撥補助3,787千元。
3.追加國民中小學原住民學生及原住民貧
困學生學校營養午餐經費2,050千元。
4.追減發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合
格學生獎學金40千元。

02

　　　33020080203
　　　社會福利

1,500
-241

一、追加預算數1,5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500千元
　　追減預算數241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4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5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50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4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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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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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106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促進原住
民就業暨增進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服務計畫
1,500千元。
2.追減106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計畫
230千元。
3.追減106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社會
工作人員執業安全保障計畫11千元。

　　　33020080204
　　　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

25
-
一、追加預算數25千元，包括:
　　業務費2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5千元
　　增列 業務費2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6年度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地方文
化館)改善計畫25千元。

04

　　33020080300
　　原住民土地管理業務

1,973
-1,591

03

　　　33020080301
　　　原住民土地管理業務

1,973
-1,591

一、追加預算數1,973千元，包括:
　　業務費1,065千元
　　獎補助費908千元
　　追減預算數1,591千元，包括:
　　業務費484千元
　　獎補助費1,10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82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65千元
　　減列 業務費48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908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10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106年度原住民保留地違規利用處理
計畫1,060千元。
2.追加106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發與管理經
營細部實施計畫-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計
畫792千元。
3.追加106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發與管理經
營細部實施計畫-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計
畫－原住民族土地政策法令意見交流計畫
60千元。
4.追加106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發與管理經
營細部實施計畫－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
計畫－複丈分割地籍整理計畫50千元。
5.追加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計畫-所有權
移轉及他項權利設定作業費11千元。
6.追減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執行計畫484
千元。
7.追減原住民族保留地可利用限度查定調
整更正計畫47千元。
8.追減原住民保留地違規利用處理計畫
1,06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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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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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080400
　　原住民經濟建設業務

6,943
-

04

　　　33020080402
　　　住宅業務

6,943
-
一、追加預算數6,943千元，包括:
　　業務費643千元
　　獎補助費6,3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943千元
　　增列 業務費64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3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臺中市霧峰區錦州段900及916地
號、太平區內湖段777地號土地租金費用
593千元。
2.追加106年度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建構及修
繕住宅補助實施計畫50千元。
3.追加臺中市霧峰區花東新村、太平區自
強新村原地重建期間臨時安置專案補助實
施計畫6,300千元。

02

　　330200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7,038
-

06

　　　3302008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7,038
-
一、追加預算數7,038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6,758千元
　　獎補助費2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038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6,75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臺中市霧峰區錦州段900及916地
號、太平區內湖段777地號建物拆除工程
6,639千元。
2.追加106年度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地方
文化館)改善計畫119千元。
3.追加105年度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
計畫(第三次核定)280千元。

01

008 　00020090000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3,550
-

　　32020091500
　　客家政策研究發展

3,450
-

02

　　　32020091501
　　　研究發展業務

3,450
-
一、追加預算數3,450千元，包括:
　　業務費2,508千元
　　獎補助費94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4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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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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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94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2017臺中東勢新丁粄節」活
動750千元。
2.追加辦理「2017臺中巧聖仙師文化祭」
活動2,000千元。
3.追加辦理「臺中市2017客家桐花祭」活
動500千元。
4.追加辦理「2017中區客家美食料理比
賽」200千元。

　　32020091600
　　客家語言文化推廣

100
-

03

　　　32020091601
　　　文教推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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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語言研習」、「客家美食
研習」100千元。

01

011 　00020510000
　臺中市中區區公所

-
-1,629

　　33020510500
　　區公所業務

-
-1,629

02

　　　33020510501
　　　民政業務

-
-1,629

一、追減預算數1,629千元，包括:
　　業務費621千元
　　獎補助費1,00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629千元
　　減列 業務費621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008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鄰長相關費用1,629千元。

01

012 　00020520000
　臺中市東區區公所

-
-478

　　33020520500
　　區公所業務

-
-478

02

　　　33020520501
　　　民政業務

-
-478

一、追減預算數478千元，包括:
　　業務費70千元
　　獎補助費40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478千元
　　減列 業務費7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40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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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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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業務需要，其內容為:
追減辦理鄰編組及調整業務相關經費478千
元。

013 　00020530000
　臺中市西區區公所

-
-634

　　33020530500
　　區公所業務

-
-634

02

　　　33020530501
　　　民政業務

-
-634

一、追減預算數634千元，包括:
　　業務費154千元
　　獎補助費4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634千元
　　減列 業務費154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48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鄰長相關費用634千元。

01

014 　00020540000
　臺中市南區區公所

-
-697

　　33020540500
　　區公所業務

-
-697

02

　　　33020540501
　　　民政業務

-
-697

一、追減預算數697千元，包括:
　　業務費169千元
　　獎補助費52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697千元
　　減列 業務費169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528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鄰編組調整計畫相關費用697千元。

01

015 　00020550000
　臺中市北區區公所

-
-602

　　33020550500
　　區公所業務

-
-602

02

　　　33020550501
　　　民政業務

-
-602

一、追減預算數602千元，包括:
　　業務費146千元
　　獎補助費45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602千元
　　減列 業務費146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456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辦理鄰編組及調整業務相關經費602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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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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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 　00020560000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861
-

　　33020560500
　　區公所業務

861
-

02

　　　33020560501
　　　民政業務

861
-
一、追加預算數861千元，包括:
　　業務費477千元
　　獎補助費38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61千元
　　增列 業務費47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8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鄰編組調整計畫，鄰長相關經費
861千元。

01

017 　00020570000
　臺中市南屯區公所

3,435
-

　　33020570500
　　區公所業務

1,560
-

02

　　　33020570501
　　　民政業務

1,560
-
一、追加預算數1,560千元，包括:
　　業務費864千元
　　獎補助費69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560千元
　　增列 業務費86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9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鄰編組調整計畫，鄰長相關經費1,560
千元。

01

　　68020570200
　　社政業務

1,875
-

05

　　　68020570201
　　　社會福利

1,875
-
一、追加預算數1,875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87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87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87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本區重陽節敬老禮金經費1,875千元。

01

018 　00020580000
　臺中市北屯區公所

3,607
-

　　33020580500
　　區公所業務

215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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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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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580501
　　　民政業務

215
-
一、追加預算數215千元，包括:
　　業務費119千元
　　獎補助費9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15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9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鄰編組調整新增鄰長相關經費215千
元。

01

　　68020580200
　　社政業務

3,392
-

05

　　　68020580201
　　　社會福利

3,392
-
一、追加預算數3,392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3,39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392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39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敬老禮金經費3,392千元。

01

019 　00020590000
　臺中市豐原區公所

1,077
-2,549

　　33020590500
　　區公所業務

250
-2,549

02

　　　33020590501
　　　民政業務

-
-2,549

一、追減預算數2,549千元，包括:
　　業務費1,037千元
　　獎補助費1,51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549千元
　　減列 業務費1,037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512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辦理鄰編組調整計畫鄰長相關經費
2,549千元。

01

　　　33020590503
　　　人文業務

250
-
一、追加預算數250千元，包括:
　　業務費2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2016臺中市葫蘆墩三山國王民
俗文化節」活動250千元。

03

　　330205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827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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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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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59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827
-
一、追加預算數827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82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27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82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
饋計畫工程827千元。

01

020 　00020600000
　臺中市大里區公所

592
-

　　33020600500
　　區公所業務

592
-

02

　　　33020600501
　　　民政業務

592
-
一、追加預算數592千元，包括:
　　業務費328千元
　　獎補助費26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92千元
　　增列 業務費32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6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鄰編組調整計畫592千元。

01

021 　00020610000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8,377
-

　　33020610500
　　區公所業務

377
-

02

　　　33020610501
　　　民政業務

377
-
一、追加預算數377千元，包括:
　　業務費209千元
　　獎補助費16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77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6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鄰編組調整計畫相關經費377千元。

01

　　330206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8,000
-

04

　　　330206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8,000
-
一、追加預算數8,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8,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8,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新興、新光、新高聯合里活動中心興
建工程8,0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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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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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 　00020620000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4,530
-2,124

　　33020620500
　　區公所業務

-
-2,124

02

　　　33020620501
　　　民政業務

-
-2,124

一、追減預算數2,124千元，包括:
　　業務費516千元
　　獎補助費1,60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124千元
　　減列 業務費516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608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鄰長平安團體保險、文康活動、訓
練、報費或鄰長上網費、交通補助等經費
2,124千元。

01

　　330206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4,530
-

04

　　　330206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4,530
-
一、追加預算數4,53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53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53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53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興建秀水、武鹿聯合里活動中心經費
4,530千元。

01

023 　00020630000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
-667

　　33020630500
　　區公所業務

-
-667

02

　　　33020630501
　　　民政業務

-
-667

一、追減預算數667千元，包括:
　　業務費211千元
　　獎補助費45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667千元
　　減列 業務費211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456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鄰編組調整計畫667千元。

01

024 　00020640000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
-761

　　33020640500
　　區公所業務

-
-76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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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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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640501
　　　民政業務

-
-761

一、追減預算數761千元，包括:
　　業務費185千元
　　獎補助費57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761千元
　　減列 業務費185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576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辦理鄰編組調整計畫761千元。

01

025 　00020650000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39,119
-1,292

　　33020650100
　　一般行政

330
-

01

　　　33020650101
　　　行政管理

330
-
一、追加預算數330千元，包括:
　　業務費33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3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
育與回饋計畫330千元。

01

　　33020650500
　　區公所業務

9,490
-1,292

02

　　　33020650501
　　　民政業務

-
-1,292

一、追減預算數1,292千元，包括:
　　業務費332千元
　　獎補助費9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292千元
　　減列 業務費332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96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鄰長相關經費1,292千元。

01

　　　33020650502
　　　經建業務

1,490
-
一、追加預算數1,490千元，包括:
　　業務費1,49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49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49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
育與回饋計畫1,490千元。

02

　　　33020650503
　　　人文業務

8,000
-
一、追加預算數8,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8,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8,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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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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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育與回饋計畫7,000千元。
2.追加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
保育與回饋繳還撥交計畫1,000千元。

　　3302065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7,424
-

04

　　　3302065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7,424
-
一、追加預算數17,424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7,42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7,424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7,42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4年馬鞍水庫清淤土石販售案補助
計畫1,720千元。
2.追加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
保育與回饋計畫13,391千元。
3.追加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
保育與回饋繳還撥交計畫2,313千元。

01

　　58020651000
　　農林管理業務

6,875
-

05

　　　58020651001
　　　農林管理業務

6,875
-
一、追加預算數6,875千元，包括:
　　業務費6,87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875千元
　　增列 業務費6,87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4年馬鞍水庫清淤土石販售案補助
計畫1,413千元。
2.追加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
保育與回饋計畫4,462千元。
3.追加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
保育與回饋繳還撥交計畫1,000千元。

01

　　68020650200
　　社政業務

5,000
-

06

　　　68020650201
　　　社會福利

5,000
-
一、追加預算數5,0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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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補助費5,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
育與回饋計畫5,000千元。

01

026 　00020660000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3,956
-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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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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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660500
　　區公所業務

-
-2,171

02

　　　33020660501
　　　民政業務

-
-2,171

一、追減預算數2,171千元，包括:
　　業務費827千元
　　獎補助費1,34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171千元
　　減列 業務費827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344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1.追減鄰編組調整計畫2,115千元。
2.追減區內路口監視器保養維護費56千
元。

01

　　330206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900
-

04

　　　3302066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900
-
一、追加預算數3,9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9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9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9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公廳舍四樓禮堂空調設備汰換工程
3,900千元。

01

　　68020660200
　　社政業務

56
-

06

　　　68020660201
　　　社會福利

56
-
一、追加預算數56千元，包括:
　　人事費5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6千元
　　增列 人事費5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約僱人員晉級差額為56千元。

01

027 　00020670000
　臺中市烏日區公所

385
-575

　　33020670500
　　區公所業務

-
-575

02

　　　33020670501
　　　民政業務

-
-575

一、追減預算數575千元，包括:
　　業務費431千元
　　獎補助費14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575千元
　　減列 業務費431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44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1.追減鄰長相關費用19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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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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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減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執行回
饋業務相關人事經費385千元。

　　3302067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85
-

04

　　　3302067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85
-
一、追加預算數385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8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8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8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辦理106年
烏日區行道樹、園道、綠地、社區公園、
廣場等公共區域綠美化暨維護工程經費385
千元。

01

028 　00020690000
　臺中市神岡區公所

-
-381

　　33020690500
　　區公所業務

-
-381

02

　　　33020690501
　　　民政業務

-
-381

一、追減預算數381千元，包括:
　　業務費93千元
　　獎補助費28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381千元
　　減列 業務費93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88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鄰長相關費用381千元。

01

029 　00020700000
　臺中市大肚區公所

-
-1,173

　　33020700500
　　區公所業務

-
-1,173

02

　　　33020700501
　　　民政業務

-
-1,173

一、追減預算數1,173千元，包括:
　　業務費285千元
　　獎補助費88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173千元
　　減列 業務費285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888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鄰長相關費用1,173千元。

01

030 　00020710000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4,40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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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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710500
　　區公所業務

-
-32

02

　　　33020710501
　　　民政業務

-
-32

一、追減預算數32千元，包括:
　　業務費8千元
　　獎補助費2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32千元
　　減列 業務費8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4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鄰長相關經費32千元。

01

　　330207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4,404
-

04

　　　330207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4,404
-
一、追加預算數4,404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750千元
　　獎補助費3,65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404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75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65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補
助大雅區秀山、忠義、六寶、橫山等四里
地方建設案750千元。
2.追加臺中市中科放流管沿線自來水專案
補助計畫-大雅區橫山里暨秀山里用戶接管
工程及大雅區橫山里用戶接管3,654千元。

01

031 　00020720000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950
-64

　　33020720500
　　區公所業務

-
-64

02

　　　33020720501
　　　民政業務

-
-64

一、追減預算數64千元，包括:
　　業務費16千元
　　獎補助費4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64千元
　　減列 業務費16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48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鄰長相關經費64千元。

01

　　330207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950
-

04

　　　330207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950
-
一、追加預算數95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9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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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95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9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臺中市后里區廣福里、公館里及厚里
里緊急應變廣播系統設置工程950千元。

032 　00020730000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19,506
-469

　　33020730100
　　一般行政

1,258
-146

01

　　　33020730101
　　　行政管理

1,258
-146

一、追加預算數1,258千元，包括:
　　業務費1,258千元
　　追減預算數146千元，包括:
　　業務費14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12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58千元
　　減列 業務費14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經濟部補助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印製107年日曆
水資源宣導品308千元。
2.追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
廠104年馬鞍水庫清淤土石販售案補助公文
資料建檔作業950千元。
3.追減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105年石
岡壩清淤公益支出補助計畫，編印106年水
資源宣導農民曆及日曆標餘款146千元。

01

　　33020730500
　　區公所業務

3,835
-323

02

　　　33020730501
　　　民政業務

150
-323

一、追加預算數150千元，包括:
　　業務費150千元
　　追減預算數323千元，包括:
　　業務費83千元
　　獎補助費24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73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0千元
　　減列 業務費83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4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
廠104年馬鞍水庫清淤土石販售案補助106
年里鄰長發電廠參訪活動計150千元。
2.追減鄰編組調整鄰長訓練等相關經費計
323千元。

01

　　　33020730502
　　　經建業務

1,068
-
一、追加預算數1,068千元，包括:
　　業務費1,06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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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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1,068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6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經濟部補助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
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僱用2名業務助理
薪資計1,068千元。

　　　33020730503
　　　人文業務

2,617
-
一、追加預算數2,617千元，包括:
　　業務費2,61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617千元
　　增列 業務費2,61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
廠104年馬鞍水庫清淤土石販售案補助社團
班隊藝文成果發表暨水資源宣導活動計117
千元。
2.追加經濟部補助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珍愛水資源敎
育宣導活動計500千元。
3.追加經濟部補助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大專院校生暑
期返鄉服務暨水源小尖兵夏令營計800千
元。
4.追加經濟部補助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石岡騎跡─水
鄉、果香響樂趣暨珍惜水資源宣導系列活
動計1,200千元。

03

　　330207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2,230
-

04

　　　3302073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2,230
-
一、追加預算數12,23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2,23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23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2,23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
廠104年馬鞍水庫清淤土石販售案補助金星
里活動中心設施改善計70千元。
2.追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
廠104年馬鞍水庫清淤土石販售案補助龍興
活動中心節能燈具汰換計95千元。
3.追加經濟部補助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石岡區道路改
善工程計5,462千元。
4.追加經濟部補助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石岡區排水設
施興建維護工程計5,462千元。
5.追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
廠104年馬鞍水庫清淤土石販售案補助辦公
室辦公設備汰舊換新計454千元。
6.追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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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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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廠104年馬鞍水庫清淤土石販售案補助購置
自動關防機90千元。
7.追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
廠104年馬鞍水庫清淤土石販售案補助調解
室及里長聯誼室設備汰舊換新計357千元。
8.追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
廠104年馬鞍水庫清淤土石販售案補助藝文
活動紀錄攝影機計40千元。
9.追加經濟部補助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購置影印機計
200千元。

　　68020730200
　　社政業務

2,183
-

06

　　　68020730201
　　　社會福利

2,183
-
一、追加預算數2,183千元，包括:
　　業務費2,000千元
　　獎補助費18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183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8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經濟部補助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臺中市石岡區
區民團體意外險計2,000千元。
2.追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
廠104年馬鞍水庫清淤土石販售案補助社區
水資源暨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計183千元。

01

033 　00020740000
　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
-1,395

　　33020740500
　　區公所業務

-
-1,395

02

　　　33020740501
　　　民政業務

-
-1,395

一、追減預算數1,395千元，包括:
　　業務費339千元
　　獎補助費1,05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395千元
　　減列 業務費339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056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鄰長相關費用1,395千元。

01

034 　00020750000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

1,022
-

　　33020750500
　　區公所業務

1,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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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750501
　　　民政業務

1,022
-
一、追加預算數1,022千元，包括:
　　業務費566千元
　　獎補助費45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22千元
　　增列 業務費56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5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鄰長相關費用1,022千元。

01

035 　00020760000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2,231
-

　　33020760500
　　區公所業務

431
-

02

　　　33020760501
　　　民政業務

431
-
一、追加預算數431千元，包括:
　　業務費239千元
　　獎補助費19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31千元
　　增列 業務費23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9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鄰長相關經費431千元。

01

　　58020761000
　　農林管理業務

1,800
-

05

　　　58020761001
　　　農林管理業務

1,800
-
一、追加預算數1,8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8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8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8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5年度種植水稻農業發展補助計
畫1,800千元。

01

036 　00020770000
　臺中市外埔區公所

300
-253

　　33020770500
　　區公所業務

-
-253

02

　　　33020770501
　　　民政業務

-
-253

一、追減預算數253千元，包括:
　　業務費61千元
　　獎補助費19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53千元
　　減列 業務費61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92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鄰編組調整計畫25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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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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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77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00
-

04

　　　3302077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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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加永豐活動中心修繕工程300千元。

01

037 　00020780000
　臺中市大安區公所

1,500
-126

　　33020780500
　　區公所業務

-
-126

02

　　　33020780501
　　　民政業務

-
-126

一、追減預算數126千元，包括:
　　業務費30千元
　　獎補助費9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26千元
　　減列 業務費3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96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鄰編組調整計畫費用126千元。

01

　　330207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500
-

04

　　　3302078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500
-
一、追加預算數1,5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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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及投資1,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臺中市大安區(中科放流管出口鄰近地
區)地方建設計畫經費1,500千元。

01

038 　00020790000
　臺中市新社區公所

12,746
-761

　　33020790500
　　區公所業務

3,996
-761

02

　　　33020790501
　　　民政業務

-
-761

一、追減預算數761千元，包括:
　　業務費113千元
　　獎補助費64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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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 761千元
　　減列 業務費113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648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鄰編組調整計畫費用761千元。

　　　33020790502
　　　經建業務

3,996
-
一、追加預算數3,996千元，包括:
　　業務費3,99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996千元
　　增列 業務費3,99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經濟部補助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
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費用3,996千元。

02

　　330207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8,750
-

04

　　　3302079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8,750
-
一、追加預算數8,75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8,7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75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8,7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經濟部補助106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
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8,750千元。

01

03 0003000000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11,600
-

003 　00031020000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11,600
-

　　68031020400
　　殯葬管理

11,600
-

02

　　　68031020401
　　　殯葬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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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加大甲區大埔農路拓寬工程先期規劃費
200千元。

01

　　　68031020402
　　　公墓管理

11,400
-
一、追加預算數11,4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1,4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4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4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臺中市各區公墓106年度起掘未自行清
運廢棄物之墓基清運計畫11,4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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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00500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433,170
-815,128

001 　000516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433,170
-

　　51051600300
　　教育資源管理

53,426
-

01

　　　51051600301
　　　各項教育業務

30,926
-
一、追加預算數30,926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30,92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0,92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0,92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國、私立學校改隸、移轉後競爭
型計畫配合款30,926千元。

01

　　　51051600302
　　　各項教育建設工程及設備

22,500
-
一、追加預算數22,5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2,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2,5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2,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國、私立學校改隸、移轉後競爭
型計畫配合款22,500千元。

02

　　510516005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57,244
-

02

　　　51051600501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357,244
-
一、追加預算數357,244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357,24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57,24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57,24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國、私立學校改隸、移轉後競爭
型計畫357,244千元。

01

　　510516006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22,500
-

03

　　　51051600601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22,500
-
一、追加預算數22,5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2,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2,5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2,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國、私立學校改隸、移轉後競爭
型計畫22,500千元。

01

丁 - 88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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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00051610000
　臺中市體育處

-
-815,128

　　53051610100
　　一般行政

-
-37,697

01

　　　53051610101
　　　行政管理

-
-37,697

一、追減預算數37,697千元，包括:
　　人事費37,081千元
　　業務費61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37,697千元
　　減列 人事費37,081千元
　　減列 業務費616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體育處改制為運動局移撥業務相關經
費37,697千元。

01

　　53051610200
　　體育業務

-
-309,671

02

　　　53051610201
　　　計畫業務

-
-73,756

一、追減預算數73,756千元，包括:
　　業務費73,75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73,756千元
　　減列 業務費73,756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體育處改制為運動局移撥業務相關經
費73,756千元。

01

　　　53051610202
　　　運動業務

-
-235,915

一、追減預算數235,915千元，包括:
　　人事費1,475千元
　　業務費73,555千元
　　獎補助費160,88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35,915千元
　　減列 人事費1,475千元
　　減列 業務費73,555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60,885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體育處改制為運動局移撥業務相關經
費235,915千元。

02

　　530516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467,760

03

　　　530516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467,760

一、追減預算數467,76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67,7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467,76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467,76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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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體育處改制為運動局移撥業務相關經
費467,760千元。

06 000600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主管

30,219
-3,500

001 　0006170000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30,219
-3,500

　　61061700200
　　產業發展與管理

12,000
-500

02

　　　61061700201
　　　工商業規劃與發展

6,000
-500

一、追加預算數6,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6,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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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5,5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6,0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國際產業交流經費500千元。
2.追加豐原副都心及水湳經貿園區招商暨
整體發展評估計畫500千元。
3.追減辦理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臺中市中區
東南亞國協新故鄉新地產發展計畫500千
元。
4.追加辦理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臺中市中區
東南亞國協新故鄉新地產發展計畫5,000千
元。

01

　　　61061700202
　　　招商及投資協調

6,000
-
一、追加預算數6,000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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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補助費6,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補助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辦理
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各項座談訓練講習會及
投資服務、招商等相關作業費6,000千元。

02

　　61061700400
　　商業管理及輔導

8,000
-3,000

04

　　　61061700402
　　　商圈管理及輔導

8,000
-3,000

一、追加預算數8,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8,000千元
　　追減預算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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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8,0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3,000千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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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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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辦理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臺中市社會
創新產業發展計畫3,000千元。
2.追加辦理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臺中市社會
創新產業發展計畫8,000千元。

　　61061700500
　　公用事業業務

515
-

05

　　　61061700501
　　　公用事業管理

515
-
一、追加預算數515千元，包括:
　　人事費50千元
　　業務費46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15千元
　　增列 人事費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6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6年度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
回饋計畫515千元。

01

　　61061700600
　　市場管理

7,954
-

06

　　　61061700601
　　　公民有零售市場管理

7,954
-
一、追加預算數7,954千元，包括:
　　業務費7,95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954千元
　　增列 業務費7,95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年度公有零售市場水費1,162千元。
2.追加年度公有零售市場電費3,826千元。
3.追加第一廣場106年度私立臺中仁愛之家
基地租金2,431千元。
4.追加梧棲第一市場土地租金535千元。

01

　　61061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750
-

08

　　　610617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750
-
一、追加預算數1,75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50千元
　　獎補助費1,3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75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5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3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6年度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
育回饋計畫450千元。
2.追加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市自來水用戶
設備外線補助計畫1,300千元。

01

07 000700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主管

869,705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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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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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180000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869,705
-180,000

　　60071800400
　　道路橋樑工程

745,900
-80,000

06

　　　60071800401
　　　道路橋樑工程養護

276,080
-
一、追加預算數276,08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76,0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76,08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76,0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補
助「后里區成功路路面改善工程」2,000千
元。
2.追加路平專案計畫274,080千元。

01

　　　60071800403
　　　道路工程

469,820
-80,000

一、追加預算數469,82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69,820千元
　　追減預算數80,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8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89,82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69,82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8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配合鐵路高架化車站停車場進出口
及道路打通用地費112,000千元。
2.追加國4神岡聯絡道至中清路高鐵橋下道
路開闢工程用地費75,400千元及工程費
25,000千元。
3.追加霧峰區94-12M道路開闢工程(吉峰路
至吉峰路23-9號旁道路銜接中區水資源局)
用地費63,000千元。
4.追減2018臺中國際花卉博覽會外埔園區
聯外道路用地費80,000千元。
5.追加霧峰區峰谷路(山腳巷至新生路交叉
口)道路拓寬工程(優先改善段)用地費
50,568千元及工程費29,432千元。
6.追加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路工程
81,000千元。
7.追加北屯區四平路與20M-43計畫道路口
打通工程(實施平均地權基金)7,500千元。
8.追加龍井區12-66-2號道路開闢工程
25,920千元。

03

　　60071800500
　　路燈管理

-
-100,000

07

　　　60071800501
　　　路燈養護及增設

-
-100,000

一、追減預算數100,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0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00,0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100,0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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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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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業務需要，其內容為：
追減路燈電費100,000千元。

　　60071800600
　　管線業務

17,353
-

08

　　　60071800601
　　　管線管理與維護

17,353
-
一、追加預算數17,353千元，包括:
　　業務費12,600千元
　　獎補助費4,75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7,353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6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75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6年度臺中市公共設施管線資料調
查(監驗)暨管線系統建置第5期計畫12,600
千元。
2.追加寬頻管道租金收入補繳入統一挖補
作業基金專戶4,753千元。

01

　　72071800100
　　景觀工程

65,221
-

09

　　　72071800101
　　　綠化維護

7,421
-
一、追加預算數7,421千元，包括:
　　業務費7,42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421千元
　　增列 業務費7,42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委託區公所辦理園道、綠地、行道樹
維護管養等經費7,421千元。

01

　　　72071800103
　　　景觀工程

57,800
-
一、追加預算數57,8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7,8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7,8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57,8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綠空廊道-鐵路高架化騰空廊帶簡易綠
美化工程(第一期)經費57,800千元。

03

　　72071800200
　　公園管理

41,231
-

10

　　　72071800202
　　　公園工程

41,231
-
一、追加預算數41,231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1,23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1,231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1,23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臺中市公墓遷葬綠美化計畫41,231千
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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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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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00080000000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主管

251,323
-

001 　00081900000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100,088
-

　　60081900100
　　一般行政

13,588
-

01

　　　60081900101
　　　行政管理

13,588
-
一、追加預算數13,588千元，包括:
　　業務費13,58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3,588千元
　　增列 業務費13,58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6年度交通局辦公廳舍搬遷計畫
13,588千元。

01

　　600819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86,500
-

04

　　　600819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86,500
-
一、追加預算數86,5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86,5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6,5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86,5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水湳轉運中心新建工程細部設計案
80,000千元。
2.追加106年度交通局辦公廳舍搬遷計畫
6,500千元。

01

002 　00081910000
　臺中市公共運輸處

151,235
-

　　60081910700
　　公共運輸業務

68,087
-

02

　　　60081910702
　　　營運與管理

67,439
-
一、追加預算數67,439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67,439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7,43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7,439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公
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
虧損補貼(移撥路線)」67,439千元。

02

　　　60081910703
　　　運輸稽查

648
-
一、追加預算數648千元，包括:
　　業務費64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48千元
　　增列 業務費648千元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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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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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加106年度臺中市公車智慧型站牌通訊費
648千元。

　　600819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83,148
-

03

　　　600819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83,148
-
一、追加預算數83,148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7,300千元
　　獎補助費65,84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3,148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7,3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5,84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
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第2波計畫(第2次)
-建構候車亭或集中式站牌」11,900千元。
2.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
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第2波計畫(第2次)
-候車設施太陽能照明設備」5,400千元。
3.追加交通部補助辦理「104年度公路公共
運輸提昇計畫-新闢路線-11路綠能街車」
8,370千元。
4.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
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第2波計畫(第3次)
-市區汽車客運業車輛汰舊換新」22,360千
元。
5.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
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第2波計畫(第3次)
-新闢路線-太平-高鐵臺中站-嶺東科技大
學」6,628千元。
6.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
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第2波計畫(第3次)
-新闢路線-軍福公園-旱溪-國立台灣美術
館」23,198千元。
7.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
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公車進校園專案計
畫-【151】增車補助」5,292千元。

01

09 0009000000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主管

143,908
-26,931

001 　0009200000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96,307
-26,931

　　59092000100
　　一般行政

33,225
-14,928

01

　　　59092000101
　　　行政管理

31,875
-14,928

一、追加預算數31,875千元，包括:
　　業務費31,875千元
　　追減預算數14,928千元，包括:
　　人事費14,388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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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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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費54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6,947千元
　　減列 人事費14,388千元
　　增列 業務費31,875千元
　　減列 業務費54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因應成立新機關，部分人員移撥
14,928千元。
2.追加辦理城中城、臺中雙港及社會住宅
等計畫相關費用4,000千元。
3.追加辦理辦公廳舍搬遷暨租賃事宜
27,875千元。

　　　59092000102
　　　充實經建業務設備

1,350
-
一、追加預算數1,35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3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35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3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州廳區域辦公廳舍搬遷總機及資訊系
統擴充1,350千元。

02

　　59092000400
　　都市發展

4,898
-

02

　　　59092000404
　　　都市更新

4,898
-
一、追加預算數4,898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4,89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89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89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臺中市中區綠川段三小段9地號等13筆
土地申請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補助案
4,898千元。

04

　　59092000500
　　建管業務

58,184
-12,003

03

　　　59092000503
　　　營造及施工管理

60
-
一、追加預算數60千元，包括:
　　業務費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0千元
　　增列 業務費6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本市營建剩餘資源處理場所回饋
地方計畫60千元。

03

　　　59092000504
　　　建築物安全檢查及使用管
　　　理

-
-774

一、追減預算數774千元，包括:
　　人事費77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774千元
　　減列 人事費774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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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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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減因應成立新機關，部分人員移撥774千
元。

　　　59092000505
　　　住屋管理

21,984
-11,029

一、追加預算數21,984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1,984千元
　　追減預算數11,029千元，包括:
　　業務費5,329千元
　　獎補助費5,7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955千元
　　減列 業務費5,32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1,984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5,7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臺中市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
計畫21,984千元。
2.追減豐原安康段等地地價稅4,341千元。
3.追減臺中市青年首次購屋優惠利息補貼
5,700千元。
4.追減因應成立新機關，業務及部分人員
移撥988千元。

05

　　　59092000506
　　　招牌廣告物管理

-
-200

一、追減預算數200千元，包括:
　　人事費120千元
　　業務費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00千元
　　減列 人事費120千元
　　減列 業務費8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因應成立新機關，業務及部分人員移
撥200千元。

06

　　　59092000507
　　　充實經建業務設備

36,140
-
一、追加預算數36,14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6,14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6,14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6,14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本市營建剩餘資源處理場所回
饋地方計畫140千元。
2.追加臺中文化城中城歷史空間再造計畫-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第一期工程及監造經費
36,000千元。

07

002 　00092010000
　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

47,601
-

　　59092010100
　　一般行政

34,729
-

01

　　　59092010101
　　　行政管理

34,729
-
一、追加預算數34,729千元，包括:
　　人事費34,103千元
　　業務費62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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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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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4,729千元
　　增列 人事費34,103千元
　　增列 業務費626千元
三、係因成立新機關，其內容為：
1.追加本處員工人員待遇、保險費、退休
離職儲金、不休假加班費等33,551千元。
2.追加本處約聘僱人員人事費、加班值班
費、郵電費、資訊服務費、辦公事務用品
及國內旅費等1,178千元。

　　59092010700
　　住宅業務

12,872
-

02

　　　59092010701
　　　住宅企劃及服務

11,957
-
一、追加預算數11,957千元，包括:
　　人事費564千元
　　業務費5,693千元
　　獎補助費5,7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957千元
　　增列 人事費564千元
　　增列 業務費5,69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5,700千元
三、係因成立新機關，其內容為:
1.追加約僱人員人事費及加班值班費564千
元。
2.追加豐原安康及平價住宅等地價稅4,341
千元。
3.追加行政助理酬金、辦公事務用品及國
內出差旅費1,352千元。
4.追加臺中市青年首次購屋優惠利息補貼
計畫5,700千元。

01

　　　59092010702
　　　工程開發

114
-
一、追加預算數114千元，包括:
　　人事費12千元
　　業務費10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4千元
　　增列 人事費12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2千元
三、係因成立新機關，其內容為:
追加加班值班費、辦公事務用品費及國內
出差旅費114千元。

02

　　　59092010703
　　　公寓大廈管理

801
-
一、追加預算數801千元，包括:
　　人事費540千元
　　業務費26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01千元
　　增列 人事費54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61千元
三、係因成立新機關，其內容為:
追加約僱人員人事費、加班值班費、委員
出席費、辦公事務用品費及國內出差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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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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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千元。

10 001000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14,362
-

001 　00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2,062
-

　　58102100100
　　一般行政

20
-

01

　　　58102100101
　　　行政管理

20
-
一、追加預算數20千元，包括:
　　業務費2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已核增編制員額10人，經費20千元。

01

　　58102100200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

12,042
-

02

　　　58102100201
　　　農政及作物生產輔導

3,211
-
一、追加預算數3,211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3,21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21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211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辦理105年度風災產業專案輔導措施計畫
489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辦理105年度風災產業專案輔導措施計畫
2,722千元。

01

　　　58102100202
　　　農會及休閒農業輔導

5,415
-
一、追加預算數5,415千元，包括:
　　人事費108千元
　　業務費4,157千元
　　設備及投資1,000千元
　　獎補助費1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415千元
　　增列 人事費108千元
　　增列 業務費4,157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50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6年度臺中市專案經理團隊與
社區人力增能培訓計畫3,120千元。
2.追加辦理106年度公所辦理申請參加農民
(全民)健康保險者現地勘查補助計畫96千
元。
3.追加辦理106年度休閒農場查核及輔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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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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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計畫489千元。
4.追加辦理106年度臺中市農村總合發展計
畫600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106年度休閒農場查核及輔導管
理計畫110千元。
2.追加辦理106年度臺中市農村總合發展計
畫1,000千元。

　　　58102100206
　　　農產運銷加工輔導

3,416
-
一、追加預算數3,416千元，包括:
　　人事費205千元
　　業務費3,21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416千元
　　增列 人事費205千元
　　增列 業務費3,211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2016中臺灣農業博覽會計畫
2,500千元。
2.追加委託大甲區公所辦理105年臺中市芋
頭暨農特產品創新行銷計畫500千元。
3.追加辦理106年度有機農糧產品及有機農
糧加工品檢查及檢驗計畫416千元。

05

002 　00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2,300
-

　　58102110100
　　一般行政

2,300
-

01

　　　58102110101
　　　行政管理

2,300
-
一、追加預算數2,300千元，包括:
　　人事費2,282千元
　　業務費1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300千元
　　增列 人事費2,282千元
　　增列 業務費1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核增9名編制員額人事費2,282千
元。
2.追加核增9名編制員額業務費18千元。

01

11 001100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主管

204,874
-

001 　00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93,629
-

　　61112200700
　　觀光管理

5,689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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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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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
一、追加預算數429千元，包括:
　　業務費429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29千元
　　增列 業務費429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委託顧問公司或執業技師事務所等機
構辦理臺中市臺三線東勢區及和平區客家
山林古道網路先期評估規劃案429千元。

01

　　　61112200702
　　　觀光產業管理業務

2,080
-
一、追加預算數2,080千元，包括:
　　業務費2,0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8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6年交通部觀光局協助地方政府
執行違法旅宿取締工作補助計畫等相關經
費2,080千元。

02

　　　61112200704
　　　觀光旅遊行銷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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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新社花海暨臺中國際花毯
節系列活動」及品質提升計畫相關業務經
費1,200千元。

04

　　　61112200705
　　　觀光企劃與發展

1,980
-
一、追加預算數1,980千元，包括:
　　業務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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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費1,9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106年度臺中市旅遊服務中心營運
管理補助計畫諮詢服務費用1,980千元。

05

　　611122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87,940
-

04

　　　611122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87,940
-
一、追加預算數187,94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87,94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87,94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87,94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后豐鐵馬道花樑鋼橋基礎橋墩
修復工程30,940千元。
2.追加辦理大安濱海樂園開發興建工程-大
安港媽祖主題園區30,000千元。
3.追加辦理白海豚生態館興建工程100,000
千元。

01

丁 - 101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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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追加辦理大安濱海樂園開發興建工程-周
邊景觀工程委託技術服務及連外管線規費
26,500千元。
5.追加辦理106年交通部觀光局協助地方政
府執行違法旅宿取締工作補助計畫等相關
經費-臺中市旅宿業管理資訊系統建置案
500千元。

002 　00112210000
　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

11,245
-

　　61112210800
　　風景區管理業務

1,245
-

02

　　　61112210801
　　　風景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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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加臺中市大安濱海旅客服務中心及周邊
設施OT案前置作業計畫1,245千元。

01

　　611122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00
-

03

　　　611122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00
-
一、追加預算數10,0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百里登山步道計畫-大坑登山步道整修
工程10,000千元。

01

12 001200000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主管

222,116
-13,936

001 　0012230000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217,219
-13,936

　　67122300100
　　社會救濟

74,345
-365

02

　　　67122300101
　　　社會救濟

74,345
-365

一、追加預算數74,345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74,345千元
　　追減預算數365千元，包括:
　　業務費36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73,980千元
　　減列 業務費36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74,34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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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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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低收入戶家庭生活、就學生活補
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醫療補助及住
院看護補助74,345千元。
2.追減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促進就業服
務方案人力充實計畫365千元。

　　68122300100
　　一般行政

263
-750

03

　　　68122300101
　　　行政管理

263
-750

一、追加預算數263千元，包括:
　　業務費263千元
　　追減預算數750千元，包括:
　　人事費7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487千元
　　減列 人事費7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6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行政助理1名263千元。
2.追減技工1名人事費750千元。

01

　　68122300200
　　社政業務

99,563
-12,821

04

　　　68122300201
　　　社會福利

99,563
-12,821

一、追加預算數99,563千元，包括:
　　業務費34,879千元
　　獎補助費64,684千元
　　追減預算數12,821千元，包括:
　　業務費2,323千元
　　獎補助費10,49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86,742千元
　　增列 業務費34,879千元
　　減列 業務費2,32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4,684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0,49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臺中市守護家庭小衛星計畫535千
元。
2.追加106年度臺中市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
中心建物修繕維護計畫214千元。
3.追加臺中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建築物修
繕工程計畫214千元。
4.追加105年度建構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
畫-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60,000千
元。
5.追加105年度長期照顧整合第二期計畫
25,000千元。
6.追加建構身心障礙者多元支持與生涯轉
銜服務計畫1,122千元。
7.追加105年度上下自如，跨梯無礙-建構
爬梯機服務輸送體系計畫104千元。
8.追加臺中市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計
畫58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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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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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追加臺中市視障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585
千元。
10.追加建構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網絡
服務模式計畫3千元。
11.追加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服務佈建計
畫681千元。
12.追加社區X青年參與X產業-106年度臺中
市社區自主永續行動計畫520千元。
13.追加長青學苑倍增計畫10,000千元。
14.追減106年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發
放人力補助計畫459千元。
15.追減106年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
施計畫10,498千元。
16.追減建構身心障礙者多元支持與生涯轉
銜服務計畫1,046千元。
17.追減臺中市購置大型復康巴士及提升服
務能量計畫337千元。
18.追減臺中市視障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
481千元。

　　681223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43,048
-

06

　　　681223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43,048
-
一、追加預算數43,048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3,048千元
　　獎補助費1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3,048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3,04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0,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臺中市大甲區及南屯區轄內社區活
動中心維護修繕工程203千元。
2.追加臺中市大屯托育資源中心擴充計畫
1,429千元。
3.追加106年度臺中市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
中心建物修繕維護計畫500千元。
4.追加臺中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建築物修
繕工程計畫500千元。
5.追加臺中市身心障礙綜合福利服務中心
設備修繕更新與空間活化1,429千元。
6.追加臺中市購置大型復康巴士及提升服
務能量計畫6,700千元。
7.追加后里區地方建設(墩南里、后里里)
補助案677千元。
8.追加105年度上下自如，跨梯無礙-建構
爬梯機服務輸送體系計畫1,610千元。
9.追加臺中市大里區第一公有市場閒置空
間活化修繕計畫20,000千元。
10.追加臺中市老人共餐服務10,000千元。

01

002 　00122310000
　臺中市立仁愛之家

4,3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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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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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223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4,367
-

03

　　　681223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4,367
-
一、追加預算數4,367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36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367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36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興建多功能大樓4,367千元。

01

003 　00122320000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

530
-

　　68122320800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530
-

03

　　　68122320801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530
-
一、追加預算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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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3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6年度臺中市親職教育服務方案
400千元。
2.追加106年臺中市兒少保護調查評估品質
促進暨結構化安全評估模式推廣計畫130千
元。

01

13 00130000000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主管

811
-1,362

001 　00132600000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285
-360

　　68132600100
　　一般行政

285
-360

02

　　　68132600101
　　　行政管理

285
-360

一、追加預算數285千元，包括:
　　業務費285千元
　　追減預算數360千元，包括:
　　人事費36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75千元
　　減列 人事費36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85千元
三、係因業務需要，其內容為：
1.追減駕駛1名360千元。
2.追加行政助理(擔任駕駛員)1名285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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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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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00132610000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263
-551

　　68132610100
　　一般行政

263
-551

01

　　　68132610101
　　　行政管理

263
-551

一、追加預算數263千元，包括:
　　業務費263千元
　　追減預算數551千元，包括:
　　人事費55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88千元
　　減列 人事費551千元
　　增列 業務費263千元
三、係因業務需要，其內容為：
1.追減工友1名551千元。
2.追加行政助理1名263千元。

01

003 　00132620000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263
-451

　　68132620100
　　一般行政

263
-451

01

　　　68132620101
　　　行政管理

263
-451

一、追加預算數263千元，包括:
　　業務費263千元
　　追減預算數451千元，包括:
　　人事費45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88千元
　　減列 人事費451千元
　　增列 業務費263千元
三、係因業務需要，其內容為：
1.追減工友1名451千元。
2.追加行政助理1名263千元。

01

15 0015000000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主管

19,637
-935

001 　0015300000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19,637
-935

　　33153000100
　　一般行政

56
-56

01

　　　33153000101
　　　行政管理

56
-56

一、追加預算數56千元，包括:
　　人事費56千元
　　追減預算數56千元，包括:
　　人事費5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列 人事費56千元
　　減列 人事費5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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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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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消防人員待遇56千元。
2.追加約僱人員薪津、年終獎金。(含勞、
健保費及提繳退休金等)56千元。

　　33153001200
　　消防業務

281
-324

02

　　　33153001202
　　　火災預防

-
-25

一、追減預算數25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2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25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5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內政部消防署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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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民眾購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25千元。

02

　　　33153001203
　　　危險物品管理

-
-18

一、追減預算數18千元，包括:
　　獎補助費1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8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8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內政部「106年度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執
行計畫」補助本市市民申請遷移或更換燃
氣熱水器18千元。

03

　　　33153001205
　　　災害管理

281
-281

一、追加預算數281千元，包括:
　　業務費281千元
　　追減預算數281千元，包括:
　　業務費281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列 業務費281千元
　　減列 業務費281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內政部「106年災害防救深耕第2期
計畫」補助臺中市災害防救深耕第2期計畫
第3年各項工作費用281千元。(市庫配合
款)
2.追減內政部「106年災害防救深耕第2期
計畫」補助臺中市災害防救深耕第2期計畫
第3年各項工作費用281千元。(中央補助
款)

05

　　331530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9,300
-555

04

　　　331530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9,300
-555

一、追加預算數19,3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3,460千元
　　獎補助費5,840千元
　　追減預算數555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5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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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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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8,74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3,46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55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5,84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加本局第五救災救護大隊暨大甲分隊
廳舍增建工程13,460千元。
2.追加補助台灣自來水公司辦理本市水源
缺乏地區埋設自來水管線及增設消防栓
5,840千元。
3.追減內政部補助「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精進消防救災裝備器材4年中程計
畫」429千元。
4.追減內政部「106年災害防救深耕第2期
計畫」補助臺中市災害防救深耕第2期計畫
第3年購置設備126千元。

16 001600000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主管

-
-3,200

001 　0016310000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
-3,200

　　70163100200
　　衛生業務

-
-3,200

02

　　　70163100204
　　　食品藥物管理工作

-
-3,200

一、追減預算數3,200千元，包括:
　　業務費3,2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3,2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3,20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化粧品廣告審查相關審查費用3,200千
元。

04

17 00170000000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主管

29,767
-

001 　00173500000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9,767
-

　　73173500100
　　一般行政

27,720
-

01

　　　73173500101
　　　行政管理

27,720
-
一、追加預算數27,720千元，包括:
　　業務費27,72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7,7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7,72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本局辦公廳舍租金10,467千元。
2.追加本局辦公廳舍搬遷、拆卸、裝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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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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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費用17,253千元。

　　731735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047
-

06

　　　731735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047
-
一、追加預算數2,047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04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047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04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本局辦公廳舍搬遷建置資訊機房相
關設備費用1,300千元。
2.追加本局辦公廳舍搬遷建置總機系統設
備747千元。

01

18 001800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33,837
-1,600

001 　00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9,713
-1,600

　　53183600100
　　一般行政

-
-1,600

01

　　　53183600101
　　　行政管理

-
-1,600

一、追減預算數1,6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6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減少 1,6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1,600千元
三、係因業務減少，其內容為：
追減網站維護、功能擴充及行動應用程式
建置經費1,600千元。

01

　　53183600600
　　文教活動

7,833
-

02

　　　53183600615
　　　文化資源

6,333
-
一、追加預算數6,333千元，包括:
　　業務費6,33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333千元
　　增列 業務費6,33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5年文化部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
館發展計畫第二次提案計畫1,000千元。
2.追加臺中市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畫－
形塑臺中瀨戶內海藝術季：創意臺中2,000
千元。
3.追加綻放文創新視界－花現生活3,333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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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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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83600616
　　　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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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臺中地區人權檔案口述訪談暨
出版計畫1,500千元。

11

　　531836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880
-

04

　　　531836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880
-
一、追加預算數1,88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8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88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88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5年文化部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
館發展計畫第二次提案計畫280千元。
2.追加電腦及伺服器相關設備汰換更新計
畫1,600千元。

01

002 　00183630000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4,740
-

　　53183630100
　　一般行政

400
-

01

　　　53183630101
　　　行政管理

400
-
一、追加預算數400千元，包括:
　　業務費4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臺中市文化資產處專責機構人力
精進服務計畫。（約用人員薪津、勞健保
費等）400千元。

01

　　53183630600
　　文教活動

900
-

02

　　　53183630608
　　　有形文化資產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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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加辦理臺中市歷史建築中區第一任街長
宅第修復及再利用計畫900千元。

01

丁 - 110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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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836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440
-

03

　　　5318363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440
-
一、追加預算數3,44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3,44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44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44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歷史建築水湳菸樓緊急搶修工
程(含緊急支撐)2,000千元。
2.追加辦理臺中歷史建築大楊油庫殘跡保
存修復工程規劃設計440千元。
3.追加辦理臺中州廳、大屯郡役所及其附
屬建築群歷史場域再造計畫500千元。
4.追加辦理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歷史現場再
造計畫500千元。

01

003 　00183660000
　臺中市立圖書館

19,384
-

　　53183660100
　　一般行政

1,084
-

01

　　　53183660101
　　　行政管理

1,084
-
一、追加預算數1,084千元，包括:
　　業務費1,08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084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8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大肚瑞井分館進用4名行政助理薪
津、年終獎金、勞健保費及提繳退休金等
1,084千元。

01

　　531836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8,300
-

03

　　　5318366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8,300
-
一、追加預算數18,30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8,3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8,3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8,3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辦理臺中市立圖書館大雅上楓分館
暨上楓國小活動中心興建工程8,300千元。
2.追加辦理106年臺中市公共圖書館圖書補
充計畫10,000千元。

01

19 001900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主管

5,636
-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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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地方總預算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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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938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2,432
-

　　331938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432
-

04

　　　331938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2,432
-
一、追加預算數2,432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43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432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43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內政部補助汰換全國土地基本資料
庫傳輸伺服器及地政資訊網際網路作業產
製伺服器設備1,632千元。
2.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直轄市、縣(市)
辦理建置住宅及不動產資訊計畫800千元。

01

005 　00193840000
　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

1,068
-1,068

　　33193841300
　　地政業務

1,068
-1,068

02

　　　33193841307
　　　測量管理

1,068
-1,068

一、追加預算數1,068千元，包括:
　　人事費1,068千元
　　追減預算數1,068千元，包括:
　　業務費1,068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列 人事費1,068千元
　　減列 業務費1,068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地籍圖重測計畫1,068千元。
2.追加地籍圖重測計畫1,068千元。

03

006 　00193850000
　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

534
-534

　　33193851300
　　地政業務

534
-534

02

　　　33193851307
　　　測量管理

534
-534

一、追加預算數534千元，包括:
　　人事費534千元
　　追減預算數534千元，包括:
　　業務費53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列 人事費534千元
　　減列 業務費53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地籍圖重測計畫534千元。
2.追加地籍圖重測計畫534千元。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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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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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00193880000
　臺中市雅潭地政事務所

534
-534

　　33193881300
　　地政業務

534
-534

02

　　　33193881307
　　　測量管理

534
-534

一、追加預算數534千元，包括:
　　人事費534千元
　　追減預算數534千元，包括:
　　業務費53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列 人事費534千元
　　減列 業務費53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地籍圖重測計畫534千元。
2.追加地籍圖重測計畫534千元。

03

010 　00193890000
　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

534
-534

　　33193891300
　　地政業務

534
-534

02

　　　33193891307
　　　測量管理

534
-534

一、追加預算數534千元，包括:
　　人事費534千元
　　追減預算數534千元，包括:
　　業務費53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列 人事費534千元
　　減列 業務費53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地籍圖重測計畫534千元。
2.追加地籍圖重測計畫534千元。

03

011 　00193900000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

534
-534

　　33193901300
　　地政業務

534
-534

02

　　　33193901307
　　　測量管理

534
-534

一、追加預算數534千元，包括:
　　人事費534千元
　　追減預算數534千元，包括:
　　業務費534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列 人事費534千元
　　減列 業務費534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減，其內容為：
1.追減地籍圖重測計畫534千元。
2.追加地籍圖重測計畫534千元。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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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00210000000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主管

647
-

001 　00214100000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647
-

　　53214101100
　　影視發展

647
-

07

　　　53214101101
　　　影視推廣與輔導

647
-
一、追加預算數647千元，包括:
　　業務費647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47千元
　　增列 業務費647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公物品費、召開各項評審會議所需
之委員出席費、人員因公出差旅費、與影
視業者公務接洽所需之接待聯繫費用及因
業務需求，辦理各項會議用之誤餐費等基
本辦公費用合計647千元。

01

22 002200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主管

7,224
-

001 　00224200000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7,224
-

　　34224200300
　　稅捐稽徵業務

5,972
-

02

　　　34224200302
　　　消費稅稽徵業務

3,192
-
一、追加預算數3,192千元，包括:
　　業務費3,19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192千元
　　增列 業務費3,19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委託監理所代辦機動車輛代徵經費
3,192千元。

02

　　　34224200306
　　　稅務資料電子處理

2,780
-
一、追加預算數2,78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78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78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780千元
三、係因使用牌照稅收回自徵，其內容
為：
追加資訊設備建置經費2,780千元。

06

　　342242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252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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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242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252
-
一、追加預算數1,252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1,25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52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252千元
三、係因使用牌照稅收回自徵，其內容
為：
追加辦公物品設備建置經費1,252千元。

01

23 002300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主管

862,186
-

001 　00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862,186
-

　　58234300100
　　一般行政

4,025
-

01

　　　58234300101
　　　行政管理

4,025
-
一、追加預算數4,025千元，包括:
　　人事費4,025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025千元
　　增列 人事費4,025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106年度新核列職員10名薪資等用人經
費4,025千元。

01

　　58234301100
　　水利事務

347,503
-

02

　　　58234301101
　　　河川及區域排水

185,000
-
一、追加預算數185,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10,000千元
　　設備及投資175,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85,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75,000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疏濬採售分離作業之保全、規劃申
請、影印等相關業務10,000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柳川延伸段工程規劃設計10,000千
元。
2.追加疏濬採售分離之管制站、支出標工
程、河川公地申請使用等相關業務85,000
千元。
3.追加龍井區山腳排水橋梁改建工程
80,000千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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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34301102
　　　雨水下水道及市區排水

47,870
-
一、追加預算數47,87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7,87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7,87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7,87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鐵路高架捷運化之周遭排水整合計畫
47,870千元。

02

　　　58234301104
　　　水利管理及水權登記

3,133
-
一、追加預算數3,133千元，包括:
　　業務費3,133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3,133千元
　　增列 業務費3,133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水利施政成果宣導計畫950千元。
2.追加水資源宣導活動計畫950千元。
3.追加臺中水漾河岸宣導計畫1,233千元。

04

　　　58234301108
　　　坡地保育、利用及管理

1,500
-
一、追加預算數1,500千元，包括:
　　業務費580千元
　　設備及投資92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5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8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920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5年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工作績效
考核獎金-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工作所需資
訊軟硬體維修費用80千元。
2.追加105年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工作績效
考核獎金-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業務交流用
文宣製作、宣導活動及雜支等費用500千
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105年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工作績效
考核獎金-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工作所需購
置會勘勘查、勘災及巡查等小客貨兩用車
(7~8人座)820千元。
2.追加105年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工作績效
考核獎金-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工作所需資
訊軟硬體設備費用100千元。

07

　　　58234301109
　　　水利設施養護

110,000
-
一、追加預算數110,000千元，包括:
　　業務費40,000千元
　　設備及投資70,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10,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0,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70,000千元
三、係因經常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2期）-臺
中市雨水下水道普查及資料庫建置40,00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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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係因資本門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辦理葫蘆墩圳環境營造計畫70,000千
元。

　　73234300700
　　水利事務

510,658
-

05

　　　73234300702
　　　污水工程

482,496
-
一、追加預算數482,496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482,49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82,496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82,49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建設經費
388,512千元。
2.追加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管網建設道路刨
封及相關工程58,000千元。
3.追加梧棲大排水質淨化工程35,984千
元。

02

　　　73234300704
　　　污水營運工程

28,162
-
一、追加預算數28,162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28,16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8,162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8,16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綠川水質淨化工程28,162千元。

04

24 00240000000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主管

906,197
-

001 　00244400000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906,197
-

　　53244400100
　　一般行政

43,772
-

01

　　　53244400101
　　　行政管理

43,772
-
一、追加預算數43,772千元，包括:
　　人事費38,556千元
　　業務費5,21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3,772千元
　　增列 人事費38,556千元
　　增列 業務費5,21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體育處升格改制為運動局相關費用
43,772千元。

01

　　53244401000
　　運動業務

358,175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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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44401001
　　　運動產業

67,082
-
一、追加預算數67,082千元，包括:
　　業務費67,082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67,082千元
　　增列 業務費67,082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體育處升格改制為運動局移撥業務相
關經費67,082千元。

01

　　　53244401002
　　　運動設施

12,870
-
一、追加預算數12,870千元，包括:
　　業務費12,87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12,87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87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體育處升格改制為運動局移撥業務
相關經費6,370千元。
2.追加辦理中部運動園區興設先期作業計
畫6,500千元。

02

　　　53244401003
　　　競技運動

237,516
-
一、追加預算數237,516千元，包括:
　　業務費69,217千元
　　獎補助費168,299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237,516千元
　　增列 業務費69,21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68,299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體育處升格改制為運動局移撥業務
相關經費192,516千元。
2.追加強棒計畫5,000千元。
3.追加優秀選手、教練及體育團體參加全
國性及國際性賽事體育獎勵金40,000千
元。

03

　　　53244401004
　　　全民運動

40,707
-
一、追加預算數40,707千元，包括:
　　業務費3,121千元
　　獎補助費37,586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40,707千元
　　增列 業務費3,12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7,586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體育處升格改制為運動局移撥業務
相關經費38,107千元。
2.追加身障運動中心可行性評估經費2,600
千元。

04

　　53244407900
　　第一預備金

1,000
-

03

　　　53244407901
　　　第一預備金

1,000
-
一、追加預算數1,000千元，包括:
　　預備金1,00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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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1,000千元
　　增列 預備金1,00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追加體育處升格改制為運動局，增列預備
金1,000千元。

　　532444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503,250
-

04

　　　532444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503,250
-
一、追加預算數503,250千元，包括:
　　設備及投資503,250千元
二、追加減預算數與原預算比較：
　　增加 503,25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503,250千元
三、係因業務增加，其內容為：
1.追加體育處改制為運動局移撥業務相關
經費467,760千元。
2.追加購置公務車費用2,090千元。
3.追加運動中心、公園興建計畫20,000千
元。
4.追加購置辦公用雜項設備400千元。
5.追加提升訓練環境計畫10,000千元。
6.追加資訊系統及行動APP建置計畫3,000
千元。

01

合計 4,184,153
-1,07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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