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01
臺中市議會主

管
001 臺中市議會

002 臺中市政府

003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004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005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010 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

006 臺中市政府政風處

007
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
011

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

008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

009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

會

～050 【預留代碼】

051 臺中市中區區公所

052 臺中市東區區公所

053 臺中市西區區公所

054 臺中市南區區公所

055 臺中市北區區公所

056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057 臺中市南屯區公所

058 臺中市北屯區公所

059 臺中市豐原區公所

060 臺中市大里區公所

061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062 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063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064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065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

066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067 臺中市烏日區公所

069 臺中市神岡區公所

070 臺中市大肚區公所

071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072 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073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074 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075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

076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077 臺中市外埔區公所

078 臺中市大安區公所

079 臺中市新社區公所

～099 【預留代碼】

02 臺中市政府主

管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代碼表

主管別 一級機關 二級機關 項下機關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代碼表

主管別 一級機關 二級機關 項下機關

101 臺中市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

102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103 臺中市中區戶政事務所

104 臺中市東區戶政事務所

105 臺中市西區戶政事務所

106 臺中市南區戶政事務所

107 臺中市北區戶政事務所

108 臺中市西屯區戶政事務所

109 臺中市南屯區戶政事務所

110 臺中市北屯區戶政事務所

111 臺中市豐原區戶政事務所

112 臺中市后里區戶政事務所

113 臺中市神岡區戶政事務所

114 臺中市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115 臺中市潭子區戶政事務所

119 臺中市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120 臺中市霧峰區戶政事務所

121 臺中市太平區戶政事務所

122 臺中市烏日區戶政事務所

123 臺中市清水區戶政事務所

124 臺中市梧棲區戶政事務所

125 臺中市大甲區戶政事務所

126 臺中市沙鹿區戶政事務所

127 臺中市外埔區戶政事務所

128 臺中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129 臺中市龍井區戶政事務所

130 臺中市大肚區戶政事務所

132 臺中市東勢戶政事務所

臺中市東勢區、新社區、石岡區及

和平區戶政事務所整併為臺中市東

勢戶政事務所

～149 【預留代碼】

～159 【預留代碼】

162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169 【預留代碼】

高級中學

(27校)

國民中學

(71校)

國民小學

(227校)

公立幼兒園

(21所)

03 臺中市政府民

政局主管

10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04 臺中市政府財

政局主管

150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05 臺中市政府教

育局主管

16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代碼表

主管別 一級機關 二級機關 項下機關

公有零售市場（39所公有零售市場

預算由經發局工作計畫項下表達）

～179 【預留代碼】

181 臺中市新建工程處

182 臺中市養護工程處

～189 【預留代碼】

191 臺中市公共運輸處

192 臺中市捷運工程處

193 臺中市停車管理處

194 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

195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99 【預留代碼】

201 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

～209 【預留代碼】

211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212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219 【預留代碼】

221 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

～229 【預留代碼】

231 臺中市立仁愛之家

232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259 【預留代碼】

261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262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269 【預留代碼】

271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局本部)

272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

273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

274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

275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

276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

277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

278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

279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

28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

281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

282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

283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東勢分局

284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和平分局

285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

286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

287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288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289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29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291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

～299 【預留代碼】

06 臺中市政府經

濟發展局主管

170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07 臺中市政府建

設局主管

18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08 臺中市政府交

通局主管

190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09 臺中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主管

20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 臺中市政府農

業局主管

21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1 臺中市政府觀

光旅遊局主管

22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12 臺中市政府社

會局主管

230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3 臺中市政府勞

工局主管

260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4 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主管

27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代碼表

主管別 一級機關 二級機關 項下機關

～309 【預留代碼】

311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臺中市各區衛生所（30所衛生所預

算由衛生局工作計畫項下表達）

～349 【預留代碼】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59 【預留代碼】

363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366 臺中市立圖書館

港區藝術中心、屯區藝文中心、

大墩文化中心及葫蘆墩文化中心

預算由文化局工作計畫項下表達

～379 【預留代碼】

381 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

382 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383 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384 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

385 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

386 臺中市大甲地政事務所

387 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所

388 臺中市雅潭地政事務所

389 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

390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

391 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

～399 【預留代碼】

～409 【預留代碼】

～419 【預留代碼】

～429 【預留代碼】

～439 【預留代碼】

440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449 【預留代碼】

a01
對鄉(鎮、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

區)之各項補助

a02 公務人員退休及撫卹給付

a03 公務人員各項補助及慰問金

a04 災害準備金

a05 各類員工待遇準備

～a10 【預留代碼】

79 調整公務員工

待遇準備主管

b01 調整公務員工待遇準備

80 第二預備金主

管

c01 第二預備金

24 臺中市政府運

動局主管

15 臺中市政府消

防局主管

300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16 臺中市政府衛

生局主管

31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17 臺中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主管

350

18 臺中市政府文

化局主管

360

420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9 臺中市政府地

政局主管

380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20 臺中市政府法

制局主管

400

23 臺中市政府水

利局主管

43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21 臺中市政府新

聞局主管

410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22 臺中市政府地

方稅務局主管

70 統籌支撥科目

主管

a00 統籌支撥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