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中 華 民 國 106 年度

(自106年1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

單  位  預  算

02066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44,285 45,287 50,500 -1,002

經常門合計 44,285 45,287 50,500 -1,002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12 12 9 -

020 　03020660000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12 12 9 -

01 　　03020660300

　　賠償收入

12 12 9 -

01 　　　03020660301

　　　一般賠償收入

12 12 9 - 違反或延遲法令契約規定期限等

各項違約金收入。12千元

03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158 158 4,099 -

024 　04020660000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158 158 4,099 -

01 　　04020660100

　　行政規費收入

110 110 91 -

01 　　　04020660102

　　　證照費

110 110 91 -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

(包含38條之1土地)、農業用地

容許作農業設施使用行政規費。

40千元

分區證明規費。70千元

02 　　04020660200

　　使用規費收入

48 48 4,008 -

01 　　　04020660213

　　　場地設施使用

　　　費

48 48 4,008 - 廣告欄收入。48千元

04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36 6 12 30

026 　06020660000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36 6 12 30

01 　　06020660100

　　財產孳息

6 6 3 -

01 　　　06020660101

　　　利息收入

6 6 3 - 利息收入。6千元

02 　　06020660500

　　廢舊物資售價

30 - 9 30

01 　　　06020660501

　　　廢舊物資售價

30 - 9 30 變賣報廢財產、廢棄物品收入。

(含工程刨除料折價價值)30千元

06 08000000000

補助收入

299 299 299 -

019 　08020660000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299 299 299 -

01 　　0802066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299 299 299 -

科　　　　　　　　　　　　目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明及法令依據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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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明及法令依據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01 　　　0802066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299 299 299 -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補助

健保業務之行政事務費。(依據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05.7.15健保承字第1050030512號

函)299千元

07 09000000000

捐獻及贈與收入

43,400 44,432 42,832 -1,032

008 　09020660000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43,400 44,432 42,832 -1,032

01 　　09020660100

　　捐獻收入

43,400 44,432 42,832 -1,032

01 　　　09020660101

　　　一般捐獻

43,400 44,432 42,832 -1,032 台電年度協助金。(收支併列)(秘

書室)43,000千元

中油專案協助金。(依據台灣中

油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事業部台

中液化天然氣廠睦鄰工作審議委

員會設置要點)(收支併列)(人文

課、社會課)300千元

台電專案協助金。(依據台電公

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執行

要點核編)(收支併列)(人文課)100

千元

08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380 380 3,249 -

025 　11020660000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380 380 3,249 -

01 　　11020660200

　　雜項收入

380 380 3,249 -

01 　　　1102066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60 -

02 　　　11020660210

　　　其他雜項收入

380 380 3,189 - 槽化島設施太陽能再生能源收

入。(依據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101.1.13府授建養字第1010001528

號函)(收支併列)(公用課)80千元

緊急性道路挖掘路面修復費收

入。(收支併列)(農業及建設

課)3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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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02 00020000000

臺中市政府主管

159,612 161,138 150,345 -1,526

026 　00020660000

　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159,612 161,138 150,345 -1,526

01 　　33020660100

　　一般行政

64,274 65,626 61,121 -1,352

01 　　　33020660101

　　　行政管理

64,274 65,626 61,121 -1,352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6,176千元

　　業務費17,858千元

　　獎補助費24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

較：

　　減少 1,352千元

　　減列 人事費1,112千元

　　減列 業務費24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千元

02 　　33020660500

　　區公所業務

35,246 34,703 33,722 543

01 　　　33020660501

　　　民政業務

31,884 31,541 31,333 343 一、本科目包括民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79千元

　　業務費20,393千元

　　獎補助費11,31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

較：

　　增加 343千元

　　減列 業務費5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00千元

02 　　　33020660502

　　　經建業務

705 705 632 - 一、本科目包括經建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0千元

　　業務費685千元

03 　　　33020660503

　　　人文業務

2,657 2,457 1,757 200 一、本科目包括人文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0千元

　　業務費2,557千元

　　獎補助費8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

較：

　　增加 2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0千元

　 　 　 　　 　 　 　 　　

科　　　　　　　　　　目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

較

說　　　　　明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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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梧棲區公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

較

說　　　　　明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03 　　33020667900

　　第一預備金

250 250 - -

01 　　　33020667901

　　　第一預備金

250 250 - - 一、本科目包括第一預備金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預備金250千元

04 　　330206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6,547 8,526 4,800 -1,979

01 　　　3302066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6,547 8,526 4,800 -1,979 一、本科目包括一般建築及設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設備及投資6,54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

較：

　　減少 1,979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979千元

05 　　58020661000

　　農林管理業務

70 70 58 -

01 　　　58020661001

　　　農林管理業務

70 70 58 - 一、本科目包括農林管理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70千元

06 　　68020660200

　　社政業務

53,225 51,963 50,644 1,262

01 　　　68020660201

　　　社會福利

53,225 51,963 50,644 1,262 一、本科目包括社會福利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67千元

　　業務費1,508千元

　　獎補助費51,25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

較：

　　增加 1,262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062千元

0206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