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5,414 5,467 6,772 -53

經常門合計 5,414 5,467 6,772 -53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80 80 421 -

024 　03020710000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80 80 421 -

01 　　03020710300

　　賠償收入

80 80 421 -

01 　　　03020710301

　　　一般賠償收入

80 80 421 - 逾期違約金。80千元

03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493 523 482 -30

025 　04020710000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493 523 482 -30

01 　　04020710100

　　行政規費收入

324 355 314 -31

01 　　　04020710102

　　　證照費

324 355 314 -31 農用、農許證明。(農業課)200千

元

建照、使用執照。(公用及建設

課)4千元

分區使用證明。(公用及建設

課)120千元

02 　　04020710200

　　使用規費收入

169 168 168 1

01 　　　04020710204

　　　資料使用費

4 3 5 1 交付或提供圖說、謄本、資料、

查閱、抄錄等收取之工本費。4

千元

02 　　　04020710213

　　　場地設施使用費

165 165 163 - 四樓禮堂場地使用費收入。(秘

書室)75千元

社區活動中心使用費收入。(收

支併列)(社會課)50千元

公用廣告欄清潔服務費收入。

(收支併列)(民政課)40千元

04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260 275 663 -15

030 　06020710000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260 275 663 -15

01 　　06020710100

　　財產孳息

60 75 70 -15

01 　　　06020710101

　　　利息收入

20 35 25 -15 專戶利息收入。2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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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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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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06020710102

　　　租金收入

40 40 45 - 民眾占用大雅區馬岡段土地使用

補償金。40千元

02 　　06020710500

　　廢舊物資售價

200 200 593 -

01 　　　06020710501

　　　廢舊物資售價

200 200 593 - 變賣報廢財產、廢棄物品收入

(含工程刨除料折價價值)。200千

元

06 08000000000

補助收入

4,449 4,449 4,784 -

022 　08020710000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4,449 4,449 4,784 -

01 　　080207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4,449 4,449 4,784 -

01 　　　0802071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4,449 4,449 4,784 - 105年度臺中油料分庫睦鄰經

費。(依據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106.4.26國陸授勤字第1060007820

號函)(公用及建設課)4,000千元

健保署補助辦理健保業務人員薪

資。(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106.7.27健保承字第

1060030516號函)(社會課)449千元

08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132 140 422 -8

029 　11020710000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132 140 422 -8

01 　　11020710200

　　雜項收入

132 140 422 -8

01 　　　1102071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28 -

02 　　　11020710210

　　　其他雜項收入

132 140 394 -8 管線申請挖掘緊急搶修案件路修

費收入。(收支併列)(公用及建設

課)100千元

招標文件(含電子領標)標單費。

(秘書室)3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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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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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39 145,124 132,496 3,315

030 　00020710000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148,439 145,124 132,496 3,315

01 　　33020710100

　　一般行政

69,452 69,438 66,029 14

01 　　　33020710101

　　　行政管理

69,452 69,438 66,029 14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4,022千元

　　業務費15,306千元

　　設備及投資40千元

　　獎補助費8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4千元

　　增列 人事費143千元

　　增列 業務費83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52千元

02 　　33020710500

　　區公所業務

41,347 40,685 33,949 662

01 　　　33020710501

　　　民政業務

39,150 38,762 33,256 388 一、本科目包括民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734千元

　　業務費29,004千元

　　獎補助費9,41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88千元

　　減列 人事費9千元

　　增列 業務費421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4千元

02 　　　33020710502

　　　經建業務

564 564 421 - 一、本科目包括經建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10千元

　　業務費454千元

03 　　　33020710503

　　　人文業務

1,633 1,359 272 274 一、本科目包括人文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5千元

　　業務費1,498千元

　　獎補助費8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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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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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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74千元

　　增列 業務費274千元

03 　　33020717900

　　第一預備金

400 400 - -

01 　　　33020717901

　　　第一預備金

400 400 - - 一、本科目包括第一預備金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預備金400千元

04 　　330207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051 9,957 11,383 1,094

01 　　　3302071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1,051 9,957 11,383 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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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094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94千元

05 　　58020711000

　　農林管理業務

662 662 385 -

01 　　　58020711001

　　　農林管理業務

662 662 385 - 一、本科目包括農林管理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4千元

　　業務費618千元

06 　　68020710200

　　社政業務

25,527 23,982 20,750 1,545

01 　　　68020710201

　　　社會福利

25,527 23,982 20,750 1,545 一、本科目包括社會福利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649千元

　　業務費3,474千元

　　獎補助費20,40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545千元

　　增列 業務費17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36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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