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73,774 73,904 70,870 -130

經常門合計 73,774 73,904 70,870 -130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50 100 1,003 -50

009 　03020630000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50 100 1,003 -50

01 　　0302063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 50 - -50

01 　　　03020630101

　　　罰金罰鍰

- 50 - -50

02 　　03020630300

　　賠償收入

50 50 1,003 -

01 　　　03020630301

　　　一般賠償收入

50 50 858 - 經管財產遺失賠償等收入。20千

元

逾期工程罰款等收入。30千元

02 　　　03020630302

　　　賠償求償收入

- - 145 -

03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34,450 34,450 45,078 -

020 　04020630000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34,450 34,450 45,078 -

01 　　04020630100

　　行政規費收入

270 270 367 -

01 　　　04020630102

　　　證照費

270 270 367 - 分區使用證明規費。150千元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規費。

120千元

02 　　04020630200

　　使用規費收入

34,180 34,180 44,711 -

01 　　　04020630213

　　　場地設施使用

　　　費

34,180 34,180 44,711 - 公墓使用規費。640千元

納骨塔位使用管理規費。33,000

千元

神主牌位使用規費。540千元

04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10 10 32 -

023 　06020630000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10 10 32 -

01 　　06020630100

　　財產孳息

10 10 32 -

01 　　　06020630101

　　　利息收入

10 10 32 - 利息收入估列。1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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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63-6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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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08000000000

補助收入

449 - - 449

015 　08020630000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449 - - 449

01 　　0802063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449 - - 449

01 　　　0802063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449 - - 449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補

助公所辦理健保業務經費。(依

據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101.8.20健保承字第1010070537號

函)448.5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5千元

07 09000000000

捐獻及贈與收入

18,921 19,670 23,324 -749

005 　09020630000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18,921 19,670 23,324 -749

01 　　09020630100

　　捐獻收入

18,921 19,670 23,324 -749

01 　　　09020630101

　　　一般捐獻

18,921 19,670 23,324 -749 臺電年度協助金。(依據臺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

助金審議委員會101.7.9協一字第

101070027號函)(收支對列)(公用

課)18,541千元

臺電協助金補助本區寺廟及各義

務團體經費。(依據臺電公司促

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執行要點核

編)(收支對列)(民政課)100千元

臺電協助金辦理社政宣導暨社區

幹部研習與績優社區研習參訪活

動。(依據臺電公司促進電力開

發協助金執行要點核編)(收支對

列)(社會課)100千元

漢翔補助清泉里、公明里及西勢

里里辦公處各項活動經費。(依

據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1.6.4翔董字第1010004494號

函)(收支對列)(民政課)180千元

08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19,894 19,674 1,433 220

021 　11020630000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19,894 19,674 1,433 220

01 　　11020630200

　　雜項收入

19,894 19,674 1,433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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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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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063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101 -

02 　　　11020630210

　　　其他雜項收入

19,894 19,674 1,332 220 道路挖掘代辦道路修復費收入。

(收支對列)(農業及建設課)18,600

千元

中部國際機場噪音回饋金。(依

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

101.5.3中站航字第1010002105號

函)(收支對列)(民政課)1,293.756

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24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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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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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24 199,357 195,509 -6,133

023 　00020630000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193,224 199,357 195,509 -6,133

01 　　33020630100

　　一般行政

93,134 98,699 82,847 -5,565

01 　　　33020630101

　　　行政管理

93,134 98,699 82,847 -5,565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67,119千元

　　業務費25,625千元

　　獎補助費39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5,565千元

　　減列 人事費4,949千元

　　減列 業務費616千元

02 　　33020630500

　　區公所業務

44,693 44,625 27,838 68

01 　　　33020630501

　　　民政業務

42,326 39,938 26,595 2,388 一、本科目包括民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620千元

　　業務費33,374千元

　　獎補助費6,33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388千元

　　增列 人事費1,2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060千元

02 　　　33020630502

　　　經建業務

714 3,124 1,062 -2,410 一、本科目包括經建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05千元

　　業務費60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410千元

　　減列 業務費2,410千元

03 　　　33020630503

　　　人文業務

1,653 1,563 181 90 一、本科目包括人文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0千元

　　業務費1,54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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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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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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千元

　　減列 人事費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0千元

03 　　33020637900

　　第一預備金

350 350 - -

01 　　　33020637901

　　　第一預備金

350 350 - - 一、本科目包括第一預備金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預備金350千元

04 　　330206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2,979 24,410 55,654 -1,431

01 　　　3302063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22,979 24,410 55,654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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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7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431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431千元

05 　　58020631000

　　農林管理業務

687 687 481 -

01 　　　58020631001

　　　農林管理業務

687 687 481 - 一、本科目包括農林管理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65千元

　　業務費522千元

06 　　68020630200

　　社政業務

31,381 30,586 28,689 795

01 　　　68020630201

　　　社會福利

31,381 30,586 28,689 795 一、本科目包括社會福利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686千元

　　業務費2,395千元

　　獎補助費28,3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795千元

　　增列 人事費509千元

　　減列 業務費2,57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860千元

 0206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