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歲入來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3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537 20,386 8,945 -19,849 

經常門合計 537 20,386 8,945 -19,849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1 1 - - 

026 　03020730000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1 1 - - 

01 　　03020730300

　　賠償收入 

1 1 - - 

01 　　　03020730301

　　　一般賠償收入 

1 1 - - 逾期違約金等。1千元 

03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197 188 202 9 

030 　04020730000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197 188 202 9 

01 　　04020730100

　　行政規費收入 

107 58 112 49 

01 　　　04020730102

　　　證照費 

107 58 112 49 農地農用證明工本費。80千元 

公墓起掘及埋葬許可證明規費。 

12千元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核發規費。 

15千元 

02 　　04020730200

　　使用規費收入 

90 130 90 -40 

01 　　　04020730204

　　　資料使用費 

20 10 25 10 招標文件、工程圖說暨檔案閱覽 

抄錄複製等工本費收入。20千元 

02 　　　04020730213

　　　場地設施使用

　　　費 

70 120 65 -50 公墓使用費。70千元 

04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40 248 285 -208 

033 　06020730000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40 248 285 -208 

01 　　06020730100

　　財產孳息 

30 218 232 -188 

01 　　　06020730101

　　　利息收入 

30 2 15 28 公庫存款帳戶利息收入。30千元 

02 　　　06020730102

　　　租金收入 

- 216 217 -216 

02 　　06020730500

　　廢舊物資售價 

10 30 53 -20 

01 　　　06020730501

　　　廢舊物資售價 

10 30 53 -20 資訊資產及其他雜項設備變賣收 

入。10千元 

06 08000000000 

補助收入 

299 10,449 8,262 -1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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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73-7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歲入來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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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 　08020730000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299 10,449 8,262 -10,150 

01 　　0802073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299 10,449 8,262 -10,150 

01 　　　0802073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299 10,449 8,262 -1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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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29健保承字第1020030564號 

函)299千元 

08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 9,500 196 -9,500 

032 　11020730000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 9,500 196 -9,500 

01 　　11020730200

　　雜項收入 

- 9,500 196 -9,500 

01 　　　11020730201

　　　收回以前年度

　　　歲出 

- - 136 - 

02 　　　11020730210

　　　其他雜項收入 

- 9,500 60 -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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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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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35 89,982 67,670 -19,447 

033 　00020730000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70,535 89,982 67,670 -19,447 

01 　　33020730100

　　一般行政 

41,742 45,924 39,582 -4,182 

01 　　　33020730101

　　　行政管理 

41,742 45,924 39,582 -4,182 一、本科目包括行政管理 

二、本年度預算數包括:

　　人事費34,079千元

　　業務費7,501千元

　　獎補助費162千元 

三、本年度預算數與上年度比較：

　　減少 4,182千元

　　減列 人事費4,062千元

　　減列 業務費126千元

　　增列 獎補助費6千元 

02 　　33020730500

　　區公所業務 

19,683 20,060 15,241 -377 

01 　　　33020730501

　　　民政業務 

17,910 15,380 13,577 2,530 一、本科目包括民政業務 

二、本年度預算數包括:

　　人事費533千元

　　業務費15,809千元

　　獎補助費1,568千元 

三、本年度預算數與上年度比較：

　　增加 2,530千元

　　減列 人事費6千元

　　增列 業務費2,536千元 

02 　　　33020730502

　　　經建業務 

417 1,017 314 -600 一、本科目包括經建業務 

二、本年度預算數包括:

　　人事費30千元

　　業務費387千元 

三、本年度預算數與上年度比較：

　　減少 600千元

　　減列 業務費600千元 

03 　　　33020730503

　　　人文業務 

1,356 3,663 1,350 -2,307 一、本科目包括人文業務 

二、本年度預算數包括:

　　人事費50千元

　　業務費1,22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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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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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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 2,307千元

　　減列 業務費2,307千元 

03 　　33020737900

　　第一預備金 

200 200 - - 

01 　　　33020737901

　　　第一預備金 

200 200 - - 一、本科目包括第一預備金 

二、本年度預算數包括:

　　預備金200千元 

三、依預算法第22條規定編列及依 

同法第64條規定專案動支。 

04 　　330207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246 15,296 5,307 -13,050 

01 　　　3302073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2,246 15,296 5,307 -1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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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6千元 

三、本年度預算數與上年度比較：

　　減少 13,050千元

　　減列 設備及投資13,050千元 

05 　　58020731000

　　農林管理業務 

173 183 199 -10 

01 　　　58020731001

　　　農林管理業務 

173 183 199 -10 一、本科目包括農林管理業務 

二、本年度預算數包括:

　　人事費52千元

　　業務費121千元 

三、本年度預算數與上年度比較：

　　減少 10千元

　　減列 業務費10千元 

06 　　68020730200

　　社政業務 

6,491 8,319 7,341 -1,828 

01 　　　68020730201

　　　社會福利 

6,491 8,319 7,341 -1,828 一、本科目包括社會福利 

二、本年度預算數包括:

　　人事費1,047千元

　　業務費586千元

　　獎補助費4,85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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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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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 1,828千元

　　減列 人事費12千元

　　減列 業務費2,000千元

　　增列 獎補助費184千元 

0207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