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23 002300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主

管

3,331,990 3,525,191 3,003,054 -193,201

001 　00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3,331,990 3,525,191 3,003,054 -193,201

01 　　58234300100

　　一般行政

168,426 160,964 125,626 7,462

01 　　　58234300101

　　　行政管理

168,426 160,964 125,626 7,462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57,386千元

　　業務費11,016千元

　　獎補助費2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7,462千元

　　增列 人事費7,239千元

　　增列 業務費223千元

02 　　58234301100

　　水利事務

1,753,476 1,644,128 1,609,368 109,348

01 　　　58234301101

　　　河川及區域排

　　　水

552,055 556,633 799,305 -4,578 一、本科目包括河川及區域排水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00千元

　　業務費11,705千元

　　設備及投資540,15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578千元

　　增列 人事費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727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8,355千元

02 　　　58234301102

　　　雨水下水道及

　　　市區排水

322,008 320,208 250,957 1,800 一、本科目包括雨水下水道及市區

排水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00千元

　　業務費1,108千元

　　設備及投資320,7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800千元

　　增列 人事費1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700千元

03 　　　58234301103

　　　水利規劃

15,541 20,011 12,952 -4,470 一、本科目包括水利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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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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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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54千元

　　業務費15,38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470千元

　　增列 人事費28千元

　　減列 業務費4,498千元

04 　　　58234301104

　　　水利管理及水

　　　權登記

33,006 40,027 44,965 -7,021 一、本科目包括水利管理及水權登

記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50千元

　　業務費13,580千元

　　設備及投資18,766千元

　　獎補助費51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7,021千元

　　減列 人事費150千元

　　減列 業務費5,87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49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95千元

05 　　　58234301106

　　　防災工程及防

　　　災整備

24,738 42,271 27,407 -17,533 一、本科目包括防災工程及防災整

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80千元

　　業務費24,558千元

　　設備及投資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7,533千元

　　減列 人事費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937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30,450千元

06 　　　58234301107

　　　水土保持、野

　　　溪及農路維護

493,355 378,062 466,773 115,293 一、本科目包括水土保持、野溪及

農路維護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00千元

　　業務費1,155千元

　　設備及投資485,000千元

　　獎補助費7,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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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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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93千元

　　增列 人事費25千元

　　增列 業務費78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8,19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7,000千元

07 　　　58234301108

　　　坡地保育、利

　　　用及管理

8,373 9,596 7,009 -1,223 一、本科目包括坡地保育、利用及

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80千元

　　業務費8,037千元

　　設備及投資0千元

　　獎補助費5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223千元

　　增列 人事費25千元

　　減列 業務費748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500千元

08 　　　58234301109

　　　水利設施養護

304,400 277,320 - 27,080 一、本科目包括水利設施養護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00千元

　　業務費31,800千元

　　設備及投資272,4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7,080千元

　　增列 人事費2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6,88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0,000千元

03 　　58234307900

　　第一預備金

2,100 2,100 - -

01 　　　58234307901

　　　第一預備金

2,100 2,100 - - 一、本科目包括第一預備金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預備金2,100千元

04 　　582343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450 1,310 6,538 -860

01 　　　5823430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450 1,310 6,538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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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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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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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860千元

05 　　73234300700

　　水利事務

1,407,538 1,716,689 1,261,522 -309,151

01 　　　73234300701

　　　污水工程業務

793 23,393 28,622 -22,600 一、本科目包括污水工程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00千元

　　業務費59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2,6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22,600千元

02 　　　73234300702

　　　污水工程

1,230,000 1,530,894 1,126,394 -300,894 一、本科目包括污水工程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設備及投資1,230,0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00,894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300,894千元

03 　　　73234300703

　　　污水營運業務

125,273 126,230 72,588 -957 一、本科目包括污水營運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00千元

　　業務費125,07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957千元

　　增列 人事費2千元

　　減列 業務費959千元

04 　　　73234300704

　　　污水營運工程

51,472 36,172 33,918 15,300 一、本科目包括污水營運工程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設備及投資51,47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5,3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5,3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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