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5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1,249,915 2,001,158 454,821 -751,243

經常門合計 1,249,915 2,001,158 454,821 -751,243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3,100 3,100 12,907 -

109 　03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3,100 3,100 12,907 -

01 　　0323430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3,100 3,100 6,764 -

01 　　　03234300101

　　　罰金罰鍰

3,100 3,100 6,764 - 違反水土保持法規定裁罰。(坡

地管理科)3,000千元

違反水利法規定裁罰。(水利管

理科)100千元

02 　　03234300300

　　賠償收入

- - 6,143 -

01 　　　0323430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6,143 -

03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32,100 42,600 37,646 -10,500

108 　04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32,100 42,600 37,646 -10,500

01 　　04234300100

　　行政規費收入

1,600 7,600 2,290 -6,000

01 　　　04234300101

　　　審查費

1,100 7,100 1,393 -6,000 溫泉開發許可審查費。100千元

排注廢水審查費。1,000千元

02 　　　04234300103

　　　登記費

500 500 897 - 地下水權申請(興辦、取得、展

限)登記費。500千元

02 　　04234300200

　　使用規費收入

30,500 35,000 35,356 -4,500

01 　　　04234300204

　　　資料使用費

- - 372 -

02 　　　04234300213

　　　場地設施使用

　　　費

24,500 29,000 28,382 -4,500 暫掛於本市管轄之大排、箱涵、

涵管及邊溝等纜線使用費收入。

(水利養護工程科)24,000千元

依「臺中市使用排水道排注廢水

管理辦法」排注廢水之排水使用

費。(水利管理科)500千元

03 　　　04234300214

　　　服務費

6,000 6,000 6,602 - 公共污水下水道使用費收入。

6,000千元

04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9,803 9,803 85,6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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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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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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06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9,803 9,803 85,646 -

01 　　06234300100

　　財產孳息

7,303 7,303 9,661 -

02 　　　06234300102

　　　租金收入

803 803 1,347 - 本府豐洲堤防公有土石資源堆置

處理場公有民營案土地租金。

803千元

03 　　　06234300103

　　　權利金

6,500 6,500 8,314 - 本府豐洲堤防公有土石資源堆置

處理場公有民營案權利金。(收

支併列：歲出2,100千元)6,500千

元
02 　　06234300500

　　廢舊物資售價

2,500 2,500 75,985 -

01 　　　06234300501

　　　廢舊物資售價

2,500 2,500 75,985 - 污水下水道系統工程等瀝青混凝

土刨除料折價值與開挖後有價材

料價值折價費等。(依據契約規

定)2,500千元

06 08000000000

補助收入

1,104,712 1,645,655 303,215 -540,943

060 　08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104,712 1,645,655 303,215 -540,943

01 　　082343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1,104,712 1,645,655 303,215 -540,943

01 　　　0823430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1,104,712 1,645,655 303,215 -540,943 臺中市綠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

工程。(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8.7環署水字第1040064430號

函)(水利工程科)20,680千元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雨水下水

道。(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4.7.3

營署水字第1042910915號函)(雨

水下水道工程科)60,480千元

105年水土保持戶外教學推廣及

多元化宣導計畫補助經費。(依

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04.6.1水保企字第1041870094號

函)(坡地管理科)392千元

臺中市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臺

中市污水下水道系統通盤檢討整

體規劃技術服務。(依據內政部

營建署104.7.24營署水字第

1042911913號函)(污水營運

科)9,000千元
　 　 　 　　 　 　 　 　　

　 　 　 　　 　 　 　 　　

　 　 　 　　 　 　 　 　　

23430-11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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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約用人員

工作經費。(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4.7.24營署水字第1042911913號

函)(污水工程科)22,400千元

臺中市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建

設經費。(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4.7.3營署水字第1042910915號

函)(污水工程科)991,760千元

08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100,200 300,000 15,407 -199,800

103 　11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0,200 300,000 15,407 -199,800

01 　　11234300200

　　雜項收入

100,200 300,000 15,407 -199,800

01 　　　1123430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10,354 -

02 　　　112343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100,200 300,000 5,053 -199,800 辦理疏濬採售分離作業之砂石標

售收入。100,000千元

電子領標文件費。2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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