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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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002300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主

管

3,822,187 4,575,860 4,213,692 -753,673

001 　00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3,822,187 4,575,860 4,213,692 -753,673

01 　　58234300100

　　一般行政

169,251 155,740 153,785 13,511

01 　　　58234300101

　　　行政管理

169,251 155,740 153,785 13,511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57,245千元

　　業務費11,532千元

　　設備及投資450千元

　　獎補助費2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3,511千元

　　增列 人事費12,78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29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5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48千元

02 　　58234301100

　　水利事務

1,607,910 2,492,929 2,485,383 -885,019

01 　　　58234301101

　　　河川及區域排

　　　水

283,733 1,595,079 1,395,985 -1,31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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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千元

　　設備及投資282,17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311,346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311,346千元

02 　　　58234301102

　　　雨水下水道及

　　　市區排水

172,754 192,022 194,028 -1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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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千元

　　設備及投資171,57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9,268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9,268千元

03 　　　58234301103

　　　水利規劃

16,646 6,346 17,967 10,300 一、本科目包括水利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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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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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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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54千元

　　業務費7,492千元

　　設備及投資9,0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0,3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3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9,000千元

04 　　　58234301104

　　　水利管理及水

　　　權登記

23,433 28,161 4,985 -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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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2千元

　　設備及投資3,200千元

　　獎補助費1,00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728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31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6,059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00千元

05 　　　58234301106

　　　防災工程及防

　　　災整備

19,535 21,552 33,16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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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千元

　　業務費19,291千元

　　設備及投資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017千元

　　增列 人事費64千元

　　減列 業務費2,081千元

06 　　　58234301107

　　　水土保持、野

　　　溪及農路維護

510,133 340,243 510,351 16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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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千元

　　設備及投資508,89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69,89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69,89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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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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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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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58234301108

　　　坡地保育、利

　　　用及管理

17,245 8,345 8,557 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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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千元

　　業務費16,000千元

　　設備及投資820千元

　　獎補助費2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8,900千元

　　增列 人事費1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7,991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82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31千元

08 　　　58234301109

　　　水利設施養護

564,431 301,181 320,341 26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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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81千元

　　設備及投資522,05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63,2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6,0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57,2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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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50 2,367 -1,550

01 　　　5823430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 1,550 2,367 -1,550 一、本科目包括一般建築及設備

二、本年度預算數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55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550千元

05 　　73234300700

　　水利事務

2,042,926 1,923,541 1,572,157 119,385

01 　　　73234300701

　　　污水工程業務

24,877 23,267 20,353 1,610 一、本科目包括污水工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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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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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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千元

　　業務費24,67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61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610千元

02 　　　73234300702

　　　污水工程

1,722,182 1,564,240 1,240,281 157,942 一、本科目包括污水工程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設備及投資1,722,18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57,942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57,942千元

03 　　　73234300703

　　　污水營運業務

144,169 129,947 165,037 1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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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969千元

　　獎補助費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4,222千元

　　增列 業務費17,222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3,000千元

04 　　　73234300704

　　　污水營運工程

151,698 206,087 146,486 -5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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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9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54,389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54,38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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