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1,917,056 2,616,240 1,561,845 -699,184

經常門合計 1,917,056 2,616,240 1,561,845 -699,184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3,100 3,100 12,585 -

109 　03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3,100 3,100 12,585 -

01 　　0323430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3,100 3,100 9,292 -

01 　　　03234300101

　　　罰金罰鍰

3,100 3,100 9,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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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293 -

01 　　　0323430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3,293 -

03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34,600 30,600 48,446 4,000

108 　04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34,600 30,600 48,446 4,000

01 　　04234300100

　　行政規費收入

600 600 1,778 -

01 　　　04234300101

　　　審查費

100 100 370 - 溫泉開發許可審查費。100千元

02 　　　04234300103

　　　登記費

500 500 1,4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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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00 30,000 46,668 4,000

01 　　　04234300204

　　　資料使用費

- - 341 -

02 　　　04234300213

　　　場地設施使用

　　　費

24,000 24,000 34,0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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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千元

03 　　　04234300214

　　　服務費

10,000 6,000 12,268 4,000 公共污水下水道使用費收入。

10,000千元

04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14,175 10,875 26,873 3,300

119 　06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4,175 10,875 26,873 3,300

01 　　06234300100

　　財產孳息

9,575 8,375 10,787 1,200

01 　　　06234300101

　　　利息收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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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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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06234300102

　　　租金收入

375 375 1,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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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管理科)290千元

土地使用補償金收入。(秘書

室)85千元

03 　　　06234300103

　　　權利金

9,200 8,000 9,6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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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0千

元
02 　　06234300500

　　廢舊物資售價

4,600 2,500 16,086 2,100

01 　　　06234300501

　　　廢舊物資售價

4,600 2,500 16,086 2,100 河川及區域排水治理工程、雨水

下水道工程及污水下水道系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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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工程科、雨水下水道工程

科、水利養護工程科、大地工程

科、污水工程科)4,600千元

06 08000000000

補助收入

1,740,011 2,569,304 1,387,799 -829,293

063 　08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740,011 2,569,304 1,387,799 -829,293

01 　　082343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1,740,011 2,569,304 1,387,799 -829,293

01 　　　0823430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1,740,011 2,569,304 1,387,799 -829,293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106年度應急

工程補助經費。(依據經濟部水

利署106.1.5經水河字第

10516151140號函)(水利工程

科)38,000千元

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治理工程

(南山截水溝)橋梁改建工程補助

經費。(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105.8.3經水河字第10553176720號

函)(水利工程科)61,525千元

臺中市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

工程(第二期)規劃設計補助經

費。(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6.5.19環署水字第1060037513號

函)(水利工程科)9,900千元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雨水下水道

建設經費。(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6.7.28營署水字第1061011871號

函)(雨水下水道工程科)78,100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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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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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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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強化土石流防災整備及

應變研判計畫補助經費。(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06.3.10水保防字第1061859216號

函)(防災工程科)783千元

107年度土石流防災演練及宣導

執行計畫補助經費。(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06.6.16水保防字第1061859356號

函)(防災工程科)810千元

新庄社區道路路面及排水改善工

程(第二期)補助經費。(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06.6.12水保農字第1061856184號

函)(大地工程科)22,445千元

106年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工作

績效考核獎金補助經費。(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7.28農授

水保字第1061858225號函)(坡地

管理科)1,300千元

106年度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

查定工作補助經費。(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06.3.21水保監字第1061857502號

函)(坡地管理科)1,100千元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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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4水保企字第1061853457號

函)(坡地管理科)400千元

大甲溪斷面68-1至斷面80河段疏

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

水資源維護及規劃整合計畫補助

經費。(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三

河川局106.3.6水三管字第

10650020750號函)(水利管理

科)3,600千元

大甲溪斷面68-1至斷面80河段疏

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計

畫補助經費-東勢區公所。(依據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106.2.24水三管字第10650018440

號函)(水利管理科)6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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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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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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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甲溪斷面68-1至斷面80河段疏

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計

畫補助經費-石岡區公所。(依據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106.3.13水三管字第10650024660

號函)(水利管理科)600千元

大安溪斷面47-50河段疏濬工程

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計畫補助

經費。(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三

河川局106.6.28水三管字第

10602086990號函)(水利管理

科)6,369千元

大安溪斷面47-50河段疏濬工程

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計畫補助

經費-東勢區公所。(依據經濟部

水利署第三河川局106.7.3水三管

字第10602084330號函)(水利管理

科)2,113千元

107年度違法水井處置執行計畫-

水井納管宣導申報。(依據經濟

部水利署106.7.27經水政字第

10606073540號函)(水利管理

科)2,000千元

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約用人員

工作補助經費。(依據內政部營

建署106.7.28營署水字第

1061011266號函)(污水工程

科)24,010千元

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建設經

費。(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6.7.28

營署水字第1061011266號函)(污

水工程科)1,359,607千元

臺中市梧棲大排水質淨化工程補

助經費。(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106.1.23環署水字第1060007052

號函)(污水工程科)31,446千元

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規劃經

費。(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6.7.28

營署水字第1061011266號函)(污

水營運科)11,968千元

綠川水質淨化工程補助經費。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5.10.3

環署水字第1050079625號函)(污

水營運科)78,61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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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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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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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

工程(崇德柳橋~中正柳橋)成效

評估補助經費。(依據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106.8.3環署會字第

1060060149號函)(污水營運

科)3,369千元

臺中市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

工程(中正柳橋~南屯柳橋)成效

評估補助經費。(依據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106.8.3環署會字第

1060060149號函)(污水營運

科)1,031千元

東大溪污染整治及水岸生態環境

整體改善計畫(成效評估)補助經

費。(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6.8.3環署會字第1060060149號

函)(污水營運科)322千元

07 09000000000

捐獻及贈與收入

2,440 - 2,000 2,440

019 　09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2,440 - 2,000 2,440

01 　　09234300100

　　捐獻收入

2,440 - 2,000 2,440

01 　　　09234300101

　　　一般捐獻

2,440 - 2,000 2,440 105年馬鞍水庫清淤工作及土石

標售案-大臺中水利建設整合計

畫。(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大甲溪發電廠106.5.5大甲字第

1068041410號函)(收支併列)2,000

千元

105年馬鞍水庫清淤工作及土石

標售案-愛護水資源檔案應用掃

描建檔計畫。(依據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廠106.5.5

大甲字第1068041410號函)(收支

併列)440千元

08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122,730 2,361 84,142 120,369

102 　11234300000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22,730 2,361 84,142 120,369

01 　　11234300200

　　雜項收入

122,730 2,361 84,142 120,369

01 　　　1123430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14,485 -

02 　　　112343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122,730 2,361 69,657 120,369 電子領標文件費。(秘書室)200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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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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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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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辦理

「谷關溫泉區入口景觀意象地標

暨泡腳池體驗廣場」溫泉取用費

計畫。(水利管理科)(收支併

列)730千元

「2018臺中溫泉觀光產業輔導推

廣案」計畫。(水利管理科)(收支

併列)1,100千元

水資源回收中心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租賃案。(污水營運科)(收

支併列)700千元

辦理疏濬採售分離作業之砂石標

售收入。(水利工程科)120,000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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