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03 0003000000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

管

1,215,673 1,244,811 1,058,444 -29,138

001 　0003100000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346,816 370,947 279,779 -24,131

01 　　33031000100

　　一般行政

127,326 152,715 90,596 -25,389

01 　　　33031000101

　　　行政管理

127,326 152,715 90,596 -25,389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14,613千元

　　業務費12,395千元

　　獎補助費31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5,389千元

　　減列 人事費25,548千元

　　增列 業務費14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8千元

02 　　33031000600

　　區里行政

25,408 30,927 30,429 -5,519

01 　　　33031000601

　　　區政監督及里

　　　鄰組織

25,408 30,927 30,429 -5,519 一、本科目包括區政監督及里鄰組

織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08千元

　　業務費19,240千元

　　獎補助費5,96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5,519千元

　　減列 業務費519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5,000千元

03 　　33031000700

　　自治業務

7,274 22,760 4,563 -15,486

01 　　　33031000701

　　　自治業務管理

5,774 17,760 1,350 -11,986 一、本科目包括自治業務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80千元

　　業務費1,770千元

　　獎補助費3,82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1,986千元

　　減列 業務費15,81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824千元

02 　　　33031000702

　　　選舉業務

1,500 5,000 3,213 -3,500 一、本科目包括選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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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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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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補助費1,5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50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3,500千元

04 　　33031000800

　　禮俗宗教

7,363 7,077 6,511 286

01 　　　33031000801

　　　禮俗宗教業務

7,363 7,077 6,511 286 一、本科目包括禮俗宗教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10千元

　　業務費7,253千元

　　獎補助費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86千元

　　增列 業務費76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474千元

05 　　33031000900

　　戶政業務

26,471 23,213 49,552 3,258

01 　　　33031000901

　　　戶政業務

26,471 23,213 49,552 3,258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00千元

　　業務費26,27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258千元

　　增列 業務費3,258千元

06 　　33031001000

　　兵員徵集

35,501 36,322 34,731 -821

01 　　　33031001001

　　　兵員徵集業務

35,501 36,322 34,731 -821 一、本科目包括兵員徵集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80千元

　　業務費5,631千元

　　獎補助費29,59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821千元

　　增列 人事費140千元

　　減列 業務費961千元

07 　　33031001100

　　勤務管理

61,743 58,953 57,363 2,790

01 　　　33031001101

　　　勤務管理業務

61,743 58,953 57,363 2,790 一、本科目包括勤務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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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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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千元

　　業務費11,639千元

　　獎補助費49,98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79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34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447千元

08 　　33031007900

　　第一預備金

2,280 2,500 - -220

01 　　　33031007901

　　　第一預備金

2,280 2,500 - -220 一、本科目包括第一預備金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預備金2,28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20千元

　　減列 預備金220千元

09 　　330310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53,450 36,480 6,034 16,970

01 　　　3303100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53,450 36,480 6,034 1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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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50千元

　　獎補助費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6,97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8,66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31,690千元

002 　00031010000

　臺中市孔廟忠烈祠

　聯合管理所

13,425 13,840 10,278 -415

01 　　33031010100

　　一般行政

13,291 11,646 9,736 1,645

01 　　　33031010101

　　　行政管理

8,931 8,465 6,057 466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7,892千元

　　業務費1,021千元

　　獎補助費1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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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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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千元

　　增列 人事費376千元

　　增列 業務費96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6千元

02 　　　33031010102

　　　孔廟忠烈祠管

　　　理維護

4,360 3,181 3,679 1,179 一、本科目包括孔廟忠烈祠管理維

護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5千元

　　業務費4,31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179千元

　　減列 人事費4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19千元

02 　　330310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34 2,194 542 -2,060

01 　　　3303101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34 2,194 542 -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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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06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2,060千元

003 　00031020000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

　理所

150,284 129,386 132,116 20,898

01 　　68031020100

　　一般行政

46,491 45,670 39,036 821

01 　　　68031020101

　　　行政管理

46,491 45,670 39,036 821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5,036千元

　　業務費1,335千元

　　獎補助費12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821千元

　　增列 人事費832千元

　　減列 業務費11千元

02 　　68031020400

　　殯葬管理

81,671 77,886 60,913 3,785

01 　　　68031020401

　　　殯葬業務

73,734 69,945 55,473 3,789 一、本科目包括殯葬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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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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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千元

　　業務費72,33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789千元

　　增列 業務費3,789千元

02 　　　68031020402

　　　公墓管理

7,937 7,941 5,440 -4 一、本科目包括公墓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1千元

　　業務費7,88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千元

　　減列 業務費4千元

03 　　680310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2,122 5,830 32,167 16,292

01 　　　6803102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22,122 5,830 32,167 1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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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6,292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6,292千元

004 　00031030000

　臺中市中區戶政事

　務所

10,910 10,721 9,574 189

01 　　33031030100

　　一般行政

9,207 9,024 7,956 183

01 　　　33031030101

　　　行政管理

9,207 9,024 7,956 183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7,916千元

　　業務費1,219千元

　　獎補助費7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83千元

　　增列 人事費183千元

02 　　33031030900

　　戶政業務

1,603 1,597 1,529 6

01 　　　33031030901

　　　戶政業務

1,603 1,597 1,529 6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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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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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千元

　　業務費1,43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6千元

　　增列 業務費6千元

03 　　330310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89 -

01 　　　3303103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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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005 　00031040000

　臺中市東區戶政事

　務所

25,020 25,416 22,993 -396

01 　　33031040100

　　一般行政

22,144 22,615 20,131 -471

01 　　　33031040101

　　　行政管理

22,144 22,615 20,131 -471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1,378千元

　　業務費664千元

　　獎補助費10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71千元

　　減列 人事費49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9千元

02 　　33031040900

　　戶政業務

2,606 2,619 2,592 -13

01 　　　33031040901

　　　戶政業務

2,606 2,619 2,592 -13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32千元

　　業務費2,27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3千元

　　減列 業務費13千元

03 　　3303104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70 182 270 88

01 　　　3303104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270 182 270 88 一、本科目包括一般建築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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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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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及投資27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88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88千元

006 　00031050000

　臺中市西區戶政事

　務所

34,683 35,983 31,614 -1,300

01 　　33031050100

　　一般行政

27,564 28,810 24,853 -1,246

01 　　　33031050101

　　　行政管理

27,564 28,810 24,853 -1,246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6,029千元

　　業務費1,433千元

　　獎補助費10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246千元

　　減列 人事費1,3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4千元

02 　　33031050900

　　戶政業務

7,019 7,073 6,673 -54

01 　　　33031050901

　　　戶政業務

7,019 7,073 6,673 -54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39千元

　　業務費6,58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54千元

　　減列 業務費54千元

03 　　3303105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88 -

01 　　　3303105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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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007 　00031060000

　臺中市南區戶政事

　務所

27,762 28,714 26,417 -952

01 　　33031060100

　　一般行政

24,539 25,455 23,454 -916

01 　　　33031060101

　　　行政管理

24,539 25,455 23,454 -916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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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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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40千元

　　業務費1,039千元

　　獎補助費6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916千元

　　減列 人事費952千元

　　增列 業務費36千元

02 　　33031060900

　　戶政業務

3,123 3,159 2,873 -36

01 　　　33031060901

　　　戶政業務

3,123 3,159 2,873 -36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34千元

　　業務費2,68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6千元

　　減列 業務費36千元

03 　　330310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90 -

01 　　　3303106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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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008 　00031070000

　臺中市北區戶政事

　務所

41,454 42,385 36,546 -931

01 　　33031070100

　　一般行政

37,478 38,391 33,021 -913

01 　　　33031070101

　　　行政管理

37,478 38,391 33,021 -913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5,855千元

　　業務費1,521千元

　　獎補助費10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913千元

　　減列 人事費931千元

　　增列 業務費18千元

02 　　33031070900

　　戶政業務

3,876 3,894 3,436 -18

01 　　　33031070901

　　　戶政業務

3,876 3,894 3,436 -18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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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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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千元

　　業務費3,35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8千元

　　減列 業務費18千元

03 　　3303107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89 -

01 　　　3303107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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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009 　00031080000

　臺中市西屯區戶政

　事務所

42,427 44,176 39,420 -1,749

01 　　33031080100

　　一般行政

36,985 38,769 34,548 -1,784

01 　　　33031080101

　　　行政管理

36,985 38,769 34,548 -1,784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3,978千元

　　業務費2,923千元

　　獎補助費8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784千元

　　減列 人事費2,24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32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4千元

02 　　33031080900

　　戶政業務

5,342 5,307 4,782 35

01 　　　33031080901

　　　戶政業務

5,342 5,307 4,782 35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96千元

　　業務費4,74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5千元

　　增列 業務費35千元

03 　　330310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90 -

01 　　　3303108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90 - 一、本科目包括一般建築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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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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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及投資100千元

010 　00031090000

　臺中市南屯區戶政

　事務所

36,177 37,488 30,299 -1,311

01 　　33031090100

　　一般行政

30,748 31,959 26,444 -1,211

01 　　　33031090101

　　　行政管理

30,748 31,959 26,444 -1,211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8,578千元

　　業務費2,134千元

　　獎補助費3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211千元

　　減列 人事費1,290千元

　　增列 業務費91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2千元

02 　　33031090900

　　戶政業務

5,329 5,429 3,765 -100

01 　　　33031090901

　　　戶政業務

5,329 5,429 3,765 -100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966千元

　　業務費4,36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100千元

03 　　330310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90 -

01 　　　3303109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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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011 　00031100000

　臺中市北屯區戶政

　事務所

53,771 53,353 48,585 418

01 　　33031100100

　　一般行政

46,820 47,424 43,718 -604

01 　　　33031100101

　　　行政管理

46,820 47,424 43,718 -604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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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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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34千元

　　業務費1,978千元

　　獎補助費10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604千元

　　減列 人事費677千元

　　增列 業務費73千元

02 　　33031100900

　　戶政業務

5,756 5,829 4,780 -73

01 　　　33031100901

　　　戶政業務

5,756 5,829 4,780 -73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690千元

　　業務費5,06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73千元

　　減列 業務費73千元

03 　　330311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95 100 87 1,095

01 　　　3303110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195 100 87 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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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09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95千元

012 　00031110000

　臺中市豐原區戶政

　事務所

47,952 51,839 41,328 -3,887

01 　　33031110100

　　一般行政

43,800 44,730 37,370 -930

01 　　　33031110101

　　　行政管理

43,800 44,730 37,370 -930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3,133千元

　　業務費499千元

　　獎補助費16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930千元

　　減列 人事費93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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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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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33031110900

　　戶政業務

4,052 5,509 3,868 -1,457

01 　　　33031110901

　　　戶政業務

4,052 5,509 3,868 -1,457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19千元

　　業務費3,53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457千元

　　減列 業務費1,457千元

03 　　330311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600 90 -1,500

01 　　　3303111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600 9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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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5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500千元

013 　00031120000

　臺中市后里區戶政

　事務所

13,356 13,711 11,664 -355

01 　　33031120100

　　一般行政

11,908 12,267 10,349 -359

01 　　　33031120101

　　　行政管理

11,908 12,267 10,349 -359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1,307千元

　　業務費547千元

　　獎補助費5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59千元

　　減列 人事費699千元

　　增列 業務費346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6千元

02 　　33031120900

　　戶政業務

1,348 1,344 1,226 4

01 　　　33031120901

　　　戶政業務

1,348 1,344 1,226 4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90千元

　　業務費1,15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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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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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千元

　　增列 業務費4千元

03 　　330311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89 -

01 　　　3303112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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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014 　00031130000

　臺中市神岡區戶政

　事務所

16,106 17,182 15,191 -1,076

01 　　33031130100

　　一般行政

14,486 15,689 13,730 -1,203

01 　　　33031130101

　　　行政管理

14,486 15,689 13,730 -1,203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4,201千元

　　業務費231千元

　　獎補助費5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203千元

　　減列 人事費1,201千元

　　減列 業務費2千元

02 　　33031130900

　　戶政業務

1,435 1,393 1,371 42

01 　　　33031130901

　　　戶政業務

1,435 1,393 1,371 42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50千元

　　業務費1,28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2千元

　　增列 業務費42千元

03 　　330311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85 100 90 85

01 　　　3303113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85 100 9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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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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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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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85千元

015 　00031140000

　臺中市大雅區戶政

　事務所

22,072 23,560 21,259 -1,488

01 　　33031140100

　　一般行政

19,682 21,158 18,865 -1,476

01 　　　33031140101

　　　行政管理

19,682 21,158 18,865 -1,476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9,352千元

　　業務費294千元

　　獎補助費3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476千元

　　減列 人事費1,475千元

　　減列 業務費1千元

02 　　33031140900

　　戶政業務

2,290 2,302 2,310 -12

01 　　　33031140901

　　　戶政業務

2,290 2,302 2,310 -12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75千元

　　業務費2,01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2千元

　　減列 業務費12千元

03 　　3303114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84 -

01 　　　3303114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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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016 　00031150000

　臺中市潭子區戶政

　事務所

28,247 28,639 26,084 -392

01 　　33031150100

　　一般行政

25,831 26,133 23,630 -302

01 　　　33031150101

　　　行政管理

25,831 26,133 23,630 -302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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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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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80千元

　　業務費339千元

　　獎補助費1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02千元

　　減列 人事費301千元

　　減列 業務費1千元

02 　　33031150900

　　戶政業務

2,316 2,309 2,364 7

01 　　　33031150901

　　　戶政業務

2,316 2,309 2,364 7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46千元

　　業務費1,97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7千元

　　增列 業務費7千元

03 　　3303115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97 90 -97

01 　　　3303115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97 9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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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97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97千元

017 　00031160000

　臺中市東勢區戶政

　事務所

15,228 15,821 14,405 -593

01 　　33031160100

　　一般行政

13,789 14,397 13,140 -608

01 　　　33031160101

　　　行政管理

13,789 14,397 13,140 -608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3,531千元

　　業務費222千元

　　獎補助費36千元

　 　 　 　　 　 　 　 　　

　 　 　 　　 　 　 　 　　

　 　 　 　　 　 　 　 　　

　 　 　 　　 　 　 　 　　

　 　 　 　　 　 　 　 　　

 03000- 77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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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千元

　　減列 人事費623千元

　　增列 業務費21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6千元

02 　　33031160900

　　戶政業務

1,339 1,324 1,175 15

01 　　　33031160901

　　　戶政業務

1,339 1,324 1,175 15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80千元

　　業務費1,15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5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千元

03 　　330311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90 -

01 　　　3303116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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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018 　00031170000

　臺中市石岡區戶政

　事務所

6,450 6,142 5,716 308

01 　　33031170100

　　一般行政

5,429 5,292 4,966 137

01 　　　33031170101

　　　行政管理

5,429 5,292 4,966 137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306千元

　　業務費111千元

　　獎補助費1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37千元

　　增列 人事費134千元

　　增列 業務費3千元

02 　　33031170900

　　戶政業務

751 750 660 1

01 　　　33031170901

　　　戶政業務

751 750 660 1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9千元

　　業務費72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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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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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千元

　　增列 業務費1千元

03 　　3303117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70 100 90 170

01 　　　3303117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270 100 9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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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7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70千元

019 　00031180000

　臺中市新社區戶政

　事務所

8,536 10,451 7,729 -1,915

01 　　33031180100

　　一般行政

7,481 7,565 6,865 -84

01 　　　33031180101

　　　行政管理

7,481 7,565 6,865 -84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7,342千元

　　業務費133千元

　　獎補助費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84千元

　　減列 人事費86千元

　　增列 業務費2千元

02 　　33031180900

　　戶政業務

875 2,088 776 -1,213

01 　　　33031180901

　　　戶政業務

875 2,088 776 -1,213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9千元

　　業務費85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213千元

　　減列 業務費1,213千元

03 　　330311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80 798 88 -618

01 　　　3303118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80 798 88 -618 一、本科目包括一般建築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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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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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及投資18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618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618千元

020 　00031190000

　臺中市大里區戶政

　事務所

53,548 54,095 45,110 -547

01 　　33031190100

　　一般行政

49,130 49,701 40,773 -571

01 　　　33031190101

　　　行政管理

49,130 49,701 40,773 -571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8,488千元

　　業務費570千元

　　獎補助費7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571千元

　　減列 人事費571千元

02 　　33031190900

　　戶政業務

4,318 4,294 4,249 24

01 　　　33031190901

　　　戶政業務

4,318 4,294 4,249 24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05千元

　　業務費3,91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4千元

　　增列 業務費24千元

03 　　330311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88 -

01 　　　3303119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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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021 　00031200000

　臺中市霧峰區戶政

　事務所

16,295 17,849 16,624 -1,554

01 　　33031200100

　　一般行政

14,369 16,028 14,498 -1,659

01 　　　33031200101

　　　行政管理

14,369 16,028 14,498 -1,659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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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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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70千元

　　業務費563千元

　　獎補助費3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659千元

　　減列 人事費2,003千元

　　增列 業務費344千元

02 　　33031200900

　　戶政業務

1,746 1,721 1,526 25

01 　　　33031200901

　　　戶政業務

1,746 1,721 1,526 25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00千元

　　業務費1,54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5千元

　　增列 業務費25千元

03 　　330312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80 100 600 80

01 　　　3303120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80 100 6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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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8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80千元

022 　00031210000

　臺中市太平區戶政

　事務所

47,097 47,046 41,663 51

01 　　33031210100

　　一般行政

42,843 42,807 37,594 36

01 　　　33031210101

　　　行政管理

42,843 42,807 37,594 36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2,274千元

　　業務費527千元

　　獎補助費4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6千元

　　增列 人事費42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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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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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33031210900

　　戶政業務

4,154 4,139 3,981 15

01 　　　33031210901

　　　戶政業務

4,154 4,139 3,981 15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87千元

　　業務費3,66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5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千元

03 　　330312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88 -

01 　　　3303121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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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023 　00031220000

　臺中市烏日區戶政

　事務所

19,304 20,206 17,983 -902

01 　　33031220100

　　一般行政

17,215 17,851 16,028 -636

01 　　　33031220101

　　　行政管理

17,215 17,851 16,028 -636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6,953千元

　　業務費238千元

　　獎補助費2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636千元

　　減列 人事費643千元

　　增列 業務費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千元

02 　　33031220900

　　戶政業務

1,989 1,967 1,872 22

01 　　　33031220901

　　　戶政業務

1,989 1,967 1,872 22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82千元

　　業務費1,70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2千元

　　增列 業務費2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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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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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330312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388 83 -288

01 　　　3303122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388 83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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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88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288千元

024 　00031230000

　臺中市清水區戶政

　事務所

24,774 25,394 22,040 -620

01 　　33031230100

　　一般行政

22,504 23,147 19,803 -643

01 　　　33031230101

　　　行政管理

22,504 23,147 19,803 -643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2,184千元

　　業務費296千元

　　獎補助費2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643千元

　　減列 人事費636千元

　　減列 業務費1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6千元

02 　　33031230900

　　戶政業務

2,170 2,147 2,147 23

01 　　　33031230901

　　　戶政業務

2,170 2,147 2,147 23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78千元

　　業務費1,89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3千元

　　增列 業務費23千元

03 　　330312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90 -

01 　　　3303123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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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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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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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 　00031240000

　臺中市梧棲區戶政

　事務所

15,161 15,635 14,125 -474

01 　　33031240100

　　一般行政

13,608 14,088 12,630 -480

01 　　　33031240101

　　　行政管理

13,608 14,088 12,630 -480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3,387千元

　　業務費197千元

　　獎補助費2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80千元

　　減列 人事費480千元

02 　　33031240900

　　戶政業務

1,453 1,447 1,405 6

01 　　　33031240901

　　　戶政業務

1,453 1,447 1,405 6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30千元

　　業務費1,32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6千元

　　增列 業務費6千元

03 　　3303124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90 -

01 　　　3303124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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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026 　00031250000

　臺中市大甲區戶政

　事務所

20,606 23,340 17,977 -2,734

01 　　33031250100

　　一般行政

18,277 18,468 15,875 -191

01 　　　33031250101

　　　行政管理

18,277 18,468 15,875 -191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7,960千元

　　業務費269千元

　　獎補助費4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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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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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千元

　　減列 人事費191千元

02 　　33031250900

　　戶政業務

2,229 3,072 2,012 -843

01 　　　33031250901

　　　戶政業務

2,229 3,072 2,012 -843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02千元

　　業務費1,92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843千元

　　減列 業務費843千元

03 　　3303125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800 90 -1,700

01 　　　3303125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800 9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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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7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700千元

027 　00031260000

　臺中市沙鹿區戶政

　事務所

20,979 21,587 18,938 -608

01 　　33031260100

　　一般行政

18,773 19,378 16,830 -605

01 　　　33031260101

　　　行政管理

18,773 19,378 16,830 -605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8,477千元

　　業務費260千元

　　獎補助費3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605千元

　　減列 人事費62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8千元

02 　　33031260900

　　戶政業務

2,106 2,109 2,021 -3

01 　　　33031260901

　　　戶政業務

2,106 2,109 2,021 -3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03000- 85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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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千元

　　業務費1,85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千元

　　減列 業務費3千元

03 　　330312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87 -

01 　　　3303126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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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028 　00031270000

　臺中市外埔區戶政

　事務所

9,509 9,432 7,489 77

01 　　33031270100

　　一般行政

8,478 8,403 6,569 75

01 　　　33031270101

　　　行政管理

8,478 8,403 6,569 75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7,936千元

　　業務費500千元

　　獎補助費4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75千元

　　增列 人事費58千元

　　增列 業務費17千元

02 　　33031270900

　　戶政業務

931 929 830 2

01 　　　33031270901

　　　戶政業務

931 929 830 2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6千元

　　業務費88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千元

　　增列 業務費2千元

03 　　3303127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90 -

01 　　　3303127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90 - 一、本科目包括一般建築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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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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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及投資100千元

029 　00031280000

　臺中市大安區戶政

　事務所

7,230 7,421 7,062 -191

01 　　33031280100

　　一般行政

6,380 6,453 6,085 -73

01 　　　33031280101

　　　行政管理

6,380 6,453 6,085 -73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6,254千元

　　業務費120千元

　　獎補助費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73千元

　　減列 人事費73千元

02 　　33031280900

　　戶政業務

750 748 887 2

01 　　　33031280901

　　　戶政業務

750 748 887 2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4千元

　　業務費70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千元

　　增列 業務費2千元

03 　　330312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220 90 -120

01 　　　3303128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220 9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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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2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20千元

030 　00031290000

　臺中市龍井區戶政

　事務所

18,898 19,865 18,163 -967

01 　　33031290100

　　一般行政

17,172 18,146 16,576 -974

01 　　　33031290101

　　　行政管理

17,172 18,146 16,576 -974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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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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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69千元

　　業務費267千元

　　獎補助費3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974千元

　　減列 人事費973千元

　　減列 業務費1千元

02 　　33031290900

　　戶政業務

1,626 1,619 1,497 7

01 　　　33031290901

　　　戶政業務

1,626 1,619 1,497 7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00千元

　　業務費1,42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7千元

　　增列 業務費7千元

03 　　330312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90 -

01 　　　3303129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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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031 　00031300000

　臺中市大肚區戶政

　事務所

14,502 16,332 13,499 -1,830

01 　　33031300100

　　一般行政

12,841 14,077 11,969 -1,236

01 　　　33031300101

　　　行政管理

12,841 14,077 11,969 -1,236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2,602千元

　　業務費209千元

　　獎補助費3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236千元

　　減列 人事費1,234千元

　　減列 業務費2千元

02 　　33031300900

　　戶政業務

1,561 1,555 1,440 6

01 　　　33031300901

　　　戶政業務

1,561 1,555 1,440 6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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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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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千元

　　業務費1,28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6千元

　　增列 業務費6千元

03 　　330313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700 90 -600

01 　　　3303130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700 9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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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6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600千元

032 　00031310000

　臺中市和平區戶政

　事務所

7,094 6,855 6,774 239

01 　　33031310100

　　一般行政

6,230 5,988 5,174 242

01 　　　33031310101

　　　行政管理

6,230 5,988 5,174 242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394千元

　　業務費800千元

　　獎補助費3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42千元

　　增列 人事費206千元

　　增列 業務費36千元

02 　　33031310900

　　戶政業務

764 767 1,512 -3

01 　　　33031310901

　　　戶政業務

764 767 1,512 -3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千元

　　業務費75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千元

　　減列 業務費3千元

03 　　330313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88 -

 03000- 89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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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3303131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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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03000-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