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入餘絀數(或減免、註銷數)分析表
中華民國10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金 額 %

總計 25,742,099

經常門合計 25,742,099

99 99年度經常門合計 595,800

ˉ補助及協助收入 595,800 18.27%

ˉˉ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595,800 18.27%

ˉˉˉ計畫型補助收入 595,800 18.27%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工程依完工進度請款，結餘款辦理註銷。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25,146,299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1,949,828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1,949,828

ˉ罰款及賠償收入 12,705 12.70%

ˉˉ罰金罰鍰及怠金 12,705 12.70%

ˉˉˉ罰金罰鍰 12,705 12.70% 係落實殯葬業務收取濫葬罰鍰所致。

ˉ財產收入 57,079

ˉˉ財產孳息 17,629 係保管款專戶利息及房屋津貼解繳市庫所致。

ˉˉˉ利息收入 9,229

ˉˉˉ租金收入 8,400

ˉˉ廢舊物資售價 39,450 係變賣報廢財物所得等繳庫所致。

ˉˉˉ廢舊物資售價 39,450

ˉ補助收入 -3,528,153 -5.64%

ˉˉ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3,528,153 -5.64%

ˉˉˉ計畫型補助收入 -3,528,153 -5.64% 係因役男家屬生活扶助數無法精確預估賸餘經費繳回內政部役政署所

致。
ˉ其他收入 5,408,197

ˉˉ雜項收入 5,408,197

ˉˉˉ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1,645 係為99年度公務車借用油料費收回及機車失竊註銷燃料費退費。

ˉˉˉ其他雜項收入 5,406,552 係為沒入市議員及里長選選人繳納保證金及採購案逾期違約金所致。

 臺中市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 564,755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564,755

規費收入 11,000

  使用規費收入 11,000

    場地設施使用費 41,000 820.00% 因有機關或團體租借場地較預期熱絡，超收場地設施使用費。

    服務費 -30,000 -7.30% 開辦六藝研習班收入。

財產收入 547,230

  財產孳息 547,230

    利息收入 -1,152 -57.60% 代收代辦專戶利息收入繳庫。

    租金收入 548,382 100.00%
1.本市北區水源段131地號市有土地使用補償金開徵收入。

2.已於101年度依實際辦理情形編列該歲入預算。

 其他收入 6,525

  雜項收入 6,525

    其他收入 6,525 100.00% 電子標單收入繳庫。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 34,820,077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34,820,077

罰款及賠償收入 14,250 100.00%

賠償收入 14,250 100.00%

一般賠償收入 14,250 100.00% 賠償款繳庫。

規費收入 35,138,125 40.76%

使用規費收入 35,138,125 40.76%

資料使用費 6,900 230.00% 因領取標單文件廠商增加所致，於編列101年度預算時將予以修正。

場地設施使用費 35,131,225 40.76% 因縣市合併規費預估偏低所致，於編列101年度預算時將予以修正。

年度
餘 絀 數

餘 絀 數 ( 或 減 免 、 註 銷 數 ) 原 因 說 明 及 因 應 改 善 措 施科 目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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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入餘絀數(或減免、註銷數)分析表
中華民國10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金 額 %
年度

餘 絀 數
餘 絀 數 ( 或 減 免 、 註 銷 數 ) 原 因 說 明 及 因 應 改 善 措 施科 目 名 稱

財產收入 31,376 313.76%

財產孳息 20,076 200.76%

利息收入 14,023 140.23% 因保管款金額增加所致，於編列101年度預算時將予以修正。

租金收入 6,053 100.00% 租金收入繳庫。

廢舊物資售價 11,300 100.00%

廢舊物資售價 11,300 100.00% 廢棄物拍賣收入繳庫。

補助收入 0 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0 0

計畫型補助收入 0 0

其他收入 -363,674 -2.42%

雜項收入 -363,674 -2.42%

其他雜項收入 -363,674 -2.42%

臺中市中區戶政事務所 -97,168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97,168

罰鍰及賠償收入 -16,900 -84.50%

  罰金罰鍰及過怠金 -16,900 -84.50%

    罰金罰鍰
-16,900 -84.50% 發放生育津貼獎勵及結婚改採登記制，使逾期登記之違章裁罰案件大

為減少； 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規費收入 -84,910 -5.58%

  行政規費收入 -4,390 -1.43%

    審查費
-1,500 -75.00% 係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測試之審查費收入非可預期； 改善措施：已調整

101年預算編列數。

    證照費 2,170 0.97% 因初、補、換領國民身分證等業務增加

    登記費 -5,060 -6.33% 因印鑑登記與證明案件減少

  使用規費收入 -80,520 -6.62%

    資料使用費
-90,735 -7.57% 係中華民國100年4月29日台內戶字第1000072946號令修正降低戶籍謄

本等規費收費標準； 改善措施：已依實際收費標準調整101年預算編

列數。

    服務費 10,215 56.75% 因積極推動自然人憑證致件數增加。

財產收入 427 42.70%

    財產孳息 277 27.70%

        利息收入
277 27.70% 係自本(100)年5月起配合生育津貼發放，社會局先行撥入週轉金備用

，致專戶存款餘額增加，利息收入超過預算數。

   廢棄物資售價 150

      廢棄物資售價 150 變賣報廢財產所得

其他收入 4,215 105.38%

    雜項收入 4,215 105.38%

        其他雜費收入 4,215 105.38% 自動照相費及其他雜項收入等項目

臺中市東區戶政事務所 -552,777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552,777 -3.21%

罰鍰及賠償收入 -25,200 -63.00%

  罰金罰鍰及過怠金 -25,200 -63.00%

    罰金罰鍰 -25,200 -63.00%
發放生育津貼獎勵及結婚改採登記制，使逾期登記之違章裁罰案件大

為減少； 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規費收入 -527,359 -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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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入餘絀數(或減免、註銷數)分析表
中華民國10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金 額 %
年度

餘 絀 數
餘 絀 數 ( 或 減 免 、 註 銷 數 ) 原 因 說 明 及 因 應 改 善 措 施科 目 名 稱

  行政規費收入 28,550 3.04%

    審查費 -6,000 -66.67%
係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測試之審查費收入非可預期； 改善措施：已調整

101年預算編列數。

    證照費 23,750 3.25%

    登記費 10,800 5.40%

  使用規費收入 -555,909 -24.98%

    資料使用費 -558,260 -25.38%

係中華民國100年4月29日台內戶字第1000072946號令修正降低戶籍謄

本等規費收費標準； 改善措施：已依實際收費標準調整101年預算編

列數。

    服務費 2,351 9.40%

財產收入 1,385 138.50%

  財產孳息 1,385 138.50%

    利息收入 1,385 138.50%
係自本(100)年5月起配合生育津貼發放，社會局先行撥入週轉金備用

，致專戶存款餘額增加，利息收入超過預算數。

其他收入 -1,603 -6.17%

  雜項收入 -1,603 -6.17%

    其他雜項收入 -1,603 -6.17%

臺中市西區戶政事務所 -1,241,074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1,241,074

罰款及賠償收入 -6,800 -34.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6,800 -34.00%

        罰金罰鍰 -6,800 -34.00%
發放生育津貼獎勵及結婚改採登記制，使逾期登記之違章裁罰案件大

為減少； 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規費收入 -1,243,016 -21.53%

   行政規費收入 -145,440 -8.13%

     審查費 1,500 75.00%
係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測試之審查費收入非可預期； 改善措施：已調整

101年預算編列數。

     證照費 -128,540 -9.59%

     登記費 -18,400 -4.13%
登記費較預算數減收，係印鑑證明收入減少。己依最近二年之平均收

入作為101年預算參考。

   使用規費收入 -1,097,576 -27.54%

     資料使用費 -1,109,240 -28.21%

係中華民國100年4月29日台內戶字第1000072946號令修正降低戶籍謄

本等規費收費標準； 改善措施：已依實際收費標準調整101年預算編

列數。

      服務費 11,664 21.60%
服務費較預算數超收，係自然人憑證行政管理費增加。己依最近二年

之平均收入作為101年預算參考。

財產收入 9,384

    財產孳息 1,584

        利息收入 1,584 79.20%
公庫利息超收，係社會局撥入生育津貼。

已調升101年預算。
   廢棄物資售價 7,800

      廢棄物資售價 7,800 報廢電腦拍賣款繳庫。

其他收入 -642 -2.14%

    雜項收入 -642 -2.14%

        其他雜費收入 -642 -2.14%

臺中市南區戶政事務所 -344,599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344,599
-3.21%

罰鍰及賠償收入 -20,900 -69.67%

  罰金罰鍰及過怠金 -20,900 -69.67%

    罰金罰鍰 -20,900 -69.67%
發放生育津貼獎勵及結婚改採登記制，使逾期登記之違章裁罰案件大

為減少； 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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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入餘絀數(或減免、註銷數)分析表
中華民國10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金 額 %
年度

餘 絀 數
餘 絀 數 ( 或 減 免 、 註 銷 數 ) 原 因 說 明 及 因 應 改 善 措 施科 目 名 稱

規費收入 -329,953 -8.88%

  行政規費收入 21,110 1.27%

    審查費 -1,500 -50.00%
係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測試之審查費收入非可預期； 改善措施：已調整

101年預算編列數。

    證照費 -24,990 -1.84%

    登記費 47,600 15.87%

  使用規費收入 -351,063 -17.09%

    資料使用費 -365,805 -18.29%

係中華民國100年4月29日台內戶字第1000072946號令修正降低戶籍謄

本等規費收費標準； 改善措施：已依實際收費標準調整101年預算編

列數。

    服務費 14,742 27.30%

財產收入 2,452 122.60%

  財產孳息 2,452 122.60%

    利息收入 2,452 122.60%
係自本(100)年5月起配合生育津貼發放，社會局先行撥入週轉金備用

，致專戶存款餘額增加，利息收入超過預算數。

其他收入 3,802 10.86%

  雜項收入 3,802 10.86%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2,748

    其他雜項收入 1,054 3.01%

臺中市北區戶政事務所 -454,365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454,365
-3.21%

罰鍰及賠償收入 -27,200 -22.67%

  罰金罰鍰及過怠金 -27,200 -22.67%

    罰金罰鍰 -27,200 -22.67%
發放生育津貼獎勵及結婚改採登記制，使逾期登記之違章裁罰案件大

為減少； 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規費收入 -450,673 -7.96%

  行政規費收入 -61,850 -2.74%

    審查費 0 0.00%

    證照費 -92,610 -5.20%

    登記費 30,760 6.54%

  使用規費收入 -388,823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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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餘絀數(或減免、註銷數)分析表
中華民國10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金 額 %
年度

餘 絀 數
餘 絀 數 ( 或 減 免 、 註 銷 數 ) 原 因 說 明 及 因 應 改 善 措 施科 目 名 稱

    資料使用費 -417,660 -12.46%

    服務費 28,837 54.41%

係本所實施便民服務措施假日加班受理自然人ic卡憑證、且5人以上集

體申辦本所即可派員到府、機關受理致收入數超過預算數；因應改善

措施：俟後籌編預算時，注意確實覈實預估編列。

財產收入 2,187 109.35%

  財產孳息 2,187 109.35%

    利息收入 2,187 109.35%
係自本(100)年5月起配合生育津貼發放，社會局先行撥入週轉金備用

，致專戶存款餘額增加，利息收入超過預算數。

其他收入 21,321 76.15%

  雜項收入 21,321 76.15%

    其他雜項收入 21,321 76.15%
係本年度增加辦理護照親辦業務致拍照收入增加超過預算數；改善措

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臺中市西屯區戶政事務所 -904,557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904,557 -12.14%

罰鍰及賠償收入 -87,900 -73.25%

  罰金罰鍰及過怠金 -87,900 -73.25%

    罰金罰鍰 -87,900 -73.25%
發放生育津貼獎勵及結婚改採登記制，使逾期登記之違章裁罰案件大

為減少；改善措施：已依實際納庫情形調降101年度預算數。

規費收入 -821,937 -11.21%

  行政規費收入 -152,270 -4.41%

    審查費 5,000 125.00%
係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測試之審查費收入非可預期；改善措施：已依實

際納庫情形調高101年度預算數。

    證照費 -195,850 -7.18%

    登記費 38,580 5.36%

  使用規費收入 -669,667 -17.26%

    資料使用費 -738,903 -19.55%

    服務費 69,236 69.24%

係辦理自然人憑證發證相關費用，因應改善措施：已依實際納庫情形

調高101年度預算數。

財產收入 5,430 271.50%

  財產孳息 5,430 271.50%

    利息收入 5,430 271.50%
係自本(100)年5月起配合生育津貼發放，社會局先行撥入週轉金備用

，致專戶存款餘額增加，利息收入超過預算數。

其他收入 -150 -15.00%

  雜項收入 -150 -15.00%

    其他雜項收入 -150 -15.00%

臺中市南屯區戶政事務所 -518,487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518,487 -3.21%

罰鍰及賠償收入 -53,900 -44.92%

  罰金罰鍰及過怠金 -53,900 -44.92%

    罰金罰鍰 -53,900 -44.92%
發放生育津貼獎勵及結婚改採登記制，使逾期登記之違章裁罰案件大

為減少； 改善措施：嗣後將核實編列預算。

規費收入 -483,707 -15.32%

  行政規費收入 -10,870 -1.16%

    審查費 3,000 150.00%
係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測試之審查費收入非可預期； 改善措施：嗣後將

核實編列預算。

    證照費 -86,290 -4.59%

    登記費 72,420 15.09%

  使用規費收入 -472,837 -16.32%

    資料使用費 -528,074 -18.78%

    服務費 55,237 64.23%
為因應公文無紙化作業，辦理自然人憑證服務費收入增加； 改善措

施：嗣後將核實編列預算。

財產收入 2,332 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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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餘絀數(或減免、註銷數)分析表
中華民國10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金 額 %
年度

餘 絀 數
餘 絀 數 ( 或 減 免 、 註 銷 數 ) 原 因 說 明 及 因 應 改 善 措 施科 目 名 稱

  財產孳息 2,932 293.20%

    利息收入 2,932 293.20%
係自本(100)年5月起配合生育津貼發放，社會局先行撥入週轉金備用

，致專戶存款餘額增加，利息收入超過預算數。

  廢舊物資售價 -600 -20.00%

    廢舊物資售價 -600 -20.00%
廢舊物資售價收入係配合財產報廢所致； 改善措施：嗣後將核實編列

預算。

其他收入 16,788 33.58%

  雜項收入 16,788 33.58%

    其他雜項收入 16,788 33.58% 其他雜項收入超出預算編列； 改善措施：嗣後將核實編列預算。

臺中市北屯區戶政事務所 -1,673,214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1,673,214 -3.21%

罰鍰及賠償收入 9,900 6.19%

  罰金罰鍰及過怠金 9,900 6.19%

    罰金罰鍰 9,900 6.19%

規費收入 -1,692,623 -19.80%

  行政規費收入 -106,050 -2.81%

    審查費 -1,000 -9.09%

    證照費 -115,270 -3.87%

    登記費 10,220 1.31%

  使用規費收入 -1,586,573 -33.22%

    資料使用費 -1,644,205 -34.92%

係中華民國100年4月29日台內戶字第1000072946號令修正降低戶籍謄

本等規費收費標準； 改善措施：已依實際收費標準調整101年預算編

列數。

    服務費 57,632 86.02%
係本所推展自然人憑證到府受理服務,致服務費增加;改善措施:已調整

101年預算編列數。

財產收入 6,024 301.20%

  財產孳息 6,024 301.20%

    利息收入 6,024 301.20%
係自本(100)年5月起配合生育津貼發放，社會局先行撥入週轉金備用

，致專戶存款餘額增加，利息收入超過預算數。

其他收入 3,485 5.62%

  雜項收入 3,485 5.62%

    其他雜項收入 3,485 5.62%

臺中市豐原區戶政事務所 -694,696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694,696 -12.66%

罰鍰及賠償收入 -26,600 -31.29%
發放生育津貼獎勵及結婚改採登記制，使逾期登記之違章裁罰案件大

為減少；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罰金罰鍰及怠金 -26,600 -31.29%

罰金罰鍰 -26,600 -31.29%

規費收入 -673,697 -12.53%

  行政規費收入 -9,090 -0.58%

    審查費 -3,000 -30.00% 因申請歸化測試之民眾不如預期，擬鼓勵外籍配偶申請歸化測試。

    證照費 -7,150 -0.48%

    登記費 1,060 1.41%

  使用規費收入 -664,607 -17.43%

        資料使用費 -673,517 -17.91%

    服務費 8,910 16.50%

財產收入 5,557 -      預算外收入

    財產孳息 5,557 -      

     利息收入 5,557 -      

其他收入 44 0.18%

    雜項收入 44 0.18%

      其他雜項收入 44 0.18%

臺中市后里區戶政事務所 -387,643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387,643 -21.02%

罰款及賠償收入 6,600 33.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6,600 33.00%

  罰金罰鍰 6,600 33.00% 民眾逾期申報，下年度加強宣導

規費收入 -396,596 -21.74%

 行政規費收入 1,670 0.32%

  審查費 1,500 37.50%   係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測試之審查費收入非可預期。

  證照費 -290 -0.06%

  登記費 460 1.84%

 使用規費收入 -398,266 -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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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使用費 -400,356 -31.30%
因戶籍謄本規費調降及免費提供低收入戶、弱勢戶戶籍謄本；下年度

編列預算時調整

  服務費 2,090 13.06%

財產收入 1,286

 財產孳息 1,286

  利息收入 1,286 公庫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1,067

 雜項收入 1,067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357 報廢機車燃料稅

  其他雜項收入 710 報廢機車、照相機、字幕加入機等

臺中市神岡區戶政事務所 -214,040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214,040

ˉ罰款及賠償收入 -6,200

ˉˉ罰金罰鍰及怠金 -6,200

ˉˉˉ罰金罰鍰 -6,200 -51.67% 係發放生育津貼獎勵及結婚改彩登記制，使逾期登記之違章裁罰案件

大為減少； 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ˉ規費收入 -202,276

ˉˉ行政規費收入 160,340

ˉˉˉ審查費 -6,500 -65.00% 係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測試之審查費收入非可預期； 改善措施：已調整

101年預算編列數。

ˉˉˉ證照費 26,120 4.56%

ˉˉˉ登記費 140,720 469.07% 係印鑑登記、變更、註銷及印鑑證明收入非可預期，改善措施：已調

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ˉˉ使用規費收入 -362,616

ˉˉˉ資料使用費 -388,815 -33.72% 係中華民國100年4月29日台內戶字第1000072946號令修正降低戶籍謄

本等規費收費標準； 改善措施：已依實際收費標準調整101年預算編

列數。

ˉˉˉ服務費 26,199 145.55% 係辦理自然人憑證案件收入非可預期； 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預算

編列數。

ˉ財產收入 2,116

ˉˉ財產孳息 2,116

ˉˉˉ利息收入 2,116 係自本(100)年5月起配合生育津貼發放，社會局先行撥入週轉金備用

，致專戶存款餘額增加，新增利息收入； 改善措施：已新增101年預

算編列數。

ˉ其他收入 -7,680

ˉˉ雜項收入 -7,680

ˉˉˉ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0

ˉˉˉ其他雜項收入 -7,680 -51.20% 係回收碳粉匣及自動照相機場地設施使用費等其他雜項收入非可預

期； 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臺中市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362,994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362,994

ˉ罰款及賠償收入 -23,100

ˉˉ罰金罰鍰及怠金 -23,100

ˉˉˉ罰金罰鍰 -23,100 -40.53% 係違反戶籍法之罰鍰案件減少； 改善措施：已調降101年預算編列

數。

ˉ規費收入 -358,417

ˉˉ行政規費收入 -38,960

ˉˉˉ審查費 -2,500 -50.00% 係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測試之審查費收入非如預期； 改善措施：加強宣

導，增加案件數，以達預算目標。

ˉˉˉ證照費 -34,380 -3.62%

ˉˉˉ登記費 -2,080 -0.90%

ˉˉ使用規費收入 -319,457

ˉˉˉ資料使用費 -397,410 -24.92% 係中華民國100年4月29日台內戶字第1000072946號令修正降低戶籍謄本等規費收費標準； 改善

措施：已依實際收費標準調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ˉˉˉ服務費 77,953 155.91% 係辦理自然人憑證案件增加； 改善措施：已調升101年預算編列數。

ˉ財產收入 3,037

ˉˉ財產孳息 3,037

ˉˉˉ利息收入 3,037 係自本(100)年5月起配合生育津貼發放，社會局先行撥入週轉金備用

，致專戶存款餘額增加，新增利息收入； 改善措施：已新增101年預

算編列數。

ˉ其他收入 15,486

ˉˉ雜項收入 1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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ˉˉˉ其他雜項收入 15,486 96.79% 係照相場地設施使用費收入，非可預期。

臺中市潭子區戶政事務所 -450,495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450,495

ˉ罰款及賠償收入 18,600

ˉˉ罰金罰鍰及怠金 18,600

ˉˉˉ罰金罰鍰 18,600 44.29% 係違反戶籍法之罰鍰案件增加； 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

數。

ˉ規費收入 -477,152

ˉˉ行政規費收入 -31,350

ˉˉˉ審查費 -5,000 -38.46% 係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測試之審查費收入非可預期； 改善措施：已調整

101年預算編列數。

ˉˉˉ證照費 -10,110 -0.97%

ˉˉˉ登記費 -16,240 -5.70%

ˉˉ使用規費收入 -445,802

ˉˉˉ資料使用費 -434,223 -24.53% 係中華民國100年4月29日台內戶字第1000072946號令修正降低戶籍謄

本等規費收費標準； 改善措施：已依實際收費標準調整101年預算編

列數。

ˉˉˉ服務費 -11,579 -23.16% 係辦理自然人憑證案件減少； 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ˉ財產收入 1,083

ˉˉ財產孳息 1,083

ˉˉˉ利息收入 1,083 係自本(100)年5月起配合生育津貼發放，社會局先行撥入週轉金備用

，致專戶存款餘額增加，新增利息收入； 改善措施：已新增101年預

算編列數。

ˉ其他收入 6,974

ˉˉ雜項收入 6,974

ˉˉˉ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440 係收回中華電信98年度電信費退費。

ˉˉˉ其他雜項收入 6,534 36.30% 係其他雜項收入非可預期； 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臺中市東勢區戶政事務所 -108,503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108,503

罰款及賠償收入 -4,900 -32.67%

 罰金罰鍰及怠金 -4,900 -32.67%

  罰金罰鍰 -4,900 -32.67% 申請案件於法定期間登記。

規費收入 -113,508

 行政規費收入 41,810 10.35%

  審查費 -1,500 -37.50%

  證照費 39,290 10.34%

  登記費 4,020 20.10%

 使用規費收入 -155,318 -13.99%

  資料使用費 -164,488 -14.95% 修正降低戶籍謄本等規費標準。

  服務費 9,170 91.70%

財產收入 787

 財產孳息 787

  利息收入 787

其他收入 9,118 預算外收入

 雜項收入 9,118

  其他雜項收入 9,118

臺中市石岡區戶政事務所 -133,857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133,857 -25.64%

罰款及賠償收入 1,500 50.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1,500 50.00%

  罰金罰鍰 1,500 50.00% 民眾逾期申報案件數增加；下年度加強宣導。

規費收入 -135,622 -26.13%

 行政規費收入 -12,370 -9.30%

  審查費 -1,000 -100.00% 加強外配參加測試宣導。

  證照費 -9,870 -8.02%

  登記費 -1,500 -16.66%

 使用規費收入 -123,252 -31.93%

  資料使用費 -123,340 -32.28%
因戶籍謄本規費調降及免費提供低收入戶、弱勢戶戶籍謄本；下年度

編列預算時調整。

  服務費 88 2.20%

財產收入 265

 財產孳息 265

  利息收入 265 公庫利息收入

臺中市新社區戶政事務所 -7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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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合計 -71,917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71,917

罰款及賠償收入 1,200 40.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1,200 40.00%

  罰金罰鍰 1,200 40.00% 民眾逾期申報案件數增加；下年度編列預算時調整

規費收入 -73,432

 行政規費收入 16,580 7.86%

  審查費 -500 -50.00% 民眾報名案件減少；下年度編列預算時調整

  證照費 13,580 6.79%

  登記費 3,500 35.00% 民眾申請案件數增加；下年度編列預算時調整

 使用規費收入 -90,012 -17.02%

  資料使用費 -94,211 -17.94%

  服務費 4,199 104.98% 民眾申請案件數增加；下年度編列預算時調整

財產收入 315

 財產孳息 315

  利息收入 315 公庫利息收入

臺中市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941,070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941,070 -14.85%

罰款及賠償收入 27,300 54.60%

 罰金罰鍰及怠金 27,300 54.60%

  罰金罰鍰 27,300 54.60%
係違反戶籍法之罰鍰案件增加； 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

數。

規費收入 -969,963 -15.42%

 行政規費收入 -368,640 -14.89%

  審查費 -8,000 -66.67%
係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測試之審查費收入非可預期；改善措施：已調整

101年預算編列數。

  證照費 -62,500 -3.03%

  登記費 -298,140 -74.54%
係民眾申請印鑑登記變更註銷等收入非可預期；     改善措施：已調

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使用規費收入 -601,323 -15.77%

  資料使用費 -599,750 -16.43%

  服務費 -1,573 -0.96%

財產收入 1,593 -    

 財產孳息 1,593 -    

  利息收入 1,593 -    

係自本(100)年5月起配合生育津貼發放，社會局先行撥入週轉金備用

，致專戶存款餘額增加，新增利息收入； 改善措施：已新增101年預

算編列數。

臺中市霧峰區戶政事務所 -116,845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116,845

罰款及賠償收入 -11,200 -46.67%

  罰金罰鍰及怠金 -11,200 -46.67%

    罰金罰鍰 -11,200 -46.67%
發放生育津貼獎勵及結婚改採登記制，使逾期登記之違章裁罰案件大

為減少； 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規費收入 -109,727

  行政規費收入 -142,300

    審查費 1,000 20.00% 係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測試之審查費收入非可預期。

    證照費 -119,900 -17.13%

    登記費 -23,400 -11.70%

  使用規費收入 32,573

    資料使用費 19,395 1.76%

    服務費 13,178 52.71% 自然人憑證IC卡團體申請件數倍增，於次年度增加預算數。

財產收入 1,576

  財產孳息 1,576

    利息收入 1,576 157.60%
係自本(100)年5月起配合生育津貼發放，社會局先行撥入週轉金備用

，致專戶存款餘額增加，利息收入超過預算數。

其他收入 2,506

  雜項收入 2,506

    其他雜項收入 2,506 18.00%

臺中市太平區戶政事務所 -582,778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582,778 -10.40%

罰鍰及賠償收入 -16,900 -21.13%

  罰金罰鍰及過怠金 -16,900 -21.13%

19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歲入餘絀數(或減免、註銷數)分析表
中華民國10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金 額 %
年度

餘 絀 數
餘 絀 數 ( 或 減 免 、 註 銷 數 ) 原 因 說 明 及 因 應 改 善 措 施科 目 名 稱

    罰金罰鍰 -16,900 -21.13%
發放生育津貼獎勵及結婚改採登記制，及加強宣導各項登記申辦期限

民眾大都能遵守規定，故罰鍰收入短收不如預期。

規費收入 -569,334 -10.38%

  行政規費收入 5,880 0.27%

    審查費 -2,500 -31.25% 係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測試之審查費收入非可預期。

    證照費 25,260 1.49%

    登記費 -16,880 -3.91%

  使用規費收入 -575,214 -17.20%

    資料使用費 -581,460 -17.62%

    服務費 6,246 13.88%

財產收入 1,037 103.70%

  財產孳息 1,037 103.70%

    利息收入 1,037 103.70%
係自本(100)年5月起配合生育津貼發放，社會局先行撥入週轉金備用

，致專戶存款餘額增加，利息收入超過預算數。

其他收入 2,419 6.91%

  雜項收入 2,419 6.91%

    其他雜項收入 2,419 6.91%

臺中市烏日區戶政事務所 -171,270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171,270 -8.35%

罰款及賠償收入 -13,400 -51.54%

   罰金罰鍰及怠金 -13,400 -51.54%

        罰金罰鍰 -13,400 -51.54%
結婚改採登記制，使逾期登記之違章裁罰案件大為減少； 改善措施：

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規費收入 -171,927 -8.51%

   行政規費收入 27,980 3.97%

     審查費 1,000 50.00%
係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測試之審查費收入非可預期； 改善措施：已調整

101年預算編列數。

     證照費 -17,020 -2.61%

     登記費 44,000 88.00%
係印鑑證明、登記、變更等案件增加，依實際收入納庫，已調整101年

預算數。

   使用規費收入 -199,907 -15.19%

     資料使用費 -213,825 -16.42%

      服務費 13,918 99.41%
係自然人憑證服務費收入增加，非可預期； 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

預算編列數。

財產收入 1,071

    財產孳息 1,071

        利息收入 1,071 係預算外收入並全數繳庫：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其他收入 12,986 216.43%

    雜項收入 12,986 216.43%

        其他雜費收入 12,986 216.43% 因100年度拍照數量增加非可預期收入，101年已調整該項收入預算。

臺中市清水區戶政事務所 -607,057

經常門合計 -607,057 18.55%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607,057 18.55%

罰鍰及賠償收入 6,500 32.50%

  罰金罰鍰及過怠金 6,500 32.50%

    罰金罰鍰 6,500 32.50% 因違反戶籍罰鍰案件增加； 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規費收入 -615,967 -18.94%

  行政規費收入 -49,570 -6.54%

    審查費 -500 -25.00% 係申請歸化國籍測試人數減少非可預期。

    證照費 -51,030 -7.09%

    登記費 1,960 5.44%

  使用規費收入 -566,397 -22.71%

    資料使用費 -599,590 -24.51%

係中華民國100年4月29日台內戶字第1000072946號令修正降低戶籍謄

本等規費收費標準及因應社會福利措施免收部分戶籍謄本規費； 改善

措施：已依實際收費標準調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服務費 33,193 69.15%
係自然人憑證大宗申辦件數大增;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

數。

財產收入 1,970

  財產孳息 1,970

    利息收入 1,970 預算外收入，係專戶存款利息收入，已於101年編列預算數。

其他收入 440

  雜項收入 440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440
預算外收入，係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退98年度網路電信費收入非可

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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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金 額 %
年度

餘 絀 數
餘 絀 數 ( 或 減 免 、 註 銷 數 ) 原 因 說 明 及 因 應 改 善 措 施科 目 名 稱

臺中市梧棲區戶政事務所 -243,993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243,993

ˉ罰款及賠償收入 11,200

ˉˉ罰金罰鍰及怠金 11,200

ˉˉˉ罰金罰鍰 11,200 93.33% 因違反戶籍法之罰鍰案件增加已增編來年預算數

ˉ規費收入 -257,552

ˉˉ行政規費收入 -11,980

ˉˉˉ審查費 -500 -25.00% 申請歸化國籍測試人數較往年減少擬鼓勵外籍配偶申請歸化測試

ˉˉˉ證照費 -14,180 -2.92%

ˉˉˉ登記費 2,700 12.27%

ˉˉ使用規費收入 -245,572

ˉˉˉ資料使用費 -251,075 -21.33% 係調整戶籍謄本規費標準及因應社會福利措施免收部分戶籍謄本規費

所致已於來年減編預算數

ˉˉˉ服務費 5,503 18.34%

ˉ財產收入 2,359

ˉˉ財產孳息 2,359

ˉˉˉ利息收入 2,359

臺中市大甲區戶政事務所 -383,475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383,475

ˉ罰款及賠償收入 7,600

ˉˉ罰金罰鍰及怠金 7,600

ˉˉˉ罰金罰鍰 7,600 30.40% 係違反戶籍法之罰鍰案件增加； 改善措施：加強戶政法令之宣導。

ˉ規費收入 -394,809

ˉˉ行政規費收入 -16,040

ˉˉˉ審查費 -2,500 -62.50% 係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測試之審查費收入非可預期； 改善措施：已調整

101年預算編列數。

ˉˉˉ證照費 -19,080 -3.13%

ˉˉˉ登記費 5,540 3.08%

ˉˉ使用規費收入 -378,769

ˉˉˉ資料使用費 -350,950 -23.40% 係中華民國100年4月29日台內戶字第1000072946號令修正降低戶籍謄

本等規費收費標準； 改善措施：已依實際收費標準調整101年預算編

列數。

ˉˉˉ服務費 -27,819 -27.82% 係國民身分證拍照服務案件減少； 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

數。

ˉ財產收入 3,342

ˉˉ財產孳息 3,342

ˉˉˉ利息收入 3,342 係自本(100)年5月起配合生育津貼發放，社會局先行撥入週轉金備用

，致專戶存款餘額增加，新增利息收入； 改善措施：已新增101年預

算編列數。

ˉ其他收入 392

ˉˉ雜項收入 392

ˉˉˉ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392 係收回中華電信97年度電信費退費。

臺中市沙鹿區戶政事務所 -314,702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314,702 -11.15%

罰款及賠償收入 -16,600 -55.33%

 罰金罰鍰及怠金 -16,600 -55.33%

  罰金罰鍰 -16,600 -55.33% 民眾逾期申報減少，下年度編列預算時調整。

規費收入 -405,342 -14.51%

 行政規費收入 41,470 5.13%

  審查費 -1,500 -50.00%
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測試之審查費收入非可預期，下年度編列預算時調

整。

  證照費 36,890 4.80%

  登記費 6,080 16.43%

 使用規費收入 -446,812 -22.51%

  資料使用費 -453,720 -23.47%
因戶籍謄本規費調降及免費提供低收入戶、弱勢戶戶籍謄本；下年度

編列預算時調整。

  服務費 6,908 13.28%

財產收入 637

 財產孳息 637

  利息收入 637 公庫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106,603

 雜項收入 10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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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0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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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絀 數 ( 或 減 免 、 註 銷 數 ) 原 因 說 明 及 因 應 改 善 措 施科 目 名 稱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104,613

收回98年8月10日終止租用中華電信號碼(0911346128)退租費440元；

98年何美靜年終獎金77,713元及代扣所得稅4,960元；99年第二學期高

貫俊子女教育補助費21,500元，共計104,613元。

  其他雜項收入 1,990 銷毀紙類收入繳庫。

臺中市外埔區戶政事務所 -196,515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196,515

罰款及賠償收入 1,900 19.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1,900 19.00%

  罰金罰鍰 1,900 19.00%

規費收入 -199,529

 行政規費收入 -40,050

  審查費 -2,000 -66.67%
係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測試之審查費收入非可預期； 改善措施：於下年

度加強宣導。

  證照費 -21,930 -8.28%

  登記費 -16,120 -19.66%

 使用規費收入 -159,479

  資料使用費 -157,610 -27.18%

係內政部民國100年4月29日台內戶字第1000072946號令修正降低戶籍

謄本等規費收費標準； 改善措施：已依實際收費標準調整101年預算

編列數。

  服務費 -1,869 -18.69%

財產收入 274

 財產孳息 274

  利息收入 274 公庫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840

 雜項收入 840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55 收回99年度志工保險費

  其他雜項收入 785 碳粉匣回收款

臺中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104,735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104,735

ˉ罰款及賠償收入 -900

ˉˉ罰金罰鍰及怠金 -900

ˉˉˉ罰金罰鍰 -900 -30.00% 係配合政府生育政策於完成出生登記後即當場發放生育津貼做為獎

勵；又結婚改採登記制，此二者皆使逾期登記之違章裁罰案件大為減

少。

ˉ規費收入 -104,067

ˉˉ行政規費收入 13,640

ˉˉˉ審查費 -1,500 -75.00% 係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測試之審查費收入非可預期；改善措施：加強宣

導歸化測試。

ˉˉˉ證照費 10,320 7.82%

ˉˉˉ登記費 4,820 12.05%

ˉˉ使用規費收入 -117,707

ˉˉˉ資料使用費 -118,935 -27.79% 係中華民國100年4月29日台內戶字第1000072946號令修正降低戶籍謄

本等規費收費標準； 改善措施：已依實際收費標準調整101年預算編

列數。

ˉˉˉ服務費 1,228 20.47% 係辦理自然人憑證案件增加 。

ˉ財產收入 232

ˉˉ財產孳息 232

ˉˉˉ利息收入 232 係公庫利息收入。

臺中市龍井區戶政事務所 -188,957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188,957

罰款及賠償收入 -6,2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6,200

  罰金罰鍰 -6,200 -17.22%

規費收入 -193,495

 行政規費收入 700

  審查費 0

  證照費 -5,360 -0.85%

  登記費 6,060 16.83%

 使用規費收入 -194,195

  資料使用費 -204,400 -15.25%

  服務費 10,205 20.41%
民眾因報稅或工作上之需求，踴躍申請自然人憑證，致服務費超收，

爾後編列預算斟酌調整。

財產收入 1,128

 財產孳息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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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收入 1,128 係專戶利息收入，屬預算外收入，已酌量編列101年預算數。

其他收入 9,610

 雜項收入 9,610

  其他雜項收入 9,610 係報廢財物變賣款，屬預算外收入。

臺中市大肚區戶政事務所 -118,496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118,496 -7.50%

 罰款及賠償收入 -4,800 -32.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4,800 -32.00%

   罰金罰鍰 -4,800 -32.00%
發放生育津貼獎勵及結婚改採登記制，致逾期登記案件減少。改善措

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數。

 規費收入 -120,488 -7.70%

  行政規費收入 76,200 17.85%

   審查費 0 0.00%

   證照費 72,640 18.16%

   登記費 3,560 14.24%

  使用規費收入 -196,688 -17.30%

   資料使用費 -216,240 -19.27%

   服務費 19,552 130.35%
縣市合併致換證申請拍照件數增加。改善措施：已調整101年預算編列

數。

 財產收入 662

  財產孳息 662

   利息收入 662 預算外收入

 其他收入 6,130

  雜項收入 6,130

   其他雜項收入 6,130 預算外收入

臺中市和平區戶政事務所 -8,082

100 100年度經常門合計 -8,082 1.52%

罰款及賠償收入 4,300 143.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4,300 143.00%

  罰金罰鍰 4,300 143.00% 民眾逾期申報案件數增加；下年度編列預算時調整

規費收入 -12,636

 行政規費收入 560 0.42%

  審查費 -500 -50.00% 民眾歸化報名案件減少；下年度編列預算時調整

  證照費 -480 -0.38%

  登記費 1,540 19.25%

 使用規費收入 -13,196 -3.35%

  資料使用費 -10,079 -2.86%

  服務費 -3,117 -7.42%

財產收入 254

 財產孳息 254

  利息收入 254 公庫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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