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5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03 0003000000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

管

340,747 344,753 616,747 -4,006

001 　00031000000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340,747 344,753 616,747 -4,006

01 　　33031000100

　　一般行政

123,957 122,087 108,645 1,870

01 　　　33031000101

　　　行政管理

123,957 122,087 108,645 1,870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08,696千元

　　業務費14,901千元

　　獎補助費36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870千元

　　增列 人事費24千元

　　增列 業務費1,846千元

02 　　33031000600

　　區里行政

21,425 29,449 26,412 -8,024

01 　　　33031000601

　　　區政監督及里

　　　鄰組織

21,425 29,449 26,412 -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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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千元

　　業務費21,20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8,024千元

　　增列 人事費16千元

　　減列 業務費2,04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6,000千元

03 　　33031000700

　　自治業務

9,016 10,120 271,339 -1,104

01 　　　33031000701

　　　自治業務管理

5,016 6,120 19,520 -1,104 一、本科目包括自治業務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96千元

　　業務費2,820千元

　　獎補助費2,0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104千元

　　增列 人事費16千元

　　增列 業務費38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5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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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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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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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1000702

　　　選舉業務

4,000 4,000 251,819 - 一、本科目包括選舉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4,000千元

04 　　33031000800

　　禮俗宗教

7,639 17,952 8,885 -10,313

01 　　　33031000801

　　　禮俗宗教業務

7,639 17,952 8,885 -10,313 一、本科目包括禮俗宗教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34千元

　　業務費7,50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0,313千元

　　增列 人事費24千元

　　減列 業務費10,337千元

05 　　33031000900

　　戶政業務

22,354 25,422 18,164 -3,068

01 　　　33031000901

　　　戶政業務

22,354 25,422 18,164 -3,068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32千元

　　業務費22,12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068千元

　　增列 人事費32千元

　　減列 業務費3,100千元

06 　　33031001000

　　兵員徵集

39,901 6,201 35,601 33,700

01 　　　33031001001

　　　兵員徵集業務

39,901 6,201 35,601 33,700 一、本科目包括兵員徵集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60千元

　　業務費5,551千元

　　獎補助費34,19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3,700千元

　　減列 人事費120千元

　　減列 業務費37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4,190千元

07 　　33031001100

　　勤務管理

58,505 36,042 41,597 22,463

01 　　　33031001101

　　　勤務管理業務

58,505 36,042 41,597 22,463 一、本科目包括勤務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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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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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度

決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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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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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28千元

　　業務費12,882千元

　　獎補助費45,49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2,463千元

　　增列 人事費8千元

　　增列 業務費2,69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9,759千元

08 　　33031007900

　　第一預備金

1,850 1,850 - -

01 　　　33031007901

　　　第一預備金

1,850 1,850 - - 一、本科目包括第一預備金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預備金1,850千元

09 　　330310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56,100 95,630 106,104 -39,530

01 　　　3303100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56,100 95,630 106,104 -3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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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00千元

　　獎補助費11,5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9,53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38,03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5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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