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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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6,452 1,359,678 1,455,849 4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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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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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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00- 68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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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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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00031010000

　臺中市孔廟忠烈祠

　聯合管理所

14,654 15,612 14,911 -958

01 　　33031010100

　　一般行政

14,520 15,398 13,242 -878

01 　　　33031010101

　　　行政管理

9,176 9,354 8,550 -178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6,396千元

　　業務費2,756千元

　　獎補助費2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78千元

　　減列 人事費948千元

　　增列 業務費764千元

　　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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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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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1010102

　　　孔廟忠烈祠管

　　　理維護

5,344 6,044 4,692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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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千元

　　業務費5,26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7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700千元

02 　　330310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34 214 1,669 -80

01 　　　3303101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34 214 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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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8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80千元

003 　00031020000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

　理所

357,629 302,195 167,634 55,434

01 　　68031020100

　　一般行政

59,484 47,685 42,459 11,799

01 　　　68031020101

　　　行政管理

59,484 47,685 42,459 11,799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8,073千元

　　業務費1,291千元

　　獎補助費12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1,799千元

　　增列 人事費11,919千元

　　減列 業務費102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8千元

02 　　68031020400

　　殯葬管理

142,895 96,247 87,171 46,648

01 　　　68031020401

　　　殯葬業務

82,942 82,954 74,777 -12 一、本科目包括殯葬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402千元

　　業務費81,54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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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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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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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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68031020402

　　　公墓管理

59,953 13,293 12,394 46,660 一、本科目包括公墓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79千元

　　業務費59,77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6,660千元

　　增列 人事費128千元

　　增列 業務費46,532千元

03 　　680310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55,250 158,263 38,004 -3,013

01 　　　6803102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55,250 158,263 38,004 -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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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25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013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3,013千元

004 　00031030000

　臺中市中區戶政事

　務所

10,746 10,776 10,272 -30

01 　　33031030100

　　一般行政

9,035 9,065 8,556 -30

01 　　　33031030101

　　　行政管理

9,035 9,065 8,556 -30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7,673千元

　　業務費1,302千元

　　獎補助費6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0千元

　　減列 人事費25千元

　　減列 業務費5千元

02 　　33031030900

　　戶政業務

1,611 1,611 1,616 -

01 　　　33031030901

　　　戶政業務

1,611 1,611 1,6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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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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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66千元

　　業務費1,445千元

03 　　330310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100 -

01 　　　3303103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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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06 24,590 23,685 316

01 　　33031040100

　　一般行政

21,775 21,641 20,914 134

01 　　　33031040101

　　　行政管理

21,775 21,641 20,914 134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1,013千元

　　業務費672千元

　　獎補助費9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34千元

　　增列 人事費111千元

　　增列 業務費23千元

02 　　33031040900

　　戶政業務

2,631 2,616 2,671 15

01 　　　33031040901

　　　戶政業務

2,631 2,616 2,67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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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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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104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500 333 100 167

01 　　　3303104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500 333 100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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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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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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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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67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67千元

006 　00031050000

　臺中市西區戶政事

　務所

35,141 35,169 33,444 -28

01 　　33031050100

　　一般行政

27,940 27,969 26,387 -29

01 　　　33031050101

　　　行政管理

27,940 27,969 26,387 -29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6,332千元

　　業務費1,506千元

　　獎補助費10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9千元

　　減列 人事費51千元

　　增列 業務費22千元

02 　　33031050900

　　戶政業務

7,101 7,100 6,957 1

01 　　　33031050901

　　　戶政業務

7,101 7,100 6,95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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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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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105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100 -

01 　　　3303105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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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58 29,071 27,377 -1,413

01 　　33031060100

　　一般行政

24,462 25,835 23,676 -1,373

01 　　　33031060101

　　　行政管理

24,462 25,835 23,676 -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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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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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3,295千元

　　業務費1,083千元

　　獎補助費8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373千元

　　減列 人事費1,396千元

　　增列 業務費23千元

02 　　33031060900

　　戶政業務

3,096 3,136 3,125 -40

01 　　　33031060901

　　　戶政業務

3,096 3,136 3,12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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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0千元

　　減列 業務費40千元

03 　　330310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576 -

01 　　　3303106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5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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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47 41,884 40,384 563

01 　　33031070100

　　一般行政

37,911 37,888 36,376 23

01 　　　33031070101

　　　行政管理

37,911 37,888 36,376 23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6,229千元

　　業務費1,580千元

　　獎補助費10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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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33031070900

　　戶政業務

3,936 3,896 3,910 40

01 　　　33031070901

　　　戶政業務

3,936 3,896 3,91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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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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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25千元

　　業務費3,41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0千元

03 　　3303107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600 100 98 500

01 　　　3303107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600 100 98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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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500千元

009 　00031080000

　臺中市西屯區戶政

　事務所

43,076 43,323 40,301 -247

01 　　33031080100

　　一般行政

37,576 37,838 35,058 -262

01 　　　33031080101

　　　行政管理

37,576 37,838 35,058 -262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4,356千元

　　業務費3,136千元

　　獎補助費8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62千元

　　減列 人事費284千元

　　增列 業務費22千元

02 　　33031080900

　　戶政業務

5,400 5,385 5,143 15

01 　　　33031080901

　　　戶政業務

5,400 5,385 5,14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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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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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10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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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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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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3303108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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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 　00031090000

　臺中市南屯區戶政

　事務所

35,727 36,510 32,533 -783

01 　　33031090100

　　一般行政

29,881 30,755 27,337 -874

01 　　　33031090101

　　　行政管理

29,881 30,755 27,337 -874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7,545千元

　　業務費2,312千元

　　獎補助費2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874千元

　　減列 人事費897千元

　　增列 業務費23千元

02 　　33031090900

　　戶政業務

5,746 5,655 5,096 91

01 　　　33031090901

　　　戶政業務

5,746 5,655 5,096 91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017千元

　　業務費4,72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91千元

　　增列 人事費57千元

　　增列 業務費34千元

03 　　330310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100 -

01 　　　3303109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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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44 53,379 50,786 -1,035

01 　　33031100100

　　一般行政

46,323 47,522 44,625 -1,199

01 　　　33031100101

　　　行政管理

46,323 47,522 44,625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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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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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4,116千元

　　業務費2,057千元

　　獎補助費15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199千元

　　減列 人事費1,222千元

　　增列 業務費23千元

02 　　33031100900

　　戶政業務

5,807 5,757 6,063 50

01 　　　33031100901

　　　戶政業務

5,807 5,757 6,06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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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0千元

03 　　330311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14 100 98 114

01 　　　3303110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214 100 98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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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14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14千元

012 　00031110000

　臺中市豐原區戶政

　事務所

46,256 46,638 42,726 -382

01 　　33031110100

　　一般行政

42,205 42,490 38,753 -285

01 　　　33031110101

　　　行政管理

42,205 42,490 38,753 -285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1,602千元

　　業務費435千元

　　獎補助費16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85千元

　　減列 人事費312千元

　　增列 業務費2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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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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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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1110900

　　戶政業務

3,951 3,968 3,875 -17

01 　　　33031110901

　　　戶政業務

3,951 3,968 3,87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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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7千元

　　減列 業務費17千元

03 　　330311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80 98 -80

01 　　　3303111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8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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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8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80千元

013 　00031120000

　臺中市后里區戶政

　事務所

13,464 13,104 12,773 360

01 　　33031120100

　　一般行政

11,734 11,639 11,174 95

01 　　　33031120101

　　　行政管理

11,734 11,639 11,174 95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1,156千元

　　業務費542千元

　　獎補助費3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95千元

　　增列 人事費107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2千元

02 　　33031120900

　　戶政業務

1,380 1,365 1,419 15

01 　　　33031120901

　　　戶政業務

1,380 1,365 1,41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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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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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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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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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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11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50 100 180 250

01 　　　3303112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350 100 18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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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5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50千元

014 　00031130000

　臺中市神岡區戶政

　事務所

15,866 15,731 15,290 135

01 　　33031130100

　　一般行政

14,343 14,225 13,691 118

01 　　　33031130101

　　　行政管理

14,343 14,225 13,691 118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4,120千元

　　業務費187千元

　　獎補助費3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18千元

　　增列 人事費137千元

　　減列 業務費19千元

02 　　33031130900

　　戶政業務

1,423 1,406 1,499 17

01 　　　33031130901

　　　戶政業務

1,423 1,406 1,49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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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7千元

　　增列 業務費17千元

03 　　330311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100 -

01 　　　3303113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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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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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設備及投資100千元

015 　00031140000

　臺中市大雅區戶政

　事務所

24,339 23,211 21,753 1,128

01 　　33031140100

　　一般行政

20,634 20,621 19,284 13

01 　　　33031140101

　　　行政管理

20,634 20,621 19,284 13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9,951千元

　　業務費653千元

　　獎補助費3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3千元

　　增列 業務費25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2千元

02 　　33031140900

　　戶政業務

2,333 2,290 2,369 43

01 　　　33031140901

　　　戶政業務

2,333 2,290 2,369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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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3千元

　　增列 業務費43千元

03 　　3303114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372 300 100 1,072

01 　　　3303114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372 300 100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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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072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72千元

016 　00031150000

　臺中市潭子區戶政

　事務所

28,541 28,514 27,084 27

01 　　33031150100

　　一般行政

26,099 26,071 24,560 28

01 　　　33031150101

　　　行政管理

26,099 26,071 24,56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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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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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5,767千元

　　業務費308千元

　　獎補助費2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8千元

　　增列 業務費22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千元

02 　　33031150900

　　戶政業務

2,342 2,343 2,424 -1

01 　　　33031150901

　　　戶政業務

2,342 2,343 2,4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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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千元

　　減列 業務費1千元

03 　　3303115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100 -

01 　　　3303115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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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 　00031160000

　臺中市東勢區戶政

　事務所

15,557 15,436 15,176 121

01 　　33031160100

　　一般行政

14,125 14,007 13,588 118

01 　　　33031160101

　　　行政管理

14,125 14,007 13,588 118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3,917千元

　　業務費172千元

　　獎補助費3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18千元

　　增列 人事費121千元

　　減列 業務費3千元

02 　　33031160900

　　戶政業務

1,332 1,329 1,408 3

01 　　　33031160901

　　　戶政業務

1,332 1,329 1,408 3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03000- 81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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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80千元

　　業務費1,15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千元

　　增列 業務費3千元

03 　　330311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180 -

01 　　　3303116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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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9 6,289 5,686 -420

01 　　33031170100

　　一般行政

5,018 5,438 4,791 -420

01 　　　33031170101

　　　行政管理

5,018 5,438 4,791 -420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920千元

　　業務費86千元

　　獎補助費1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20千元

　　減列 人事費420千元

02 　　33031170900

　　戶政業務

751 751 795 -

01 　　　33031170901

　　　戶政業務

751 751 7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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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3303117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100 -

01 　　　3303117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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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 　00031180000

　臺中市新社區戶政

　事務所

8,485 8,495 8,34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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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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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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33031180100

　　一般行政

7,503 7,515 7,326 -12

01 　　　33031180101

　　　行政管理

7,503 7,515 7,326 -12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7,393千元

　　業務費104千元

　　獎補助費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2千元

　　減列 人事費12千元

02 　　33031180900

　　戶政業務

882 880 923 2

01 　　　33031180901

　　　戶政業務

882 880 9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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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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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11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100 -

01 　　　3303118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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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 　00031190000

　臺中市大里區戶政

　事務所

50,939 50,053 46,836 886

01 　　33031190100

　　一般行政

45,011 45,243 42,284 -232

01 　　　33031190101

　　　行政管理

45,011 45,243 42,284 -232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4,453千元

　　業務費492千元

　　獎補助費6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32千元

　　減列 人事費257千元

　　增列 業務費2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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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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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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1190900

　　戶政業務

4,340 4,350 4,452 -10

01 　　　33031190901

　　　戶政業務

4,340 4,350 4,45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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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0千元

　　減列 業務費10千元

03 　　330311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588 460 100 1,128

01 　　　3303119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588 460 100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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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128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128千元

021 　00031200000

　臺中市霧峰區戶政

　事務所

17,226 16,596 16,217 630

01 　　33031200100

　　一般行政

14,756 14,756 14,343 -

01 　　　33031200101

　　　行政管理

14,756 14,756 14,343 -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4,144千元

　　業務費570千元

　　獎補助費4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列 業務費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千元

02 　　33031200900

　　戶政業務

1,740 1,740 1,774 -

01 　　　33031200901

　　　戶政業務

1,740 1,740 1,7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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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千元

03 　　330312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730 100 100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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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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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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3303120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730 100 100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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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63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630千元

022 　00031210000

　臺中市太平區戶政

　事務所

45,376 45,680 42,558 -304

01 　　33031210100

　　一般行政

40,023 41,172 38,141 -1,149

01 　　　33031210101

　　　行政管理

40,023 41,172 38,141 -1,149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9,110千元

　　業務費847千元

　　獎補助費6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149千元

　　減列 人事費1,178千元

　　增列 業務費2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千元

02 　　33031210900

　　戶政業務

4,153 4,158 4,317 -5

01 　　　33031210901

　　　戶政業務

4,153 4,158 4,31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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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5千元

　　減列 業務費5千元

03 　　330312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200 350 100 850

01 　　　3303121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200 350 100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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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千元

　 　 　 　　 　 　 　 　　

　 　 　 　　 　 　 　 　　

　 　 　 　　 　 　 　 　　

 03000- 85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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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85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850千元

023 　00031220000

　臺中市烏日區戶政

　事務所

18,901 19,062 17,927 -161

01 　　33031220100

　　一般行政

16,798 16,976 15,683 -178

01 　　　33031220101

　　　行政管理

16,798 16,976 15,683 -178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6,198千元

　　業務費570千元

　　獎補助費3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78千元

　　減列 人事費172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6千元

02 　　33031220900

　　戶政業務

2,003 1,986 2,064 17

01 　　　33031220901

　　　戶政業務

2,003 1,986 2,06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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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7千元

　　增列 業務費17千元

03 　　330312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180 -

01 　　　3303122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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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 　00031230000

　臺中市清水區戶政

　事務所

22,567 23,672 22,335 -1,105

01 　　33031230100

　　一般行政

20,297 21,405 19,972 -1,108

01 　　　33031230101

　　　行政管理

20,297 21,405 19,972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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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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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9,996千元

　　業務費271千元

　　獎補助費3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108千元

　　減列 人事費1,133千元

　　增列 業務費25千元

02 　　33031230900

　　戶政業務

2,170 2,167 2,263 3

01 　　　33031230901

　　　戶政業務

2,170 2,167 2,26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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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千元

　　增列 業務費3千元

03 　　330312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100 -

01 　　　3303123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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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 　00031240000

　臺中市梧棲區戶政

　事務所

15,461 15,053 14,579 408

01 　　33031240100

　　一般行政

13,875 13,492 12,975 383

01 　　　33031240101

　　　行政管理

13,875 13,492 12,975 383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3,311千元

　　業務費540千元

　　獎補助費2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83千元

　　增列 業務費383千元

02 　　33031240900

　　戶政業務

1,486 1,461 1,504 25

01 　　　33031240901

　　　戶政業務

1,486 1,461 1,50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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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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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30千元

　　業務費1,35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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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124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100 -

01 　　　3303124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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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5 19,393 18,490 -138

01 　　33031250100

　　一般行政

16,915 17,082 16,280 -167

01 　　　33031250101

　　　行政管理

16,915 17,082 16,280 -167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6,658千元

　　業務費215千元

　　獎補助費4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67千元

　　減列 人事費157千元

　　減列 業務費4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6千元

02 　　33031250900

　　戶政業務

2,240 2,211 2,110 29

01 　　　33031250901

　　　戶政業務

2,240 2,211 2,11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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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9千元

　　增列 業務費29千元

03 　　3303125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100 -

01 　　　3303125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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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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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設備及投資100千元

027 　00031260000

　臺中市沙鹿區戶政

　事務所

19,600 20,693 18,794 -1,093

01 　　33031260100

　　一般行政

17,253 18,375 16,433 -1,122

01 　　　33031260101

　　　行政管理

17,253 18,375 16,433 -1,122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6,994千元

　　業務費205千元

　　獎補助費5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122千元

　　減列 人事費1,122千元

02 　　33031260900

　　戶政業務

2,152 2,119 2,181 33

01 　　　33031260901

　　　戶政業務

2,152 2,119 2,181 33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49千元

　　業務費1,90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3千元

　　增列 業務費33千元

03 　　3303126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95 199 180 -4

01 　　　3303126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95 199 18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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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4千元

028 　00031270000

　臺中市外埔區戶政

　事務所

8,335 8,689 7,932 -354

01 　　33031270100

　　一般行政

7,191 7,652 6,836 -461

01 　　　33031270101

　　　行政管理

7,191 7,652 6,836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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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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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6,648千元

　　業務費507千元

　　獎補助費3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61千元

　　減列 人事費459千元

　　減列 業務費2千元

02 　　33031270900

　　戶政業務

944 937 996 7

01 　　　33031270901

　　　戶政業務

944 937 99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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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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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127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00 100 100 100

01 　　　3303127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2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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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0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0千元

029 　00031280000

　臺中市大安區戶政

　事務所

6,917 6,912 6,767 5

01 　　33031280100

　　一般行政

6,059 6,059 5,866 -

01 　　　33031280101

　　　行政管理

6,059 6,059 5,866 -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966千元

　　業務費93千元

02 　　33031280900

　　戶政業務

758 753 801 5

01 　　　33031280901

　　　戶政業務

758 753 80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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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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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4千元

　　業務費71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千元

　　增列 業務費5千元

03 　　3303128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0 100 100 -

01 　　　3303128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00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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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 　00031290000

　臺中市龍井區戶政

　事務所

17,465 18,049 16,762 -584

01 　　33031290100

　　一般行政

15,633 16,311 14,939 -678

01 　　　33031290101

　　　行政管理

15,633 16,311 14,939 -678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5,368千元

　　業務費217千元

　　獎補助費4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678千元

　　減列 人事費667千元

　　減列 業務費5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6千元

02 　　33031290900

　　戶政業務

1,644 1,638 1,724 6

01 　　　33031290901

　　　戶政業務

1,644 1,638 1,72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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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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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129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88 100 99 88

01 　　　3303129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88 10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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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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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設備及投資18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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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 　00031300000

　臺中市大肚區戶政

　事務所

13,985 14,084 13,212 -99

01 　　33031300100

　　一般行政

12,028 12,417 11,473 -389

01 　　　33031300101

　　　行政管理

12,028 12,417 11,473 -389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1,829千元

　　業務費169千元

　　獎補助費3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89千元

　　減列 人事費387千元

　　減列 業務費2千元

02 　　33031300900

　　戶政業務

1,567 1,567 1,639 -

01 　　　33031300901

　　　戶政業務

1,567 1,567 1,639 - 一、本科目包括戶政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72千元

　　業務費1,295千元

03 　　330313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90 100 100 290

01 　　　3303130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390 100 100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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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9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90千元

032 　00031310000

　臺中市和平區戶政

　事務所

6,973 7,062 6,529 -89

01 　　33031310100

　　一般行政

5,920 6,136 5,684 -216

01 　　　33031310101

　　　行政管理

5,920 6,136 5,68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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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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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019千元

　　業務費865千元

　　獎補助費3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16千元

　　減列 人事費214千元

　　減列 業務費2千元

02 　　33031310900

　　戶政業務

763 763 745 -

01 　　　33031310901

　　　戶政業務

763 763 7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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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千元

03 　　330313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90 163 100 127

01 　　　3303131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290 163 100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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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27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2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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