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18360-12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55,104 59,252 61,500 -4,148

經常門合計 55,104 59,252 61,500 -4,148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453 425 624 28

08

7

　03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453 425 624 28

01 　　0318360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205 185 125 20

01 　　　03183600101

　　　罰金罰鍰

205 185 125 20 圖書館外借圖書逾期繳納金。13

0千元

兒童館、圖書館外借圖書逾期繳

納金。(大墩文化中心)75千元

02 　　03183600300

　　賠償收入

248 240 499 8

01 　　　03183600301

　　　一般賠償收入

248 240 499 8 圖書館圖書、期刊資料損害更新

。192千元

兒童館、圖書館圖書、期刊資料

損害更新賠償收入(收支對列)。(

大墩文化中心)56千元

03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27,872 26,895 9,246 977

09

1

　04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7,872 26,895 9,246 977

01 　　04183600100

　　行政規費收入

15 25 116 -10

01 　　　04183600103

　　　登記費

15 25 116 -10 演藝團體立案登記規費。15千元

02 　　04183600200

　　使用規費收入

27,857 26,870 9,130 987

01 　　　04183600204

　　　資料使用費

1,023 980 755 43 販售招標文件收入。160千元

區圖書館資訊耗材工本費收入。

120千元

區圖書館補發借閱證工本費。43

2千元

販售出版品收入。120千元

兒童館、圖書館補發借閱證工本

費(收支對列)。(大墩文化中心)7

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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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183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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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館、圖書館資訊耗材列印暨

影印工本費收入(收支對列)。(大

墩文化中心)13千元

販售出版品收入。(大墩文化中

心)5千元

販售出版品收入。(葫蘆墩文化

中心)100千元

02 　　　04183600213

　　　場地設施使用

　　　費

11,033 10,889 8,375 144 中山堂演藝廳場地使用費。5,04

0千元

圓滿戶外劇場場地使用費。400

千元

區圖書館場地使用費(80%收支對

列)。680千元

表演藝術活動出售門票收入(收

支對列)。(港區藝術中心)700千

元

演藝廳、國際會議廳、研習教室

及戶外廣場等場地租借收入。(

港區藝術中心)300千元

演藝廳、國際會議廳、戶外廣場

等場地租借收入及表演藝術活動

門票收入。(屯區藝文中心)450千

元

場地出借費。(葫蘆墩文化中心)

1,000千元

合辦演藝活動門票票款回饋收入

(收支對列)。(葫蘆墩文化中心)4

00千元

會議室場地使用費。(大墩文化

中心)200千元

演講廳場地及鋼琴使用費。(大

墩文化中心)1,200千元

音樂教室場地使用費。(大墩文

化中心)72千元

視聽放映室場地使用費。(大墩

文化中心)60千元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183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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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室場地使用費。(大墩文化

中心)20千元

兒童館演藝廳場地使用費。(大

墩文化中心)93千元

兒童館歡樂劇場場地使用費。(

大墩文化中心)26千元

兒童館附屬館舍場地使用費。(

大墩文化中心)192千元

演藝活動門票收入及門票票款回

饋收入(收支對列)。(屯區藝文中

心)200千元

03 　　　04183600214

　　　服務費

15,801 15,001 - 800 103年臺中市文化專車民眾報名

費。150千元

辦理各項親子及藝文活動報名費

(收支對列)。(港區藝術中心)1,30

0千元

辦理研習、藝文活動報名費等相

關收入(收支對列)。(屯區藝文中

心)205千元

辦理各項藝文活動報名費收入(

收支對列)。(葫蘆墩文化中心)1,

000千元

辦理展覽演藝各項活動等報名費

收入(收支對列)。(葫蘆墩文化中

心)630千元

辦理圖書館室、參考室、期刊室

等影印費及書庫等借書證補發工

本費及辦理各項閱讀推廣活動報

名費收入(收支對列)。(葫蘆墩文

化中心)200千元

藝文研習活動報名費收入(收支

對列)。(大墩文化中心)12,316千

元

04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1,799 1,722 1,903 77

10

0

　06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799 1,722 1,903 77

01 　　06183600100

　　財產孳息

1,784 1,712 1,903 72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183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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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6183600101

　　　利息收入

80 1,030 1,616 -950 代理銀行計息繳庫。80千元

02 　　　06183600103

　　　權利金

1,704 682 287 1,022 中山堂廣場委託經營管理場地權

利金收入。144千元

咖啡廳委外經營權利金。(港區

藝術中心)160千元

販賣部委外經營權利金。(大墩

文化中心)312千元

臺灣民俗文物館委託民間營運權

利金。420千元

臺中兒童藝術館委託民間營運權

利金。300千元

大里區圖書館販賣部標租權利金

。367.2千元

補至千元差額。0.8千元

02 　　06183600500

　　廢舊物資售價

15 10 - 5

01 　　　06183600501

　　　廢舊物資售價

15 10 - 5 本年度報廢財物變賣收入。15千

元

06 08000000000

補助收入

24,960 28,700 47,875 -3,740

05

4

　08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4,960 28,700 47,875 -3,740

01 　　081836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24,960 28,700 47,875 -3,740

01 　　　0818360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24,960 28,700 47,875 -3,740 100-

101年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

備升級實施計畫。(依據教育部1

02.7.22臺教社(四)字第102010360

0號函)60千元

102年度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

設備升級實施計畫(設備案)。(依

據教育部102.8.6臺教社(四)字第1

020115118E號函)1,100千元

新故鄉社區營造。(依據文化部1

02.8.15文計字第1023024335號函)

6,500千元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1836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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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依據

文化部102.8.15文計字第1023024

335號函)14,000千元

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計畫。(依

據教育部102.8.22臺教會通字第1

020127291號函)3,300千元

07 09000000000

捐獻及贈與收入

- 690 293 -690

02

0

　09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 690 293 -690

01 　　09183600100

　　捐獻收入

- 690 293 -690

01 　　　09183600101

　　　一般捐獻

- 690 293 -690

08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20 820 1,559 -800

08

9

　11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 820 1,559 -800

01 　　11183600200

　　雜項收入

20 820 1,559 -800

01 　　　1118360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659 -

02 　　　111836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20 820 900 -800 演講廳、會議室、音樂教室、視

聽教室、簡報室及兒童館場地使

用逾時費。(大墩文化中心)20千

元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18360-17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18 001800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

管

1,045,387 858,693 600,921 186,694

001 　00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045,387 858,693 600,921 186,694

01 　　53183600100

　　一般行政

304,317 322,325 149,261 -18,008

01 　　　53183600101

　　　行政管理

304,317 322,325 149,261 -18,008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61,630千元

　　業務費42,543千元

　　獎補助費14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8,008千元

　　減列 人事費17,343千元

　　減列 業務費665千元

02 　　53183600600

　　文教活動

459,873 427,316 309,864 32,557

01 　　　53183600601

　　　藝文推廣

60,321 49,254 58,730 11,067 一、本科目包括藝文推廣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60千元

　　業務費49,011千元

　　獎補助費11,15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1,067千元

　　增列 業務費13,897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830千元

02 　　　53183600602

　　　視覺藝術

15,490 17,580 18,947 -2,090 一、本科目包括視覺藝術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60千元

　　業務費9,980千元

　　獎補助費5,35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090千元

　　減列 業務費2,00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90千元

03 　　　53183600603

　　　表演藝術

112,027 104,407 95,795 7,620 一、本科目包括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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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183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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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千元

　　業務費94,687千元

　　獎補助費17,1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7,620千元

　　減列 業務費3,51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1,130千元

04 　　　53183600604

　　　圖書資訊

28,045 19,080 26,827 8,965 一、本科目包括圖書資訊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90千元

　　業務費26,235千元

　　獎補助費1,62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8,965千元

　　增列 業務費7,58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380千元

05 　　　53183600605

　　　圖書館管理

112,913 113,331 109,565 -418 一、本科目包括圖書館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800千元

　　業務費112,113千元

　　獎補助費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18千元

　　減列 業務費418千元

06 　　　53183600611

　　　港區藝術中心

29,520 26,720 - 2,800 一、本科目包括港區藝術中心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00千元

　　業務費28,020千元

　　獎補助費1,2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8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800千元

07 　　　53183600612

　　　屯區藝文中心

32,546 31,526 - 1,020 一、本科目包括屯區藝文中心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90千元

　　業務費32,356千元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183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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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千元

　　增列 人事費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00千元

08 　　　53183600613

　　　大墩文化中心

42,289 43,370 - -1,081 一、本科目包括大墩文化中心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50千元

　　業務費41,93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081千元

　　減列 業務費1,081千元

09 　　　53183600614

　　　葫蘆墩文化中

　　　心

26,722 22,048 - 4,674 一、本科目包括葫蘆墩文化中心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90千元

　　業務費26,53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674千元

　　增列 業務費4,674千元

03 　　53183607900

　　第一預備金

2,800 2,800 - -

01 　　　53183607901

　　　第一預備金

2,800 2,800 - - 一、本科目包括第一預備金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預備金2,800千元

04 　　531836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78,397 106,252 141,796 172,145

01 　　　5318360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278,397 106,252 141,796 17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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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397千元

　　獎補助費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72,14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72,495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3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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