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5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88,313 35,050 112,788 53,263

經常門合計 88,313 35,050 112,788 53,263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546 461 2,005 85

092 　03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546 461 1,167 85

01 　　0318360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223 182 215 41

01 　　　03183600101

　　　罰金罰鍰

223 182 215 41 圖書館外借圖書逾期繳納金。

188千元

兒童館、圖書館外借圖書逾期繳

納金。(大墩文化中心)30千元

圖書館及圖書巡迴車外借圖書逾

期繳納金。(葫蘆墩文化中心)5

千元

02 　　03183600300

　　賠償收入

323 279 952 44

01 　　　03183600301

　　　一般賠償收入

323 279 952 44 圖書館圖書、期刊資料損害更

新。264千元

兒童館、圖書館圖書、期刊資料

損害更新賠償收入。(大墩文化

中心)50千元

圖書館圖書、期刊資料損害更新

賠償收入。(葫蘆墩文化中心)9

千元

093 　03183630000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 - 838 -

01 　　03183630300

　　賠償收入

- - 838 -

01 　　　0318363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838 -

03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29,369 29,112 30,981 257

091 　04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9,319 29,062 30,981 257

01 　　04183600100

　　行政規費收入

25 15 27 10

01 　　　04183600103

　　　登記費

25 15 27 10 演藝團體立案登記規費。25千元

02 　　04183600200

　　使用規費收入

29,294 29,047 30,95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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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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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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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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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83600204

　　　資料使用費

774 914 927 -140 區圖書館資訊耗材工本費。91千

元

區圖書館補發借閱證工本費。

410千元

販售出版品收入。120千元

兒童館、圖書館補發借閱證工本

費收入。(大墩文化中心)40千元

兒童館、圖書館資訊耗材列印暨

影印工本費收入。(大墩文化中

心)15千元

販售出版品收入。(大墩文化中

心)18千元

販售出版品收入。(葫蘆墩文化

中心)70千元

兒童館、圖書館補發借閱證工本

費。(葫蘆墩文化中心)10千元

02 　　　04183600213

　　　場地設施使用

　　　費

12,020 11,862 14,095 158 中山堂演藝廳場地使用費。

5,400千元

圓滿戶外劇場場地使用費。500

千元

區圖書館場地使用費(80%收支併

列)。650千元

表演藝術活動出售門票收入(收

支併列)。(港區藝術中心)700千

元

演藝廳、國際會議廳、會議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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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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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藝活動門票收入及門票票款回

饋收入(收支併列)。(葫蘆墩文化

中心)5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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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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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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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室場地使用費。(大墩文化

中心)180千元

演講廳場地及鋼琴使用費。(大

墩文化中心)1,5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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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室場地使用費。(大墩文化

中心)30千元

兒童館演藝廳場地使用費。(大

墩文化中心)10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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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千元

演藝活動門票收入及門票票款回

饋收入(收支併列)。(屯區藝文中

心)200千元

03 　　　04183600214

　　　服務費

16,500 16,271 15,932 229 文化專車民眾報名費。200千元

辦理各項親子及藝文活動報名費

(收支併列)。(港區藝術中

心)2,000千元

辦理研習、藝文活動報名費等相

關收入(收支併列)。(屯區藝文中

心)160千元

辦理各項藝文活動報名費收入

(收支併列)。(葫蘆墩文化中

心)900千元

辦理展覽演藝各項活動等報名費

收入(收支併列)。(葫蘆墩文化中

心)470千元

辦理各項閱讀推廣活動報名費收

入(收支併列)。(葫蘆墩文化中

心)22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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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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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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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各項親子及藝文研習活動報

名費收入(收支併列)。(大墩文化

中心)12,550千元

092 　04183630000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50 50 - -

01 　　04183630200

　　使用規費收入

50 50 - -

01 　　　04183630214

　　　服務費

50 50 - - 傳統技藝研習費收入。(收支併

列)50千元

04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4,882 4,657 3,395 225

100 　06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377 1,937 2,293 -560

01 　　06183600100

　　財產孳息

1,292 1,852 2,040 -560

01 　　　06183600101

　　　利息收入

80 80 101 - 代理銀行計息繳庫。80千元

02 　　　06183600103

　　　權利金

1,212 1,772 1,939 -560 中山堂廣場委託經營管理場地權

利金收入。144千元

港區藝術中心展覽廳二樓部分空

間委外經營權利金。136千元

販賣部委外經營權利金。(大墩

文化中心)144千元

臺灣民俗文物館委託民間營運權

利金。42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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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85 253 -

01 　　　06183600501

　　　廢舊物資售價

85 85 253 - 報廢財物變賣收入。15千元

圖書館報廢財物變賣收入及過期

報紙等回收資源收入等。70千元

101 　06183630000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3,505 2,720 1,102 785

01 　　06183630100

　　財產孳息

3,505 2,720 1,100 785

01 　　　06183630101

　　　利息收入

60 60 105 - 代理銀行孳息繳庫。6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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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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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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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06183630102

　　　租金收入

1,730 1,062 - 668 歷史建築臺中市役所委託營運移

轉計畫案土地租金。752千元

市定古蹟摘星山莊營運移轉計畫

案土地租金。308千元

臺中放送局委託經營管理案土地

租金。670千元

03 　　　06183630103

　　　權利金

1,715 1,598 995 117 臺中放送局委託經營管理權利

金。35千元

臺中刑務所演武場委託民間經營

管理權利金。720千元

歷史建築臺中市役所委託營運移

轉計畫案權利金。600千元

市定古蹟摘星山莊營運移轉計畫

案權利金。360千元

02 　　06183630500

　　廢舊物資售價

- - 2 -

01 　　　06183630501

　　　廢舊物資售價

- - 2 -

06 08000000000

補助收入

53,386 - 68,081 53,386

056 　08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7,796 - 27,666 17,796

01 　　081836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17,796 - 27,666 17,796

01 　　　0818360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17,796 - 27,666 17,796 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依據文化部104.8.11文計字第

1043021652號函)8,600千元

地方文化館推動與輔導計畫。

(依據文化部104.8.11文計字第

1043021652號函)9,196千元

057 　08183630000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35,590 - 40,415 35,590

01 　　0818363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35,590 - 40,415 35,590

01 　　　0818363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35,590 - 40,415 35,590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105年度專責

機構人力精進服務計畫。（依據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04.2.24文資

綜字第1043001648號函）400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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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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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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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古蹟日-記憶臺中城.玩樂新

地圖。（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4.7.3文資綜字第1043005780號

函）50千元

辦理臺中市歷史建築第四市場修

復再利用計畫經費。（依據文化

部文化資產局104.5.29文資蹟字

第1043004663號函）540千元

臺中地區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

及相關人士訪談暨出版計畫。（

依據文化部104.8.11文計字第

1043021652號函）600千元

辦理文化資產維護管理及再利用

計畫、文化資產多元永續發展計

畫及文化資產跨域發展計畫。（

依據文化部104.8.11文計字第

1043021652號函）33,700千元

辦理古物遺址及水下資產活化發

展計畫。（依據文化部104.8.11

文計字第1043021652號函）300

千元
07 09000000000

捐獻及贈與收入

- 800 - -800

021 　09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 800 - -800

01 　　09183600100

　　捐獻收入

- 800 - -800

01 　　　09183600101

　　　一般捐獻

- 800 - -800

08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130 20 8,326 110

086 　11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30 20 7,924 110

01 　　11183600200

　　雜項收入

130 20 7,924 110

01 　　　1118360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58 -

02 　　　111836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130 20 7,866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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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販售招標文件收入。110千元

087 　11183630000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 - 4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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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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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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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3630200

　　雜項收入

- - 402 -

02 　　　11183630210

　　　其他雜項收入

- - 4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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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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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001800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

管

1,484,420 1,084,962 1,249,223 399,458

00

1

　00183600000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259,277 927,978 1,022,939 331,299

01 　　53183600100

　　一般行政

306,989 303,006 270,344 3,983

01 　　　53183600101

　　　行政管理

306,989 303,006 270,344 3,983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59,480千元

　　業務費47,329千元

　　獎補助費18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983千元

　　增列 人事費1,849千元

　　增列 業務費2,134千元

02 　　53183600600

　　文教活動

690,193 477,176 454,493 213,017

01 　　　53183600601

　　　藝文推廣

97,996 48,501 61,032 49,495 一、本科目包括藝文推廣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10千元

　　業務費85,786千元

　　獎補助費12,0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9,495千元

　　增列 人事費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6,09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350千元

02 　　　53183600602

　　　視覺藝術

55,540 18,990 16,202 3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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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20千元

　　獎補助費6,26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6,5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5,64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910千元

03 　　　53183600603

　　　表演藝術

178,500 117,007 111,506 6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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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25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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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千元

　　業務費168,860千元

　　獎補助費9,3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61,493千元

　　增列 人事費1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7,09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300千元

04 　　　53183600604

　　　圖書資訊

41,552 35,385 26,541 6,167 一、本科目包括圖書資訊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40千元

　　業務費38,612千元

　　獎補助費2,7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6,167千元

　　增列 人事費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03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080千元

05 　　　53183600605

　　　圖書館管理

169,648 125,256 112,526 44,392 一、本科目包括圖書館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650千元

　　業務費167,998千元

　　獎補助費1,0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4,392千元

　　減列 人事費1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7,688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3,146千元

06 　　　53183600611

　　　港區藝術中心

32,970 29,720 28,521 3,250 一、本科目包括港區藝術中心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50千元

　　業務費31,520千元

　　獎補助費1,2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250千元

　　減列 人事費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300千元

07 　　　53183600612

　　　屯區藝文中心

35,738 33,776 32,117 1,962 一、本科目包括屯區藝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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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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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千元

　　業務費35,54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962千元

　　增列 業務費1,962千元

08 　　　53183600613

　　　大墩文化中心

48,117 42,829 39,675 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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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6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288千元

　　增列 業務費5,288千元

09 　　　53183600614

　　　葫蘆墩文化中

　　　心

30,132 25,712 26,373 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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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42千元

　　獎補助費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4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02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600千元

03 　　53183607900

　　第一預備金

5,000 2,800 - 2,200

01 　　　53183607901

　　　第一預備金

5,000 2,800 - 2,200 一、本科目包括第一預備金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預備金5,0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200千元

　　增列 預備金2,200千元

04 　　531836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57,095 144,996 298,102 112,099

01 　　　5318360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257,095 144,996 298,102 11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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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09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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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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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99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12,099千元

00

2

　00183630000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225,143 156,984 226,284 68,159

01 　　53183630100

　　一般行政

40,889 38,077 30,139 2,812

01 　　　53183630101

　　　行政管理

40,889 38,077 30,139 2,812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9,721千元

　　業務費11,16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812千元

　　增列 人事費4千元

　　增列 業務費2,808千元

02 　　53183630600

　　文教活動

47,334 13,607 31,905 33,727

01 　　　53183630608

　　　有形文化資產

　　　維護

38,904 9,627 25,513 29,277 一、本科目包括有形文化資產維護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38,324千元

　　獎補助費58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9,277千元

　　增列 業務費29,277千元

02 　　　53183630609

　　　無形文化資產

　　　維護

8,430 3,980 6,392 4,450 一、本科目包括無形文化資產維護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8,43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4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450千元

03 　　531836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36,920 105,300 164,240 31,620

01 　　　5318363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36,920 105,300 164,240 3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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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92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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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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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2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1,62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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