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政府

中華民國108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追加(減)
預算數

追加(減)後
預算數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合　　　計 35,701,874 809,625
-82,006

36,429,493

經常門合計 35,686,874 809,625
-82,006

36,414,493

01 01000000000
稅課收入

9,985,571 623,121
-

10,608,692

001 　01060020000
　彰化縣政府

9,985,571 623,121
-

10,608,692

01 　　01060020800
　　菸酒稅

412,307 -
-

412,307

01 　　　01060020801
　　　菸酒稅

412,307 -
-

412,307

02 　　01060020900
　　統籌分配稅

9,573,264 623,121
-

10,196,385

01 　　　01060020901
　　　普通統籌

9,445,156 558,641
-

10,003,797 財政處558,641千元。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財政部
國庫署108年1月19日台庫劃
字第10803610521號函）。
558,641千元

02 　　　01060020902
　　　特別統籌

128,108 64,480
-

192,588 建設處64,480千元。

辦理106年度土壤液化潛勢
區防治改善示範計畫(內政
部106年10月5日台內營字第
1060814284號函，彰化縣議
會106年12月18日彰會議字
第1060002427號函，107年
墊付5號）。 64,480千元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62,460 -
-

62,460

002 　03060020000
　彰化縣政府

62,460 -
-

62,460

01 　　0306002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57,460 -
-

57,460

01 　　　03060020101
　　　罰金罰鍰

57,460 -
-

57,460

02 　　03060020300
　　賠償收入

5,000 -
-

5,000

01 　　　03060020301
　　　一般賠償收入

5,000 -
-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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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中華民國108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追加(減)
預算數

追加(減)後
預算數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03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72,035 -
-

72,035

002 　04060020000
　彰化縣政府

72,035 -
-

72,035

01 　　04060020100
　　行政規費收入

34,324 -
-

34,324

01 　　　04060020101
　　　審查費

5,832 -
-

5,832

02 　　　04060020102
　　　證照費

7,189 -
-

7,189

03 　　　04060020103
　　　登記費

20,203 -
-

20,203

04 　　　04060020104
　　　考試報名費

1,100 -
-

1,100

02 　　04060020200
　　使用規費收入

37,711 -
-

37,711

01 　　　04060020204
　　　資料使用費

18,310 -
-

18,310

02 　　　04060020213
　　　場地設施使用
　　　費

9,401 -
-

9,401

03 　　　04060020215
　　　道路使用費

10,000 -
-

10,000

05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184,608 -
-

184,608

002 　06060020000
　彰化縣政府

184,608 -
-

184,608

01 　　06060020100
　　財產孳息

101,108 -
-

101,108

01 　　　06060020101
　　　利息收入

500 -
-

500

02 　　　06060020102
　　　租金收入

97,068 -
-

97,068

03 　　　06060020103
　　　權利金

3,540 -
-

3,540

02 　　06060020500
　　廢舊物資售價

83,500 -
-

8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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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中華民國108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追加(減)
預算數

追加(減)後
預算數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01 　　　06060020501
　　　廢舊物資售價

83,500 -
-

83,500

06 07000000000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306,249 -
-

306,249

001 　07060020000
　彰化縣政府

306,249 -
-

306,249

01 　　07060020100
　　營業基金盈餘繳
　　庫

6,249 -
-

6,249

01 　　　07060020101
　　　股息紅利繳庫

6,249 -
-

6,249

02 　　07060020200
　　非營業特種基金
　　賸餘繳庫

300,000 -
-

300,000

01 　　　07060020201
　　　賸餘繳庫

300,000 -
-

300,000

07 08000000000
補助及協助收入

25,038,635 186,090
-82,006

25,142,719

002 　08060020000
　彰化縣政府

25,038,635 186,090
-82,006

25,142,719

01 　　0806002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25,038,635 186,090
-82,006

25,142,719

01 　　　08060020101
　　　一般性補助收
　　　入

14,069,603 -
-

14,069,603

02 　　　0806002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10,969,032 186,090
-82,006

11,073,116 建設處-57,080千元。

辦理彰化交流道特定區產業
園區開發示範計畫(經濟部
工業局107年8月7日工地字
第10700803390號函核定修
正補助款3,330萬元(增列740
萬元)。 7,400千元

辦理106年度土壤液化潛勢
區防治改善示範計畫(內政
部106年10月5日台內營字第
1060814284號函，彰化縣議
會106年12月18日彰會議字
第1060002427號函，107年
墊付5號）(改列中央特別統
籌分配稅款)。 -64,48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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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中華民國108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追加(減)
預算數

追加(減)後
預算數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教育處21,487千元。

補助本縣員東國小教師林藝
芳自108年1月1日至7月31日
商借至印尼泗水臺灣學校服
務經費(教育部108年1月4日
臺教文(六)字第1070222495
號函) 821.44千元

補助本縣潭墘國小教師吳清
錦106學年度第2學期商借至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服務經費
(教育部108年1月3日臺教文
(二)字第1070206251H號函)
746.99千元

107學年度科技教育推動總
體計畫-第二期(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107年7月9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1070078311
號函) 4,667.975千元

107學年度科技教育推動總
體計畫(第二次提報)-第二期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年10月30日臺教國署國
字第1070134804H號函)
5,674.945千元

108年度緩起訴處分金(社區
生活營)方案計畫(臺灣彰化
地方檢察署107年8月30日彰
檢玉護辰字第10719000940
號函) 360千元

北斗鎮立聯合幼兒園興建園
舍經費案第3期款(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11月
29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135161號函) 6,439.2千
元
彰泰國中「操場整建」(108
年第2期款)(教育部體育署
107年11月9日臺教體署學
(二)字第1070039831號函)
2,240千元

108年數位機會中心行動近
用計畫(教育部108年1月4日
臺教資(三)字第
1070227122D號函) 536千元

配合預算至千元，增列進位
數450元。 0.4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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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中華民國108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追加(減)
預算數

追加(減)後
預算數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工務處20,250千元。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
計畫〈公路系統〉8年
〈104-111〉計畫-危險瓶頸
路段改善」核定案件2案(交
通部公路總局107年11月8日
路規計字第1070130029A號
函) 20,250千元

農業處23,235千元。

108年度有機農糧產品及有
機農糧加工品檢查及檢驗計
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
署107年12月26日農糧資字
第1071087353號函)(農務) 24
千元

108年度「農藥管理及品質
管制」計畫(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7
年12月27日防檢三字第
1071489364號函)(農務) 879
千元

108年度全國荔枝椿象區域
整合防治計畫(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7年11月23日防檢三字第
1071489164號函)(農務)
5,874千元

2019花在彰化(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署108年1月2日
農糧銷字第1081073000號)
(行銷) 2,000千元

108年度「養殖漁業放養量
調查」計畫(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107年12月27日
漁四字第1071348375號函)
(漁業) 89千元

「107年全國水環境計畫-漁
業環境營造(第二批次)(第一
年)」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107年12月28日漁
一字第1071317759號函)(漁
業) 14,369千元

社會處46,73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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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中華民國108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追加(減)
預算數

追加(減)後
預算數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辦理彰化縣108年度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研習及相關宣
導計畫，配合計畫增列經費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7年11月30日社家企字第
1070501512號函)。 200千元

辦理108年度彰化縣視覺障
礙者多元服務方案，配合計
畫增列經費(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107年11月30日
社家企字第1070501512號
函)。 66.2千元

辦理108年度彰化縣身心障
礙者主動關懷服務創新方案
計畫，配合計畫增列經費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7年11月30日社家企字第
1070501512號函)。 1,200千
元

辦理彰化縣108年身心障礙
者家庭托顧服務計畫，配合
計畫增列經費(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107年11月30
日社家企字第1070501512號
函)。 5,663千元

辦理108年度彰化縣身心障
礙者家庭照顧支持服務計
畫，配合計畫增列經費(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7
年11月30日社家企字第
1070501512號函)。 2,538千
元

辦理彰化縣輔具資源中心需
求評估能量提昇計畫，配合
計畫增列經費(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107年11月30
日社家企字第1070501512號
函)。 198.2千元

彰化縣員林市等三鄉鎮市幸
福小衛星─脆弱家庭兒少社
區支持服務方案，配合計畫
增列經費(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107年11月30日社
家企字第1070501512號
函)。 200千元

108年辦理擴大育兒津貼專
業服務與教育宣導，配合計
畫增列經費(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107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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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中華民國108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追加(減)
預算數

追加(減)後
預算數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社家企字第1070501512號
函)。 1,194千元

彰化縣彰化市等三鄉鎮市
YMCA小衛星-脆弱兒少社
區支持服務方案，配合計畫
增列經費(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107年11月30日社
家企字第1070501512號
函)。 400千元

彰化縣溪湖鎮西勢小衛星─
脆弱家庭兒少社區支持服務
方案，配合計畫增列經費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7年11月30日社家企字第
1070501512號函)。 10千元

彰化縣秀水鄉馬興小衛星─
脆弱家庭兒少社區支持服務
方案，配合計畫增列經費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7年11月30日社家企字第
1070501512號函)。 150千元

彰化縣田中鎮等二鄉鎮市南
彰化閃亮小衛星─脆弱家庭
兒少社區支持服務方案，配
合計畫增列經費(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107年11月
30日社家企字第1070501512
號函)。 48千元

彰化縣北斗鎮等二鄉鎮市北
斗閃亮小衛星─脆弱家庭兒
少社區支持服務方案，配合
計畫增列經費(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107年11月30
日社家企字第1070501512號
函)。 48千元

108年度我國少子女化對策
計畫-地方政府專案人力(原
托育準公共化人力)，配合
計畫增列經費(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108年1月3日
社家支字第1080900013號
函)。 449.55千元

彰化縣政府辦理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促進就業服務方
案人力充實計畫，配合計畫
增列經費(衛生福利部107年
11月30日衛部救字第
1071364403號函)。 45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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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中華民國108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追加(減)
預算數

追加(減)後
預算數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彰化縣「資產累積、築夢心
希望」 家庭發展帳戶脫貧
計畫，配合計畫增列經費
(衛生福利部107年11月30日
衛部救字第1071364403號
函)。 87千元

平安社會、幸福彰化-脫貧
計畫，配合計畫增列經費
(衛生福利部107年11月30日
衛部救字第1071364403號
函)。 60千元

辦理整合資源及時援助－彰
化縣「實物給付」計畫書
(衛生福利部107年11月30日
衛部救字第1071364403號函
核定補助49萬9,500元、配
合預算至千元，增列進位數
500元)。 500千元

彰化縣政府108年度社工人
身安全提升計畫，配合計畫
增列經費(衛生福利部107年
11月30日衛部救字第
1071364403號函)。 300千元

協助經濟弱勢家庭脫困服
務-兒童與少年未來教育及
發展帳戶個案管理計畫(以
工代賑)(衛生福利部107年12
月22日衛部救字第
1070032635號函)。 2,880千
元

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公共服
務據點整備之長照衛福據點
計畫-北斗鎮中寮社區活動
中心」(衛生福利部107年12
月27日衛部綜字第
1071161616H號函)。 1,705
千元

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公共服
務據點整備之長照衛福據點
計畫-北斗鎮西德社區活動
中心」(衛生福利部107年12
月27日衛部綜字第
1071161616H號函)。 1,190
千元

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公共服
務據點整備之長照衛福據點
計畫-北斗鎮大道社區活動
中心」(衛生福利部107年12
月27日衛部綜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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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中華民國108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追加(減)
預算數

追加(減)後
預算數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1071161616H號函)。 585千
元

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公共服
務據點整備之長照衛福據點
計畫-北斗鎮七星社區活動
中心」(衛生福利部107年12
月27日衛部綜字第
1071161616H號函)。 1,172
千元

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公共服
務據點整備之長照衛福據點
計畫-北斗鎮中和社區活動
中心」(衛生福利部107年12
月27日衛部綜字第
1071161616H號函)。 306千
元

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公共服
務據點整備之長照衛福據點
計畫-大城鄉東港社區活動
中心」(衛生福利部107年12
月27日衛部綜字第
1071161616H號函)。 1,350
千元

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公共服
務據點整備之長照衛福據點
計畫-永靖鄉竹子社區活動
中心」(108年度)(衛生福利
部107年12月27日衛部綜字
第1071161616H號函)。
9,300千元

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公共服
務據點整備之長照衛福據點
計畫-埔心鄉瓦南社區活動
中心」(衛生福利部107年12
月27日衛部綜字第
1071161616H號函)。 990千
元

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公共服
務據點整備之長照衛福據點
計畫-鹿港鎮景福社區活動
中心」(衛生福利部107年12
月27日衛部綜字第
1071161616H號函)。 2,088
千元

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公共服
務據點整備之長照衛福據點
計畫-埔鹽鄉永樂社區社會
福利園區」(衛生福利部107
年12月27日衛部綜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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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中華民國108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追加(減)
預算數

追加(減)後
預算數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1071161616H號函)。 2,220
千元

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公共服
務據點整備之長照衛福據點
計畫-二林鎮東勢社區活動
中心」(衛生福利部107年12
月27日衛部綜字第
1071161616H號函)。 450千
元

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公共服
務據點整備之長照衛福據點
計畫-二水鄉倡和社區活動
中心」(衛生福利部107年12
月27日衛部綜字第
1071161616H號函)。 2,700
千元

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公共服
務據點整備之長照衛福據點
計畫-二水鄉大園社區活動
中心」(衛生福利部107年12
月27日衛部綜字第
1071161616H號函)。 2,700
千元

補助彰化縣埔鹽鄉大有社區
發展協會辦理大有社區青銀
共創創新服務計畫(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7年11
月30日社家企字第
1070501512號函)。 1,000千
元

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公費
安置費用修正，配合計畫增
列經費(衛生福利部107年12
月6日衛授家字第
1070801283號函)。 2,040千
元

辦理兒童少年保護親職教育
方案-到宅服務暨團體輔導
計畫，配合計畫減列經費
(衛生福利部107年12月13日
衛部護字第1070140052號
函)。 -1,109.82千元

辦理彰化縣108年度家庭暴
力被害人多元處遇服務方
案，配合計畫增列經費(衛
生福利部107年11月30日衛
部護字第1071461121號
函)。 11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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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中華民國108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追加(減)
預算數

追加(減)後
預算數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辦理彰化縣社會處保護服務
科派案中心辦公室營運計畫
(衛生福利部107年11月30日
衛部護字第1071461121號
函)。 480千元

辦理彰化縣108年度家庭暴
力相對人庭前認知輔導方案
(衛生福利部107年11月30日
衛部心字第1071761969A號
函)。 951千元

辦理彰化縣108年度家庭暴
力相對人整合性輔導處遇方
案，配合計畫減列經費(衛
生福利部107年11月30日衛
部心字第1071761969A號
函)。 -152千元

配合預算至千元，增列進位
數870元。 0.87千元

地政處-14,568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辦理
之「農地重劃」計畫，埔心
鄉東門農地重劃農水路工程
調整計畫期程至109年度(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108年3月8
日農水字第1080080002號
函)。 -14,568千元

勞工處649千元。

108年度勞動部補助地方政
府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相關
計畫(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中彰投分署107年11月29日
中分署諮字第10725017482
號函) 648.82千元

配合預算至千元，增列進位
數180元。 0.18千元

城市暨觀光發展處1,714千
元。

107年度「營造休閒運動環
境計畫-營造友善自行車
道」-「鹿港老街巡禮自行
車道整合串連工程」修正計
畫調整核定補助(教育部體
育署107年8月7日臺教體署
設(三)字第1070028385C號
函同意調整核定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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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中華民國108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追加(減)
預算數

追加(減)後
預算數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986千元

辦理108年度「彰化火車
站、員林火車站、二水火車
站及高鐵彰化站旅遊服務中
心營運管理補助計畫案」
(交通部觀光局107年12月25
日觀旅字第10750022969號
函，核定補助新臺幣270萬
元整、配合款58萬5,000元)
2,700千元

水利資源處55,440千元。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
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
水整體改善計畫-第2批次防
洪綜合治理工程(經濟部107
年8月3日經授水字第
10720210410號函) 50,000千
元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
改善計畫-108年度應急工程
(含工程管理費)(經濟部水利
署107年5月10日水河字第
10716060250號函暨經濟部
水利署107年12月12日經水
河字第10716161800號函)
6,150千元

108年度自主防災訓練管理
執行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108年1月22日
水保防字第1081866637號
函) -296千元

108年度自主防災訓練管理
執行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108年1月22日
水保防字第1081866637號
函) -148千元

108年度自主防災裝備及設
備強化計畫(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水土保持局107年11月
23日水保防字第1071859379
號函) -266千元

經濟暨綠能發展處6,227千
元。

辦理彰化縣北斗工業區道路
排水改善工程(經濟部工業
局107年11月6日工地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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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中華民國108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追加(減)
預算數

追加(減)後
預算數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10700911500號函核定修正
補助款2700萬元(增列551萬
7,000元)、配合款369萬元
(減列551萬7,000元)。 5,517
千元

辦理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
助計畫(經濟部水利署107年
10月16日經水事字第
10731091970號函)。 710千
元

08 09000000000
捐獻及贈與收入

21,001 -
-

21,001

001 　09060020000
　彰化縣政府

21,001 -
-

21,001

01 　　09060020100
　　捐獻收入

21,001 -
-

21,001

01 　　　09060020101
　　　一般捐獻

21,001 -
-

21,001

09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16,315 414
-

16,729

002 　11060020000
　彰化縣政府

16,315 414
-

16,729

01 　　11060020100
　　學雜費收入

8,652 -
-

8,652

01 　　　11060020101
　　　學雜費收入

8,652 -
-

8,652

02 　　11060020200
　　雜項收入

7,663 414
-

8,077

02 　　　11060020210
　　　其他雜項收入

7,663 414
-

8,077 民政處414千元。

本府代為標售106年度第1批
祭祀公業未能釐清權屬土地
代為標售之價金扣除百分之
五行政處理費及千分之五地
籍清理獎金，其百分之5為
行政處理費（376仟元）及
千分之5為地籍清理獎金
（38仟元）(收支並列)共計
414仟元整 414千元

資本門合計 15,000 -
-

15,000

01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15,000 -
-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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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中華民國108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原預算數

追加(減)
預算數

追加(減)後
預算數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001 　06060020000
　彰化縣政府

15,000 -
-

15,000

01 　　06060020200
　　財產售價

15,000 -
-

15,000

01 　　　06060020201
　　　土地售價

15,000 -
-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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