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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行法定職掌 

(一) 機關主要職掌：本局隸屬臺中市政府，辦理各項農業業務、動物防疫 

業務及漁業管理業務等事項。 

(二) 內部分層業務： 

甲、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作物生產科：農業生產、農作物保護、農業資材設備及設施、農業調

查及統計、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等事項。 

2.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農會會務輔導、農會業務輔導、農會推廣教育

輔導、農會人事管理、農會財務管理、農民保險、農村文化福利事業

及農會信用部輔導管理、休閒農業、農村再生等事項。 

3.畜牧科：畜牧生產輔導、畜牧行政、畜牧農情動態調查及畜牧場登記

管理、家畜禽保險、飼料登記管理、畜產品標章查核、畜禽場污染防

治等事項。 

4.農地利用管理科：農地利用管理、農業設施管理及農地管理資訊系統

建置等事項。 

5.運銷加工科：農產品運銷、加工、行銷通路、宣傳推廣、農產品批發

市場監督與管理等事項。 

6.林務自然保育科：造林計畫、環境綠美化、苗圃、林業行政及配合專

案放領後續作業、野生動植物保育及自然生態保育等事項。 

7.秘書室：文書、檔案、印信、事務、採購、出納、法制、研考、財產

管理、工友及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之管理、公共關係、新聞發布及不

屬於其他科、室之事項。 

8.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9.會計室：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10. 政風室：依法辦理政風事項。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10000-2 

 

乙、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1.豬病防疫及病性鑑定組：掌理豬隻傳染病防疫、疫情調查、輸出入追

蹤檢疫、動物疾病及人畜共通傳染病之檢診、獸醫技術研究及訓練、

水產動物疾病防治及疫情資訊傳輸等事項。 

2.草食動物及禽病防疫組：掌理草食動物及禽類疾病防治、衛生保健、

輸出檢疫物之產地檢疫、輸入檢疫物之追蹤檢疫、草食及家禽飼養戶

教育訓練輔導業務等事項。 

3.動物保護產業管理組：掌理動物保護法之教育宣導、寵物登記及管理、

特定寵物業管理、志工召訓、教育與犬貓絕育手術、實驗動物與展演

動物管理、寵物生命紀念業輔導管理等事項。 

4.動物收容組：掌理公立動物收容所管理、棄犬貓捕捉收容及管理、羈

留動物緊急處理與急難動物救援、寵物屍體處理等事項。 

5.動物藥品管理組：掌理動物用藥品管理、獸醫師及動物醫院管理、獸

醫公共衛生、畜禽場原料畜產品衛生檢驗查緝及違法屠宰查緝等事項。 

6.動物保護稽查隊：掌理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等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

之執行稽查、裁處與寵物食品管理、稽查等事項。 

7.獸醫及行政組：掌理狂犬病防疫及進口動物追蹤檢疫、庶務行政、資

訊、出納、文書及檔案管理與其他不屬前六款之業務等事項。 

8.會計室：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9.人事管理員：辦理人事管理及查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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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1.漁業行政課：漁業行政管理、水產養殖業輔導、漁民團體輔導事項、

漁產品批發市場管理及共同運銷輔導、漁業遭難急救助及補助、漁業

資源保（培）育與調查、休閒漁業發展輔導、海岸資源管理、漁船(筏)

檢丈及其他漁業行政等事項。 

2.漁港管理課：漁港（業）及海岸設施維護管理、漁港(業)及海岸工程

及其他漁港管理等事項。 

3.兼任人事管理員：由臺中市政府人事處派員兼任，依法辦理人事管理

事項。 

4.兼任會計員：由臺中市政府主計處派員兼任，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

統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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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織圖 

二、 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一)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決算辦理概況： 

1. 歲入部分： 

(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預算數 61,795千元，決算數 63,439千元，

執行率 102.66%。 

(2)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預算數 77,926千元，決算數 83,795千

元，執行率 107.53%。 

(3)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預算數 2,253千元，決算數 2,447

千元，執行率 108.61%。 

2. 歲出部分： 

(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預算數 2,087,763千元，決算數 1,79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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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執行率 85.98%。 

(2)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預算數 290,115千元，決算數 276,734

千元，執行率 95.39%。 

(3)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預算數 49,890千元，決算數 49,139

千元，執行率 98.49%。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概況： 

1. 歲入部分： 

(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預算數 68,054千元，截至 6月底實收數 49,951 

千元，執行率 73.4%。 

(2)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預算數 10,704千元，截至 6月底實收數 

10,028千元，執行率 93.68%。 

(3)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預算數 7,288千元，截至 6月底實

收數 1,865千元，執行率 25.59%。 

2. 歲出部分： 

(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預算數 2,006,208千元，截至 6月底實付數 

647,659千元，執行率 32.28%。 

(2)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預算數 164,566千元，截至 6月底實付

數 84,706千元，執行率 51.47%。 

(3)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預算數 49,986千元，截至 6月底實

付數 12,975千元，執行率 25.96%。 

三、 本年度施政計畫重點及預算提要： 

(一)本年度計畫重點及預期績效： 

甲、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政及作物生產輔導 

(1) 辦理稻穀收購進倉運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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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中央辦理稻穀收購及補助運費方式，以降低農民生產成本。 

(2) 辦理水稻休耕期景觀綠肥種子計畫 

鼓勵冬季稻田休閒期種植油菜、波斯菊、百日草等景觀綠肥及蜜源

作物，以減少次期作化學肥料施用量，改良土壤理化性及生物性，

並增加授粉蜂群蜜源。 

(3) 辦理農民稻草剪段作業防止焚燒稻草計畫 

減少露天焚燒稻草造成空氣污染，避免農民受罰並達到節能減碳目

標。 

(4) 輔導農產品標章認證，提升農產品安全 

配合推廣農產品標章認證，使消費者得選購安全之農產品。 

a、 加強農藥殘留抽驗：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作物農藥殘留監

測與管制計畫，進行田間及集貨場等蔬果農藥殘留抽驗。 

b、 農產品標章認證： 

(a) 輔導生產單位申辦產銷履歷驗證，透明化生產者資訊，提高國人對

台灣優質農產品之認同與信心。 

(b) 追溯與健康管理，形成自主管理與責任制度，以國產農產品 QRCode

及生產履歷等方式追踪管理農產品之分級、包裝、儲藏、加工、配

送、運銷等流向。 

(c) 建置與國際食品安全標準調和之認證、驗證及標示制度，與國際品

質與安全之標準接軌，強化臺灣農產品安全之品牌形象。 

(5) 農業害蟲族群減量，提升農產整體品質 

a、 辦理農作物害蟲性費洛蒙防治計畫：性費洛蒙防治是有利於環境保

護之害蟲防範措施，本局補助經費予本市各區農會協助辦理。 

b、 農田危害防治補助計畫：依行政院農委會動物植物防疫檢疫局推薦

用藥進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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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水稻防治資材：友善環境及減少化學用藥，農友可擇一期稻作申請

補助購買水稻病蟲草害之防治資材，以維護生產環境，促進農業永

續發展。 

d、 荔枝椿象防治計畫：為降低荔枝椿象族群之密度，持續向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技術移轉荔枝椿象天敵─平腹小蜂飼

育技術，維持飼育中心營運。 

2.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會及休閒農業輔導 

(1) 推動休閒農業業務 

藉由輔導農民轉型經營休閒農業，並協助各休閒農業區軟、硬體設

施之增設及改善；結合一、二、三級產業，行銷本市休閒農業；建

構休閒農業發展基礎與資源，導入農村小旅行，吸引國內外遊客。 

(2) 推動輔導農業在地特色產業文化活動計畫 

輔導各區農會辦理農業在地特色產業文化活動，吸引消費者前來參

與，透過親身參與及體驗，更瞭解本市各區農產品種類及產地特色，

進而行銷在地農特產品及觀光產業等，達到產銷雙贏的局面。 

(3) 輔導農民團體、學（協）會及各區公所發展優質農業計畫 

a、 輔導農民團體生產優質農產品，提高產品競爭力，增進農民所得。 

b、 輔導農會發展經濟事業計畫，協助農會創新、活化資源及提高經營

效率，以擴大服務農民之效能。 

(4) 辦理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等農民

福利業務。 

a、 輔導本市各基層農會依法辦理農民健康保險各項清查及加退保業

務，並派員參與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資格審查會議。 

b、  依法部分負擔本市農民之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保險費

及老農津貼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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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監督及輔導市轄農會農業金融業務 

為保障存款人權益、穩定地方農業金融秩序，積極輔導市轄農會信

用部業務正常發展、提升授信資產品質並促其健全財務結構。 

(6) 推動本市農村再生計畫 

執行農村總合計畫，辦理農村再生計畫審核，協助社區擬訂年度農

村再生執行計畫，規劃建構農村再生整體執行機制，導入產業、文

化及生態資源，活化農村，創造當地就業機會及凝聚社區意識，提

升環境品質。 

3. 農政管理與輔導業務-畜牧行政輔導 

(1) 落實禽畜糞尿資源化再利用 

a、 強化畜牧場汙泥清理再利用：協助畜牧場改善三段式廢水處理過程

中各槽體內汙泥堆積問題；補助畜牧場設置抽汙泥馬達及汙泥脫水

機等設施，提升友善經營環境，讓產業永續發展。 

b、 輔導養豬場糞尿水處理過程中所產生的沼氣再利用：養豬場所產生

的沼液沼渣，還肥於農地使用，以減少農地化肥及農藥使用。 

(2) 飼料源頭管理及畜產品標章驗證管理 

a、 加強飼料原料抽驗檢驗工作，輔導自製自用飼料戶強化自主品管制

度。 

b、 執行市售畜產品標章標示查核與產品抽驗，以維護消費者食品安全

與權益。 

(3) 畜牧統計調查 

建置畜禽飼養戶基本資料、掌握臺中市畜禽分布、經營概況、生產

結構等相關資料，以供農業政策及學術研究之參考。 

(4) 死廢禽畜管理 

輔導畜牧場依法妥善處理死廢畜禽，防範死廢畜禽非法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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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輔導家畜禽進口查核 

輔導家畜禽進口查核，管理進口家畜禽流向，落實畜牧產業永續經

營。 

4.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地利用與管理 

(1) 有秩序地使用農地，以謀求農地資源永續利用，為落實農地農用之

政策 

a、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之認定。 

b、 核發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及列管抽查。 

c、 核定自用及集村農舍申請人資格條件。 

d、 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案件審查。 

e、 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回饋金之核算及收取。 

f、 辦理查編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土地。 

g、 農業用地申請賦稅減免優惠案件列管抽查。 

h、 農業用地未作農業使用之審認及查報。 

i、 註記農舍查核之工作。 

(2) 配合國土計畫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 

a、 蒐集農地資料並確認使用現況。 

b、 檢核轄內農業發展地區分類劃設作業。 

c、 因應氣候變遷檢討農地調適類型以及農地調適策略與行動計畫之內

容，並調整農產業空間佈建。 

d、 配合辦理本市國土計畫轄內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下農業資源分析。 

(3) 推動優良農地整合加值利用計畫 

a、 輔導專區建設及經營利用，強化經營主體整合資源及建構核心產業

價值鏈等經營管理能力。 

b、 推動農地活化利用、友善環境耕作、組織整合運作、強化產銷效率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10000-10 

 

及培育青年農民等措施，建置專區成為農業之安全生產基地，發展

地區重要核心產業。 

c、 以專區為平台，整合農業施政資源，創造產業加值效益。 

5.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產運銷加工輔導 

(1) 辦理農產品國內外行銷推廣活動 

a、 藉由都會區展售活動與透過國內外各大行銷通路及國際展售活動行

銷本市農產品，提升本市農產品知名度，拓展本市農產品多元化行

銷通路。 

b、 廣設農夫市集，推廣農產品地產地銷，增加農民直接收益。 

c、 藉由國際展售了解各地方嗜好，針對不同地區需求，主打相關喜好

農產品，以準確打入目標市場。 

(2) 輔導與開發農產加工品 

a、 改善農產品集貨場及加工設施(備)，提升農產品運銷率。 

b、 輔導本市農民團體開發農產加工品，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增進農

民收益及穩定市場價格。 

c、 輔導本市農村酒莊增進釀酒設施及設備，以提升品質，輔導開發新

酒品及加強行銷，提升酒莊能見度。 

(3) 辦理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查驗，並輔導本市有機農產品經

營業者符合有機農業促進法規範，為消費者把關。 

(4) 農產品產銷失衡因應及收購次級農產品措施 

農產品產銷失衡或次級農產品增加時，啟動相關產銷失衡或收購次

級農產品等相關措施，以平穩市場價格、減少農民損失。 

(5) 辦理農產品批發市場監督與管理 

調節農產品供銷，平準市價維護生產者及消費者利益、輔導果菜、

花卉、肉品家禽、魚市場建立供銷及改善市場交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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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林業與自然保育管理業務-林政與自然保育管理 

(1) 保育森林資源，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用 

a、 推廣全民造林、林業天然災害及林產產銷輔導業務：推廣全民及獎

勵山坡地造林，加強森林生態系教育；發生林業然災害後開放民眾

撿拾漂流木之查驗放行等工作，並協助農民開拓林產品製作及推廣

林下經濟，增加第二事業收入。 

b、 樹木保護、苗圃經營管理：列管保護具有保存價值之樹木及其棲地

環境，維護自然景觀及綠色資源；樹木褐根病及林木病蟲害防治維

護樹木之健康並培育綠化植栽，配合植樹計畫打造低碳城市。 

(2) 落實野生動物保育工作 

a、 辦理野生動物救援照護醫療、暫養、收容、訓練與野放，執行保育

類野生動物飼養及產製品登記、查核，取締違法獵捕、宰殺、買賣

等案件。 

b、 維護自然生態平衡及復育瀕危植物：防除外來入侵物種（包含小花

蔓澤蘭、香澤蘭、銀膠菊、莬絲子、互花米草等外來入侵植物及斑

腿樹蛙等），以減緩蔓延速度，維護自然生態平衡；辦理重要濕地保

育及監測工作；復育大安水蓑衣等瀕危植物，以維護自然生態資源。 

c、 石虎保育與友善環境推廣：保育本市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石虎，進

行族群調查並研究重要棲息地與生態廊道評估，另於石虎熱區─里

山倡議推廣友善農業生產與生態給付，以改善石虎生存棲地與生態

環境。 

d、 落實捕蜂捉蛇回歸農政單位，擴大政府與民間單位合作能量，辦理

標案委外執行業務，提升為民服務品質，以保障市民安全。 

乙、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1. 加強動物疾病防疫如禽流感、豬瘟、口蹄疫、草食動物結核病、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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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桿菌病、羊痘及牛流行熱等重要傳染病防治，防止人畜共通傳染

病發生，維護養畜禽業者生產安全。 

2. 加強動物保護案件及寵物食品安全稽查，推動犬貓絕育、寵物登記

源頭管理及寵物生命教育宣導，提升動物福利。 

3. 實施犬隻精準捕捉，積極媒合認養管理及辦理流浪犬貓絶育，逐步

達成流浪動物零撲殺目標。 

4. 強化原料畜產品衛生、獸醫師及動物用藥管理、違法屠宰行為查緝，

以維護公共衛生安全。 

丙、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1. 辦理各類漁港管理：  

(1) 松柏漁港魚貨多功能集貨場暨周邊港埠設施新建工程：由於整體漁

業環境變遷，在休閒漁業、觀光漁市的發展趨勢下，期許松柏漁港

及港區土地之發展型態能朝向多元化功能與彈性利用來發展，以帶

動地方發展，促進海線觀光。 

(2) 松柏、五甲、塭寮及麗水等二類漁港疏浚及設施修繕工程：本市二

類漁港均為候潮港，且冬天東北季風漂砂嚴重，常造成航道淤積，

本所每年均編列相關經費辦理疏浚工作，使漁筏能正常進出，且亦

編列經費維修建設漁港相關設施，期使漁民能有更好的作業環境。 

(3) 市轄二類漁港港區清潔及設施維護管理訂約事宜：本府轄管二類漁

港皆為候潮港，倘平時未進行碼頭階梯清潔，將造成碼頭階梯藻類

滋生，漁民上下碼頭容易發生滑倒情事，另每年由外海漂流進港之

垃圾及漂流木數量並非固定，故訂定開口契約以利因應。 

2. 水產資源永續利用：為培育本市水產資源，辦理本市魚苗放流活動，

宣導正確的魚苗放流過程，讓宗教（放生）團體有了解正確與合法

的放生申請及執行方式，結合民間力量及地方宗教（放生）團體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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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共同推動海洋資源保育。 

3. 野生動物保護區經營管理：為促進本市所轄野生動物保護區永續發

展，本所藉由實施保護區分區管制措施、巡查、環境維護、推動在

地管理組織、資源調查、環境監測、維護及修繕管制設施等經營管

理工作，以保育野生動物並維護生物多樣性。 

4. 漁船筏（員）及漁業資源管理：為養護本市海域漁業資源，本所辦

理漁船筏管理、船員管理、舊船汰建、休漁、稽查漁業用油流用等

工作，辦理漁業糾紛調停及取締非法捕魚，並持續配合中央主管機

關各項計畫，以維護漁業資源永續利用。 

5. 漁會輔導、漁業推廣教育、發展休閒漁業及魚貨批發直銷市場輔導

工作：為發展本市觀光休閒漁業及服務漁民，本所藉由輔導漁會會

務、舉辦休閒漁業活動、推廣梧棲漁港觀光及輔導魚貨批發直銷市

場、辦理漁業產銷班經營管理輔導計畫及漁業推廣教育計畫等工

作，以增加漁民收入、改善漁民生活，期將梧棲漁港轉型為成為生

產、休閒、觀光產業一同發展的休閒觀光漁港。 

(二)本年度預算提要及成本估計： 

1.歲入部分： 

歲入預算數 93,523千元，其中稅課收入 132千元、罰款及賠償收入

3,440千元、規費收入 1,798千元、財產收入 3,166千元、補助及協助

收入 71,537千元及其他收入 13,450千元。 

2.歲出部分：歲出預算數 2,312,533千元。 

依經資門分： 

(1) 經常門： 

歲出預算數 2,196,443千元(佔 94.98%)，包括：人事費 187,456千

元、業務費 205,328千元、獎補助費 1,801,159千元及第一預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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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千元。 

(2) 資本門： 

歲出預算數 116,090千元(佔 5.02%)，包括：設備及投資 21,261千

元及獎補助費 94,829千元。 

四、 其他必要之分析事項： 

甲、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一) 主要增加原因： 

1. 辦理建構農業安全體系及食安五環相關計畫增加 4,278千元。 

2. 辦理 110年全國荔枝椿象區域整合防治計畫增加 5,000千元。 

3. 辦理縣市農村總合發展計畫增加 10,000千元。 

4. 辦理 110年度臺中市休閒農業區跨域輔導計畫增加 35,000千元。 

5. 辦理強化畜牧廢棄物管理及資源化推動計畫增加 1,500千元。 

6. 辦理農村社區畜牧場環境改善及資源利用計畫增加 4,647千元。 

7. 因應經濟發展局業務移撥，公有土地地價稅捐增加 3,275千元。 

8. 補助臺中市肉品市場由批發市場積極轉型辦理農產運銷業務增加 

60,000千元。 

9. 補助台中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節能減碳改善工程、公有財產 

修繕或其他經房舍管理機關(單位)認為有必要之相關費用增加 

2,500千元。 

10. 辦理 110年度捕蜂捉蛇為民服務計畫增加 1,200千元。 

11. 辦理輔導農民團體、學(協)會發展優質農業計畫，補助設備(施)費 

增加 15,000千元。 

(二) 主要減少原因: 

1. 辦理 2020台灣燈會在臺中-「里山大地燈區」計畫燈區規劃、建置及

園區環境綠化及維護等費用已執行完竣減少 20,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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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臺中市豐原區肉品處理場水污染防治措施改善工程減少 3,000   

千元。 

3. 因公出國旅費減少 137千元。 

4. 辦理 2020台灣燈會在臺中-燈會展區整體環境綠美化計畫已執行完竣

減少 1,500千元。 

5. 中央計畫型補助收入收支對列辦理完竣合計減少 35,057千元。 

乙、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一) 主要增加原因： 

1. 人員維持費參考上年度實際執行數調整考績晉級薪給增加 5,507 千

元。 

2. 公務機車汰舊換購電動機車計畫增加 140千元。 

3. 補助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增加 10,000千元。 

4. 民眾寵物、無主街犬貓屍體火化處理及動物之家收容動物屍體清運銷

毀費增加 600千元。 

5. 動物之家動物用疫苗、傳染病檢測試劑、絕育及急難救助醫療藥品、

麻醉劑等耗材增加 1,000千元。 

6. 工友人力替代方案增列行政助理 2名，並依編列基準調整增加 940千

元。 

7. 辦理狂犬病防疫及宣導通知郵資、通訊等業務聯繫費用增加 310 千

元。 

8. 委託本市動保團體、志工等成立動物保護案件稽查小組辦理動物保護

案件稽查及教育宣導活動增加 100千元。 

9. 辦理 109年度第 1次家禽流行性感冒疫情所需撲殺補償費增加 132千

元。 

(二)主要減少原因： 

1. 辦理動物保護教育宣導、流浪動物送養及寵物生命紀念等動物保護相

關活動費用減少 2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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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務車輛油料、養護等相關費用減少 437千元。 

3. 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書紙本資料登打費減少 260千元。 

4. 委託民間機構或動保團體協助辧理動物急難救助、緊急後續醫療及遊

蕩動物暫時收容留置減少 550千元。 

5.動物之家救助用運輸籠、誘捕犬貓籠、飼養籠等物品及零星設備修繕

維護費減少 900千元。 

6. 中央計畫型補助收入收支對列合計減少 8,387千元。 

丙、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一) 主要增加原因： 

1.正式人員人事費參考上年度實際執行數調整考績晉級薪給增加 300千 

元。 

2.辦理辦公廳舍、集貨場等火險及意外險增加 130千元。 

3.辦理公務車輛汰換增加 980千元。 

4.補助臺中市各保育協會或團體辦理高美濕地生態保育及教育推廣計畫 

增加 600千元。 

5.委託機關學校辦理海岸及海洋生態復育、宣導及調查計畫增加 280千 

元。 

6.補助臺中市各保育協會或團體辦理濕地型保護區保育計畫增加 300 

千元。 

(二)主要減少原因： 

1.計畫型補助收入收支對列減少 1,395千元。 

2 辦理本市野生動物保護區環境清理維護工作減少 1,250千元。 

3.辦理漁業行政及漁港管理業務經費調整減少 159千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比較總表
中華民國 110 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名           稱

　 　　　　　合　　　計 93,523 86,046 149,681 7,477

稅課收入 132 5,097 26,943 -4,965

01 　稅課收入 132 5,097 26,943 -4,965

01 　　統籌分配稅 132 5,097 26,943 -4,965

罰款及賠償收入 3,440 3,080 8,695 360

02 　罰款及賠償收入 3,440 3,080 8,695 360

01 　　罰金罰鍰及怠金 3,440 3,080 7,335 360

02 　　沒入及沒收財物 - - 5 -

03 　　賠償收入 - - 1,355 -

規費收入 1,798 1,448 3,678 350

03 　規費收入 1,798 1,448 3,678 350

01 　　行政規費收入 890 640 2,594 250

02 　　使用規費收入 908 808 1,084 100

財產收入 3,166 3,174 1,438 -8

04 　財產收入 3,166 3,174 1,438 -8

01 　　財產孳息 3,166 3,174 1,036 -8

02 　　廢舊物資售價 - - 402 -

補助及協助收入 71,537 59,447 102,239 12,090

05 　補助及協助收入 71,537 59,447 102,239 12,090

01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71,537 59,447 102,239 12,090

其他收入 13,450 13,800 6,688 -350

06 　其他收入 13,450 13,800 6,688 -350

01 　　雜項收入 13,450 13,800 6,688 -350

科　　　　　　　　　目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1000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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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政事別預算比較總表
中華民國 110 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名           稱

　 　　　　合　　　計 2,312,533 2,220,760 2,120,850 91,773

01 經濟發展支出 899,821 808,048 935,283 91,773

01 　農業支出 899,821 808,048 935,283 91,773

02 社會福利支出 1,412,712 1,412,712 1,185,567 -

01 　社會保險支出 117,180 117,180 84,467 -

02 　福利服務支出 1,295,532 1,295,532 1,101,100 -

科　　　　　　　　　目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10000- 18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比較總表
中華民國 110 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名           稱

　 　　　　合　　　計 2,312,533 2,220,760 2,120,850 91,773

0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2,312,533 2,220,760 2,120,850 91,773

0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2,089,787 2,006,208 1,794,977 83,579

02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172,974 164,566 276,734 8,408

03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49,772 49,986 49,139 -214

科　　　　　　　　　目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10000- 19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93,523 86,046 149,681 7,477

經常門合計 93,523 86,046 149,681 7,477

01 01000000000

稅課收入

132 5,097 26,943 -4,965

004 　01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 5,097 26,863 -5,097

01 　　01102101700

　　統籌分配稅

- 5,097 26,863 -5,097

01 　　　01102101702

　　　特別統籌

- 5,097 26,863 -5,097

005 　01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132 - 80 132

01 　　01102111700

　　統籌分配稅

132 - 80 132

01 　　　01102111702

　　　特別統籌

132 - 80 132 辦理109年第1次家禽流行性感冒

疫情所需撲殺補償費。(依據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109.8.7農授防字

第1090233225號函)(草食動物及

禽病防疫組)132千元

02 04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3,440 3,080 8,695 360

076 　04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760 1,700 2,601 60

01 　　0410210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1,760 1,700 2,375 60

01 　　　04102100101

　　　罰金罰鍰

1,760 1,700 2,375 60 違反農藥管理法罰鍰收入。(作

物生產科)800千元

違反肥料管理法罰鍰收入。(作

物生產科)600千元

違反有機農業促進法罰鍰收入。

(運銷加工科)360千元

02 　　04102100200

　　沒入及沒收財物

- - 5 -

01 　　　04102100201

　　　沒入金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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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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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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04102100300

　　賠償收入

- - 221 -

01 　　　0410210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221 -

077 　04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930 930 5,081 -

01 　　0410211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930 930 4,035 -

01 　　　04102110101

　　　罰金罰鍰

930 930 4,035 - 違反動物保護法、臺中市動物保

護自治條例及臺中市寵物屍體處

理及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自治條

例取締罰款。400千元

違反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獸醫師

法及違法屠宰行為取締罰款。

500千元

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罰款。

30千元

　

02 　　04102110300

　　賠償收入

- - 1,046 -

01 　　　0410211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1,046 -

078 　04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

　業發展所

750 450 1,013 300

01 　　0410212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750 450 925 300

01 　　　04102120101

　　　罰金罰鍰

750 450 925 300 各項違反法令規定罰款。750千

元

02 　　04102120300

　　賠償收入

- - 88 -

01 　　　0410212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88 -

03 05000000000

規費收入

1,798 1,448 3,678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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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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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4 　05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 - 383 -

01 　　05102100100

　　行政規費收入

- - 288 -

01 　　　05102100101

　　　審查費

- - 262 -

02 　　　05102100102

　　　證照費

- - 26 -

02 　　05102100300

　　使用規費收入

- - 95 -

01 　　　05102100303

　　　資料使用費

- - 21 -

02 　　　05102100307

　　　服務費

- - 74 -

075 　05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1,733 1,383 3,232 350

01 　　05102110100

　　行政規費收入

825 575 2,243 250

01 　　　05102110102

　　　證照費

275 265 330 10 獸醫師申辦開業執照規費。10千

元

獸醫師申辦執業執照規費。105

千元

申辦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業許

可證規費。140千元

申辦動物用藥品販賣業登記許可

證規費。10千元

申辦寵物生命紀念業許可證規

費。10千元

　

02 　　　05102110103

　　　登記費

550 310 1,913 240 未絕育寵物登記規費。50千元

絕育寵物登記規費。50千元

寵物業者繁殖用寵物登記規費。

250千元

寵物登記規費收入、寵物登記轉

讓登記費。2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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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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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02110300

　　使用規費收入

908 808 989 100

02 　　　05102110305

　　　供應費

98 98 104 - 豬瘟預防注射藥品費收入。82.6

千元

動物防疫人員辦理犬貓狂犬病預

防注射藥品費等收入。15.4千元

03 　　　05102110307

　　　服務費

810 710 885 100 寵物登記晶片植入費。60千元

動物收容所飼料及場所管理費收

入。100千元

寵物屍體火化處理服務費收入。

200千元

已完成寵物登記者，飼主不擬續

養犬貓收容及處理費。200千元

未完成寵物登記者，飼主不擬續

養犬貓收容及處理費。150千元

飼主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依法申

請領回經危難救援之犬、貓收容

及處理費。100千元

　

076 　05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

　業發展所

65 65 63 -

01 　　05102120100

　　行政規費收入

65 65 63 -

01 　　　05102120102

　　　證照費

65 65 63 - 漁筏檢丈規費。65千元

04 07000000000

財產收入

3,166 3,174 1,438 -8

084 　07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3,152 3,160 1,137 -8

01 　　07102100100

　　財產孳息

3,152 3,160 975 -8

01 　　　07102100101

　　　利息收入

180 160 201 20 機關專戶利息收入。180千元

　 　 　 　　 　 　 　 　　

　 　 　 　　 　 　 　 　　

　 　 　 　　 　 　 　 　　

 10000- 23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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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02100102

　　　權利金

2,500 - - 2,500 臺中市臺中果菜批發市場屋頂設

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租賃契約經

營權利金。(收支對列)2,500千元

03 　　　07102100103

　　　租金收入

472 3,000 774 -2,528 市有基地出租收入。(農地利用

管理科)90千元

集貨場租金收入。(運銷加工

科)280千元

臺中市新社區休閒農園區遊客中

心出租收入。(農會輔導休閒農

業科)102千元

02 　　07102100500

　　廢舊物資售價

- - 162 -

01 　　　07102100501

　　　廢舊物資售價

- - 162 -

085 　07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4 4 293 -

01 　　07102110100

　　財產孳息

4 4 53 -

01 　　　07102110101

　　　利息收入

4 4 17 - 經費結存存款利息收入。4千元

02 　　　07102110103

　　　租金收入

- - 36 -

02 　　07102110500

　　廢舊物資售價

- - 240 -

01 　　　07102110501

　　　廢舊物資售價

- - 240 -

086 　07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

　業發展所

10 10 8 -

01 　　07102120100

　　財產孳息

10 10 8 -

01 　　　07102120101

　　　利息收入

10 10 8 - 公庫存款利息收入。10千元

06 09000000000

補助及協助收入

71,537 59,447 102,239 12,090

047 　09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71,357 44,297 28,855 27,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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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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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21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71,357 44,297 28,855 27,060

01 　　　0910210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71,357 44,297 28,855 27,060 辦理110年度有機農產品有機轉

型期農產品查驗計畫。(依據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8.6.14

農糧資字第1081011649號函)(運

銷加工科)423千元

辦理110年強化農業資訊調查制

度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糧署109.7.7農糧企字第

1091061164號函)(作物生產

科)1,655千元
辦理110年農業天然災害災情查

報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糧署109.7.7農糧企字第

1091061164號函)(作物生產科)546

千元
辦理109年度臺中市有機農業集

團栽培區基礎環境改善工程委託

規劃設計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糧署109.8.4農糧資字

第1091070390號函)(作物生產

科)891千元

辦理110年臺中市海洋野生動物

及生態保育計畫。(依據海洋委

員會海洋保育署109.8.10海保生

字第10900064696號函)(林務自然

保育科)119千元

辦理配合國土計畫推動農地資源

空間規劃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109.8.10農會字第

1090122245號函)(農地利用管理

科)1,900千元

辦理110年度臺中市休閒農業區

跨域輔導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109.8.10農會字第

1090122245號函)(農會輔導休閒

農業科)35,000千元

辦理110年度臺中市休閒農場查

核及輔導管理計畫。(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109.8.10農會字第

1090122245號函)(農會輔導休閒

農業科)89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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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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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縣市農村總合發展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9.8.10

農會字第1090122245號函)(農會

輔導休閒農業科)10,000千元

辦理110年臺中市社區農村再生

專案管理及輔導計畫與培根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8.10農會字第1090122245號

函)(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4,700

千元
辦理強化農民參加農民(全民)健

康保險資格審查及認定作業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8.10農會字第1090122244號

函)(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48千元

辦理110年強化水稻優良品種推

廣與種源管理計畫。(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109.8.10農會字第

1090122245號函)(作物生產科)870

千元

辦理110年特作產業結構調整暨

建構產業新價值鏈計畫。(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9.8.10農會

字第1090122245號函)(作物生產

科)150千元

辦理110年度強化植物有害生物

防範措施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109.8.10農會字第

1090122245號函)(作物生產

科)1,151千元
辦理110年輔導農村農糧產業擴

大經營規模及集團栽培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9.8.10

農會字第1090122245號函)(作物

生產科)78千元

辦理110年度農藥管理及品質管

制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109.8.10農會字第1090122244號

函)(作物生產科)420千元

辦理110年推動地方政府疫病蟲

害主動調查制度計畫。(依據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109.8.10農會字

第1090122244號函)(作物生產

科)6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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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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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全國荔枝椿象區域整

合防治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109.8.10農會字第

1090122244號函)(作物生產

科)5,000千元
辦理110年度農產業保險試辦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8.10農會字第1090122244號

函)(作物生產科)75千元

辦理110年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

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8.10農會字第1090122244號

函)(作物生產科)380千元

辦理110年植物種苗產業管理輔

導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109.8.10農會字第1090122244號

函)(作物生產科)49千元

辦理110年農機使用及免稅油管

理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109.8.10農會字第1090122244號

函)(作物生產科)40千元

辦理畜產品安全生產及產銷履歷

驗證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109.8.10農會字第1090122244

號函)(畜牧科)45千元

辦理110年強化畜牧廢棄物管理

及資源化推動計畫。(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109.8.10農會字第

1090122244號函)(畜牧科)1,500千

元

辦理110年禽畜糞管理及資源化

輔導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109.8.10農會字第1090122244

號函)(畜牧科)50千元

辦理110年畜牧場登記管理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8.10農會字第1090122244號

函)(畜牧科)30千元

辦理110年加強飼料生產與衛生

安全管理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109.8.10農會字第

1090122244號函)(畜牧科)4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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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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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農村社區畜牧場環境

改善及資源利用計畫。(依據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109.8.10農會字

第1090122245號函)(畜牧科)4,647

千元

　

048 　09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 8,387 72,081 -8,387

01 　　091021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 8,387 72,081 -8,387

01 　　　0910211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 8,387 72,081 -8,387

049 　09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

　業發展所

180 6,763 1,303 -6,583

01 　　0910212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180 6,763 1,303 -6,583

01 　　　0910212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180 6,763 1,303 -6,583 辦理109年度推行刺網漁業漁具

實名制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署109.8.7漁二字第

1091329736號函)(漁業行政課)180

千元

08 12000000000

其他收入

13,450 13,800 6,688 -350

069 　12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3,450 13,800 3,600 -350

01 　　12102100200

　　雜項收入

13,450 13,800 3,600 -350

01 　　　1210210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74 -

02 　　　121021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13,450 13,800 3,526 -350 豐原區肉品處理場土地租金及損

失補償費。(收支對列)(畜牧

科)7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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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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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原區肉品處理場重置成本。

(畜牧科)2,200千元

市府投資肉品市場之使用費收

入。(運銷加工科)2,300千元

市府投資果菜市場之使用費收

入。(運銷加工科)5,000千元

市府投資豐原果菜市場之使用費

收入。(運銷加工科)1,500千元

花卉批發市場之使用費收入。

(運銷加工科)1,200千元

市有土地使用補償金。(農地利

用管理科)550千元

　

070 　12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 - 3,028 -

01 　　12102110200

　　雜項收入

- - 3,028 -

01 　　　1210211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8 -

02 　　　12102110210

　　　其他雜項收入

- - 3,020 -

071 　12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

　業發展所

- - 60 -

01 　　12102120200

　　雜項收入

- - 60 -

01 　　　1210212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50 -

02 　　　12102120210

　　　其他雜項收入

- - 10 -

 10000- 29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出政事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2,312,533 2,220,760 2,120,850 91,773

經濟發展支出 899,821 808,048 935,283 91,773

08 56000000000

農業支出

899,821 808,048 935,283 91,773

021 　56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677,075 593,496 609,410 83,579

01 　　56102100100

　　一般行政

111,070 108,672 98,854 2,398

01 　　　56102100101

　　　行政管理

111,070 108,672 98,854 2,398

02 　　56102100200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

505,718 412,460 463,077 93,258

01 　　　56102100201

　　　農政及作物生產輔導

224,054 215,461 294,083 8,593

02 　　　56102100202

　　　農會及休閒農業輔導

114,644 91,314 67,740 23,330

03 　　　56102100203

　　　畜牧行政輔導

13,940 10,505 - 3,435

04 　　　56102100204

　　　農地利用與管理

6,977 9,362 3,761 -2,385

05 　　　56102100206

　　　農產運銷加工輔導

146,103 85,818 97,493 60,285

03 　　56102100300

　　林業與自然保育管理業務

57,787 69,864 47,479 -12,077

01 　　　56102100301

　　　林政與自然保育管理

57,787 69,864 47,479 -12,077

04 　　56102109800

　　第一預備金

2,500 2,500 - -

01 　　　56102109801

　　　第一預備金

2,500 2,500 - -

022 　56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172,974 164,566 276,734 8,408

科　　　　　　　　　　目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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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出政事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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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01 　　56102110100

　　一般行政

77,947 72,300 73,803 5,647

01 　　　56102110101

　　　行政管理

77,947 72,300 73,803 5,647

02 　　56102110700

　　動物保護與管理

89,059 81,605 84,561 7,454

01 　　　56102110701

　　　動物保護

36,692 29,155 35,493 7,537

02 　　　56102110702

　　　動物收容

20,903 21,901 20,791 -998

03 　　　56102110703

　　　獸醫行政

30,172 29,357 27,286 815

04 　　　56102110705

　　　動物保護稽查

1,292 1,192 991 100

03 　　56102110800

　　動物防疫與檢驗

5,968 10,661 21,370 -4,693

01 　　　56102110801

　　　豬病防疫及病性鑑定

2,681 5,725 3,365 -3,044

02 　　　56102110803

　　　草食動物禽病防疫

2,867 3,126 2,966 -259

03 　　　56102110804

　　　動物藥品管理

420 489 634 -69

04 　　　56102110805

　　　畜牧管理輔導

- 1,321 14,405 -1,321

04 　　561021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 97,000 -

01 　　　561021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 97,000 -

023 　56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49,772 49,986 49,139 -214

01 　　56102120100

　　一般行政

14,818 13,432 13,113 1,386

01 　　　56102120101

　　　行政管理

14,818 13,432 13,113 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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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出政事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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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02 　　56102120900

　　漁業及海岸管理

34,954 36,554 36,026 -1,600

01 　　　56102120901

　　　漁業行政及漁港管理

34,954 36,554 36,026 -1,600

社會福利支出 1,412,712 1,412,712 1,185,567 -

12 61000000000

社會保險支出

117,180 117,180 84,467 -

001 　61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17,180 117,180 84,467 -

01 　　61102100100

　　農民保險業務

117,180 117,180 84,467 -

01 　　　61102100101

　　　農民保險

117,180 117,180 84,467 -

14 63000000000

福利服務支出

1,295,532 1,295,532 1,101,100 -

030 　63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295,532 1,295,532 1,101,100 -

01 　　63102100500

　　農民福利業務

1,295,532 1,295,532 1,101,100 -

01 　　　63102100501

　　　農民福利

1,295,532 1,295,532 1,101,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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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10 001000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

管

2,312,533 2,220,760 2,120,850 91,773

001 　00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2,089,787 2,006,208 1,794,977 83,579

01 　　56102100100

　　一般行政

111,070 108,672 98,854 2,398

01 　　　56102100101

　　　行政管理

111,070 108,672 98,854 2,398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99,511千元

　　業務費11,043千元

　　設備及投資450千元

　　獎補助費66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398千元

　　增列 業務費2,398千元

02 　　56102100200

　　農業管理與輔導

　　業務

505,718 412,460 463,077 93,258

01 　　　56102100201

　　　農政及作物生

　　　產輔導

224,054 215,461 294,083 8,593 一、本科目包括農政及作物生產輔

導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221千元

　　業務費19,320千元

　　設備及投資891千元

　　獎補助費202,622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8,593千元

　　增列 人事費303千元

　　增列 業務費2,580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89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819千元

02 　　　56102100202

　　　農會及休閒農

　　　業輔導

114,644 91,314 67,740 23,330 一、本科目包括農會及休閒農業輔

導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376千元

　　業務費28,400千元

　　設備及投資1,000千元

　　獎補助費83,86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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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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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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30千元

　　增列 人事費6千元

　　減列 業務費9,18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2,504千元

03 　　　56102100203

　　　畜牧行政輔導

13,940 10,505 - 3,435 一、本科目包括畜牧行政輔導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2,516千元

　　設備及投資0千元

　　獎補助費11,424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435千元

　　增列 業務費74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3,00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5,695千元

04 　　　56102100204

　　　農地利用與管

　　　理

6,977 9,362 3,761 -2,385 一、本科目包括農地利用與管理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90千元

　　業務費4,887千元

　　獎補助費2,00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385千元

　　增列 人事費7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6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715千元

05 　　　56102100206

　　　農產運銷加工

　　　輔導

146,103 85,818 97,493 60,285 一、本科目包括農產運銷加工輔導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598千元

　　業務費16,451千元

　　獎補助費128,054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60,285千元

　　增列 人事費12千元

　　增列 業務費61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59,660千元

03 　　56102100300

　　林業與自然保育

　　管理業務

57,787 69,864 47,479 -1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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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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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2100301

　　　林政與自然保

　　　育管理

57,787 69,864 47,479 -12,077 一、本科目包括林政與自然保育管

理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193千元

　　業務費47,165千元

　　設備及投資500千元

　　獎補助費8,929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2,077千元

　　減列 人事費1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9,116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8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681千元

04 　　56102109800

　　第一預備金

2,500 2,500 - -

01 　　　56102109801

　　　第一預備金

2,500 2,500 - - 一、本科目包括第一預備金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預備金2,500千元

05 　　61102100100

　　農民保險業務

117,180 117,180 84,467 -

01 　　　61102100101

　　　農民保險

117,180 117,180 84,467 - 一、本科目包括農民保險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117,180千元

06 　　63102100500

　　農民福利業務

1,295,532 1,295,532 1,101,100 -

01 　　　63102100501

　　　農民福利

1,295,532 1,295,532 1,101,100 - 一、本科目包括農民福利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1,295,532千元

002 　00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172,974 164,566 276,734 8,408

01 　　56102110100

　　一般行政

77,947 72,300 73,803 5,647

01 　　　56102110101

　　　行政管理

77,947 72,300 73,803 5,647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68,024千元

　　業務費9,567千元

　　設備及投資320千元

　　獎補助費3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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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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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7千元

　　增列 人事費5,507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40千元

02 　　56102110700

　　動物保護與管理

89,059 81,605 84,561 7,454

01 　　　56102110701

　　　動物保護

36,692 29,155 35,493 7,537 一、本科目包括動物保護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0千元

　　業務費5,522千元

　　獎補助費31,17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7,537千元

　　減列 人事費80千元

　　減列 業務費1,89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9,507千元

02 　　　56102110702

　　　動物收容

20,903 21,901 20,791 -998 一、本科目包括動物收容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17,403千元

　　設備及投資0千元

　　獎補助費3,50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998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148千元

03 　　　56102110703

　　　獸醫行政

30,172 29,357 27,286 815 一、本科目包括獸醫行政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30千元

　　業務費29,942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815千元

　　減列 人事費20千元

　　增列 業務費835千元

04 　　　56102110705

　　　動物保護稽查

1,292 1,192 991 100 一、本科目包括動物保護稽查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1,29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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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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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0千元

03 　　56102110800

　　動物防疫與檢驗

5,968 10,661 21,370 -4,693

01 　　　56102110801

　　　豬病防疫及病

　　　性鑑定

2,681 5,725 3,365 -3,044 一、本科目包括豬病防疫及病性鑑

定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0千元

　　業務費2,511千元

　　獎補助費17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044千元

　　減列 人事費10千元

　　減列 業務費2,964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70千元

02 　　　56102110803

　　　草食動物禽病

　　　防疫

2,867 3,126 2,966 -259 一、本科目包括草食動物禽病防疫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2,610千元

　　獎補助費257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59千元

　　減列 業務費36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06千元

03 　　　56102110804

　　　動物藥品管理

420 489 634 -69 一、本科目包括動物藥品管理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42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69千元

　　減列 業務費69千元

04 　　　56102110805

　　　畜牧管理輔導

- 1,321 14,405 -1,321 一、本科目包括畜牧管理輔導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321千元

　　減列 業務費796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52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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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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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561021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 97,000 -

01 　　　5610211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 - 97,000 - 本計畫僅有前年度決算數

003 　00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

　業發展所

49,772 49,986 49,139 -214

01 　　56102120100

　　一般行政

14,818 13,432 13,113 1,386

01 　　　56102120101

　　　行政管理

14,818 13,432 13,113 1,386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3,000千元

　　業務費738千元

　　設備及投資1,08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386千元

　　增列 人事費3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6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980千元

02 　　56102120900

　　漁業及海岸管理

34,954 36,554 36,026 -1,600

01 　　　56102120901

　　　漁業行政及漁

　　　港管理

34,954 36,554 36,026 -1,600 一、本科目包括漁業行政及漁港管

理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213千元

　　業務費5,541千元

　　設備及投資17,020千元

　　獎補助費11,18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600千元

　　減列 人事費6千元

　　減列 業務費1,65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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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一級用途別科目分析彙計表 



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農 業局主管

歲出一級用途別 科目分析彙計表

經                  常                 支                 出

合　計
人事費 業務費 獎補助費 債務費 預備金 小　計

科　　　　　　　目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 獎補助費 小　計預備金

資                                  本                                  支                                  出

名                稱款 項

2,312,533 187,456 205,328 1,801,159 2,500 2,196,443 21,261 94,829 116,0901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
管
　

001 2,089,787 104,989 129,782 1,755,180 2,500 1,992,451 2,841 94,495 97,336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002 172,974 68,254 69,267 34,799 172,320 320 334 654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003 49,772 14,213 6,279 11,180 31,672 18,100 18,1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
　業發展所
　

10000-39 10000-40



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農 業局主管

歲出一級用途別 科目分析彙計表

經                  常                 支                 出

合　計
人事費 業務費 獎補助費 債務費 預備金 小　計

科　　　　　　　目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 獎補助費 小　計預備金

資                                  本                                  支                                  出

名                稱款 項

2,312,533 187,456 205,328 1,801,159 2,500 2,196,443 21,261 94,829 116,0901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
管
　

001 2,089,787 104,989 129,782 1,755,180 2,500 1,992,451 2,841 94,495 97,336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002 172,974 68,254 69,267 34,799 172,320 320 334 654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003 49,772 14,213 6,279 11,180 31,672 18,100 18,1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
　業發展所
　

10000-39 10000-4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各機關預算員額彙計表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單位：人

款 項 目 名       稱
民意

代表
職員

警察

人員

消防

人員
工友 技工 駕駛 聘用 約僱 合計

　 合計 176 3 5 0 2 8 194

0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176 3 5 0 2 8 194

00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96 1 5 2 6 110

002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

　處

67 1 0 0 68

003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

　發展所

13 1 2 16

科　　　　　　　　　　目 預               算               員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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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機 關 資 本 支 出 分 析 表 



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農 業局主管

各機關資本 支出分析表

土地 房屋建築及設備 公共建設及設施 機械設備

科　　　　　　　目

運輸設備 資訊軟硬體設備 雜項設備 權利 其他資本支出投資
機         關         名         稱款 項

合　計

19,411 1,120 300 430 94,8291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116,090

001 2,391 300 150 94,495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97,336

002 140 180 334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654

003 17,020 980 1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18,100

10000- 42 10000- 43



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

臺中市政府農 業局主管

各機關資本 支出分析表

土地 房屋建築及設備 公共建設及設施 機械設備

科　　　　　　　目

運輸設備 資訊軟硬體設備 雜項設備 權利 其他資本支出投資
機         關         名         稱款 項

合　計

19,411 1,120 300 430 94,8291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116,090

001 2,391 300 150 94,495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97,336

002 140 180 334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654

003 17,020 980 1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18,100

10000- 42 10000- 43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中華民國110年度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名稱及編號
政府機關
間之補助

科　　　　　　　　 　目 補助

對地方政
府之補助

對特種基
金之補助

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捐助

對家庭及個
人之捐助

對外之捐助
合    計 說明

10 001000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429,544 1,456,44410,000 1,895,988

001 　00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415,429 1,434,246 1,849,675

002 　00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3,760 21,37310,000 35,133

003 　00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
　業發展所

10,355 825 1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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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派員出國計畫預算彙總表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名稱 考    察 訪    問 開    會 進    修 研    究 實    習 合    計

合    計 800 8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8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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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派員赴大陸計畫預算彙總表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  關  名  稱 考      察 開      會 其      他 合      計

合    計 200 2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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