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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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護、農業資材、農業調查及統計、農

業行政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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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業等事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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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運銷加工科：農產品運銷、加工、認證、試驗及研發、國內外宣傳行

銷等事項。 

5. 林務自然保育科：造林計畫、林地管理、環境綠美化、苗圃、林道管

理、林業行政及配合專業放領後續作業、野生動物保育、野生植物保

育及自然生態保育等事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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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8. 會計室：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9. 政風室：依法辦理政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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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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牧組：掌理畜牧生產輔導、畜牧行政、畜情動態調查及畜牧場登記

管理、家畜保險、飼料管理、有機畜產品驗證及管理、畜禽場污染防

治等事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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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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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款之業務等事項。 

9. 會計室：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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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64 千元，決算數 68,755千元，

執行率 110.42%。 

(2)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預算數 29,150 千元，決算數 31,707千

元，執行率 108.77%。 

(3)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預算數 3,134千元，決算數 3,356

千元，執行率 107.08%。 

2. 歲出部分： 

(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預算數 2,391,553 千元，決算數 2,074,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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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執行率 86.74%。 

(2)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預算數 202,454千元，決算數 187,701

千元，執行率 92.71%。 

(3)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預算數 109,174千元，決算數

102,672 千元，執行率 9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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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0千元，截至 6月底實收數

27,188 千元，執行率 446.44%。 

(2)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預算數 72,012千元，截至 6月底實收

數 1,746千元，執行率 2.42%。 

(3)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預算數 670千元，截至 6月底實收

數 686千元，執行率 102.39%。 

2. 歲出部分： 

(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預算數 2,459,096 千元，截至 6月底實付數

828,119千元，執行率 33.68%。 

(2)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預算數 254,739 千元，截至 6月底實付

70,058 千元，執行率 27.50%。 

(3)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預算數 75,793 千元，截至 6月底

實付數 9,165千元，執行率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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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糧食產業，穩定糧食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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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辦理稻穀收購進倉運費補助：配合中央辦理稻穀收購及補助運費方

式，降低農民生產成本。 

b、 辦理水稻休耕期景觀綠肥種子計畫：鼓勵農民於冬季農閒期種植油

菜、埃及三葉草等綠肥作物，以減少次期作化學肥料施用量，並改

良土壤理化性及生物性。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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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農業資材補助方案，減輕農民經濟負擔 

a、 辦理小型農機補助計畫：強化本市農產業機械化生產，補助經費予

農業產銷班購置生產設備。 

b、 農民購買化學肥料補助載運費用：藉由補助農民購買化學肥料載運

費用，以減輕農民購肥成本。 

c、 加強推廣施用國產有機質肥料：改善土壤環境，使本市農業能永續

發展，以循序漸進方式施用國產有機質肥料，增加土壤中有機質含

量。 

(3) 食用安全性把關，輔導農產品標章認證 

a、 加強農產品農藥殘留抽檢：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農作物農

藥殘留監測與管制計畫，進行田間、集貨場及交易市場等蔬果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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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 QRCode二維條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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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園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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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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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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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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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費洛蒙防治是有機農業防治

蟲害的措施，本局補助經費予本市各區公所及各區農會協助辦理。 

b、 農田野鼠防治藥品補助計畫：依行政院農委會動物植物防疫檢疫局

推薦用藥進行防治，將食物鏈連鎖效應的傷害降到最低，以達到降

低野鼠族群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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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技轉荔枝椿象天敵-平腹小蜂之飼育技術，並

建立飼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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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

大發展休閒農業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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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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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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審查會議。 

b、 依法部分負擔本市農民之農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老農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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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積極輔導市轄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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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畜牧行政輔導 

以畜禽產品食用安全為目標，藉由加強輔導畜牧場設置污染防治及節

能減碳設備設施、飼料抽驗，穩定畜牧養殖業。 

(1) 加強輔導畜牧場：由輔導畜牧場設置污染防治及節能減碳設備設

施，降低畜牧場對環境衛生影響，提升畜牧產業形象。 

(2) 辦理畜產配合飼料抽驗：辦理畜產配合飼料抽驗，做好源頭管理，

以維護消費者權益，藉由抽驗飼料，提升飼料品質可促進畜禽產品

食用安全，穩定畜牧養殖業。 

(3) 加強辦理有機、CAS及產銷履歷畜產品的查驗：加強對市售履歷畜產

品、有機畜產品、CAS台灣優良農產品、鮮乳標章等相關畜產品標章

標示查核及產品抽驗，以維護消費者食用畜產品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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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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查編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土地。 

f、 農業用地申請賦稅減免優惠案件列管抽查。 

g、 農業用地未作農業使用之審認及查報。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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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農地現況並蒐整分析相關環境資料。 

b、 依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總顧問團對研擬之操作建議，應用農地資源

分類分級成果，提供檢討變更之意見。 

c、 執行農地資源分類分級檢核、特殊地區標繪作業。 

d、 完成農地脆弱度評估作業，並據以提出轄內農地調適熱點之可能區

位及特性。 

(3) 推動優良農地整合加值利用計畫 

a、 新社區 

(a) 進行培育青年農民專業訓練，針對專區未來供貨契約戶及專區內

青年農民進行組織完整課程組訓。 

(b) 建構符合市場需求菇類分級包裝制度，並以農會作為全台乾香菇

行銷中心，開拓多元化直銷通路；另將建立農會香菇產品之專一

品牌，凸顯台灣香菇與大陸香菇差異化以進行市場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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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經產銷履歷驗證菇類產品進入中心廠(HACCP)認證場，為確保產

品安全性需再進行香菇產品抽檢驗以降低出貨風險。 

b、 外埔區 

(a) 甲、安、埔芋頭產業加值策略結盟，建立共同品牌，擴大契作面

積，解決芋頭次級品加工問題。 

(b) 安全生產基地，營造優質生產環境-安全驗認證面積 54公頃。 

(c) 推動水稻、芋頭換人換地輪作，增加農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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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響本市農產品知名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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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場開發農產加工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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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產品，

並輔導開發新酒品及加強行銷，提升酒莊能見度。 

(3) 辦理有機農糧產品及有機農糧加工品檢查及檢驗，並輔導本市有機

農產品經營業者符合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發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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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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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農產品等相關措施，以平穩市場價格、減少農民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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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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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年 100萬株植樹計畫打造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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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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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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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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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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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施犬隻精準捕捉，改善收容空間，重建動物之家后里園區並整建

南屯園區，積極媒合認養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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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畜牧場源頭輔導查核斃死畜禽、廢水處理及畜禽產品標章抽驗，讓

畜牧生產與環境達到平衡，並利於畜牧產業推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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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千人魚苗放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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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共同推動海洋資源保育。 

3. 野生動保護區經營管理：為促進本市所轄野生動物保護區永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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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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67千元，其中罰款及賠償收入 2,250千元、規費收

入 1,392千元、財產收入 1,094千元、補助收入 88,830千元、其他

收入 2,901千元。 

2. 歲出部分：歲出預算數 2,613,127千元。 

依經資門分： 

(1) 經常門： 

歲出預算數 2,235,663千元(佔 85.56%)，包括：人事費 184,794千

元、業務費 180,380千元、獎補助費 1,867,989千元、第一預備金

2,500千元。 

(2) 資本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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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預算數 377,464千元(佔 14.44%)，包括：設備及投資 305,360

千元，獎補助費 72,104千元。 

四、 其他必要之分析事項： 

歲出預算數較上年度預算減少 176,501千元，依機關分述如下： 

甲、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一)、 本年度較上年度預算減少 133,552千元，按業務計畫-工作計畫別分

列，主要增減情形如下： 

1. 一般行政-行政管理增加 4,393千元。 

2.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政及作物生產輔導減少 115,263千元。 

3.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會及休閒農業輔導增加 23,960千元。 

4.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畜牧行政輔導減少 5,933千元。 

5.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地利用與管理增加 5,577千元。 

6.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產運銷加工輔導減少 53,160 千元。 

7. 林業與自然保育管理業務-林政與自然保育管理增加 7,874千元。 

8.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減少 1,000千元。 

9. 第一預備金、農民保險業務及農民福利業務無增減情形。 

(二)、 按各業務計畫-工作計畫之增減情形，簡述主要增減原因如下： 

1. 一般行政-行政管理，增加 4,393千元。 

(1) 本年度預算員較上年度增加 2人，相關人事費增加 3,865千元。 

(2) 一般業務增加 450千元，係因購置年度設資訊軟硬體設備及雜項設

備，配合規定由「一般建築及設備」修正編列於「一般行政」業務

計畫下。 

(3) 會計業務應業務需求增加統計書刊編製及預算書印刷費等增加 100

千元。 

(4) 政風業務因民意調查及法令宣導活動等業務需求增加 1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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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事業務減少 172千元，係因退休人員及退休技工工友三節慰問金

減少 180千元及辦公用品費用增加 8千元。 

2.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政及作物生產輔導，減少 115,263千元。 

(1) 106年中央補助農業資訊調查與預警制度計畫計增加收支併列人事

費 978千元。 

(2) 各項農業發展及作物生產輔導因應計畫需求調整致相關獎補助費

增加 10,786千元。 

(3) 計畫補助之各項業務費收支併列部份業務費增加 3,972千元，獎補

助費增加 2,493千元。 

(4) 對農業發展基金相關支出之補助減少 126,542千元。 

(5) 辦理農業推廣及作物生產輔導等相關經費應需求調整致業務費減

少 962千元。 

(6) 106年核定辦理農業推廣及作物生產各項業務宣導費用，收支併列

減少 5,988千元。 

3.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會及休閒農業輔導，增加 23,960千元。 

(1) 辦理協助農村再生輔導服務計畫及農村總合發展計畫等費用增加

6,240千元。 

(2) 輔導發展優質農業計畫,補助農民團體等建立品牌、推動一區一特

色等，發展健康、優質及樂活農業；加以經資門調整後經費增加

6,000千元。 

(3) 補助各級農會休間農業相關團體辦理農業推廣及各項輔導業務調

整合計增加 1,782千元。 

(4) 計畫性補助之收支併計人事費 30千元、業務費 2,520千元及獎補

助費 15,213千元，合計 17,763千元。 

(5) 辦理休閒農業、農會輔導等業務及本市各級農會信用部個人資料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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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換發執照費等相關費用減少 1,975千元。 

(6) 辦理中臺灣農業博覽會活動等費用減少 3,500千元。 

(7) 辦理休閒農業相關行銷、推廣等及輔導農民團體等安全高品質農業

計畫等費用減少 2,350千元。 

4.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畜牧行政輔導，減少 5,933千元。 

應組織規程修正，畜牧科主要業務自 107年移編至動保處，尚餘預算

經費係計畫性收支併列 2,454千元。 

5.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地利用與管理，增加 5,577千元。 

各項業務經費調整合計減少 876千元；另因應計畫補助，收支併列人

事費 679千元、業務費 1,899千元、獎補助費 3,875千元，合計 6,453

千元。 

6.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農產運銷加工輔導，減少 53,160千元。 

(1) 委託本市各機關、農業有關之高中(職)以上學校推廣在地農產品、

農產業行銷活動及研究農業產銷模式增加 10,000千元。 

(2) 補助各級農會、漁會、農業合作社場、產銷班等各項經費補助應需

求調整合計增加 15,578千元。 

(3) 辦理 2017中臺灣農業博覽會收支併列增加 2,500千元。 

(4) 其餘運銷加工相關業務經費應業務增減調整後合計增加 290千元。 

(5) 委託各區公所推廣在地農產品及農產業行銷活動減少 15,768千元。 

(6) 辦理「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土地有償撥用減少 65,760千元。 

7. 林業與自然保育管理業務-林政與自然保育管理，增加 7,874千元。 

(1) 辦理后里、大甲、嶺東、南屯等 4苗圃園區設施改善與苗圃育苗環

境維護管理增加 3,800千元。 

(2) 辦理公有地、閒置空間環境改善及保育類動植物基礎調查等計畫增

加 97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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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補助各保育學會及防治保育類野生動物危害農、林、漁、牧等計畫

應業務增減調整後合計增加 600千元。 

(4) 辦理林務自然保育各項相關經費應業務調整增減後合計增加 71千

元。 

(5) 計畫性補助之收支併計人事費 90千元、業務費 2,940千元及獎補

助費 2,370千元，合計 5,400千元。 

(6) 辦理受保護樹木計畫所需活動等費用減少 2,370千元。 

(7) 辦理公有林山坡地及海岸造林新（補）植改善維護計畫減少 600千

元。 

8.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減少 1,000千元。 

(1) 汰換小貨兩用車，辦理農業相關業務勘查減少 550千元。 

(2) 購置年度設資訊軟硬體設備及雜項設備，配合規定由「一般建築及

設備」修正編列於「一般行政」計畫項下，合計減少 450千元。 

乙、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一)、 本年度較上年度預算減少 15,956千元，主要增加情形如下： 

1. 組織編制調整人員維持費增加 12,890千元。 

2. 汰換電梯馬達主機增加 200千元。 

3. 汰換動物防疫車增加 550千元。 

4. 辦理臺中市公辦寵物環保自然葬專區設置計畫增加 1,000千元。 

5. 辦理寵物生命紀念業輔導管理相關業務動物保護計畫增加 480千元。 

6. 赴美考察動物收容所及動物保護部門增加 250千元。 

7. 補助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增加 2,000千元。 

8. 辦理動物收容計畫增加 390千元。 

9. 辦理動物保護稽查計畫增加 992千元。 

10. 辦理畜牧管理輔導計畫增加 6,83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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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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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補助「加強動物保護行政效能計畫」及「加強犬貓絕育計畫」增加 2,238

千元。 

12. 補助「提升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率計畫」及「寵物及野生動物疾病防

治計畫」增加 663千元。 

13. 補助「豬隻口蹄疫防疫階段策略之強化工作計畫」、「豬瘟及口蹄疫撲

滅計畫」、「水產動物疾病防治計畫」、「106年死廢畜禽化製管理查核

計畫」及「豬隻口蹄疫防疫階段策略之強化工作計畫(追加)」增加

4,173千元。 

14. 補助「人畜共通之動物傳染病防治計畫」、「草食動物口蹄疫等重要疾

病防治計畫」及「畜禽動物疾病防治計畫」增加 688千元。 

15. 補助「106年違法屠宰行為查緝計畫」及「加強動物用藥品抽查取締

及宣導工作計畫」增加 381千元。 

16. 補助「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畫」動物之家南屯園區全區整建

工程增加 49,220 千元。 

(二)、 簡述主要減少原因： 

1.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減少 126千元。 

2. 成立動物保護稽查隊原動物保護工作計畫調整減少 992千元。 

3. 辦理寵物生命禮儀工作計畫減少 480千元。 

4. 辦理病性鑑定及水產防疫工作計畫減少 390千元。 

5. 補助「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畫」動物之家后里園區拆除改建

工程減少 97,900 千元。 

丙、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一)、 本年度較上年度預算減少 26,993千元，主要增加情形如下： 

1. 正式人員人事費因新增員額一人依現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

點增加 800千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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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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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 千

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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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千

元。 

4. 補助本市生態保育相關團體辦理本市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週邊經營管

理計畫─民間廁所使用補貼、環境清理、教育宣導暨觀摩研習計畫增

加 280千元。 

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辦理 106年度水產飼料管理計畫增加

74千元。 

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補助辦理 106年度臺中濕地型保護區經營管

理計畫 1,500千元。 

(二)、 簡述主要減少原因： 

1.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 12千元。 

2. 松柏漁港魚貨多功能集貨場暨周邊港埠設施新建工程減少 30,000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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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名           稱

　 　　　　　合　　　計 96,467 78,772 103,818 17,695

稅課收入 - - 637 -

01 　稅課收入 - - 637 -

01 　　統籌分配稅 - - 637 -

罰款及賠償收入 2,250 1,950 11,737 300

02 　罰款及賠償收入 2,250 1,950 11,737 300

01 　　罰金罰鍰及怠金 2,250 1,950 8,127 300

02 　　賠償收入 - - 3,610 -

規費收入 1,392 1,517 1,722 -125

03 　規費收入 1,392 1,517 1,722 -125

01 　　行政規費收入 638 663 1,104 -25

02 　　使用規費收入 754 854 618 -100

財產收入 1,094 1,094 3,130 -

04 　財產收入 1,094 1,094 3,130 -

01 　　財產孳息 1,094 1,094 2,728 -

02 　　廢舊物資售價 - - 402 -

補助收入 88,830 70,000 78,349 18,830

05 　補助收入 88,830 70,000 78,349 18,830

01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88,830 70,000 78,349 18,830

其他收入 2,901 4,211 8,243 -1,310

06 　其他收入 2,901 4,211 8,243 -1,310

01 　　雜項收入 2,901 4,211 8,243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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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出政事別預算比較總表
中華民國 107 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名           稱

　 　　　　合　　　計 2,613,127 2,789,628 2,364,862 -176,501

01 經濟發展支出 1,200,415 1,376,916 1,100,469 -176,501

01 　農業支出 1,200,415 1,376,916 1,100,469 -176,501

02 社會福利支出 1,412,712 1,412,712 1,264,393 -

01 　社會保險支出 117,180 117,180 96,582 -

02 　福利服務支出 1,295,532 1,295,532 1,167,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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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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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名           稱

　 　　　　合　　　計 2,613,127 2,789,628 2,364,862 -176,501

0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2,613,127 2,789,628 2,364,862 -176,501

0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2,325,544 2,459,096 2,074,489 -133,552

02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238,783 254,739 187,701 -15,956

03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48,800 75,793 102,672 -2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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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96,467 78,772 103,818 17,695

經常門合計 96,467 78,772 103,818 17,695

01 01000000000

稅課收入

- - 637 -

003 　01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 - 637 -

01 　　01102110900

　　統籌分配稅

- - 637 -

01 　　　01102110901

　　　普通統籌

- - 637 -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2,250 1,950 11,737 300

077 　03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100 800 6,068 300

01 　　0310210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1,100 800 2,605 300

01 　　　03102100101

　　　罰金罰鍰

1,100 800 2,605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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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千元

違反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罰

鍰收入。(運銷加工科)100千元

02 　　03102100300

　　賠償收入

- - 3,463 -

01 　　　0310210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3,463 -

078 　03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550 550 4,753 -

01 　　0310211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550 550 4,607 -

01 　　　03102110101

　　　罰金罰鍰

550 550 4,607 - 違反動物保護法及臺中市動物保

護自治條例取締罰款。2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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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23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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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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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千元

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罰款。

30千元

違反臺中市動物屍體處理自治條

例取締罰款。20千元

　

02 　　03102110300

　　賠償收入

- - 146 -

01 　　　0310211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146 -

079 　03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

　業發展所

600 600 916 -

01 　　0310212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600 600 915 -

01 　　　03102120101

　　　罰金罰鍰

600 600 915 - 各項違反法令規定罰款。600千

元

02 　　03102120300

　　賠償收入

- - 1 -

01 　　　0310212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1 -

03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1,392 1,517 1,722 -125

077 　04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 - 310 -

01 　　04102100100

　　行政規費收入

- - 256 -

01 　　　04102100101

　　　審查費

- - 119 -

02 　　　04102100102

　　　證照費

- - 130 -

03 　　　04102100103

　　　登記費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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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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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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02100200

　　使用規費收入

- - 54 -

01 　　　04102100214

　　　服務費

- - 54 -

078 　04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1,327 1,457 1,337 -130

01 　　04102110100

　　行政規費收入

573 603 773 -30

01 　　　04102110102

　　　證照費

263 303 321 -40 獸醫師申辦開業執照規費。8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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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04102110103

　　　登記費

310 300 45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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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千元

寵物登記規費收入、寵物登記轉

讓登記費。200千元

02 　　04102110200

　　使用規費收入

754 854 564 -100

01 　　　04102110212

　　　供應費

84 84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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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千元

02 　　　04102110214

　　　服務費

670 770 462 -100 寵物登記晶片植入費。90千元

動物收容所飼料及場所管理費收

入。120千元

寵物屍體火化處理服務費收入。

60千元

已完成寵物登記者，飼主不擬續

養犬貓收容及處理費。1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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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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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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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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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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 　04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

　業發展所

65 60 75 5

01 　　04102120100

　　行政規費收入

65 60 75 5

01 　　　04102120102

　　　證照費

65 60 75 5 漁筏檢丈規費。65千元

04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1,094 1,094 3,130 -

086 　06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80 1,080 2,765 -

01 　　06102100100

　　財產孳息

1,080 1,080 2,718 -

01 　　　06102100101

　　　利息收入

80 80 86 - 機關專戶利息收入。80千元

02 　　　06102100102

　　　租金收入

1,000 1,000 2,632 - 市有基地出租收入。1,000千元

02 　　06102100500

　　廢舊物資售價

- - 47 -

01 　　　06102100501

　　　廢舊物資售價

- - 47 -

087 　06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4 4 359 -

01 　　06102110100

　　財產孳息

4 4 4 -

01 　　　06102110101

　　　利息收入

4 4 4 - 經費結存存款利息收入。4千元

02 　　06102110500

　　廢舊物資售價

- - 355 -

01 　　　06102110501

　　　廢舊物資售價

- - 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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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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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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 　06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

　業發展所

10 10 6 -

01 　　06102120100

　　財產孳息

10 10 6 -

01 　　　06102120101

　　　利息收入

10 10 6 - 公庫存款利息收入。10千元

06 08000000000

補助收入

88,830 70,000 78,349 18,830

045 　08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42,013 - 51,374 42,013

01 　　081021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42,013 - 51,374 42,013

01 　　　0810210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42,013 - 51,374 42,013 辦理106年度農作物天然災害保

險試辦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署106.2.7農糧企字第

1061060117號函)(作物生產科)170

千元

辦理106年度強化農業資訊調查

與預警制度(1)計畫。(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6.2.22農

糧企字第1061060196號函)(作物

生產科)1,731千元

辦理106年度農藥管理及品質管

制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6.2.24防

檢三字第1061488152號函)(作物

生產科)440千元

辦理106年度農業產銷班組織輔

導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糧署106.3.2農糧企字第

1061063028號函)(作物生產科)700

千元
辦理106年度農機使用及免稅油

管理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糧署106.3.9農糧資字第

1061068650號函)(作物生產科)90

千元

　 　 　 　　 　 　 　 　　

　 　 　 　　 　 　 　 　　

　 　 　 　　 　 　 　 　　

 10000- 27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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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調整耕作制度活化

農地計畫－景觀作物專區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3.23

農授糧字第1061092261號函)(作

物生產科)181千元

辦理106年度農作物農藥殘留監

測與管制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糧署106.4.17農糧資

字第1061069075號函)(作物生產

科)420千元

辦理106年度吉園圃標章轉型期

農產品品質管理及運銷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106.4.17農糧資字第1061069084號

函)(作物生產科)71千元

辦理106年度農作物污染監測管

制及損害查處計畫。(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6.4.28農

糧資字第1061069249號函)(作物

生產科)235千元

辦理106年植物種苗產業輔導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糧署106.4.27農糧生字第

1061064816號函)(作物生產科)46

千元
辦理106年度配合國土計畫推動

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3.3農企字

第1060012218號函)(農地利用管

理科)1,500千元

辦理106年度加強農地利用管理

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3.7農企字第1060012268號

函)(農地利用管理科)1,010千元

辦理106年度推動優良農地整合

加值利用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106.5.8農企字第

1060012556號函)(農地利用管理

科)3,943千元
辦理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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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14農輔字第

1060022772號函)(農會輔導休閒

農業科)17,51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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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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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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強化農會主管機關

輔導功能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106.5.12農輔字第

1060022874號函)(農會輔導休閒

農業科)250千元

辦理106年度加強畜牧場節能及

沼氣利用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106.3.10農牧字第

1060042321號函)(畜牧科)180千元

辦理106年度減少畜牧廢水排放

量因應水污費徵收衝擊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3.16

農牧字第1060042348號函)(畜牧

科)1,130千元

辦理106年度提昇芻料品質與產

量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106.2.10農牧字第1060042168號

函)(畜牧科)53千元

辦理106年度國產牛肉溯源暨輔

導肉牛產業加入產銷履歷驗證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3.16農牧字第1060042359號

函)(畜牧科)42千元

辦理106年度加強飼料生產與衛

生安全管理計畫。(依據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106.3.16農牧字第

1060042352號函)(畜牧科)70千元

辦理106年度養羊產業結構調整

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3.3農牧字第1060042279號

函)(畜牧科)23千元

辦理106年度家畜產銷履歷產品

查核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106.3.8農牧字第1060042299

號函)(畜牧科)90千元

辦理106年度畜禽糞管理及資源

化輔導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106.3.23農牧字第

1060042414號函)(畜牧科)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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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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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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加強市售畜產品有

機標示查核計畫。(依據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106.3.13農牧字第

1060042330號函)(畜牧科)30千元

辦理106年度各地禽品產銷輔導

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5.3農牧字第1060042638號

函)(畜牧科)25千元

辦理106年度養鹿產業結構調整

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5.16農牧字第1060042754號

函)(畜牧科)35千元

辦理106年強化畜牧場斃死畜禽

管理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106.5.17農牧字第1060042748

號函)(畜牧科)276千元

辦理106年度臺中市生物多樣性

保育及入侵種管理計畫。(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

區管理處106.3.27勢育字第

1063240275號函)(林務自然保育

科)800千元
辦理106年度臺中市受保護樹木

保育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106.4.7勢育字第1063240296號

函)(林務自然保育科)400千元

辦理106年度臺中市漂流木清運

及林產業務訪查計畫。(依據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

管理處106.5.16勢作字第

1063230505號函)(林務自然保育

科)200千元
辦理臺中市106年林產產銷輔導

與推廣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106.4.27林造字第

1061740483號函)(林務自然保育

科)600千元

辦理山坡地超限利用改正造林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106.3.28水保監字第

1061857552號函)(林務自然保育

科)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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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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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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臺中市推動野生動植

物合理利用之管理計畫。(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6.5.15林保字第1061701060號

函)(林務自然保育科)850千元

辦理106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

行動計畫─食水嵙溪雙翠水壩保

育行動計畫。(依據內政部

106.5.18內授營濕字第1060807496

號函)(林務自然保育科)700千元

辦理106年度加強肥料管理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糧署106.3.16農糧資字第

1061068723號函)(作物生產科)60

千元
辦理106年小地主大專業農政策

地區性推廣與宣導計畫。(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6.6.1

農糧產字第1061092612號函)(作

物生產科)170千元

辦理106年強化優良品種推廣與

種源管理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106.6.12農授糧字第

1061092653號函)(作物生產

科)1,119千元

辦理106年度強化植物有害生物

防範措施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6.6.15防檢三字第1061488483號

函)(作物生產科)1,796千元

辦理106年度褐根病防治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6.5.31林造字第1061740355號

函)(林務自然保育科)950千元

辦理2017中臺灣農業博覽會。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106.7.4農糧銷字第1061073398號

函)(運銷加工科)2,500千元

辦理106年度養豬產業振興發展

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7.6農牧字第1060043070號

函)(畜牧科)4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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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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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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臺灣農產品生產追

溯制度輔導計畫。(依據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6.6.27農糧

資字第1061069940號函)(作物生

產科)35千元

辦理106年雜糧特作產業結構調

整暨建構產業新價值鏈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7.27

農授糧字第1061065345號函)(作

物生產科)179千元

辦理106年度入侵植物防治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106.6.28林造字第1061740577

號函)(林務自然保育科)850千元

　

046 　08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45,243 70,000 24,616 -24,757

01 　　081021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45,243 70,000 24,616 -24,757

01 　　　0810211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45,243 70,000 24,616 -24,75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加強動物

保護行政效能計畫。(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106.4.10農牧字第

1060042506號函)(動物保護

組)1,858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加強犬貓

絕育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106.4.14農牧字第1060042555

號函)(動物保護組)380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補助寵物及野生動物疾病防

治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6.2.24防

檢一字第1061470963號函)(獸醫

及行政組)150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補助提升犬貓狂犬病預防注

射率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6.2.16

防檢一字第1061470819號函)(獸

醫及行政組)51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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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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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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補助豬瘟及口蹄疫撲滅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106.2.24防檢一

字第1061470963號函)(豬病防疫

及病性鑑定組)2,436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補助豬隻口蹄疫防疫階段策

略之強化工作計畫。(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6.2.18防檢一字第1061470898號

函)(豬病防疫及病性鑑定

組)1,134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補助口蹄疫防疫階段策略之

強化工作計畫(追加)。(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6.6.3防檢一字第1061471749號

函)(豬病防疫及病性鑑定組)420

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補助106年死廢畜禽化製管

理查核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6.3.2

防檢六字第1061504995號函)(豬

病防疫及病性鑑定組)130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補助水產動物疾病防治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106.2.24防檢一

字第1061470963號函)(豬病防疫

及病性鑑定組)53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補助畜禽動物疾病防治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106.2.24防檢一

字第1061470963號函)(草食動物

及禽病防疫組)131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補助人畜共通之動物傳染病

防治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6.2.16

防檢一字第1061470819號函)(草

食動物及禽病防疫組)36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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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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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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補助草食動物口蹄疫等重要

疾病防治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6.2.18防檢一字第1061470898號

函)(草食動物及禽病防疫組)195

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補助106年違法屠宰行為查

緝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6.3.3防檢

六字第1061505084號函)(動物藥

品管理組)280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補助加強動物用藥品抽查取

締及宣導工作計畫。(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6.5.10防檢一字第1061471211號

函)(動物藥品管理組)101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動物之家

后里園區內溝渠改道工程經費。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5.3

農牧字第1060042663號函)(動物

收容組)2,100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動物之家

南屯園區辦理106年工程規劃設

計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案。(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5.3農牧字

第1060042663號函)(動物收容

組)1,820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動物之家

南屯園區辦理107年度全區整建

工程發包施工經費。(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106.5.3農牧字第

1060042663號函)(動物收容

組)33,180千元

　

047 　08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

　業發展所

1,574 - 2,359 1,574

01 　　0810212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1,574 - 2,359 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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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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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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0212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1,574 - 2,359 1,57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辦

理106年度水產飼料管理計畫。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6.1.23漁四字第1061250810號

函)74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補助辦

理106年度臺中市濕地型保護區

經營管理計畫。(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林務局106.7.14林保字

第1061701068號函)1,500千元

　

08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2,901 4,211 8,243 -1,310

069 　11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 4,210 8,238 -4,210

01 　　11102100200

　　雜項收入

- 4,210 8,238 -4,210

01 　　　1110210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1,654 -

02 　　　111021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 4,210 6,584 -4,210

070 　11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2,901 1 5 2,900

01 　　11102110200

　　雜項收入

2,901 1 5 2,900

01 　　　1110211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1 -

02 　　　11102110210

　　　其他雜項收入

2,901 1 4 2,900 郵資機使用酬金。1千元

豐原區肉品處理場土地租金。

(收支對列)700千元

豐原肉品處理場重置成本。

2,2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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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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2,613,127 2,789,628 2,364,862 -176,501

經濟發展支出 1,200,415 1,376,916 1,100,469 -176,501

01 58000000000

農業支出

1,200,415 1,376,916 1,100,469 -176,501

01 　58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912,832 1,046,384 810,096 -133,552

01 　　58102100100

　　一般行政

105,244 100,851 89,865 4,393

01 　　　58102100101

　　　行政管理

105,244 100,851 89,865 4,393

02 　　58102100200

　　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

758,360 903,179 683,860 -144,819

01 　　　58102100201

　　　農政及作物生產輔導

350,239 465,502 433,480 -115,263

02 　　　58102100202

　　　農會及休閒農業輔導

82,301 58,341 66,355 23,960

03 　　　58102100203

　　　畜牧行政輔導

2,454 8,387 8,567 -5,933

04 　　　58102100204

　　　農地利用與管理

9,330 3,753 7,437 5,577

05 　　　58102100206

　　　農產運銷加工輔導

314,036 367,196 168,021 -53,160

03 　　58102100300

　　林業與自然保育管理業務

46,728 38,854 35,975 7,874

01 　　　58102100301

　　　林政與自然保育管理

46,728 38,854 35,975 7,874

04 　　58102107900

　　第一預備金

2,500 2,500 - -

01 　　　58102107901

　　　第一預備金

2,500 2,500 - -

05 　　581021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1,000 39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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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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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0210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 1,000 396 -1,000

02 　58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238,783 254,739 187,701 -15,956

01 　　58102110100

　　一般行政

78,630 64,564 61,146 14,066

01 　　　58102110101

　　　行政管理

78,630 64,564 61,146 14,066

02 　　58102110700

　　動物保護與管理

89,282 83,129 73,093 6,153

01 　　　58102110701

　　　動物保護

40,030 36,054 28,557 3,976

02 　　　58102110702

　　　動物收容

19,000 18,610 18,584 390

03 　　　58102110703

　　　獸醫行政

29,260 27,985 25,473 1,275

04 　　　58102110704

　　　寵物生命禮儀

- 480 479 -480

05 　　　58102110705

　　　動物保護稽查

992 - - 992

03 　　58102110800

　　動物防疫與檢驗

18,551 6,866 10,768 11,685

01 　　　58102110801

　　　豬病防疫及病性鑑定

7,434 3,261 4,615 4,173

02 　　　58102110802

　　　病性鑑定及水產防疫

- 390 480 -390

03 　　　58102110803

　　　草食動物禽病防疫

3,483 2,795 4,858 688

04 　　　58102110804

　　　動物藥品管理

801 420 815 381

05 　　　58102110805

　　　畜牧管理輔導

6,833 - - 6,833

04 　　581021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52,320 100,180 42,694 -47,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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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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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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0211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52,320 100,180 42,694 -47,860

03 　58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48,800 75,793 102,672 -26,993

01 　　58102120100

　　一般行政

12,392 11,450 10,563 942

01 　　　58102120101

　　　行政管理

12,392 11,450 10,563 942

02 　　58102120900

　　漁業及海岸管理

19,588 17,423 17,621 2,165

01 　　　58102120901

　　　漁業行政及漁港管理

19,588 17,423 17,621 2,165

03 　　581021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6,820 46,920 74,488 -30,100

01 　　　581021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16,820 46,920 74,488 -30,100

社會福利支出 1,412,712 1,412,712 1,264,393 -

02 66000000000

社會保險支出

117,180 117,180 96,582 -

01 　66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17,180 117,180 96,582 -

01 　　66102100100

　　農民保險業務

117,180 117,180 96,582 -

01 　　　66102100101

　　　農民保險

117,180 117,180 96,582 -

03 68000000000

福利服務支出

1,295,532 1,295,532 1,167,811 -

01 　68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295,532 1,295,532 1,167,811 -

01 　　68102100500

　　農民福利業務

1,295,532 1,295,532 1,167,811 -

01 　　　68102100501

　　　農民福利

1,295,532 1,295,532 1,167,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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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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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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3,127 2,789,628 2,364,862 -176,501

001 　00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2,325,544 2,459,096 2,074,489 -133,552

01 　　58102100100

　　一般行政

105,244 100,851 89,865 4,393

01 　　　58102100101

　　　行政管理

105,244 100,851 89,865 4,393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96,844千元

　　業務費7,860千元

　　設備及投資450千元

　　獎補助費9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393千元

　　增列 人事費3,865千元

　　增列 業務費258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45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80千元

02 　　58102100200

　　農業管理與輔導

　　業務

758,360 903,179 683,860 -144,819

01 　　　58102100201

　　　農政及作物生

　　　產輔導

350,239 465,502 433,480 -11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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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千元

　　業務費15,770千元

　　獎補助費333,481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15,263千元

　　增列 人事費978千元

　　減列 業務費2,978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13,263千元

02 　　　58102100202

　　　農會及休閒農

　　　業輔導

82,301 58,341 66,355 23,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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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千元

　　業務費17,677千元

　　獎補助費63,43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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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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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60千元

　　增列 人事費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3,773千元

03 　　　58102100203

　　　畜牧行政輔導

2,454 8,387 8,567 -5,933 一、本科目包括畜牧行政輔導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5千元

　　業務費670千元

　　獎補助費1,769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5,933千元

　　減列 人事費556千元

　　減列 業務費1,189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4,188千元

04 　　　58102100204

　　　農地利用與管

　　　理

9,330 3,753 7,437 5,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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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千元

　　業務費3,185千元

　　獎補助費5,395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577千元

　　增列 人事費179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2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875千元

05 　　　58102100206

　　　農產運銷加工

　　　輔導

314,036 367,196 168,021 -5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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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千元

　　業務費16,524千元

　　設備及投資234,240千元

　　獎補助費61,97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53,160千元

　　減列 人事費1千元

　　減列 業務費2,977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65,76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5,57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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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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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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58102100300

　　林業與自然保育

　　管理業務

46,728 38,854 35,975 7,874

01 　　　58102100301

　　　林政與自然保

　　　育管理

46,728 38,854 35,975 7,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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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千元

　　業務費35,488千元

　　設備及投資500千元

　　獎補助費9,548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7,874千元

　　增列 人事費9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81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970千元

04 　　58102107900

　　第一預備金

2,500 2,500 - -

01 　　　58102107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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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021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1,000 396 -1,000

01 　　　5810210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 1,000 396 -1,000 一、本科目包括一般建築及設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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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000千元

06 　　66102100100

　　農民保險業務

117,180 117,180 96,582 -

01 　　　66102100101

　　　農民保險

117,180 117,180 96,5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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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68102100500

　　農民福利業務

1,295,532 1,295,532 1,167,811 -

01 　　　68102100501

　　　農民福利

1,295,532 1,295,532 1,167,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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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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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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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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00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238,783 254,739 187,701 -15,956

01 　　58102110100

　　一般行政

78,630 64,564 61,146 14,066

01 　　　58102110101

　　　行政管理

78,630 64,564 61,146 14,066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68,989千元

　　業務費8,681千元

　　設備及投資930千元

　　獎補助費3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4,066千元

　　增列 人事費12,89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72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93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26千元

02 　　58102110700

　　動物保護與管理

89,282 83,129 73,093 6,153

01 　　　58102110701

　　　動物保護

40,030 36,054 28,557 3,976 一、本科目包括動物保護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80千元

　　業務費7,420千元

　　獎補助費32,53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976千元

　　增列 人事費8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64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250千元

02 　　　58102110702

　　　動物收容

19,000 18,610 18,584 390 一、本科目包括動物收容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16,500千元

　　獎補助費2,50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9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90千元

03 　　　58102110703

　　　獸醫行政

29,260 27,985 25,473 1,275 一、本科目包括獸醫行政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80千元

　　業務費28,98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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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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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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千元

　　增列 人事費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25千元

04 　　　58102110704

　　　寵物生命禮儀

- 480 479 -480 一、本科目包括寵物生命禮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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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千元

　　減列 業務費480千元

05 　　　58102110705

　　　動物保護稽查

992 - - 992 一、本科目包括動物保護稽查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992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992千元

　　增列 業務費992千元

03 　　58102110800

　　動物防疫與檢驗

18,551 6,866 10,768 11,685

01 　　　58102110801

　　　豬病防疫及病

　　　性鑑定

7,434 3,261 4,615 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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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千元

　　業務費6,336千元

　　獎補助費82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173千元

　　增列 人事費278千元

　　增列 業務費3,87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0千元

02 　　　58102110802

　　　病性鑑定及水

　　　產防疫

- 390 480 -390 一、本科目包括病性鑑定及水產防

疫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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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千元

　　減列 業務費390千元

03 　　　58102110803

　　　草食動物禽病

　　　防疫

3,483 2,795 4,858 688 一、本科目包括草食動物禽病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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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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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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千元

　　業務費3,318千元

　　獎補助費125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688千元

　　增列 人事費40千元

　　增列 業務費648千元

04 　　　58102110804

　　　動物藥品管理

801 420 815 381 一、本科目包括動物藥品管理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0千元

　　業務費771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81千元

　　增列 人事費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51千元

05 　　　58102110805

　　　畜牧管理輔導

6,833 - - 6,833 一、本科目包括畜牧管理輔導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1,726千元

　　獎補助費5,107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6,833千元

　　增列 業務費1,72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5,107千元

04 　　581021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52,320 100,180 42,694 -47,860

01 　　　5810211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52,320 100,180 42,694 -47,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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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2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7,86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47,860千元

003 　00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

　業發展所

48,800 75,793 102,672 -26,993

01 　　58102120100

　　一般行政

12,392 11,450 10,563 942

01 　　　58102120101

　　　行政管理

12,392 11,450 10,563 942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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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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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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2千元

　　業務費630千元

　　設備及投資100千元

　　獎補助費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942千元

　　增列 人事費8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4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2千元

02 　　58102120900

　　漁業及海岸管理

19,588 17,423 17,621 2,165

01 　　　58102120901

　　　漁業行政及漁

　　　港管理

19,588 17,423 17,621 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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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千元

　　業務費7,852千元

　　獎補助費10,584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165千元

　　增列 人事費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2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714千元

03 　　581021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6,820 46,920 74,488 -30,100

01 　　　5810212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6,820 46,920 74,488 -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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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2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0,1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30,1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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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項 名                稱 人事費 業務費 獎補助費 債務費 預備金 小　計

0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

管

2,613,127 184,794 180,380 1,867,989 2,500 2,235,663

00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2,325,544 102,283 97,174 1,816,493 2,500 2,018,450

002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238,783 69,697 74,724 40,912 185,333

003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

　業發展所

48,800 12,814 8,482 10,584 31,880

臺中市政府農

合　計

經　　　　　　　常　　　　　　　支　　　　　　　出

歲出一級用途別

科　　　　　　　目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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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 獎補助費 預備金 小　計

305,360 72,104 377,464

235,190 71,904 307,094

53,250 200 53,450

16,920 16,920

業局主管

資　　　　　　本　　　　　　支　　　　　　出

科目分析彙計表
10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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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各機關預算員額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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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4 6 1 1 10 197

0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

管

175 4 6 1 1 10 197

00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89 1 6 1 8 105

002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

    疫處

73 2 0 1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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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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項 機關名稱

0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234,240 51,320 18,320 200

001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234,240 500

002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51,320 1,000 200

003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16,820

中華民國

公共建設及設施土地 房屋建築及設備
科                   目

機械設備

臺中市政府農

各機關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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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 300 430 72,104 377,464

300 150 71,904 307,094

550 180 200 53,450

100 16,920

107年度

投資 其他資本支出 合　計運輸設備 資訊軟硬體設備 雜項設備 權利

業局主管

支出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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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主管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名稱及編號
政府機關

間之補助

對地方政

府之補助

對特種基

金之補助

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對家庭及個

人之捐助
對外之捐助

01 001000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主管

11,025 100 120,272 362,509 1,446,187 1,940,093

001 　00102100000

　臺中市政府農業

10,850 100 110,272 344,373 1,422,802 1,888,397

002 　00102110000

　臺中市動物保護

    防疫處

10,000 8,147 22,965 41,112

003 　00102120000

　臺中市海岸資源

    漁業發展所

175 9,989 420 10,584

科     目 補助

合    計 說   明

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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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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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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1,20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950 950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

處

2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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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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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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