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7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02 00020000000
臺北市政府主管

61,442
-22,034

002 　00020030000
　臺北市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
　中心

39,600
-

　　3202003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2,530
-

04

　　　3202003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2,530
-
追加經濟部補助辦理「縣市共推住商節電
行動計畫-因地制宜措施」經費如列數。

01

　　3202003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37,070
-

05

　　　3202003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37,070
-
追加經濟部補助辦理「縣市共推住商節電
行動計畫-因地制宜措施」經費如列數。

01

009 　00020100000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

7,544
-

　　330201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7,294
-

06

　　　330201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7,294
-
1.追加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各項計畫
經費 7,231,000元，明細如下：
(1)消費者保護業務工作計畫 40,000元。
(2)都市原住民文化傳承計畫-全國原住民
地方文物(化)館駐館人員經費 540,000
元。
(3)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實施計畫 2,000,000
元。
(4)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評鑑獎勵金執行計畫
300,000元。
(5)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振興補助計畫
900,000元。
(6)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業務實施計
畫 276,000元。
(7)原住民職業訓練計畫 447,000元。
(8)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幼兒學前教育補助
經費 1,300,000元。
(9)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計畫 342,800元。
(10)原住民急難救助經費 200,000元。
(11)臺北市原住民青年就業技能支持計畫
600,000元。
(12)原住民文物(化)館改善計畫 20,000
元。
(13)都市原住民文化傳承計畫一文化歲時
祭儀 265,000元。
2.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 63,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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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7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0201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250
-

09

　　　330201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250
-
追加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
心補助辦理「原住民文物(化)館改善計畫
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10 　00020110000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1,000
-

　　5302011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000
-

06

　　　5302011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000
-
追加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促進地方客語
整體發展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11 　00020310000
　臺北市松山區公所

1,053
-1,754

　　33020310100
　　一般行政

-
-1,754

01

　　　33020310101
　　　行政管理

-
-1,754

配合鄰里公園及路寬8公尺以下道路維護管
理業務移撥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
處及新建工程處，辦理追減員額及相關經
費如列數。

01

　　3302031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889
-

03

　　　3302031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889
-
1.追加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北國際航空站
補助辦理「臺北國際航空站航空噪音防制
區內各里回饋金及行政作業費」經費
831,846元。
2.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12,000元。
3.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
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44,300元。
4.以上1-3項追加共計如列數。

01

　　3302031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64
-

06

　　　3302031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64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12 　00020320000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292
-1,763

　　33020320100
　　一般行政

-
-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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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7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020320101
　　　行政管理

-
-1,763

配合鄰里公園及路寬8公尺以下道路維護管
理業務移撥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
處及新建工程處，辦理追減員額及相關經
費如列數。

01

　　3302032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44
-

03

　　　3302032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44
-
1.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
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131,000。
2.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13,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3302032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48
-

06

　　　3302032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48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13 　00020330000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7,378
-1,710

　　33020330100
　　一般行政

-
-1,710

01

　　　33020330101
　　　行政管理

-
-1,710

配合鄰里公園及路寬8公尺以下道路維護管
理業務移撥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
處及新建工程處，辦理追減員額及相關經
費如列數。

01

　　3302033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23
-

03

　　　3302033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23
-
1.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
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109,800元。
2.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13,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33020338300
　　建築及設備

5,000
-

05

　　　33020338302
　　　營建工程

5,000
-
追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發年度輸變
電促協金辦理「仁愛里內環境、路面側溝
等美化及更新工程」經費如列數。

01

　　3302033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2,255
-

06

　　　3302033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2,255
-
1.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
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183,100元。
2.追加經濟部能源局補助辦理「發光二極
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畫」經費2,07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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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7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4 　00020340000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

1,514
-2,707

　　33020340100
　　一般行政

-
-2,707

01

　　　33020340101
　　　行政管理

-
-2,707

配合鄰里公園及路寬8公尺以下道路維護管
理業務移撥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
處及新建工程處，辦理追減員額及相關經
費如列數。

01

　　3302034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386
-

03

　　　3302034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386
-
1.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
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60,500元。
2.追加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北國際航空站
補助辦理「臺北國際航空站航空噪音防制
區內各里回饋金及行政作業費」經費
1,295,311元。
3.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29,000元。
4.以上1-3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3302034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28
-

06

　　　3302034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28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15 　00020350000
　臺北市中正區公所

218
-1,181

　　33020350100
　　一般行政

-
-1,181

01

　　　33020350101
　　　行政管理

-
-1,181

配合鄰里公園及路寬8公尺以下道路維護管
理業務移撥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
處及新建工程處，辦理追減員額及相關經
費如列數。

01

　　3302035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79
-

03

　　　3302035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79
-
1.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
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65,500元。
2.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13,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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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7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02035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39
-

06

　　　3302035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39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16 　00020360000
　臺北市大同區公所

474
-1,361

　　33020360100
　　一般行政

-
-1,361

01

　　　33020360101
　　　行政管理

-
-1,361

配合鄰里公園及路寬8公尺以下道路維護管
理業務移撥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
處及新建工程處，辦理追減員額及相關經
費如列數。

01

　　3302036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58
-

03

　　　3302036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358
-
1.追加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北國際航空站
補助辦理「臺北國際航空站航空噪音防制
區內各里回饋金及行政作業費」經費
289,626元。
2.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
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54,900元。
3.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13,000元。
4.以上1-3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3302036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16
-

06

　　　3302036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16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17 　00020370000
　臺北市萬華區公所

320
-1,969

　　33020370100
　　一般行政

-
-1,969

01

　　　33020370101
　　　行政管理

-
-1,969

配合鄰里公園及路寛8公尺以下道路維護管
理業務移撥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
處及新建工程處，辦理追減員額及相關經
費如列數。

01

　　3302037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3
-

03

　　　3302037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3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
經費如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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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7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302037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307
-

06

　　　3302037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307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18 　00020380000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330
-1,740

　　33020380100
　　一般行政

-
-1,740

01

　　　33020380101
　　　行政管理

-
-1,740

配合鄰里公園及路寬8公尺以下道路維護管
理業務移撥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
處及新建工程處，辦理追減員額及相關經
費如列數。

01

　　3302038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68
-

03

　　　3302038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68
-
1.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
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154,100元。
2.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13,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3302038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62
-

06

　　　3302038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62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19 　00020390000
　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265
-1,338

　　33020390100
　　一般行政

-
-1,338

01

　　　33020390101
　　　行政管理

-
-1,338

配合鄰里公園及路寬8公尺以下道路維護管
理業務移撥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
處及新建工程處，辦理追減員額及相關經
費如列數。

01

　　3302039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61
-

03

　　　3302039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61
-
1.追加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北國際航空站
補助辦理「臺北國際航空站航空噪音防制
區內各里回饋金及行政作業費」經費
97,1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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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7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2.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
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49,900元。
3.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13,000元。
4.以上1-3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3302039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04
-

06

　　　3302039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04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20 　00020400000
　臺北市內湖區公所

841
-2,514

　　33020400100
　　一般行政

-
-2,514

01

　　　33020400101
　　　行政管理

-
-2,514

配合鄰里公園及路寬8公尺以下道路維護管
理業務移撥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
處及新建工程處，辦理追減員額及相關經
費如列數。

01

　　330204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674
-

03

　　　330204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674
-
1.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
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109,800元。
2.追加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北國際航空站
補助辦理「臺北國際航空站航空噪音防制
區內各里回饋金及行政作業費」經費
550,607元。
3.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13,000元。
4.以上1-3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330204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67
-

06

　　　330204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67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21 　00020410000
　臺北市士林區公所

324
-2,432

　　33020410100
　　一般行政

-
-2,432

01

　　　33020410101
　　　行政管理

-
-2,432

配合鄰里公園及路寬8公尺以下道路維護管
理業務移撥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
處及新建工程處，辦理追減員額及相關經
費如列數。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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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41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43
-

03

　　　3302041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43
-
1.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
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131,000元。
2.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12,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3302041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81
-

06

　　　3302041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81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22 　00020420000
　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289
-1,565

　　33020420100
　　一般行政

-
-1,565

01

　　　33020420101
　　　行政管理

-
-1,565

配合鄰里公園及路寬8公尺以下道路維護管
理業務移撥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
處及新建工程處，辦理追減員額及相關經
費如列數。

01

　　3302042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13
-

03

　　　3302042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13
-
1.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
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99,200元。
2.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13,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如列數。

01

　　3302042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76
-

06

　　　3302042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76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3 00030000000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主管

21,460
-

001 　00030600000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1,731
-

　　33030601200
　　自治業務

10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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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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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0601202
　　　民生社區中心管理

10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
經費如列數。

02

　　33030605500
　　戶政業務

30
-

05

　　　33030605501
　　　戶籍業務

30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
經費如列數。

01

　　330306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34
-

06

　　　330306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334
-
1.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
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76,100元。
2.追加內政部移民署補助辦理「新住民生
活適應輔導」經費257,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330306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357
-

10

　　　330306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357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03 　00030620000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

116
-

　　53030621400
　　埋葬業務

116
-

03

　　　53030621401
　　　埋葬管理

116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
經費如列數。

01

004 　00030630000
　臺北市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1,362
-

　　3303063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528
-

04

　　　3303063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528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3303063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834
-

05

　　　3303063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834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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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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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00030640000
　臺北市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1,620
-

　　3303064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649
-

04

　　　3303064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649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3303064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971
-

05

　　　3303064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971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06 　00030650000
　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1,920
-

　　3303065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778
-

04

　　　3303065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778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3303065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142
-

05

　　　3303065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142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07 　00030660000
　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1,555
-

　　3303066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615
-

04

　　　3303066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615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3303066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940
-

05

　　　3303066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940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08 　00030670000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1,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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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067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81
-

04

　　　3303067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381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3303067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620
-

05

　　　3303067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620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09 　00030680000
　臺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985
-

　　3303068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74
-

04

　　　3303068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374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3303068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611
-

05

　　　3303068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611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10 　00030690000
　臺北市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863
-

　　3303069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30
-

04

　　　3303069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330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3303069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533
-

05

　　　3303069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533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11 　00030700000
　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3,710
-

　　330307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615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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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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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07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615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330307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3,095
-

05

　　　330307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3,095
-
1.追加經濟部能源局補助辦理「發光二極
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畫」經費2,154,600
元。
2.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
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939,75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012 　00030710000
　臺北市士林區戶政事務所

1,746
-

　　3303071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649
-

04

　　　3303071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649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3303071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097
-

05

　　　3303071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097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13 　00030720000
　臺北市北投區戶政事務所

1,618
-

　　3303072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636
-

04

　　　3303072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636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3303072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982
-

05

　　　3303072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982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14 　00030730000
　臺北市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1,433
-

　　3303073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560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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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073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560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3303073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873
-

05

　　　3303073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873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15 　00030740000
　臺北市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1,800
-

　　3303074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704
-

04

　　　3303074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704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3303074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096
-

05

　　　3303074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096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4 00040000000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主管

35,598
-

001 　00040900000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5,649
-

　　340409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5,513
-

03

　　　34040906201
　　　接受中央政府補助業務支
　　　出

4,436
-
追加行政院頒發本府「擴大鼓勵地方政府
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
辦理各項計畫經費如列數，明細如下：
1.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13地號等5筆
市有土地委託查估設定地上權之權利金價
值案396,000元。
2.新北市林口區力行段70地號市有土地委
託查估設定地上權之權利金價值案379,500
元。
3.臺北市大安區通化段四小段524、525、
525-1地號等3筆市有土地都市更新案評估
與相關前置作業案1,830,000元。
4.臺北市大安區辛亥段四小段202地號市有
土地都市更新案評估與相關前置作業案
1,830,000元。

01

　　　340409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077
-
追加財政部補助辦理「菸品健康福利捐供
私劣菸品查緝工作計畫」經費如列數。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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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409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36
-

06

　　　340409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36
-
追加財政部補助辦理「菸品健康福利捐供
私劣菸品查緝工作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02 　00040910000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29,949
-

　　34040910400
　　稅捐稽徵業務

9,990
-

02

　　　34040910401
　　　財產稅稽徵

75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
經費如列數。

01

　　　34040910405
　　　電子資料處理

9,915
-
追加財政部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強化
稅務機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之本
府配合款如列數。

05

　　3404091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9,959
-

04

　　　3404091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9,959
-
追加財政部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強化
稅務機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
如列數。

01

05 00050000000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57,077
-

001 　00051110000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50,592
-

　　51051110200
　　教育資源管理

6,963
-

01

　　　51051110201
　　　各項教育業務

6,963
-
追加行政院核定以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各項計畫經費如列數，明細如下:
1.辦理106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
改革政策計畫所需經費2,746,000元。
2.補助市立大學校務發展基金及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辦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
調整待遇所需經費4,217,000元。

01

　　5105111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43,629
-

04

　　　51051116201
　　　接受中央政府補助業務支
　　　出

43,629
-
追加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學校午餐採用
國產可追溯生鮮食材獎勵金辦理各項計畫
所需經費如列數。

01

002 　00051120000
　臺北市立圖書館

5,8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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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5112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202
-

04

　　　5305112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202
-
追加教育部補助辦理「公共書館作為社區
公共資訊站實施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5305112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4,675
-

06

　　　5305112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4,675
-
追加教育部補助辦理「公共書館作為社區
公共資訊站實施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06 　00051170000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608
-

　　53051172400
　　推展家庭教育

32
-

02

　　　53051172401
　　　推廣家庭教育

32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
經費如列數。

01

　　5305117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576
-

03

　　　5305117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576
-
追加教育部補助辦理「推展家庭教育實施
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6 00060000000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主管

227,721
-

001 　00061300000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223,108
-

　　58061300200
　　農業發展

3,155
-

02

　　　58061300201
　　　農業發展

3,155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6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
政策計畫」所需經費如列數。

01

　　580613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2,811
-

03

　　　580613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2,811
-
1.追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辦理各項計
畫經費1,516,000元，明細如下：
(1)休閒農場查核及輔導管理計畫393,000
元。
(2)臺北市休閒農業區跨域輔導計畫
1,120,000元。
(3)公所辦理申請參加農民(全民)健康保險
者現地勘查補助計畫3,000元。
2.追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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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說          明

辦理「社區農村再生專案管理及輔導計
畫」經費1,295,000元。
3.以上1-2項追加共計如列數。

　　59061300200
　　工商科技產業管理

1,380
-

06

　　　59061300201
　　　工商輔導及管理

1,380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6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
政策計畫」所需經費如列數。

01

　　59061300400
　　公用事業

37
-

07

　　　59061300401
　　　水電公用天然氣事業輔導

37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補助
本市溫泉資源管理基金辦理107年度臨時人
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經費如列數。

01

　　590613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210,252
-

08

　　　590613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210,252
-
1.追加財政部補助辦理「菸品健康福利捐
供私劣菸品查緝工作計畫」43,000元。
2.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88,000元。
3.追加經濟部能源局補助辦理「推廣再生
能源補助計畫」經費4,000,000元。
4.追加經濟部補助辦理「縣市共推住商節
電行動計畫-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工商業
節能設備改善與智慧節能推動」經費
206,120,903元。
5.以上1-4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580613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5,446
-

11

　　　580613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5,446
-
追加行政院農業委會補助辦理「臺北市農
村總合發展計畫(第二階段)(展延計畫)」
經費如列數。

01

　　590613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27
-

12

　　　590613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27
-
追加財政部補助辦理「菸品健康福利捐供
私劣菸品查緝工作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02 　00061310000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23
-

　　58061310600
　　動物保護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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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說          明

　　　58061310601
　　　動物保護與管理

23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
經費如列數。

01

003 　00061320000
　臺北市市場處

620
-

　　58061320100
　　一般行政

500
-

01

　　　58061320101
　　　行政管理

500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6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
政策計畫」所需經費如列數。

01

　　5806132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20
-

03

　　　5806132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20
-
追加財政部補助辦理「菸品健康福利捐供
私劣菸品查緝工作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04 　00061330000
　臺北市商業處

3,970
-

　　6106133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970
-

06

　　　6106133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3,970
-
1.追加財政部補助辦理「菸品健康福利捐
供私劣菸品查緝工作計畫」經費120,000
元。
2.追加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助辦理「臺北
市商圈嘉年華暨創新加值服務發展計畫」
經費3,850,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07 00070000000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主管

162,156
-68,865

001 　00071500000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33,280
-

　　59071500600
　　工務行政

33,280
-

02

　　　59071500601
　　　工務管理

33,280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土壤液化潛勢區防治改善示範計畫」經
費如列數。

01

002 　00071510000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69,092
-68,865

　　58071511200
　　水利行政

227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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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說          明

　　　58071511201
　　　水利管理及維護

227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
經費如列數。

01

　　58071518600
　　環境衛生及河川工程

-
-68,865

05

　　　58071518605
　　　雨水下水道工程

-
-68,865

因獲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文山區滯洪池
新建及周邊排水改善工程，爰追減已編列
年度預算如列數。

02

　　5807151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68,865
-

06

　　　5807151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68,865
-
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文山區滯洪
池新建及周邊排水改善工程」經費如列
數。

01

003 　00071520000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39,970
-

　　60071520100
　　一般行政

7,019
-

01

　　　60071520101
　　　行政管理

7,019
-
追加本市12區公所移撥路寬8公尺以下道路
維護管理業務之相關員額經費如列數。

01

　　60071520200
　　工務行政

477
-

02

　　　60071520201
　　　工程管理

477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補助
本市共同管道基金及道路基金辦理107年度
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經費如
列數。

01

　　6007152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32,474
-

05

　　　6007152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32,474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如列
數，明細如下：
1.艋舺大道人行環境改善工程5,040,000
元。
2.復興北路單號側路面更新工程3,683,000
元。
3.敦化南路慢車道路面更新工程
16,853,000元。
4.汀州路2段人行道拓寬工程2,100,000
元。
5.紗帽路（鼎筆橋至80號燈桿）路面更新
工程4,797,500元。

01

004 　00071530000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
　程管理處

17,9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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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71530100
　　一般行政

15,035
-

03

　　　72071530101
　　　行政管理

15,035
-
追加本市12區公所移撥鄰里公園維護管理
業務之相關員額經費如列數。

01

　　72071530200
　　公園綠地及園藝管理

429
-

04

　　　72071530201
　　　公園綠地及園藝維護

429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
經費如列數。

01

　　6007153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2,500
-

08

　　　6007153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2,500
-
追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補助辦理「臺北市
大安森林公園安心服務及智慧燈柱計畫」
經費如列數。

01

006 　00071550000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1,850
-

　　5807155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850
-

03

　　　5807155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850
-
1.追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發105年度山坡
地保育利用管理工作績效考核績優機關獎
金辦理山坡地保育經費1,800,000元。
2.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50,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08 00080000000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主管

1,053,969
-

001 　00081700000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50,876
-

　　600817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8,096
-

06

　　　60081706202
　　　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支出

8,096
-
追加經濟部補助辦理「縣市共推住商節電
行動計畫-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交通事業
能源翻新補助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60081708200
　　投資支出

37,999
-

07

　　　60081708201
　　　大都會汽車客運股份有限
　　　公司股金

37,999
-
追加大都會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之盈餘
轉增資如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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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817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4,781
-

08

　　　600817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4,781
-
追加交通部補助辦理「聯合運輸管理與輿
情潛在交通事件預警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02 　00081710000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28,098
-

　　60081710100
　　一般行政

28,098
-

01

　　　60081710101
　　　行政管理

28,098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補助
本市公有收費停車場基金辦理107年度臨時
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經費如列
數。

01

004 　00081730000
　臺北市公共運輸處

974,995
-

　　60081731800
　　運輸業管理

844,170
-

02

　　　60081731802
　　　大眾運輸管理

844,170
-
1.追加補助公車業者公車票價差額補貼款
497,553,787元。
2.追加補助捷運轉乘公車優惠票價補貼
346,615,908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2

　　6008173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84,175
-

03

　　　60081736202
　　　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支出

84,175
-
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
費如列數，明細如下：
1.臺北市聯營公車及幹線公車間雙向轉乘
優惠實施計畫47,408,845元。
2.鼓勵公車駛進校園計畫—「捷運石牌大
學站—陽明大學」載客量績效獎勵145,800
元。
3.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虧損補貼-既有路線
9,170,000元。
4.市區汽車客運業車輛汰舊換新─大有巴
士16,530,000元。
5.市區汽車客運業車輛汰舊換新─東南客
運10,920,000元。

01

　　6008173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46,650
-

05

　　　6008173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46,650
-
追加交通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如列
數，明細如下：
1.臺北市無障礙計程車擴增推動計畫
42,900,000元。
2.臺北市智慧公車試辦計畫2,500,000元。
3.臺北市手搖式智慧型站牌試辦計畫
1,2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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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00090000000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主管

2,876,181
-24,280

001 　00091900000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2,869,361
-24,280

　　67091900200
　　經濟安全及平宅服務業務

435,358
-

02

　　　67091900201
　　　經濟安全

435,358
-
追加行政院核定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
辦理因應社會福利津貼調增低收入戶家
庭、兒童及就學生活補助所需經費如列
數。

01

　　68091900800
　　身心障礙福利業務

182,284
-

05

　　　68091900801
　　　身心障礙福利

182,284
-
1.追加行政院核定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
款辦理因應社會福利津貼調增身心障礙者
生活補助所需經費181,924,000元。
2.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補
助本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辦理107年度
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經費
360,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68091901000
　　老人福利業務

180,186
-

06

　　　68091901001
　　　老人福利

180,186
-
追加行政院核定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
辦理因應社會福利津貼調增中低收入老人
生活津貼補助所需經費如列數。

01

　　680919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993,797
-

12

　　　680919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993,797
-
1.追加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
1,298,084,164元，明細如下：
(1)低收入戶家庭生活、就學生活費、低收
入戶病患住院膳食費、低收及中低收入醫
療補助及住院看護補助25,844,000元。
(2)強化社會安全網(脫貧方案家庭服務人
力)計畫45,434元。
(3)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
2,623,204元。
(4)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49歲以下失能
身心障礙者服務（含居家服務、日間照
顧、家庭托顧、輔具購租與居家無障礙環
境改善、營養餐飲、交通接送）
72,784,516元。
(5)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社區整體照顧服
務體系159,678,750元。
(6)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之居家照顧、日
間照顧、家庭托顧、交通接送、營養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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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小規模多機能、失智症老人團體家
屋、輔具購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強
化整備地方政府行政人力1,020,145,581
元。
(7)家庭托顧服務中心推動計畫1,020,000
元。
(8)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
間建設-建構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社區
公共托育家園及托育資源中心11,120,000
元。
(9)增聘兒少保護社會工作人力實施計畫
628,164元。
(10)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執行風險
工作補助費3,368,000元。
(11)強化社會安全網(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業
務人力)計畫826,515元。
2.追加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辦理
各項計畫經費685,578,530元，明細如下：
(1)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補助22,000,000
元。
(2)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43,168,000元。
(3)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
2,040,000元。
(4)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530,000元。
(5)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
補助23,480,000元。
(6)身心障礙者居家照顧服務計畫
9,408,000元。
(7)社區日間作業設施計畫10,916,000元。
(8)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整合計畫
28,500,000元。
(9)長照十年計畫2.0失能老人機構安置
54,288,180元。
(10)長照十年計畫2.0之大安區群英里辦公
處及士林區富洲里辦公處「社區整體照顧
模式-C」700,900元。
(11)大安區群英里辦公處及信義區松光里
辦公處辦理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191,250
元。
(12)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育
兒津貼315,053,000元。
(13)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親
職教育1,676,000元。
(14)建構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畫–地方政
府專案人力799,200元。
(15)建構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畫–就業者
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149,813,000元。
(16)特殊境遇家庭扶助19,415,000元。
(17)建置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3,600,000
元。
3.追加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社會福利
基金之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各項計畫
經費9,808,472元，明細如下：
(1)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自立脫貧服
務方案及促進就業服務方案計畫1,836,000
元。
(2)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
2,912,000元。
(3)加強建構身心障礙者通報、轉銜及個管
服務計畫713,472元。
(4)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整合服務計畫
2,738,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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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5)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專業服務費與
教育宣導費補助計畫834,000元。
(6)性騷擾防治查核輔導教育訓練與被害人
服務計畫530,500元。
(7)銀色光芒、在地耆蹟-高齡者志工推動
計畫120,000元。
(8)推動社會工作專業精進計畫124,000
元。
4.追加財政部補助辦理「菸品健康福利捐
供私劣菸品查緝工作計畫」經費298,000
元。
5.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26,000元。
6.以上1-5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68091908300
　　建築及設備

-
-24,280

15

　　　68091908302
　　　營建工程

-
-24,280

因獲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據點
及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0-2歲兒
童社區公共托育補助，追減已編列年度預
算如列數。

02

　　680919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77,736
-

16

　　　680919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77,736
-
1.追加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
72,983,982元，明細如下：
(1)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社區整體照顧服
務體系修繕及開辦設施設備費15,313,982
元。
(2)長期照顧服務提供單位開辦設施設備
費、開辦設施設備改善費、充實設施設備
費、修繕費及辦公設施設備費等
12,320,000元。
(3)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整建長照衛福據點-其他在地閒置空間-中
山復華長青樂活中心之開辦設施設備及修
繕2,650,000元。
(4)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老人活動中心-大同老
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工程施工費
12,000,000元。
(5)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整建長照衛福據點-閒置空間-文山老人日
間照顧中心工程施工費9,600,000元。
(6)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整建長照衛福據點-閒置空間-文山景美老
人多元照顧中心工程施工費5,000,000元。
(7)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整建長照衛福據點-閒置空間-信義六張犁
老人多元照顧中心工程施工費3,000,000
元。
(8)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
間建設-建構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社區
公共托育家園及托育資源中心之開辦費
8,820,000元。
(9)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
間建設-建構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萬華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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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社福中心空間調整及浴廁整修工程施工費
800,000元。
(10)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
間建設-建構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北投
社福中心外牆防漏修繕工程施工費20,000
元。
(11)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
間建設-建構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信義
社福中心廁所及茶水間更新修繕工程施工
費160,000元。
(12)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
間建設-建構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原南
港圖書館建物活化整修工程施工費
1,600,000元。
(13)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
間建設-建構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社福
中心及遊民收容中心裝修、整修工程之大
安社福中心辦公室整修工程100,000元。
(14)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
間建設-建構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文山
社福中心大樓中央空調汰換工程施工費
1,600,000元。
2.追加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辦理
各項計畫經費4,639,800元，明細如下：
(1)社區日間作業設施計畫開辦設施設備費
200,000元。
(2)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整合計畫開辦設
施設備費1,603,000元。
(3)長照十年計畫2.0之大安區群英里辦公
處及士林區富洲里辦公處「社區整體照顧
模式-C」修繕及開辦設施設備費836,800
元。
(4)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之照顧服務(日間
照顧)充實設施設備費、修繕費2,000,000
元。
3.追加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社會福利
基金之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身心障礙
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之設施設備費
100,000元。
4.追加財政部補助辦理「菸品健康福利捐
供私劣菸品查緝工作計畫」經費12,000
元。
5.以上1-4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02 　00091910000
　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397
-

　　68091915800
　　院民教養

101
-

02

　　　68091915801
　　　院民社會工作

101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
經費如列數。

01

　　6809191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296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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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說          明

　　　6809191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296
-
追加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社會工作人員
執業安全方案執行風險工作補助費」經費
如列數。

01

003 　00091920000
　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

140
-

　　6809192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40
-

04

　　　6809192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40
-
追加衛生褔利部補助辦理「社會工作人員
執業安全方案執行風險工作補助費」經費
如列數。

01

004 　00091930000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

6,283
-

　　6809193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6,283
-

03

　　　6809193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6,283
-
追加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如
列數，明細如下：
1.增聘兒少保護社會工作人力實施計畫
1,465,314元。
2.增聘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社工人力實
施計畫1,474,493元。
3.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
971,193元。
4.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執行風險工
作補助費2,113,000元。
5.辦理強化社會安全網(整合保護性服務與
高風險家庭服務)計畫259,000元。

01

10 00100000000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主管

33,690
-

002 　00102110000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26,549
-

　　6910211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26,549
-

04

　　　6910211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26,549
-
1.追加勞動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
26,280,615元，明細如下:
(1)青年職涯發展實施計畫7,637,012元。
(2)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辦理國內招募活動
協助業務計畫138,280元。
(3)現場徵才活動計畫1,500,000元。
(4)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
7,710,725元。
(5)促進經濟型遊民就業實施計畫
2,794,856元。
(6)落實就業保險法暨就業促進津貼等相關
配套措施實施計畫6,499,742元。
2.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26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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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上1-2項追加共計如列數。

004 　00102130000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5,219
-

　　6810213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5,219
-

04

　　　6810213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5,219
-
追加勞動部補助辦理「督促事業單位遵守
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實施計畫」經費如列
數。

01

005 　00102140000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1,922
-

　　69102140800
　　身障就業重建業務

1,922
-

02

　　　69102140801
　　　身障就業促進業務

1,922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補助
本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辦理107年度臨時
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經費如列
數。

01

11 00110000000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主管

2,909
-

001 　00112300000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2,909
-

　　77112300200
　　警政業務

2,171
-

02

　　　77112300206
　　　大隊業務

2,171
-
0248-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
經費如列數。

03

　　771123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738
-

04

　　　771123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738
-
0247-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追加財政部補助辦理「菸品健康福利捐供
私劣菸品查緝工作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12 00120000000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主管

178,755
-

001 　00122700000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78,7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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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說          明

　　70122700200
　　疾病管制業務

2
-

03

　　　70122700201
　　　疾病管制工作

2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
經費如列數。

01

　　70122700600
　　食品藥物管理業務

3,665
-

05

　　　70122700601
　　　食品藥物管理工作

3,665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6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
政策計畫」所需經費如列數。

01

　　70122701000
　　研究發展考核業務

7,471
-

08

　　　70122701001
　　　研究發展考核工作

7,471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補助
市立聯合醫院醫療基金辦理107年度臨時人
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經費如列數。

01

　　701227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67,119
-

10

　　　701227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67,119
-
1.追加經濟部補助辦理「縣市共推住商節
電行動計畫-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醫療院
所智慧用電補助計畫」經費27,523,297
元。
2.追加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補助
辦理「長照2.0整合型計畫暨專業服務及喘
息服務計畫」經費91,388,000元。
3.追加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
10,555,311元，明細如下：
(1)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
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9,221,000元。
(2)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整合加害人合併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1,334,311元。
4.追加財政部補助辦理「菸品健康福利捐
供私劣菸品查緝工作計畫」經費516,000
元。
5.追加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運用菸品健
康福利捐挹注經費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
36,630,024元，明細如下：
(1)臺北市菸害防制工作計畫18,921,000
元。
(2)臺北市營造健康生活環境計畫
1,164,900元。
(3)臺北市中老年健康促進計畫4,525,400
元。
(4)臺北市癌症篩檢與檳榔危害防制計畫
1,646,100元。
(5)臺北市婦幼健康促進計畫5,939,200
元。
(6)臺北市菸害相關癌症防治人力計畫
2,938,600元。
(7)臺北市縣市相關癌症篩檢困難個案管理
計畫1,494,824元。
6.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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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經費505,000元。
7.以上1-6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70122708300
　　建築及設備

498
-

12

　　　70122708304
　　　其他設備

498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6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
政策計畫」所需經費如列數。

03

13 00130000000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主管

44,408
-

001 　00133000000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4,408
-

　　73133000800
　　資源循環與公廁管理

117
-

04

　　　73133000801
　　　資源循環與公廁管理

117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補助
本市資源回收基金辦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
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經費如列數。

01

　　731330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43,888
-

08

　　　731330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43,888
-
1.追加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北國際航空站
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1,602,000元，明細
如下：
(1)協助辦理航空噪音補償金工作執行計畫
1,330,000元。
(2)辦理航空噪音監測工作執行計畫
272,000元。
2.追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
5,450,000元。
3.追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
局補助辦理「毒物及化學物質源頭查核管
理計畫」1,500,000元。
4.追加財政部補助辦理「菸品健康福利捐
供私劣菸品查緝工作計畫」經費320,200
元。
5.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6年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
改革政策計畫」所需經費303,000元。
6.追加經濟部補助辦理「縣市共推住商節
電行動計畫」經費33,683,407元，明細如
下：
(1)基礎節電工作8,000,000元。
(2)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機關能源翻新補
助計畫8,356,526元。
(3)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民間集合式住宅
室內停車場補助計畫10,726,881元。
(4)因地制宜措施-節電整合行銷推廣
6,600,000元。
7.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1,02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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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7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8.以上1-7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731330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403
-

12

　　　731330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403
-
1.追加財政部補助辦理「菸品健康福利捐
供私劣菸品查緝工作計畫」經費165,800
元。
2.追加經濟部補助辦理「縣市共推住商節
電行動計畫-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民間集
合式住宅室內停車場補助計畫」經費
236,604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14 00140000000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主管

21,297
-

001 　00143200000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675
-

　　68143203200
　　住宅補貼

675
-

07

　　　68143203201
　　　住宅業務補貼

675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補助
本市住宅基金辦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
公教調整待遇所需經費如列數。

01

002 　00143210000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117
-

　　61143210100
　　一般行政

117
-

01

　　　61143210101
　　　行政管理

117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補助
本市都市更新基金辦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
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經費如列數。

01

003 　00143220000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20,505
-

　　59143221000
　　建管業務

9,138
-

02

　　　59143221001
　　　建築管理及違建處理

9,138
-
追加行政院核定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
辦理「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
能評估」經費如列數。

01

　　5914322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1,367
-

03

　　　5914322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1,367
-
1.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
費5,367,000元，明細如下：
(1)建立綠建築審核及抽查計畫800,000

01

108



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7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元。
(2)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
123,000元。
(3)建築物結構快篩計畫4,444,000元。
2.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擬具重建計畫」經費6,000,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15 00150000000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115,972
-

001 　00153400000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13,950
-

　　531534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7,588
-

07

　　　53153406201
　　　接受中央政府補助業務支
　　　出

1,700
-
追加行政院頒發本府「擴大鼓勵地方政府
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
辦理「經國七海文化園區OT暨BOT案興建期
間委託履約專案管理顧問技術服務案」經
費如列數。

01

　　　531534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35,888
-
1.追加文化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
34,830,000元，明細如下：
(1)地方扶植傑出演藝團隊計畫600,000
元。
(2)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
2,500,000元。
(3)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博物館及地方文化
館升級計畫15,230,000元。
(4) 「療、浴、北投－生活環境博物園
區」北投生態博物館群落發展計畫
8,500,000元。
(5) 「療、浴、北投－生活環境博物園
區」北投中心新村保存再發展推動專案計
畫8,000,000元。
2.追加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辦理各項計
畫經費1,057,951元，明細如下：
(1)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計畫
557,951元。
(2)新芳春茶行與城市博物館文物普查建檔
計畫500,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2

　　531534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76,362
-

11

　　　531534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76,362
-
1.追加文化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
72,600,000元，明細如下：
(1)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
16,750,000元。
(2)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博物館及地方文化
館升級計畫5,850,000元。
(3)「療、浴、北投－生活環境博物園區」
北投中心新村聚落建築群修復及再利用第
二期工程50,000,000元。
2.追加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辦理各項計
畫經費3,761,472元，明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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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7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1)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計畫
1,337,385元。
(2)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典藏文物維護修復數
位化及保存環境改善計畫1,840,000元。
(3)臺北市文化資產防災設施(備)工程建置
計畫584,087元。
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04 　00153430000
　臺北市立美術館

2,022
-

　　53153434200
　　美術館業務

22
-

02

　　　53153434201
　　　美術展覽

22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
經費22,000元。

01

　　5315343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2,000
-

05

　　　5315343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2,000
-
追加文化部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推動
藝文專業場館升級計畫-地方美術館典藏空
間升級或購藏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16 00160000000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主管

784
-1,546

001 　00163600000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784
-1,546

　　33163601600
　　消防業務

-
-362

02

　　　33163601601
　　　災害防救業務

-
-122

因內政部調整減列原補助辦理「災害防救
深耕第3期計畫」經費，爰追減已編列年度
預算如列數。

01

　　　33163601602
　　　消防工作

-
-240

因內政部消防署調整減列原補助購置「義
消組織充實人力與裝備器材中程計畫」相
關物品經費，爰減列已編列年度預算如列
數。

02

　　331636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708
-153

03

　　　331636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708
-153

1.追加內政部消防署補助辦理各項經費
278,806元，明細如下:
(1)市民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270,000元
(2)調整增列原補助購置「義消組織充實人
力裝備器材中程計畫」相關物品經費8,806
元。
2.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燃氣熱水器遷移
或更換」經費 429,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4.因內政部消防署調整減列原補助購置
「義消組織充實人力與裝備器材中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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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7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畫」相關物品經費，爰追減已編列年度預
算31,000元。
5.因內政部調整減列原補助「災害防救深
耕第3期計畫」經費，爰追減已編列年度預
算122,000元。
6.以上4-5項共計追減如列數。

　　33163608300
　　建築及設備

-
-841

05

　　　33163608304
　　　其他設備

-
-841

1.因內政部調整減列原補助購置「災害防
救深耕第3期計畫」相關設備經費，爰追減
已編列年度預算2,000元。
2.因內政部消防署調整減列原補助購置
「義消組織充實人力與裝備器材中程計
畫」相關設備經費，爰追減已編列年度預
算839,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減如列數。

04

　　331636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76
-190

06

　　　331636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76
-190

1.因內政部消防署調整增列原補助購置
「義消組織充實人力與裝備器材中程計
畫」相關設備經費，爰追加已編列年度預
算如列數。
2.因內政部調整減列原補助購置「災害防
救深耕第3期計畫」相關設備經費，爰追減
已編列年度預算2,460元。
3.因內政部消防署調整減列原補助購置
「義消組織充實人力與裝備器材中程計
畫」相關設備經費，爰追減已編列年度預
算187,540元。
4.以上2-3項共計追減如列數。

01

18 00180000000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主管

45,135
-

001 　00183800000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45,135
-

　　611838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45,135
-

06

　　　611838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45,135
-
1.追加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
費12,592,950元，明細如下：
(1)臺北市旅遊服務中心營運管理補助計畫
4,492,950元。
(2)「台灣好玩卡」推廣計畫3,400,000
元。
(3)2018臺北燈節1,600,000元。
(4)補助地方政府執行違法旅宿管理工作補
助計畫1,600,000元。
(5)「台灣好行」服務升級計畫-北投竹子
湖線1,500,000元。
2.追加經濟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
32,442,314元，明細如下：
(1)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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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7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措施3,300,000元。
(2)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設備汰換
與智慧用電-旅館業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計
畫29,142,314元。
3.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98,000元。
4.以上1-3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19 0019000000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主管

23,250
-

001 　0019390000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9,950
-

　　33193901800
　　地政業務

9,274
-

02

　　　33193901801
　　　實施平均地權與不動產管
　　　理

9,274
-
1.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39,000元。
2.追加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有償撥用本市中
山區大佳段二小段806-1地號市有土地租約
終止補償費9,235,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331939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526
-

03

　　　331939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526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如列
數，明細如下:
1.開放地政跨域服務整合計畫-各類資料代
碼整合194,000元。
2.地籍清理第2期實施計畫332,000元。

01

　　331939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0,150
-

06

　　　331939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0,150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開放地政跨域服務
整合計畫」-跨域伺服器及汰換資料庫主機
經費如列數。

01

002 　0019391000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
　隊

3,300
-

　　3319391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300
-

05

　　　33193916201
　　　接受中央政府補助業務支
　　　出

3,300
-
追加行政院頒發本府「擴大鼓勵地方政府
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
辦理各項計畫經費如列數，明細如下：
1.奇岩新社區區段徵收賸餘可建築土地活
化利用方案評估委託專業服務案1,700,000
元。
2.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賸餘可建築
土地活化利用方案評估委託專業服務案
1,6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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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0200000000
臺北市政府兵役局主管

40,794
-

001 　00204100000
　臺北市政府兵役局

40,794
-

　　332041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40,558
-

03

　　　332041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40,558
-
1.追加內政部役政署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
費40,503,000元，明細如下:
(1)役男體檢29,000,000元。
(2)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及慰助
5,784,000元。
(3)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及慰助
3,605,000元。
(4)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880,000元。
(5)軍人公墓管理維護及災害修護
1,234,000元。
2.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
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54,9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332041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236
-

06

　　　332041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236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基層機關資安
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22 00220000000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主管

37,401
-7,750

001 　00224300000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37,401
-7,750

　　53224305000
　　體育業務

800
-7,750

02

　　　53224305003
　　　體育活動推展

800
-7,750

1.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
理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
需經費如列數。
2.因獲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107年度強化
社會甲組棒球隊組訓計畫，爰追減已編列
年度預算如列數。

03

　　532243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6,601
-

03

　　　53224306201
　　　接受中央政府補助業務支
　　　出

3,900
-
追加行政院頒發本府「擴大鼓勵地方政府
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
辦理各項計畫經費如列數，明細如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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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7年度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1.「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大型室內體育館
開發計畫案」興建營運契約仲裁事件（181
許可年限展延爭議）委託法律專業服務經
費800,000元。
2.臺北市青年公園運動休閒園區促參前置
作業計畫1,900,000元。
3.「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大型室內體育館
開發計畫案」委託法律專業服務經費
1,200,000元。

　　　532243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32,701
-
1.追加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
費31,800,972元，明細如下：
(1)運動i臺灣計畫16,116,000元。
(2)運動選手輔導照顧實施計畫2,894,972
元。
(3)深耕基層棒球扎根工作培訓計畫
4,450,000元。
(4)強化社會甲組棒球隊組訓計畫
7,750,000元。
(5)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區域性對抗賽
590,000元。
2.追加財政部補助辦理「臺北市青年公園
運動休閒園區促參前置作業計畫」經費
900,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2

23 00230000000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主管

65,036
-

001 　00234400000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65,036
-

　　32234403800
　　資訊管理業務

36
-

02

　　　32234403801
　　　資訊管理、推動及應用作
　　　業

36
-
追加行政院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辦理
107年度臨時人員因應軍公教調整待遇所需
經費如列數。

01

　　322344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65,000
-

05

　　　32234406201
　　　接受中央政府補助業務支
　　　出

65,000
-
追加行政院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強化政府基層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
經費如列數。

01

24 00240000000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主管

358
-

001 　00244500000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358
-

　　322445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212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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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追加(減)預算數
名　稱　及　編　號款 節目項

科　　　　　　　 　目
說          明

　　　322445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212
-
追加財政部補助辦理「菸品健康福利捐供
私劣菸品查緝工作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322445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46
-

10

　　　322445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46
-
追加財政部補助辦理「菸品健康福利捐供
私劣菸品查緝工作計畫」經費購置個人電
腦4臺、筆記型電腦1臺及智慧型手機1臺
等，共計如列數。

01

25 00290000000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主管

-
-4,210,030

001 　00291010000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
-4,210,030

　　60291019000
　　捷運系統建設

-
-4,210,030

02

　　　60291019001
　　　捷運系統建設

-
-4,210,030

1.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函釋追減107年度土開
基金及捷運公司償還自償性債務經費
4,105,459,000元。
2.追減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繳交107
年度變動租金二分之一及超額盈(賸)餘，
依比例分配予新北市政府償還自償性債務
經費104,571,000元，改以代收代付方式辦
理。
3.以上1-2項共計追減如列數。

01

26 00700000000
統籌支撥科目

742,476
-

004 　00707030000
　公務人員(工)待遇準備

742,476
-

　　89707030600
　　公務人員(工)待遇準備

742,476
-

01

　　　89707030601
　　　公務人員(工)待遇準備

742,476
-
追加依行政院函調增107年度公務人員待遇
所需不足經費如列數。

01

總計 5,847,869
-4,33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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