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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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27
-

009 　00020100000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

8,767
-

　　330201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8,487
-

06

　　　330201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8,487
-
追加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
費如列數，明細如下：
1.辦理文化傳承都原計畫-文物(化)館策展
規劃解說 506,736元。
2.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實
施計畫 1,800,000元。
3.平埔族群語言復振計畫 314,000元。
4.辦理文化傳承都原計畫-文化歲時祭儀
265,000元。
5.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業務實施計
畫 459,000元。
6.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 2,000,000
元。
7.107年度原住民幼兒學前教育增撥經費
694,500元。
8.108年度原住民幼兒學前教育經費
1,800,000元。
9.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計畫 392,600元。
10.原住民急難救助經費 200,000元。
11.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族消費者保護
業務工作計畫 55,000元。

01

　　330201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280
-

09

　　　330201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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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如列數。

01

011 　00020310000
　臺北市松山區公所

2,545
-

　　3302031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2,545
-

06

　　　3302031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2,545
-
1.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戶役政基層
機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
64,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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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0,000
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012 　00020320000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65
-

69



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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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32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65
-

06

　　　3302032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65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戶役政基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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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

　　3302033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65
-

06

　　　3302033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65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戶役政基層機
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如列
數。

01

014 　00020340000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

5,465
-

　　33020345400
　　區政業務

2,938
-

02

　　　33020345401
　　　區政管理

2,938
-
追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發年度輸變
電促協金辦理「新庄里民俗節慶節能宣導
活動」經費如列數。

01

　　3302034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462
-

05

　　　33020349002
　　　營建工程

2,462
-
追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發年度輸變
電促協金辦理「行政中心大門整修工程」
經費如列數。

01

　　3302034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65
-

06

　　　3302034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65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戶役政基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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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

　　3302035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65
-

06

　　　3302035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65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戶役政基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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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

70



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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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36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65
-

06

　　　3302036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65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戶役政基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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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

　　3302037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65
-

06

　　　3302037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65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戶役政基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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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

　　3302038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65
-

06

　　　3302038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65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戶役政基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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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

　　3302039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65
-

06

　　　3302039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65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戶役政基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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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

　　330204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65
-

06

　　　330204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65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戶役政基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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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

　　3302041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65
-

06

71



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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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041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65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戶役政基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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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

　　3302042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65
-

06

　　　3302042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65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戶役政基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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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0
-

001 　00030600000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4,360
-

　　330306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864
-

06

　　　330306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864
-
1.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戶役政基層
機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
651,093元。
2.追加內政部移民署補助辦理「新住民生
活適應輔導計畫」經費212,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330306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3,496
-

10

　　　330306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3,496
-
1.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戶役政基層
機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
2,285,420元。
2.追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補助辦理「既有
建築節能改善擴大計畫」經費1,210,000
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04 00040000000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主管

9,601
-

001 　00040900000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1,701
-

　　340409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574
-

03

　　　340409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5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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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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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409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27
-

06

　　　340409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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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0
-

　　3404091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7,900
-

04

　　　3404091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7,900
-
追加財政部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強化政府基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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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750
-47,571

001 　00051110000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760,854
-

　　51051110200
　　教育資源管理

689,000
-

01

　　　51051110201
　　　各項教育業務

689,000
-
1.追加行政院核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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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2,000,000元。
2.配合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政策，追加
社會局移撥辦理發放本市2-4歲育兒津貼業
務經費687,000,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5105111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71,854
-

04

　　　51051116201
　　　接受中央政府補助業務支
　　　出

71,8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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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如列數。

01

002 　00051120000
　臺北市立圖書館

960
-

　　5305112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960
-

05

　　　5305112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960
-
追加教育部補助辦理「公共圖書館作為社
區公共資訊站實施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04 　00051140000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47,572
-47,571

73



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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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5114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47,571

03

　　　53051149002
　　　營建工程

-
-47,571

因獲教育部補助辦理美崙公園-天文館縫合
計畫，爰追減已編列年度預算如列數。

01

　　5305114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47,572
-

04

　　　5305114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47,572
-
追加教育部補助辦理「美崙公園-天文館縫
合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06 　00051170000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1,364
-

　　5305117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364
-

03

　　　5305117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3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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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33
-

001 　00061300000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33,714
-

　　58061300200
　　農業發展

1,100
-

02

　　　58061300201
　　　農業發展

1,100
-
追加行政院核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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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如列數。

01

　　580613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4,163
-

03

　　　580613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4,163
-
1.追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辦理各項計
畫經費2,263,000元，明細如下：
(1)休閒農場查核及輔導管理計畫134,000
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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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元。
(3)臺北市休閒農業區跨域輔導計畫
2,128,000元。
2.追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補助
辦理「社區農村再生專案管理及輔導計
畫」經費1,900,000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59061300200
　　工商科技產業管理

2,200
-

07

74



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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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61300201
　　　工商輔導及管理

2,200
-
追加行政院核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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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如列數。

01

　　590613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26,226
-

09

　　　590613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26,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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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
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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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追加經濟部工業局補助辦理「清查未登
記工廠計畫」經費965,790元。
4.追加觀光傳播局移撥經濟部補助辦理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經費
21,200,000元。
5.以上1-4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590613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25
-

10

　　　590613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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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9
-

　　58061310400
　　動物防疫

300
-

02

　　　58061310401
　　　動物防疫檢驗及藥物食品
　　　管理

300
-
追加行政院核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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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如列數。

01

　　58061310800
　　產業保育

3,088
-

04

　　　58061310801
　　　產業輔導與動物保育

3,088
-
追加行政院核定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
辦理「捕蜂捉蛇為民服務補助計畫」經費
如列數。

01

　　5806131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500
-

05

　　　5806131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500
-
追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辦理「加強動
物保護行政效能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580613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1
-

06

　　　58061319004
　　　其他設備

31
-
追加行政院核定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
辦理「捕蜂捉蛇為民服務補助計畫」經費
如列數。

03

75



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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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00061320000
　臺北市市場處

1,450
-

　　58061320100
　　一般行政

300
-

01

　　　58061320101
　　　行政管理

300
-
追加行政院核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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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如列數。

01

　　58061321000
　　批發市場管理與供銷

1,000
-

02

　　　58061321001
　　　批發市場管理

1,000
-
追加行政院核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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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如列數。

01

　　5806132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37
-

03

　　　5806132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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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6132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3
-

06

　　　5806132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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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

　　6106133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50
-

06

　　　6106133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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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00070000000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主管

7,567
-

003 　00071520000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5,767
-

　　6007152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5,767
-

05

　　　6007152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5,767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臺北市東西門戶軸
線人行環境改善計畫」經費如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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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00071550000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1,800
-

　　5807155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800
-

03

　　　5807155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800
-
追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發106年度山坡地
保育利用管理工作績效考核績優機關獎金
辦理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經費如列數。

01

08 00080000000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主管

279,364
-

001 　00081700000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31,800
-

　　600817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7,870
-

04

　　　60081706202
　　　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支出

7,870
-
追加交通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如列
數，明細如下：
1.利用物聯網科技與智慧手機協助視障者
搭乘公車智慧交通安全試辦計畫1,870,000
元。
2.臺北市運輸走廊整合道路交通與電信資
訊應用暨主次要幹道行駛時間分析系統建
置計畫6,000,000元。

01

　　60081708200
　　投資支出

22,800
-

07

　　　60081708201
　　　大都會汽車客運股份有限
　　　公司股金

22,800
-
追加大都會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之盈餘
轉增資如列數。

01

　　600817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130
-

09

　　　600817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130
-
追加交通部補助辦理「利用物聯網科技與
智慧手機協助視障者搭乘公車智慧交通安
全試辦計畫」經費如列數。

01

003 　00081720000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24,848
-

　　6008172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24,848
-

07

　　　6008172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24,848
-
追加交通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如列
數，明細如下：
1.臺北市運輸走廊整合道路交通與電信資
訊應用暨主次要幹道行駛時間分析系統建
置計畫4,000,000元。
2.臺北市重點區域導入智慧化動態號誌控
制策略計畫20,848,000元。

01

77



臺北市總預算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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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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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00081730000
　臺北市公共運輸處

222,716
-

　　6008173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25,961
-

03

　　　60081736202
　　　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支出

25,961
-
1.追加交通部補助辦理「108年臺北市通用
計程車營運補助計畫」經費14,906,000
元。
2.追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各項計畫
經費11,054,234元，明細如下：
(1)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虧損補貼(移撥路
線)3,390,083元。
(2)107年中秋連續假期臺鐵、高鐵及國道
客運轉乘臺北市市區公車優惠2,649,215
元。
(3)ISO 39001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驗
證－淡水客運35,372元。
(4)107年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數據
蒐集與分析2,160,262元。
(5)公車行銷與推廣計畫－公車友善新運動
2,000,000元。
(6)推動老舊計程車更新補助措施之行政作
業經費補助專案819,302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6008173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96,755
-

05

　　　6008173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96,755
-
追加交通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如列
數，明細如下：
1.「木柵動物園-政治大學周邊-信義快速
道路-臺北市政府周邊-松山火車站」新闢
路線電動大客車補助84,000,000元。
2.「和平幹線」路線電動大客車汰舊換新
補助100,404,119元。
3.臺北市107年智慧型站牌建置計畫
11,100,000元。
4.臺北市太陽能智慧型站牌試辦計畫
1,250,000元。

01

09 00090000000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主管

2,459,011
-691,900

001 　00091900000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2,450,244
-691,900

　　67091900200
　　經濟安全及平宅服務業務

86,464
-662,500

02

　　　67091900201
　　　經濟安全

86,464
-662,500

1.追加行政院核定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
款辦理我國少子化對策計畫-0-2歲嬰幼兒
照顧經費如列數。
2.配合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政策，補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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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下兒童育兒津貼，其中2-4歲部分移撥
教育局辦理，追減相關經費如列數。

　　68091901000
　　老人福利業務

1
-

06

　　　68091901001
　　　老人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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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老
人生活津貼補助」經費如列數。

01

　　680919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2,279,223
-

12

　　　680919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2,279,223
-
1.追加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
973,543,961元，明細如下：
(1)低收入戶家庭生活、就學生活補助、低
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醫療補助暨低收入戶
健保病患住院膳食費及住院看護補助
22,506,000元。
(2)強化社會安全網-脫貧方案家庭服務人
力計畫263,201元。
(3)強化社會安全網-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
力配置及進用計畫1,134,180元。
(4)長照2.0整合型計畫-長照服務給付及支
付及日間照顧70,284,714元。
(5)長照2.0整合型計畫-長照服務給付及支
付、日間照顧、家庭托顧、家庭托顧服務
輔導方案、交通服務、營養餐飲服務、強
化整備長期照顧服務行政人力資源及失智
症團體家屋852,338,852元。
(6)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
9,782,020元。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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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3,000
元。
(8)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
畫-增聘兒少保護社會工作人力實施計畫
648,410元。
(9)藥物濫用少年自立復歸社會處遇暨親職
教育服務方案3,558,000元。
(10)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執行風險
工作補助費4,454,600元。
(11)強化社會安全網-臺北市社會福利服務
中心服務業務3,710,9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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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8,464,772元，明細如
下：
(1)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22,000,000元。
(2)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47,013,600元。
(3)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
2,017,000元。
(4)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6,835,800
元。
(5)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
補助15,973,600元。
(6)強化整備身心障礙者長期照顧服務資源
2,280,282元。
(7)擴增地方輔具中心服務量能-強化整備
地方輔具中心長照輔具服務人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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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0,800元。
(8)失能身心障礙者特殊需求服務資源加值
計畫527,130元。
(9)社區日間作業設施計畫11,400,000元。
(10)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辦理C級巷弄
長照站整合計畫127,823,000元。
(11)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公費安置費
40,930,560元。
(12)老人福利機構資源整合型計畫
16,710,000元。
(13)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育有未滿2歲
兒童育兒津貼-育兒津貼670,946,000元。
(14)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育有未滿2歲
兒童育兒津貼-親職教育1,67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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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00元。
(16)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未滿2歲兒童
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補助273,628,200元。
(17)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地方政府專案
人力1,198,800元。
(18)特殊境遇家庭扶助16,164,000元。
3.追加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
理各項計畫經費3,408,500元，明細如下：
(1)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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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4,000元。
(2)性騷擾防治查核輔導教育訓練與被害人
服務計畫543,000元。
(3)嶄新企力、幸福耆蹟-高齡暨企業志工
推動計畫160,000元。
(4)辦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談「企業志工」
的角色與推動研討會400,000元。
(5)推動專科社工師合格訓練組織辦理專科
社會工作督導訓練計畫151,500元。
4.追加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益彩券
回饋金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23,419,748
元，明細如下：
(1)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中心
5,467,000元。
(2)加強建構身心障礙者通報、轉銜及個管
服務計畫523,248元。
(3)心智障礙雙老家庭支持整合服務計畫
2,786,500元。
(4)擴大育兒津貼專業服務費與教育宣導費
補助計畫2,037,000元。
(5)建置托育資源中心服務網及服務品質精
進計畫12,606,000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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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000
元。
6.以上1-5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680919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29,400

15

　　　68091909002
　　　營建工程

-
-2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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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追減已編列年度預算如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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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919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84,556
-

16

　　　680919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84,556
-
1.追加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
70,085,980元，明細如下：
(1)長照2.0整合型計畫-日間照顧開辦設施
設備及材料費1,600,000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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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身心障
礙者日間照顧服務中心開辦設施設備費及
修繕費6,299,000元。
(3)長照2.0整合型計畫-強化整備長期照顧
服務行政人力資源之設備費225,000元。
(4)長照2.0整合型計畫-長照服務資源佈建
之設備費、修繕費等12,432,000元。
(5)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
217,9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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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老人日
間照顧中心工程14,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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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活動中心-大同老
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工程18,000,000
元。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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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00元。
(9)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整建長照衛福據點-創新整合型服務據點-
北投區稻香市場拆除重建設置社區型長照
設施工程3,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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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公共托育家園1,57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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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福利服務中心工程及充實設施設備7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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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福利服務中心工程3,18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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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9,750元，明細如下：
(1)失能身心障礙者特殊需求服務資源加值
計畫2,529,870元。
(2)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辦理C級巷弄
長照站整合計畫3,499,880元。
(3)老人福利機構資源整合型計畫
7,440,000元。
3.追加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益彩券
回饋金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中
心試辦計畫」1,000,000元。
4.以上1-3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002 　00091910000
　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657
-

　　6809191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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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9191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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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9191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350
-

06

　　　6809191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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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我心中
話-建構身心障礙者異想世界/臺北市永福
之家-改善及充實安全環境設備計畫」經費
如列數。

01

003 　00091920000
　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

154
-

　　6809192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54
-

04

　　　6809192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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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6
-

　　6809193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7,623
-

03

　　　6809193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7,6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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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
增聘兒少保護社會工作人力1,467,809元。
2.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
增聘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社工人力
1,320,286元。
3.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充實地方政府社工
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312,902元。
4.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整合保護性服務與
高風險家庭服務1,753,821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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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31元。
6.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執行風險工
作補助費2,579,200元。

01

　　6809193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333
-

05

　　　6809193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333
-
追加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
「充實集中派案中心辦公空間及設施設備
計畫」如列數。

01

10 00100000000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主管

28,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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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00102110000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28,411
-

　　6910211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28,411
-

03

　　　6910211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28,411
-
追加勞動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如列
數，明細如下:
1.青年職涯發展實施計畫7,739,210元。
2.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辦理國內招募活動
之協助業務計畫136,940元。
3.現場徵才活動計畫1,900,000元。
4.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實施計畫
9,244,778元。
5.促進經濟型遊民就業實施計畫2,79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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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5,585元。

01

11 00110000000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主管

4,701
-

001 　00112300000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4,701
-

　　391123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701
-

04

　　　391123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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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123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4,000
-

07

　　　391123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4,000
-
0248-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追加交通部補助辦理「道路交通秩序與交
通安全改進方案─運用科技分析嚴重不當
駕駛行為及提升行車安全計畫(臺北市辛亥
隧道)」經費如列數。

01

12 00120000000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主管

412,100
-7,981

001 　00122700000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412,100
-7,981

　　70122700100
　　一般行政

-
-1,381

02

　　　70122700101
　　　行政管理

-
-1,381

因獲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強化社會安全網
計畫-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
服務，爰追減已編列年度預算如列數。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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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22700600
　　食品藥物管理業務

2,300
-

05

　　　70122700601
　　　食品藥物管理工作

2,300
-
追加行政院核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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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如列數。

01

　　70122700700
　　稽查業務

250
-

06

　　　70122700701
　　　衛生稽查

250
-
追加行政院核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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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如列數。

01

　　701227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97,818
-

10

　　　701227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397,818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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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07,600元，明細如下：
(1)菸害防制工作計畫19,071,000元。
(2)衛生保健工作計畫13,275,600元。
(3)癌症防治人力計畫4,461,000元。
2.追加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
360,157,587元，明細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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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5,169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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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00元。
(3)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策略三：整合加
害人合併精神疾病及自殺防治服務-社會工
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執行風險工作補助費
158,400元。
(4)長照十年計畫2.0-照顧管理中心
76,636,451元。
(5)長照2.0整合型計畫-照顧管理及政策鼓
勵服務55,090,620元。
(6)長照2.0整合型計畫-強化整備地方政府
行政人力1,947,345元。
(7)長照2.0整合型計畫-社區整體照顧服務
體系39,556,000元。
(8)長照2.0整合型計畫-專業服務及喘息服
務計畫135,226,469元。
(9)失智照護服務計畫29,387,133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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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000
元。
4.以上1-3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70122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750
-6,600

13

　　　70122709002
　　　營建工程

1,100
-6,600

1.追加行政院核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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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如列數。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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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整合型服務據點-北投稻香市場拆
除重建設置社區型長照設施，爰追減已編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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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年度預算如列數。

　　　70122709004
　　　其他設備

1,650
-
追加行政院核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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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如列數。

03

　　701227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8,982
-

14

　　　701227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8,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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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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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元。
(2)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整建長照衛福據點-創新整合型服務據點-
北投稻香市場拆除重建設置社區型長照設
施6,600,000元。
(3)長照十年計畫2.0-照顧管理中心
294,000元。
(4)長照2.0整合型計畫-強化整備地方政府
行政人力75,000元。
(5)長照2.0整合型計畫-社區整體照顧服務
體系1,500,000元。
(6)失智照護服務計畫412,667元。

01

13 00130000000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主管

31,395
-

001 　00133000000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1,395
-

　　73133000300
　　公害防治

300
-

02

　　　73133000302
　　　水污染防治及病媒環藥毒
　　　化物管制

300
-
追加行政院核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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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如列數。

02

　　731330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0,745
-

07

　　　731330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30,7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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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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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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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3,980,000元。
3.追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
局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3,100,000元，明
細如下：
(1)毒物及化學物質源頭查核管理計畫
2,200,000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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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農地環境雜草管理專案計畫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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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000
元。
5.追加經濟部補助辦理「107年度村里節電
大車拼獎金」經費14,350,070元。
6.追加經濟部能源局補助辦理「節能示範
推廣計畫」經費7,000,000元。
7.以上1-6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731330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00
-

10

　　　73133009004
　　　其他設備

300
-
追加行政院核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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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如列數。

04

　　731330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50
-

11

　　　731330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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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00140000000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主管

95,788
-

001 　00143200000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000
-

　　611432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2,000
-

04

　　　611432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2,000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劃
設」經費如列數。

01

003 　00143220000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93,788
-

　　59143221000
　　建管業務

86,788
-

02

　　　59143221001
　　　建築管理及違建處理

86,788
-
追加行政院核定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
辦理各項計畫經費如列數，明細如下：
(1)建築物結構快篩及階段性補強作業計畫
74,800,000元。
(2)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
估計畫11,987,500元。

01

　　5914322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7,000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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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4322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7,000
-
1.追加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建立綠建
築審核及抽查計畫」經費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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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15 00150000000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主管

126,088
-280,049

001 　00153400000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16,060
-280,049

　　531534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44,305
-

07

　　　53153406201
　　　接受中央政府補助業務支
　　　出

3,5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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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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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0
元。
2.臺北南港臺電倉庫ARI藝術實驗基地營運
移轉(ROT/OT)案前置作業服務1,680,000
元。

01

　　　531534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40,725
-
1.追加文化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
37,190,000元，明細如下：
(1)地方扶植傑出演藝團隊計畫600,000
元。
(2)107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博物館及
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3,770,000元。
(3)108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博物館及
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22,8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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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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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000元。
2.追加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辦理各項計
畫經費3,235,000元，明細如下：
(1)107年度有形文化資產之文化資產保存
維護計畫1,735,000元。
(2)108年度有形文化資產之文化資產保存
維護計畫1,500,000元。
3.追加國家人權博物館補助辦理台北二二
八紀念館「228國際人權展：濟州4．3」
計畫經費300,000元。
4.以上1-3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2

　　531534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280,049

10

　　　53153409002
　　　營建工程

-
-270,049

配合行政院核定「北部流行音樂中心」修
正計畫，爰追減已編列年度預算如列數。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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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53409004
　　　其他設備

-
-10,000

配合行政院核定「北部流行音樂中心」修
正計畫，爰追減已編列年度預算如列數。

03

　　531534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71,755
-

11

　　　531534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71,755
-
1.追加文化部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
67,156,894元，明細如下：
(1) 107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博物館及
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250,000元。
(2) 108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博物館及
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3,2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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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66,894元。
2.追加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辦理「107年
度有形文化資產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
畫」經費4,598,017元。
3.以上1-2項共計追加如列數。

01

003 　00153420000
　臺北市立文獻館

528
-

　　5315342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528
-

04

　　　5315342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528
-
追加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辦理各項計畫
經費如列數，明細如下：
1.107年度臺北市文物普查專案管理計畫
397,800元。
2.108-109年臺北市文物普查專案管理計畫
130,000元。

01

004 　00153430000
　臺北市立美術館

9,500
-

　　5315343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500
-

03

　　　5315343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3,500
-
追加文化部補助辦理「第58屆威尼斯國際
美術雙年展」經費如列數。

01

　　5315343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6,000
-

05

　　　5315343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6,000
-
追加文化部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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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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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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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00163600000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339
-181

　　33163601600
　　消防業務

-
-87

02

　　　33163601601
　　　災害防救業務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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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636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39
-94

03

　　　331636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339
-94

1.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燃氣熱水器遷移
或更換」經費如列數。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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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00元。
3.因內政部消防署調整減列原補助「市民
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經費，爰追減已
編列年度預算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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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8
-21,200

001 　00183800000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13,168
-21,200

　　611838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3,168
-21,200

06

　　　611838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13,168
-21,200

1.追加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
費如列數，明細如下：
(1)臺北市旅遊服務中心營運管理補助計畫
4,917,600元。
(2)2019臺北燈節2,000,000元。
(3)執行違法旅宿管理工作補助提案計畫
1,100,000元。
(4)「台灣好行」服務升級計畫-北投竹子
湖線2,000,000元。
(5)107年度「借問站」創新旅遊服務推廣
修正計畫1,150,000元。
(6)2019小鎮漫遊(北投與大稻埕)觀光推廣
計畫2,000,000元。
2.追減經濟部補助辦理「縣市共推住商節
電行動計畫」之經費，移撥產業發展局辦
理如列數。

01

19 0019000000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主管

499
-

001 　0019390000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4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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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939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499
-

03

　　　331939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4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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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各直轄
市所轄地政事務所購置QRcode/Barcode掃
描器210,000元。
2.地籍清理第2期實施計畫289,000元。

01

20 00200000000
臺北市政府兵役局主管

37,200
-

001 　00204100000
　臺北市政府兵役局

37,200
-

　　332041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7,182
-

03

　　　332041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37,182
-
追加內政部役政署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
如列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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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000
元。
3.替代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及慰助
2,882,000元。
4.替代役役男入營輸送783,000元。
5.軍人公墓管理維護及災害修護1,307,000
元。

01

　　332041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8
-

06

　　　332041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8
-
追加內政部補助辦理「強化戶役政基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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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22
-

001 　00224300000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49,922
-

　　532243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39,552
-

03

　　　532243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35,012
-
追加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
如列數，明細如下：
1.107年度運動選手輔導照顧實施計畫
2,845,080元。
2.運動i臺灣計畫專案18,176,000元。
3.深耕基層棒球扎根工作培訓計畫
4,770,000元。
4.強化社會甲組棒球隊組訓計畫7,600,000
元。
5.參加「2019國際運動總會聯合會年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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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SportAccord Convention)」所需經
費980,000元。
6.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舉重、射箭及羽球
區域性對抗賽640,000元。

　　　53224306201
　　　接受中央政府補助業務支
　　　出

4,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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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新生及碧湖公園游泳池促參前置
作業計畫1,960,000元。
2.臺北市三民公園游泳池促參前置作業計
畫1,600,000元。
3.天母運動場區網球場促參前置作業計畫
980,000元。

02

　　532243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0,370
-

06

　　　532243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10,370
-
追加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各項計畫經費
如列數，明細如下：
1.107年度補助高中重點學校基層運動選手
訓練站訓練環境及器材設備計畫2,477,000
元。
2.107年度補助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改善訓
練環境及器材設備計畫2,821,313元。
3.108年度補助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改善訓
練環境及器材設備計畫2,970,795元。
4.108年度補助高中重點學校基層運動選手
訓練站改善訓練環境及器材設備計畫
2,100,000元。

01

23 00230000000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主管

34,124
-

001 　00234400000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34,124
-

　　322344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29,624
-

05

　　　32234406201
　　　接受中央政府補助業務支
　　　出

29,6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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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344092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4,500
-

06

　　　32234409201
　　　接受中央政府補助建設支
　　　出

4,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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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
-

001 　00244500000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4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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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445062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421
-

07

　　　32244506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
　　　支出

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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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

10

　　　32244509202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
　　　支出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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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購置平板電
腦1臺及彩色雷射印表機1臺，共計如列
數。

01

25 00290000000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主管

49,971
-

001 　00291010000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49,971
-

　　79291016000
　　債務付息

49,971
-

05

　　　79291016001
　　　債務付息

49,971
-
追加償還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後續路
網建設計畫自償性經費未償債務餘額利息
費用如列數。

01

總計 4,511,518
-1,04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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