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40,914 73,894 97,621 -32,980

經常門合計 40,914 73,894 97,621 -32,980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8,000 7,000 16,559 1,000

076 　03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

8,000 7,000 16,559 1,000

01 　　0311220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8,000 7,000 15,650 1,000

01 　　　03112200101

　　　罰金罰鍰

8,000 7,000 15,650 1,000 違反發展觀光條例、旅館業管理

規則、民宿管理辦法及溫泉法等

裁罰收入。8,000千元

02 　　03112200300

　　賠償收入

- - 909 -

01 　　　0311220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909 -

03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9,250 9,300 8,920 -50

081 　04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

9,250 9,300 8,920 -50

01 　　04112200100

　　行政規費收入

50 50 425 -

01 　　　04112200102

　　　證照費

50 50 425 - 本市旅館業及民宿經營者申請登

記或補發、換發證照費，及溫泉

業者申請核發溫泉標章費。50千

元

02 　　04112200200

　　使用規費收入

9,200 9,250 8,495 -50

01 　　　04112200213

　　　場地設施使用

　　　費

9,000 9,000 8,495 - 后里馬場清潔維護費及場地設施

使用費。（收支併列9,000,000

元）9,000千元

02 　　　04112200214

　　　服務費

200 250 - -50 臺中市觀光旅遊導覽專車活動報

名費。200千元

04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2,164 2,194 719 -30

088 　06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

2,164 2,194 719 -30

01 　　06112200100

　　財產孳息

2,164 2,194 617 -30

01 　　　06112200101

　　　利息收入

100 100 87 - 專戶存款利息收入。1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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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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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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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6112200102

　　　租金收入

1,703 1,733 30 -30 臺中市假日廣場服務中心營運移

轉案土地租金收入。1,703千元

03 　　　06112200103

　　　權利金

361 361 500 - 臺中市假日廣場服務中心營運移

轉案經營權利金。361千元

02 　　06112200500

　　廢舊物資售價

- - 102 -

01 　　　06112200501

　　　廢舊物資售價

- - 102 -

06 08000000000

補助收入

21,500 55,400 68,546 -33,900

046 　08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

21,500 55,400 68,546 -33,900

01 　　081122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21,500 55,400 68,546 -33,900

01 　　　0811220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21,500 55,400 68,546 -33,900 臺中市清水區大楊油庫軍事觀光

廊帶建置工程。(依據交通部觀

光局103.6.3觀技字第1030012401

號函)(觀光工程科)20,000千元

中臺灣觀光遊憩景點設施整合計

畫。(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103.6.10發國字第10312012412號

函)(觀光工程科)1,500千元

08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 - 2,877 -

078 　11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

- - 2,877 -

01 　　11112200200

　　雜項收入

- - 2,877 -

01 　　　1111220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485 -

02 　　　111122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 - 2,392 -

 112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