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05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46,635 40,914 114,264 5,721

經常門合計 46,635 40,914 114,264 5,721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10,000 8,000 16,331 2,000

080 　03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

10,000 8,000 16,331 2,000

01 　　0311220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10,000 8,000 15,543 2,000

01 　　　03112200101

　　　罰金罰鍰

10,000 8,000 15,543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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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千元

02 　　03112200300

　　賠償收入

- - 788 -

01 　　　0311220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788 -

03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4,656 9,250 9,586 -4,594

082 　04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

4,656 9,250 9,586 -4,594

01 　　04112200100

　　行政規費收入

60 50 228 10

01 　　　04112200102

　　　證照費

60 50 22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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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千

元

02 　　04112200200

　　使用規費收入

4,596 9,200 9,358 -4,604

01 　　　04112200213

　　　場地設施使用

　　　費

4,596 9,000 9,113 -4,404 后里馬場清潔維護費及場地設施

使用費。（收支併列4,596,000

元）4,596千元

02 　　　04112200214

　　　服務費

- 200 245 -200

04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2,282 2,164 2,823 118

088 　06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

2,282 2,164 2,823 118

01 　　06112200100

　　財產孳息

2,282 2,164 2,800 118

01 　　　06112200101

　　　利息收入

50 100 76 -50 專戶存款利息收入。50千元

02 　　　06112200102

　　　租金收入

1,871 1,703 2,693 168 臺中市假日廣場服務中心營運移

轉案土地租金收入。1,87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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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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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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明及法令依據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03 　　　06112200103

　　　權利金

361 361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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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3 -

01 　　　06112200501

　　　廢舊物資售價

- - 23 -

06 08000000000

補助收入

29,697 21,500 82,789 8,197

047 　08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

29,697 21,500 82,789 8,197

01 　　081122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29,697 21,500 82,789 8,197

01 　　　0811220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29,697 21,500 82,789 8,197 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

畫-臺中市山線苗栗至南投段自

行車道串接工程。(依據教育部

體育署104.5.22臺教體署設(三)字

第1040013427號函)(觀光工程

科)24,000千元

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

畫-臺中市東西向大甲至日南自

行車道建置工程。(依據教育部

體育署104.6.25臺教體署設（

三）字第1040018839A號函)(觀光

工程科)1,800千元

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

畫-臺中市甲后線自行車道規劃

設計。(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4.6.25臺教體署設（三）字第

1040018839B號函)(觀光工程

科)1,000千元

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

畫-東豐、后豐自行車道串連環

島示範計畫。(依據教育部體育

署104.7.7臺教體署設（三）字第

1040020351A號函)(觀光工程

科)1,500千元

104年度借問站創新旅遊服務推

廣計畫。(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4.7.27觀旅字第10450015025號

函)(旅遊行銷科)19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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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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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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新社花海暨臺中國際花毯節

活動及品質提升計畫。(依據交

通部觀光局104.7.20觀旅字第

1045001437號函)(旅遊行銷

科)1,200千元

08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 - 2,735 -

075 　11112200000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

- - 2,735 -

01 　　11112200200

　　雜項收入

- - 2,735 -

01 　　　1111220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82 -

02 　　　111122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 - 2,6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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