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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所屬年度 收退類型 承辦單位 預算科目 繳納金額 退還金額 轉正金額 備註

1100902 108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5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80102981號、發文日期：1081106、繳款

人：陳景隆君(永旭文教機構場所負責人)、依

繳費單編號：7102801081214061所開立之繳款

書【13972900069903】

1100902 109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900683901號、發文日期：1090811、繳款

人：張語浚(臺中市私立冠昱東榮文理短期補

習班負責人)、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090909682所開立之繳款書      9/24

已退還【13970100069899】

1100902 109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90068390號、發文日期：1090811、繳款

人：張語浚(臺中市私立冠昱東榮文理短期補

習班負責人)、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090910013所開立之繳款書      9/24

已退還【13974200069900】

1100902 109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900683901號、發文日期：1090811、繳款

人：張語浚(臺中市私立冠昱東榮文理短期補

習班負責人)、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090909675所開立之繳款書      9/24

已退還【13976900069901】

1100902 109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90068390號、發文日期：1090811、繳款

人：張語浚(臺中市私立冠昱東榮文理短期補

習班負責人)、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090910020所開立之繳款書      9/24

已退還【13978400069898】

1100902 109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90047372號、發文日期：1090604、繳款

人：謝文傑(場所負責人)、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090610095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910006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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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902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幼兒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幼字第

11000529101號、發文日期：1100716、繳款

人：曾菀煖、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0711524所開立之繳款書     9/24

已退還【13978200070630】

1100908 109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90047372號、發文日期：1090604、繳款

人：謝文傑(場所負責人)、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090610105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6100071116】

1100911 108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80102982號、發文日期：1081106、繳款

人：許晨暘君(迪尼森藝術空間場所負責人)、

依繳費單編號：7102801081112182所開立之繳

款書【13978800071117】

1100911 108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80102982號、發文日期：1081106、繳款

人：許晨暘君(迪尼森藝術空間場所負責人)、

依繳費單編號：7102801081112175所開立之繳

款書【13970500071118】

1100911 109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90000834號、發文日期：1090107、繳款

人：陳錫仁君(場所負責人)、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090301090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2200071119】

1100911 109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90000834號、發文日期：1090107、繳款

人：陳錫仁君(場所負責人)、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090301083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4200071120】

1100911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幼兒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幼字第

1100060590號、發文日期：1100816、繳款

人：戴智梅、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0812023所開立之繳款書      9/24

已退還【1397820007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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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911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50,000

幼兒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幼字第

1100059301號、發文日期：1100810、繳款

人：戴秀琴、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0808014所開立之繳款書      9/23

已退還【13971400071940】

1100923 108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0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080068653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70,000元，(第23/35期)

，受處分人:陳建舜，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7/27

【21152200006155】

1100923 108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0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080068653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70,000元，(第20/35期)

，受處分人:陳建舜，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5/24

【21155100006152】

1100923 108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080065668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20/36期)

，受處分人:田琬馨，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5/24

【21155400006156】

1100923 108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080065668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21/36期)

，受處分人:田琬馨，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6/23

【21157100006157】

1100923 108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0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080068653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70,000元，(第21/35期)

，受處分人:陳建舜，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6/23

【21157800006153】

1100923 108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0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080068653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70,000元，(第22/35期)

，受處分人:陳建舜，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7/27

【2115950000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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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923 108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080065668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22/36期)

，受處分人:田琬馨，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7/27

【21159800006158】

1100923 109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0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090032209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13/30期)

，受處分人:徐秀媚，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7/27

【21150800006149】

1100923 109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0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090032209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14/30期)

，受處分人:徐秀媚，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7/27

【21152800006150】

1100923 109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0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090032209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15/30期)

，受處分人:徐秀媚，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7/27

【21154500006151】

1100923 109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0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090032209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12/30期)

，受處分人:徐秀媚，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5/3

【21158100006148】

1100923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租金收入 498,702
本校收取100/11/1-105/10/31分期校地占用使

用補償金繳庫【13979900077098】

1100923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違反兒少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100030978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徐巧錦，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基

金專戶。      原繳款日6/23

【21150100006280】

1100923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0,000

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罰鍰$30000（繳費單編

號：7102801100803307）      原繳款日8/26

【2115020000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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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923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50,000

戴秀琴幼照法罰鍰$50,000(幼處分11007421、

銷帳808014)     原繳款日9/11

【21157800006455】

1100923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違反兒少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100039213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王惠娟，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基

金專戶。     原繳款日6/23

【21158100006279】

1100923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0,000

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罰鍰（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0803297）     原繳款日8/26

【21158500006180】

1100924 108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80075506號、發文日期：1080820、繳款

人：徐鳳珠君(臺中市南區樹德里德吉街303號

場所負責人)、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080903275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0200077243】

1100924 108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80075506號、發文日期：1080820、繳款

人：徐鳳珠君(臺中市南區樹德里德吉街303號

場所負責人)、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080903268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600077007】

1100924 108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80065668號、發文日期：1080722、繳款

人：田琬馨君(澄碩文教場所負責人)、依繳費

單編號：7102801080806426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2100077239】

1100924 108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80065668號、發文日期：1080722、繳款

人：田琬馨君(澄碩文教場所負責人)、依繳費

單編號：7102801080806419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3300077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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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924 108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5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80102981號、發文日期：1081106、繳款

人：陳景隆君(永旭文教機構場所負責人)、依

繳費單編號：7102801081214078所開立之繳款

書【13976100077009】

1100924 108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80075506號、發文日期：1080820、繳款

人：徐鳳珠君(臺中市南區樹德里德吉街303號

場所負責人)、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080903282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8500077242】

1100924 109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0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0900683901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50,000元，(第24/25期)

，受處分人:張語浚，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9/2

【21150300006277】

1100924 109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0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0900683901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50,000元，(第25/25期)

，受處分人:張語浚，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9/2

【21152000006278】

1100924 109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0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090068390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50,000元，(第24/25期)

，受處分人:張語浚，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9/2

【21156900006275】

1100924 109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0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090068390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50,000元，(第25/25期)

，受處分人:張語浚，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9/2

【21158600006276】

1100924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曾菀煖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006239、銷帳711524)     原繳款日9/2

【21151600006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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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924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施長嘉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006083、

銷帳712109)      原繳款日8/26

【21153700006125】

1100924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戴智梅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007645、

銷帳812023)     原繳款日9/11

【21154600006456】

1100924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竇瑜芬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006237、銷帳711517)      原繳款日8/26

【21155400006126】

1100924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王慶賜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006871、

銷帳720733)      原繳款日8/26

【21157100006127】

1100928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幼兒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幼字第

1100061667號、發文日期：1100819、繳款

人：葉炯明、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0815624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0700075469】

1100928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幼兒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幼字第

1100065760號、發文日期：1100830、繳款

人：陳明志、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0824802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100076879】

1100928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幼兒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幼字第

11000616671號、發文日期：1100819、繳款

人：蔡伊昀、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0815631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2700075470】

1100928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375,941,036
本局辦理110年至8月31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

公務預算市庫【13972800078726】

1100930 104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社會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社字第

1040073237號、發文日期：1040923、繳款

人：李桂珍、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051102098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0400077766】



臺中市政府

機關收入明細表
收入日期：110/09/01~110/09/30

會計年度：110

單位：新台幣元

列印日期：110/10/05

頁次：8/8

日期 所屬年度 收退類型 承辦單位 預算科目 繳納金額 退還金額 轉正金額 備註

1100930 104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社會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社字第

1040073237號、發文日期：1040923、繳款

人：李桂珍、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051102108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2100077767】

各欄小計 376,567,238 187,500

收入合計 376,379,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