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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本局組織規程奉考試院 101.8.1考授銓法五字第

1013628775號函發布，掌理全市教育行政業務，組織規程修正經考

試院 107.4.11考授銓法五字第 1074362600號函同意備查。 

（二）內部分層業務 

1、教育局：掌理全市教育行政業務。 

2、各級學校：掌理高級中學、職業學校、特殊學校、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及幼兒園等教育事項。 

3、家庭教育中心：掌理家庭教育推廣等活動事項。 

 

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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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一）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決算辦理概況 

1、歲入部分：預算數 11,346,514千元，決算數 11,322,449千元，執

行率 99.79%。 

2、歲出部分：預算數 52,742,769千元，決算數 52,683,775千元，執

行率 99.89%。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概況： 

1、歲入部分：預算數 13,985,049千元，截至 6月底實收數 5,049,249

千元，執行率 36.10%。 

2、歲出部分：預算數 55,348,604千元，截至 6月底實付數 30,909,728

千元，執行率 55.85%。 

三、本年度施政計畫重點及預算提要 

（一）本年度計畫重點及預期績效 

1、強化校園安全 

(1)逐年更新老舊校舍，補強校舍耐震能力：持續積極辦理老舊校舍

改建及補強，以維師生安全。 

(2)國中小校園全面裝冷氣：為改善本市學校夏季教室悶熱問題，提

升學生學習環境，將分年編列經費，配合中央逐步協助本市各校

完成電力改善及冷氣裝設等。 

(3)逐年更新跑道、遊戲器材：協助學校進行跑道工程圖說審查及施

工工程督導，落實遊戲器材自主檢查與安全檢驗，發展 12 感官

之遊戲器材，建構符合學童需求之特色遊具。 

(4)建置學校午餐食材安全三層品管機制：落實中央抽查、地方督導

及學校自主管理，藉由午餐供應商、學校、農業及衛生局三方進

行篩檢與抽驗，成立「臺中市跨局處校園午餐食品安全聯合稽查

小組」，為校園食品安全層層把關。 

(5)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建立本市「有愛無礙」之校園環境，使身

心障礙學生能在校園中行動順利，提供友善學習環境。 

(6)建置綠能太陽光電設施：265 校已標租或已設置太陽光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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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並回饋校務基金。 

(7) 加強學生「藥物濫用」防制教育，強化與警政、衛政及教育連

繫平臺，營造健康、清新及無毒校園環境。 

2、加強品德教育 

(1)推動品德教育課程融入日常生活習性相關活動，協助學生將學習

成效轉化為人格操守的一部分，奠基優良公民的教育基礎。 

(2)推展閱讀教育，奠基學生品德發展：補助學校購置優良圖書，從

閱讀活動培養學生優良品格，並辦理愛閱家庭計畫，從親子共讀

發展品德。 

(3)培養學生具備美感素養，從生活中正向發展品德：辦理藝文館所

參訪，舉辦多元美感展演活動，營造學生美感體驗機會，落實生

活美學，豐富學生多元感官體驗，以正向態度積極生活，發展優

良品德。 

3、重視校長、教師專業發展 

(1)重視校長、教師專業發展：系統性規劃本市教育人員相關專業成

長方案，協助學校建立共備觀議課機制，持續推動校長領導專業

成長社群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針對新課綱實施成效與教師增能

需求進行評估，俾利提供教師更客製化的增能規劃，以自發、互

動、共好之概念，持續推動校長及教師專業成長。 

(2)降低生師比：減輕教師負荷，使教師能更專注於每個孩子，提供

更優質的教學品質，提升教學成效。 

(3)推動各科教師專任化：持續辦理各類科增能研習，鼓勵教師進修

第二專長，並辦理各項專長教師甄選，活用編制內、外教師編制，

以滿足學校師資需求。 

(4)美感教育扎根校園，推廣藝美校本課程專業發展：辦理幼兒園至

高中各教育階段校長及教師美感增能研習及工作坊，運作教育學

習社群發展美感教育課程與教案，結合大專院校藝術與美感教育

資源，提升各領域教師將美感教育融入課程規劃能力。 

4、建立家長、媒體夥伴關係 

(1)融合家長信念，共推新課綱：新課綱精神理念的實踐必須強化親

師之間的協同合作，增進親職教養知能，共同關注學生適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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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期辦理座談，建立夥伴關係：推動家長學苑，經由定期教育議

題座談會進行雙向溝通，辦理家長成長課程，提升家長理解教育

政策並正向參與教育事務之知能，支持學生有效學習與適性發

展。 

(3)主動聯繫媒體，建立宣傳管道：透過主動提供新聞稿等訊息予媒

體報導。辦理研習，談論教育亮點。接受媒體專訪、經營網路社

群發布教育訊息等方式，宣導本市教育政策、作為及行銷學校辦

學特色。 

(4)製播「臺中好棒．教育好樣」節目：為建立宣導本市教育施政作

為多元管道，並讓市民知悉本市校園亮點，持續與國立教育廣播

電臺彰化分臺合作，製播「臺中好棒．教育好樣」廣播節目，於

每星期六上午 10：05-11：00播出。另為吸引及擴大節目收聽群，

以聽眾角度，積極策劃能引起市民共鳴之教育話題。 

5、增進在地特色連結 

(1)推動新住民及其子女教育：建立新住民教師同區域共聘機制，辦

理語文樂學計畫，推動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行動式學習中心，提

供久居東南亞返國後的學生多種模式的支持系統與客製化服

務，成立新住民學習中心，打造新住民宜居的友善城市。 

(2)推動校園社區共讀站：於校園建置社區共讀站，除提供校內師生

優質閱讀空間，並開放社區居民共享學校圖書資源，積極促進學

校與社區的良好互動。 

(3)推動社區大學業務：本市共 11所社區大學，範圍涵蓋 29個行政

區，每年度均開設學術類、社團類及生活技能類等核心課程。 

(4)推動樂齡學習工作：提供長者學習機會，達到「活躍老化」及「高

齡友善城市」，提倡敬老、親老價值觀念，促進世代融合，營造

老幼共學氛圍，結合社區在地資源，發展樂齡學習特色。 

(5)守護偏鄉學童，落實教育均等：「偏鄉鄰近學校策略聯盟」制度，

落實偏鄉學校教育資源整合思維，推動「靶心學習創新課堂」計

畫，聚焦差異化教學，重視學習歷程，保障基本學力。 

(6)維繫原民語文傳承，提升教學品質：辦理原住民族語認證研習，

開設教師原住民族語教學增能相關研習，提供觀摩競賽學習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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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設立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協助各校推展「臺灣母語日」

相關活動，提升原住民族語運用能力，促進學生體驗傳統文化，

培養尊重及包容之人文素養。 

(7)青秀臺中、適性飛揚： 

①規劃產學合作，培育各階層技術人才：發展並推廣臺中市技職

教育產學合作多元創新模式，推動就創業導師計畫，辦理高中

職學生工藝巧技培育營隊與論壇、推動精技標竿獎勵措施，激

勵技職學生展現精湛專業、精實推動技職產學專班實習職場師

徒制等策略。 

②落實產官學研合作：結合大學校院與合作企業推動跨校式產學

合作人才培育專班、推動技職學校集中式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專

班。 

③建置技職產學訓用資訊平台：建置臺中市產業公(協)會產學實

習合作平台(資料庫)、產業百工職場實務影音媒體知識庫及結

合區域產業特色與技職學校、區域產業亮點展示中心。 

④提供技職教育適性入學平台及宣導：為培植產業各階層人才，

適時適性提供技職教育宣導，協助國中小親師生多元探索管道

及宣導技職群科課程，引導社區各國中學生適性揚才就近入

學。 

⑤跨校合作多元育才，產官學研合作鏈結新興產業：數位科技新

興產產業人才培育受到重視，對於新興產業相關課程，教育局

透過與 AWS(亞馬遜網路服務公司)和逢甲大學共同辦理「臺中

市數位轉型與雲端創新人才培育計畫」，以貼近產業人才需求

為教育目標。 

6、推動科技教育，建置智慧學習環境 

(1)補助中小學資訊科技教室資訊設備更新採購：補助學校資訊設

備，以 4年為 1期逐年更新汰換，建構數位化學習環境，充實本

市中小學資訊教育軟硬體基本建設，提升教師資訊應用素養的能

力與資訊融入教學能力，擴大資訊教育的範疇與內涵。 

(2)發展資訊教育市本課程：發展資訊教育市本課程國中小銜接學習

指標及教材，研編資訊教育市本課程教師參考手冊及師資培訓課

程，建置資訊教育市本課程教學資源與認證平臺，發展並推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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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國中小學生資訊素養認證，確保資訊教育學習品質。 

(3)創客及自造教育：設立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結合在地資源推動

科技教育。Maker 夢想行動教室，以高端配備及專業師資巡迴本

市偏遠國中小授課，達成創客教育資源均質化，辦理科學教育園

遊會，讓學生動手操作體驗科技之美，符應 12 年國教新課綱培

養學生核心素養的精神。 

7、接軌國際，培養學生全球移動力 

(1)培養立足臺中，接軌亞太，放眼國際的世界公民：本市國際教育

旨在使學生於求學過程奠定基礎核心能力，浸潤國際教育學習環

境，建立語言能力、國際與多元文化視野，成為具備全球移動力

之優質世界公民。擬定「臺中市各級學校推動國際教育實施計

畫」，以「在地國際化」、「雙語教育」及「國際交流」為核心目

標，建立本市國際教育藍圖，逐步落實本市國際教育。 

(2)建立推動機制，促進教育國際化：組織國際教育推動諮詢委員會

擔任智庫，並研定總體執行計畫，引領本市國際教育發展。以「培

養立足臺中，接軌亞太，放眼國際的世界公民」為願景，透過國

際教育課程、促進教師專業發展、達成學校國際化、提升學生英

文能力、第二外語課程與師資、建置課程資源中心、推動雙語教

育；以學生參訪、學生學習、教師交流等作為，促進本市教育國

際化。 

(3)提升外師比例與外師資源：逐年增加外師名額，培育教師國際教

育議題融入課程能力，辦理相關增能研習，優化專業內涵，厚實

創新教學。辦理觀摩競賽學習、英語專車等營隊活動，營造有趣、

生活化之英語學習環境，提升學習英語之興趣。 

8、建構樂居、樂學及樂活支持系統 

(1)公幼倍增及擴充非營利幼兒園：積極盤點各行政區公共化教保服

務供需情形及學校空餘教室釋放情形，優先於公共化教保服務據

點數比率及核定總招收人數未達 4成且需求量較高之目標區域增

設公共化教保服務提高幼生進入公共化幼兒園就讀機會。

108-111 年積極擴增本市平價優質公共化幼兒園達 180 班以上，

保障幼生就學權益。 

(2)積極推展運動風氣，厚植競技體育實力：為積極推展校園運動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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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鼓勵學校開設多元運動社團，並辦理多項普及化運動，引領

學校提升學生體適能。健全本市學校體育三級銜接機制，並協助

本市學校運動團隊訓練、參賽經費補助，藉以厚植本市競技體育

實力。 

(3)推動學生學習扶助政策，推動減 C政策，透過學生學習扶助、教

師專業知能精進計畫、分組學習、以及運用各式民間資源辦理

國、英語及數學學生學習扶助，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弭平學生

間學習落差，落實教育機會均等，達到成就每位學生之目標。 

（二）本年度預算提要及成本估計： 

1、歲入部分：歲入預算數 12,631,876 千元，其中稅課收入 479,680

千元，罰款及賠償收入 14千元，規費收入 85千元，財產收入 244

千元，補助及協助收入 12,151,853千元。 

2、歲出部分：歲出預算數 54,062,753千元，依經資門分： 

（1）經常門預算數 50,017,637千元（佔 92.52%），包括：人事費

8,512 千元，業務費 14,203 千元，獎補助費 49,982,922 千

元，第一預備金 12,000千元。其中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各項

教育業務 32,061,674 千元，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支出

10,839,363千元，教育人員退休給付 6,652,818千元，提撥

提撥勞工退休金準備(教育)7,600 千元，教育人員撫卹給付

30,000千元，教育人員因公致殘死亡慰問金 2,000千元，教

育人員各項補助 384,832千元，第一預備金 12,000千元；臺

中市家庭教育中心：行政管理 10,038 千元，推展家庭教育

17,312千元。 

（2）資本門預算數 4,045,116 千元（佔 7.48%），包括：設備及

投資 188 千元，獎補助費 4,044,928 千元。其中臺中市政府

教育局：各項教育建設工程及設備 2,267,040 千元，接受中

央各部會補助建設支出 1,777,888 千元；臺中市家庭教育中

心：行政管理 100千元，一般建築及設備 88千元。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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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必要之分析事項： 

（一） 主要增加原因：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本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之補助增加 150,780

千元。 

2、 平均地權基金對本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之補助增加 17,322千元。 

3、 環境保護基金對本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之補助增加 5,680千元。 

4、 市庫對本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之補助增加 45,902千元。 

5、 家庭教育中心業務費增加 1千元。 

6、 家庭教育中心中央補助國民小學弱勢學生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

經費增加 674千元。 

（二） 主要減少原因： 

1、 中央對本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之補助減少 1,503,762千元。 

2、 食品藥物安全處對本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之補助減少 1,209千元。 

3、 家庭教育中心正式人員人事費減少 353千元。 

4、 家庭教育中心中央補助建置友善家庭空間、通用設計及無障礙環境

計畫經費減少 886千元。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比較總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名           稱

　 　　　　　合　　　計 12,631,876 13,985,049 11,322,449 -1,353,173

稅課收入 479,680 443,980 412,349 35,700

01 　稅課收入 479,680 443,980 412,349 35,700

01 　　統籌分配稅 479,680 443,980 412,349 35,7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14 - - 14

02 　罰款及賠償收入 14 - - 14

01 　　罰金罰鍰及怠金 14 - - 14

規費收入 85 85 35 -

03 　規費收入 85 85 35 -

01 　　使用規費收入 85 85 35 -

財產收入 244 310 1,819 -66

04 　財產收入 244 310 1,819 -66

01 　　財產孳息 244 310 1,819 -66

補助及協助收入 12,151,853 13,540,674 10,879,412 -1,388,821

05 　補助及協助收入 12,151,853 13,540,674 10,879,412 -1,388,821

01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12,151,853 13,540,674 10,879,412 -1,388,821

其他收入 - - 28,834 -

07 　其他收入 - - 28,834 -

01 　　雜項收入 - - 28,834 -

科　　　　　　　　　目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05000 - 9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歲出政事別預算比較總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名           稱

　 　　　　合　　　計 54,062,753 55,348,604 52,683,775 -1,285,851

01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54,062,753 55,348,604 52,683,775 -1,285,851

01 　教育支出 54,035,215 55,320,502 52,661,580 -1,285,287

02 　文化支出 27,538 28,102 22,195 -564

科　　　　　　　　　目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05000 - 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比較總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名           稱

　 　　　　合　　　計 54,062,753 55,348,604 52,683,775 -1,285,851

0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54,062,753 55,348,604 52,683,775 -1,285,851

0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54,035,215 55,320,502 52,661,580 -1,285,287

02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27,538 28,102 22,195 -564

科　　　　　　　　　目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05000 - 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12,631,876 13,985,049 11,322,449 -1,353,173

經常門合計 12,631,876 13,985,049 11,322,449 -1,353,173

01 01000000000

稅課收入

479,680 443,980 412,349 35,700

002 　010516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479,680 443,980 412,349 35,700

01 　　01051601700

　　統籌分配稅

479,680 443,980 412,349 35,700

01 　　　01051601702

　　　特別統籌

479,680 443,980 412,349 35,700 教育部補助109-111年度公立國

民小學兒童遊戲場改善計畫。

(依據教育部109.7.17臺教授國字

第1090081287C號函)(體育保健

科)21,040千元

109-111年度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電力系統改善暨冷氣裝設計

畫。(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109.7.21臺教國署國字第

1090084175C號函及教育部

109.10.21臺教授國字第

1090121744C號函)(國小教育

科)458,640千元

　

02 04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14 - - 14

063 　040516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4 - - 14

01 　　0405160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14 - - 14

01 　　　04051600101

　　　罰金罰鍰

14 - - 14 違反傳染病防治法案件罰鍰。14

千元

03 05000000000

規費收入

85 85 35 -

062 　05051620000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

　心

85 85 35 -

01 　　05051620300

　　使用規費收入

85 85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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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00 - 12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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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5051620306

　　　場地設施使用

　　　費

15 15 - - 會議室、視聽室等租借場地使用

費收入。(收支併列)15千元

02 　　　05051620307

　　　服務費

70 70 35 - 辦理家庭教育各項活動報名等收

費收入。70千元

04 07000000000

財產收入

244 310 1,819 -66

069 　070516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244 310 1,819 -66

01 　　07051600100

　　財產孳息

244 310 1,819 -66

01 　　　07051600103

　　　租金收入

244 310 1,819 -66 南區頂橋子段85-378及85-469地

號土地租金。(高中職教育科)244

千元

06 09000000000

補助及協助收入

12,151,853 13,540,674 10,879,412 -1,388,821

035 　090516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2,137,571 13,526,253 10,869,479 -1,388,682

01 　　090516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12,137,571 13,526,253 10,869,479 -1,388,682

01 　　　09051600101

　　　一般性補助收

　　　入

286,000 135,220 106,129 150,780 111年度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推動

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計

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0.8.6農授糧字第1101073607號

函)(體育保健科)286,000千元

02 　　　0905160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11,851,571 13,391,033 10,763,350 -1,539,462 109-110年度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電力系統改善計畫。(依據

教育部109.10.21臺教授國字第

1090121744C號函)(國小教育

科)100,540千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

里區美群國小新建公共化幼兒園

園舍及活動中心工程。(依據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4.10

臺教授國部字第1090032919號

函)(幼兒教育科)39,64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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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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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補助本市梧棲區大德國民

小學多功能活動中心興建工程計

畫。(依據教育部109.6.5臺教授

國部字第1090058833號函)(國小

教育科)11,268千元

教育部補助順天國中「新建活動

中心工程計畫」。(依據教育部

109.12.31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156974號函)(國中教育

科)20,000千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

甲國中「活動中心暨手球館興建

工程」。(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108.12.30臺教國署國字

第1080151695號函、教育部

109.9.23臺教授體部字第

1090032604號函及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109.10.30臺教國署國

字第1090128591號函)(國中教育

科)23,917千元

教育部補助長億高中-圖書館資

訊暨教學大樓新建工程計畫。

(依據教育部108.11.4臺教授國部

字第1080117270號函)(高中職教

育科)16,250千元

教育部補助成功國中「活動中心

新建工程」。(依據教育部

109.8.5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77993號函)8,790千元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舍耐震

能力改善計畫(109-111年度)校舍

補強工程(含設計監造)。(依據國

教署108.11.25臺教國署國字第

1080130208號函及國教署109.1.8

臺教國署國字第1080153563號

函)(工程營繕科)132,795千元

教育部補助111年數位學習推動

計畫-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實施學

校。(依據教育部110.3.5臺教資

(三)字第1100026834C號函)(課程

教學科)7,16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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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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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補助大里區益民國小「活

動中心暨多功能專科教室新建工

程」。(依據教育部109.6.23臺教

授國部字第1090072277號

函)17,220千元

教育部補助「111年數位學習推

動計畫-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實施

學校」。(依據教育部110.3.5臺

教資(三)字第1100026834C號

函)(課程教學科)4,832千元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歷史建

築岸裡公學校校舍委託規劃設計

技術服務」。(依據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109.12.25文資蹟字第

1093014821號函)(國小教育科)750

千元

國教署補助市立啟聰學校學生餐

廳(後棟)校舍耐震能力改善計畫

之補強─拆除水塔工程(含設計

監造)。(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110.7.5臺教國署原字第

1100071481號函)(工程營繕科)918

千元

教育部補助110-111年度「數位

學習教師增能工作坊計畫」。

(依據教育部110.3.3臺教師(三)字

第1100021557C號函)(課程教學

科)1,075千元

教育部補助「110至111年數位學

習推動計畫-5G智慧學習學校及

5G新科技學習示範學校」。(依

據教育部110.3.24臺教資(三)字第

1100041281C號函)(課程教學

科)2,436千元

教育部111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對地方政府補助經費。(依據

教育部109.8.12臺教會(四)字第

1090116696C號函)(各科室)80,357

千元

111年度原委會對地方政府補助

經費。(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10.7.27原民綜字第1100042653號

函)(國小教育科)4,280千元

 05000 - 1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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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運動發展基金對地方政

府補助經費。(依據教育部體育

署110.8.4臺教體署計字第

1100027763B號函)(體育保健

科)121,810千元

國教署補助110學年度商借教育

局所屬市立育英國中教師至國教

署服務所需經費。(依據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7.29臺教

國署學字第1100092939號函)(國

中教育科)426千元

交通部補助辦理院頒「道路交通

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之

「加強交通安全教育」年度工作

計畫。(依據交通部110.7.5交安

字第1105008343號函)(終身教育

科)1,800千元

111年度教育部對地方政府補助

經費。(依據教育部110.8.10臺教

會(四)字第1100106831C號函)(各

科室)241,023千元

111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對地方政府補助經費。(依據

教育部110.8.10臺教會(四)字第

1100106831C號函)(各科

室)10,937,024千元

111年度教育部體育署對地方政

府補助經費。(依據教育部

110.8.10臺教會(四)字第

1100106831C號函)(體育保健

科)77,250千元

　
036 　09051620000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

　心

14,282 14,421 9,933 -139

01 　　0905162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14,282 14,421 9,933 -139

01 　　　0905162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14,282 14,421 9,933 -139 教育部補助111年度國民小學弱

勢學生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經

費。(依據教育部110.8.10臺教會

(四)字第1100106831C號函)3,885

千元

 05000 - 16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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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補助111年度推行家庭教

育計畫經費。(依據教育部

110.8.10臺教會(四)字第

1100106831C號函)10,397千元

　

08 12000000000

其他收入

- - 28,834 -

057 　120516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 - 28,833 -

01 　　12051600200

　　雜項收入

- - 28,833 -

01 　　　120516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 - 28,833 -

058 　12051620000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

　心

- - 1 -

01 　　12051620200

　　雜項收入

- - 1 -

01 　　　12051620210

　　　其他雜項收入

- - 1 -

 05000 - 17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歲出政事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54,062,753 55,348,604 52,683,775 -1,285,851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54,062,753 55,348,604 52,683,775 -1,285,851

06 51000000000

教育支出

54,035,215 55,320,502 52,661,580 -1,285,287

002 　510516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54,035,215 55,320,502 52,661,580 -1,285,287

01 　　51051600300

　　教育資源管理

34,328,714 33,793,716 34,226,262 534,998

01 　　　51051600301

　　　各項教育業務

32,061,674 31,972,113 32,094,305 89,561

02 　　　51051600302

　　　各項教育建設工程及設備

2,267,040 1,821,603 2,131,957 445,437

02 　　51051600500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0,839,363 10,061,926 9,793,980 777,437

01 　　　51051600501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支出

10,839,363 10,061,926 9,793,980 777,437

03 　　51051600600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777,888 3,908,307 1,487,848 -2,130,419

01 　　　51051600601

　　　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建設支出

1,777,888 3,908,307 1,487,848 -2,130,419

04 　　51051600700

　　教育人員退休給付

6,652,818 7,121,860 6,752,221 -469,042

01 　　　51051600701

　　　教育人員退休給付

6,652,818 7,121,860 6,752,221 -469,042

05 　　51051600800

　　提撥勞工退休金準備(教育)

7,600 7,600 7,600 -

01 　　　51051600801

　　　提撥勞工退休金準備(教育)

7,600 7,600 7,600 -

06 　　51051600900

　　教育人員撫卹給付

30,000 30,000 30,000 -

01 　　　51051600901

　　　教育人員撫卹給付

30,000 30,000 30,000 -

科　　　　　　　　　　目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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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歲出政事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07 　　51051601000

　　教育人員因公致殘死亡慰問金

2,000 2,000 2,000 -

01 　　　51051601001

　　　教育人員因公致殘死亡慰問金

2,000 2,000 2,000 -

08 　　51051601100

　　教育人員各項補助

384,832 383,093 361,669 1,739

01 　　　51051601101

　　　教育人員各項補助

384,832 383,093 361,669 1,739

09 　　51051609800

　　第一預備金

12,000 12,000 - -

01 　　　51051609801

　　　第一預備金

12,000 12,000 - -

07 53000000000

文化支出

27,538 28,102 22,195 -564

001 　53051620000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27,538 28,102 22,195 -564

01 　　53051620100

　　一般行政

10,138 10,490 9,691 -352

01 　　　53051620101

　　　行政管理

10,138 10,490 9,691 -352

02 　　53051620300

　　推展家庭教育

17,312 16,638 11,843 674

01 　　　53051620301

　　　推展家庭教育

17,312 16,638 11,843 674

03 　　530516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88 974 661 -886

01 　　　53051629001

　　　一般建築及設備

88 974 661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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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05 000500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

管

54,062,753 55,348,604 52,683,775 -1,285,851

001 　000516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54,035,215 55,320,502 52,661,580 -1,285,287

01 　　51051600300

　　教育資源管理

34,328,714 33,793,716 34,226,262 534,998

01 　　　51051600301

　　　各項教育業務

32,061,674 31,972,113 32,094,305 89,561 一、本科目包括各項教育業務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32,061,674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89,56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89,561千元

02 　　　51051600302

　　　各項教育建設

　　　工程及設備

2,267,040 1,821,603 2,131,957 445,437 一、本科目包括各項教育建設工程

及設備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2,267,04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45,43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45,437千元

02 　　51051600500

　　接受補助業務支

　　出

10,839,363 10,061,926 9,793,980 777,437

01 　　　51051600501

　　　接受中央各部

　　　會補助業務支

　　　出

10,839,363 10,061,926 9,793,980 777,437 一、本科目包括接受中央各部會補

助業務支出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10,839,363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777,43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777,437千元

03 　　51051600600

　　接受補助建設支

　　出

1,777,888 3,908,307 1,487,848 -2,130,419

01 　　　51051600601

　　　接受中央各部

　　　會補助建設支

　　　出

1,777,888 3,908,307 1,487,848 -2,130,419 一、本科目包括接受中央各部會補

助建設支出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1,777,888千元

　 　 　 　　 　 　 　 　　

科　　　　　　　　　　目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05000 - 2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130,419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130,419千元

04 　　51051600700

　　教育人員退休給

　　付

6,652,818 7,121,860 6,752,221 -469,042

01 　　　51051600701

　　　教育人員退休

　　　給付

6,652,818 7,121,860 6,752,221 -469,042 一、本科目包括教育人員退休給付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6,652,818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69,042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469,042千元

05 　　51051600800

　　提撥勞工退休金

　　準備(教育)

7,600 7,600 7,600 -

01 　　　51051600801

　　　提撥勞工退休

　　　金準備(教育

　　　)

7,600 7,600 7,600 - 一、本科目包括提撥勞工退休金準

備(教育)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7,600千元

06 　　51051600900

　　教育人員撫卹給

　　付

30,000 30,000 30,000 -

01 　　　51051600901

　　　教育人員撫卹

　　　給付

30,000 30,000 30,000 - 一、本科目包括教育人員撫卹給付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30,000千元

07 　　51051601000

　　教育人員因公致

　　殘死亡慰問金

2,000 2,000 2,000 -

01 　　　51051601001

　　　教育人員因公

　　　致殘死亡慰問

　　　金

2,000 2,000 2,000 - 一、本科目包括教育人員因公致殘

死亡慰問金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2,000千元

08 　　51051601100

　　教育人員各項補

　　助

384,832 383,093 361,669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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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01 　　　51051601101

　　　教育人員各項

　　　補助

384,832 383,093 361,669 1,739 一、本科目包括教育人員各項補助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384,832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73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739千元

09 　　51051609800

　　第一預備金

12,000 12,000 - -

01 　　　51051609801

　　　第一預備金

12,000 12,000 - - 一、本科目包括第一預備金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預備金12,000千元

002 　00051620000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

　心

27,538 28,102 22,195 -564

01 　　53051620100

　　一般行政

10,138 10,490 9,691 -352

01 　　　53051620101

　　　行政管理

10,138 10,490 9,691 -352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8,512千元

　　業務費1,520千元

　　設備及投資100千元

　　獎補助費6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52千元

　　減列 人事費353千元

　　增列 業務費1千元

02 　　53051620300

　　推展家庭教育

17,312 16,638 11,843 674

01 　　　53051620301

　　　推展家庭教育

17,312 16,638 11,843 674 一、本科目包括推展家庭教育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12,683千元

　　獎補助費4,629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674千元

　　增列 業務費5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15千元

03 　　5305162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88 974 661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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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01 　　　53051629001

　　　一般建築及設

　　　備

88 974 661 -886 一、本科目包括一般建築及設備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設備及投資88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886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88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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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項 名                稱 人事費 業務費 獎補助費 債務費 預備金 小　計

0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

管

54,062,753 8,512 14,203 49,982,922 12,000 50,017,637

00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54,035,215 49,978,287 12,000 49,990,287

002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

　心

27,538 8,512 14,203 4,635 27,350

臺中市政府教

合　計

經　　　　　　　常　　　　　　　支　　　　　　　出

歲出一級用途別

科　　　　　　　目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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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 獎補助費 預備金 小　計

188 4,044,928 4,045,116

4,044,928 4,044,928

188 188

育局主管

資　　　　　　本　　　　　　支　　　　　　出

科目分析彙計表
11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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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各機關預算員額彙計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單位：人

款 項 目 名       稱
民意

代表
職員

警察

人員

消防

人員
工友 技工 駕駛 聘用 約僱 合計

　 合計 8 1 1 10

0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8 1 1 10

00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002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8 1 1 10

科　　　　　　　　　　目 預               算               員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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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項 機關名稱

0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88 50

00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002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88 50

中華民國

公共建設及設施

臺中市政府教

各機關資本

土地 房屋建築及設備
科                   目

機械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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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4,044,928 4,045,116

4,044,928 4,044,928

50 188

單位：新臺幣千元111年度

育局主管

支出分析表

投資 其他資本支出 合　計運輸設備 資訊軟硬體設備 雜項設備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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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名稱及編號
政府機關

間之補助

對地方政

府之補助

對特種基

金之補助

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對家庭及個

人之捐助
對外之捐助

05 000500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管

54,027,618 226 6 54,027,850

001 　0005160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54,023,215 54,023,215

002 　00051620000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4,403 226 6 4,635

科     目 補助

合    計 說   明

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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