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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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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610136所開立之繳款書

12/23已退還【13971200097784】

11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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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886462號、發文日期：1101115、繳款

人：曾詩容、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108194所開立之繳款書

12/20已退還【13973400099004】

1101206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

第1100068286號、發文日期：1100907、繳款

人：詹竹君、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0921987所開立之繳款書

12/23已退還【13974600097781】

1101206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15,000

幼兒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幼字第

1100088568號、發文日期：1101111、繳款

人：施小婷、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107096所開立之繳款書

12/20已退還【13977700099005】

11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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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100086789號、發文日期：1101108、繳款

人：陳春吟、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105397所開立之繳款書     12/20

已退還【13978800099006】

1101206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100083321號、發文日期：1101028、繳款

人：林珈妤、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016241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9100097783】

11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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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1112216所開立之繳

款書       12/23已退還【1397780009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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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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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0806457所開立之繳款書

12/23已退還【13979100101105】

11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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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075506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26/36期)

，受處分人:徐鳳珠，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1/30

【21154700008249】

11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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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075506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27/36期)

，受處分人:徐鳳珠，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1/30

【21156700008250】

11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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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075506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28/36期)

，受處分人:徐鳳珠，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1/30

【21158400008251】

1101210 109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90032209號、發文日期：1090420、繳款

人：徐秀媚(場所負責人)、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090503087所開立之繳款書

12/23已退還【13971700101804】

11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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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301117所開立之繳款書

12/23已退還【13979400101803】

1101210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15,000

羅路加幼照法罰鍰$15,000(幼處分11010775、

銷帳1104103)     原繳款日11/26

【2115030000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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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10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15,000

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罰鍰（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011575）      原繳款日11/23

【21150400008052】

1101210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李音蒔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010784、

銷帳1102569)       原繳款日11/26

【21153600008186】

1101210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江　香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010479、銷帳1015267)     原繳款日11/26

【21155300008187】

1101210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羅路加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010579、銷帳1017898)      原繳款日

11/22【21155400008050】

1101210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陳冠廷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010490、

銷帳1102002)      原繳款日11/26

【21157000008188】

1101210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陳幸妤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010589、銷帳1017881)      原繳款日

11/22【21157100008051】

1101210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000

鍾美楨幼照法罰鍰$3,000(幼處分11010776、

銷帳1106326)      原繳款日11/26

【21158400008190】

1101215 107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一般捐獻 10,000,000
本局辦理110年11月30日止追加預算款繳入公

務預算市庫【13979600103346】

1101215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14,677
本局辦理110年至11月30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

入公務預算市庫【13977700103345】

11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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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886461號、發文日期：1101115、繳款

人：葉炯明、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108187所開立之繳款書

12/24已退還【13970100101722】

11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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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90262號、發文日期：1101119、繳款

人：張秀珠、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111998所開立之繳款書     12/24

已退還【1397280010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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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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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88646號、發文日期：1101115、繳款

人：葉炯明、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108170所開立之繳款書

12/24已退還【13979000101707】

1101215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一般性補助收入 9,780,000

行政院農委會110年度全額補助本市推動學校

午餐採用國產可追溯生鮮食材計畫(預收轉正)

原繳款日6/7【01083000001019】

1101215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757,206,310
本局辦理110年至11月30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

入公務預算市庫【13973600103344】

1101215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預收款 -9,780,000

行政院農委會110年度全額補助本市推動學校

午餐採用國產可追溯生鮮食材計畫(預收轉正)

原繳款日6/7【01083000001019】

1101220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陳春吟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011082、

銷帳1105397)     原繳款日12/6

【21151600008487】

1101220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曾詩容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010129、銷帳1108194)     原繳款日12/6

【21154500008484】

1101220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15,000

施小婷幼照法罰鍰$15,000(幼處分11011071、

銷帳1107096)     原繳款日12/6

【21158800008485】

11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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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02982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24/36期)

，受處分人:許晨暘，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2/7

【21151500008629】

11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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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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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21155400008626】



臺中市政府

機關收入明細表
收入日期：110/12/01~111/01/15

會計年度：110

單位：新台幣元

列印日期：111/01/22

頁次：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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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223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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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47372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17/36期)

，受處分人:謝文傑，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2/6

【21153500008630】

11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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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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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21155800008631】

1101223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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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00834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20/36期)

，受處分人:陳錫仁，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2/10

【21157100008627】

1101223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63,399,156
本局辦理110年至12月20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

入公務預算市庫【13975100107780】

11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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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2177號、發文日期：1101124、繳款人：

李音蒔、依繳費單編號：7102801101114575所

開立之繳款書      12/29已退還

【13972900104552】

11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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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921771號、發文日期：1101124、繳款

人：李濡妘、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114568所開立之繳款書

12/29已退還【13974600104553】

1101223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租金收入 359,914
本校收取110年度校地占用使用補償金繳庫

【13970100106755】

1101223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7,508,889
本局辦理110年至12月20日止前瞻追加繳入公

務預算市庫【13971700106920】

1101223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718,712,430
本局辦理110年至12月20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

入公務預算市庫【13978400107771】

1101223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354,933,176
本局辦理110年至12月20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

入公務預算市庫【13979000106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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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23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000

違反兒少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100068286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第2/30期)

，受處分人:詹竹君，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2/6

【21156400008632】

11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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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51102122所開立之繳款書

111/1/10已退還【13972800106048】

11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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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51102115所開立之繳款書

111/1/10已退還【13974500106049】

1101224 104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504

社會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社字第

1040007973號，發文日期:1040204，繳款人曾

惠琪，1100726彰執丁109罰00122257字第

1100243713X號      原繳款日8/9

【21150600008541】

1101224 104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17,613

社會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社字第

1040004696號，發文日期:10400127，繳款人

林妤貞      原繳款日11/1

【21154300008543】

110122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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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068653號、發文日期：1080801、繳款

人：陳建舜君(陳老師資優學苑場所負責人)、

依繳費單編號：7102801080805853所開立之繳

款書       111/1/10已退還

【139733001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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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2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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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068653號、發文日期：1080801、繳款

人：陳建舜君(陳老師資優學苑場所負責人)、

依繳費單編號：7102801080805846所開立之繳

款書     111/1/10已退還

【13975000101806】

11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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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610143所開立之繳款書

111/1/10已退還【13970100106047】

11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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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301124所開立之繳款書

111/1/10已退還【13976500106050】

1101224 109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90043599號，發文日期:1090525，繳款人林

雅貞，110/09/02中執義110年兒童罰執字第

00103503號執行命令      原繳款日10/22

【21156600008542】

1101224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

第1100068286號、發文日期：1100907、繳款

人：詹竹君、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0921994所開立之繳款書

111/1/10已退還【13975200106045】

1101224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50,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100021476號、發文日期：1100329、繳款

人：鄭一鳴、受處分人110年4月28日匯款台銀

帳戶       111/1/10已退還

【1397770010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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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24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

第1100095077號、發文日期：1101130、繳款

人：李許春子、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117347所開立之繳款書

111/1/10已退還【13978900106046】

1101224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葉炯明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010126、

銷帳1108187)      原繳款日12/15

【21150100008608】

1101224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張秀珠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011206、

銷帳1111998)      原繳款日12/15

【21152800008609】

1101224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葉炯明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010038、銷帳1108170)      原繳款日

12/15【21158400008607】

11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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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93216號、發文日期：1101124、繳款

人：陳碧華、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113762所開立之繳款書

111/1/6已退還【13977000106103】

1101228 10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52

社會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社字第

1050071266號、發文日期：1050919、繳款

人：饒瑞玟、豐原郵局-1101216-Q0409530(豐

原三民路郵局依據110/12/10中執丙109費

00101659字第1100441054X號執行命令扣押款)

111/1/13已退還【13977900108272】

11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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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94279號、發文日期：1101129、繳款

人：黃健民、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117516所開立之繳款書

111/1/6已退還【13977800107727】

1101229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李濡妘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011449、銷帳1114568)      原繳款日

12/23【2115150000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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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29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李音蒔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011448、銷帳1114575)     原繳款日12/23

【21159800008858】

1101230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0

幼兒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幼字第

1100093195號、發文日期：1101124、繳款

人：林文寶、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114942所開立之繳款書

111/1/10已退還【13979900109719】

11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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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1112223所開立之繳

款書     111/1/13已退還

【13978200108941】

1110103 109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90032209號、發文日期：1090420、繳款

人：徐秀媚(場所負責人)、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090503094所開立之繳款書

111/1/13已退還【13970500108942】

1110105 10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407

社會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社字第

1050071266號、發文日期：1050919、繳款

人：饒瑞玟、中信永吉-1101215-

CT0425142(依據110/12/07中執丙109費

00101659字第1100441054X號執行命令扣押款)

111/1/13已退還【13970200110148】

1110106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6,676,662
本局辦理110年至12月31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

入公務預算市庫【13975010111630】

1110106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4,125,000
本局辦理110年至12月31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

入公務預算市庫【13972210111631】

1110106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黃健民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011663、

銷帳1117516)       原繳款日12/29

【21158800008966】

1110106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50,000

陳碧華幼照法罰鍰$50,000(幼處分11011566、

銷帳1113762)      原繳款日12/27

【2115930000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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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10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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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073237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9/36期)

，受處分人:李桂珍，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2/24

【21154700008904】

1110110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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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073237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10/36期)

，受處分人:李桂珍，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2/24

【21157400008905】

11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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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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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

【21157600008939】

11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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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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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

【21159600008940】

111011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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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00834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21/36期)

，受處分人:陳錫仁，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2/24

【21152000008936】

111011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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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47372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18/36期)

，受處分人:謝文傑，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2/24

【21154700008937】

1110110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000

違反兒少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100068286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第3/30期)

，受處分人:詹竹君，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2/24

【21150300008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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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10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0

林文寶幼照法罰鍰$60,000(幼處分11011224、

銷帳1114942)      原繳款日12/30

【21150810009010】

1110110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0

違反兒少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100095077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全繳)，受

處分人:李許春子，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

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2/24

【21152500008903】

1110110 110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50,0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100021476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50,000元，(全繳)，受

處分人:鄭一鳴，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

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2/24

【21158100008902】

1110113 105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52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社字第1050071266號

罰鍰處分，受處分人:饒瑞玟，1101210中執丙

109費00101659字第1100441054X號。     原

繳款日12/28【21152510009078】

1110113 105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407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社字第1050071266號

罰鍰處分，受處分人:饒瑞玟，1101207中執丙

109費00101659字第1100441054X號。      原

繳款日111/1/5【21155610009079】

11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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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02982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25/36期)

，受處分人:許晨暘，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11/1/3

【21150610009086】

11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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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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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3

【21158510009085】

各欄小計 1,923,259,773 469,176

收入合計 1,922,790,5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