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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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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0805877所開立之繳

款書【13979710009687】

11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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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0805860所開立之繳

款書【13975110009690】

11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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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503104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2310009693】

11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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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610150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9710009682】

1110211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100100520號、發文日期：1101216、繳款

人：王信越、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211702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210009691】

1110211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100099679號、發文日期：1101214、繳款

人：蔡月琴、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209442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410009686】

1110211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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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92815號、發文日期：1101124、繳款

人：張若涵、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214787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2610009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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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11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5,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100046556號、發文日期：1100629、繳款

人：施奕安、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212764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3210009683】

1110211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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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92996號、發文日期：1101124、繳款

人：張若涵、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215166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5310009685】

1110211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100100525號、發文日期：1101216、繳款

人：王信越、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211719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5810009688】

1110211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110002998號、發文日期：1110112、繳款

人：吳淑君、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04299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7510009689】

1110215 104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1,275

社會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社字第

1040038532號、發文日期：1040601、繳款

人：江季軒、中信永吉-1110126-

CT0435072(依據1110/01/18中執甲104罰

00202011字第1110013143X號執行命令扣押款)

【13979310011331】

1110217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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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4732號、發文日期：1110121、繳款

人：吳開化、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10096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841001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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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17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000

幼兒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幼字第

1110005825號、發文日期：1110124、繳款

人：唐美惠、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11245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9510011944】

1110218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97,928,982
辦理至111年1月31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10保留【13975710013893】

1110218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2,472,097
辦理至111年1月31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0510013894】

111021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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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4733號、發文日期：1110121、繳款

人：劉永銘、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10089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310013259】

111021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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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2161號、發文日期：1110113、繳款

人：陳函均、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05801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2410012426】

1110218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3,369,548,977
辦理至111年1月31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3310013892】

1110222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1,400,000
辦理至111年2月15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保留款【13979810014724】

1110222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29,332
辦理至111年2月15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7510014718】

1110222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000

國中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中字第

1110001249號、發文日期：1110110、繳款

人：何翊翎、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04083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2410012412】

1110222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000

國中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中字第

11100012491號、發文日期：1110110、繳款

人：林芳妤、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04090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801001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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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22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47,499,770
辦理至111年2月15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8810014715】

11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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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0806471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7810014324】

11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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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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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21150610000364】

11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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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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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21155810000597】

11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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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301131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9210014315】

111022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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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92264號、發文日期：1101123、繳款

人：饒美玲、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203961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4610014323】

1110224 110
以前年度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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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97287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陳善華，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基

金專戶。       原繳款日1/10

【211515100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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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24 110
以前年度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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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99680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簡吉源，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基

金專戶。      原繳款日1/26

【21152110000599】

111022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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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92393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1/36期)

，受處分人:李芊縕，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10

【21152510000510】

1110224 110
以前年度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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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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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21152810000600】

1110224 110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50,000

張嘉雄幼照法罰鍰$50,000(幼處分11012214、

銷帳1214285)     原繳款日1/25

【21152910000530】

1110224 110
以前年度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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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92264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第1/30期)

，受處分人:饒美玲，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10

【21153710000511】

1110224 110
以前年度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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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95078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全繳)，受

處分人:陳忠華，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

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10

【21156410000512】

1110224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110004351號、發文日期：1110117、繳款

人：黃順昌、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06394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291001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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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224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110004335號、發文日期：1110117、繳款

人：顏佳慧、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06246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3410014325】

111022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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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1920號、發文日期：1110110、繳款

人：黃三樺、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02894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9510014321】

各欄小計 3,519,072,933 133,500

收入合計 3,518,939,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