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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收入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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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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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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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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51102146所開立之繳款書

3/24已退還【13977010015192】

1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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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51102139所開立之繳款書

3/24已退還【13979710015193】

1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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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80903347所開立之繳款書      3/22

已退還【13970210015198】

1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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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80903330所開立之繳款書      3/22

已退還【13972910015199】

1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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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80903323所開立之繳款書      3/22

已退還【13976010015200】

1110301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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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92393號、發文日期：1101123、繳款

人：李芊縕、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208576所開立之繳款書      3/25

已退還【1397411001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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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01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110,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100068349號、發文日期：1100907、繳款

人：林松柏、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0903031所開立之繳款書      3/22

已退還【13978010015201】

1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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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6017號、發文日期：1110122、繳款

人：杜芊邑、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08372所開立之繳款書      3/25

已退還【13971410015197】

1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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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7217號、發文日期：1110125、繳款

人：林雁鈴、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11255所開立之繳款書      3/25

已退還【13974310015194】

1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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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6013號、發文日期：1110122、繳款

人：巫素娟、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08365所開立之繳款書     3/25

已退還【13979710015196】

11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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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7195號、發文日期：1110126、繳款

人：涂淑惠、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12184所開立之繳款書      3/21

已退還【13976510015576】

11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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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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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1152610000983】

11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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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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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115431000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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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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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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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1150210000986】

11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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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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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1158110000985】

11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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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00520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王信越，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基

金專戶。      原繳款日2/11

【21153410000929】

11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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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99679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蔡月琴，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基

金專戶。      原繳款日2/11

【21155610000925】

111030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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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92815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1/35期)

，受處分人:張若涵，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2/11

【21157110000966】

11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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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00525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王信越，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基

金專戶。       原繳款日2/11

【21157310000926】

1110309 110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5,0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100046556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1/18期)

，受處分人:施奕安，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2/11

【2115871000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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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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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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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21159010000924】

111030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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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92996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1/35期)

，受處分人:張若涵，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2/11

【21159810000967】

1110309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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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02998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吳淑君，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基

金專戶。      原繳款日2/11

【21151710000928】

1110309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000

唐美惠幼照法罰鍰$3,000(幼處分11100667、

銷帳111245)      原繳款日2/17

【21151810000878】

1110309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吳開化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100584、

銷帳110096)      原繳款日2/17

【21152410000877】

1110309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0

陳函均幼照法罰鍰$60,000(幼處分11100239、

銷帳105801)       原繳款日2/18

【21154710000889】

1110309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劉永銘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100594、

銷帳110089)      原繳款日2/18

【21159110000890】

111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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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3002號、發文日期：1110112、繳款

人：陳惠真、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04309所開立之繳款書      3/22

已退還【13973810017164】

1110315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82,764
辦理至111年2月28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531002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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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15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423,883,109
辦理至111年2月28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8810020975】

11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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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64741號、發文日期：1110126、繳款

人：高仁昌、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12291所開立之繳款書      3/29

已退還【13972110020643】

11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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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6474號、發文日期：1110126、繳款

人：高仁昌、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12284所開立之繳款書     3/29

已退還【13974810020644】

1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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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0806488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2210021223】

1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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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1112247所開立之繳

款書【13979310020830】

1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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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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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21155010001097】

1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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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610167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01002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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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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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301148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6110021220】

1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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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503111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8410021221】

1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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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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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21157710001098】

1110321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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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04073號、發文日期：1101230、繳款

人：趙啟翔、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221365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0810020294】

1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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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5173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4110020828】

1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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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03978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4910021229】

1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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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68286號、發文日期：1100907、繳款

人：詹竹君、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0922012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541002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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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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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2771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6010020291】

1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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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4794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6810020829】

1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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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68286號、發文日期：1100907、繳款

人：詹竹君、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0922029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7110020293】

1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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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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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21152810001096】

1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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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107431號、發文日期：1110216、繳款

人：蕭百凱、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208629所開立之繳款書      3/29

已退還【13974310022444】

111032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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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04226號、發文日期：1110103、繳款

人：廖瑛淇、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204803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6910021230】

1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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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107432號、發文日期：1110216、繳款

人：江亦恩、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213803所開立之繳款書      3/29

已退還【1397701002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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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2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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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04389號、發文日期：1110103、繳款

人：廖瑛淇、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205103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8610021231】

1110321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150,000

幼兒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幼字第

1110010743號、發文日期：1110216、繳款

人：蕭百凱、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208614所開立之繳款書

3/29已退還【13978810022443】

1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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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16871號、發文日期：1110303、繳款

人：蕭百凱、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301852所開立之繳款書      3/29

已退還【13979710022446】

111032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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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04351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黃順昌，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基

金專戶。      原繳款日2/24

【21152810001061】

111032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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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04335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顏佳慧，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基

金專戶。     原繳款日2/24

【21154510001062】

1110321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涂淑惠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100794、

銷帳112184)      原繳款日3/2

【21154610001076】

111032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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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01920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50,000元，(全繳)，受

處分人:黃三樺，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

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2/24

【2115721000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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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22 104
以前年度退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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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18中執甲104罰00202011字第

1110013143X號      原繳款日2/15

【21155910001337】

111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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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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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1151110001142】

111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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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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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1153810001143】

111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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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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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1157710001140】

1110322 110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110,0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100068349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110,000元，(全繳)，受

處分人:林松柏，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

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3/1

【21155810001144】

1110322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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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03002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陳惠真，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基

金專戶。      原繳款日3/14

【21156710001336】

11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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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51102160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01002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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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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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51102153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9310023923】

11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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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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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1150910001146】

11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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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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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1158210001145】

11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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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503128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6710023530】

111032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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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92393號、發文日期：1101123、繳款

人：李芊縕、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01208583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4710023925】

1110324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1,595
辦理至111年3月16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0910024037】

11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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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14569號、發文日期：1110302、繳款

人：盧彥伯、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300325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051002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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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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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4951號、發文日期：1110118、繳款

人：徐千惠、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07230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7010023529】

1110324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308,210,371
辦理至111年3月16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3310024034】

11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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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301155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3610024868】

11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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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610174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5310024869】

11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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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5180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0210024872】

11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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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4804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8510024871】

11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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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2788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911002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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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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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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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1151210001156】

111032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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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06017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杜芊邑，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基

金專戶。     原繳款日3/1

【21151910001150】

111032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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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06013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巫素娟，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基

金專戶。      原繳款日3/1

【21155510001147】

111032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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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07217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林雁鈴，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基

金專戶。      原繳款日3/1

【21159910001149】

1110329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江亦恩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1108、銷帳213803)      原繳款日3/21

【21150210001461】

1110329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000

高仁昌幼照法罰鍰$3,000(幼處分11100717、

銷帳112284)      原繳款日3/16

【21150610001387】

1110329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000

高仁昌幼照法罰鍰$3,000(幼處分11100715、

銷帳112291)     原繳款日3/16

【21152310001388】

1110329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蕭百凱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1164、銷帳208629)       原繳款日3/21

【21154610001463】

1110329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蕭百凱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101441、

銷帳301852)      原繳款日3/21

【2115631000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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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29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150,000

蕭百凱幼照法罰鍰$150,000(幼處分

11101119、銷帳208614)      原繳款日3/21

【21158110001462】

11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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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13328號、發文日期：1110225、繳款

人：陳慧宜、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213401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7410026863】

11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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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19332號、發文日期：1110315、繳款

人：蕭百凱、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308017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9110026864】

各欄小計 732,647,339 519,275

收入合計 732,128,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