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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05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27,058
辦理至111年4月19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7910036401】

1110505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300,234,496
辦理至111年4月19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0910036400】

1110509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1,153,883,323
辦理至111年4月30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5510037894】

11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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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2795所開立之繳款書      5/30

已退還【13970410033417】

11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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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24789號、發文日期：1110328、繳款

人：顏佳慧、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313552所開立之繳款書      5/27

已退還【13974410033414】

11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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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26486號、發文日期：1110401、繳款

人：李添池、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316263所開立之繳款書      5/27

已退還【13977110033415】

1110513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張淑媚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102674、

銷帳402265)      原繳款日4/27

【21153510002221】

1110513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張淑娥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102068、

銷帳306376)      原繳款日4/22

【21157410002143】

1110513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張淑媚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2675、銷帳402258)      原繳款日4/27

【211579100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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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16 104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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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管理部-1110422-

BI5427914(依據111年4月21日彰執丁109罰

00122257字第1110111763X號執行命令扣款)

【13971910039669】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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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80903354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810038690】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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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80903385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3510038691】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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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80903378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5210038692】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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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0806505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5410038687】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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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1112261所開立之繳

款書【1397711003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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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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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80903392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7910038693】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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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80903361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9810038689】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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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0636791號、發文日期：1090727、繳款

人：賴慧雯君(場所負責人)、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090804158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0510038685】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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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610181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2710038233】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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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301162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3710038686】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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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503135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8910038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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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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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93778號、發文日期：1101129、繳款

人：莊玗瑄、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209889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510038237】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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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4811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3910038234】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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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5197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6610038235】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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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93778號、發文日期：1101129、繳款

人：莊玗瑄、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209896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9810038236】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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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30712號、發文日期：1110418、繳款

人：蕭百凱、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408089所開立之繳款書      5/27

已退還【13970210039348】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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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307121號、發文日期：1110418、繳款

人：曾有妹、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408096所開立之繳款書      5/30

已退還【13972910039349】

1110517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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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7118號、發文日期：1110125、繳款

人：莊德宇、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110818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3510038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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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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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272102號、發文日期：1110408、繳款

人：黃慧瑟、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402241所開立之繳款書      5/30

已退還【13974510040198】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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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307122號、發文日期：1110418、繳款

人：黃宜蓁、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408106所開立之繳款書      5/30

已退還【13974910039350】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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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307123號、發文日期：1110418、繳款

人：王柔筑、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408113所開立之繳款書      5/30

已退還【13976610039351】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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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307124號、發文日期：1110418、繳款

人：莊茗茜、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408120所開立之繳款書      5/30

已退還【13978310039352】

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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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26113號、發文日期：1110406、繳款

人：胡秋葉、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400586所開立之繳款書      5/30

已退還【13978510039347】

1110517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0,000

處分書文號：中市教學字第1110029347號發文

日期：111年4月18日繳款人：施能宏依繳費單

編號：7102801110407478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9110039362】

111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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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32408號、發文日期：1110422、繳款

人：王天祥、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411467所開立之繳款書      5/30

已退還【1397281004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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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25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648
辦理至111年5月16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7010042755】

111052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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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326701號、發文日期：1110426、繳款

人：高仁昌、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413018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0210041402】

111052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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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32670號、發文日期：1110426、繳款

人：高仁昌、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412990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8510041401】

1110525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164,580,634
辦理至111年5月16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2210042754】

11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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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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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21154010002488】

11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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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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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21156710002489】

11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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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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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21159610002522】

11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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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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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2115131000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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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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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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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21154710002520】

11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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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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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21154810002493】

11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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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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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21156510002494】

11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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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30642號、發文日期：1110420、繳款

人：格瑞特文教股份有限公司、依繳費單編

號：7102801110405103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0910042671】

1110527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其他雜項收入 11,441,241
文九(26)學校用地原土地所有權人繳回徵收價

額25％繳入市庫【13975510043362】

11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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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26486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李添池，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基

金專戶。      原繳款日5/11

【21150310002601】

11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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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321、銷帳408089)      原繳款日5/17

【21157710002614】

11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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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24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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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211586100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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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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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636791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第11/30期)

，受處分人:賴慧雯，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4/22

【21150910002797】

11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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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636791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第9/30期)

，受處分人:賴慧雯，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4/22

【21153810002794】

11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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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636791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第10/30期)

，受處分人:賴慧雯，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4/22

【21156510002795】

11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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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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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21151710002598】

11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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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36316號、發文日期：1110506、繳款

人：賴桂蘭、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502615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3110044266】

11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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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261131號、發文日期：1110406、繳款

人：方瓊美、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400593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3410043686】

11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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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363161號、發文日期：1110506、繳款

人：陳蕾卉、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502622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581004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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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30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曾有妹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2324、銷帳408096)      原繳款日5/17

【21150410002615】

1110530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黃宜蓁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2327、銷帳408106)      原繳款日5/17

【21152110002616】

1110530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王天祥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103541、

銷帳411467)      原繳款日5/23

【21152710002744】

1110530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黃慧瑟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2676、銷帳402241)     原繳款日5/17

【21152910002621】

11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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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24815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陳瓊瑜，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基

金專戶。       原繳款日4/22

【21153610002495】

1110530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胡秋葉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2724、銷帳400586)      原繳款日5/17

【21154610002622】

1110530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王柔筑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2328、銷帳408113)     原繳款日5/17

【21156510002618】

1110530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莊茗茜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2329、銷帳408120)     原繳款日5/17

【21158210002619】

各欄小計 1,630,467,000 110,000

收入合計 1,630,357,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