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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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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51102201所開立之繳款書      7/26

已退還【13977110053221】

11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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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51102191所開立之繳款書

7/26已退還【13979810053222】

11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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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1112285所開立之繳

款書       7/26已退還【13971510053223】

11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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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4835所開立之繳款書

7/26已退還【13972710053224】

11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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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5214所開立之繳款書      7/26

已退還【13975410053225】

11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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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2812所開立之繳款書

7/26已退還【13977210053220】

1110707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90,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100013619號、發文日期：1100303、繳款

人：余曉曄、111/6/28-法執專戶(臺中分署匯

入)【1397151005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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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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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18349號、發文日期：1100317、繳款

人：余曉曄、111/6/28-法執專戶(臺中分署匯

入)【13973210054806】

11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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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0806529所開立之繳款書

7/28已退還【13975210054955】

11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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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04010所開立之繳款書      7/28

已退還【13976410054956】

11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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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503159所開立之繳款書      7/28

已退還【13975810057015】

11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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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43583號、發文日期：1110527、繳款

人：蔡月琴、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511659所開立之繳款書      7/28

已退還【13970810057016】

111071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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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45908號、發文日期：1110606、繳款

人：陳明瑄、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602497所開立之繳款書      7/28

已退還【13972010056317】

1110721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一般性補助收入 199,400,000
111年度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經

費(第1次)【1397441015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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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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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804172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4610152263】

11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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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10209920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0510152265】

11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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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10209913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2210152266】

11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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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10209906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4910152267】

11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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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10209937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7810152264】

1110725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000

黃琳源幼照法罰鍰$3,000(幼處分11104332、

銷帳509987)      原繳款日6/27

【21150110003517】

1110725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郭佳欣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4646、銷帳511264)       原繳款日6/27

【21151510003521】

1110725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黃琳源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104323、

銷帳509674)      原繳款日6/27

【2115171000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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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25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黃琳源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104622、

銷帳509698)       原繳款日6/27

【21155110003518】

1110725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王　讚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4641、銷帳511288)      原繳款日6/27

【21157810003519】

1110725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劉姿秀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4645、銷帳511271)      原繳款日6/27

【21159810003520】

11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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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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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21157610150173】

11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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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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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21159310150174】

11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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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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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21157110150253】

11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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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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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

【21158510150084】

1110726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24,216,679
辦理至111年6月30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統籌保留【1397011015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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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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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08648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0110153972】

11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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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08655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2810153973】

11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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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08662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4510153974】

11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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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08624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6710153970】

11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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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08679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7210153975】

11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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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08631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8410153971】

1110726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9,728,895
辦理至111年6月30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前瞻保留款【13975710154280】

1110726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37,161,355
辦理至111年6月30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前瞻保留款【1397691015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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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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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元，(第6/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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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21150510150250】

11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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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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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21154810150175】

11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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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元，(第6/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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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21154910150252】

11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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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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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

【21156810150083】

1110726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32,080
辦理至111年6月30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1910154292】

1110726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900,000
辦理至111年6月30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112-9)【13971910154276】

1110726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381,079,618
辦理至111年6月30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112-10)【13975610154277】

1110726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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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04226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第3/30期)

，受處分人:廖瑛淇，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6/30

【2115051015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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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26 111 本年度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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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04389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第3/30期)

，受處分人:廖瑛淇，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6/30

【21152210150091】

11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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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43854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50,000元，(全繳)，受

處分人:李孟春，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

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6/27

【21152310003595】

1110726 111 本年度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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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04389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第4/30期)

，受處分人:廖瑛淇，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6/30

【21154910150092】

1110726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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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28521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第1/30期)

，受處分人:劉品妘暨臺中市私立成育美語短

期補習班，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基金專

戶。     原繳款日6/27【21155710003596】

1110726 111 本年度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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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04389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第5/30期)

，受處分人:廖瑛淇，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6/30

【21156610150093】

1110726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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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04226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第5/30期)

，受處分人:廖瑛淇，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6/30

【21156810150088】

1110726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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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04226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第4/30期)

，受處分人:廖瑛淇，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6/30

【2115851015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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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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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43551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伯斯文教事業有限公司，由公務預算退

還至地方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6/28

【21159010150059】

11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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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51102218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010154439】

11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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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51102225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9310154438】

11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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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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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21153010150294】

11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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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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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21153210150303】

11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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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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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21155910150304】

11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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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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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2115631015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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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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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2829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5810154440】

11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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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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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21158110150292】

11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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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306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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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110405127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2010154443】

111072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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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19661號、發文日期：1110315、繳款

人：林心崧、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606389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5310154441】

111072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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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19661號、發文日期：1110315、繳款

人：林心崧、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606372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7010154442】

11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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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435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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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21151310150296】

1110728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50,000

陳明瑄幼照法罰鍰$50,000(幼處分11105073、

銷帳602497)      原繳款日7/14

【21152810150261】

各欄小計 652,743,627 192,000

收入合計 652,551,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