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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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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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0805925所開立之繳

款書      8/17已退還【13970610155033】

111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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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0805932所開立之繳

款書      8/17已退還【13976210155031】

111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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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28521號、發文日期：1110413、繳款

人：劉品妘即臺中市私立成育美語短期補習

班、依繳費單編號：7102801110501768所開立

之繳款書      8/17已退還

【13977710155036】

1110801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租金收入 30,000
111年下半年自來水公司土地租金收入繳庫(大

甲區順天國小)【13975110157136】

1110802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12,476,256
辦理至111年7月18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前瞻保留款【13973510156939】

1110802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6,574,035
辦理至111年7月18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4210156940】

1110802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25,563,371
辦理至111年7月18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112-10)【13978310156938】

1110802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其他雜項收入 5,401,687
文九(51)學校用地原土地所有權人繳回徵收價

額25％繳入市庫【13970610155764】

11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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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610215所開立之繳款書      8/25

已退還【1397431015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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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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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503166所開立之繳款書      8/25

已退還【13978610155041】

11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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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4842所開立之繳款書      8/22

已退還【13978010155046】

11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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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5221所開立之繳款書      8/25

已退還【13970710155047】

11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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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04027所開立之繳款書      8/25

已退還【13973610155044】

111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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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51250號、發文日期：1110628、繳款

人：陳慧宜、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613805所開立之繳款書      8/17

已退還【13974610156773】

11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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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0806536所開立之繳款書

8/26已退還【13970810158677】

11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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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0806543所開立之繳款書

8/26已退還【13978110158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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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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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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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21150010150669】

11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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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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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21152010150670】

11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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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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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21154710150671】

11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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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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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21154910150666】

11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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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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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21156610150667】

11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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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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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21158310150668】

11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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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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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2115111015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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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12 110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違反兒少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100093778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第6/24期)

，受處分人:莊玗瑄，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7/22

【21150910150570】

1110812 110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90,0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100013619號

罰鍰處分，受處分人:余曉曄，1110628法執專

戶(臺中分署匯入)      原繳款日7/7

【21154010150531】

1110812 110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違反兒少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100093778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第3/24期)

，受處分人:莊玗瑄，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7/22

【21154510150567】

1110812 110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違反兒少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100093778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第4/24期)

，受處分人:莊玗瑄，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7/22

【21156210150568】

1110812 110
以前年度退

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2,500

違反兒少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100093778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第5/24期)

，受處分人:莊玗瑄，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7/22

【21158910150569】

11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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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18349號

罰鍰處分，受處分人:余曉曄，1110628法執專

戶(臺中分署匯入)     原繳款日7/7

【21159610150530】

11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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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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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2115111015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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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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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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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21154810150685】

11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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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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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21152710150688】

1110815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0

學生事務室、處分書文號：中市教學字第

1110059140號、發文日期：1110715、繳款

人：張寶月、於1110802匯入教育局代辦經費

專戶      8/22已退還【13970510160393】

11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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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1971號、發文日期：1110110、繳款

人：陳子朋、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606670所開立之繳款書     8/26

已退還【13971010159989】

11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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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63468號、發文日期：1110728、繳款

人：楊淑貞、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713602所開立之繳款書      8/22

已退還【13979910159854】

11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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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30648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格瑞特文教股份有限公司，由公務預算

退還至地方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

7/28【21155510150689】

1110815 111 本年度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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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19661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2/30期)

，受處分人:林心崧，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7/28

【2115881015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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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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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804189所開立之繳款書      8/26

已退還【13977710161202】

1110816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38,669
辦理至111年7月31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統籌保留【13973010161139】

1110816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7,573,295
辦理至111年7月31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前瞻保留款【13976610161126】

1110816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9,318,909
辦理至111年7月31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8110161128】

11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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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56405號、發文日期：1110707、繳款

人：四季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依繳費單編

號：7102801110701548所開立之繳款書

8/26已退還【13979410161201】

1110816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597,945,137
辦理至111年7月31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4310161123】

111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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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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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1154110150742】

111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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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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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1156810150743】

111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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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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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115241015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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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17 111 本年度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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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19661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第1/30期)

，受處分人:林心崧，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7/28

【21156110150686】

1110817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陳慧宜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105689、

銷帳613805)      原繳款日8/8

【21158610150756】

111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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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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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21153210150789】

111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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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60548號、發文日期：1110720、繳款

人：何家麟、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707953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4610161661】

111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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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10606396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9610161660】

1110822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0

張寶月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罰鍰$60,000（學

處分11106543、銷帳7102801110706381)

原繳款日8/15【21154910150906】

1110822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楊淑貞幼照法罰鍰$6,000(幼處分11107005、

銷帳713602)      原繳款日8/15

【21155410150910】

11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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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4859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31016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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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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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5238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9610162617】

1110824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2,172,505
辦理至111年8月15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前瞻保留款【13977910163969】

1110824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66,495,812
辦理至111年8月15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6110163971】

1110824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1,342,942,585
辦理至111年8月15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9810163965】

11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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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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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21152810150825】

11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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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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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21154910150826】

11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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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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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21151510150788】

11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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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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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2115511015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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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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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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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21153010150982】

11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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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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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21155710150983】

11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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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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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21156910150984】

11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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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0922067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0910162627】

11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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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0922074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210162637】

11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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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2836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510162626】

11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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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56405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  四季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由公務

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

日8/16【2115571015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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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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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01971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0元，(第1/30期)

，受處分人:陳子朋，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8/15

【21159610150985】

111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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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1112292所開立之繳

款書【13971610164160】

111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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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1112302所開立之繳

款書【13973310164161】

11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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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51102232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3610165028】

11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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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610222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5010164162】

11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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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04034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4810165029】

11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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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28521號、發文日期：1110413、繳款

人：劉品妘即臺中市私立成育美語短期補習

班、依繳費單編號：7102801110501775所開立

之繳款書【1397621016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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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欄小計 2,076,672,761 249,500

收入合計 2,076,423,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