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

機關收入明細表
收入日期：111/09/01~111/09/30

會計年度：111

單位：新台幣元

列印日期：111/10/03

頁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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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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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69610號、發文日期：1110817、繳款

人：鄭言修、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809294所開立之繳款書

9/22已退還【13971910165368】

111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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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65306號、發文日期：1110804、繳款

人：蔡秋鄉、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802644所開立之繳款書

9/22已退還【13979210165367】

11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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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503173所開立之繳款書

9/29已退還【13974610167749】

11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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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673423號、發文日期：1110815、繳款

人：陳俐瑄、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807767所開立之繳款書      9/22

已退還【13970910167675】

11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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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67342號、發文日期：1110815、繳款

人：張亞男、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807729所開立之繳款書

9/22已退還【13973810167672】

11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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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673421號、發文日期：1110815、繳款

人：李佳憓、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807736所開立之繳款書     9/22

已退還【13975510167673】

11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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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673422號、發文日期：1110815、繳款

人：許瑜雯、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807750所開立之繳款書      9/22

已退還【13977210167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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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91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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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67924號、發文日期：1110810、繳款

人：閻維彪、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804242所開立之繳款書      9/29

已退還【13974210168939】

1110916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812,460
辦理至111年8月31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統籌保留【13974110170632】

1110916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3,070,850
辦理至111年8月31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前瞻保留款【13970410170617】

1110916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101,100
辦理至111年8月31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0610170626】

1110916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一般性補助收入 78,440,000

預收轉正-110學年度第1學期推動學校午餐採

用國溯源食材經費       原繳款日110/11/22

【01082110150262】

1110916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459,525,413
辦理至111年8月31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7010170612】

1110916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預收款 -78,440,000

預收轉正-110學年度第1學期推動學校午餐採

用國溯源食材經費      原繳款日110/11/22

【01082110150262】

11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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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70972號、發文日期：1110819、繳款

人：陳朝國、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811781所開立之繳款書

9/29已退還【13974710170205】

11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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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72104號、發文日期：1110824、繳款

人：蕭進益、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813302所開立之繳款書

9/29已退還【13978110170206】

1110922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50,000

蔡秋鄉幼照法罰鍰$50,000(幼處分11107173、

銷帳802644)      原繳款日9/2

【21150010151288】

1110922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陳俐瑄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7362、銷帳807767)      原繳款日9/12

【2115031015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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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922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50,000

鄭言修幼照法罰鍰$50,000(幼處分11107579、

銷帳809294)      原繳款日9/2

【21152710151289】

1110922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張亞男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7359、銷帳807729)      原繳款日9/12

【21154910151419】

1110922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李佳憓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7360、銷帳807736)     原繳款日9/12

【21156910151420】

1110922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許瑜雯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7361、銷帳807750)       原繳款日9/12

【21158610151421】

11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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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804196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2810172142】

11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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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10606687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0110172141】

11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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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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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21151210151396】

11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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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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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2115671015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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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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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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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21158410151314】

11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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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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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21150510151301】

11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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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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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21151410151245】

11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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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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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21155510151302】

11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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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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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21158710151244】

11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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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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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21158810151300】

11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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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60548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6000元，(全繳)，受處

分人:  何家麟，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

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8/22

【21153210151225】



臺中市政府

機關收入明細表
收入日期：111/09/01~111/09/30

會計年度：111

單位：新台幣元

列印日期：111/10/03

頁次：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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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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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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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21157210151224】

1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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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51102249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310173334】

1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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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51102256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4010173335】

1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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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51102263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6710173336】

1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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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081112319所開立之繳

款書【13973210174103】

1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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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610239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5910174104】

1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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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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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2115251015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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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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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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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21155010151529】

1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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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4866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510174107】

1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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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5245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3210174108】

1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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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12843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4710172924】

1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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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1204041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9810174106】

1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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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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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21152410151397】

1110929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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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68763號、發文日期：1110812、繳款

人：陳玲萍、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805133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21017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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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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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110501782所開立

之繳款書【13979710172923】

1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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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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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21153710151374】

1110929 111 本年度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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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67924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全繳)，受

處分人:閻維彪，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

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9/14

【21157510151546】

1110929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0

蕭進益幼照法罰鍰$60,000(幼處分11107786、

銷帳813302)      原繳款日9/20

【21159010151588】

1110929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50,000

陳朝國幼照法罰鍰$50,000(幼處分11107697、

銷帳811781)       原繳款日9/20

【21159010151589】

1110930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5,586,140
辦理至111年8月16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統籌保留【13975510174513】

1110930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119,008,256
辦理至111年9月16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4310174514】

1110930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81,237,376
辦理至111年9月16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9010174512】

各欄小計 669,788,095 363,000

收入合計 669,425,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