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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收入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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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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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71118號、發文日期：1110819、繳款

人：胡秋葉、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811798所開立之繳款書

10/21已退還【13975610173737】

1111005 109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1,141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90030484號、發文日期：1090415、繳款

人：黃媺惠(場所負責人)、第一商銀營業部-

1110921-EH3649480(依據111年9月20日中執庚

111罰00224116字第1110272423X號執行命令扣

款)【13970910174924】

11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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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503197所開立之繳款書

10/25已退還【13973110175800】

11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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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090503180所開立之繳款書     10/27

已退還【13975810175801】

11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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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65411號、發文日期：1110803、繳款

人：李孟璁、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800516所開立之繳款書

10/27已退還【13976610174936】

11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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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10205158所開立之繳款書

10/27已退還【1397661017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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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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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10204858所開立之繳款書

10/27已退還【13978110175803】

11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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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10205172所開立之繳款書

10/27已退還【13978610175370】

11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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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10205165所開立之繳款書     10/27

已退還【13970310175371】

11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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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10204865所開立之繳款書

10/27已退還【13970810175804】

11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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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10205189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2010175372】

11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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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10204872所開立之繳款書     10/27

已退還【13973510175805】

1111007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50,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110073378號、發文日期：1110826、繳款

人：胡麗芬、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813879所開立之繳款書     10/27

已退還【1397611017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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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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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10204889所開立之繳款書     10/27

已退還【13976410175802】

11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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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0922081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710177832】

11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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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10606406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0110177831】

1111013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70,00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110074195號、發文日期：1110905、繳款

人：陳怡君、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815136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6110177833】

11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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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10606413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8410177830】

1111014 109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380

終身教育科、處分書文號：中市教終字第

1090030484號、發文日期：1090415、繳款

人：黃媺惠(場所負責人)、三信商銀台中-

1111004-AZ0039380(依據111年9月20日中執庚

111罰00224116字第1110272423X號執行命令扣

款)【13974610178969】

1111017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271,508
辦理至111年9月30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前瞻保留款【13979810179003】

1111017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15,257
辦理至111年9月30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661017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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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17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547,442,888
辦理至111年9月30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位

預算(市庫)案【13975510179001】

11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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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77899號、發文日期：1110913、繳款

人：賴桂蘭、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905386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410175642】

11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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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778991號、發文日期：1110913、繳款

人：陳宥辰、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905397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2510175643】

11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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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793592號、發文日期：1110919、繳款

人：林芳萱、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907076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2910178482】

11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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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79359號、發文日期：1110919、繳款

人：江冠蓁、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907069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4210175644】

11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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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793591號、發文日期：1110919、繳款

人：賴品霓、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907083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4610178483】

11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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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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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2115091015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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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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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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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21155310151855】

11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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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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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21157010151856】

1111021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50,000

胡秋葉幼照法罰鍰$50,000(幼處分11107706、

銷帳811798)      原繳款日10/4

【21150410151882】

11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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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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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21152610151854】

1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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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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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21150610151956】

1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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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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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21152310151957】

1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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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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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2115891015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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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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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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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21155010151992】

1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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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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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21155310152152】

1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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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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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21157710151993】

1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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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801100922098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7110180069】

1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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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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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21153510151958】

1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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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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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21155110151991】

1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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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844552號、發文日期：1110930、繳款

人：錢佩萱、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916010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171017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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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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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74833號、發文日期：1110902、繳款

人：周怡欣、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914007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5410180068】

1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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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84455號、發文日期：1110930、繳款

人：翁劍如、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915992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6310178484】

1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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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844551號、發文日期：1110930、繳款

人：游硯婷、依繳費單編號：

7102801110916003所開立之繳款書

【13979010178485】

1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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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68763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全繳)，受

處分人:陳玲萍，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

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9/29

【21151910152053】

1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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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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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21158910151994】

1111026 104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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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永吉-中國信託營業部-

1111005-CT0498268(依據111年9月23日中執甲

104罰00202011字第1110273213X號執行命令扣

款)【13979910181264】



臺中市政府

機關收入明細表
收入日期：111/10/01~111/10/31

會計年度：111

單位：新台幣元

列印日期：111/11/01

頁次：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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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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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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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21153610152151】

1111027 11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41,640,139

辦理至111年10月31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

位預算(市庫)-前瞻保留款

【13978110182478】

1111027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統籌 61,477,233
辦理至111年10月14日止統籌分配稅款繳入單

位預算(市庫)案【13977810182481】

11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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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01110501809所開立

之繳款書【13974610181557】

1111027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一般性補助收入 86,600,000
111年度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經

費(第2次)【13978810182882】

1111027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型補助收入 369,637,324
辦理至111年10月14日止計畫型補助款繳入單

位預算(市庫)案【13974310182480】

1111027 11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預收款 76,168,000
111年度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經

費(第2次)【13976610182893】

11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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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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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21150410152051】

11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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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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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21151910152056】



臺中市政府

機關收入明細表
收入日期：111/10/01~111/10/31

會計年度：111

單位：新台幣元

列印日期：111/11/01

頁次：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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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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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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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21152110152052】

11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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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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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21156510152054】

11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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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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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21156710152049】

11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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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73378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50,000元，(全繳)，受

處分人:胡麗芬，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

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0/7

【21157910152154】

11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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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65411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90,000元，(全繳)，受

處分人:李孟璁，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

基金專戶。      原繳款日10/7

【21158410152155】

11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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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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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21158710152050】

11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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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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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2115921015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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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31 109
以前各年度

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1,141

違反兒少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090030484號

罰鍰處分，受處分人黃媺惠，中執庚111罰

00224116字第1110272423x號執行命令

【21153810152191】

1111031 110
以前各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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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期)

，受處分人:詹竹君，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21153610152217】

1111031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江冠蓁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8453、銷帳907069)【21150010152228】

1111031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林芳萱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8456、銷帳907076)【21152710152229】

11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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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期)

，受處分人:林心崧，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21153110152189】

11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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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期)

，受處分人:廖瑛淇，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21153610152057】

1111031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賴品霓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8477、銷帳907083)【21154710152230】

11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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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期)

，受處分人:林心崧，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

發展基金專戶。【21155110152190】

1111031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15,000
賴桂蘭教保條例罰鍰$15,000(幼處分

11108284、銷帳905386)【21157210152226】

1111031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70,000

違反補教法案件:中市教終字第1110074195號

罰鍰處分，裁處金額:70,000元，(全繳)，受

處分人:陳怡君，由公務預算退還至地方發展

基金專戶。【21158010152218】

1111031 111 本年度退還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罰金罰鍰 6,000
陳宥辰教保條例罰鍰$6,000(幼處分

11108285、銷帳905397)【21158310152227】

各欄小計 1,183,607,455 44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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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合計 1,183,157,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