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合　　　計 83,087 80,588 89,979 2,499

經常門合計 83,087 80,588 89,979 2,499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7,010 7,010 22,311 -

017 　03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7,010 7,010 22,311 -

01 　　0346361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7,010 7,010 22,042 -

01 　　　03463610101
　　　罰金罰鍰

7,010 7,010 22,042 - 本局7,010千元。
違反醫療法、醫師法、護
理人員法及其他醫事法規
罰鍰。600千元
違反藥事法罰鍰。2,400千
元
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罰
鍰。4,000千元
違反菸害防制法罰鍰。10
千元

02 　　03463610300
　　賠償收入

- - 269 -

01 　　　0346361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269 -

03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4,610 5,237 3,612 -627

017 　04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4,610 5,237 3,612 -627

01 　　04463610100
　　行政規費收入

3,985 4,797 2,891 -812

01 　　　04463610101
　　　審查費

1,785 3,597 1,569 -1,812 本局1,785千元。
食品衛生檢驗規費。(250件
*每件1,500元)375千元
辦理整合式篩檢衛生所負
擔成人健檢之檢驗收入。
(4,700人次*每人次300元)
(收支對列)1,410千元

02 　　　04463610102
　　　證照費

2,200 1,200 1,322 1,000 本局2,200千元。
藥事人員執業異動執照
費。80千元
醫事人員(機構)、醫院、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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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所、護理機構(開)執業執照
或異動規費。1,760千元
營養師執照費。160千元
藥事機構開業執照費。200
千元

02 　　04463610200
　　使用規費收入

625 440 721 185

02 　　　04463610214
　　　服務費

625 440 721 185 本局625千元。
南西北區衛生所體檢等衛
生規費。35千元
東區衛生所體檢等衛生規
費。15千元
鹿港鎮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20千元
和美鎮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30千元
線西鄉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10千元
福興鄉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25千元
秀水鄉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30千元
花壇鄉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35千元
芬園鄉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20千元
伸港鄉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20千元
員林鎮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60千元
溪湖鎮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15千元
田中鎮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45千元
大村鄉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25千元
埔鹽鄉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15千元
埔心鄉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20千元
永靖鄉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40千元
社頭鄉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30千元
二水鄉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15千元
北斗鎮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25千元
二林鎮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20千元
田尾鄉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1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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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埤頭鄉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15千元
芳苑鄉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10千元
大城鄉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5千元
竹塘鄉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15千元
溪州鄉衛生所體檢等衛生
規費。15千元

05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50 50 117 -

017 　06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50 50 117 -

01 　　06463610100
　　財產孳息

50 50 62 -

01 　　　06463610101
　　　利息收入

50 50 62 - 本局50千元。
本局暨衛生所公庫存款利
息收入。50千元

02 　　06463610500
　　廢舊物資售價

- - 55 -

01 　　　06463610501
　　　廢舊物資售價

- - 55 -

06 07000000000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11,239 16,586 16,567 -5,347

002 　07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11,239 16,586 16,567 -5,347

01 　　07463610200
　　非營業特種基金
　　賸餘繳庫

11,239 16,586 16,567 -5,347

01 　　　07463610201
　　　賸餘繳庫

11,239 16,586 16,567 -5,347 本局11,239千元。
基金累積賸餘解繳公庫。
(收支對列)11,239千元

07 08000000000
補助及協助收入

60,178 51,705 46,387 8,473

007 　08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60,178 51,705 46,387 8,473

01 　　084636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60,178 51,705 46,387 8,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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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01 　　　0846361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60,178 51,705 46,387 8,473 本局60,178千元。
辦理強化食品藥物化粧品
安全實驗室網絡計畫補助
款。(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102年8月1日FDA主
計字第1022350008號函)772
千元
辦理加強監控違規廣告及
查處非法管道賣藥計畫補
助款。(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102年8月23日
FDA企字第1021250233號
函)302千元
辦理食品衛生管理提升計
畫補助款。(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102年8月1日
FDA主計字第1022350008
號函)2,720千元
辦理強化地方檢驗量能計
畫補助款。(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102年8月1日
FDA主計字第1022350008
號函)9,120千元
辦理建立優質之緊急醫療
救護體系計畫補助款。(衛
生福利部102年8月7日衛部
會字第1022480006號函)
1,950千元
辦理加強心理健康促進工
作計畫補助款。(衛生福利
部102年8月7日衛部會字第
1022480006號函)7,838千元
辦理落實長照十年計畫補
助款。(衛生福利部102年8
月7日衛部會字第
1022480006號函)7,003千元
辦理強化藥癮者追蹤輔導
處遇計畫補助款。(法務部
102年7月16日法保字第
10205510400號函)1,051千
元
辦理戒毒成功專線補助計
畫補助款。(法務部102年7
月16日法保字第
10205510400號函)2,130千
元
辦理陽光健康新彰化弱勢
族群就醫無障礙工作計畫
補助款。(行政院衛生署102
年7月17日衛署健保字第
1020075656號函)(公彩回饋
金)2,100千元
辦理菸害防制工作計畫第1
階段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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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明及法令依據
科　　　　　　 　目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2
年8月1日國健企字第
1021410013號函)。10,186
千元
辦理癌症篩檢人力計畫補
助款。(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102年8月1日國健企字
第1021410013號函)2,000千
元
辦理衛生保健工作計畫第1
階段補助款。(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102年8月1日國
健企字第1021410013號函)
8,452千元
辦理癌症篩檢管理中心工
作計畫補助款。(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康署102年9月9日
國健癌字第1020310266號
函)1,000千元
辦理102年度菸害防制及衛
生保健工作計畫第2階段補
助款。(補列千元進位差額
845元)(行政院衛生署國民
健康局102年5月14日國健
企字第1021400399號函)
(102年墊付57號)3,554千元

09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 - 985 -

016 　11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 - 985 -

01 　　11463610200
　　雜項收入

- - 985 -

01 　　　1146361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47 -

02 　　　11463610210
　　　其他雜項收入

- - 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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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科　　　　　　　　 　目

09 00460000000
衛生局主管

581,828 561,337 490,913 20,491

001 　00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581,828 561,337 490,913 20,491

01 　　70463610100
　　一般行政

137,820 137,000 117,822 820

01 　　　70463610101
　　　行政管理

137,820 137,000 117,822 820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30,047千元
　　業務費7,263千元
　　獎補助費51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820千元
　　增列 人事費602千元
　　增列 業務費218千元

02 　　70463614300
　　衛生業務

157,606 158,524 118,077 -918

01 　　　70463614301
　　　醫政管理

29,995 37,853 48,103 -7,858 一、本科目包括醫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44千元
　　業務費19,751千元
　　獎補助費10,0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7,858千元
　　增列 人事費35千元
　　增列 業務費927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8,820千元

02 　　　70463614302
　　　藥物藥商管理

9,780 16,918 1,958 -7,138 一、本科目包括藥物藥商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1千元
　　業務費9,559千元
　　獎補助費2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7,138千元
　　減列 業務費7,138千元

03 　　　70463614303
　　　食品衛生管理

2,551 2,640 2,190 -89 一、本科目包括食品衛生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3千元
　　業務費2,515千元
　　獎補助費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89千元
　　減列 業務費89千元

04 　　　70463614304
　　　公共衛生護理
　　　與保健

29,618 28,113 25,648 1,505 一、本科目包括公共衛生護理與保
健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9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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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科　　　　　　　　 　目

　　業務費29,22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505千元
　　減列 人事費3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08千元

05 　　　70463614305
　　　防疫暨營業外
　　　勞管理

- - 23,632 - 本計畫僅有前年度決算數

06 　　　70463614306
　　　公共衛生檢驗

4,354 3,839 2,450 515 一、本科目包括公共衛生檢驗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0千元
　　業務費4,33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15千元
　　增列 業務費515千元

07 　　　70463614307
　　　衛生企劃

7,699 7,946 8,072 -247 一、本科目包括衛生企劃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87千元
　　業務費7,61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47千元
　　減列 人事費2千元
　　減列 業務費245千元

08 　　　70463614309
　　　衛生稽查

10,587 5,893 6,024 4,694 一、本科目包括衛生稽查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86千元
　　業務費10,50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694千元
　　增列 人事費10千元
　　增列 業務費4,684千元

09 　　　70463614310
　　　疾病管制

36,748 43,387 - -6,639 一、本科目包括疾病管制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1千元
　　業務費36,610千元
　　獎補助費10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6,639千元
　　減列 業務費6,639千元

10 　　　70463614311
　　　長期照護

26,274 11,935 - 14,339 一、本科目包括長期照護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5千元
　　業務費3,228千元
　　獎補助費23,03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4,339千元
　　增列 人事費15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2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3,203千元

361 - 19



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3年度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科　　　　　　　　 　目

03 　　70463614400
　　衛生所業務

257,043 257,251 242,737 -208

01 　　　70463614401
　　　行政管理

253,349 253,557 239,109 -208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47,409千元
　　業務費5,112千元
　　獎補助費82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08千元
　　增列 人事費337千元
　　減列 業務費545千元

02 　　　70463614402
　　　公共衛生業務

3,694 3,694 3,628 - 一、本科目包括公共衛生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3,694千元

04 　　704636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9,359 8,562 12,277 20,797

01 　　　70463619020
　　　各項設備

29,359 8,562 12,277 20,797 一、本科目包括各項設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設備及投資29,35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0,797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20,79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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