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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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38 83,087 1,954,198 151

經常門合計 83,238 83,087 1,954,198 151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15,000 7,010 1,878,934 7,990

017 　03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15,000 7,010 1,878,934 7,990

01 　　0346361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15,000 7,010 1,878,370 7,990

01 　　　03463610101
　　　罰金罰鍰

15,000 7,010 1,878,370 7,990

02 　　03463610300
　　賠償收入

- - 564 -

01 　　　0346361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564 -

03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4,120 4,610 5,639 -490

017 　04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4,120 4,610 5,639 -490

01 　　04463610100
　　行政規費收入

3,495 3,985 4,949 -490

01 　　　04463610101
　　　審查費

2,295 1,785 3,534 510

02 　　　04463610102
　　　證照費

1,200 2,200 1,415 -1,000

02 　　04463610200
　　使用規費收入

625 625 690 -

02 　　　04463610214
　　　服務費

625 625 690 -

05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50 50 115 -

016 　06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50 50 115 -

01 　　06463610100
　　財產孳息

50 50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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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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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463610101
　　　利息收入

50 50 49 -

02 　　06463610500
　　廢舊物資售價

- - 66 -

01 　　　06463610501
　　　廢舊物資售價

- - 66 -

06 07000000000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11,450 11,239 16,236 211

002 　07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11,450 11,239 16,236 211

01 　　07463610200
　　非營業特種基金
　　賸餘繳庫

11,450 11,239 16,236 211

01 　　　07463610201
　　　賸餘繳庫

11,450 11,239 16,236 211

07 08000000000
補助及協助收入

52,618 60,178 53,161 -7,560

007 　08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52,618 60,178 53,161 -7,560

01 　　084636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52,618 60,178 53,161 -7,560

01 　　　0846361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52,618 60,178 53,161 -7,560

09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 - 113 -

017 　11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 - 113 -

01 　　11463610200
　　雜項收入

- - 113 -

01 　　　1146361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11 -

02 　　　11463610210
　　　其他雜項收入

- - 102 -

361 - 9



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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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243 581,828 547,846 -7,585

001 　00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574,243 581,828 547,846 -7,585

01 　　70463610100
　　一般行政

142,780 137,820 129,733 4,960

01 　　　70463610101
　　　行政管理

142,780 137,820 129,733 4,960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33,836千元
　　業務費8,434千元
　　獎補助費51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960千元
　　增列 人事費3,789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71千元

02 　　70463614300
　　衛生業務

156,483 157,606 160,116 -1,123

01 　　　70463614301
　　　醫政管理

30,736 29,995 45,698 741 一、本科目包括醫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14千元
　　業務費20,522千元
　　獎補助費10,0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741千元
　　減列 人事費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771千元

02 　　　70463614302
　　　藥物藥商管理

10,331 9,780 16,097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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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千元
　　獎補助費2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51千元
　　增列 業務費551千元

03 　　　70463614303
　　　食品衛生管理

4,079 2,551 2,704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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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3千元
　　獎補助費8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528千元
　　增列 業務費1,44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80千元

04 　　　70463614304
　　　公共衛生護理
　　　與保健

30,011 29,618 28,461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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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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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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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9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93千元
　　增列 人事費15千元
　　增列 業務費378千元

05 　　　70463614306
　　　公共衛生檢驗

7,234 4,354 3,734 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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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88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880千元

06 　　　70463614307
　　　衛生企劃

7,685 7,699 7,925 -14 一、本科目包括衛生企劃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91千元
　　業務費7,59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4千元
　　增列 人事費4千元
　　減列 業務費18千元

07 　　　70463614309
　　　衛生稽查

11,126 10,587 6,537 539 一、本科目包括衛生稽查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76千元
　　業務費11,05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39千元
　　減列 人事費1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49千元

08 　　　70463614310
　　　疾病管制

41,351 36,748 35,220 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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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93千元
　　獎補助費12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603千元
　　增列 業務費4,58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0千元

09 　　　70463614311
　　　長期照護

13,930 26,274 13,740 -1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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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千元
　　獎補助費12,04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2,344千元
　　減列 業務費1,358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0,986千元

03 　　70463614400
　　衛生所業務

265,661 257,043 246,851 8,618

361 - 11



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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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70463614401
　　　行政管理

261,967 253,349 243,198 8,618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55,981千元
　　業務費5,146千元
　　獎補助費84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8,618千元
　　增列 人事費8,572千元
　　增列 業務費3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2千元

02 　　　70463614402
　　　公共衛生業務

3,694 3,694 3,6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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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9 29,359 11,146 -20,040

01 　　　70463619020
　　　各項設備

9,319 29,359 11,146 -20,040 一、本科目包括各項設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設備及投資9,31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0,04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20,04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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