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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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229 87,477 89,973 475,752

經常門合計 563,229 87,477 89,973 475,752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15,150 15,000 20,729 150

016 　03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15,150 15,000 20,729 150

01 　　0346361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15,150 15,000 20,394 150

01 　　　03463610101
　　　罰金罰鍰

15,150 15,000 20,394 150

02 　　03463610300
　　賠償收入

- - 335 -

01 　　　0346361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335 -

03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4,075 4,150 5,176 -75

016 　04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4,075 4,150 5,176 -75

01 　　04463610100
　　行政規費收入

3,450 3,525 4,609 -75

01 　　　04463610101
　　　審查費

2,250 2,325 2,270 -75

02 　　　04463610102
　　　證照費

1,200 1,200 2,339 -

02 　　04463610200
　　使用規費收入

625 625 567 -

02 　　　04463610214
　　　服務費

625 625 567 -

05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50 50 108 -

016 　06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50 50 108 -

01 　　06463610100
　　財產孳息

50 50 73 -

01 　　　06463610101
　　　利息收入

50 50 73 -

02 　　06463610500
　　廢舊物資售價

-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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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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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463610501
　　　廢舊物資售價

- - 35 -

06 07000000000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11,873 11,965 11,450 -92

002 　07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11,873 11,965 11,450 -92

01 　　07463610200
　　非營業特種基金
　　賸餘繳庫

11,873 11,965 11,450 -92

01 　　　07463610201
　　　賸餘繳庫

11,873 11,965 11,450 -92

07 08000000000
補助及協助收入

532,081 56,312 52,015 475,769

006 　08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532,081 56,312 52,015 475,769

01 　　084636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532,081 56,312 52,015 475,769

01 　　　0846361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532,081 56,312 52,015 475,769

09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 - 495 -

016 　11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 - 495 -

01 　　11463610200
　　雜項收入

- - 495 -

01 　　　1146361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33 -

02 　　　11463610210
　　　其他雜項收入

- - 4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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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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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102 627,655 567,669 597,447

001 　00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1,225,102 627,655 567,669 597,447

01 　　70463610100
　　一般行政

148,500 145,633 133,644 2,867

01 　　　70463610101
　　　行政管理

148,500 145,633 133,644 2,867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38,072千元
　　業務費9,918千元
　　獎補助費51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867千元
　　增列 人事費2,236千元
　　增列 業務費631千元

02 　　70463614300
　　衛生業務

771,573 186,491 167,238 585,082

01 　　　70463614301
　　　醫政管理

33,678 30,545 29,772 3,133 一、本科目包括醫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11千元
　　業務費23,567千元
　　獎補助費10,0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133千元
　　增列 業務費3,152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9千元

02 　　　70463614302
　　　藥物藥商管理

11,417 12,289 9,074 -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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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6千元
　　獎補助費2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872千元
　　減列 業務費872千元

03 　　　70463614303
　　　食品衛生管理

9,450 6,572 6,334 2,878 一、本科目包括食品衛生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42千元
　　業務費9,225千元
　　獎補助費8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878千元
　　增列 業務費2,878千元

04 　　　70463614304
　　　公共衛生護理
　　　與保健

50,396 41,484 30,623 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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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千元
　　業務費50,15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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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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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補助費9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8,912千元
　　減列 人事費40千元
　　增列 業務費8,952千元

05 　　　70463614306
　　　公共衛生檢驗

13,440 9,974 12,995 3,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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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466千元
　　增列 業務費3,466千元
四、縣款負擔6,453,000元，中央補
助846,000元。

06 　　　70463614307
　　　衛生企劃

9,083 7,251 7,541 1,832 一、本科目包括衛生企劃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61千元
　　業務費9,02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832千元
　　增列 業務費1,832千元

07 　　　70463614309
　　　衛生稽查

16,023 10,576 12,413 5,447 一、本科目包括衛生稽查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46千元
　　業務費15,577千元
　　獎補助費3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447千元
　　減列 人事費3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477千元

08 　　　70463614310
　　　疾病管制

67,406 50,914 46,026 16,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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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93千元
　　獎補助費18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6,492千元
　　增列 業務費16,507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5千元

09 　　　70463614311
　　　長期照護

560,680 16,886 12,460 543,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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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22千元
　　獎補助費513,34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43,794千元
　　增列 業務費43,39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500,40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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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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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343 262,101 254,897 -1,758

01 　　　70463614401
　　　行政管理

256,769 258,527 251,297 -1,758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50,801千元
　　業務費5,128千元
　　獎補助費84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758千元
　　減列 人事費1,758千元

02 　　　70463614402
　　　公共衛生業務

3,574 3,574 3,600 - 一、本科目包括公共衛生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3,574千元

04 　　704636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44,686 33,430 11,890 11,256

01 　　　70463619020
　　　各項設備

44,686 33,430 11,890 11,256 一、本科目包括各項設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設備及投資24,974千元
　　獎補助費19,71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1,256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8,45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9,71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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