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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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5,854 563,229 90,040 742,625

經常門合計 1,305,854 563,229 90,040 742,625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13,200 15,150 18,001 -1,950

021 　03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13,200 15,150 18,001 -1,950

01 　　0346361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13,200 15,150 17,604 -1,950

01 　　　03463610101
　　　罰金罰鍰

13,200 15,150 17,604 -1,950

02 　　03463610300
　　賠償收入

- - 397 -

01 　　　0346361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397 -

03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5,035 4,075 4,394 960

021 　04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5,035 4,075 4,394 960

01 　　04463610100
　　行政規費收入

4,410 3,450 3,930 960

01 　　　04463610101
　　　審查費

3,210 2,250 2,219 960

02 　　　04463610102
　　　證照費

1,200 1,200 1,711 -

02 　　04463610200
　　使用規費收入

625 625 464 -

01 　　　04463610214
　　　服務費

625 625 464 -

05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50 50 77 -

016 　06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50 50 77 -

01 　　06463610100
　　財產孳息

50 50 43 -

01 　　　06463610101
　　　利息收入

50 50 43 -

02 　　06463610500
　　廢舊物資售價

-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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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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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4 -

06 07000000000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15,313 11,873 11,965 3,440

002 　07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15,313 11,873 11,965 3,440

01 　　07463610200
　　非營業特種基金
　　賸餘繳庫

15,313 11,873 11,965 3,440

01 　　　07463610201
　　　賸餘繳庫

15,313 11,873 11,965 3,440

07 08000000000
補助及協助收入

1,272,256 532,081 54,937 740,175

006 　08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1,272,256 532,081 54,937 740,175

01 　　0846361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1,272,256 532,081 54,937 740,175

01 　　　0846361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1,272,256 532,081 54,937 740,175

09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 - 666 -

020 　11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 - 666 -

01 　　11463610200
　　雜項收入

- - 666 -

01 　　　1146361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601 -

02 　　　11463610210
　　　其他雜項收入

- -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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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7年度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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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981 1,225,102 610,228 751,879

001 　00463610000
　彰化縣衛生局

1,976,981 1,225,102 610,228 751,879

01 　　70463610100
　　一般行政

151,102 148,500 133,231 2,602

01 　　　70463610101
　　　行政管理

151,102 148,500 133,231 2,602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40,859千元
　　業務費10,171千元
　　獎補助費7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602千元
　　增列 人事費2,787千元
　　增列 業務費253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438千元

02 　　70463614300
　　衛生業務

1,501,278 771,573 189,441 729,705

01 　　　70463614301
　　　醫政管理

31,441 33,678 29,841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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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1千元
　　獎補助費10,01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237千元
　　減列 業務費2,25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9千元

02 　　　70463614302
　　　藥物藥商管理

16,709 11,417 9,757 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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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8千元
　　獎補助費2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292千元
　　增列 業務費5,292千元

03 　　　70463614303
　　　食品衛生管理

5,932 9,450 7,088 -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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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7千元
　　獎補助費8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518千元
　　減列 業務費3,518千元

04 　　　70463614304
　　　公共衛生護理
　　　與保健

49,677 50,396 41,543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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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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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7年度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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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16千元
　　獎補助費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719千元
　　增列 人事費20千元
　　減列 業務費641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98千元

05 　　　70463614306
　　　公共衛生檢驗

10,566 13,440 11,982 -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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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874千元
　　減列 業務費2,874千元

06 　　　70463614307
　　　衛生企劃

9,453 9,083 7,124 370 一、本科目包括衛生企劃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65千元
　　業務費9,38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70千元
　　增列 人事費4千元
　　增列 業務費366千元

07 　　　70463614309
　　　衛生稽查

12,997 16,023 12,391 -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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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51千元
　　獎補助費3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026千元
　　減列 業務費3,026千元

08 　　　70463614310
　　　疾病管制

105,696 67,406 56,035 3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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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83千元
　　獎補助費18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8,29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8,290千元

09 　　　70463614311
　　　長期照護

1,258,807 560,680 13,680 69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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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01千元
　　獎補助費1,206,19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698,127千元
　　增列 業務費5,27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92,84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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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

中華民國107年度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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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048 260,343 253,008 -4,295

01 　　　70463614401
　　　行政管理

252,474 256,769 249,551 -4,295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47,172千元
　　業務費5,128千元
　　獎補助費17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295千元
　　減列 人事費3,629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666千元

02 　　　70463614402
　　　公共衛生業務

3,574 3,574 3,4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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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53 44,686 34,548 23,867

01 　　　70463619020
　　　各項設備

68,553 44,686 34,548 23,867 一、本科目包括各項設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設備及投資18,179千元
　　獎補助費50,37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3,867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6,79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0,66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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