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消防局

中華民國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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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目
說明

　　合　　　計 22,488 10,370 19,584 12,118

經常門合計 22,488 10,370 19,584 12,118

01 01000000000
稅課收入

7,930 - - 7,930

002 　01213570000
　彰化縣消防局

7,930 - - 7,930

01 　　01213571700
　　統籌分配稅

7,930 - - 7,930

01 　　　01213571702
　　　特別統籌

7,930 - - 7,930 汰換老舊消防車輛2年中程
計畫(內政部109年8月4日內
授消字第1090043637號函
核定補助，彰化縣議會109
年10月7日彰會議字第
1090001885號函，109年墊
付158號)。 7,930千元

02 04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1,200 1,800 1,905 -600

018 　04213570000
　彰化縣消防局

1,200 1,800 1,905 -600

01 　　0421357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1,200 1,800 905 -600

01 　　　04213570101
　　　罰金罰鍰

1,200 1,800 905 -600 違反消防法罰鍰收入。
1,200千元

02 　　04213570300
　　賠償收入

- - 1,000 -

01 　　　0421357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1,000 -

03 05000000000
規費收入

- 8 8 -8

018 　05213570000
　彰化縣消防局

- 8 8 -8

01 　　05213570300
　　使用規費收入

- 8 8 -8

01 　　　05213570303
　　　資料使用費

- - 1 -

02 　　　05213570306
　　　場地設施使用
　　　費

- 8 7 -8 局長使用宿舍租金收入。 0
千元

04 07000000000
財產收入

30 30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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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消防局

中華民國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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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目
說明

012 　07213570000
　彰化縣消防局

30 30 65 -

01 　　07213570100
　　財產孳息

10 10 44 -

01 　　　07213570101
　　　利息收入

10 10 10 - 111年度利息收入。 10千元

02 　　　07213570103
　　　租金收入

- - 34 -

02 　　07213570500
　　廢舊物資售價

20 20 21 -

01 　　　07213570501
　　　廢舊物資售價

20 20 21 - 報廢各式車輛及其他消防
器材等財產殘值。 20千元

06 09000000000
補助及協助收入

13,328 8,532 16,217 4,796

002 　09213570000
　彰化縣消防局

13,328 8,532 16,217 4,796

01 　　0921357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13,328 8,532 16,217 4,796

01 　　　0921357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13,328 8,532 16,217 4,796 行政科13,328千元。

內政部補助「災害防救深
耕第3期計畫」(內政部110
年8月3日內授消字第
1100824724號函核定補
助)。 5,096千元

建構安全化學環境計畫(內
政部消防署110年5月5日消
署救字第1100600123號函
核定補助)。 6,570千元

提升轄內海域岸際救災能
量補助計畫(海洋委員會110
年8月4日海域安字第
1100008404號函核定補
助)。 221千元

強化災害防救志工救災協
勤量能中程計畫(內政部消
防署110年8月2日消署民字
第1101500135號函核定補
助)。 1,160千元

前瞻計畫消防機關廳舍補
強重建計畫項目（第3期）
詳評補助(內政部1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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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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目
說明

23日內授消字第
10908292692號函核定補
助，彰化縣議會110年4月
23日彰會議字第
1100000682號函，110年墊
付88號)。 280.476千元

配合預算至千元，增列進
位數524元。 0.524千元

08 12000000000
其他收入

- - 1,389 -

018 　12213570000
　彰化縣消防局

- - 1,389 -

01 　　12213570200
　　雜項收入

- - 1,389 -

01 　　　12213570210
　　　其他雜項收入

- - 1,3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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