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義市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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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00010000000
嘉義市議會主管
001 ˉ00010010000
ˉ嘉義市議會

633,197

00020000000
嘉義市政府主管
002 ˉ00020020000
ˉ嘉義市政府

632,862

820

100

70,225 1,069,812

15,639

820

100

53,286

820

100

95,611 1,185,655
732
732

596,494

-

合計

說

明

1,915,383
732
732 黨團(政團)補助費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1,773,819
666,339 賠償義務機關確定有賠償
責任時，依規定支付
社區業務展示暨趣味競賽
活動
補助辦理社區設置生產建
設基金、配合上級機關辦
理社區相關業務、研習、
觀摩、聯誼活動
社區資源（需求）調查（
95年社區發展工作評鑑考
核委員建議事項）
辦理社區業務績優獎勵金
撥付區公所補助社區辦理
各項環境景觀、美化綠
化、研習、文康育樂活動
及活動中心維護設施、業
務考評、研習、觀摩等（
本市社區數增加）
補助市總工會、職業總工
會及基層工會辦理勞工教
育及相關業務等活動
補助工會、事業單位組代
表隊參加勞工運動會
補助市總工會、職業總工
會等事業性補助
補助工會(按摩工會)辦理
相關業務活動
補助勞工團體辦理各項活
動
補助工業會、工會團體等
辦理文康育樂或其他活動
雇主辦理托兒設施措施經
費補助
辦理勞工運動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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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民間團體、學校、職
業訓練中心辦理新住民職
業訓練、職訓成果展；新
住民托兒措施等相關業務
補助辦理勞動法規講習研
討座談觀摩會等
補助辦理勞雇同心共存雙
贏園遊聯歡會等
補助辦理勞資爭議調解仲
裁委員講習研討會等
表揚推行勞工教育優良工
會、職工福利委員會等單
位獎金、獎狀等
補助低收入戶子女、殘障
青年失業等有關保險醫療
等濟助費
補助辦理身心障礙者庇護
工廠等各項業務費用
補助人民團體辦理業務有
關訓練、比賽、研習、座
談、藝文、休閒、育樂活
動
配合軍友社勞軍經費
補助里托兒所教保設施及
設備費每班10,000元（托
育服務）
辦理扶持5歲弱勢幼兒及早
教育計畫（1.依據內政部
兒童局96.8.17童托字第
0960054458號補助函辦
理.2.核定補助款5,060千元
）
補助受託單位辦理長青綜
合服務中心文康活動、日
托站活動業務
補助辦理家暴性侵害業務
專業訓練
老人保護個案施虐者家庭
教育追蹤輔導
辦理中低收入戶幼童托教
補助（1.依據內政部兒童
局96.8.17童托字第
0960054461號補助函辦
理.2.核定補助款12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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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辦理志願服務人員教
育訓練
婦女各項保護安置個案緊
急收容安置費
居家服務評鑑獎金
補助辦理家暴及性侵害各
項防治宣導
補助辦理新住民相關支持
性服務、生活適應班、考
照班等
委託辦理性騷擾防治相關
業務
老人福利機構平時輔導、
研習及評鑑獎金
補助辦理兒童館活動費（
兒童福利機構設置）
補助辦理原住民幼兒就託
公私立托兒所托育費用補
助（1.依據內政部兒童局
96.8.17童托字第
0960054459號補助函辦
理.2.核定補助款20千元）
補助辦理兒童及少年性交
易防治後續追蹤輔導
補助辦理志願服務業務觀
摩及研習
補助辦理志願服務人員暨
團隊獎勵表揚活動經費（
含獎品、獎牌、餐點費、
雜支等）
補助辦理婦女專業人員訓
練
補助辦理社區保母系統活
動及保母表揚
高危機家庭處遇、失業家
庭兒童及少年短期照顧、
危機家庭及中輟、失蹤、
逃家、虞犯兒童少年服
務、交付安置之個案返家
追蹤輔導經費、性教育宣
導（補助辦理兒童福利各
項專業方案）
托兒所畢業典禮市長獎獎
品（托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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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局補助教育券費用補
助辦理(1.依據內政部兒童
局96.8.9童托字第
0960054446號補助函辦
理.2.核定補助款6,500千元)
（托育服務）
補助辦理親職教育諮詢輔
導及宣導費
補助辦理兒童及少年性交
易加害人輔導教育
兒童福利機構評鑑（公私
立托兒所年度考核獎金）
志願服務評鑑獎金
補助辦理婦女聯盟辦理
「單親及弱勢婦女家庭相
關方案計畫」、「設置弱
勢及單親婦女館」、「96
年度單親及弱勢婦女個案
管理服務計畫」(1.依據內
政部96.9.3台內社字第
0960140001號補助函辦
理.2.核定補助款785,300
元、配合千元進位700元))
補助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
義務機關獎勵金
補助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
補貼息
辦理家暴暨性侵害被害人
相關補助（被害人各項補
助含心理輔導治療、律師
諮詢、緊急生活扶助費、
未成年子女會面交往等）
及加害人處遇計畫補助
特殊境遇婦女法律訴訟補
助
特殊境遇婦女緊急生活扶
助費
特殊境遇婦女子女生活津
貼
特殊境遇婦女傷病醫療補
助
特殊境遇婦女兒童托育津
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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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中低老人特別照顧津
貼（含補助個案及督導
費）
補助辦理中低老人重病住
院看護費用
辦理兒童托育津貼服務（
托育服務）
辦理發展遲緩兒童早期療
育療育費（1.依據內政部
兒童局96.7.31童托字第
0960054431號補助函辦
理.2.總經費1,700千元、中
央補助1,200千元、配合款
500千元）
兒童少年安置費（含寄養
及機構安置）
補助失智症老人走失手鍊
辦理老人及殘障者免費乘
車
辦理中低老人住宅設備、
設施改善補助
辦理緊急兒童及少年生活
扶助費
辦理中低收入兒童及少年
生活扶助經費
辦理低收入戶暨弱勢兒童
及少年醫療扶助經費（低
收入戶暨弱勢兒童醫療補
助）補助機關學校辦理合
作教育宣導、觀摩會、研
習、育樂活動
補助東、西區公所參加長
青運動會或老人健行經費
（每里10,000元）（老人
文康休閒及長青學苑）
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補助
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生
活補助
身心障礙者委託機構安置
養護費
身心障礙者房屋租金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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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救濟金、死亡或失蹤
每人20萬元、重傷10萬
元、房屋毀損安遷救助每
人2萬元及災民收容物資儲
備經費
身心障礙緊急保護安置費
低收入戶無依老人收安置
費及零用金(含遊民)
中低收入醫療看護補助費
低收入戶脫貧計畫經費(依
據社救助第15條之1辦理)
低收入戶生活補助及高中
職就學補助
低收入戶全民健保(含收容
機構院民住院、膳食費)
中低收入戶老人生活津貼
本市籍福利機構院民三節
慰問金
身心障礙者社會保險補助
低收入戶喪葬補助費款(一
款9,000元、二款8,000元、
三款7,000元)
貧苦民眾急難救助金及車
資補助含1957弱勢家庭脫
困計畫急難救助
補助辦理身心障礙者社區
服務─臨時托育與短托
補助身心障礙團體機構辦
理各項福利活動及社區家
園之建立
補助辦理身心障礙者居家
照顧相關經費
補助辦理身心障礙者輔具
資源中心
補助辦理身心障礙者防走
失手鍊
補助辦理身心障礙者送餐
服務
補助辦理身心障礙者社區
服務─復康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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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受託單位辦理身心障
礙福利服務中心設備維護
改善相關活動經費及服務
費交通費
補助辦理身心障礙者專業
人員訓練
補助身心障礙團體機構設
備費
補助建構身心障礙者多元
支持與生涯轉銜計畫(1.依
據內政部96.9.3台內社字第
960140001號補助函辦理2.
核定補助款879,000元)
補助嘉義市智障福利協進
會中高齡智障者家庭準備
與家庭支持計畫(1依據內
政部96.9.3台內社字第
96014001號補助函辦理.2.
核定補助款607,800元3.配
合預算編列進位數400元)
補助身心障礙者居家生活
護網(1.依據內政部96.9.3台
內社字第960140001號補助
函辦理2.核定補助款
1,436,800元)
農民保險及農民全民健保
法定本府應負擔之保費。
(農民保險本市負擔保費：
10,200*9,725人
*2.55%*10%*12月
=3,035,367元)(農民全民健
保本市負擔保費：21,000
元*9,725人*4.55%*10%*12
月*1.78人=19,848,2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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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補助社區、
民間團體辦理社區風貌工
程類及規劃設計類案件.［
1.依據內政部96.07.27台內
營字第09608043433號函（
核定補助款3,150千元）及
96.08.22.台內營字第
0960805391號函（核定補
助款8,000千元）辦理。2.
經嘉義市議會96.09.28嘉市
議七議字第0960001351號
函同意墊付。3.總經費
2,150千元，中央補助款
2,000千元、本府配合款
150千元。）
獎勵公園綠地植栽區認養
績優團體
辦理農產品行情報導作業
本府配合款
補助本市工商發展投資策
進會協助工商業研訂工商
發展策略解決經營困難取
締違法經營石油業務檢舉
人及查緝人員獎金〈1.依
據經濟部能源局96年9月27
日能油字第09600168800號
補助函辦理。2.核定補助
款80千元。〉
路邊收費停車場員工汽油
補助費市區汽車客運服務
性路線營運虧損補貼
市區汽車客運服務性路線
營運虧損補貼〈1.依據交
通部公路總局96年9月11日
路監運字第0960042569號
補助函辦理。2.核定補助
款550千元，96年度第一次
追加減預算編列495千元，
本次編列5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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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本市公寓大廈公共設
施維護經費(依公寓大廈管
理條例第10條第3項，補助
公共環境清潔衛生之維
持、公共消防滅火器之維
護、公共通道溝渠及相關
設施之修繕)補助建築物無
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金
(依內政部督導本市無障礙
生活環境業務辦理)
辦理果樹病蟲害及果實蠅
防治
補助收購稻穀運費。(以公
噸為計算單位，一年3,200
公噸，每公噸400元)
辦理植物防疫計畫
採種田設置每處3000元
辦理農民稻田及溝渠防除
福壽螺經費
補助辦理犬隻結紮絕育(公
犬每隻補助500元、母犬每
隻補助1000元)
補助辦理保育類動物餵飼
飼料及外傷救護
補助辦理牛乳生產輔導及
調整羊隻產銷體系計畫
補助辦理正德護生慈善會
認養本市流浪犬每隻飼料
補助費1400元
補助全民造林計畫造林撫
育獎勵金
割草機補助
耕耘機補助
補助辦理港坪花卉產區景
觀花海農地代播代耕費用
(15公頃*5500元=83,000元)
人力半自動背負或噴霧器
補助
中耕機補助
動力噴霧器補助
鏈鋸機補助
稻種消毒塑膠桶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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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小組長政令宣導費
辦理各項畜產疾病賠償費
依土地法第七十條規定，
在所收土地登記費提存
10%作為登記損害賠償儲
金，以維民眾權益
春節慰問陣(公)亡遺族每
戶10,000元,慰問重傷殘軍
人三節每人每節10,000
元、一般傷殘軍人三節每
人每節2,000元
滯留大陸前台籍國軍慰問
(探親每人5,000元，初設籍
定居每人10,000元；暨補
助823砲戰遺族前往金門弔
祭費及活動費用)
慰問傷殘軍人(含服替代役
役男)鑑定處理特別慰問
金。一等戰公殘1人，
50,000元；二等公殘一等
意外殘2人，各20,000元；
其餘殘等2人各5,000元
慰問住院官兵(含服替代役
役男)(重傷每人5,000元)
義務役服役役男家屬急難
疾病等慰助
慰問住院官兵(含服替代役
役男)(輕傷每人3,000元)
替代役役男列級家屬一次
安家費、三節生活扶助
金、生育補助金、喪葬補
助金、健保及醫療補助與
死亡遺族或傷殘退役役男
慰問金等役男各項權益事
項(1.依據96.8.20內政部役
政署役署會字第
0960016276號補助函辦
理。2.核定補助款847千
元。)

嘉義市總預算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補

助

單位：新臺幣千元

97 年度
捐

助

對家庭及
政府機關 對地方政 對特種基 對國內團
對外之
個人之
間之補助 府之補助 金之補助 體之捐助
捐助
捐助

合計

說

明

在營軍人列級家屬一次安
家費、三節生活扶助金、
生育補助金、喪葬補助
金、健保及醫療補助與死
亡遺族或傷殘退役役男慰
問金等役男各項權益事項
(1.依據96.8.20內政部役政
署役署會字第0960016276
號補助函辦理。2.核定補
助款2,491千元。)
慰問服役役男陣亡遺族1戶
300,000元;公亡遺族2戶各
250,000元；病故、意外遺
族各1戶100,000元
國軍及服替代役役男協助
本市救災致傷亡人員慰問
金(死亡一等殘50,000元,重
傷20,000元,輕傷5,000元)
春秋二祭慰問遺族
補助嘉義市退伍軍人協會
活動及協助役政推行經費
(含補助後憲協會100,000
元)
嘉義榮民服務處辦理榮民
節慶祝活動補助費
補助嘉義軍人服務站辦理
九三軍人節大會
嘉義市中央軍事院校校友
會嘉義分會活動補助費應
徵入營常備兵車票費撥補
台灣鐵路管理局
部隊懇親會參訪活動及慰
勞等經費
補助政府有關機關(單位)
協助辦理替代役備役、國
民兵及後備軍人管理等編
練管理業務
補助政府有關機關(單位)
辦理各項役政活動(如：勞
軍、運動大會、新春聯
誼...等)

嘉義市總預算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補

助

單位：新臺幣千元

97 年度
捐

助

對家庭及
政府機關 對地方政 對特種基 對國內團
對外之
個人之
間之補助 府之補助 金之補助 體之捐助
捐助
捐助

合計

說

明

辦理役男體檢經費(1.依據
內政部役政署96.8.20役署
會字第0960016276號補助
函辦理。2.核定補助款
2,800千元。)
補助各單位辦理萬安31號
演習各項費用
補助嘉義後備指揮部辦理
97年度全民防衛動員戰力
綜合協調會業務
補助辦理97年度本市原住
民學生課業輔導(20萬)、
民族文化及社教(40萬)、
歲時祭儀豐年祭(26萬)、
婦女權益及社團組織(15
萬)、職業訓練(15萬)(1.依
據行政院原民會96.7.6 原
民企字第0960031355號補
助函辦理.核定補助款2,665
千元2.本項編列中央補助
款1,160千元)
補助本市客家及原住民等
各項活動及配合款用
補助原住民協會、教會等
團體辦理97年度本市原住
民民族語言學習暨語言巢
等費用(1.依據行政院原民
會96.8.23原民教字第
0960038741號補助函辦理.
核定補助款180千元2.本項
編列中央補助款150千元)
補助光路里玄天上帝廟盪
鞦韆活動
配合預算編列至千元增列
進位數
補助鎮南聖神宮辦理祭孔
前迎神至孔廟活動相關費
用
寺廟負責人聯誼自強活動
(每一寺廟1人參加)
補助慈善堂辦理讀經會考
活動

嘉義市總預算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補

助

單位：新臺幣千元

97 年度
捐

助

對家庭及
政府機關 對地方政 對特種基 對國內團
對外之
個人之
間之補助 府之補助 金之補助 體之捐助
捐助
捐助

合計

說

明

91年度都市原住民中低收
入戶家庭住屋補助費(1.依
據行政院原民會91.8.21台
91原民經字第9151743號函
辦理2.補助金額780千元
3.91年度以前中央補助先
行墊付款)(配合預算編列
至千元，含進位數增加83
元)
補助辦理97年度原住民住
宅輔導業務經費(1.依據行
政院原民會96.8.3 原民經
字第0960036435 號函辦理
，核定補助款630千元2.本
項編列中央補助款600千
元)
辦理97年度本市原住民子
女學前教育補助(70萬)及
急難救助金(18萬5仟)等費
用(1.依據行政院原民會
96.7.6原民企字第
0960031355號函核定補助
款2,665千元2.本項編列中
央補助款885千元)
調解委員因公傷亡慰助及
慰撫金辦理回饋水上鄉南
鄉村建設工程補助區公所
調解案件成立行政費
補助區公所辦理97年度原
住民經濟事業業務費 (1.依
據行政院原民會96.7.6原民
企字第0960031355號補助
函辦理.核定補助款2,665千
元2.本項編列中央補助款
20千元)
補助以前退休人員公保補
助費
補助公教人員購置住宅補
貼貸款利息差額與手續費
68年底以前支領一次退休
金生活特別困難人員年節
特別照護金
本府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補助電台廣播節（3月26
日）活動經費

嘉義市總預算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補

助

單位：新臺幣千元

97 年度
捐

助

對家庭及
政府機關 對地方政 對特種基 對國內團
對外之
個人之
間之補助 府之補助 金之補助 體之捐助
捐助
捐助

合計

說

明

補助記者公會及傳播媒體
等辦理政令宣導活動經費
（97年有線電視發展基金
補助款）（收支對列）
補助記者公會記者節相關
活動費用
100 ˉ00021000000
ˉ嘉義市地方教育發
展基金

617,223

16,939

473,318

1,107,480 應補貼退休人員優惠存款
利息差額〈96年〉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春節、端午節、
中秋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給付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60人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職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資源回收工作小組及班級
獎勵金(收支對列)
學生資源回收服務獎勵金
(收支對列)

嘉義市總預算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補

助

單位：新臺幣千元

97 年度
捐

助

對家庭及
政府機關 對地方政 對特種基 對國內團
對外之
個人之
間之補助 府之補助 金之補助 體之捐助
捐助
捐助

合計

說

明

環保服務隊獎勵金(資源回
收收支對列)
班級獎勵金(資源回收收支
對列數)
資源回收工作人員及班級
競賽獎勵金〈資源回收收
入收支對列〉
資源回收工作獎勵金(收支
對列)
97年全民運動會、全國身
心障礙運動會及各項競賽
績優選手、教練獎勵金
97年全中運績優教練及選
手獎勵金及市籍績優教
練、選手獎勵金及運動會
破紀錄獎勵金等(配合預算
千元編列進位數增加925
元)
1、補助97年本市體育會及
各單項委員會舉辦市長盃
經費預估150萬元。2.97年
運動人口倍增活動經費65
萬5千元。3、97年本市籍
體育團體參加中正盃、總
統盃等全國體育競賽預估
84萬5千元
1、辦理97年體育節表揚、
97年全國登山健行活動、
97年活力健康慢跑活動、
本市體育志工、社區運動
指導員研習表揚等活動預
估90萬元、暑期活動或集
訓80萬元整。2、97年承辦
全國性體育活動(如總統
盃、協會盃、全國錦標賽
等活動)及社區體育活動經
費90萬5千元整
補助市籍選手、體育團
隊、教練出國比賽或移地
訓練經費
補助興建簡易球場、場館
設施及體育設施(採小額補
助方式)
全民運動會或全國中等學
校運動會奪金計畫選手集
訓費

嘉義市總預算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補

助

單位：新臺幣千元

97 年度
捐

助

對家庭及
政府機關 對地方政 對特種基 對國內團
對外之
個人之
間之補助 府之補助 金之補助 體之捐助
捐助
捐助

合計

說

明

補助大型馬拉松、自行車
或相關活動經費
國民中小學生追蹤輔導專
案經費-嘉義大學.得勝者教
育協會等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補助嘉
義市政府執行學生校外生
活輔導工作經費358,000元
(1.依據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6年8月3日教中(六)字第
0960513973號函辦理
補助本市中等以上學校學
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辦
理校外生活輔導暨巡迴輔
導事宜
補助辦理各項青少年晚會
活動
補助本市輔仁中學辦理國
中小原住民籍在校住宿學
生之膳食與住宿經費(1.依
據教育部91年5月14日台（
九一）國字第91063048號
函辦理 2.補助金額982,800
元 3.91年度以前中央補助
先行墊付款)
補助辦理國中應屆畢業生
職業試探研習營
辦理補助民間團體辦理相
關特殊教育活動研習等經
費(補助智障協會等單位)
辦理補助辦理早療宣導資
料簿冊及相關活動等經費
補助辦理老人教育、婦女
教育、消保、交通安全教
育及志工管理與輔導，社
區大學等社教活動(依據教
育部96.8.22台會(四)字第
0960127539號函補助3,
700, 000元，市庫配合款
407, 000 )

嘉義市總預算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補

助

單位：新臺幣千元

97 年度
捐

助

對家庭及
政府機關 對地方政 對特種基 對國內團
對外之
個人之
間之補助 府之補助 金之補助 體之捐助
捐助
捐助

合計

說

明

補助公私立各級學校從事
國際藝術交流活動經費(依
據教育部96.8.22台會(四）
字第0960127539號函補助
90, 000元，市庫配合款10,
000)
教育部補助辦理補習班公
共安全研習稽查經費
(96.7.31部授教中(四)字第
0960514025號)
補助民間團體參加及辦理
南部七縣市各項社教活動
經費
補助各團體辦理社教文化
等活動經費
補助社區大學辦理經費
補助團體推行家庭教育及
外籍配偶家庭教育等活動
經費(依據教育部96.8.22台
會(四)字第0960127539號
函辦理)
補助童軍會推展各項童軍
業務經費
補助團體辦理教育類志工
特殊教育訓練
補助本市文復會推展文化
活動及辦理學校藝術教育
等社教活動行政經費
辦理童軍體驗營、童軍團
長研習營及國際交流露營
活動
大專清寒優秀學生獎學金
配合預算編列增列個位數
國中清寒優秀學生獎學金
高中職清寒學生優秀獎學
金
國中優秀學生獎學金
軍公教遺族子女就學優待
(公私立國中小補助款)
辦理補助身心障礙學生獎
助金等費用

嘉義市總預算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補

助

單位：新臺幣千元

97 年度
捐

助

對家庭及
政府機關 對地方政 對特種基 對國內團
對外之
個人之
間之補助 府之補助 金之補助 體之捐助
捐助
捐助

合計

說

明

辦理補助身心障礙學生教
育代金等費用
辦理補助低收入戶、身心
障礙人士子女及身心障礙
學生教科書經費(約補助
1900人)
辦理視障生點字教材、課
外讀物、有聲課本之製作
編輯經費等
辦理補助本市國民教育階
段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補助
等費用
辦理發放幼兒教育券、扶
幼計畫、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原住民等學費（
托教）補助經費（1.依據
教育部96.8.22台會（四）
字第099960127539號補助
函辦理。2.核定補助款
15,300千元。）
辦理補助本市低收入戶等
幼童幼稚教育學費等(約補
助160人)
辦理補助低收入戶、身心
障礙人士子女及身心障礙
學生就讀國中小學雜費等
(約補助110人)
配合預算編列增列進位數
辦理本市各校家長會長聯
誼會等
補助國中學生減免雜費及
各國中小各項教學設施等
經費
補助代管文中小用地學校
及國中小、公立幼稚園校
地、宿舍等維護、管理及
相關設施之維修等相關經
費(博愛國小文小三綜合球
場水電及設備維護費20萬
元)
配合預算編列增列進位數
辦理本市各國中小暨幼稚
園校長及總務人員研習及
相關業務之研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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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補

助

單位：新臺幣千元

97 年度
捐

助

對家庭及
政府機關 對地方政 對特種基 對國內團
對外之
個人之
間之補助 府之補助 金之補助 體之捐助
捐助
捐助

合計

說

明

補助各國中小、公立幼稚
園水電費、雜支及相關設
施、設備之維護、維修費
用及各項教學活動等
補助文雅國小1-7月人事行
政費(值日費、水電費、通
訊費)
補助宣信國小私有建築物
之補償救濟金及搬遷費
97年度資訊融入教學經費
(1.依據教育部96年8月22日
台會(四)字第0960127539
號補助函辦理2.中央補助
款542千元)
97年度各校尿液篩檢及寄
生蟲檢查、健康檢查(健康
檢查對象為國小一、四年
級、國中ㄧ年級；尿液篩
檢對象：國中小學生；寄
生蟲檢查對象：國小學
生；國二血液檢查異常學
生之追蹤)
補助本市國中體促會(設於
北興國中)及國小體促會
(設於興安國小)舉辦校際
教師或學生學校體育競賽
活動及觀摩其他縣市體促
會業務等經費
辦理97年中小學聯合運動
會開幕典禮及閉幕典禮場
地、選手證、教練證、各
項比賽器材、租用電子計
時器、訂做頒獎台、獎
盃、獎狀、比賽場地佈
置、聖火傳遞、醫護支
援、環境清潔、保險、裁
判及工作人員服裝、校
旗、場地租金等各項業務
雜支等
91年度學童視力保健推廣
重點學校(1.依據教育部
91.7.10台(91)體字第
91093086號書函辦理。2.
補助金額260千元。3.91年
度以前中央補助款先行墊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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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
捐助

合計

說

明

補助本市各機關推展慢跑
運動，養成規律運動習慣
（18萬元）。 補助各校推
展慢跑運動，養成規律運
動習慣（39萬5,000元）
補助本市國中小學辦理教
育部推動六五能資源運動
計畫、環保、永續教育及
改善國中小學相關學校環
境衛生美化
補助各校推展三級制體育
選手培訓項目(桌球、羽
球、田徑、棒球及指定培
訓重點項目）有關開班
費、購置或更新器材、教
練費、集訓或移地訓練費
等
補助本市學校運動選手出
國比賽或移地訓練經費
91年度學童視力保健教師
研習(1.依據教育部91.7.23
台(91)體字第91107992號
書函辦理。2.補助金額25
千元3.91年度以前中央補
助款先行墊付款)
補助各校辦理健康中心用
品費、港坪國小及文雅國
小牙科治療台相關器材費
或衛生保健研習活動經費
97年全市運動會，聖火傳
遞、裁判及工作人員服
裝、選手証教練証、獎
狀、場地租金、裁判工作
人員費用、保險、器材採
購等相關費用
91年度學生體重控制教育
(1.依據教育部91.6.17台體
字第91086671號書函辦
理。2.補助金額350千元。
3.91年度以前中央補助款
先行墊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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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91年度明眸皓齒家長志工
研習(1.依據教育部91.7.25
台(91)體字第91106006號
書函辦理。2.補助金額91
千元。3.91年度以前中央
補助款先行墊付款)
91年度補助地方政府辦理
環境教育輔導小組計畫(1.
依據教育部91.7.8台(91)環
字第91074778號函辦理。
2.補助金額390,619元。
3.91年度以前中央補助款
先行墊付款)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本
市辦理基層訓練站配合款
(1.行政院體育委員會96.9.6
體委競字第0960018214號
書函辦理。2.核定補助款
1,800千元，採代收代付方
式補助)
91年度國民小學學生健康
檢查(1.依據教育部91.3.6台
(91)體字91027177號函辦
理。2.補助金額863千元。
3.91年度以前中央補助款
先行墊付款)
補助本市各學校貧困、清
寒學生午餐費【國中每人
每月補助800元，國小每人
每月補助600元整(教育經
費)】
補助各校汰換老舊自來水
設備及飲用水設備
辦理2008年第11屆諸羅山
盃國際少年軟式棒球邀請
賽經費
補助本市國中小學游泳課
程校外授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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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推動學校體適能計畫(推展
自行車運動、走路上學、
體適能檢測、五人制足
球、樂樂棒球、體適能健
康講座及宣導、多元化課
間活動器材及指導費、體
適能護照、健康操、教育
部加強學校體育活動及教
材計畫配合款等經費)
補助97年度學校周休二日
暨暑期辦理體育育樂營及
班際體育競賽活動經費100
萬2千元整、參加中正盃、
總統盃等國內體育競賽或
集訓費需180萬元整、96年
各校體育訪視、視力保健
等訪視經費38萬元整，補
助學校體育教學設施改善
約70萬元整
補助97年度學校體育重點
項目及教育部一人一運動
，一校一團隊計畫配合款
(2萬8,000元)(97年度預計
補助100項體育重點項目及
民生國中體育班、嘉義國
中體育班、北興國中角
力、南興國中籃球、大業
國中棒球、北園國中排球
隊等體育團隊經費)
97年教育部補助本市2名校
園約僱營養師進用經費(依
據教育部96.2.12台體(二)
字第0960014521號函辦理)
97年加強學校體育活動及
教學發展(中等學校運動
會、育樂營及民俗體育。
1.依據教育部96.8.22台會
(四)字第0960127539號函
辦理。2.核定補助款1,95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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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年學校特殊體育活動及
教學發展(身心障礙學生運
動人才督訓及輔導、身心
障礙運動人才國內外移地
訓練、充實重點學校訓練
設備器材。1.依據教育部
96.8.22台會(四)字第
0960127539號函辦理。2.
核定補助款100千元)
97年國中小學生健康體位
五年計畫(營造學生健康體
位環境、營造學生健康體
型意識社會價值觀、強化
學生身體活動。1.依據教
育部96.8.22台會(四)字第
0960127539號函辦理。2.
核定補助款70千元)
97年一人一運動、一校一
團隊(大專院校發展運動社
團及辦理跨校際比賽、體
育團體幹部研習。1.依據
教育部96.8.22台會(四)字
第0960127539號函辦理。
2.核定補助款250千元)
97年健康促進學校計畫(1.
依據教育部96.8.22台會
(四)字第0960127539號函
辦理。2.核定補助款1,800
千元)
96學年度第2學期及97學年
度第1學期學生團體保險
(依據教育部96.8.22台會
(四)字第0960127539號函
辦理。2.總經費7,530千元
，中央補助款6,777千元、
本府配合款753千元)
行政院體委會補助本市辦
理國際賽會(2008年第11屆
諸羅山盃國際軟式少年棒
球邀請賽。1.依據行政院
體育委員會96.9.6體委競字
第0960018214號書函辦
理。2.核定補助款3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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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校購置或更新簡易
運動器材設施
補助辦理發行嘉市文教刊
物
補助辦理發行嘉市兒童刊
物
辦理創造力教育及科學博
覽會經費
偏遠學校電信及維護費
(1、依教育部91年5月6日
台(91)電字第91063629號
函辦理2、補助金額
226,400元3、91年度以前
中央補助先行墊付款)
在職教師資訊應用培訓經
費(1、依教育部91年8月6
日台(91)電第91117232號
函辦理2、補助金額
112,963元3、91年度以前
中央補助先行墊付款)
鄉土教育經費(1、依據教
育部91年5月3日台九一國
字第91052067號函2、補助
金額1500000元3、91年度
以前中央補助先行墊付款)
以學校為中心進修模式經
費(1、依據教育部中部辦
公室91.08.13台九一教中字
第0910561348號函2、補助
金額360000元3、91年度以
前中央補助先行墊付款)
教學創新九年一貫課程輔
導團建置經費(1、依據教
育部91年8月6日台九一國
字第91113282號函2、補助
金額666,095元3、91年度
以前中央補助先行墊付
款〉
教師進修活動經費(1、依
據教育部91年6月26日九一
教中一字第09105511176號
函2、補助金額830,652元
3、91年度以前中央補助先
行墊付款)

嘉義市總預算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補

助

單位：新臺幣千元

97 年度
捐

助

對家庭及
政府機關 對地方政 對特種基 對國內團
對外之
個人之
間之補助 府之補助 金之補助 體之捐助
捐助
捐助

合計

說

明

配合預算編列至千元進位
數
毒品危害防治研習及宣導
活動(教育人員、學生)
91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計
畫專案經費(1.依據教育部
91年7月12日台（九一）中
（一）字第91099698號函
辦理 2.補助金額200,000元
3.91年度以前中央補助先
行墊付款)
補助本市崇文國小辦理91
年度校園防災避難演練觀
摩活動經費(1.依據教育部
91年7月10日台（九一）訓
（二）字第91099056號函
辦理 2.補助金額264,240元
3.91年度以前中央補助先
行墊付款)
補助本市辦理91年度推動
中小學教師從事行動研究
計畫經費(1.依據教育部中
部辦公室91年6月19日 九
一教中(一)字第
0910510788號函辦理 2.補
助金額340,000元 3.91年度
以前中央補助先行墊付款)
國小教師甄選經費(收支對
列)
辦理兒童節表揚模範兒童
(幼稚園60人，國小108人)
大會等相關事宜
補助辦理中小學教訓輔活
動
教育研究發展計畫
補助國中小學辦理民主法
治教育競賽各項費用
辦理校長領導及教師教學
卓越獎(1.依據教育部96年8
月22日台會(四)字第
0960127539號函辦理 2.補
助金額11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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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專題研究編印資料及
參加全國科展等業務
輔導弱勢學生補救教學(低
收入戶、外籍配偶、原住
民等)
補助辦理教師資格檢定等
業務
補助各縣市提升國小教師
員額編制及教學人力人事
費(1.依據教育部96年8月22
日台會(四)字第
0960127539號函辦理 2.補
助金額8,279,000元)
學生輔導工作(1.依據教育
部96年8月22日台會(四)字
第0960127539號函辦理 2.
補助金額6,429,000元 3.自
籌款30%)
國中教師甄選經費(收支對
列)
教育服務役役男輔導相關
費用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1.
依據教育部96年8月22日台
會(四)字第0960127539號
函辦理 2.補助金額624,000
元 3.自籌款30%)
學校人權法治、品德教育
及公民教育實踐(1.依據教
育部96年8月22日台會(四)
字第0960127539號函辦理
2.補助金額300,000元 3.自
籌款30%)
補助辦理中小學科學研習
活動
補助本市辦理九二一及一
○二二震災重建學校發展
本位課程經費(1.依據教育
部91年7月12日台(九一)國
字第91103958號函辦理 2.
補助金額559,474元 3.91年
度以前中央補助先行墊付
款)
補助外籍英語師資(含進位
數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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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生活教育觀摩會及研
習
補助學校參加全國各項競
賽
補助各校辦理發展學校特
色
補助育樂活動
補助本市中小學學生提供
免費教科書(不含特教生)
補助辦理中小學科學展覽
等業務
辦理各項英語研習及提昇
英語能力(推動師生英檢、
國中英語生活營等活動)
補助辦理強迫入學宣導相
關業務
辦理國中小校長.主任教師
等人事業務甄試試務工作
經費
補助辦理國中技藝教育競
賽及成果發表等業務
補助國中技藝教育經費
辦理發展學校特色評審
補助本市辦理91年度暑假
暨第一學期國民中學潛能
開發教育計畫經費(1.依據
教育部91年6月24日台(九
一)國字第91086178號函辦
理 2.補助金額632,560元
3.91年度以前中央補助先
行墊付款)
91年度增置國民小學教師
員額人事費(1.依據教育部
90年12月27日台（九0）國
字第90172594號函辦理 2.
補助金額2,679,689元 3.91
年度以前中央補助先行墊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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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年度青少年輔導計畫經
費(1.依據教育部91年7月11
日台(九一)訓(三)字第
91099507號函辦理 2.補助
金額2,412,424元 3.91年度
以前中央補助先行墊付款)
補助本市大同國小辦理中
小學訓導及人權法治教育
年度工作計畫經費(1.依據
教育部91年5月14日台（九
一）訓（一）字第
91065430號函辦理 2.補助
金額489,818元 3.91年度以
前中央補助先行墊付款)
辦理校長會議及教務主任
教師等相關研習
家暴及性侵害防治業務宣
導
補助91年度國中多元進路
宣導說明會經費(1.依據教
育部91年1月21日台（九
一）技（一）字第
91010191號函辦理 2.補助
金額55,000元 3.91年度以
前中央補助先行墊付款)
補助本市強迫入學委員會
91年度運作經費(1.依據教
育部91年7月1日台（九
一）國字第91095408號函
辦理 2.補助金額100,000元
3.91年度以前中央補助先
行墊付款)
91度國中技藝班設備補助
費(1.依據教育部91年6月4
日台（九一）技（四）字
第91081571號函辦理 2.補
助金額287,000元 3.91年度
以前中央補助先行墊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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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補助本市嘉義國中等二十
校辦理91年度民眾生命教
育活動經費(1.依據行政院
九二一陣災後重建推動委
員會91年5月27日重建生字
第0910011768號函辦理 2.
補助金額840,064元 3.91年
度以前中央補助先行墊付
款)
91度國中技藝教育班開辦
費(1.依據教育部91年6月26
日台(九一)技(四)字第
91095287號函辦理 2.補助
金額3,980,000元 3.91年度
以前中央補助先行墊付款)
辦理補助北興、蘭潭、嘉
義國中....等七校音樂、國
樂、管樂、舞蹈、美術、
體育、語文班外聘教師講
座鐘點費、交通費等
辦理補助辦理幼兒親子及
親職、學前特教等研習活
動等經費(補助承辦幼稚
園)
辦理身心障礙班教材教具
編輯製作購置等經費(補助
北興國中等21校)
辦理臨僱教師助理員鐘點
費(補助崇文國小承辦)
辦理補助發展改進特殊教
育教材及教學設施等經費
(補助設有特教班之國中
小)
辦理補助編印特教幼教相
關法令簿冊、行政規定及
立案相關資料等經費(補助
承辦幼稚園)
辦理補助特殊教育學生鑑
輔會、諮委會經費等(補助
崇文國小)
辦理研究改進特殊教育課
程、教材教法及教具等(補
助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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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補助辦理身心障礙學
童教育活動經費等(協調國
中小...等校承辦)
辦理補助大同國小...等六
校音樂、國樂、管樂、舞
蹈、美術作品發表會經費
辦理補助辦理全市公私立
幼稚園.托兒所園(所)長會
議等經費(補助承辦幼稚
園)
辦理推展幼兒教育輔導、
評鑑、公安、設班、研
習、改善幼稚園.托兒所教
學設備等重點工作經費，
依幼稚園.托兒所發展特色
與規劃辦理幼稚教育相關
活動經費(1.
依據教育部96.8.22台國
(四）字第0960127539號補
助函辦理。2.總經費
4,052.4千元,中央補助款
3,684千元、本府配合款
368.4千元。）
辦理推展學前及國民教育
階段特殊教育工作經費及
改善無障礙環境經費(1.依
據教育部96.8.22台會（
四）字第0960127539號補
助函辦理 。2.總經費
11,630千元,中央補助款
10,572千元、本府配合款
1,058千元。）
辦理補助特教資源中心購
置輔具充實圖書教材等經
費(補助崇文國小承辦)
辦理補助視障生大字體教
材簿本及相關輔具等經費
(補助興安國小承辦)
辦理幼稚園教師甄選(收支
對列)
辦理特教在家教育學生教
材教具編輯經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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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辦理「全民上
網終身學習計劃」經費（
1.依據教育部91年7月9日
台（91）社（一）字第
91097809號函辦理2.補助
金額1,300,000元3.91年度
以前中央補助款先行墊付
款)
推動文藝芳鄰（推展各項
藝文活動，如辦理直笛或
其他音樂發表會等）
補助學校辦理成人教育中
心各項活動經費
補助學校辦理傳統藝術活
動及學校藝術團隊活動經
費
消費者保護政策性宣導經
費
推動成人英語教育及親子
共學英語活動(依據教育部
96.8.22台會(四)字第
0960127539號函補助220,
000元，市庫配合款24,000)
補助辦理社會藝術與人文
教育經費(依據教育部
96.8.22台會(四)字第
0960127539號函辦理)
教育部補助本市推動91年
度觀光外語學習列車計畫
(1.依據教育部台（91）社
（一）字第91039869號函
補助辦理2.補助金額
3,020,000元3.91年度以前
中央補助款先行墊付款)
教育部補助本市辦理91年
度城鄉接軌-人人同步發展
學習計劃（1.依據教育部
91年度5月2日台（91）社
（一）字第91059714號函
補助辦理2.補助金額
1,000,000元3.91年度以前
中央補助款先行墊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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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本市中國童子軍會辦
理91年度各項童軍教育活
動經費（1.依據教育部91
年6月25日台（91）社（
二）字第91092850號函辦
理2.補助金額522,000元
3.91年度以前中央補助先
行墊付款）
推動終身教育及資訊網路
教育經費(依據教育部
96.8.22台會(四)字第
0960127539號函補助3,
500, 000元，市庫配合款
389,000元)
補助學校推行家庭教育及
外籍配偶家庭教育等活動
經費(依據教育部96.8.22台
會(四)字第0960127539號
函辦理)
補助學校教育類志工保險
經費，約1200人
教育部補助本市辦理社區
大學及其相關團體經費(91
學年度第一學期）（1.依
據教育部91年8月22日台（
91）社（三）字第
91124873號函補助辦理2.
補助金額900,000元3.91年
度以前中央補助款先行墊
付款)
91年度藝術與人文學習列
車活動（1.依據教育部91
年6月20日台（91）社（
五）字第91089350號函補
助辦理
2.補助金額590,000元3.91
年度以前中央補助款先行
墊付款)
91年度成人基本教育計畫
（1.依據教育部91年6月12
日台（91）社（一）字第
91082647號函補助辦理2.
補助金額265,200元3.91年
度以前中央補助款先行墊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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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外籍配偶語言學習輔
導班（依據教育部96年8月
16日台社(二)字第
0960124175號函辦理）
補助北興、南興、嘉義國
中、博愛、嘉北、垂楊國
小參加管樂節踩街活動經
費(交通費、保險費及餐點
等)
辦理本市孝行楷模表揚活
動經費
配合預算編列增列進位數
補助學校辦理國中小學級
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經
費
嘉義市國民小學推廣兒童
閱讀活動（辦理成果發表
會等）
補助學校辦理教師節表揚
活動及敬師宴等事宜(含資
深優良教師及春風化雨教
師)共185人
辦理服務四十年資深優良
教師參加中央表揚活動及
退休校(園)長聯誼餐會
補助學校承辦本市語文、
音樂、美術、舞蹈、創意
偶戲等競賽及補助本市代
表隊參加上述各項全國決
賽及選手集訓等經費
補助學校辦理交通安全及
社會教育等活動經費
補助學校辦理南部七縣市
各項社教活動及比賽經費

嘉義市總預算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補

助

單位：新臺幣千元

97 年度
捐

助

對家庭及
政府機關 對地方政 對特種基 對國內團
對外之
個人之
間之補助 府之補助 金之補助 體之捐助
捐助
捐助

合計

說

明

國民中小學老舊校舍整建
計畫(一次規劃發包分年編
列預算)民族95年50,000千
元96年84,712千元97年
38,650千元計173,362千元
志航95年39,500千元96年
45,000千元97年49,288千元
計133,788千元大業95年
10,000千元96年45,000千元
97年58,063千元計113,063
千元宣信95年10,000千元
96年40,000千元97年37,075
千元計87,075千元嘉義95
年10,000千元96年48,451千
元97年42,461千元計
100,912千元

91年度三三一賑災復建工
程(1.依據教育部91年7月26
日台（91）國字第
91105494號函辦理 2.補助
金額330,000元整3.91年度
以前中央補助款先行墊付
款）
配合預算編列增列進位數
辦理教育實習所需設備經
費1.依據教育部中部辦公
室91年4月16日91教中（
一）字第0910505947號函
辦理 2.補助金額400,000元
整3.(91年度以前中央補助
款先行墊付）
補助玉山國中活動中心先
期規劃費
補助辦理推展學前及國民
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工作改
善無障礙環境、交通車等
經費〈依據教育部96.8.22
台會〈四〉字第
0960127539號函補助910千
元，市庫配合款45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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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辦理幼教教育工作經
費〈依據教育部96.8.22台
會〈四〉字第0960127539
號函補助880千元，市庫配
合款98千元〉
行政院體委會補助本市學
校運動訓練環境改善(1.依
據行政院體育委員會96.9.6
體委競字第0960018214號
書函辦理。2.核定補助款
1,000千元)
97年加強學校體育活動及
教學發展(中等學校運動
會、育樂營及民俗體育。
1.依據教育部96.8.22台會
(四)字第0960127539號函
辦理。2.核定補助款4,900
千元)
97年一人一運動、一校一
團隊(大專院校發展運動社
團及辦理跨校際比賽、體
育團體幹部研習。1.依據
教育部96.8.22台會(四)字
第0960127539號函辦理。
2.核定補助款150千元)
90年度教育部國民小學新
型課桌椅採購經費(1.依據
教育部90年4月2日台(90)
體字第90043396號函辦理
2. 補助金額2,300,000元整
3.91年度以前中央補助款
先行墊付款）
補助本市田徑三級制學校
鋪設紅土跑道工程(嘉義國
中)
教育部補助91年度教師研
習中心所需設備經費(1.依
據教育部91年7月16日台（
91）師（三）字第
91100685號函辦理 2.補助
金額500,000元整3.91年度
以前中央補助款先行墊付
款）
補助本市玉山國中第二校
區(西北文中二)設校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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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國中小電腦教室設備
及相關設施
補助國中小學管樂重點發
展學校購置管樂器設備及
表演服裝等經費
補助本市興嘉國小第二校
區(西北文小八用地)設校
經費
補助本市南興國中(蘭潭文
中二)第二校區設校經費
91年度國民小學及新設校
購置新型課桌椅經費(1.依
據教育部91年4月29日台（
九一）體字第91031946號
函辦理2. 補助金額
1,272,000元整3.91年度以
前中央補助款先行墊付款)
91年度新設立國中小電腦
教室設備及部分國中小補
足一人一機之電腦教室設
備經費(1.依據教育部91年6
月12日台（91）電字第
91085926號函
辦理 2.補助金額1,816,200
元整3.91年度以前中央補
助款先行墊付款)
辦理本市95-97年度老舊校
舍整建計畫等工程物價調
整及相關設施經費
本市各國中小換裝省水器
材(74萬3,000元)及高效率
燈具設備(125萬7,000元)
補助本市各校改善教學環
境設施及緊急臨時性設施
需求經費
補助國中小課桌椅設備及
相關設施經費
補助世賢國小興建活動中
心經費(整體規劃設計一次
發包，96年度3,000萬、97
年度4,500萬，總計7,500萬
元整) (平均地權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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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嘉義市文雅國小新設
學校相關設備經費
91年度補助蘭潭國小網路
天文台天文文教學設備(1.
依據教育部92年6月12日台
國字第0920080646號函辦
理2. 補助金額1000000元整
3.91年度以前中央補助款
先行墊付款）
教育部補助嘉義市公民大
學充實教學設備經費(1.依
據教育部91年7月23日台（
91）社（三）字第
91102946號函辦理2.補助
金額300,000元整3. 91年度
以前中央補助款先行墊付
款）
補助本市大業國中設置廚
房經費
補助教師研習中心設備經
費〈1.依據教育部96年8月
22日台會四字第
0960127539號函辦理。2.
核定補助款400千元〉
97年度資訊融入教學經費
(1.依據教育部96年8月22日
台會(四)字第0960127539
號函辦理。2.核定補助款
960千元)
補助本市所屬國民中、小
學廣播通訊暨監視系統改
善更新經費
補助本市所屬國民中、小
修繕及相關設施經費補助
補助本市所屬國民中、小
學購置圖書經費
補助僑平國小活動中心先
期規劃費
03

00030000000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主
030 ˉ00030300000
ˉ嘉義市警察局

420

2,748

3,168

420

2,748

3,168 義交人員福利互助金

嘉義市總預算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補

助

單位：新臺幣千元

97 年度
捐

助

對家庭及
政府機關 對地方政 對特種基 對國內團
對外之
個人之
間之補助 府之補助 金之補助 體之捐助
捐助
捐助

合計

說

明

義警人員福利互助金
民防人員福利互助金
被拖吊車輛損壞賠償修理
費
民眾提供線索破案等獎金
辦理獎勵本市里、社區守
望相助隊年度評鑑獎金
協勤民力、守望相助工作
人員獎勵慰問金
員警使用警械致人傷亡醫
藥費、撫卹費、埋葬費
民防團隊義警、民防、義
交及守望相助巡守人員醫
療費用、身心障礙給付及
撫卹金(專款專用)
早期退休支領一次退休金
人員生活困難特別照護金
因公殉職人員遺眷春、秋
兩季慰問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04

05

00040000000
嘉義市稅捐稽徵處主
021 ˉ00040210000
ˉ嘉義市稅捐稽徵處

00050000000
嘉義市衛生局主管
040 ˉ00050400000
ˉ嘉義市衛生局

708

708

708

708 限期前繳納獎金
財務罰鍰檢舉人獎金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15

619

172

806

15

619

172

806 補助法定傳染病患者、
HIV感染者至特定醫療院
所病患之醫療、交通費及
毒癮者參加美沙冬替代療
法醫療補助
補助醫療機構辦理精神病
患社區關懷計畫，辦理加
強精神疾病防治與心理衛
生工作經費﹝1.依據行政
院衛生署96.08.27衛署會字
第0961300383號補助函辦
理(核定補助款3,200千
元)2.本項補助600千元﹞

嘉義市總預算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補

助

單位：新臺幣千元

97 年度
捐

助

對家庭及
政府機關 對地方政 對特種基 對國內團
對外之
個人之
間之補助 府之補助 金之補助 體之捐助
捐助
捐助

合計

說

明

羊膜腔穿刺羊水分析檢查
補助費
有礙優生或婚前健康檢查
補助費
新生兒先天代謝異常疾病
篩檢補助費
民眾檢舉違反食品衛生案
件獎勵金補助西區衛生促
進委員會辦理衛教宣導活
動
補助西區社區衛生促進委
員會之業務費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06

00060000000
嘉義市環境保護局主
050 ˉ00060500000
ˉ嘉義市環境保護局

300

8,381

8,681

300

8,381

8,681 環保志工因公受傷就醫、
住院等慰問
辦理資源回收及環境清潔
競賽獎勵金(收支對列─回
收廢棄物變賣所得款)
臨時人員清潔工作獎金(收
支對列─回收廢棄物變賣
所得款)
機關、學校、團體、里或
社區等辦理垃圾減量及資
源回收相關業務之費用（
收支對列－回收廢棄物變
賣所得款）
湖內里垃圾堆置場遷移處
置工程仲裁應給付費用工
程款利息及仲裁費用(行政
院環保署87.12.2(87)環署
廢字第0081094號函)
公務車車禍及工作時意外
事件等賠償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臨時人員清潔工作獎金(清
潔規費專款專用)

07

00070000000
嘉義市教育局主管

1,440

18

1,458

嘉義市總預算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補

助

單位：新臺幣千元

97 年度
捐

助

對家庭及
政府機關 對地方政 對特種基 對國內團
對外之
個人之
間之補助 府之補助 金之補助 體之捐助
捐助
捐助

說

合計

明

200 ˉ00072000000
ˉ嘉義市立體育場

1,440

18

00080000000
嘉義市民政局主管
210 ˉ00082100000
ˉ嘉義市東區區公所

2,400

582

2,400

138

2,538 補助鹿寮、盧厝、長竹、
短竹等社區發展協會辦理
水質水量保護區內水資源
保育與環境生態保育活動
經費(1.依據經濟部96.6.28
經授水字第09620227800號
函核定補助款7,217千元辦
理。2.本項編列補助款
2,400千元。)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211 ˉ00082110000
ˉ嘉義市西區區公所

102

102 本所退休職人員三節慰問
金

220 ˉ00082200000
ˉ嘉義市東區戶政事
務所
221 ˉ00082210000
ˉ嘉義市西區戶政事
務所
280 ˉ00082800000
ˉ嘉義市立殯儀館暨
火葬場管理所
09
00090000000
嘉義市地政局主管
010 ˉ00090100000
ˉ嘉義市地政事務所

192

192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138

138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08

10

00100000000
嘉義市消防局主管
230 ˉ00102300000
ˉ嘉義市消防局

12

1,458 補助認養單位場地維護費
(收支對列)
配合補助各體育委員會爭
取全國性活動及推廣本市
全民運動
補助招募志工之服裝及相
關訓練活動經費
退休人員3人一年三節慰問
金
2,982

12 退休(職)人員三節慰問金

150

150

150

150 本所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320

657

469

1,446

320

657

469

1,446 增設消防栓（依規定與自
來水公司各負擔二分之
一）
婦女防火宣導隊成員因公
死亡、傷殘、住院慰問金
鳳凰志工因公死亡、傷
殘、住院慰問金

嘉義市總預算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補

助

單位：新臺幣千元

97 年度
捐

助

對家庭及
政府機關 對地方政 對特種基 對國內團
對外之
個人之
間之補助 府之補助 金之補助 體之捐助
捐助
捐助

合計

說

明

徵調民間救難人員傷亡慰
問金
義消人員因公死亡傷殘住
院慰問金
救災時對土地、建築物、
車輛及其他物品之使用、
損壞或限制之補償金
補助本市民間救難團體充
實救災器材裝備費用
義消人員福利互助費
義消志工加入中華民國義
勇消防總會會員年費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金
11

00110000000
嘉義市文化局主管
170 ˉ00111700000
ˉ嘉義市文化局

19,550

7,883

27,433

19,550

7,883

27,433 辦理本市地方文化館設備
經費〈1.依據行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96.8.27文計字
第0962124016N號補助函
辦理。2.核定補助款3,500
千元，中央補助款3,500千
元。〉
辦理台灣生活美學運動計
畫經費〈1.依據行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96.8.27文計
字第0962124016N號補助
函辦理。2.核定補助款
2,500千元，中央補助款
2,500千元。〉
補助或捐助本市立案文史
工作者、民間社團或文化
資產管理單位等推動區域
型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
化計畫等〈1.依據行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96.8.23文
計字第0962123667L號補助
函辦理。2.核定補助款
23,000千元，中央補助款
10,000千元。〉

嘉義市總預算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補

助

單位：新臺幣千元

97 年度
捐

助

對家庭及
政府機關 對地方政 對特種基 對國內團
對外之
個人之
間之補助 府之補助 金之補助 體之捐助
捐助
捐助

合計

說

明

辦理第11屆管樂節攝影比
賽獎金〈1.文建會91、
03、21文參字第
09130002493號函補助
5,000,000元。2.91年度以
前中央補助先行墊付款〉
辦理2001年管樂節活動攝
影比賽獎金〈1.教育部
90、12、26台九0社五字第
90183384號函補助900,000
元。2.91年度以前中央補
助先行墊付款〉
辦理第11屆管樂節國外團
隊補助款 〈1.文建會91、
03、21文參字第
09130002493號函補助
5,000,000元。2.91年度以
前中央補助先行墊付款〉
第一屆美猴王獎金
第12屆桃城美展獎金〈添
生獎、歐陽獎、桃城獎各
15萬，優勝取7名每人3萬
元〉
辦理交趾陶葉王獎徵件，
提高獎金吸引大師級創作
者參賽
獎勵本市傑出演藝團隊營
運之費用
補助社區團體辦理各項社
區活動,地方文化資產與文
化環境計畫及藝文傳承,音
影像記錄等社區深耕計畫
〈1.依據文建會96.8.27文
計字第0962124016N號補
助函辦理。2.核定補助款
5,500千元，中央補助款
2,750千元。〉

嘉義市總預算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補

助

單位：新臺幣千元

97 年度
捐

助

對家庭及
政府機關 對地方政 對特種基 對國內團
對外之
個人之
間之補助 府之補助 金之補助 體之捐助
捐助
捐助

合計

說

明

辦理區域型文化資產環境
保存及活化計畫推廣活動
或競賽優勝者獎金及獎勵
古蹟或歷史建築維護管理
單位成效卓著個人或單位
等〈1.依據行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96.8.23文計字第
0962123667L號補助函辦
理。2.核定補助款7,169千
元，中央補助款800千
元。〉
獎勵本市表演藝術創作與
人才培育及傑出演藝團隊
等〈1.依據文建會96.8.27
文計字第0962124016N號
補助函辦理。2.核定補助
款640千元，中央補助款
600千元。〉
補助或捐助民間提案向文
建會申請辦理歷史與文化
資產維護發展計畫：區域
型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
化計畫〈1.依據行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96.8.23文計
字第0962123667L號補助函
辦理。2.核定補助款7,169
千元，中央補助款2,000千
元。〉
辦理文化資產維護管理之
再利用計畫：社區文化性
資產守護網計畫〈1.依據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96.8.27文計字第
0962124016N號補助函辦
理。2.核定補助款2,184千
元，中央補助款200千
元。〉
辦理台灣生活美學運動計
畫(1.依據行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96.8.27文計字第
0962124016N號補助函辦
理。2.核定補助款3,317千
元，中央補助款500千
元。〉

嘉義市總預算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補

助

單位：新臺幣千元

97 年度
捐

助

對家庭及
政府機關 對地方政 對特種基 對國內團
對外之
個人之
間之補助 府之補助 金之補助 體之捐助
捐助
捐助

合計

說

明

辦理本市地方文化館各項
活動費用〈1.依據行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96.8.27文
計字第0962124016N號補
助函辦理。2.核定補助款
1,850千元，中央補助款
650千元。〉
補助本市附屬團隊(嘉義市
管樂團)營運之費用
退休撫卹人員三節慰問金
(春節、端午節、中秋節)

70

00700000000
統籌支撥科目
002 ˉ00700020000
ˉ公務人員退休給付

-

94,000

94,000

-

94,000

94,000 補貼退休人員優惠存款利
息差額(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