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議會

中華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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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8 347 247

經常門合計 255 8 347 247

02 04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 - 7 -

001 　04010010000
　臺南市議會

- - 7 -

01 　　04010010300
　　賠償收入

- - 7 -

01 　　　0401001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7 -

04 07000000000
財產收入

251 4 114 247

001 　07010010000
　臺南市議會

251 4 114 247

01 　　07010010100
　　財產孳息

251 4 114 247

01 　　　07010010101
　　　利息收入

4 4 3 - 專戶存款利息 4千元

02 　　　07010010103
　　　租金收入

247 - 111 247 出租市議會辦公廳場所租
金收入 132千元
本會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
設施租金收入 115千元

08 12000000000
其他收入

4 4 226 -

001 　12010010000
　臺南市議會

4 4 226 -

01 　　12010010200
　　雜項收入

4 4 226 -

01 　　　1201001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222 -

02 　　　12010010210
　　　其他雜項收入

4 4 4 - 依採購法第29條第1項所收
取之標單圖說工本費 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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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

中華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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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0010000000
市議會主管

699,086 692,672 614,904 6,414

001 　00010010000
　臺南市議會

699,086 692,672 614,904 6,414

01 　　33010010100
　　一般行政

192,843 191,683 178,538 1,160

01 　　　33010010101
　　　行政管理

167,567 166,419 156,709 1,148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08,564千元
　　業務費59,00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148千元
　　減列 人事費667千元
　　增列 業務費1,815千元

02 　　　33010010102
　　　車輛管理

3,730 4,144 2,604 -414 一、本科目包括車輛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3,73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14千元
　　減列 業務費414千元

03 　　　33010010103
　　　財產保養

21,546 21,120 19,225 426 一、本科目包括財產保養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21,54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26千元
　　增列 業務費426千元

02 　　33010010200
　　議事業務

463,334 461,094 427,718 2,240

01 　　　33010010201
　　　業務管理

418,154 415,914 396,903 2,240 一、本科目包括業務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24,632千元
　　業務費91,482千元
　　獎補助費2,04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240千元
　　減列 人事費235千元
　　增列 業務費2,475千元

02 　　　33010010202
　　　定期大會

21,998 21,998 18,708 - 一、本科目包括定期大會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8,550千元
　　業務費13,448千元

03 　　　33010010203
　　　臨時大會

11,732 11,732 3,511 - 一、本科目包括臨時大會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560千元
　　業務費7,17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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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

中華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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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33010010204
　　　出席國際會議
　　　及考察

11,450 11,450 8,596 - 一、本科目包括出席國際會議及考
察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11,450千元

03 　　3301001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7,909 34,895 8,648 3,014

01 　　　33010019001
　　　建築及設備

37,909 34,895 8,648 3,014 一、本科目包括建築及設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設備及投資37,90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014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014千元

04 　　33010019800
　　第一預備金

5,000 5,000 - -

01 　　　33010019801
　　　第一預備金

5,000 5,000 - - 一、本科目包括第一預備金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預備金5,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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