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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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9 5,508 14,169 1

經常門合計 5,509 5,508 14,169 1

02 04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4,853 4,853 12,159 -

017 　04100800000
　衛生局

4,853 4,853 12,159 -

01 　　0410080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4,853 4,853 12,022 -

01 　　　04100800101
　　　罰金罰鍰

4,853 4,853 12,022 - 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藥事法、管制藥品管
理條例、化妝品衛生管理
法等裁罰罰鍰。(食藥科)
3,700千元

違反菸害防制法裁罰罰
鍰。(企劃科) 445千元

違反醫療法、醫師法、藥
師法、護理人員法、驗光
人員法等裁罰罰鍰。(醫政
科) 500千元

違反傳染病防制法、營業
衛生自治條例等裁罰罰
鍰。(疾管科) 200千元

違反人工生殖法、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優生保健法、公共場所母
乳哺育條例。(保健科) 8千
元

02 　　04100800300
　　賠償收入

- - 137 -

01 　　　0410080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137 -

03 05000000000
規費收入

531 530 1,110 1

018 　05100800000
　衛生局

531 530 1,110 1

01 　　05100800100
　　行政規費收入

390 390 1,023 -

01 　　　05100800101
　　　審查費

30 30 90 - 辦理自行檢驗收費民眾申
請案件檢驗費（依據
109.06.01府授檢壹字第
1090350217B號令發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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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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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市衛生檢驗申請及收費
辦法」辦理。(收支並列)(檢
驗科) 30千元

02 　　　05100800102
　　　證照費

360 360 933 - 辦理其他醫(藥)事人員及機
構申請開(執)業執照、變更
等30千元及醫事人員(含護
理人員)執業執照更新290千
元。(醫政科) 320千元

體檢收入。(企劃科) 20千元

行政相驗收入。(企劃科) 20
千元

02 　　05100800300
　　使用規費收入

141 140 87 1

01 　　　05100800303
　　　資料使用費

1 2 1 -1 各項招標文件圖說費及資
料複印費。(行政科) 1千元

02 　　　05100800306
　　　場地設施使用
　　　費

28 26 32 2 員工宿舍使用費27,600元。
(行政科) 27.6千元
千元整編。 0.4千元

03 　　　05100800307
　　　服務費

112 112 54 - 醫師及護理系學生實習服
務費(收支並列)。(企劃科)
100千元
學生實習服務費(健管科
6,000元、保健科6,000元)。
12千元

04 07000000000
財產收入

125 125 828 -

018 　07100800000
　衛生局

125 125 828 -

01 　　07100800100
　　財產孳息

25 25 785 -

01 　　　07100800101
　　　利息收入

25 25 26 - 公庫存款孳息。(行政科) 25
千元

02 　　　07100800102
　　　權利金

- - 759 -

02 　　07100800500
　　廢舊物資售價

100 100 43 -

01 　　　07100800501
　　　廢舊物資售價

100 100 43 - 汰換公務汽機車及其他報
廢財產(含物品)等變賣所得
100,000元。 100千元

08 12000000000 - - 72 -

080-2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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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入

011 　12100800000
　衛生局

- - 72 -

01 　　12100800200
　　雜項收入

- - 72 -

01 　　　1210080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72 -

02 　　　12100800203
　　　其他雜項收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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