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林縣總預算

歲入來源別追加(減)預算表
經常門
科
款

項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00年度
目 節

目
名

稱

及

編

號

經常門合計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002

03020020000
雲林縣政府
01

0302002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01

004

03020020101
罰金罰鍰

03044030000
雲林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01

0304403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01

013

03044030101
罰金罰鍰

03086030000
雲林縣衛生局
01

0308603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01

014

01

03086030101
罰金罰鍰

追加(減)預算數

說明

1,777,926
2,022
402
402
402 民政處90千元。
- 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22條第1項及第38條第1
項規定之罰鍰（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56條及
第62條）。90千元
建設處12千元。
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47、48、49、
50、52條罰鍰收入。3千元
違反建築法第77之4條及第95之2條罰鍰收
入。9千元
城鄉發展處300千元。
違反都市計畫法第79條罰款收入。300千元

400
400
400 取締化製場或化製原料運輸業者違反動物傳
- 染病防治條例、化製場及化製原料運輸車消
毒及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依據動物傳染病
防治條例第16條第1至3項及第44條第1、2款)
400千元

20
20
20 取締違規醫事人員罰鍰。(依據物理治療師法
- 第32條至第44條規定辦理)20千元

03096050000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1,200
-

0309605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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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節
01

03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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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及

編

號

03096050101
罰金罰鍰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002

04020020000
雲林縣政府
01

04020020100
行政規費收入

說明

1,200 事業單位違反水污染防治法(依據水污染防治
- 法第40及46條規定)1,200千元

66
37
37
-

04020020101
審查費

02

04020020102
證照費

3 建設處1千元。
- 興辦工業人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證
照費。1千元
農業處2千元。
飼料販賣業登記證書費。(依據飼料管理法第
16條第1及3項規定)2千元

03

04020020103
登記費

20 建設處20千元。
- 依據旅館業管理規則第3、35條及民宿管理辦
法第4、36條規費收入。20千元

04044030000
雲林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01

04044030100
行政規費收入
01

02

04044030103
登記費

04044030200
使用規費收入
02

001

追加(減)預算數

01

005

06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00年度

04044030210
服務費

14 建設處14千元。
- 興辦工業人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審
查費。14千元

29
10
10 辦理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許可證規費。(依據動
- 物用藥品管理法第19條)10千元

19
19 辦理雲林縣不擬續養動物收容規費。(依據雲
- 林縣不擬續養動物作業要點)19千元

08000000000
補助及協助收入

1,775,838
-

08020020000
雲林縣政府

1,775,8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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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款

項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00年度
目 節
01

目
名

稱

及

編

0802002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02

0802002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號

追加(減)預算數

說明

1,775,838
1,775,838 民政處132,770千元。
- 辦理本縣100年度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興建及
修繕計畫。（內政部100.01.20內授中民字第
1000722523號函）（縣議會100.03.29雲議議
民臨8、9字第10000004411號函同意墊付）
21,500千元
辦理「補助莫拉克颱風受災縣市新建避難收
容場所」-本縣元長鄉潭西村及麥寮鄉崙後村
新建避難收容場所。（內政部100.03.02台內
消字第1001400125號函）（縣議會100.03.28
雲議議民臨8、9字第10000004431號函同意墊
付）8,221.4千元
辦理「補助莫拉克颱風受災縣市新建避難收
容場所」-本縣口湖鄉新建避難收容場所。
（內政部100.02.01台內消字第1000821014號
函）（縣議會100.03.28雲議議民臨8、9字第
10000004421號函同意墊付）4,110.7千元
辦理「補助莫拉克颱風受災縣市修建避難收
容場所及充實避難收容場所設施」中「充實
避難收容場所設施」計畫。（內政部
100.03.11台內消字第1000821030號函）（縣
議會100.06.09雲議議民定3字第10000006371
號函同意墊付）3,065.25千元
辦理「補助莫拉克颱風受災縣市修建避難收
容場所及充實避難收容場所設施」中「修建
避難收容場所」計畫。（內政部100.03.25台
內消字第1000821038號函）（縣議會
100.06.09雲議議民定3字第10000007951號函
同意墊付）8,274.138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512千元
補助辦理「2011北港元宵燈節」活動相關行
銷宣傳計畫經費。（交通部觀光局100.02.22
觀旅字第10050004771號函）（縣議會
100.03.29雲議議民臨8、9字第10000004061
號函同意墊付）200千元
辦理原住民取得技術士獎勵金及就業服務等
相關業務經費。（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99.09.27原民衛字第0990050201號函）50千
元
辦理虎尾鎮公所購置火化爐具及空氣污染防
治設備暨大埤鄉公所環保多元化葬法設施。
（內政部99.10.06台內民字第09901961992號
函）（縣議會99.12.10雲議議民臨6字第
09900024031號函同意墊付）20,000千元
辦理詔安客家文化園區新建工程。（行政院
客家委員會99.12.01客會籌字第0990010910
號函）（縣議會100.03.29雲議議民臨8、9字
第10000000461號函同意墊付）60,200千元
辦理100年度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100.03.23客會籌字第
1000002217號函）（縣議會100.06.09雲議議
民定3字第10000010021號函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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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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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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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0年度
目 節

目
名

稱

及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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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7,147.96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04千元
財政處146,470千元。
100年7月起調增公教人員待遇補助款。(行政
院100.6.27院授主忠六字第10000039330號
函)146,470千元
建設處23,892千元。
經濟部核定補助本縣莿桐鄉公所及虎尾鎮公
所辦理99年度「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
計畫」-「傳統零售市場更新改善計畫」市場
整修業務。(經濟部99.8.13經授中字第
09937501530號函及99.7.28經授中字第
09937501370號函)(雲林縣議會99.12.8雲議
議建臨6字第09900024661號函同意墊付)
9,707千元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縣辦理永久性住宅安置
作業之公共設施(雜項工程)經費。(100.2.25
營署綜字第1002903071號函)(雲林縣議會
100.3.24雲議議建臨8、9字第10000004641號
函同意墊付)7,112.84千元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縣辦理永久性住宅安置
作業之公共設施(活動中心工程)經費。
(100.4.19營署綜字第1000021815號函)（縣
議會100.6.13雲議議建定3字第10000009861
號函同意墊付）3,121.278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882千元
委託辦理100年度加強綠建築推動工作計畫。
(內政部營建署100.03.24營署建管字第
10029045322號)(縣議會100.06.13雲議議建
定3字第10000010251號函同意墊付)3,950千
元
教育處358,215千元。
辦理「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之方案11國中小增置專長教師方案」進用人員之99年
度專案年終工作獎金經費(教育部100.2.22臺
國(四)字第1000024223Ａ號函)(雲林縣議會
100.3.29雲議議教臨8、9字第10000004311號
函同意墊付)。3,970.114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886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加速國中小老舊校舍及
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畫之100年度第2階段公
立國中小(含幼稚園)校舍「補強工程(含設計
監造)」經費【依據教育部100年1月4日臺國
（一）字第1000000122L號函；雲林縣議會
100年3月29日雲議議教臨8、9字第
10000002041號函同意墊付】。96,507.959千
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加速國中小老舊校舍及
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畫之99年度第3階段公立
國中小(含幼稚園)校舍「補強工程(含設計監
造)」經費【依據教育部100年2月9日臺國
（一）字第1000020413F號函；雲林縣議會
100年3月29日雲議議教臨8、9字第
10000003881號函同意墊付 】。91,753.864
千元

雲林縣總預算

歲入來源別追加(減)預算表
經常門
科
款

項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00年度
目 節

目
名

稱

及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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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教育部核定補助本縣100年度「振興經濟擴大
公共建設投資-加速國中小老舊校舍及相關設
備補強整建計畫」之老舊校舍拆除重建經費
【依據教育部100年1月21日臺國（一）字第
10000099260號函；雲林縣議會100年3月29日
雲議議教臨8、9字第10000002941號函同意墊
付】。6,000千元
教育部核定補助本縣100年度「振興經濟擴大
公共建設投資-加速國中小老舊校舍及相關設
備補強整建計畫」之老舊校舍拆除重建經費
【依據教育部100年1月21日臺國（一）字第
10000099260號函；雲林縣議會100年6月30日
雲議議教定3字第10000013651號函同意墊付
】。12,500千元
教育部核定補助本縣辦理100年度第1階段公
立國中小(含幼稚園)校舍「詳細評估」經費
【依據教育部100年4月20日臺國（一）字第
1000060329號函;雲林縣議會100年6月9日雲
議議教定3字第10000010661號函同意墊
付】。4,755.94千元
經濟部能源局補助本縣辦理「九十九年度振
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公共建築太陽
光電示範應用設置」經費【依據經濟部能源
局99年9月17日能技字第09904041040號函；
雲林縣議會99年11月3日雲議議教定2字第
09900023021號函同意墊付】。3,94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99學年度第1學期國民中小學
學生無力繳交代收代辦經費不足數經費【依
據教育部99年10月29日台國（一）字第
0990171406號函；雲林縣議會99年12月9日雲
議議教臨6字第09900027151號函同意墊
付】。473.117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加速國中小老舊校舍
及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畫」之100年度第3階
段公立國中小(含幼稚園)校舍「補強工程(含
設計監造)」經費【依據教育部100年6月22日
臺國（一）字第1000104708J號函；雲林縣議
會100年6月30日雲議議教定3字第
10000013981號函同意墊付 】。18,492.844
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276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99學年度第1學期夜光天
使點燈專案計畫經費【依據教育部99年9月28
日台社(二)字第0990164953L號函、雲林縣議
會99年11月3日雲議議教定2字第09900022961
號函同意墊付】。9,104.56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99學年度第1學期夜光天
使點燈專案計畫輔導及訪視經費【依據教育
部99年11月11日台社(二)字第0990194596L號
函、雲林縣議會99年12月9日雲議議教臨6字
第09900027161號函同意墊付】。100千元
教育部部分補助本府辦理100年度成人基本教
育計畫經費【依據教育部100年4月13日臺社
(一)字第1000036209號函、雲林縣議會100年
6月9日雲議議教定3字第10000009501號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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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墊付】。389.4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04千元
教育部獎勵本縣各級學校聘任專任運動教練
經費。(教育部100年1月3日臺體(一)字第
0990230142A號函)1,150千元
教育部核定補助本縣新興國小、安南國小及
秀潭國小等3校PU跑道整建經費新台幣300萬
元、250萬元及210萬元(教育部99年9月15日
台體(一)字第0990158034A號函)(雲林縣議會
99年11月3日雲議議教定2字第09900022121號
函同意墊付)。7,600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虎尾鎮公所辦理雲林
虎尾鎮立網球場改善工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99年7月8日體委設字第0990015108號函)(雲
林縣議會99年11月3日雲議議教定2字第
09900022141號函同意墊付)。2,000千元
教育部補助台西國中辦理新建游泳池經費(教
育部99年6月30日台體(一)字第0990111833B
號函)(雲林縣議會99年11月3日雲議議教定2
字
第09900022111號函同意墊付)。18,65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麥寮高中國中部等4校充實體
育設施及整建PU跑道經費(教育部99年9月17
日台體(一)字第0990159423I號函)(雲林縣議
會99年11月3日雲議議教定2字第09900022161
號函同意墊付)。9,700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莿桐鄉公所辦理雲林
縣莿桐鄉立游泳池整修工程(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99年7月8日體委設字第0990015103號函)
(雲林縣議會99年11月3日雲議議教定2字第
09900022131號函同意墊付)。2,000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口湖鄉文光國小辦理
「文光國小排球訓練場改善計畫」經費(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99年10月14日體委設字第
0990025743號函)(雲林縣議會99年12月9日雲
議議教臨6字第09900025891號函同意墊付)。
2,500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土庫鎮土庫國小辦理
「土庫國小綜合球場(籃球)工程」經費(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99年10月14日體委設字第
0990025740號函)(雲林縣議會99年12月9日雲
議議教臨6字第09900025881號函同意墊付)。
1,500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斗六國中辦理「雲林
縣斗六國中網球整修工程」經費(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99年10月14日體委設字第0990025747
號函)(雲林縣議會99年12月9日雲議議教臨6
字第09900025871號函同意墊付)。1,000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水林鄉公所辦理「雲
林縣水林鄉立游泳池整修工程」經費。(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100年1月6日體委設字第
1000002021號函)(雲林縣議會100年3月29日
雲議議教臨8、9字第10000001851號函同意墊
付)7,000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元長鄉辦理「雲林縣

雲林縣總預算

歲入來源別追加(減)預算表
經常門
科
款

項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00年度
目 節

目
名

稱

及

編

號

追加(減)預算數

說明
元長鄉元花長生運動公園工程」經費。(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100年1月6日體委設字第
1000002048號函)(雲林縣議會100年3月29日
雲議議教臨8、9字第10000002551號函同意墊
付)4,00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99年度反毒宣導影片特
映會暨推廣活動實施計畫(教育部99年7月13
日台軍(二)字第0990117466號函)(雲林縣議
會99年11月3日雲議議教定2字第09900022101
號函同意墊付)。8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褒忠國小等3校充實學校棒球
代表隊訓練器材及設備經費。(教育部100年1
月7日臺體(一)字第0990231544號函)(雲林縣
議會100年3月29日雲議議教臨8、9字第
10000004351號函同意墊付)385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府興建教學游泳池經費(麥寮高
中100年1,620萬元、雲林國中1,080萬元)(教
育部100年5月6日臺體(一)字第1000071001C
號函))(雲林縣議會100年6月9日雲議議教定3
字第10000009941號函同意墊付)。27,000千
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本縣四湖國中振興棒
球運動總計畫棒球扎根工作實施計畫經費(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99年7月21日體委競字第
09900169642號函)(雲林縣議會99年11月3日
雲議議教定2字第09900022151號函同意墊
付)。350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99學年度建立區域運動人才
培育體系(軟式網球)(教育部99年11月25日臺
體(一)字第0990190969H號函)(雲林縣議會99
年12月9日雲議議教臨6字第099000282271號
函同意墊付)。2,931.5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本縣基層選手訓練站
優秀選手經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99年9月10
日體委競字第09900217729號函)(雲林縣議會
99年11月3日雲議議教定2字第09900022211號
函同意墊付)。1,700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古坑鄉公所辦理「雲
林縣古坑市區自行車道系統建置計畫第四期
規劃設計」經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00年6
月1日體委設字第10000144501號函)(雲林縣
議會100年6月30日雲議議教定3字第
10000012821號函同意墊付)1,000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大埤鄉公所辦理「雲
林縣大埤鄉環鄉自行車道規劃設計」經費。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00年6月1日體委設字第
10000144502號函)(雲林縣議會100年6月30日
雲議議教定3字第10000012831號函同意墊付)
1,000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北港鎮公所辦理「北
港鎮台糖廢鐵道改建自行車道工程規劃設
計」經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00年6月1日
體委設字第10000144503號函)(雲林縣議會
100年6月30日雲議議教定3字第10000012841
號函同意墊付)1,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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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元長鄉公所辦理「元
長鄉自行車道整體路網規劃設計」經費。(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100年6月1日體委設字第
10000144504號函)(雲林縣議會100年6月30日
雲議議教定3字第10000012851號函同意墊付)
1,000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虎尾鎮公所辦理「雲
林縣虎尾鎮棒壘球場充實設施後續工程」經
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00年6月7日體委設
字第1000014540號函)(雲林縣議會100年6月
30日雲議議教定3字第10000013501號函同意
墊付)3,500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100年度基層
運動選手訓練站排球及軟式網球項目對抗賽
經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00年6月20日體委
競字第10000158749號函)(雲林縣議會100年6
月30日雲議議教定3字第10000013921號函同
意墊付)430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本縣饒平國小等13校
辦理設置棒球基層訓練站計畫經費。(行政院
體育委員會100年5月27日體委競字第
1000014358F號函)(雲林縣議會100年6月30日
雲議議教定3字第10000013211號函同意墊付)
4,750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5千元
補助本縣莿桐國小汰舊換新身心障礙學生就
學交通車(教育部99.7.15台特教字第
0990122327號函)(雲林縣議會99.11.3雲議議
教定2字第09900022031號函同意墊付)。790
千元
教育部99年補助本縣購置測驗、評量工具、
教材、教具及輔具等經費(教育部99.9.21台
特教字第0990162837號函)(雲林縣議會
99.11.3雲議議教定2字第09900022531號函同
意墊付)。500千元
補助本縣加強特教資源中心功能經費-特教班
開班費(教育部99年10月19日台特教字第
0990178496Q號函)(雲林縣議會99.12.9雲議
議教臨6字第09900025141號函同意墊付)。
3,100千元
教育部補助99學年度第1學期獎勵招收身心障
礙兒童及核發身心障礙兒童教育補助費(教育
部99.11.9台特教字第0990186416號函)(雲林
縣議會99.12.9雲議議教臨6字第09900027271
號函同意墊付)。2,101千元
補助臺西國小及土庫國小99學年度新設學前
特教巡迴輔導班開班費(教育部99年12月21日
臺特教字第0990213530號函)(雲林縣議會
100.3.29雲議議教臨8、9字第10000001991號
函同意墊付)。877.057千元
教育部100年度補助本縣國中小改善無障礙校
園環境經費(教育部100.4.14臺特教字第
1000051101號函)(雲林縣議會100年6月9日雲
議議教定3字第10000008901號函同意墊付)。
63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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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943千元
社會處74,465千元。
辦理內政部補助莫拉克颱風受災縣市100年度
新建避難收容場所。（內政部99.12.28台內
消字第0990820228號函）（縣議會100.03.29
雲議議民臨8、9字第10000003791號函同意墊
付）8,221.4千元
辦理內政部補助莫拉克颱風受災縣市100年度
修建避難收容場所。（內政部100.01.27台內
消字第1000821010號函）（縣議會100.03.29
雲議議民臨8、9字第10000003801號函同意墊
付）659千元
辦理內政部補助莫拉克颱風受災縣市100年度
充實避難收容場所設施。（內政部99.12.16
台內消字第0990820219號函）（縣議會
100.03.29雲議議民臨8、9字第10000003811
號函同意墊付）843.5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1千元
內政部99年度補助辦理「老人福利設施修繕
及充實設備專案計畫」(北港鎮、褒忠鄉、莿
桐鄉、水林鄉、口湖鄉、土庫鎮、四湖鄉)。
（內政部99.08.17內授中社字第0990715848
號函）（縣議會99.10.07雲議議民臨5字第
09900021451號函同意墊付）7,760千元
內政部99年度補助辦理「老人福利設施修繕
及充實設備專案計畫」(口湖鄉第二老人文康
中心)。（內政部99.10.01內授中社字第
0990019871號函）（縣議會99.11.03雲議議
民定2字第09900023631號函同意墊付）1,000
千元
內政部100年度補助辦理「老人福利設施修繕
及充實設備專案計畫」(林內鄉、元長鄉、古
坑鄉)。（內政部100.03.15內授中社字第
10007156161號函）（縣議會100.03.29雲議
議民臨8、9字第10000005391號函同意墊付）
2,890千元
內政部99年度補助辦理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居
家服務、日間照顧服務增加補助經費。（內
政部99.11.16台內社字第0990228093號函及
99.12.28台內社字第0990234841號函）（縣
議會99.12.10雲議議民臨6字第09900027751
號函同意墊付）20,000千元
100年度公彩回饋金補助辦理「建構家庭福利
服務系統實驗計畫」(人事費2,466,750元、
業務費900,000元)。（內政部兒童局
99.12.01童福字第0990052987號函）（縣議
會100.06.09雲議議民定3字第10000009851號
函同意墊付）3,366.75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25千元
辦理99年度下半年「中低收入家庭幼童托教
補助實施計畫」。（內政部兒童局99.08.02
童托字第0990054720號函）（縣議會
99.11.03雲議議民定2字第09900019581號函
同意墊付）396千元
辦理99年度下半年「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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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補助實施計畫-家庭托育費用補助(第2
次)」經費案。（內政部兒童局99.09.21童托
字第0990054840號函）（縣議會99.11.03雲
議議民定2字第09900022231號函同意墊付）
1,000千元
辦理99年度下半年「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
用補助實施計畫-家庭托育費用補助(第3
次)」經費案。（內政部兒童局99.12.20童托
字第0990056510號函）（縣議會100.03.29雲
議議民臨8、9字第10000001921號函同意墊
付）650千元
辦理100年度交通部之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
交通安全改進方案」之「加強交通安全教
育」。（交通部99.08.13交安字第
0990007546號函）（縣議會99.12.10雲議議
民臨6字第09900024961號函同意墊付）300千
元
辦理100年度第1學期「5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
畫」。（內政部兒童局100.05.24童托字第
1000054407號函）（縣議會100.06.30雲議議
民定3字第10000013191號函同意墊付）6,476
千元
辦理100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案件。（內
政部99.11.22台內社字第0990230550號函）
（縣議會99.12.10雲議議民臨6字第
09900027811號函同意墊付）19,262千元
內政部補助雲林縣100年度全面推廣國際健康
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新制實驗計
畫。（內政部100.03.30台內社字第
1000046647C號函）（縣議會100.06.09雲議
議民定3字第10000010521號函同意墊付）
1,640千元
農業處47,171千元。
農情田間外業調查圖資更新計畫。(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糧署99.6.1農糧企字第
0991045728號函)(縣議會99.11.3雲議議建定
2字第09900014511號函同意墊付)300千元
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計畫。(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糧署99.5.28農糧資字第
0991052408號函)(縣議會99.11.3雲議議建定
2字第09900015751號函同意墊付)420.719千
元
河川地農業天然災害勘察作業計畫。(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糧署99.7.6農糧企字第
0991045937號函)(縣議會99.11.3雲議議建定
2字第09900017981號函同意墊付)300千元
宣導正確使用農藥及偽(禁)農藥銷毀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99.7.8
防檢三字第0991484827號函)(縣議會99.11.3
雲議議建定2字第09900020691號函同意墊付)
535.7千元
新型農機補助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
署99.4.28農糧資字第0991052100號函)(縣議
會99.11.3雲議議建定2字第9900022341號函
同意墊付)87.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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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物污染監測管制及損害查處計畫。(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99.5.12農糧資字第
0991052278號函)(縣議會99.11.3雲議議建定
2字第9900022341號函同意墊付)50千元
雲林縣加強農地利用管理計畫。(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100.3.2農企字第1000010808號函)(縣
議會100.3.24雲議議建臨8、9字第
10000004601號函同意墊付)745千元
雲林縣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100.3.2農企字第1000010813號
函)(縣議會100.3.29雲議議建臨8、9字第
10000004591號函同意墊付)300千元
農藥管理及品質管制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0.2.16防檢三字第
1001484131號函)(縣議會100.07.11雲議議建
定3字第10000006971號函同意墊付)532千元
蔬菜現代化生產設施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糧署100.2.17農糧生字第1001048400號
函。)(縣議會100.07.11雲議議建定3字第
10000006971號函同意墊付)85千元
核發農業機械使用證及農機用油免營業稅憑
單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0.3.21
農糧資字第1001052585號函)(縣議會
100.07.12雲議議建定3字第10000009521號函
同意墊付)120千元
敏感作物種植面積調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100.4.15農糧企字第1001045505號
函。)(縣議會100.07.12雲議議建定3字第
10000009521號函同意墊付)16千元
有機農糧產品及有機農糧加工品檢查及檢驗
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0.4.1農
糧資字第1001052680號函。)(縣議會
100.07.11雲議議建定3字第10000009651號函
同意墊付)72千元
強化農業資訓調查與預警制度計畫。(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0.4.1農糧企字第
1001045452號函。)(縣議會100.07.11雲議議
建定3字第10000009651號函同意墊付)4,097
千元
推動農業經營企業化建立農業中衛體系計
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0.4.6農企字第
1000010866號函)(縣議會100.07.12雲議議建
定3字第10000008231號函同意墊付)2,470千
元
100年度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0.3.31農糧資字
第1001052645號函)(縣議會100.07.11雲議議
建定3字第10000008871號函同意墊付)425.74
千元
2011全國農業機械暨資材展。(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糧署100.3.31農糧資字第1001052676
號函)(縣議會100.07.11雲議議建定3字第
10000008861號函同意墊付)1,050千元
輔導農業經營專區之規劃與推動計畫。(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100.4.13農企字第100001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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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縣議會100.07.11雲議議建定3字第
10000009531號函同意墊付)2,516千元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宣導與推廣計畫。(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0.4.18農糧產字第
1001092854號函)(縣議會100.07.12雲議議建
定3字第10000009541號函同意墊付)250千元
加強肥料管理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
署100.4.22農糧資字第1001052826號函)(縣
議會100.07.11雲議議建定3字第10000009561
號函同意墊付)110千元
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推廣與輔導計畫。(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0.5.2農糧資字第
1001052999號函)(縣議會100.07.11雲議議建
定3字第10000010331號函同意墊付)73千元
重要外銷經濟作物病蟲害綜合防治示範計
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防檢局台中分局
100.4.13防檢中植防字第1001578550號函)
(縣議會100.07.11雲議議建定3字第
10000010841號函同意墊付)595千元
農作物污染監測管制及損害查處計畫。(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0.5.5農糧資字第
1001052954號函)(縣議會100.07.11雲議議建
定3字第10000010331號函同意墊付)90千元
有機農業認驗證管理與輔導計畫。(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糧署100.5.11農糧資字第
1001053067號函)(縣議會100.07.11雲議議建
定3字第10000010331號函同意墊付)60千元
水稻良種繁殖更新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0.4.25農授糧字第1001092922號函)(縣議
會100.07.11雲議議建定3字第10000013821號
函同意墊付)855千元
稻田多元化利用計畫-景觀作物專區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0.1.14農糧產字
第1001077277號函)(縣議會100.07.11雲議議
建定3字第10000013831號函同意墊付)298千
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241千元
100年度雲林縣草嶺地景生態推廣計畫。(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00.4.26投育字第
1001700546號函)(縣議會100.7.11雲議議建
定3字第10000010321號函同意墊付)1,000千
元
99年度漁業產業及慶典活動計畫。(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漁業署99.8.6漁二字第0991322804
號函)(縣議會99.11.3雲議議建定2字第
09900021141號函同意墊付)600千元
99年度漁業產銷班經營管理輔導計畫。(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99.5.10農授漁字第0991340744
號函)(縣議會99.11.3雲議議建定2字第
09900013031號函同意墊付)1,438千元
100年度水產飼料抽驗計畫。(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100.3.3漁四字第1001203818號
函)(縣議會100.7.11雲議議建定3字第
10000010351號函同意墊付)66千元
100年度有機水產品（藻類）認證管理及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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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締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0.3.21漁四字第1001340520號函)(縣議會
100.7.11雲議議建定3字第10000010351號函
同意墊付)17千元
100年度養殖漁業放養量調查（一）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100.4.27漁四字第
1001209363號函)(縣議會100.7.11雲議議建
定3字第10000010351號函同意墊付)1,044千
元
100年度提昇水產品品質安全－未上市水產品
產地監測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0.5.12
農授漁字第1001340428號函)(縣議會
100.7.11雲議議建定3字第10000010341號函
同意墊付)412千元
100年違法屠宰行為查緝計畫。(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0.2.16防檢六字
第1001502168號函)(縣議會100.3.24雲議議
建臨8、9字第10000004131號函同意墊付)450
千元
推動畜牧場節能減碳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100.3.10農牧字第1000040334號函)(縣議
會100.7.11雲議議建定3字第10000006251號
函同意墊付)667千元
毛豬產銷輔導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0.3.10農牧字第1000040658號函)(縣議會
100.7.11雲議議建定3字第10000006251號函
同意墊付)45千元
各地禽品產銷輔導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0.3.15農牧字第1000040221號函)(縣議會
100.7.11雲議議建定3字第10000007931號函
同意墊付)205千元
羊、鹿產銷輔導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0.3.17農牧字第1000040136號函)(縣議會
100.7.11雲議議建定3字第10000007931號函
同意墊付)90千元
強化畜牧污染防治及再利用計畫。(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100.3.21農牧字第1000040663號函)
(縣議會100.7.11雲議議建定3字第
10000007931號函同意墊付)172千元
雲林縣畜牧產業升級業務計畫。(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100.4.14農牧字第1000040647號函)
(縣議會100.7.11雲議議建定3字第
10000008521號函同意墊付)8,447千元
99年度發展地方農業產業文化計畫。(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99.5.10農輔字第0990109118號
函)(雲林縣議會99.11.3雲議議建定2字第
09900022301號函同意墊付)2,700千元
100年度強化農會主管機關輔導功能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0.3.30農輔字第
1000050308號函)(雲林縣議會100.7.11雲議
議建定3字第10000007961號函同意墊付)420
千元
100年度雲林縣休閒農業及農村社區輔導計
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0.4.6農輔字第
1000050102號函)(雲林縣議會100.7.11雲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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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建定3字第10000009551號函同意墊付)
7,194千元
「2010古坑柳丁嘉年華活動計畫」補助古坑
鄉公所辦理2010古坑柳丁嘉年華計畫柳丁農
特產品展售、促銷、藝文活動等。(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99.3.12農糧銷字第0991005227號
函)(雲林縣議會99.11.3雲議議建定2字第
09900019591號函同意墊付)200千元
「2010斗六絲瓜節暨農特產品展售活動計
畫」補助斗六市公所辦理2010絲瓜節暨農特
產品展售活動計畫，建立本縣絲瓜特有品牌
行銷全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99.5.27農糧銷字第0991012513號函)(雲林縣
議會99.11.3雲議議建定2字第09900022761號
函同意墊付)150千元
委託辦理雲嘉南農產品倉儲物流中心計畫。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99.6.15都字第
0990002861號函)(雲林縣議會99.12.8雲議議
建臨6字第09900023331號函同意墊付)5,400
千元
地政處135,555千元。
辦理99年度農地重劃區先期規劃、設計調查
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9.05.06農水字第
0990126131號函)(縣議會99.08.25雲議議民
臨3、4字第09900011741號函同意墊付)292千
元
辦理99年度早期農地重劃區先期規劃、設計
調查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9.07.08農水字
第0990135827號函)(縣議會99.10.07雲議議
民臨5字第09900021911號函同意墊付)317千
元
辦理99年度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計畫(第3
梯次核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9.09.10農水
字第0990030921號函)(縣議會99.10.07雲議
議民臨5字第09900021921號函同意墊付)
84,856千元
辦理100年度農地重劃土地分配測量作業費、
臨時人員薪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0.03.25農水字第1000030001號函)(縣議會
100.06.09雲議議民定3字第10000009201號函
同意墊付)1,538千元
辦理100年度早期農地重劃地籍整理作業費、
約僱及臨時人員薪津、先期規劃設計費。(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100.06.15農水字第
1000030198號函)(縣議會100.06.30雲議議民
定3字第10000013451號函同意墊付)3,844千
元
辦理古坑鄉水碓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先規劃作
業費。(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100.02.24地
工農字第1002200048號函)(縣議會100.03.29
雲議議民臨8、9字第10000004271號函同意墊
付)820千元
辦理100年度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計畫(第1
梯次核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0.05.27農水
字第1000030188號函)(縣議會100.06.30雲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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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民定3字第10000012291號函同意墊付)
43,888千元
計畫處2,250千元。
委託辦理99年度建立雲嘉南跨域治理及整合
平台協助運作委託案。(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99.6.15都字第0990002861號函)(縣議會
99.11.3雲議議民定2字第09900022081號函同
意墊付)2,250千元
工務處197,522千元。
交通部補助辦理「縣市政府老舊及受損橋樑
整建計畫」（第二期計畫）-虎尾鎮平和橋
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99.11.29運工字第
09900138825號函）（縣議會100.03.24雲議
議建臨8、9字第10000004721號函同意墊付）
88,200千元
交通部補助辦理「縣市政府老舊及受損橋樑
整建計畫」（第二期計畫）-斗六市榮橋案。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100.02.23運工字第
10000020075號函）（縣議會100.03.24雲議
議建臨8、9字第10000004721號函同意墊付）
9,600千元
99年度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古坑鄉特9
號道路工程用地費用。（內政部99.11.16內
授營道字第0990809378號函）（縣議會
99.12.8雲議議建臨6字第09900027091號函同
意墊付）23,760千元
99年度加速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古
坑鄉特9號道路工程用地費用。（內政部
99.07.27台內營字第0990806328號函）（縣
議會99.10.06雲議議建臨5字第09900018941
號函同意墊付）3,520千元
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第二
階段-口湖鄉口湖國小青蚶分校人行環境景觀
規劃案。（內政部99.07.02內授營道字第
0990805320號函）（縣議會99.11.03雲議議
建定2字第09900017551號函同意墊付）1,800
千元
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第二
階段-口湖鄉環鄉自行車道建構案。（內政部
99.07.02內授營道字第0990805320號函）
（縣議會99.11.03雲議議建定2字第
09900017551號函同意墊付）1,800千元
雲林縣公共設施管線位置調查(監驗)暨系統
建置第2期。（內政部99.09.17內授營工程字
第09908078041號函）（縣議會100.03.24雲
議議建臨8、9字第09900027081號函同意墊
付）5,000千元
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斗六
後火車站既有市區道路景觀改善工程。（內
政部99.11.26內授營道字第0990810207號
函）（縣議會100.03.24雲議議建臨8、9字第
09900030591號函同意墊付）16,000千元
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斗六
警察宿舍群街廓改造暨雲中街步行環境綠美
化工程。（內政部99.11.26內授營道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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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810207號函）（縣議會100.03.24雲議議
建臨8、9字第09900030591號函同意墊付）
10,000千元
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台西
海南踏風周邊人行道環境改善工程。（內政
部99.11.26內授營道字第0990810207號函）
（縣議會100.03.24雲議議建臨8、9字第
09900030591號函同意墊付）14,500千元
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育仁
國民小學通學步道及人行無障礙環境規劃與
興建案。（內政部99.11.26內授營道字第
0990810207號函）（縣議會100.03.24雲議議
建臨8、9字第09900030591號函同意墊付）
2,000千元
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土庫
自行車道興建工程(第一期工程)。（內政部
99.11.26內授營道字第0990810207號函）
（縣議會100.03.24雲議議建臨8、9字第
09900030591號函同意墊付）8,000千元
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斗南
火車站既有市區人行道路周邊景觀改善規劃
設計案。（內政部99.11.26內授營道字第
0990810207號函）（縣議會100.03.24雲議議
建臨8、9字第09900030591號函同意墊付）
1,300千元
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雲林
縣七崁客家鐵馬道規劃案。（內政部
99.11.26內授營道字第0990810207號函）
（縣議會100.03.24雲議議建臨8、9字第
09900030591號函同意墊付）1,300千元
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雲林
縣元長鄉人行道混合自行車道景觀工程。
（內政部99.11.26內授營道字第0990810207
號函）（縣議會100.03.24雲議議建臨8、9字
第09900030591號函同意墊付）1,200千元
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東勢
鄉所前街與公所廣場環境改善工程。（內政
部99.11.26內授營道字第0990810207號函）
（縣議會100.03.24雲議議建臨8、9字第
09900030591號函同意墊付）5,000千元
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褒忠
鄉中正路206巷道路景觀改善工程。（內政部
99.11.26內授營道字第0990810207號函）
（縣議會100.03.24雲議議建臨8、9字第
09900030591號函同意墊付）700千元
99年度加速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古坑鄉
特9號道路工程用地費用。（內政部營建署
100.04.14營署中字第1003281373號函）（縣
議會100.06.30雲議議建定3字第10000010861
號函同意墊付）3,842千元
勞工處52,239千元。
辦理99年度「公部門就業計畫-黎明就業專
案」健保費調漲及其他費用。(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職業訓練局99.05.28職業字第
0990026777號函)(縣議會99.11.03雲議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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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2字第09900022221號函同意墊付)344.138
千元
辦理99年度「希望就業專案」經費。(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99.09.15勞職業字第0990032957
號函)(縣議會99.10.06雲議議民臨5字第
09900022331號函同意墊付)51,894.15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712千元
文化處82,662千元。
教育部補助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計畫。〈教
育部100.2.8臺社(三)字第1000019358K號
函〉〈縣議會100.3.29雲議議教臨8、9字第
10000004151號函同意墊付〉3,950千元
教育部補助100年度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
備升級實施計畫。〈教育部100.4.28臺社
(三)字第1000052393K號函〉〈縣議會
100.6.9雲議議教定3字第10000010121號函同
意墊付〉4,120千元
文建會補助100年度地方文化館計畫。〈行政
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00.1.20文貳字第
1003001472號函〉〈縣議會100.3.29雲議議
教臨8、9字第10000003441號函同意墊付〉
653千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2010雲林國際偶戲節。
〈交通部觀光局99.7.8觀旅字第0995001656
號函〉〈縣議會99.11.2雲議議教定2字第
09900021831號函同意墊付〉300千元
文建會補助雲林縣傑出演藝團隊徵選與獎勵
計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00.2.23文
參字第1003003783號函〉〈縣議會100.3.29
雲議議教臨8、9字第10000004581號函同意墊
付〉550千元
文建會補助縣市藝文特色發展計畫-圓夢尖兵
布袋戲植根推廣計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100.4.21文參字第10030083441號函〉
〈縣議會100.6.9雲議議教定3字第
10000009511號函同意墊付〉8,000千元
文建會補助辦理100年「藝動心靈‧舞動人
生」活動。〈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00.3.4
文參字第1003004382號函〉〈縣議會100.6.9
雲議議教定3字第10000005571號函同意墊
付〉500千元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2010詔安客家桐花祭桐言桐藝-尋找桐花客。〈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9.3.3客會企字第0990002668號函〉〉〈縣
議會99.11.3雲議議教定2字第09900022271號
函同意墊付〉350千元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2011雲林縣客家桐花
祭-桐慶100花舞客庄。〈行政院殼家委員會
100.2.16客會文字第10000023617號函〉〈縣
議會100.3.29雲議議教臨8、9字第
10000004501號函同意墊付〉900千元
文建會補助100年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
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00.3.2文貳字
第1003004237號函〉〈縣議會100.3.29雲議
議教臨8、9字第10000004511號函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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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千元
彰化生活美學館補助100年度文化與教育結合
推動方案。〈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100.4.11
彰美推字第1003000333號函〉〈縣議會
100.6.9雲議議教定3字第10000010131號函同
意墊付〉850千元
客委會補助雲林詔安客家文化節活動。〈行
政院客家委員會99.12.2客會文字第
0990015019E號函〉〈縣議會100.6.9雲議議
教定3字第10000010141號函同意墊付〉3,000
千元
文建會補助100年度百莊爭鳴-歡慶嘉年華系
列活動。〈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00.2.1文
參字第1003002381號函〉〈縣議會100.6.9雲
議議教定3字第10000010151號函同意墊付〉
5,626千元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99年度客家文化生活
環境營造計畫。〈行政院客家委員會99.8.13
客會籌字第0990007818號函〉〈縣議會
99.11.2雲議議教定2字第09900021121號函同
意墊付〉5,398.2千元
文建會補助雲林縣布袋戲文化創意加值計
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99.6.22文壹字
第09930121591號函〉〈縣議會99.11.2雲議
議教定2字第09900021421號函同意墊付〉
3,000千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區域觀光旗艦計畫-雲林北
港牛墟廣場暨週邊觀光遊憩設施改善工程。
〈交通部觀光局99.9.21觀技字第0994001006
號函〉〈縣議會99.11.2雲議議教定2字第
09900023191號函同意墊付〉33,250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8千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2010台灣咖啡節。〈交通
部觀光局99.9.23觀旅字第0995002360號函〉
〈縣議會99.11.3雲議議教定2字第
09900022501號函同意墊付〉500千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100年度斗六火車站旅遊服
務中心營運管理。〈交通部觀光局99.11.25
觀旅字第099500295810號函〉〈縣議會
100.3.29雲議議臨8、9字第09900029461號函
同意墊付〉716.4千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互動式旅遊資訊查詢機
台。〈交通部觀光局99.10.28觀旅字第
0990035034號函〉〈縣議會100.3.29雲議議
教臨8、9字第09900029461號函同意墊付〉97
千元
觀光局補助北港遊客中心建置計畫。〈交通
部觀光局100.4.7觀旅字第1005000818號函〉
〈縣議會100.6.9雲議議教定3字第
10000009311號函同意墊付〉700千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雲林縣全面提升旅遊資訊
服務計畫。〈交通部觀光局100.5.19觀旅字
第1005001120號函〉〈縣議會100.6.30雲議
議教定3字第10000012261號函同意墊付〉
4,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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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6千元
家畜防治所12,446千元。
99年度強化畜禽水產動物疾病防治計畫。(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99.02.03
防檢一字第0991472331號函)(縣議會
99.11.03雲議議建定2字第09900023411號函
同意墊付)190千元
99年動物疫病災害防救設施整備計畫。(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99.11.25防
檢一字第0991474864號函)(縣議會99.12.8雲
議議建臨6字第09900027801號函同意墊付)
1,422千元
辦理輔導改善化製場及化製原料運輸車消毒
防疫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99.1.6防檢六字第0991502039號函)(縣
議會99.11.3雲議議建定2字第09900023441號
函同意墊付)624千元
推動動物保護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
100.3.30農牧字第1000040665號函)(縣議會
99.11.3日雲議議建定2字第09900023431號函
同意墊付)114千元
公立動物收容所及管制設備改善計畫(追加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9.6.30農牧字第
0990041410號函)(縣議會99.11.3日雲議議建
定2字第09900023421號函同意墊付)2,072千
元
草食動物口蹄疫等重要疾病防治計畫。(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0.3.2防檢
一字第1001472569號函)(縣議會100.3.29雲
議議建臨8、9字第10000004521號函同意墊
付)2,325千元
水產動物疾病防治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0.2.1防檢一字第
1001472363號函)(縣議會100.3.25雲議議建
臨8、9字第10000004381號函同意墊付)
1,500千元
口蹄疫防疫階段策略之強化工作計畫。(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0.2.25防
檢一字第1001472527號函)(縣議會100.3.29
雲議議建臨8、9字第10000004531號函同意墊
付)1,031千元
輔導改善一般性動物屍體再利用計畫。(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0.2.16防
檢六字第1001502201號函)(縣議會100.3.25
雲議議建臨8.9字第10000004541號函同意墊
付)
428千元
豬瘟及口蹄疫撲滅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0.1.31防檢一字第
1001472053號函)(縣議會100.3.29雲議議建
臨8、9字第10000004091號函同意墊付)1,238
千元
100年度強化畜禽動物疾病防治計畫。(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0.02.25防
檢一字第1001472527號函)(縣議會100.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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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議議建臨8、9字第10000004531號函同意墊
付)
962千元
99年度「強化重點縣市水產動物疾病防治計
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99.11.25防檢一字第0991474862號函)(縣議
會99.12.8雲議議建臨6字第09900027791號函
同意墊付)540千元
警察局37,965千元。
經濟部能源局補助100年度「LED交通號誌燈
節能專案計畫」。（經濟部能源局99.12.13
能技字第09904053780號函）（縣議會
100.06.09雲議議民定3字第10000007131號函
同意墊付）37,964.8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2千元
衛生局6,478千元。
100年度藥癮者追蹤輔導補助計畫。(法務部
99.10.21法保字第0991002275號函)(縣議會
99.12.7雲議議民臨6字第09900025401號函同
意墊付)840千元
100年度戒毒成功專線補助計畫。(法務部
99.11.05法保決字第0991002484號函)(縣議
會99.12.7雲議議民臨6字第09900026731號函
同意墊付)1,944千元
100年度衛生保健工作計畫第2階段。(行政院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100.4.13國健企字第
1001400293號函)(縣議會100.6.9雲議議民定
3字第10000009571號函同意墊付)1,590.954
千元
100年度菸害防制工作計畫第2階段。(行政院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100.4.13國健企字第
1001400293號函)(縣議會100.6.9雲議議民定
3字第10000009591號函同意墊付)2,102.225
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821千元
環保局129,003千元。
辦理99年度營造永續優質環境衛生計畫-第二
批推動村里社區環境衛生在地扎根計畫。(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99.8.26環署毒字第
0990078010號函)(縣議會99.11.2雲議議民定
2字第09900021611號函同意墊付)416千元
99年度地方政府辦理一般廢棄物資源循環推
動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9.3.10環署廢
字第0990021164號函)(縣議會99.11.2雲議議
民定2字第09900018921號函同意墊付)900千
元
99年度汰換老舊垃圾車(基本額度)補助計畫辦理99年度密封壓縮式垃圾車。(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99.9.9環署廢字第0990082170F號函)
(縣議會99.12.7雲議議民臨6字第
09900026601號函同意墊付)26,880千元
99年度汰換老舊垃圾車(競爭額度)補助計畫辦理99年度汰換老舊垃圾車計畫。(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99.11.3環署廢字第0990099399G號
函)(縣議會99.12.7雲議議民臨6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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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0026621號函同意墊付)1,254千元
辦理100年度廚餘多元再利用工作計畫。(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100.4.11環署督字第
1000028134I號函)(縣議會100.6.9雲議議民
定3字第10000010241號函同意墊付)3,370千
元
100年度地方政府辦理一般廢棄物資源循環推
動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0.4.15環署廢
字第1000030340號函)(縣議會100.6.9雲議議
民定3字第10000010231號函同意墊付)1,092
千元
100年度汰換老舊垃圾車補助計畫。(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100.4.15環署廢字第1000030061
號函)(縣議會100.6.9雲議議民定3字第
10000010051號函同意墊付) 26,718千元
100年度濁水溪沿岸揚塵監測改善管理計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9.12.31環署空字第
0990119732號函)(縣議會100.3.23雲議議民
臨8、9字第10000002221號函同意墊付)5,900
千元
100年度雲林縣離島工業區揮發性有機物查核
暨減量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9.12.31環
署空字第0990119732號函)(縣議會100.3.23
雲議議民臨8、9字第10000002231號函同意墊
付)11,067千元
100年度雲林縣離島工業區臭味物質連續監測
及有害污染物調查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9.12.31環署空字第0990119732號函)(縣議
會100.3.23雲議議民臨8、9字第10000002481
號函同意墊付)16,300千元
100年度雲林縣離島工業區空氣污染管制資訊
整合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9.12.31環署
空字第0990119732號函)(縣議會100.3.23雲
議議民臨8、9字第10000002491號函同意墊
付)6,700千元
雲林縣石化業專用移動式監測車監測計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0.1.7環署空字第
1000002688號函)(縣議會100.3.28雲議議民
臨8、9字第10000003911號函同意墊付)
22,000千元
雲林縣土庫鎮埤腳里新埤腳段747-1地號裸露
地綠化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0.4.22環
署空字第1000032724號函)(縣議會100.6.9雲
議議民定3字第10000009581號函同意墊付)
1,510千元
雲林縣養豬業源頭減量清潔養豬(豬廁所)及
豬糞再利用示範推廣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99.11.17環署水字第0990104250號函)(縣
議會99.12.7雲議議民臨6字第09900027071號
函同意墊付)4,847千元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98年辦理「四湖鄉
公所垃圾衛生掩埋場改善工程」，99年10月
竣工，該署合計補助款為1,073萬4,343元
整，實撥金額為1,059萬8,448元整，惟該署
對工程查核缺失重複扣款，致短撥4萬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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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該署於100年3月2日業已檢送4萬8,500
元過府，【4萬8500元已於100年3月15入縣庫
(支票第BE0293984號)】。(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100年3月2日環署督字第1000016718號函)
48.5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5千元
消防局35,747千元。
太陽光電示範應用設置。（經濟部能源局
99.09.03能技字第09904041020號函）（縣議
會99.11.02雲議議民定2字第09900022651號
函同意墊付）1,970千元
辦理「99年度申請內政部消防署補助購置消
防車輛裝備器材案」購置車輛器材經費。
（內政部消防署99.11.05消署救字第
0990023888號函）（縣議會99.12.07雲議議
民臨6字第09900027101號函同意墊付）
31,300千元
「充實民間救難團體及救難志願組織裝備器
材長期計畫」汰換裝備器材。（內政部消防
署99.09.24消署民字第0991500259號函）
（縣議會99.12.07雲議議民臨6字第
09900027661號函同意墊付）2,476.4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6千元
城鄉發展處172,155千元。
辦理99年度「區域觀光旗艦計畫」。(交通部
觀光局99.9.21觀技字第0994001006號函)(縣
議會99.11.3雲議議建定2字第09900023871號
函同意墊付)21,375千元
辦理99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
業」。(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99.6.15都字
第0990002861號函)(縣議會99.11.3雲議議建
定2字第09900022201號函同意墊付)2,700千
元
辦理99年度「臺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示範計
畫」政策引導型第二階段。(內政部99.6.17
內授營都字第0990804685號函)(縣議會
99.11.3雲議議建定2字第09900015421號函同
意墊付)15,000千元
辦理「雲林縣產業畫布空間營造計畫」。(內
政部99.8.30內授營都字第0990807224號函)
(縣議會99.11.3雲議議建定2字第
09900021311號函同意墊付)120,000千元
辦理99年度「臺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示範計
畫」政策引導型第三階段。(內政部99.8.20
台內營字第0990806774號函)(縣議會99.11.3
雲議議建定2字第09900021301號函同意墊付)
7,080千元
辦理100年度「斗六市火車站附近地區更新地
區環保大樓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招商及實施者
徵選計畫」。(內政部營建署99.10.29營署更
字第0992918834號函)(縣議會100.3.24雲議
議建臨8、9字第09900026251號函同意墊付)
2,700千元
辦理100年度「崙背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
資料標準轉換計畫」。(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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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3台內營字第1000818111號函)(縣議會
100.6.30雲議議建定3字第10000013011號函
同意墊付)2,300千元
辦理100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
畫」。(內政部100.1.20內授營園字第
10008180312號函)(縣議會100.3.25雲議議建
臨8、9字第10000002761號函同意墊付)1,000
千元
家庭教育中心3,188千元。
補助過港國小辦理新移民學習中心100年經營
計畫【依據教育部100年2月17日臺社(二)字
第1000026929號函、雲林縣議會100年3月29
日雲議議教臨8、9字第10000004571號函同意
墊付】。396千元
辦理「100年推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依據教
育部100年3月7日臺社(二)字第1000036670號
函、雲林縣議會100年3月29日雲議議教臨8、
9字第10000004781號函同意墊付】。
2,791.84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16千元
水利處125,645千元。
100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三條崙漁
港與箔子寮漁港區域海岸景觀改善及生態復
育計畫。(內政部100.2.8內授營綜字第
1000800598號函)(縣議會100.3.25雲議議建
臨8、9字第10000004261號函同意墊付)4,675
千元
100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雲林縣麥
寮隔離水道高灘地之人工濕地可行性評估及
海岸景觀改善規劃。(內政部100.2.8內授營
綜字第1000800598號函)(縣議會100.3.25雲
議議建臨8、9字第10000004261號函同意墊
付)6,800千元
辦理100年度「水利會事業區外農田水利設施
更新改善計畫」-崁腳新興部落農水路改善工
程等5件。(經濟部水利署100.2.18經水源字
第10015000960號函)(縣議會100.3.24雲議議
建臨8、9字第10000004371號函同意墊付)
17,701千元
98年度上半年「清水溪龍門大橋上下游段」
等2件疏浚工程公益支出計畫，補助辦理林內
鄉轄區內社區排水、疏濬、社區道路等生活
環境改善。(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99.5.27水四管字第09951017280號函)(縣議
會99.11.3雲議議建定2字第09900012831號函
同意墊付)3,178.065千元
辦理100年度「箔仔寮漁港航道緊急疏浚工
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100.2.1漁
一字第1001310029號函)(縣議會100.3.24雲
議議建臨8、9字第10000003321號函同意墊
付)2,002.5千元
辦理「箔子寮漁港西碼頭西側道路加高整修
工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100.4.21
漁一字第1001243836號函)(縣議會100.6.14
雲議議建定3字第10000009631號函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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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0千元
辦理100年度「水利會事業區外農田水利設施
更新改善計畫」-第2次核定-聯美村聯美國小
旁農水路改善工程等2件。(經濟部水利署
100.5.30經水源字第10015003750號函)(縣議
會100.6.30雲議議建定3字第10000013131號
函同意墊付)2,950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435千元
辦理100年度「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
加速都市雨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內政部營
建署下水道工程處中區分處99.8.30營署水字
第0992916811號函)(縣議會99.12.8雲議議建
臨6字第09900027741號函同意墊付)79,529千
元
辦理「雲林縣虎尾鎮污水下水道系統-水資源
回收中心工程」。(內政部營建署100.2.24營
署水字第1002903340號函)(縣議會100.3.29
雲議議建臨8、9字第10000004401號函同意墊
付)470千元
辦理「雲林縣北港鎮污水下水道系統-污水處
理廠工程」。(內政部營建署100.2.24營署水
字第1002903340號函)(縣議會100.3.29雲議
議建臨8、9字第10000004401號函同意墊付)
940千元
辦理100年度特定水土保持區範圍查詢業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100.5.27水保
監字第1001861958號函)(雲林縣議會
100.6.30雲議議建定3字第10000012411號函
同意墊付)100千元
辦理100年度綜合企劃與宣導計畫(一)(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100.6.8水保企字第
1001870034號函)(雲林縣議會100.6.30雲議
議建定3字第10000013581號函同意墊付)549
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