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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854 大溪高中辦理「100年度原
住民籍學生課業輔導」鐘
點費(教育部中部辦公室100
年9月16日桃中(二)字第
1000588817號函核定)(桃園
縣議會100年12月28日桃議
議教字第10000010139號函
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中等教育工作23,000元)
23千元
教育部補助「101年國中畢
業生多元進路宣導補助」
經費(教育部100年12月26日
臺技(一)字第1000233397號
函核定)(桃園縣議會101年2
月2日桃議議教字第
10100000623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
育工作237,600元)237.6千元
原委會補助「101年度國民
中學原住民學生暑期民族
教育與課業輔導實施計
畫」(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101年3月21日原民教字第
1010014203號函核定)(桃園
縣議會101年3月15日桃議
議教字第1010001491號函
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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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中等教育工作110,000
元)110千元
本縣辦理「教育部100學年
度第3屆國中小學生普及化
運動計畫-大隊接力」縣市
複賽補助經費5萬元整。(教
育部101.3.3台體(三)字第
1010033073號函)(桃園縣議
會桃議議教字第
1010001453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
健工作50,000元)5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100年國
民中小學足球場地整修及
購置資本門器材設施」經
費新台幣141萬8,000元整。
(教育部100年11月22日台體
(三)字第1000210019A號函)
(桃園縣議會100年12月13日
桃議議教字第1000009641
號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體育保健工作
1,418,000元)1,418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楊梅
國中興建游泳池經費新台
幣6100萬元整(中央補助
3600萬，縣配合款2500萬)
(教育部100年5月6日台體
(一)字第1000071001E號函)
(桃園縣議會100年8月22日
桃議議教字第1000006244
號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體育保健工作
36,000,000元、本案需編列
縣配合款
25,000,000元，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體育保健工作
61,000,000元)36,00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各級學校
聘任專任運動教練經費新
台幣439萬5,779元整(教育
部100年12月20日臺體(一)
字第1000227144號函)(桃園
縣議會101.2.3桃議議教字
第101000649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
健工作4,395,779元)
4,395.779千元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補助本
縣「101年度執行校外生活
輔導工作經費」新台幣38
萬2,000元整。(教育部中部
辦公室100年9月8日教中第
1000525869號函)(桃園縣議
會101年2月22日桃議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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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1010001087號函同意
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
育保健工作382,000元)382
千元
行政院體委會補助本縣辦
理「100年度運動選手輔導
照顧實施計畫」經費108萬
8,000元整。(行政院體育委
員會100年8月5日體委競自
字第1000021765號函)(桃園
縣議會100.8.24桃議議教字
第1000006256號函同意墊
付)(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
保健工作1,088,000元)1,088
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99年「加
強補助國民教育經費-午餐
相關研習活動」第二期款
240萬元整。(教育部99年7
月14日台體(二)字第
0990119128D號函)(桃園縣
議會100.8.17桃議議教字第
1000006104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
健工作2,400,000元)2,400千
元
行政院體委會補助本縣平
南國中等四校出國比賽經
費63萬4,000元整。(行政院
體委會101.5.5體委國字第
1000012313號函、行政院
體委會100.6.15體委國字第
1000014016號函、行政院
體委國字第100.8.3體委國
字第1000019122號函)(桃園
縣議會100.9.1桃議議教字
第1000006523號函同意墊
付)(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
保健工作634,000元)634千
元
行政院體委會補助本縣山
腳國中出國比賽經費10萬
元整。(行政院體委會
100.6.23體委國字第
1000015435號函)(桃園縣議
會100.9.13桃議議教字第
1000006851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
健工作100,000元)100千元
辦理體委會補助同安國
小、祥安國小、平南國中
出國經費共計新台幣
420,000元整(行政院體育委
員會101年5月31日體委國
字第10100145591號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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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體委國字第
1010009248號函、行政院
體育委員會101年3月29日
體委國字第1010008802號
函)(桃園縣議會101.7.2桃議
議教字第1010004657號函
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體育保健工作420,000
元)420千元
辦理體委會補助本縣新明
國小手球隊赴斯洛伐尼亞
參加「2012年易魯拉國際
手球分齡錦標賽」出國經
費新台幣19萬4,000元整(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101年6月
12日體委國字第
1010014230)(桃園縣議會
101.7桃24議議教字第
1010005136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
健工作19,4000元)194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平興
國中、東門國小「101年度
興建教學游泳池」經費新
台幣1,280萬5,000元整(中央
補助11,460,000元整，縣配
合款1,345,000元整)(教育部
101年5月17日台體(一)字第
1010089677G號函)(桃園縣
議會101年7月26日桃議議
教字第1010005223號函同
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健工作11,460,000元,
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
1,345,000元,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體育保健工作
12,805,000元)11,46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整建興建
午餐廚房硬體修繕充實設
備資本門經費新台幣162萬
元整(教育部101年7月11日
台體(二)字第1010129841C
號函)(桃園縣議會101年8月
23日桃議議教字第
1010005554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
健工作1,620,000元)1,620千
元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補助各
縣市政府執行學生校外生
活輔導工作等相關經費(教
育部101年8月23臺會(四)字
第1010157653號函補助)(收
支對列)(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健工作33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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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0元，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體育保健工作373,000
元)。339千元
教育部補助促進學校學生
健康促進計畫等相關經費
(教育部101年8月23日臺會
(四)字第1010157653號函)
(收支對列)(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體育保健工作8,866,000
元、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
887,000元，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體育保健工作
9,753,000元)。8,866千元
教育部補助推動學生健康
體位計畫等相關經費(教育
部101年8月23日臺會(四)字
第1010157653號)(收支對
列）(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
育保健工作67,000元、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7,000元，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
健工作74,000元)。67千元
教育部補助公埔國小跑道
整修經費(教育部100.8.19臺
體(一)字第1000150622C號
函)(桃園縣議會100.9.16桃
議議教字第1000007002號
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教育設施工作
2,500,000元)。2,50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100年度公
立國民中小學校舍防水隔
熱工程經費(教育部100.8.31
臺國(一)字第1000152980G
號函)(桃園縣議會100.9.19
桃議議教字第1000007047
號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教育設施工作
14,250,244元)。。
14,250.244千元
教育部補助壽山高中100年
度急迫性需求-教學設備(教
育部100.12.9部授教中(二)
字第1000532053號函)(桃園
縣議會100.12.28桃議議教
字第1000010138號函同意
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務教育設施工作860,000元)。
86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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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第
4階段公立國中小(含幼稚
園)校舍「補強工程(含設計
監造)」(教育部101年1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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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臺國(一)字第
1010010200E號函)(桃園縣
議會101.2.22桃議議教字第
1010001091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教育設
施工作54,762,989元)。
54,762.989千元
教育部補助大溪高中操場
及跑道整修工程經費(教育
部100年10月27日部授教中
(二)字第1000527883B號函)
(桃園縣議會100.12.13桃議
議教字第1000009642號函
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教育設施工作1,800,000
元)1,800千元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縣101
年度「臺灣城鄉風貌整體
規劃示範計畫」-「桃園縣
亮綠校顏工程」經費(內政
部101.1.12內授營都字第
1010800189號函)(桃園縣議
會101.3.7桃議議教字第
1010001339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教育設
施工作3,255,000元)3,255千
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建立區域
運動人才培訓體系(教育部
100年11月21日臺體（一）
字第1000209735D號函)(桃
園縣議會100年12月13日桃
議議教字第1000009676號
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體育保健工作
2,951,780元、本案需編列
縣配合款2,726,728元，歲
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健
工作5,678,508元)2,951.78千
元
教育部補助桃園縣100年度
充實國民小學健康中心設
備(教育部100年11月10日臺
體（二）字第1000191636E
號函)(桃園縣議會100年12
月29日桃議議教字第
1000010162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
健工作54,290元)54.29千元
100年度置專任專業輔導人
員實施計畫經費(教育部100
年10月4日臺訓(三)字第
1000175075號函核定)(桃園
縣議會100年12月13日桃議
議教字第100000964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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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中等教育工作3,430,000
元)3,43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101年
度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國際
視野-國外學生來台交流活
動(教育部101年3月8日部授
教中(二)字第1010502741D
號函核定)(桃園縣議會101
年3月19日桃議議教字第
1010001543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
育工作216,000元)216千元
教育部補助慈文國中教師
林倩月商借案-99年度第2
學期經費(教育部100年12月
30日臺陸字第1000236608
號函核定)(桃園縣議會100
年12月28日桃議議教字第
1000010140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
育工作470,888元)470.888千
元
教育部補助慈文國中教師
林倩月商借案-100年度第1
學期經費(教育部100年12月
30日臺陸字第1000236609
號函核定)(桃園縣議會100
年12月28日桃議議教字第
1000010141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
育工作499,331元)499.331千
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100學年度
高級中等學校新、續辦理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桃
園縣議會100年12月13日桃
議議教字第1000009651號
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國小教育工作42,000
元)42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南崁高中
辦理100學年度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人員初階實體課程
研習講師鐘點費及交通費
(桃園縣議會100年12月13日
桃議議教字第1000009652
號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國小教育工作
20,200元)20.2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補助
本縣奎輝國小推展「101年
度設立民族教育資源教室
計畫」經費(行政院原住民
委員會101年2月13日原民
教字第1010005399號函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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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桃園縣議會101年3月8
日桃議議教字第
1010001384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國小教
育工作800,000元)800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補助
本縣僑愛國小等6校推展
「101年度補助原住民重點
高級中學及國民中小學推
展民族教育課程教學實施
計畫」(行政院原住民委員
會100年12月7日原民教字
第1001064503號函補助)(桃
園縣議會101年3月8日桃議
議教字第1010001385號函
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國小教育工作414,500
元)414.5千元
教育部評鑑本縣100年度社
區大學業務獲「特優等」
獎勵金)(教育部100.9.4臺社
(二)字第1000152747號函)
(桃園縣議會100.12.13桃議
議教字第1000009643號函
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終身學習工作750,000
元)75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所
轄學校扶助弱勢學生提升
學習素質」經費(教育部中
部辦公室101年4月26日教
中(二)字第1010508294B號
函核定)(桃園縣議會101年8
月6日桃議議教字第
1010005360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
育工作269,020元)269.02千
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101年
度社區大學課程計畫補助
及獎勵經費(教育部101.6.13
臺社(一)字第1010091859F
號函) (桃園縣議會101.7.3桃
議議教字第1010004899號
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終身學習工作413,600
元)413.6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忠貞國小
新移民學習中心辦理101年
度「廚房設備採購暨地板
更新工程計畫」經費(教育
部101.6.21臺社(二)字第
1010110259號函) (桃園縣議
會101.7.16桃議議教字第
1010005036號函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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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終身學
習工作145,000元)145千元
教育部補助改善或充實公
立完全中學教學設備及修
繕工程經費(教育部101.8.23
臺會(四)字第1010157653號
函)(收支對列)(資本門)(歲出
編列教育業務-教育設施工
作23,297,000元、本案需編
列縣配合款2,330,000元，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教育設
施工作25,627,000元)。
23,297千元
教育部補助高中職及特殊
學校投保場所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教育部101.8.23臺會
(四)字第1010157653號函)
(收支對列)(經常門)(歲出編
列教育業務-教育設施工作
56,000元、本案需編列縣配
合款6,000元，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教育設施工作
62,000元)。56千元
教育部補助改善本縣所屬
學校無障礙環境相關設施
經費(教育部101.8.23臺會
(四)字第1010157653號函)
(收支對列)(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教育設施工作3,000,000
元、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
300,000元，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教育設施工作
3,300,000元)。3,000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補助
本縣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暨
教室辦理課程研發與教材
編撰研習活動等相關經費
(原委會101年8月9日原民企
字第1010043085號)(收支對
列)(歲出編列教育業務-國小
教育工作503,000元)503千
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提昇國小
教師員額編制及教學人力
所需人事費(2688專案)(教育
部101年8月23日臺會(四)字
第1010157653號)(收支對列)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國小教
育工作79,519,000元、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7,952,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國
小教育工作87,471,000元 )
79,519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教師課稅
相關配套所需人事費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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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101年8月23日臺會(四)
字第1010157653號函)(收支
對列)(歲出編列教育業務-國
小教育工作598,259,000
元、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
59,826,000元，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國小教育工作
658,085,000元)598,259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設置國民
小學輔導教師之減授課節
數鐘點費(教育部101年8月
23日臺會(四)字第
1010157653號函)(收支對列)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國小教
育工作1,800,000元、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180,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國
小教育工作1,980,000元)
1,80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推動鼓勵
家長參與教育計畫相關經
費(教育部101年8月23日臺
會(四)字第1010157653號函)
(收支對列)(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國小教育工作267,000
元、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
27,000元，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國小教育工作294,000
元)267千元
教育部補助高中優質化方
案(教育部101年8月23日臺
會(四)字第1010157653號函
補助)(收支對列，經常門
9,000,000元,資本門
4,760,000元)(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13,760,000元、本案需編列
縣配合款1,376,000元,歲出
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育工
作15,136,000元)13,760千元
教育部補助高中職學生學
習扶助(教育部101年8月23
日臺會(四)字第1010157653
號函補助)(收支對列)(歲出
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育工
作40,000元、本案需編列縣
配合款4,000元,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44,000元)40千元
教育部補助推動高中國際
化及第二外國語教育鐘點
費(教育部101年8月23日臺
會(四)字第1010157653號函
補助)(收支對列)(歲出編列
教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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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000元、本案需編列縣
配合款39,000元,歲出編列
教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424,000元)385千元
教育部補助推動高中學校
旅行計畫(教育部101年8月
23日臺會(四)字第
1010157653號函補助)(收支
對列)(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
等教育工作50,000元、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5,000元,歲
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育
工作55,000元)50千元
教育部補助高中職均質化
方案(教育部101年8月23日
臺會(四)字第1010157653號
函補助)(收支對列，經常門
560,000元、資本門560,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
教育工作1,120,000元、本
案需編列縣配合款112,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
教育工作1,232,000元)1,120
千元
教育部補助原住民就讀公
私立高中課業輔導教師鐘
點費(教育部101年8月23日
臺會(四)字第1010157653號
函補助)(收支對列)(歲出編
列教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29,000元、本案需編列縣配
合款3,000元,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中等教育工作32,000
元)29千元
教育部補助學生輔導及性
別平等教育(教育部101年8
月23日臺會(四)字第
1010157653號函補助)(收支
對列，經常門128,000元,資
本門20,000元)(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148,000元、本案需編列縣
配合款15,000元,歲出編列
教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163,000元)148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國際教育
交流活動業務(教育部101年
8月23日臺會(四)字第
1010157653號函補助)(收支
對列)(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
等教育工作57,000元、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6,000元,歲
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育
工作63,000元)57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兩岸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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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交流相關事務(教育部
101年8月23日臺會(四)字第
1010157653號函補助)(收支
對列)(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
等教育工作500,000元、本
案需編列縣配合款50,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
教育工作550,000元)500千
元
教育部補助中小學國際教
育計畫(教育部101年8月23
日臺會(四)字第1010157653
號函補助)(收支對列)(歲出
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育工
作900,000元、本案需編列
縣配合款90,000元,歲出編
列教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990,000元)900千元
教育部補助高中職博覽
會、國中基測與多元入學
(教育部101年8月23日臺會
(四)字第1010157653號函補
助)(收支對列)(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200,000元、本案需編列縣
配合款20,000元,歲出編列
教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220,000元)200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學校人權
法治教育、品德教育及公
民教育(教育部101年8月23
日臺會(四)字第1010157653
號函補助)(收支對列)(歲出
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育工
作600,000元、本案需編列
縣配合款60,000元,歲出編
列教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660,000元)600千元
教育部補助推動正向管教
計畫(教育部101年8月23日
臺會(四)字第1010157653號
函補助)(收支對列)(歲出編
列教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40,000元、本案需編列縣配
合款4,000元,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中等教育工作44,000
元)40千元
教育部補助推動學生輔導
工作(教育部101年8月23日
臺會(四)字第1010157653號
函補助)(收支對列)(歲出編
列教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625,000元、本案需編列縣
配合款63,000元,歲出編列
教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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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設置國中輔導
教師之減課鐘點費(教育部
101年8月23日臺會(四)字第
1010157653號函補助)(收支
對列)(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
等教育工作666,000元、本
案需編列縣配合款67,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
教育工作733,000元)666千
元
教育部補助增置國中小專
任輔導教師人事費(教育部
101年8月23日臺會(四)字第
1010157653號函補助)(收支
對列)(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
等教育工作32,334,000元、
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
3,233,000元,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35,567,000元)32,334千元
教育部補助推動國民教育
階段中輟生輔導及復學工
作(教育部101年8月23日臺
會(四)字第1010157653號函
補助)(收支對列)(歲出編列
教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7,375,000元、本案需編列
縣配合款738,000元,歲出編
列教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8,113,000元)7,375千元
教育部補助推動原住民中
輟生輔導各項工作及活動
(教育部101年8月23日臺會
(四)字第1010157653號函補
助)(收支對列)(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60,000元、本案需編列縣配
合款6,000元,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中等教育工作66,000
元)6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101年
度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國際
視野-高中職海外交流經費
(教育部101年4月3日部授教
中(三)字第1010506452B號
函核定)(桃園縣議會101年7
月9日桃議議教字第
1010004978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
育工作337,400元)。337.4千
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推動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相關經費(教
育部101年8月23日臺會(四)
字第1010157653號)(收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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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教育工作1,660,000元、
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
166,000元，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國小教育工作
1,826,000元)。1,66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推動終身
教育及學習網絡相關經費
(含改善或充實補習與進修
學校中心，加強輔導成人
教育活動，增進空中教育
機會，辦理非正規學習成
就認證，辦理補習班及兒
童課後照顧中心公共安全
輔導，辦理童軍教育，推
展終身教育功能)(教育部
101.8.23臺會（四）字第
1010157653號函核定)(歲出
編列教育業務-終身學習工
作830,000元，本案需編列
縣配合款83,000元，歲出編
列教育業務-終身學習工作
913,000元)。83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推動社區
教育相關經費(含推動社區
教育，發展學習型城鄉；
補助及獎勵本縣辦理社區
大學經費相關業務；推展
社會消費者保護教育，辦
理各項交通安全教育推廣
活動及研發補充教材經
費，及配合婦女權益推展
性別平等教育)(教育部
101.8.23臺會（四）字第
1010157653號)(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終身學習工作
7,400,000元，本案需編列
縣配合款740,000元，歲出
編列教育業務-終身學習工
作8,140,000元)7,40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推動婦女
及高齡教育(含辦理婦女教
育活動；推動樂齡學習中
心；推動代間教育活動)(教
育部101.8.23臺會（四）字
第1010157653號函)(歲出編
列教育業務-終身學習工作
2,000,000元，本案需編列
縣配合款200,000元，歲出
編列教育業務-終身學習工
作2,200,000元)。2,00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原住
民教育(含辦理原住民成人
教育、家庭教育；推動原
住民族部落大學，培育部
落社區人才之知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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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及改善原住民社會教
育與家庭教育設備設施改
善)(教育部101.8.23臺會
（四）字第1010157653號)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終身學
習工作1,700,000元，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170,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終
身學習工作1,870,000元)
1,700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
助本縣辦理102年度原住民
族部落大學計畫經費(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1.08.09原民企字第
1010043085號)(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終身學習工作
1,100,000元)1,10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102年推動
高齡教育計畫(102年樂齡學
習中心工作計畫)(教育部
101.8.14臺社（二）字第
1010153172號)(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終身學習工作
3,826,468元，本案需編列
縣配合款308,794元，歲出
編列教育業務終身學習工
作4,135,262元)。3,826.468
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促進幼教
發展經費(公私立幼兒園輔
導、本土語言教學、幼教
資源中心與輔導團、友善
教保業務及輔導費、國幼
班業務費、巡迴輔導業務
及交通費、課後留園服務
及幼教研習進修、公安與
未立案業務稽查、幼托整
合及合作園所業務費、親
職教育、增班設園、改善
教學環境設備等相關經費
(教育部101年8月20日臺國
（三）字第1010153289號
函)(收支對列)(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特殊及幼兒教育工
作65,102,000元、本案需編
列縣配合款5,282,000元，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特殊及
幼兒教育工作70,384,000
元)。65,102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各類學前
福利補助(原住民學童、中
低收入家庭幼童、5歲幼兒
免學費教育計畫補助等) (教
育部101年8月20日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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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第1010153289號
函)(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特殊
及幼兒教育工作
735,563,000元)。735,563千
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促進幼教
發展經費(改善與修繕幼兒
園教學環境設備等相關經
費)(教育部101年8月20日臺
國（三）字第1010153289
號函)(收支對列)(歲出編列
教育業務-特殊及幼兒教育
工作14,430,000元)。14,430
千元
教育部補助100學年度幼稚
園親職教育第1期經費(教育
部100年8月22日臺國(三)字
第1000108142號函補助)(桃
園縣議會100年9月2日桃議
議教字第1000006595號函
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特殊及幼兒教育工作
226,084元)226.084千元
教育部補助100學年度公私
立幼稚園推動本土語言教
學經費(教育部100年9月6日
臺國(三)字第1000089063號
函補助)(桃園縣議會100年9
月19日桃議議教字第
1000007019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特殊及
幼兒教育工作698,132元、
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
299,200元，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特殊及幼兒教育工作
997,332元)698.132千元
教育部補助101學年度國小
新增附幼經費(教育部101年
3月1日臺國(三)字第
1000233744號函補助)(經常
門500,052元,資本門
8,499,948元)(桃園縣議會
101年3月28日桃議議教字
第1010001593號函同意墊
付)(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特殊
及幼兒教育工作6,300,000
元、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
2,700,000元,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特殊及幼兒教育工作
9,000,000元)6,30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加強特殊
教育資源中心功能經費(教
育部101年2月3日臺特教字
第1010008089E號函補助)
(桃園縣議會101.3.28 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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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及法令依據
議教字第1010001592號函
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特殊及幼兒教育工作
810,000元、本案需編列縣
配合款202,500元，歲出編
列教育業務-特殊及幼兒教
育工作1,012,500元)810千元
教育部補助5歲幼兒免學費
教育計畫合作園所審核、
稽查加置臨時人力經費(教
育部101年6月7日臺國(三)
字第1010092200號函補助)
(桃園縣議會101年3月7日桃
議議教字第1010001282號
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特殊及幼兒教育工作
1,010,904元)1,010.904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特殊教育
推展工作(特教鑑定及就學
輔導、資源中心、特教交
通費、巡迴輔導教師交通
費及學生交通服務費、特
教研習活動、學前特教教
師進修、專業及助理人員
人事費、新設學前特教
班、學前特教方案、行政
工作經費、教育部特教評
鑑獎勵金、充實非都市非
遍遠地帶學校經費、課後
照顧服務身障生專班及辦
理國中小身心障礙學生冬
夏令營學習營經費等各項
特教相關經費)(教育部
101.8.23臺會(四)字第
1010157653號函)(收支對列)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特殊及
幼兒教育工作34,952,000
元、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
3,495,000元，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特殊及幼兒教育工
作38,447,000元)。34,952千
元
教育部補助加強特教資源
中心輔具、特教班開辦費
等特教相關設備經費(教育
部101.8.23臺會(四)字第
1010157653號函)(收支對列)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特殊及
幼兒教育工作5,352,000
元、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
535,000元，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特殊及幼兒教育工作
5,887,000元)。5,352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增
列進位數。0.79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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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

-6,000

11071390000
桃園縣政府教育局

-

6,000

-

-6,000

11071390200
雜項收入

-

6,000

-

-6,000

-

6,000

-

-6,000

11071390210
其他雜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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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0000000
桃園縣政府教育局主
管
00071390000
桃園縣政府教育局

23,934,358

22,593,376

19,942,521

1,340,982

23,934,358

22,593,376

19,942,521

1,340,982

51071390400
教育業務

23,934,358

22,593,376

19,942,521

1,340,982

說

明

01

51071390401
中等教育工作

70,519

193,439

50,787

-122,920 一、本科目包括中等教育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70,51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22,92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22,920千元

02

51071390402
國小教育工作

753,829

746,571

174,460

7,258 一、本科目包括國小教育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753,82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7,25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7,258千元

03

51071390403
特殊及幼兒教
育工作

936,936

289,912

308,309

647,024 一、本科目包括特殊及幼兒教育工
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936,93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647,02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47,024千元

04

51071390404
體育保健工作

110,230

211,029

22,579

-100,799 一、本科目包括體育保健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110,23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00,799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00,799千元

05

51071390405
教育設施工作

325,288

291,106

33,330

34,182 一、本科目包括教育設施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325,28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4,182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4,182千元

06

51071390406
終身學習工作

34,167

16,524

15,912

17,643 一、本科目包括終身學習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34,16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7,643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7,643千元

07

51071390407
教育業務

21,703,389

20,844,795

19,337,144

07-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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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858,59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858,594千元

07-0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