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縣政府教育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03年度
科
款

項

目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合

06

009

01

01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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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及法令依據

2,507,749

1,806,598

1,425,623

701,151

經常門合計

2,507,749

1,806,598

1,425,623

701,151

08000000000
補助及協助收入

2,507,749

1,806,598

1,424,320

701,151

08071390000
桃園縣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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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151 教育部補助本縣南崁國小
運動場整修經費(教育部101
年8月9日臺體(一)字第
1010150918A號函核定)(桃
園縣議會101年9月3日桃議
議教字第1010005796號函
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教育設施工作1,680,000
元)。1,68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文華國小
改善教學環境及設備經費
(教育部101年7月19日臺體
(一)字第1010135041I號函
核定)(桃園縣議會101年8月
24日桃議議教字第
1010005660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教育設
施工作1,732,941元)。
1,732.941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外社國小
運動場整建經費(教育部101
年10月4日臺體(一)字第
1010188507B號函核定)(桃
園縣議會101年12月26日桃
議議教字第1010010026號
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教育設施工作
1,000,000元)。1,00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山豐國小
等5校運動場整建經費(教育
部101年11月14日臺體(一)
字第1010217265A號函核
定)(桃園縣議會101年12月
26日桃議議教字第
1010010022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教育設
施工作9,150,000元)。9,150
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大園國中
PU球場工程經費(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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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0219302D號函核定)
(桃園縣議會101年12月26日
桃議議教字第1010010025
號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教育設施工作
600,000元)。60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東門國小
改善飲用水設備經費(教育
部101年12月19日臺體(二)
字第1010228075號核定)(桃
園縣議會102年6月27日桃
議議教字第1020005380號
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教育設施工作377,340
元)。377.34千元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新莊國
小運動場整建計畫經費(教
育部體育署102年7月4日臺
教體署學(二)字第
1020020250C號函核定)(桃
園縣議會102年8月8日桃議
議教字第1020006571號函
同意墊付)(本案需編列縣配
合款190,000元，歲出編列
教育業務-教育設施工作
1,840,000元)1,650千元
教育部補助慈文國中教師
林倩月商借至華東臺商學
校100學年度第2學期經費
(教育部101年8月29日臺陸
字第1010160759號函核定)
(桃園縣議會101年10月1日
桃議議教字第1010006777
號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536,562元)。536.562千元
教育部補助101年度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推動國際教育
計畫(教育部101年6月29日
臺文字第1010122288C號暨
101年7月11日臺文字第
101030590B號函核定)(桃園
縣議會101年10月1日桃議
議教字第1010006774號函
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中等教育工作808,412
元)。808.412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101學
年度第1學期國民中小學學
生無力繳交代收代辦費經
費)(教育部101年11月23日
臺國(一)字第1010208267G
號函核定)(桃園縣議會101
年12月26日桃議議教字第
1010010034號函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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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
育工作6,686,868元)。
6,686.868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101年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增置空
間設備計畫)(教育部101年
10月24日臺訓(三)字第
1010188520C號函核定)(桃
園縣議會101年12月26日桃
議議教字第1010010033號
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5,078,486元)。5,078.486千
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慈輝
班住宿設備改善計畫(教育
部101年12月6日臺訓(三)字
第1010220853C號函核定)
(桃園縣議會101年12月26日
桃議議教字第1010010035
號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1,882,000元)1,882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102年
度置專任輔導人員計畫(教
育部101年12月25日臺訓
(三)字第1010238700號函核
定)(桃園縣議會102年1月25
日桃議議教字第
1020000791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
育工作34,140,000元)。
34,14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102年
度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實施
計畫(教育部102年1月21日
臺訓(三)字第1010209500G
號函核定)（桃園縣議會102
年1月25日桃議議教字第
1020000790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
育工作1,664,600元)。
1,664.6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101年
度增購適性輔導及相關輔
導諮商所需測驗、媒材與
設備費(教育部101年12月12
日臺訓(三)字第
1010238507C號函核定)(桃
園縣議會102年2月26日桃
議議教字第1020001320號
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中等教育工作經常門
2,239,894元，資本門
655,900元)。2,895.79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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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102年1月21日臺訓(三)字
第1010209500G號函核定)
(桃園縣議會102年2月22日
桃議議教字第1020001200
號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經常
門10,946,335元，資本門
597,120元)。11,543.455千
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102年
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計畫(教育部102年1
月21日臺教學(三)字第
1020007167F號函核定)(桃
園縣議會102年2月26日桃
議議教字第1020001354號
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6,883,625元)6,883.625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102年
度輔導教師人力運用計畫
(教育部102年1月15日臺教
學(三)字第1020009916G號
函核定)(桃園縣議會102年3
月6日桃議議教字第
1020001429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
育工作57,984,400元)。
57,984.4千元
交通部補助本縣辦理103年
度「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
安全改進方案」加強交通
安全教育經費(交通部102年
2月19日交安字第
1000007763號函核定)(歲出
編列教育業務-終身學習工
作1,117,000元)。1,11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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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1
月9日原民教字第
1020000740號函核定)(桃園
縣議會102年2月22日桃議
議教字第1020001198號函
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終身學習工作100,000
元)。100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101學年
度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
畫」(教育部101年7月30日
臺國(三)字第1010132649J
號核定)(桃園縣議會101年9
月3日桃議議教字第
1010005815號函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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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027元整，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特殊及幼兒教育工作
790,270元)。711.243千元
「101年度公立托兒所〈幼
兒園〉教保費」1,817,670
元；101學年度國民教育幼
兒班」200,000元(教育部
101年7月31日臺國(三)字第
1010138837號函核定
1,817,670元、教育部101年
8月20日臺國(三)字第
1010154380號函及教育部
102年3月8日臺國(三)字第
1020019118號函核定合計
200,000元)(桃園縣議會101
年9月11日桃議議教字
1010006000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特殊及
幼兒教育工作2,017,670元)
2,017.67千元
內政部兒童局補助本縣101
學年度第1學期「5歲幼兒
免學費教育計畫」(內政部
101年8月22日童托字第
1010054520號核定)(桃園縣
議會101年9月11日桃議議
教字第1010006197號函同
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特殊及幼兒教育工作
103,849,000元)103,849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101
學年度幼稚園親職教育」
經費(教育部101年9月5日臺
國(三)字第1010155907號函
核定)（桃園縣議會101年9
月13日桃議議教字第
1010006196號函同意墊
付）(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特
殊及幼兒教育工作759,159
元)759.159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101學年度
公私立幼稚園推動本土語
言教學經費(教育部101年10
月25日臺國(三)字第
1010200796號函核定)(桃園
縣議會101年12月26日桃議
議教字第1010010028號函
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特殊及幼兒教育工作
1,089,801元)1,089.801千元
內政部兒童局補助本縣101
學年度第1學期「5歲幼兒
免學費教育計畫」不足經
費(內政部101年12月13日童
托字第1010017159號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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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桃園縣議會101年12月
26日桃議議教字第
1010010030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特殊及
幼兒教育工作37,300,000元)
37,30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101
年度私立幼兒(稚)園導師費
差額經費」(教育部101年10
月24日臺國(三)字第
1010169195號函核定)(桃園
縣議會102年1月18日桃議
議教字第1020000658號函
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特殊及幼兒教育工作
17,520,000元)17,52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101
年度私立幼托園所改制為
幼兒園後教保服務人員依
資格進用新增之「導師費
差額」及「教保費」經費
(教育部101年12月14日臺國
(三)字第1010223606號函核
定)(桃園縣議會102年1月18
日桃議議教字第
1020000658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特殊及
幼兒教育工作2,761,600元)
2,761.6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公立幼兒
園(含學校附設幼兒園)101
學年度新增班級數之「導
師費差額」及「教保費」
經費(教育部101年12月24日
臺國(三)字第1010241030號
函核定)(桃園縣議會102年1
月18日桃議議教字第
1020000658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特殊及
幼兒教育工作101,067元)
101.067千元
文化部102年度補助本縣林
森國小赴日參加第34回全
日本木笛大賽經濟艙機票
經費(文化部102年3月22日
文交字第1023007607號函
核定)(桃園縣議會102年6月
27日桃議議教字第
1020005435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終身學
習工作24,000元)。24千元
交通部補助本縣執行102年
度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
交通安全改進方案」之
「導護志工交通服務隊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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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交通安全維護研習計
畫」經費(交通部102年5月
16日交安字第1020014921
號函暨102年5月16日交安
字第1020015107號函核定)
(桃園縣議會102年6月27日
桃議議教字第1020005399
號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終身學習工作
580,000元)580千元
行政院原委會補助本縣霞
雲國小、奎輝國小及義盛
國小等3校辦理「102年推
展以民族教育為特色之學
校本位課程實施計畫」經
費(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102
年4月17日原民教字第
1020021498號核定)(桃園縣
議會102年7月9日桃議議教
字第1020005981號函同意
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務-國
小教育工作經常門540,000
元，資本門200,000元)740
千元
交通部補助本縣辦理103年
度「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
安全改進方案」之「102年
度研製交通安全輔助教材
計畫」經費 (交通部102年6
月20日交安字第
1020019935號函核定)(桃園
縣議會102年7月30日桃議
議教字第1020006243號函
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終身學習工作500,000
元)。50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海外臺灣
學校商借教師經費(教育部
102年8月22日臺教會通字
第1020127291號函核定)(歲
出編列教育業務-國小教育
工作827,000元)827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教師課稅
相關配套需人事費用(含幼
托教保人員取消免稅配套)
(教育部102年8月22日臺教
會通字第1020127291號函
核定)(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
95,362,000元，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國小教育工作
953,621,000元)858,259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提升國小
教師員額編制及教學人力
所需人事費(2688專案)(教育
部102年8月22日臺教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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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
8,835,000元，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國小教育工作
88,354,000元)79,519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依據「國
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
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
則」提高國小教師員額編
制所需相關經費(教育部102
年8月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8,385,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國
小教育工作83,850,000元)
75,465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國中
小原住民族語教學及教材
編印等相關經費(教育部102
年8月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1,809,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國
小教育工作18,089,000元)
16,28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國民
中小學本土教育計畫相關
經費(教育部102年8月22日
臺教會通字第1020127291
號函核定)(本案需編列縣配
合款4,858,000元歲出編列
教育業務-國小教育工作
9,716,000元)4,858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推動
鼓勵家長參與教育計畫(教
育部102年8月22日臺教會
通字第1020127291號函核
定)(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
48,000元，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國小教育工作482,000
元)434千元
交通部補助本縣102年度桃
園縣立案幼兒園幼童專用
車駕駛及隨車人員研習計
畫經費(交通部102年5月30
日交安字第1020016897號
函核定)(桃園縣議會102年7
月31日桃議議教字第
1020006344號函同意墊付)
(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
31,454元，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特殊及幼兒教育工作
331,454元)。300千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本縣公立幼兒園改善
教學環境設備經費(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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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2年5
月1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20045281號函核定)(桃園
縣議會102年8月1日桃議議
教字第1020006447號函同
意墊付)(本案需編列縣配合
款846,600元，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特殊及幼兒教育工
作2,822,000元)1,975.4千元
原住民委員會補助本縣推
展以民族教育為特色之學
校辦理原民會課程計畫相
關經費(行政院原住民委員
會102年7月12日原民企字
第1020037475號函核定)(歲
出編列教育業務-國小教育
工作740,000元)740千元
原住民委員會補助本縣辦
理鼓勵原住民學生發展多
元智能計畫相關經費(行政
院原住民委員會102年7月
12日原民企字第
1020037475號函核定)(歲出
編列教育業務-國小教育工
作769,000元)769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103年
度共同改善或充實補習與
進修學校推動多功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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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
8月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91,000元，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終身學
習工作906,000元)815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103年度推
動社區教育，發展學習型
城鄉；補助及獎勵各縣市
政府及相關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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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
8月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817,000，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終身學
習工作8,167,000元)7,350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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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103年度辦
理婦女教育活動；推動高
齡教育及補助辦理樂齡學
習中心(教育部102年8月22
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333,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終
身學習工作3,333,000元)
3,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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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8
月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4,811,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教
育設施工作48,106,000元)
43,29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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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8月22日
臺教會通字第1020127291
號函核定)(本案需編列縣配
合款3,400,000元，歲出編
列教育業務-教育設施工作
8,500,000元)5,100千元
教育部補助高中職及特殊
學校投保場所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暨國民中小學及幼
稚園場所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之保險費(教育部102
年8月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歲出
編列教育業務-教育設施工
作4,943,000元)4,943千元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補助
本縣辦理原住民部落大學
計畫經費(行政院原住民委
員會102年7月12日原民企
字第1020037475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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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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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環境設備等相關經費
(教育部102年8月22日臺教
會通字第1020127291號函
核定)(歲出編列教育業務-幼
兒教育工作114,374,000
元)。83,63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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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8月22日臺教會
通字第1020127291號函核
定)(歲出編列教育業務-幼兒
教育工作607,217,000元)
606,995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促進幼教
發展經費(增班設園、改善
與修繕幼兒園教學環境設
備等相關經費)(教育部102
年8月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歲出
編列教育業務-幼兒教育工
作28,668,000元)。14,334千
元
教育部補助學前身心障礙
特殊教育班開班費)(教育部
101年12月11日臺特教字第
1010235014號函核定)(桃園
縣議會101年12月27日桃議
議教字第1010010141號函
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特殊及幼兒教育工作經
常門600,000元，資本門
900,000元)。1,500千元
教育部補助101年學前教育
階段各類特教班教學輔導
費(教育部101年12月17日臺
特教字第1010233793號函
核定)(桃園縣議會102年1月
10日桃議議教字第
1020000204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特殊及
幼兒教育工作89,100元)89.1
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推動學前
及國民教育階段教育工作
不足經費(教育部102年7月
29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020071617號函核定)(桃園
縣議會102年8月8月桃議議
教字第1020006502號函同
意墊付)(本案需編列縣配合
款905,000元，歲出編列於教育業務-特殊及幼兒教育
工作1,313,000元)。40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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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國民及學前特殊教
育，包括：補助縣市推動
多元資優教育方案、特教
資源中心購置輔具及提供
相關支持服務、提供相關
專業人員及助理人員特殊
教育服務、加強特教學生
鑑輔會功能、補助身障學
童交通費及汰舊換新交通
車、補助私立特教學校改
善特教師資、辦理特教巡
迴輔導及相關行政工作經
費、補助辦理教師、專業
人員及家長特教專業知能
研習、補助辦理國中小身
障生冬夏令學習營、鼓勵
幼托園所機構招收學前身
障幼兒並補助家長教育經
費、補助學前特教班開辦
費及教師進修經費、辦理
托兒所及課後托育中心等
相關經費、補助直轄市與
縣市立特教學校、高職特
教班設備及經常性經費(教
育部102年8月22日臺教會
通字第1020127291號函核
定)(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
24,860,000元，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特殊教育工作經常
門54,653,000元，資本門
7,497,000元)。37,290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本
縣辦理101年度基層運動選
手訓練站區域性跆拳道對
抗賽經費(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101年7月31日體委競字
第10100330078號函核定)
(桃園縣議會101年9月3日桃
議議教字第1010005812號
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體育保健工作300,000
元)30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仁和國小
整建興建午餐廚房硬體修
繕充實設備經費(教育部101
年9月21日臺體(二)字第
1010172546號函核定)(桃園
縣議會101年9月3日桃議議
教字第1010005814號函同
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健工作500,000元)
500千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本
縣「101年度運動選手輔導
照顧計畫」經費(行政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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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委員會101年8月7日體委
競字第1010033449號函核
定)(桃園縣議會101年9月11
日桃議議教字第
1010006010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
健工作2,198,500元)2,198.5
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充實中
小學校校園營養師員額」
經費(教育部101年9月5日臺
體(二)字第1010158858號函
核定)(桃園縣議會101年10
月1日桃議議教字第
1010006775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
健工作1,600,000元)1,600千
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本
縣平鎮高中「101年度運動
選手輔導照顧計畫」經費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01年9
月27日體委競字第
11010036229號函核定)(桃
園縣議會101年12月26日桃
議議教字第1010010036號
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體育保健工作150,000
元)15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整建興
建午餐廚房硬體修繕充實
設備」經費(教育部101年12
月14日臺體(二)字第
1010229212號函核定)(桃園
縣議會101年12月26日桃議
議教字第1010010037號函
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體育保健工作5,800,000
元)5,800千元
教育部補助射箭巡迴運動
教練鐘點費經費(教育部101
年8月16日臺體(一)字第
1010150321D號函核定)(桃
園縣議會102年2月22日桃
議議教字第1020001199號
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體育保健工作256,000
元)256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改善國
民中小學棒球運動代表隊
集訓環境實施計畫」經費
(教育部101年10月30日臺體
(一)字第1010205641E號函
核定)(桃園縣議會102年6月
27日桃議議教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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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
健工作1,245,000元)1,245千
元
教育部101學年度第4屆國
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計畫「大隊接力、樂樂棒球、
健身操」縣複（決）賽經
費(教育部體育署102年2月
27日臺教體署學(三)字第
1020006802號函、教育部
體育署102年3月13日臺教
體署學(三)字第1020007727
號函、教育部體育署102年
3月29日臺教體署學(三)字
第1020008255號函核定)(桃
園縣議會102年7月1日桃議
議教字第1020005593號函
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體育保健工作180,000
元)180千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本縣102年度「充實中
小學校園營養師員額」經
費(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102年6月7日臺教國署學
字第1020039567O號函核
定)(桃園縣議會102年7月19
日桃議議教字第
1020006153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
健工作12,600,000元)12,600
千元
教育部補助「101學年度第
4屆全國國小樂樂足球錦標
賽」縣複賽經費(教育部體
育署102年5月27日臺教體
署學(三)字第1020015689號
函核定)(桃園縣議會102年7
月17日桃議議教字第
1020006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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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102
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游泳
與自救能力教學及師資培
訓」經費(教育部體育署102
年5月22日臺教體署學(二)
字第1020015904號函核定)
(桃園縣議會102年8月1日桃
議議教字第1020006449號
函同意墊付)(本案需編列縣
配合款2,425,736元，歲出
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健工
作5,882,079元)3,456.343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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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體系」經費(教育
部體育署102年6月6日臺教
體署學(一)字第
1020017889D號函核定)(桃
園縣議會102年8月8日桃議
議教字第1020006518號函
同意墊付)(本案需編列縣配
合款1,200,000元，歲出編
列教育業務-體育保健工作
3,000,000元)1,800千元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本縣大
勇國小及龜山國中修整建
棒球場經費(教育部體育署
102年6月17日臺教體署學
(三)字第1020018400K號函
核定)(桃園縣議會102年8月
8日桃議議教字第
1020006541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
健工作726,600元)726.6千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本縣「整建興建午餐
廚房硬體修繕充實設備」
經費(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102年7月22日臺教國
署學字第1020071987號函
核定)(桃園縣議會102年8月
20日桃議議教字第
1020006799號函同意墊付)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
健工作4,600,000元)4,600千
元
教育部補助各縣市政府執
行轄內中等學校學生校外
生活輔導工作等相關經費
(教育部102年8月22日臺教
會通字第1020127291號函
核定）(本案需編列縣配合
款36,000元，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體育保健工作363,000
元)。327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國民中小
學及幼兒園學生投保團體
保險之保險費等相關經費
(教育部102年8月22日臺教
會通字第1020127291號函
核定)(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
育保健工作45,554,000元）
45,554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促進學校
學生健康計畫等相關活動
經費(教育部102年8月22日
臺教會通字第1020127291
號函核定)(本案需編列縣配
合款4,000元，歲出編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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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35千元
教育部補助各縣市政府充
實國民中小學營養師編制
等相關經費(教育部102年8
月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歲出
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健工
作5,628,000元）5,628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培育學校
體育運動人才(含體育班、
獎勵縣市政府進用學校專
任運動教練及增置巡迴專
任運動教練或運動傷害防
護員、推動學生游泳與自
救教學及水域安全教學)等
相關經費(教育部102年8月
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956,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
育保健工作9,561,000元）
8,605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運動
競賽及學校體育活動(包括
辦理各項學生體育活動及
運動競賽、辦理田徑、體
操(含動作教育)基礎能力之
師資培育及教材教法活動
推廣、學生水域運動方
案、代表隊出國訪問、推
展學生體適能活動)等相關
經費(教育部102年8月22日
臺教會通字第1020127291
號函核定)(本案需編列縣配
合款956,000元，歲出編列
教育業務-體育保健工作
9,561,000元）8,605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促進
優質學生棒球運動等相關
經費(教育部102年8月22日
臺教會通字第1020127291
號函核定)(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體育保健工作經常門
6,820,000元，資本門
2,995,000元）。9,815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籃球
等各項球類發展計畫等相
關經費(教育部102年8月22
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歲出
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健工
作經常門2,275,000元，資
本門3,449,000元）5,724千
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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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等相關經費(教育部102年
8月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歲出
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健工
作經常門1,364,000元，資
本門1,364,000元）。2,728
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培育身心
障礙運動績優生、加強特
殊體育活動之推展、強化
特殊體育之課程與教學及
充實重點學校訓練設備器
材等相關經費(教育部102年
8月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歲出
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健工
作經常門330,000元，資本
門156,000元）。486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強化原住
民人才訓練、補助重點學
校教練指導、選手營養
費、移地訓練、器材設備
及發展運動特色等相關經
費(教育部102年8月22日臺
教會通字第1020127291號
函核定)(歲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健工作經常門
334,000元，資本門
2,666,000元）3,000千元
教育部補助輔導各縣市政
府主辦國際運動競賽、國
內各縣市運動績優之學校
團隊出國參加國際分級分
齡賽及組團參加國際少年
運動會等相關經費(教育部
102年8月22日臺教會通字
第1020127291號函核定)(歲
出編列教育業務-體育保健
工作200,000元)。200千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整備學校
運動場地設備器材(含新整
建學校室內外球場、重量
訓練室及球員淋浴間、充
實學校體育運動器材及設
備、充實改善體操(含動作
教育)基礎能力教學器材設
備、整改建學校游泳池)等
相關經費(教育部102年8月
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
（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
2,330,000元，歲出編列教
育業務-體育保健工作
23,297,000元）20,967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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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動計畫(教育部102年
8月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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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00元)58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高中優質
化輔助方案計畫(教育部102
年8月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6,630,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
等教育工作經常門
38,600,000元，資本門
5,600,000元)37,570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高中職適
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
化實施方案計畫(教育部102
年8月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309,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
等教育工作經常門
2,466,000元，資本門
622,000元)2,779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補助大學
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
進計畫(教育部102年8月22
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592,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
等教育工作經常門
1,582,000元，資本門
391,000元)1,381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推動高級
中等學校辦理國際教育旅
行業務等及推動中小學國
際教育計畫(教育部102年8
月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563,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
等教育工作1,408,000元)845
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第二期技
職教育再造方案-設備更新
計畫(教育部102年8月22日
臺教會通字第1020127291
號函核定)(本案需編列縣配
合款2,647,000元，歲出編
列教育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經常門5,882,000元，資本
門11,765,000元)15,000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高職或高

07-01-27

桃園縣政府教育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03年度
科
款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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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及法令依據
場體驗計畫(教育部102年8
月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56,000元，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
育工作556,000元)500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補助高職
或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生
至業界實習計畫(教育部102
年8月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28,000元，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
育工作278,000元)250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學校人權
法治教育、品德教育及公
民教育實踐之學生事務工
作等計畫(教育部102年8月
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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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元)36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推動正向
管教計畫(教育部102年8月
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1,000元，
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等教
育工作7,000元)6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補助推動
學生輔導工作(成立工作輔
導團、跨校性個案研討、
生命教育、性平教育等)計
畫(教育部102年8月22日臺
教會通字第1020127291號
函核定)(本案需編列縣配合
款1,000元，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中等教育工作7,000
元)6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推廣生涯
歷程檔案相關工作計畫(教
育部102年8月22日臺教會
通字第1020127291號函核
定)(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
2,000元，歲出編列教育業
務-中等教育工作22,000元)
20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補助地方
政府設置國民中學輔導教
師之減授課節數鐘點費計
畫(教育部102年8月22日臺
教會通字第1020127291號
函核定)(本案需編列縣配合
款316,000元，歲出編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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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中等教育工作
3,158,000元)2,842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補助各地
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之國
立中小學增置專任輔導教
師人事費計畫(教育部102年
8月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14,014,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
等教育工作140,137,000元)
126,123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推動國民
教育階段中輟生輔導及復
學工作計畫(教育部102年8
月22日臺教會通字第
1020127291號函核定)(本案
需編列縣配合款923,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
等教育工作9,234,000元)
8,311千元
教育部補助辦理督導及補
助地方政府或結合民間團
體推動原住民中輟生輔導
各項工作及活動計畫(教育
部102年8月22日臺教會通
字第1020127291號函核定)
(本案需編列縣配合款7,000
元，歲出編列教育業務-中
等教育工作68,000元)61千
元
教育部補助本縣試辦「102
年度教學基地學校建置與
發展計畫-有效教學的現場
落實方案」經費(教育部102
年5月28日臺教師(三)字第
1020077087C號函核定)(桃
園縣議會102年7月15日桃
議議教字第1020006085號
函同意墊付)(歲出編列教育
業務-中等教育工作81,500
元)81.5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至千元，增
列進位數。0.53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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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0000000
桃園縣政府教育局主
管
00071390000
桃園縣政府教育局

26,994,569

23,934,358

22,534,096

3,060,211

26,994,569

23,934,358

22,534,096

3,060,211

51071390400
教育業務

26,994,569

23,934,358

22,534,096

3,060,211

說

明

01

51071390401
中等教育工作

362,078

70,519

141,092

29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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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07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91,55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91,559千元

02

51071390402
國小教育工作

1,157,188

753,829

851,099

40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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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7,18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03,35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403,359千元

03

51071390403
特殊及幼兒教
育工作

286,141

936,936

282,723

-65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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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14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650,795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650,795千元

04

51071390404
體育保健工作

185,439

110,230

147,248

7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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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3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75,20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75,209千元

05

51071390405
教育設施工作

189,531

325,288

260,704

-13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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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3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35,757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35,757千元

06

51071390406
終身學習工作

15,827

34,167

16,086

-1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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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8,34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8,340千元

07

51071390407
教育業務

23,985,956

21,703,389

20,835,144

07-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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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282,56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282,567千元
08

51071390408
特殊教育工作

62,150

-

-

62,150 一、本科目包括特殊教育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62,15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62,150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62,150千元

09

51071390409
幼兒教育工作

750,259

-

-

750,259 一、本科目包括幼兒教育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750,25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750,259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750,25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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