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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1000000000
稅課收入
001

01020020000
雲林縣政府
02

01020020900
統籌分配稅
01

06

001

01

01020020901
統籌分配稅

追加(減)預算數

697,221
697,221
697,221
697,221 財政處553,552千元。
- 行政院核定補助105年9月莫蘭蒂、馬勒卡及
梅姬風災及10月豪雨公共設施復建經費。
（行政院106年3月15日院授主預督字第
1060100534A號函）57,326千元
預估106年中央統籌分配稅超徵數。496,226
千元
社會處10,239千元。
衛生福利部補助105年度調增辦理低收入戶家
庭、兒童與就學生活補助費。(行政院主計總
處105.11.24主預社字第1050054221B號函、
衛生福利部105.11.4部授家字第1050501386
號函)(縣議會105.12.29雲議議民字第
1050002656號函同意
墊付)10,239千元
農業處125,778千元。
105年風災重建產業專案輔導措施計畫。(行
政院主計總處106.1.20主預國字第
1060100112B號函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5.12.1農授糧字第1050245824號函)(縣議
會106.2.24雲議議建字第1060000265號函同
意墊付)125,778千元
動植物防疫所7,652千元。
105年度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撲殺補償費
發放工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10.7農授
防字第1050237805A號函)(縣議會105.11.18
雲議議建定4字第1050002188號函同意墊付)
7,652千元

1,377,671
-

08020020000
雲林縣政府

1,377,671
-

08020020102
計畫型補助收入

說明

2,085,551
-

08000000000
補助及協助收入

0802002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入
02

號

1,377,671
1,377,671 民政處41,056千元。
- 補助各公所辦理106年度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
礎建設計畫-基礎公共設施改善計畫(內政部
105.9.19內授中民字第1051103499號函)(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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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105.11.21雲議議民定4字第1050002359
號函同意墊付)2,420千元
辦理原住民幼兒學前教育補助經費。 (原住
民族委員會105.11.17原民教字第
10500680323號函)(縣議會105.12.19雲議議
民字第1050002581號函同意墊付)214千元
補助西螺鎮公所辦理「頭嵌迎新。詔安祈福
嘉年華」(客家委員會106.1.16客會產字第
1060001083號函)(縣議會106.2.16雲議議民
字第1060000218號函同意墊付)400千元
補助本府辦理「『活力詔安－永續希望』客
家文化產業營運計畫」(客家委員會106.3.2
客會產字第1060003050號函)(縣議會
106.4.12雲議議民臨13、14、15字第
1060000413號函同意墊付)2,230千元
補助本縣崙背鄉公所辦理「雲林縣崙背鄉中
厝社區客家農村文化營造計畫第一期工程」
(客家委員會106.2.8客會產字第1060001994
號函)(縣議會106.4.12雲議議民臨13、14、
15字第1060000390號函同意墊付)6,708千元
補助本縣林內鄉公所辦理「芋見客家154•幸
福客家你我是」(客家委員會106.2.8客會產
字第1060001994號函)(縣議會106.4.12雲議
議民臨13、14、15字第1060000390號函同意
墊付)280千元
補助本府辦理「雲林縣歷史建築西螺張廖家
廟崇遠堂裝飾藝術類修（護）復計畫 (第二
階段)」(客家委員會106.2.8客會產字第
1060001994號函)(縣議會106.4.12雲議議民
臨13、14、15字第1060000390號函同意墊付)
15,050千元
補助本府辦理「詔安客家「西螺街長宿舍」
調查研究暨規劃設計案」(客家委員會
106.2.8客會產字第1060001994號函)(縣議會
106.4.12雲議議民臨13、14、15字第
1060000390號函同意墊付)2,230千元
補助本府辦理「雲林縣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
造計畫地方輔導團」(客家委員會106.2.8客
會產字第1060001994號函)( 縣議會106.4.12
雲議議民臨13、14、15字第1060000390號函
同意墊付)2,150千元
補助本縣古坑鄉公所辦理「雲林縣古坑鄉新
庄社區客家廚房營造暨周邊環境改善計畫」
(客家委員會106.4.18客會產字第1060005614
號函)(縣議會106.6.28雲議議民定5字第
1060000962號函同意墊付)860千元
補助本縣西螺鎮公所辦理「詔安七嵌振興-頭
崁農村生活見學計畫」(客家委員會106.4.18
客會產字第1060005614號函)(縣議會
106.6.28雲議議民定5字第1060000962號函同
意墊付)8,514千元
建設處27,209千元。
辦理「雲林幸福迴青產業行銷紮根發展計
畫」產業輔導費用。(經濟部105.8.25經授企
字第10520003020號函)(雲林縣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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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12雲議議建定4字第10500018941號函
同意墊付)8,000千元
辦理「雲林縣政府推廣再生能源補助計畫」
費用。(經濟部106.1.12能技字第
10500713210號函)(雲林縣議會106.5.24雲議
議建定5字第1060000552號函同意
墊付)4,000千元
辦理106年度「既有住宅耐震安檢」。(內政
部106.5.5台內營字第1060806376號函)(雲林
縣議會106.6.28雲議議建定5字第1060001164
號函同意墊付)13,110千元
辦理「105年度內政部營建署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建置住宅及不動產資訊」。
(內政部營建署105.12.9營署土字第
1052919528號函)(雲林縣議會106.5.24雲議
議建定5字第1060000791號函同意墊付)。
1,800千元
辦理106年度「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
住宅補貼推動經費。(內政部營建署106.5.9
台內營字第1060807007號函)(雲林縣議會
106.6.28雲議議建定5字第1060001001號函同
意墊付)298.5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5千元
教育處261,042千元。
106年度補助中小學國際教育任務學校計畫經
費。(教育部國教署105年12月30日臺教國署
高字第1050153987A號函)(雲林縣議會106年2
月3日雲議議教字第1060000138號函同意墊
付)148.5千元
106年度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國際教育
計畫經費。(教育部106年1月6日臺教授國部
字第1050154725號函)(雲林縣議會106年2月9
日雲議議教字第1060000172號函同意墊付)
107.026千元
105年度推動辦理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
訓課程計畫經費。(教育部國教署105年11月4
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050125605號函)(雲林縣
議會105年11月25日雲議議教臨12字第
1050002438號函同意墊付)184.365千元
105學年度國中小學教職員工課稅配套之補助
國中小教師授課節數及導師費實施計畫增列
補助經費。(教育部國教署105年10月24日臺
教國署國字第1050120649號函)(雲林縣議會
105年11月17日雲議議教定4字第1050002351
號函同意墊付)5,965.776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333千元
公立國中小校舍耐震能力及設施設備改善計
畫-106年度專案增置人力經費。（教育部106
年1月6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50151750號函）
(雲林縣議會106年3月15日雲議議教字第
1060000338號函同意墊付)481.172千元
106年度國民中學全民國防教育補充教材教師
研習經費。(教育部106年3月17日臺教學(六)
字第1060023275號函)(雲林縣議會106年5月
24日雲議議教定5字第1060000907號函同意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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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76.5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328千元
105年度國民中小學整建興建午餐廚房硬體修
繕充實設備經費。(教育部國教署105年8月12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50074988G號函)(雲林縣
議會105年10月12日雲議議教定4字第
1050002044號函同意墊付)2,799.83千元
105學年度辦理學校健康促進計畫經費。(教
育部105年10月17日臺教授國字第
1050104884P號函)(雲林縣議會105年11月17
日雲議議教定4字第10500022349號函同意墊
付)1,028.7千元
雲林縣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經費。(教育部
105年11月21日臺教授體部字第1050035661號
函)(雲林縣議會105年12月28日雲議議教字第
1050002712號函同意墊付)200,000千元
106年全國各級學校舞蹈運動錦標賽經費。
(教育部體育署106年4月25日臺教體署學(三)
字第1060012238B號函)(雲林縣議會106年6月
27日雲議議教定5字第1060001185號函同意墊
付)400千元
雲林縣斗六棒球場整修工程經費。(教育部體
育署106年5月16日臺教體署設(一)字第
1060014974號函)(雲林縣議會106年6月27日
雲議議教定5字第1060001185號函同意墊付)
48,000千元
106年度健康樂活青年反毒飆舞尬舞暨大專、
社會組全國競賽活動經費。(教育部體育署
106年4月24日臺教體署學(一)字第
1060012191號函)(雲林縣議會106年6月27日
雲議議教定5字第1060001185號函同意墊付)
50千元
106年度國民中小學充實健康中心設備計畫經
費。(教育部國教署106年6月9日臺教國署學
字第1060057939M號函)(雲林縣議會106年6月
27日雲議議教定5字第1060001186號函同意墊
付)895.22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25千元
增加補助106年度身心障礙教育經費。(教育
部國教署106年2月18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060016842K號函)(雲林縣議會106年4月12日
雲議議教臨13.14.15字第1060000595號函同
意墊付)903.875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125千元
社會處69,985千元。
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雲林縣政府「弱勢家庭
幸福存款」資產累積脫貧方案。(衛生福利部
105.12.14衛部救字第1051364309號函)(縣議
會105.12.29雲議議民字第1050002669號函同
意墊付)1,122千元
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雲林縣政府106年辦理低
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促進就業服務方案。(衛
生福利部105.12.14衛部救字第1051364309號
函)(縣議會105.12.29雲議議民字第
1050002669號函同意墊付)97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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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雲林縣實物銀行」關
懷訪視社工人力輔助計畫。(衛生福利部
105.12.14衛部救字第1051364309號函)(縣議
會105.12.29雲議議民字第1050002669號函同
意墊付)472千元
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雲林縣政府遊民業務人
力充實及遊民服務計畫。(衛生福利部
105.12.14衛部救字第1051364309號函)(縣議
會105.12.29雲議議民字第1050002669號函同
意墊付)466千元
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雲林縣社區培力育成中
心設立計畫。(衛生福利部105.12.14衛部救
字第1051364309號函)(縣議會105.12.29雲議
議民字第1050002669號函同意墊付)520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辦理長照十年
計畫2.0之「強化整備長期照顧服務資源工作
計畫」。(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5.12.16社家老字第1050801223號函及
106.2.22社家老字第1060800164號函)(縣議
會105.12.29雲議議民字第1050002682號函及
106.4.12雲議議民臨13、14、15字第
1060000444號函同意墊付)。4,111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增加補助辦理「105
年度長期照顧整合第二期計畫」。(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105.11.14社家老字第
1050800924號函)(縣議會105.11.24雲議議民
臨12字第1050002384號函同意墊付)。5,160
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6年度補助辦理長
照十年計畫2.0之「社區及偏鄉資源發展量能
提升方案-小規模多機能」服務聘用專業人力
計畫)。(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6.6.9社
家老字第1060800550號函)(縣議會106.6.28
雲議議民定5字第1060001117號函同意墊
付)。445千元
衛生福利部105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
「雲林縣105年社工人身安全及專業提升計
畫」(衛生福利部105.12.6衛部救字第
1051363339H號函)(縣議會105.12.29雲議議
民字第1050002681號函同意墊付)216.75千元
雲林縣106年建構性騷擾防治服務系統競爭型
計畫(衛生福利部105.12.31衛部護字第
1051462434號函)(縣議會105.12.29雲議議民
字第1050002681號函同意墊付)646千元
106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雲林縣
106年度兒少保護案件安全評估訓練及督導計
畫」(衛生福利部105.12.31衛部護字第
1051462434號函)(縣議會105.12.29雲議議民
字第1050002681號函同意墊付)95千元
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106年度社會工作人員
執業安全方案執行風險工作補助費」(衛生福
利補106.03.14衛部救字第1061360524號函)
(縣議會106.4.12雲議議民臨13、14、15字第
1060000461號函同意墊付)206.2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進位數。0.0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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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雲林縣家庭服務中心建置與營運計
畫」(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5.12.15社
家支字第1050901256號函)(縣議會105.12.29
雲議議民字第1050002679號函同意墊付)
6,974千元
辦理「106年家庭支持資源網絡及服務躍升計
畫-提升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服務效能方案」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6.4.12社家支字
第1060900316號函)(縣議會106.6.2雲議議民
定5字第1060000812號函同意墊付)800千元
辦理106年雲林縣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計畫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6.4.14社家支字
第1060900204號函)(縣議會106.6.2雲議議民
定5字第1060000812號函同意墊付)1,965千元
辦理「105年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
劃」(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5.10.04社
家幼字第1050601056號函)(縣議會105.11.21
雲議議民定4字第1050002358號函同意墊付)
2,496千元
辦理「106年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發放人
力補助計畫」(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5.12.26社家幼字
第1050601364號函)(縣議會106.1.17雲議議
民字第1060000039號函同意墊付)459千元
辦理「守護家庭小衛星-雲林縣培植家庭支持
服務資源網絡計畫」(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105.12.14社家企字第1050501575號函)(縣
議會105.12.29雲議議民字第1050002685號函
同意墊付)463千元
辦理「105年度建構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畫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106.01.26社家支字第
1060900035號函)(縣議會106.03.15雲議議民
字第1060000346號函同意墊付)3,500千元
辦理「105年度建構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畫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第3次核定)」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5.10.14社家支
字第1050900935號函)(縣議會105.11.21雲議
議民定4字第1050002380號函同意墊付)5,000
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6年度公益彩券回
饋金補助「建構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網
絡服務模式計畫」。(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105.12.30社家障字第1050709742M號函)
(縣議會106.2.14雲議議民字第1060000176號
函同意墊付)。993千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6年度公益彩券回
饋金補助「雲林縣跨越障礙-行走無礙計
畫」。(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5.12.14
社家企字第1050501575號函)(縣議會
105.12.29雲議議民字第1050002683號函同意
墊付)。4,684千元
辦理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6年度公益彩
券回饋金補助「輔助身心障礙者全人生涯轉
銜暨個案管理服務計畫、身心障礙者自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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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支持服務計畫、視覺功能障礙者生活重建
服務計畫、雲林縣身心障礙輔具資源中心需
求評估能量提昇計畫共四案)。(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105.12.14社家企字第
1050501575號函)(縣議會105.12.29雲議議民
字第1050002682號函同意墊付)。5,010千元
辦理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6年度公益彩
券回饋金補助「雲林縣106年度身心障礙者社
區式日間服務佈建計畫」及「身心障礙者社
區式日間服務佈建計畫」。(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106.1.24社家障字第1060700008D號
函)(縣議會106.4.12雲議議民臨13、14、15
字第1060000462號函同意墊付)。6,209千元
辦理衛生福利部社會福利基金補助「106年度
雲林縣充實輔具服務專車計畫」。(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106.3.17社家障字第
1060002010號函)(縣議會106.6.2雲議議民定
5字第1060000666號函同意墊付)。2,000千元
辦理衛生福利部社會福利基金及長照服務發
展基金補助「106年度雲林縣政府強化整備身
心障礙者長期照顧服務資源工作計畫」。(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6.4.25社家障字第
1060006577A號函)(縣議會106.6.2雲議議民
定5字第1060000804號函同意墊付)1,154.25
千元
辦理衛生福利部106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
「提升政府公益彩券形象-社會福利公營造
物」指標性計畫-『雲林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中心無障礙設施及環境改善』。(衛生福利部
105.12.14部授家字第1050501594號函)(縣議
會105.12.29雲議議民字第1050002684號函同
意墊付)。1,617千元
辦理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運用社會福利
基金補助「發展失能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服
務資源」計畫。(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6.05.25社家障字第1060006339號函)(縣議
會106.06.28雲議議民定5字第1060001109號
函同意墊付)。8,071千元
辦理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運用社會福利
基金補助「雲林縣擴增輔具中心服務量能」
計畫。(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6.6.5社
家障字第1060700588B號函)(縣議會106.6.30
雲議議民定5字第1060001133號函同意墊
付)。4,157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75千元
農業處32,343千元。
106年度「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計畫」。(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6.03.02農糧企字第
1061063028號函)(縣議會106.4.12雲議議建
臨13、14、15字第1060000503號函同意墊付)
84.696千元
106年度「農機使用及免稅油管理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6.3.9農糧資字
第1061068650號函)(縣議會106.4.12雲議議
建臨13、14、15字第1060000503號函同意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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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144千元
106年度「雲林縣配合國土計畫推動農地資源
空間規劃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3.3農企字第1060012218號函)(縣議會
106.4.12雲議議建臨13、14、15字第
1060000442號函同意墊付)2,000千元
106年度「加強農地利用管理計畫」。(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106.3.7農企字第1060012268號
函)(縣議會106.4.12雲議議建臨13、14、15
字第1060000443號函同意墊付)970千元
106年度「強化農業資訊調查與預警制度計畫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6.2.22
農糧企字第1061060196號函)(縣議會
106.4.12雲議議建臨13、14、15字第
1060000400號函同意墊付)4,083千元
106年度「農作物污染監測管制及損害查
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6.4.28農
糧資字第1061069249號函)。(縣議會
106.5.24雲議議建定5字第1060000809號函同
意墊付)200千元
106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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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2農糧資字第1061068259號函)(縣議會
106.5.24雲議議建定5字第1060000809號函同
意墊付)80千元
「2017國際農業機械暨資材展」(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署106.4.6農糧資字第1061005236
號函)(縣議會106.5.24雲議議建定5字第
1060000709號函同意墊付)1,000千元
106年度雲林縣推動優良農地整合加值利用計
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5.8農企字第
1060012556號函)(縣議會106.06.28雲議議建
定5字第1060000915號函同意墊付)3,520千元
106年度「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景觀
作物專區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3.23農授糧字第1061092261號函)(縣議
會106.5.24雲議議建定5字第1060000556號函
同意墊付)156千元
106年度「強化優良品種推廣與種源管理計
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6.12農授糧字
第1061092653號函)(縣議會106.06.28雲議議
建定5字第1060001090號函同意墊付)1,224.6
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704千元
106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椬梧濕
地環境調查監測及保育利用策略研擬。（內
政部106.3.3台內營字第1060802067號函)(縣
議會106.5.24雲議議建定5字第1060000771號
函同意墊付)969千元
106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成龍溼
地保育利用及經營管理規劃。（內政部
106.3.3台內營字第1060802067號函)(縣議會
106.5.24雲議議建定5字第1060000772號函同
意墊付)969千元
106年度強化溯源水產品安全管理與宣導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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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106.03.06
漁四字第1061346307號函)(縣議會106.5.24
雲議議建定5字第1060000612號函同意墊付)
89千元
106年度流域綜合治理計畫-魚塭加高塭堤及
循環水養殖設施補助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106.5.4漁四字第1061346737號函)
(縣議會106.6.28雲議議建定5字第
1060000994號函同意墊付)419.7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3千元
強化畜牧場污泥清理再利用計畫。（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106.02.20農牧字第1060042229號
函))(縣議會106.4.12雲議議建臨13、14、15
字第1060000448號函同意墊付)80千元
養羊產業結構調整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03.03農牧字第1060042279號函)(縣議會
106.4.12雲議議建臨13、14、15字第
1060000448號函同意墊付)72千元
國產牛肉溯源暨輔導肉牛產業加入產銷履歷
驗證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03.16農
牧字第1060042359號函)(縣議會106.4.12雲
議議建臨13、14、15字第1060000455號函同
意墊付)101千元
減少畜牧廢水排放量因應水污費徵收衝擊計
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03.16農牧字第
1060042348號函)(縣議會106.4.12雲議議建
臨13、14、15字第1060000455號函同意墊付)
2,760千元
加強畜牧場節能及沼氣利用計畫。(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106.03.10農牧字第1060042321號
函)(縣議會106.4.12雲議議建臨13、14、15
字第1060000456號函同意墊付)878千元
加強飼料生產與衛生安全管理計畫。（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106.03.16農牧字第1060042352
號函）(縣議會106.5.24雲議議建定5字第
1060000665號函同意墊付)35千元
禽畜糞管理及資源化輔導計畫。（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106.03.23農牧字第1060042414號
函)(縣議會106.5.24雲議議建定5字第
1060000665號函同意墊付)253千元
畜牧場登記與管理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03.27農牧字第1060042435號函)(縣議會
106.5.24雲議議建定5字第1060000797號函同
意墊付)230千元
各地禽品產銷輔導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05.03農牧字第1060042638號函)(縣議會
106.6.28雲議議建定5字第1060000875號函同
意墊付)308.4千元
養鹿產業結構調整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05.16農牧字第1060042754號函)(縣議會
106.6.28雲議議建定5字第1060000994號函同
意墊付)69.6千元
106年度「公所辦理申請參加農民（全民）健
康保險者現地勘查補助計畫」。(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105.12.26農輔字第105002361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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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1.10農輔字第
1060200520號函)(縣議會106.5.24雲議議建
定5字第1060000482號函同意墊付)。50千元
106年度雲林縣休閒農業區跨域輔導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4.14農輔字第
1060022772號函)(縣議會106.5.24雲議議建
定5字第1060000813號函同意墊付)。10,826
千元
106年度休閒農場查核及輔導管理計畫。(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106.1.23農輔字第
1060022211號函)(縣議會106.5.24雲議議建
定5字第1060000482號函同意墊付)。170千元
106年度「強化農會主管機關輔導功能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5.12農輔字第
1060022874號函)(縣議會106.6.28雲議議建
定5字第1060000977號函同意墊付)。300千元
雲林縣斗六市文旦暨農特產品地產地消活動2016大斗六文旦節系列活動。(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糧署中區分署105.8.29農糧中銷字第
1051144044號函)(縣議會105.10.12雲議議建
定4字第10500018961號函同意墊付)150千元
雲林縣斗六茂谷柑暨農特產品創新行銷計畫2017斗六茂谷柑節暨年貨市集系列活動。(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5.12.29農糧銷字第
1051073784號函)(縣議會106.02.07雲議議建
字第1060000124號函同意墊付)150千元
地政處178,778千元。
辦理106年度「農地重劃區緊急農水路改善縣政府執行之部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3.17農水字第1060080008號函)(縣議會
106.4.12雲議議民臨13、14、15字第
1060000487號函同意墊付)141,000千元
辦理農地重劃土地分配測量臨時人員薪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02.10農水字第
1060080003號函）（縣議會106.4.12雲議議
民臨13、14、15字第1060000398號函同意墊
付）357千元
辦理麥寮鄉麥寮(一)農地重劃暨相關改善工
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02.10農水字第
1060080003號函）（縣議會106.4.12雲議議
民臨13、14、15字第1060000398號函同意墊
付）9,794千元
辦理早期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更新改善地籍整
理作業費、業務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02.08農水字第1050080024號函）（縣議
會106.3.1雲議議民字第1060000264號函同意
墊付）3,393.8千元
辦理農村社區測量及地籍整理經費。（內政
部土地重劃工程處106.01.25地工農字第
1062200016號函）
（縣議會106.4.12雲議議民臨13、14、15字
第1060000458號函同意墊付）328千元
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相關排水建設工程
經費。（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106.01.25地
工農字第1062200016號函）（縣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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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12雲議議民臨13、14、15字第
1060000458號函同意墊付）23,905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2千元
計畫處2,465千元。
105年度「智慧應用人民有感-智慧雲林發展
計畫」規劃案。(國家發展委員會105.8.30發
國字第10512013852號函)(縣議會105.10.14
雲議議民定4字第1050002088號函同意墊付)
2,465千元
工務處350,389千元。
辦理莿桐鄉都市計畫區10號道路開闢工程用
地費。(內政部106.3.23台內營字第
1060803696號函)(縣議會106.4.12雲議議建
臨13.14.15字第1060000533號函同意墊付)
10,870千元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4年
─縣道149甲線25k+273~28k+676路段修復及
改善工程(第一期)(交通部公路總局106.4.6
路規計字第1060043408號函)(縣議會
106.4.12雲議議
建臨13.14.15字第1060000570號函同意墊付)
121,172千元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
雲1線道路改善工程(6k+965~8k+565)。(交通
部公路總局106.4.6路規計字第1060043408號
函)(縣議會106.4.12雲議議建臨13.14.15字
第1060000570號函同意墊付)99,600千元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
縣道158甲線12k+400~13k+140(潮厝村段)拓
寬改善工程。(交通部公路總局106年4月6日
路規計字第1060043408號函)(縣議會
106.4.12雲議議建臨13.14.15字第
1060000570號函同意墊付)77,144千元
辦理「105年度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
畫-莿桐鄉都市計畫區9號道路開闢工程」。
(內政部營建署105.11.8營署中字第
1053282755號函)(縣議會105.11.25雲議議建
臨12字第1050002367號函同意墊付)
2,226.752千元
辦理「105年度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
畫-北港鎮北辰路開闢工程(新德路至新南
路)」。(內政部營建署105.11.28營署中字第
1053282900號函)(縣議會105.12.13雲議議建
字第1050002529號函同意墊付)5,251.545千
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703千元
105年度「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營運計畫」。
(交通部公路總局105.12.26路運規字第
1050153582號函)(縣議會106.2.10雲議議建
字第1060000111號函同意墊付)6,623.198千
元
105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2017連續
假期接駁疏運計畫」。(交通部公路總局
105.12.8路運規字第1050146997號函)(縣議
會105.12.23雲議議建字第1050002622號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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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墊付)510千元
斗六市區鐵路立體化計畫可行性研究。(交通
部106.04.26交路字第1060010082號函暨交通
部106.5.4交路字第1060013011號函)(縣議會
106.5.24雲議議建定5字第1060000822號函同
意墊付)7,740千元
106年度「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第1
波計畫。(交通部公路局106.5.4路運規字第
1060049359號)(縣議會106.6.6雲議議建定5
字第1060000978 號函同意墊付)6,483.974千
元
辦理「105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高鐵
雲林站-北港轉運站市區客運新闢路線購車補
助」(交通部公路總局105.12.14路運規字第
1050154245號函)(縣議會105.12.27雲議議建
字第1050002647號函同意墊付)12,766.75千
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078千元
新聞處300千元。
辦理本府有線電視側錄監看系統購置更新經
費。(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05.8.24通傳平臺
字第10541027570號函)(雲林縣議會106.6.28
雲議議民定5字第1060001132號函同意墊付)
300千元
文化處202,039千元。
文化部補助辦理105年度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
發展計畫(第二次提案)。〈文化部105.08.18
文源字第1053022901號函〉〈縣議會
105.10.12雲議議教定4字第1050002045號函
同意墊
付〉5,200千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2016雲林國際偶戲節活
動經費」。〈交通部觀光局105.09.26觀旅字
第1055001706號函〉〈縣議會105.11.17雲議
議教定4字第1050002347號函同意墊付〉500
千元
財政部補助雲林縣文化生活產業園區-布袋戲
傳習中心BOT案可行性評估計畫。〈財政部
106.01.26台財促字第10625501842號函〉
〈縣議會106.03.14雲議議教字第1060000361
號函同意墊付〉1,270.38千元
文化部補助106年度「雲林縣傑出演藝團隊徵
選與獎勵計畫」。〈文化部106.03.15文藝字
第1063007358號函〉〈縣議會106.04.12雲議
議教臨13、14、15字第1060000599號函同意
墊付〉550千元
文化部補助106年「雲林縣藝文特色發展計
畫-圓夢尖兵布袋戲植根推廣計畫」。〈文化
部106.03.29文藝字第10630088692號函〉
〈縣議會106.05.24雲議議教定5字第
1060000904號函同意墊付〉5,000千元
文化部補助「106年活化縣市文化中心劇場營
運計畫-雲林縣從『心』出發計畫」。〈文化
部106.04.21文藝字第1063011394號函〉〈縣
議會106.05.24雲議議教定5字第10600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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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同意墊付〉2,300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62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2017雲林客家桐花祭-「浪漫
桐雨遊客庄」活動。〈客家委員會106.01.19
客會文字第1060001277A號函〉〈縣議會
106.02.24雲議議教字第1060000285號函同意
墊付〉1,000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2017客庄12大節慶-「雲林˙
詔安客家文化節」活動。〈客家委員會
105.12.23客會文字第1050019917A號函〉
〈縣議會106.04.12雲議議教臨13、14、15字
第1060000596號函同意墊付〉2,000千元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106年度「深蹲建國、
眷村加溫-雲林縣虎尾鎮建國眷村-新星計
畫」。〈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05.11.07文資綜
字第1053011250號函〉〈縣議會106.04.12雲
議議教臨13、14、15字第1060000597號函同
意墊
付〉2,686千元
文化部補助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虎尾眷村
文化特區（建國一、二村）聚落歷史現場保
存再現計畫。〈文化部105.07.26文授資局蹟
字第1052011179號函〉〈縣議會106.04.17雲
議議教臨13、14、15字第1060000594號函同
意墊付〉80,000千元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辦理106年度「文化資
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計畫」B類。〈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106.04.27文資蹟字第1063004394
號函〉〈縣議會106.06.27雲議議教定5字第
1060001183號函同意墊
付〉37,896千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補助辦理「安
居傳好藝，樂業秀在地-農村再生雲林彩
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05.09.02水保農字第1051859803號函〉〈縣
議會105.10.12雲議議建定4字第10500018991
號函同意墊付〉20,000千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理「2017台灣燈會接駁
服務計畫」。〈交通部觀光局105.11.01觀旅
字第1055001990號函〉〈縣議會105.11.18雲
議議建定4字第1050002314號函同意墊付〉
12,000千元
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辦理105年度「公路公共
運輸提昇計畫-2017台灣燈會接駁疏運計
畫」。〈交通部公路總局105.11.07路運規字
第1050137929號函〉〈縣議會105.11.25雲議
總字第1050002382號函同意墊付〉6,000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2017台灣燈會在雲林-吉鳴
雲揚2017年台灣燈會客家主題燈區-來者是
客」。〈客家委員會105.11.09客會文字第
1050016552號函〉〈縣議會105.11.24雲議議
民臨12字第1050002376號函同意墊付〉6,000
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2017台灣燈會在雲林原住民族主題燈區」。〈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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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14原民經字第1050067288號函〉〈縣
議會105.11.24雲議議民臨12字第1050002399
號函同意墊付〉8,000千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106年度斗六火車站旅遊
服務中心營運管理」及「106年度高鐵雲林站
旅遊服務中心營運管理」。〈交通部觀光局
105.11.10觀旅字第1055002000A號函〉〈縣
議會105.11.25雲議議教臨12字第1050002415
號函同意墊付〉1,332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2017台灣燈會在雲林-客家
特色產業專區行銷推廣計畫」。〈客家委員
會105.11.21客會產字第1050017256號函〉
〈縣議會105.12.01雲議議民字第1050002509
號函同意墊付〉3,000千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2017雲林縣春季農村風
情特色旅遊觀光計畫」。〈交通部觀光局
106.02.02觀旅字第1065000211號函〉〈縣議
會106.02.10雲議議建字第1060000205號函同
意墊付〉2,000千元
客家委員會補助「2017台灣燈會在雲林-客家
特色產業專區行銷推廣計畫」。〈客家委員
會106.01.16客會產字第1060001088號函〉
〈縣議會106.02.16雲議議民字第1060000219
號函同意墊付〉3,000千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106年度「台灣好行」服務
升級計畫-北港虎尾線及斗六古坑線。〈交通
部觀光局106.03.13觀旅字第10650004516號
函〉〈縣議會106.05.24雲議議教定5字第
1060000902號函同意墊付〉1,500千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106年度借問站創新旅遊服
務推廣修正計畫。〈交通部觀光局106.04.13
觀旅字第10650006808號函〉〈縣議會
106.05.24雲議議教定5字第1060000905號函
同意墊付〉804千元
動植物防疫所7,458千元。
105年度口蹄疫防疫階段策略之強化工作計畫
（追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105.9.1防檢一字第1051472412號函）
（縣議會105.10.12雲議議建定4字第
10500018821號函同意墊付）
1,030千元
106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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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18防檢一字第1061470898號函）（縣
議會106.4.12雲議議建臨13、14、15字第
1060000457號函同意墊
付）
752千元
106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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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24防檢一
字第1061470963號函）（縣議會106.4.12雲
議議建臨13、14、15字第1060000457號函同
意墊付）
858.042千元
提升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率計畫。(行政院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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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6.02.16防檢一
字第1061470819號函)(縣議會106.04.12雲議
議建臨13、14、15字第1060000433號函同意
墊付)
283千元
寵物及野生動物疾病防治計畫。(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6.02.24防檢一字
第1061470963號函)(縣議會106.04.12雲議議
建臨13、14、15字第1060000433號
函同意墊付)
207千元
加強犬貓絕育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4.14農牧字第1060042555號函)(縣議會
106.5.24雲議議建定5字第1060000796號函同
意墊付)1,807千元
105年度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追加計
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5.9.7農糧
資字第1051070359號函)(縣議會105.10.12雲
議議建定4字第10500019201號函同意墊付)
380千元
106年度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畫-購
置犬貓運輸車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5.3農牧字第1060042663號函)(縣議會
106.5.24雲議議建定5字第1060000829號函同
意墊付)1,040千元
105年度水產動物疾病防治(追加)計畫。(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5.10.14
防檢一字第1051472683號函)(縣議會
105.11.18雲議議建定4字第1050002164號函
同意墊付)100千元
辦理家禽流行性感冒防疫業務-購置消毒防疫
車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6.5.12防檢一字第1061471557號函)(縣議
會106.6.28雲議議建定5字第1060001005號
函)1,000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958千元
衛生局4,510千元。
雲林縣106年度未成年性侵害事件行為人處遇
品質提升方案計畫。(衛生福利部105.12.15
衛部心字第1051761951A號函)(雲林縣議會
106.4.12雲議議民臨13、14、15字第
1060000454號函同意墊付)430千元
雲林縣106年度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多元
處遇資源計畫。(衛生福利部105.12.15衛部
心字第1051761951A號函)(雲林縣議會
106.4.12雲議議民臨13、14、15字第
1060000453號函同意墊付)448千元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運用菸品健康福利捐
挹注經費補助辦理菸酒檳榔防制整合計畫。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6.1.6國健教字第
10507016871號函)(雲林縣議會106.2.16雲議
議民字第1060000217號函同意墊付)1,800千
元
菸害防制工作計畫第2階段。(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106.4.28國健企字第106140038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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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雲林縣議會106.6.2雲議議民定5字第
1060000811號函同意墊付)1,454千元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運用菸品健康福利捐
挹注經費補助衛生保健計畫第2階段。(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6.4.28國健企字第
1061400386號函)(雲林縣議會106.6.2雲議議
民定5字第1060000816號函同意墊付)377.3千
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7千元
環保局58,548千元。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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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25環
署空字第1060007840號函)(縣議會106.03.15
雲議議民字第1060000341號函同意墊付)
8,600千元
106年度雲林縣沿海地區健康風險評估計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6.01.25環署空字第
1060007840號函)(縣議會106.03.15雲議議民
字第1060000341號函同意墊付)4,300千元
106年度雲林縣因應氣候變遷執行計畫。(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106.04.11環署毒字第
1060026473號函)(縣議會106.05.25雲議議字
第1060000795號函同意墊付)2,400千元
106年度雲林縣低碳永續家園運作體系與執行
成效管考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5.12.08環署空字第1050100995號函)(縣議
會106.03.01雲議議民字第1060000272號函同
意墊付)998千元
辦理「106年雲林縣商圈、市集、夜市資源回
收與垃圾減量行動項目提升計畫」。(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105.11.30環署基字第
1050098043L號函)(縣議會106.4.12雲議議民
臨13、14、15字第1060000397號函同意墊付)
3,000千元
105年度推動執行機關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作
績效考核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6.3.13
環署基字第1060017698號函)(縣議會
106.06.02雲議議民定5字第1060000580號函
同意墊付)800千元
106年度建構寧適家園計畫-營造友善城鄉環
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5.8.10環署毒字
第1050064813號函）(縣議會105.10.14雲議
議民定4字第1050002091號函同意墊付)
28,000千元
106年度雲林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
工作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5.8.31環署
土字第1050070828號函)(縣議會105.10.14雲
議議民定4字第1050002090號函同意墊付)
7,690千元
106年雲林縣畜牧糞尿沼渣沼液農地肥分使用
輔導調查暨推動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5.12.1環署水字第1050098332B號函)(縣議
會105.12.23雲議議民字第1050002612號函同
意墊付)2,760千元
城鄉發展處100,61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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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106年度「雲林縣農村總合發展計畫」「雲東149甲-美學與生態旅遊景觀軸帶工
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3.14農企字第
1060012300號函)(縣議會106.4.12雲議議建
臨13、14、15字第1060000452號函同意墊付)
7,200千元
辦理106年度「遊憩據點特色加值計畫」。
【交通部觀光局105.12.19觀技字第
1054001718號函暨106.2.9觀技字第
1060002355號函(含先行墊支之自償款
2,550,000元)】(縣議會106.3.1雲議議建字
第1060000292號函同意墊付)36,465千元
辦理106年度第一階段「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
畫」。(內政部105.11.30台內營字第
1050815466號函)(縣議會105.12.28雲議議建
字第1050002632號函同意墊付)15,600千元
辦理106年「新興中長程計畫-都市計畫書圖
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103-107年)」。(內政
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105.9.1城資字第
1051001897號函)(縣議會105.10.12雲議議建
定4字第10500018981號函同意墊付)3,262千
元
辦理「雲林縣國土計畫規劃作業」。(內政部
106.3.8台內營字第1060802314號函)(縣議會
106.4.12雲議議建臨13、14、15字第
1060000451號函同意墊付)4,500千元
辦理「106年度社區農村再生計畫-增能培訓
計畫」等五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8.31
農企字第1050012682號函)(縣議會105.10.12
雲議議建定4字第10500019001號函同意墊付)
31,590千元
辦理105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中程計
畫」-「雲林農村質地翻轉計畫」規劃案。
(國家發展委員會105.9.22發國字第
10512015446號函) (縣議會105.11.18雲議議
建定4字第1050002232號函同意墊付)2,000千
元
家庭教育中心248千元。
106年度家庭教育實施計畫。(教育部106年3
月20日臺教社(二)字第1060039173號函)(雲
林縣議會106年5月24日雲議議教定5字第
1060000903號函同意墊付)247.4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6千元
水利處40,684千元。
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水產養殖排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105.10.27漁一字
第1051316162號函)(縣議會105.11.18雲議議
建定4字第1050002270號函同意墊付)
17,172.44千元
辦理「雲林溪牛墟橋下游段污水截流工程規
劃及設計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5.08.15環署水字第1050066167號函)(縣議
會105.10.12雲議議建定4字第10500019011號
函同意墊付)1,417千元
106年度「促進養殖漁業與環境和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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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106.05.03漁一字
第1061314379號函及105.11.23漁一字第
1051316352號函)(縣議會106.6.28雲議議建
定5字第1060000925號函同意墊付)800千元
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二期)補助直轄
市、縣(市)管河川、區域排水非工程措施執
行計畫。(經濟部水利署106.5.11經水防字第
10653103970號函)(縣議會106.6.28雲議議建
定5字第1060000931號函同意墊付)7,560千元
106年度疏濬工程公益支出「105年度於濁水
溪西濱大橋下游段疏濬工程併辦土石標
售」。(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106.6.2水
四管字第10650046290號函)(縣議會106.6.28
雲議議建定5字第1060001064號函同意墊付)
1,044.934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626千元
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雨水下水道」(第
二期)(105-106年)增加經費部分。」。(內政
部營建署105.9.6營署水字第1052913032號
函)(縣議會105.10.12雲議議建定4字第
10500018791號函同意墊付)4,274千元
辦理「雲林縣斗六市(含大潭地區)污水下水
道系統建設計畫後期用戶接管工程」。（內
政部106.3.9台內營字第1060801247號函）
(縣議會106.4.12雲議議建臨13.14.15字第
1060000399號函同意墊付)940千元
辦理「雲林縣雲林溪礫間淨化及截流改善水
質規劃細設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6.5.22環署水字第1060037640號函）(縣議
會106.6.28雲議議建定5字第1060000976號函
同意墊
付）7,47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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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59 財政處10,659千元。
- 104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待運用數(公益彩券盈
餘運用考核與追回款項保管及運用辦法、公
益彩券發行條例及雲林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
款專戶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縣議會
105.10.14雲議議民定4字第1050002089號函
同意墊付)。10,500千元
102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待運用數(公益彩券盈
餘運用考核與追回款項保管及運用辦法、公
益彩券發行條例及雲林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
款專戶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縣議會
105.12.29雲議議民字第1050002682號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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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付)。158.667千元
配合預算編列增列進位數。0.333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