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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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及法令依據

　　合　　　計 204,299 91,214 - 113,085

經常門合計 204,299 91,214 - 113,085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554 554 - -

016 　03150560000
　宜蘭縣長期照護服
　務管理所

554 554 - -

01 　　0315056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554 554 - -

01 　　　03150560101
　　　罰金罰鍰

554 554 - - 違反老人福利法之罰鍰。
收入依據：老人福利法 554
千元

03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5 5 - -

016 　04150560000
　宜蘭縣長期照護服
　務管理所

5 5 - -

01 　　04150560100
　　行政規費收入

5 5 - -

01 　　　04150560102
　　　證照費

5 5 - - 護理機構開業執照費。
收入依據：宜蘭縣醫事機
構開業執照及醫事人員執
業、變更執業場所及資格
規費收取標準表辦理　　 5
千元

05 07000000000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100 - - 100

003 　07150560000
　宜蘭縣長期照護服
　務管理所

100 - - 100

01 　　07150560200
　　非營業特種基金
　　賸餘繳庫

100 - - 100

01 　　　07150560201
　　　賸餘繳庫

100 - - 100 醫療作業基金累積賸餘繳
庫數。
收入依據：預算法第89條
100千元

06 08000000000
補助及協助收入

203,640 90,655 - 112,985

011 　08150560000
　宜蘭縣長期照護服

203,640 90,655 - 11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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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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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及法令依據

　務管理所

01 　　0815056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203,640 90,655 - 112,985

01 　　　0815056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203,640 90,655 - 112,985 長照十年計畫2.0衛政三項
服務。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105
年8月17日衛部照字第
1051563694號函 20,644千
元
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105年8月9日社
家老字第1050800652號函
182,747千元

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
助。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105年8月8日社
家障字第1050708948號函
249千元

056-2



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

中華民國106年度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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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科　　　　　　　　 　目

12 00150000000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主
管

255,281 154,856 - 100,425

003 　00150560000
　宜蘭縣長期照護服
　務管理所

255,281 154,856 - 100,425

01 　　70150560100
　　一般行政

13,433 14,838 - -1,405

01 　　　70150560101
　　　行政管理

13,433 14,838 - -1,405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0,797千元
　　業務費2,63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405千元
　　減列 人事費1,928千元
　　增列 業務費523千元

02 　　70150560400
　　長期照護

239,001 138,569 - 100,432

01 　　　70150560401
　　　照護服務

239,001 138,569 - 100,432 一、本科目包括照護服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0千元
　　業務費9,031千元
　　獎補助費229,97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00,432千元
　　增列 業務費1,66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98,764千元

03 　　701505606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847 1,449 - 1,398

01 　　　70150560601
　　　建築及設備

2,847 1,449 - 1,398 一、本科目包括建築及設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設備及投資100千元
　　獎補助費2,74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398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35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1,749千元
四、內容如下：
設備及投資  100千元
購置冷氣機2台100,000元。
獎補助費  2,747千元
補助社會福利機構團體辦理我國長
期照顧十年計畫2.0充實設施設備
費2,74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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