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

中華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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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計 743,977 665,364 671,051 78,613

經常門合計 743,977 665,364 671,051 78,613

02 04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420 540 30 -120

018 　04150560000
　宜蘭縣長期照護服
　務管理所

420 540 30 -120

01 　　0415056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420 540 30 -120

01 　　　04150560101
　　　罰金罰鍰

420 540 30 -120 違反老人福利法之罰鍰。
收入依據：老人福利法。
120千元
違反長期照顧服務法之罰
鍰。
收入依據：長期照顧服務
法。 300千元

03 05000000000
規費收入

70 19 85 51

017 　05150560000
　宜蘭縣長期照護服
　務管理所

70 19 85 51

01 　　05150560100
　　行政規費收入

70 19 85 51

01 　　　05150560102
　　　證照費

70 19 85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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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千元

04 07000000000
財產收入

375 15 37 360

019 　07150560000
　宜蘭縣長期照護服
　務管理所

375 15 37 360

01 　　07150560100
　　財產孳息

375 15 37 360

01 　　　07150560101
　　　利息收入

15 15 37 - 專戶存款利息收入。
收入依據：108年8月13日
縣庫契約。 15千元

02 　　　07150560102
　　　權利金

360 - - 360 壯圍鄉三合一示範據點委
託經營管理權利金收入(履
約期間：109年8月8日-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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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

中華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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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2月16日)。

收入依據：宜蘭縣長期照
護服務管理所委託民間單
位辦理壯圍鄉三合一示範
據點(社區式長照機構-日間
照顧中心)專業服務標案契
約書。 360千元

06 09000000000
補助及協助收入

743,112 664,790 670,440 78,322

015 　09150560000
　宜蘭縣長期照護服
　務管理所

743,112 664,790 670,440 78,322

01 　　0915056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743,112 664,790 670,440 78,322

01 　　　0915056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743,112 664,790 670,440 78,322 辦理「身心障礙者日間照
顧機構費用」。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109年5月29日
社家障字第1090700665號
函。 11,246千元

辦理「身心障礙者日間照
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
助」。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109年7月10日
社家障字第1090700916號
函。 8,322千元

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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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7月10日
社家障字第1090700916號
函。 349千元

辦理「護理之家機構改善
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
畫」。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109
年7月2日衛部照字第
1091560994號函。 18,120
千元

辦理「獎勵私立小型老人
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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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

中華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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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計
畫」。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109年7月7日社
家老字第1090800443號
函。 13,094千元

辦理「提升老人福利機構
服務量能整合計畫」。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109年7月7日社
家老字第1090800443號
函。 24,671千元

辦理「中低收入失能老人
機構公費安置費」。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109年7月7日社
家老字第1090800443號
函。 1,921千元

辦理「布建輔具服務資
源」。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109年7月15日
社家障字第1090700739號
函。 9,256千元

辦理「身心障礙家庭托顧
服務」。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109年7月15日
社家障字第1090700739號
函。 4,129千元

辦理「身心障礙臨時及短
期照顧」。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109年7月15日
社家障字第1090700739號
函。 138千元

辦理「失能身心障礙者特
殊需求服務資源加值計
畫」。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109年7月15日
社家障字第1090700739號
函。 1,45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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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

中華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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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身心障礙社區式服
務」。

歲出編列：

1.宜蘭縣政府社會處：社政
業務-社政業務-老人及身心
障礙福利-獎補助費-對國內
團體之捐助，編列
10,979,000元。

2.宜蘭縣政府社會處：社會
福利設施-社會福利設施-獎
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
助，編列340,000元。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109年7月15日
社家障字第1090700739號
函。 11,319千元

辦理「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109
年8月6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2001號函。 508,067
千元

辦理「家庭照顧者支持性
服務創新型計畫」。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109
年8月6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2001號函。 10,000
千元

辦理「失智照護服務計
畫」。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109
年8月6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2001號函。 23,063
千元

辦理「住宿式服務機構使
用者補助方案」。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109
年8月6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2001號函。 65,875
千元

辦理「長照十年計畫2.0-強
化照顧管理人力資源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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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

中華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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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109
年7月31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1752號函。
31,354.037千元

辦理109年「長照十年計畫
2.0-照顧管理中心計畫」增
額經費729,116元。(先行墊
付經宜蘭縣議會109年9月8
日宜議議字第1090001894
號函同意)（配合預算編列
至千元，增列進位數847
元）
收入依據：衛生福利部109
年7月31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1752A號函。
729.963千元

08 12000000000
其他收入

- - 459 -

018 　12150560000
　宜蘭縣長期照護服
　務管理所

- - 459 -

01 　　12150560200
　　雜項收入

- - 459 -

01 　　　1215056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4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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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

中華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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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964 966,460 805,995 72,504

002 　00150560000
　宜蘭縣長期照護服
　務管理所

1,038,964 966,460 805,995 72,504

01 　　65150560100
　　一般行政

25,633 26,596 18,575 -963

01 　　　65150560101
　　　行政管理

25,633 26,596 18,575 -963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2,748千元
　　業務費2,88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963千元
　　減列 人事費968千元
　　增列 業務費5千元

02 　　65150560400
　　長期照護

948,058 859,656 733,774 88,402

01 　　　65150560401
　　　照護服務

948,058 859,656 733,774 88,402 一、本科目包括照護服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45,758千元
　　獎補助費902,3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88,402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99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76,411千元

03 　　651505606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65,273 80,208 53,646 -14,935

01 　　　65150560601
　　　建築及設備

65,273 80,208 53,646 -1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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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千元
　　獎補助費63,73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4,935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984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5,919千元
四、內容如下：
設備及投資  1,534千元
1.辦理輔具資源中心辦公廳舍建築
結構修繕工程經費909,000元。
2.購置冷氣機、電冰箱及電話總機
等設備費用300,000元。
3.辦理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所需軟
硬體設備325,000元。
獎補助費  63,739千元
1.補助公立醫療院所、衛生所等辦
理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充實設施
設備費2,950,000元。
2.補助公立醫療院所、衛生所等辦
理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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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

中華民國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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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費9,478,000元。
3.補助私立醫療院所、社會福利機
構團體辦理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
充實設施設備費20,240,000元。
4.補助私立醫療院所、社會福利機
構團體辦理布建輔具服務資源計畫
充實設施設備費2,042,000元。
5.補助私立醫療院所、社會福利機
構團體辦理提升老人福利機構服務
量能整合計畫充實設施設備費
8,342,000元。
6.補助私立醫療院所、社會福利機
構團體辦理獎勵私立小型老人及身
心障礙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
設備計畫充實設施設備費
12,133,000元。
7.補助私立醫療院所、社會福利機
構團體辦理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
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充實設施設
備費7,356,000元。
8.補助私立醫療院所、社會福利機
構團體辦理身心障礙家庭托顧服務
充實設施設備費144,000元。
9.補助私立醫療院所、社會福利機
構團體辦理失能身心障礙者特殊需
求服務資源加值計畫充實設施設備
費1,05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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