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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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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 

本基金預算係依據「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十三條規定設置，

為專款專用，以提升本市動物福利，營造本市為對待動物友善之具

國際化的文明城市，達到增加收容犬貓認養率及落實動物保護立法

精神。 

二、施政重點 

加強推廣以「認養不棄養」之政策，以人文、E 化和積極服務的精神

進行主動行銷，促進媒合機會提升認養率，運用犬隻訓練及多元化

鼓勵認養活動來創造流浪犬的價值，吸引市民的青睞，同時加強辦

理推動動物福利業務，落實源頭管理，多管齊下達到設立本基金之

目的。 

三、組織概況 

本基金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執行及決算之編造，係依 106 年 4 月 7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60070679 號令修正發布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6條規定辦理，各項運用計畫依上開辦法第 4條規

定，由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擬定及執行。 

四、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所定，特定收入來源，供特殊用

途之特別收入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貳、業務計畫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一、基金來源 

來源別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財產收入 3 基金專戶存款利息收入。 

政府撥入收入 8,000 市庫撥款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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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別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其他收入 70 民間捐贈收入。 

 

二、基金用途 

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動物福利管理

計畫 

5,469 1.辦理動物收容認養資訊曝光度多元行銷及動

物保護系列宣導活動。 

2.委託本市動物保護團體或愛心人士辦理動物

保護案件訪查及輔導。 

3.委託愛心團體或人士照護老年、身障動物及義

工服務。 

4.辦理危難動物救援小組、委外動物保護員、訓

犬人員養成及動物保護稽查等教育訓練，辦理

收容犬隻寄養訓練及特定寵物業評鑑會議。 

5.購置動物福利管理相關業務用品、動物認養之

寵物晶片及檢測試劑。 

6.補助本市動物保護團體辦理動物收容管理所

需用品及補助各級學校辦理動物保護宣導業

務。 

7.辦理動物福利業務績效優良民間團體獎勵獎

金。 

一般行政管理

計畫 

4,206 辦理基金運作所需之行政管理及人事等相關費

用。 

一般建築及設

備計畫 

325 1.購置動物救援所需器材、救護醫療所需週邊儀

器設備及耗材等。 

2.購置動物福利管理業務所需事務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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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年度基金來源 807萬 3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007萬 2千

元減少 199萬 9千元，減少 19.85%，主要係公庫撥款收入減少

所致。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 1,000萬元，同上年度預算數 1,000萬元。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短絀 192 萬 7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賸餘 7 萬 2 千元，增加短絀 199 萬 9 千元，約 2,776.39%，將移用以

前基金餘額 192萬 7千元支應。 

三、補辦預算事項 

無。 

肆、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前（109）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財產收入 基金專戶存款利息收入。 109年編列預算數 5千元，決算數 5

千元，執行率 100%。 

其他收入 民間捐贈收入。 109年編列預算數 60千元，決算數

128千元，執行率 213.33%，係因愛

心人士捐款較預期增加所致。 

動物福利 

管理計畫 

1.主動行銷認養資訊及網路資

訊傳播。 

2.提升開放認養動物價值。 

3.多元化鼓勵認養活動。 

4.老年及傷殘動物長期安養及

安置。 

109 年編列預算數 5,583 千元，決

算數 4,343千元，執行率 77.79%，

將加強本市動物福利，宣導民眾尊

重生命愛護動物觀念，並提升動物

在收容所的品質，透過犬隻行為訓

練、美容及後送醫療合作等計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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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5.提升危難動物救援收容管理

服務品質。 

6.動物保護系列宣導活動及推

廣友善寵物空間及標章。 

7.補助及獎勵各級學校、民間團

體辦理動物福利宣導業務。 

8.設置檢舉違反動物保護法案

件獎金。 

加本市動物認養率，109 年度認領

養 3,417頭。 

一般行政 

管理計畫 

辦理基金運作所需之行政管理

及人事等相關費用。 

109 年編列預算數 4,172 千元，決

算數 3,539千元，執行率 84.83%，

為聘用專職人員，辦理基金收支保

管與動物福利推動等業務。 

一 般 建 築

及 設 備 計

畫 

購置動物稽查、救援所需器材及

動物救護醫療所需儀器。 

109 年編列預算數 235 千元，決算

數 232千元，執行率 98.72%，係依

業務實際需求購置動物救援設備、

醫療器材，以提升動物福利。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110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財產收入 基金專戶存款利息收入。 110年編列預算數 2千元，1-6月執

行數 1千元，同分配預算數。 

政 府 撥 入

收入 

市庫撥款收入 110年編列預算數 10,000千元，1-6

月執行數 3,618千元，同分配預算

數。 

其他收入 民間捐贈收入。 110年編列預算數 70千元，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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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執行數 68千元，較分配預算數增加

38千元，係愛心人士捐款較預期增

加所致。 

動物福利 

管理計畫 

1. 主動行銷認養資訊及網路資

訊傳播。 

2. 提升開放認養動物價值。 

3. 多元化鼓勵認養活動。 

4. 老年及傷殘動物長期安養及

安置。 

5. 提升危難動物救援收容管理

服務品質。 

6. 動物保護系列宣導活動及推

廣友善寵物空間及標章。 

7. 補助及獎勵各級學校、民間團

體辦理動物福利宣導業務。 

8. 設置檢舉違反動物保護法案

件獎金。 

110年編列 5,490千元，1-6月執行

數 557千元，較分配預算數減少 781

千元，將加強本市動物福利，宣導

民眾尊重生命愛護動物觀念，並提

升動物在收容所的品質，透過犬隻

行為訓練、美容及後送醫療合作等

計畫增加本市動物認養率，截至

110年 6月底認領養計 776頭。 

一般行政 

管理計畫 

辦理基金運作所需之行政管理

及人事等相關費用。 

110年編列預算數 4,176千元，1-6

月執行數 1,462千元，較分配預算

數減少 758千元，主要係人員尚未

聘滿及各項業務撙節開支所致。 

一般建築

及設備計

畫 

購置動物稽查、救援所需器材及

動物救護醫療所需儀器，以提升

動物福利。 

110 年編列預算數 334 千元，1-6

月執行數 49千元，較分配預算數減

少 11千元，係動物救護設備依實際

需求購置並撙節開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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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 

無。 

 

 

 



 

 

 

 

 

     二、預算主要表 



前年度決算數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134 基金來源 8,073 10,072 -1,999

0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 -

0 　　違規罰款收入 - -

5 　財產收入 3 2 1

5 　　利息收入 3 2 1

- 　政府撥入收入 8,000 10,000 -2,000

- 　　公庫撥款收入 8,000 10,000 -2,000

128 　其他收入 70 70 -

128 　　受贈收入 70 70 -

8,115 基金用途 10,000 10,000 -

4,343 　動物福利管理計畫 5,469 5,490 -21

3,539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4,206 4,176 30

232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325 334 -9

-7,981 本期賸餘(短絀) -1,927 72 -1,999

12,456 期初基金餘額 4,547 2,531 2,016

- 解繳公庫 - -

4,475 期末基金餘額 2,620 2,603 17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註：1.前年度決算數為審定決算數。以下各表同。

　    2.前年度決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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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現金流量預計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11年度

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1,927

短絀 -1,927

-1,927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927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4,547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2,620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8



 

 

 

 

 

三、預算明細表 



科目及業務項目 數　量
(業務量)

金　　額

預　　　算　　　數

說　　　　　　明單　位
利(費)率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11年度

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

基金來源明細表

財產收入 - 3

利息收入 年 - 3 專戶存款利息收入。　

政府撥入收入 - 8,000

公庫撥款收入 年 - 8,000 市庫撥款收入。　

其他收入 - 70

受贈收入 年 - 70 民間捐贈收入。　

9

總　　　計 8,073



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11年度

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動物福利管理計畫 5,469 5,4904,343

服務費用 4,349 4,1703,232

郵電費 56 7040

郵費 56 7040 辦理動物福利業務相關郵資。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2,200 2,2001,721

印刷及裝訂費 300 300105 業務相關書表、文件、宣導講義印刷
及裝訂費用。

業務宣導費 1,900 1,9001,616 動物收容認養資訊曝光度多元行銷暨
動物保護與飼主責任教育系列宣傳活
動等。

一般服務費 455 255149

代理（辦）費 250 5076 1.委託動保團體或愛心人士照護老年
及身障動物。
2.委託動保團體或愛心人士辦理動物
保護案件訪查及輔導相關費用。

義（志）工服務費 205 20573 協助認養志工所需教育訓練費、保險
費、交通費等。

專業服務費 1,638 1,6451,323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
審查及查詢費

328 435297 1.辦理本市危難動物救援小組人員訓
練及操作課程講師鐘點費。
2.辦理動物保護稽查、飼養管理及生
命教育系列講座講師鐘點費。
3.辦理動物保護防疫獎勵評鑑小組會
議、特定寵物業評鑑及動物保護相關
政策研擬會議出席審查費。
4.辦理動物保護員教育訓練及課程講
師費。

電腦軟體服務費 300 200160 1.鼓勵認領養動物等行銷網頁。
2.動物收容園區資訊安全管理、收容
管制及動保案件管理系統維護。

其他專業服務費 1,010 1,010866 1.訓犬人員養成訓練。
2.收容犬隻服從基本指令動作訓練。
3.飼主犬隻行為矯正教育課程。
4.動物收容所流浪動物美容。

材料及用品費 610 610602

用品消耗 610 610602

其他用品消耗 610 610602 1.購置動物認養所需寵物晶片。
2.犬貓訓練、行為矯正、社會化環境
所需用品。
3.動物生理檢驗測試劑。
4.辦理動物福利管理業務所需辦公用
品。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510 710510

捐助、補助與獎助 420 420330

10



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11年度

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補（協）助政府機關
（構）

40 4040 補助各級學校辦理動物保護及福利宣
導業務。

捐助國內團體 300 300250 補助本市民間動物保護團體辦理動物
收容管理所需相關用品物資。

捐助私校 80 8040 補助本市私立學校辦理動物保護及福
利宣導業務。

補貼、獎勵、慰問、照護
與救濟

90 290180

獎勵費用 90 290180 辦理動物福利業務績效優良民間團體
獎勵獎金。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4,206 4,1763,539

用人費用 30 3023

超時工作報酬 30 3023

加班費 30 3023 趕辦業務加班費。　

服務費用 4,048 4,0223,386

旅運費 100 10099

國內旅費 100 10099 動物福利管理業務相關人員差旅費。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139 149102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37 476 電腦及週邊設備、數位相機、辦公室
事務機、晶片掃瞄器及動物救援、醫
療設備等修理維護費。

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費 102 10296 動物福利管理車輛保養及維護費用，
一年51,000*2輛，共計102,000元。

保險費 6 67

交通及運輸設備保險費 6 67 動物福利管理車輛責任保險，一年
2,915*2輛，補至千元差額170元，共
計6,000元。

一般服務費 3,803 3,7673,177

佣金、匯費、經理費及
手續費

- --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3,789 3,7673,177 1.約用人員6名:280薪點、薪資
559,014元/年*6人，補至千元差額
916元，共計3,355,000元。
2.相親專車駕駛外勤行政助理：薪資
434,000元*1人計434,000元(含年終
獎金、勞健保費及勞工退休提撥)。

體育活動費 14 -- 文康活動費2,000元*7人，共計
14,000元。

材料及用品費 91 8794

使用材料費 91 8794

油脂 91 8794 動物福利管理車輛油料費用，27元/
公升*1,668公升*2輛，補至千元差額
928元，共計9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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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11年度

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37 3736

消費與行為稅 23 2322

使用牌照稅 23 2322 動物福利管理車輛牌照稅1年11,230
元*2輛，補至千元差額540元，共計
23,000元。

規費 14 1413

行政規費與強制費 1 11 動物福利管理車輛檢驗費1年450元*2
輛，補至千元差額100元，共1,000元
。

汽車燃料使用費 13 1312 動物福利管理車輛燃料稅1年6,180元
*2輛，補至千元差額640元，共
13,000元。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325 334232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
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325 334232

購建固定資產 325 334232

購置機械及設備 275 284232 購置動物救援設備及醫療器材等。　

購置雜項設備 50 50- 購置動物福利管理業務所需事務設備
等。

12

總　　　計8,115 10,000 10,000



 

 

 

 

 

      四、預算附表 



計　　　　畫　　　　別  單位成本(元)
或平均利(費)率 預　算　數 說　　　　　　明單　位 數　　量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單位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11年度

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5,469動物福利管理計畫 辦理動物福利管理計畫經費
，其工作效益無法獨立計算
單位成本。

千元 - -

4,206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辦理基金行政業務經費，其
工作效益無法獨立計算單位
成本。

千元 - -

325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辦理購置動物救援設備，其
工作效益無法獨立計算單位
成本。

千元 - -

合　　　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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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元



 

 

 

 

 

五、預算參考表 



年　度　及　項　目 單位
單位成本(元)或
平均利(費)率

說　　明數量 預(決)算數

中華民國111年度

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５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預算數

千元 - - 5,469動物福利管理計畫

千元 - - 4,206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千元 - - 325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上年度預算數

千元 - - 5,490動物福利管理計畫

千元 - - 4,176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千元 - - 334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前年度決算數

千元 - - 4,343動物福利管理計畫

千元 - - 3,539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千元 - - 232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108年度決算數

千元 - - 4,540動物福利管理計畫

千元 - - 3,267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千元 - - 85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107年度決算數

千元 - - 5,189動物福利管理計畫

千元 - - 2,022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千元 - - 342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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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本年度增減(-)數
本年度最高

可進用員額數
說 　　　明

上年度最高
可進用員額數

總　　計

中華民國111年度

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員工人數彙計表
單位 ：人

15

約用人員6名，外勤行政助理1名。註：



 

 
 

用人費用彙計表 



科　　目 年　終
獎　金

其　他

正式員
額薪資

超時
工作
報酬

津貼

獎　　　　　　　金
聘僱人
員薪資

- - 30 - - -合　計

考　績
獎　金

-

臺中市動物

中華民國

臺中市動物

用人費用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 - 30 - - --

-正式人員 - 30 - - --

16

本基金以服務費用進用6名約用人員薪資3,355千元、1名外勤行政助理薪資434千元(皆含年終獎金、勞健保費及勞註：



分擔保
險　費

其　他
合計

退休及卹償金

退休金 卹償金
資遣費 傷病醫

藥　費
提撥福
利　金

福　　利　　費

提繳費

兼任
人員
用人
費用

總　計

- - - - - - - - 30 30-

保護防疫處

單位 ：新臺幣千元111年度

福利基金

彙計表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 - - - - - - 30 - 30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正式人員 - - - - - - -30 30- -正式人員

17

工退休提撥)，合計3,789千元。



本　　　　　　　　年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科　　　　　目
合計

動物福利管理計
畫

一般行政管理計
畫

中華民國

臺中市動物

各　項　費　用

臺中市動物

用人費用23 3023 30 30 30-

30超時工作報酬 - 3023 30

30 - 3023 30 加班費

服務費用6,618 8,1926,618 8,192 8,397 4,0484,349

56郵電費 56 -40 70

56 56 -40 70 郵費

100旅運費 - 10099 100

100 - 10099 100 國內旅費

2,200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2,200 -1,721 2,200

300 300 -105 300 印刷及裝訂費

1,900 1,900 -1,616 1,900 業務宣導費

139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 139102 149

37 - 376 47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102 - 10296 102 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費

6保險費 - 67 6

6 - 67 6 交通及運輸設備保險費

4,258一般服務費 455 3,8033,326 4,022

- - -- - 佣金、匯費、經理費及手
續費

250 250 -76 50 代理（辦）費

205 205 -73 205 義（志）工服務費

3,789 - 3,7893,177 3,767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14 - 14- - 體育活動費

1,638專業服務費 1,638 -1,323 1,645

328 328 -297 435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
查及查詢費

300 300 -160 200 電腦軟體服務費

1,010 1,010 -866 1,010 其他專業服務費

材料及用品費696 697696 697 701 91610

91使用材料費 - 9194 87

91 - 9194 87 油脂

610用品消耗 610 -602 610

610 610 -602 610 其他用品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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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預　　　　　　　　算　　　　　　　　數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
畫

111年度

福利基金

單位 ：新臺幣千元

　彙　計　表

保護防疫處

用人費用 -

超時工作報酬 -

加班費 -

服務費用 -

郵電費 -

郵費 -

旅運費 -

國內旅費 -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印刷及裝訂費-

業務宣導費 -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機械及設備修護費-

交通及運輸設備修護費-

保險費 -

交通及運輸設備保險費-

一般服務費 -

佣金、匯費、經理費及手
續費

-

代理（辦）費-

義（志）工服務費-

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體育活動費 -

專業服務費 -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
查及查詢費

-

電腦軟體服務費-

其他專業服務費-

材料及用品費 -

使用材料費 -

油脂 -

用品消耗 -

其他用品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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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科　　　　　目
合計

動物福利管理計
畫

一般行政管理計
畫

中華民國

臺中市動物

各　項　費　用

臺中市動物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非
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232 334232 334 325 --

325購建固定資產 - -232 334

275 - -232 284 購置機械及設備

50 - -- 50 購置雜項設備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36 3736 37 37 37-

23消費與行為稅 - 2322 23

23 - 2322 23 使用牌照稅

14規費 - 1413 14

1 - 11 1 行政規費與強制費

13 - 1312 13 汽車燃料使用費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510 710510 710 510 -510

420捐助、補助與獎助 420 -330 420

40 40 -40 40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

300 300 -250 300 捐助國內團體

80 80 -40 80 捐助私校

90補貼、獎勵、慰問、照護與
救濟

90 -180 290

90 90 -180 290 獎勵費用

10,000 合　計 10,000 5,469 4,206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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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預　　　　　　　　算　　　　　　　　數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
畫

111年度

福利基金

單位 ：新臺幣千元

　彙　計　表

保護防疫處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非
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325

購建固定資產325

購置機械及設備275

購置雜項設備50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消費與行為稅 -

使用牌照稅 -

規費 -

行政規費與強制費-

汽車燃料使用費-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

捐助、補助與獎助-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

-

捐助國內團體-

捐助私校 -

補貼、獎勵、慰問、照護與
救濟

-

獎勵費用 -

32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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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110年12月31日109年12月31日
科　　　目

111年12月31日

實　際　數 預　計　數 預　計　數
比較增減

中華民國111年12月31日

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預計平衡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資產4,475 2,620 4,547 -1,927

4,475 2,620 4,547 -1,927流動資產

4,475 2,620 4,547 -1,927現金

資產總額4,475 2,620 4,547 -1,927

基金餘額4,475 2,620 4,547 -1,927

4,475 2,620 4,547 -1,927基金餘額

4,475 2,620 4,547 -1,927基金餘額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4,475 2,620 4,547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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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期末餘額減少增加取得成本
(期初餘額)

本年度累計
折舊/

長期投資評
價變動數

本年度變動
以前年度累

計折舊/
長期投資評

價 金額 類型 金額 類型

主要增減
原因說明

資本資產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非理財目的之
長期投資

- - - - - -

土地 - - - - - -

土地改良物 - - - - - -

房屋及建築 - - - - - -

機械及設備 2,806 -1,974 275 - -243 8641

交通及運輸設
備

1,080 -980 - - -89 11

雜項設備 1,534 -1,309 50 - -53 2221

購建中固定資
產

- - - - - -

電腦軟體 - - - - - -

權利 - - - - - -

遞耗資產 - - - - - -

其他 - - - - - -

合　　計 5,420 -4,263 325 - -385 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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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 

市議會審議 110年度臺中市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0年度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一、 

二、 

 

通案決議部份：無 

各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1. 收入部份：照案通過。 

2. 支出部分：照案通過。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