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中華民國102年度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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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科　　　　　　　　 　目

10 00110000000
警察局主管

1,742,351 1,741,600 1,511,705 751

001 　00111300000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1,742,351 1,741,600 1,511,705 751

01 　　77111300100
　　一般行政

1,561,274 1,564,429 1,385,674 -3,155

01 　　　77111300101
　　　行政管理

1,463,428 1,463,428 1,309,477 -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442,016千元
　　業務費19,222千元
　　獎補助費2,19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列 人事費1,517千元
　　增列 業務費1,517千元

02 　　　77111300102
　　　警備車輛管理

41,101 41,904 32,513 -803 一、本科目包括警備車輛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14千元
　　業務費40,88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803千元
　　減列 業務費803千元

03 　　　77111300103
　　　會計工作

165 165 147 - 一、本科目包括會計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9千元
　　業務費156千元

04 　　　77111300104
　　　人事工作

751 751 705 - 一、本科目包括人事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62千元
　　業務費689千元

05 　　　77111300105
　　　綜理行政工作

27,619 23,543 21,962 4,076 一、本科目包括綜理行政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29千元
　　業務費27,49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076千元
　　增列 業務費4,076千元

06 　　　77111300108
　　　事務管理

21,224 28,436 14,703 -7,212 一、本科目包括事務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73千元
　　業務費21,05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7,212千元
　　減列 業務費7,212千元

07 　　　77111300109
　　　資訊工作

6,361 5,577 5,543 784 一、本科目包括資訊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80千元

130 - 1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中華民國102年度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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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科　　　　　　　　 　目

　　業務費6,18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784千元
　　增列 業務費784千元

08 　　　77111300110
　　　公關工作

625 625 624 - 一、本科目包括公關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8千元
　　業務費567千元

02 　　77111307000
　　警政業務

68,627 62,460 62,785 6,167

01 　　　77111307001
　　　行政工作

651 651 531 -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5千元
　　業務費606千元

02 　　　77111307002
　　　外事工作

393 393 345 - 一、本科目包括外事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0千元
　　業務費343千元

03 　　　77111307003
　　　保安工作

22,731 16,742 11,393 5,989 一、本科目包括保安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85千元
　　業務費21,343千元
　　獎補助費1,20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989千元
　　增列 業務費5,989千元

04 　　　77111307004
　　　保防工作

373 373 338 - 一、本科目包括保防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29千元
　　業務費244千元

05 　　　77111307005
　　　督察工作

2,803 2,803 2,819 - 一、本科目包括督察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44千元
　　業務費2,359千元

06 　　　77111307006
　　　戶口工作

471 471 438 - 一、本科目包括戶口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03千元
　　業務費268千元

07 　　　77111307007
　　　交通管理

20,962 20,962 28,195 - 一、本科目包括交通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168千元
　　業務費19,79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列 人事費3千元
　　減列 業務費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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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77111307008
　　　刑事工作

12,643 12,643 12,185 - 一、本科目包括刑事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538千元
　　業務費9,905千元
　　獎補助費200千元

09 　　　77111307009
　　　訓練工作

640 640 570 - 一、本科目包括訓練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5千元
　　業務費585千元

10 　　　77111307010
　　　勤務指揮中心

1,600 1,425 1,358 175 一、本科目包括勤務指揮中心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304千元
　　業務費29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75千元
　　增列 人事費89千元
　　增列 業務費86千元

11 　　　77111307012
　　　少年工作

2,419 2,416 2,128 3 一、本科目包括少年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682千元
　　業務費73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千元
　　增列 人事費3千元

12 　　　77111307013
　　　民防行政管理

1,468 1,468 1,181 - 一、本科目包括民防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80千元
　　業務費1,188千元

13 　　　77111307014
　　　鑑識工作

1,019 1,019 903 - 一、本科目包括鑑識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6千元
　　業務費983千元

14 　　　77111307015
　　　婦幼工作

454 454 401 - 一、本科目包括婦幼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3千元
　　業務費431千元

03 　　771113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2,450 114,711 63,246 -2,261

01 　　　77111309014
　　　充實警勤設備

112,450 114,711 63,246 -2,261 一、本科目包括充實警勤設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設備及投資112,45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261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2,261千元
四、明細如下：
1.關西分駐所新建工程經費(含設
計、規劃費)8,000千元。
2.新建新湖分局勤務大樓工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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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千元。
3.無線電通訊設備4,000千元。
4.改善治安環境交通運輸設備經費
8,000千元。
5.監視系統建置及維護費12,000千
元。
6.數位雷達測速照相桿3,500千元。
7.呼氣酒精分析儀600千元。
8.充實交通執法設備設施及器材購
置等經費1,150千元。
9.本局、分局及各分駐派出所各種
勤務器材、設備汰換及增購4,000
千元。
10.採購各類新型偵蒐器材500千
元。
11.竹東分局二重埔派出所辦公廳
舍遷移採購設備7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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