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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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9,199 1,637,931 1,420,462 -58,732

001 　00111300000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1,579,199 1,637,931 1,420,462 -58,732

01 　　77111300100
　　一般行政

1,462,698 1,499,475 1,305,217 -36,777

01 　　　77111300101
　　　行政管理

1,355,760 1,388,668 1,230,516 -32,908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337,565千元
　　業務費16,467千元
　　獎補助費1,72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2,908千元
　　減列 人事費32,872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36千元

02 　　　77111300102
　　　警備車輛管理

37,505 37,195 23,960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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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9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1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10千元

03 　　　77111300103
　　　會計工作

155 155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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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千元

04 　　　77111300104
　　　人事工作

1,028 743 640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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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85千元
　　增列 業務費285千元

05 　　　77111300105
　　　綜理行政工作

27,476 27,476 23,0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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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47千元

06 　　　77111300108
　　　事務管理

33,289 37,606 19,949 -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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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317千元
　　減列 業務費4,31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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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77111300109
　　　資訊工作

6,398 6,545 5,983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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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費6,21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47千元
　　減列 業務費147千元

08 　　　77111300110
　　　公關工作

688 688 5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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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千元

09 　　　77111300111
　　　法制工作

133 133 127 - 一、本科目包括法制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4千元
　　業務費109千元

10 　　　77111300112
　　　政風工作

266 266 228 - 一、本科目包括政風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74千元
　　業務費192千元

02 　　77111307000
　　警政業務

84,747 81,013 68,114 3,734

01 　　　77111307001
　　　行政工作

650 650 5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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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千元

02 　　　77111307002
　　　外事工作

378 378 3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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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千元

03 　　　77111307003
　　　保安工作

18,601 17,981 15,554 620 一、本科目包括保安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271千元
　　業務費17,33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620千元
　　減列 人事費2千元
　　增列 業務費622千元

04 　　　77111307004
　　　保防工作

374 374 3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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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千元

05 　　　77111307005
　　　督察工作

2,612 2,612 2,164 - 一、本科目包括督察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94千元
　　業務費2,21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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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77111307007
　　　交通管理

35,384 34,230 30,952 1,154 一、本科目包括交通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2,170千元
　　業務費23,21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154千元
　　減列 人事費2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56千元

07 　　　77111307008
　　　刑事工作

14,067 14,067 11,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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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9千元
　　獎補助費200千元

08 　　　77111307009
　　　訓練工作

748 748 6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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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千元

09 　　　77111307010
　　　勤務指揮中心

2,518 2,518 1,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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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千元

10 　　　77111307012
　　　少年工作

2,416 2,419 2,016 -3 一、本科目包括少年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688千元
　　業務費72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千元
　　減列 人事費3千元

11 　　　77111307013
　　　民防行政管理

1,785 1,785 1,117 - 一、本科目包括民防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90千元
　　業務費1,495千元

12 　　　77111307014
　　　鑑識工作

1,965 1,015 960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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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9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950千元

13 　　　77111307015
　　　婦幼工作

490 452 40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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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8千元
　　增列 業務費38千元

130 - 3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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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77111307016
　　　防治工作

2,759 1,784 493 975 一、本科目包括防治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63千元
　　業務費1,493千元
　　獎補助費1,20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975千元
　　增列 業務費975千元

03 　　771113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1,754 57,443 47,131 -25,689

01 　　　77111309014
　　　充實警勤設備

31,754 57,443 47,131 -25,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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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5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5,689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25,689千元
四、明細如下：
1.照門派出所新建工程經費(含前置
作業及設計、規劃費等)【總經費
16,000千元分二年編列：105年
6,200千元、106年9,800千元】(後
勤科)6,200千元。
2.改善治安環境交通運輸設備經費
【指定辦理施政項目8,000千元，
縣自籌款2,000千元】(後勤科)
10,000千元。
3.監視系統建置及整合(指定辦理施
政項目)(保安科)15,000千元。
4.e化勤務指管系統軟、硬體設備
汰換升級案(勤務指揮中心)6,317千
元。
5.建構SIEM系統伺服器設備等(資
訊科)502千元。
6.個人桌上型電腦設備(含顯示器)
(資訊科)2,154千元。
7.呼氣酒精測試器升級(感應器)(交
通隊)(收支對列)1,740千元。
8.呼氣酒精測試器(交通隊)(收支對
列)2,4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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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勤
科)4,000千元。
10.雷達測速照相桿(交通隊)(收支對
列)3,200千元。
11.採購各類新型偵蒐器材(刑事警
察大隊)500千元。
12.充實交通執法設備設施及器材
購置等經費(交通隊)(收支對列)
3,840千元。
13.交流警報器(民防管制中心)916
千元。
14.防暴網(槍)(行政科) 67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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