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中華民國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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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00110000000
警察局主管

1,898,442 1,646,347 1,499,524 252,095

001 　00111300000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1,898,442 1,646,347 1,499,524 252,095

01 　　38111300100
　　一般行政

1,537,355 1,461,041 1,330,899 76,314

01 　　　38111300101
　　　行政管理

1,440,786 1,375,185 1,245,260 65,601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425,145千元
　　業務費14,981千元
　　獎補助費66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65,601千元
　　增列 人事費65,548千元
　　增列 業務費53千元

02 　　　38111300102
　　　警備車輛管理

31,356 32,079 25,411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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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723千元
　　減列 業務費723千元

03 　　　38111300103
　　　會計工作

140 140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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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千元

04 　　　38111300104
　　　人事工作

931 931 8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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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千元

05 　　　38111300105
　　　綜理行政工作

28,092 28,092 21,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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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63千元

06 　　　38111300108
　　　事務管理

27,472 16,036 29,794 11,436 一、本科目包括事務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55千元
　　業務費27,31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1,436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436千元

07 　　　38111300109
　　　資訊工作

7,589 7,589 7,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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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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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中華民國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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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38111300110
　　　公關工作

625 625 5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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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38111300111
　　　法制工作

118 118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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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千元

10 　　　38111300112
　　　政風工作

246 246 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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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千元

02 　　38111307000
　　警政業務

93,083 89,503 81,075 3,580

01 　　　38111307001
　　　行政工作

1,599 589 557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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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01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010千元

02 　　　38111307002
　　　外事工作

384 384 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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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千元

03 　　　38111307003
　　　保安工作

17,942 17,936 16,831 6 一、本科目包括保安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882千元
　　業務費16,06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6千元
　　增列 人事費6千元

04 　　　38111307004
　　　保防工作

209 209 196 - 一、本科目包括保防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7千元
　　業務費172千元

05 　　　38111307005
　　　督察工作

1,921 1,921 1,8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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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7千元

07 　　　38111307007
　　　交通管理

44,638 42,750 39,125 1,888 一、本科目包括交通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2,209千元
　　業務費32,42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888千元
　　增列 人事費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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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中華民國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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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列 業務費1,885千元

08 　　　38111307008
　　　刑事工作

14,057 14,057 12,9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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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9千元
　　獎補助費200千元

09 　　　38111307009
　　　訓練工作

741 741 706 - 一、本科目包括訓練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73千元
　　業務費668千元

10 　　　38111307010
　　　勤務指揮中心

4,323 3,653 2,628 670 一、本科目包括勤務指揮中心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205千元
　　業務費2,11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670千元
　　增列 業務費670千元

11 　　　38111307012
　　　少年工作

2,406 2,400 2,339 6 一、本科目包括少年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751千元
　　業務費65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6千元
　　增列 人事費6千元

12 　　　38111307013
　　　民防行政管理

1,664 1,664 1,4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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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4千元

13 　　　38111307014
　　　鑑識工作

822 822 7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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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6千元

14 　　　38111307015
　　　婦幼工作

427 427 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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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千元

15 　　　38111307016
　　　防治工作

1,950 1,950 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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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千元
　　獎補助費681千元

03 　　381113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268,004 95,803 87,550 17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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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中華民國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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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38111309014
　　　充實警勤設備

268,004 95,803 87,550 17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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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00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72,201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72,201千元
四、明細如下：
1.交通部有償撥用本局竹北分局高
鐵派出所機關用地(隘興段487-3號)
經費(後勤科)7,069千元(墊付案)。
2.毒品鑑定、DNA及火藥式槍枝實
驗室(鑑識科)4,890千元。
3.本局暨所屬單位廳舍防漏工程(後
勤科)5,766千元。
4.竹東分局寶山分駐所新建工程經
費(後勤科)18,500千元。
5.內政部前瞻計畫新埔分局拆除重
建工程經費(後勤科)(中央款96,123
千元、縣配合款34,345千元)
130,468千元。
6.內政部前瞻計畫峨眉分駐所廳舍
耐震補強工程經費(後勤科)(中央款
3,290千元、縣配合款580千元)
3,870千元。
7.改善治安環境交通運輸設備經費
(指定項目)(後勤科)12,028千元。
8.重要路口監視系統及行動載具(指
定項目)(保安科、資訊科)17,025千
元。
9.內政部警政署109年度加速汰換
警用車輛計畫(後勤科)(中央款)
44,940千元。
10.採購科技辦案設備(Cellebrite
UFED手機取證軟體)(科技犯罪偵
查隊)378千元。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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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9千元。
12.指紋活體掃描器(鑑識科)1,020千
元。
13.採購各類新型偵蒐器材(數位相
機、數位攝影機及人犯照相機等)
(刑事警察大隊)392千元。
14.高低壓電氣設備(秘書科)609千
元。
15.禮堂氣冷式箱型冷氣及分離式
冷氣(秘書科)420千元。
16.中央空調冰水主機暨建置建築
能源管理系統工程經費(秘書科)(中
央款2,880千元、縣配合款720千元)
(墊付案)3,600千元。
17.雷達測速照相桿(交通隊)(收支併
列)6,000千元。
18.充實交通執法設備設施及器材
購置等經費(手持式雷射照相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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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中華民國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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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呼氣酒精測試器、路檢LED警
示牌等)(交通隊)(收支併列)6,240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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