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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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565 528,497 386,270 -78,932

經常門合計 449,565 528,497 386,270 -78,932

02 04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331,479 331,500 295,949 -21

012 　04111300000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331,479 331,500 295,949 -21

01 　　0411130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331,469 331,469 295,761 -

01 　　　04111300101
　　　罰金罰鍰

331,469 331,469 295,761 -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 400
千元
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收支併列） 650千元
依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 8千元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 330,411千元

02 　　04111300200
　　沒入及沒收財物

10 31 22 -21

01 　　　04111300201
　　　沒入金

10 30 22 -20 依據違反社會秩序維護
法。 10千元

02 　　　04111300202
　　　沒收物變價

- 1 - -1

03 　　04111300300
　　賠償收入

- - 166 -

01 　　　0411130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166 -

03 05000000000
規費收入

1,172 1,172 2,267 -

012 　05111300000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1,172 1,172 2,267 -

01 　　05111300100
　　行政規費收入

601 601 1,441 -

01 　　　05111300102
　　　證照費

601 601 1,441 - 依據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
發條例及其收費標準。 600
千元
依據自衛槍枝管理條例。 1
千元

02 　　05111300300
　　使用規費收入

571 571 826 -

01 　　　05111300306 538 538 694 - 依據中央公教人員生活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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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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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設施使用
　　　費

貼支給辦法，扣繳居住宿
舍房租津貼(薦任八職等以
上)。 135千元
依據中央公教人員生活津
貼支給辦法，扣繳居住宿
舍房租津貼(委任四職等以
上)。 403千元

02 　　　05111300307
　　　服務費

33 33 132 - 職業前測驗費收入。 19.8
千元
職業登記證及副證收入。
13.2千元

05 07000000000
財產收入

145 603 1,072 -458

012 　07111300000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145 603 1,072 -458

01 　　07111300100
　　財產孳息

15 323 323 -308

01 　　　07111300101
　　　利息收入

15 15 15 -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27
條。 15千元

02 　　　07111300103
　　　租金收入

- 308 308 -308

02 　　07111300500
　　廢舊物資售價

130 280 749 -150

01 　　　07111300501
　　　廢舊物資售價

130 280 749 -150 報廢警用車輛標售收入。
100千元
報廢之各項財物標售收
入。 30千元

07 09000000000
補助及協助收入

67,292 147,233 38,007 -79,941

009 　09111300000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67,292 147,233 38,007 -79,941

01 　　0911130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1,024 147,233 38,007 -146,209

01 　　　0911130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1,024 147,233 38,007 -146,209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補助社福中心及網路資源
布建─少年輔導委員會聘
用保護性社工經費。(衛生
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9.8.26社家支字第
1090901109A號函)(收支併
列) 1,024千元

02 　　09111300200 66,268 - - 6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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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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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協助收
　　入

01 　　　09111300201
　　　一般協助收入

66,268 - - 66,268 竹北市公所補助錄影監視
系統建置案經費，計畫總
經費165,669千元，自109年
起分5年補助，109~112年
各補助33,134千元，113年
補助33,133千元。(新竹縣
竹北市公所109.6.15竹市民
字第1092301065號函)(收支
併列) 33,134千元

竹北市公所109年度補助錄
影監視系統建置案經費。
(新竹縣竹北市公所109.1.3
竹市民字第1092300006號
函)(新竹縣議會109.5.29竹
縣議議字第1090001137號
函)(收支併列)(墊付案)
33,134千元

09 12000000000
其他收入

49,477 47,989 48,975 1,488

012 　12111300000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49,477 47,989 48,975 1,488

01 　　12111300200
　　雜項收入

49,477 47,989 48,975 1,488

01 　　　1211130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52 -

02 　　　12111300202
　　　車輛保管費

1,183 1,183 2,245 - 拖吊曳引車保管費收入。
2.5千元

拖吊大型客貨車保管費收
入。 1.5千元

拖吊小型客貨車保管費收
入。 48千元

拖吊機車保管費收入。 36
千元

違規停車拖吊機車保管費
收入。 511千元

違規停車拖吊小型車保管
費收入。 584千元

03 　　　12111300203
　　　車輛移置費

4,906 4,906 3,524 - 拖吊曳引車移置費收入。
1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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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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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吊大型客貨車移置費收
入。 10千元

拖吊小型客貨車移置費收
入。 288千元

拖吊機車移置費收入。 72
千元

違規停車拖吊機車移置收
入。 1,022千元

違規停車拖吊小型車移置
收入。(收支併列) 3,504千
元

04 　　　121113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43,388 41,900 43,154 1,488 直轄市、縣(市)政府分配之
交通違規罰鍰收入提撥百
分之十二收入。(收支併列)
43,38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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