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一、本機關主要職掌：
本局除遵照上級政府辦理事項外，依法維護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
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
二、施政計畫重點及績效：
(一)施政計畫重點及執行成果：
1、施政計畫重點：
(1) 妥善規劃、靈活調度警備車輛，加強保養維修，適切管制車輛油
料、俾充分而有效支援外勤警力維護治安。
(2) 維修本局辦公廳舍、員警宿舍，改善辦公、居住品質，提升工作
士氣。
(3) 加強警用通訊裝備維護，以確保通信萬全。
(4) 落實管考、推動研考，增進法治功能提高行政效率。
(5) 遵循人事政策、法規，以激勵員警士氣提高工作效率。
(6) 落實預算編列，撙節國家資源 ﹔彙整、分析統計資料，提供管理
決策參考。
(7) 統合事務管理，提高行政效率。
(8) 管理資訊業務，推廣資訊教育增強電腦知能，有效協勤偵防，共
享資源。
(9) 引用服務理念、擴大服務視野，展現卓越服務品質塑造警察新形
象。
(10) 規劃督導督察行政工作，改善社會風氣。
(11) 強化外僑管理，涉外案件管理，確保國家安全。
(12) 強化保安警備措施，擴大民力運用，共同防制犯罪。
(13) 嚴密機關保防，加強治安情報蒐集，維護社會安全。
(14) 勵行勤(業)務督導考核，端正警察風紀，維護拱衛對象安全，提昇
警察形象。
(15) 加強戶口查察，增進警民關係。

(16) 加強交通秩序管理，改善標誌、標線、號誌，使交通順暢。
(17) 加強犯罪偵防，有效主動打擊消滅犯罪，保障民眾生活，維護社
會治安。
(18) 加強員警學科、術科訓練，充實體能與服勤技能，增進執行能力
，有效達成任務。
(19) 提昇勤務指揮管制功能，發揮勤務效率。
(20) 辦理少年保護扶助，以維當事人權益。
(21) 強化防情作業能力，增進民防力量。
(22) 有效現場跡證勘驗，符合科學辦案精神，強化證據主義理念。
(23) 辦理婦幼保護扶助，加強為民服務功能。
(24) 充實警勤設備，提高行政效率。

2、執行成果：
(1) 確保社會安寧，端正社會風氣，消除髒亂，維持交通秩序，嚴密
戶口查察，維持地方安寧。
(2) 打擊犯罪，取締遊民，維持社會秩序。
(3) 提高員警智能。
(4) 建立警察良好形象。
(二)各項工作計畫實施情形：
實施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辦 理 情 形

因應改
內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善措施

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

員警人事經費、辦公費等。

同左

人事費結餘44,253,117元，休假補
助費及三民派出所所需物品計
1,153,715元辦理保留。

警備車輛管理

車輛管理養護、管理等。

同左

保險結餘393,517元 ， 油 料費 用結
餘606,634元。

綜理行政工作

辦理督導考核、文書處理、水電
經費等。

同左

改善警政治安座談會經費結餘
652,000 元 ， 水 電 瓦 斯 經 費 結 餘
1,400,000元。

人事工作

人事任免、考績、獎懲、退休福
利等業務。

同左

經費結餘32,129元。

會計及統計業務

掌理預算、決算、會計事務處理
等業務。

同左

配合縣府開源節流措施，12月份分
配數65,000元未辦理解凍。

事務管理

廳舍維護、電訊維護、財產事務
管理等。

同左

訴訟費用 結餘180,000元 ， 租 金及
服裝經費15,137,545元辦理保留。

資訊工作

辦理電腦教育訓練及維護軟硬體
設備等業務。

同左

通訊費1,200,000元因縣府資安聯防
系統未建置未執行，列表機採購及
網路佈線 工程 計960,120元 辦 理保
留。

公關工作

為民服務、民意調查、記者招待
及府會公關事宜等。

同左

經費結餘10,060元。

行政工作

辦理勤務制度規劃警勤區管理列
管營業管理等。

同左

績 優 志 工 獎 勵 品 經 費 結 餘 98,000
元。

外事工作

辦理外僑管理外賓安全維護、核
發警察記錄等業務。

同左

配合縣府開源節流措施，12月份分
配數144,000元未辦理解凍。

警政業務

保安工作

為春安警戒、戰時警備、入山管
理、動員作業、義警山警組訓、
各種警備治安演習等。

同左

協勤人員及守望相助隊保險費結餘
1,060,000元不執行及民防團隊、站
編組人員因訓練、演習、服勤致傷
病 、 身 心 障 礙 、 死 亡 等 各項 給付
3,006,000元未發生意外或身故，故
未執行。

保防工作

嚴密保防工作資料蒐集處理等。

同左

經費結餘69,287元。

實施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辦 理 情 形

因應改
內容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善措施

督察工作

為勤務督察、治安情報部署、連
絡、特種警衛、政訓活動、探察
警紀等業務。

同左

加班費17,000元未執行，獎金結餘
183,300元。

戶口工作

辦理戶籍行政、戶籍登記、戶口
查察管理等業務。

同左

經費結餘11,886元。

交通管理

辦理道路交通安全設施規劃施工
交通管理及促進交通安全違規取
締等。

同左

處理道路交通安全獎勵金5,470,784
元未執行；重點違規拖吊5,475,000
元未執行；委外入案件數減少，委
外入案費及相片沖洗結餘5,633,315
元，97年度11、12月份處理道路交
通安全人員獎勵金2,092,483元辦理
保留。

刑事工作

偵辦刑事案件、查捕通緝犯、違
警案件之處理等。

同左

採購刑事人員防水透氣夾克
414,690元辦理保留。

訓練工作

辦理員警學科、術科訓練及舉辦
(參加)各項競賽等。

同左

加班費結餘88,297元。

勤務指揮中心

勤務指揮之調度與管理等。

同左

加班值班費結餘 123,691元。

少年工作

辦理少年各項保護扶助，犯罪預
防偵查、宣導等業務

同左

經費結餘62,602元。

民防行政管理

警報器維護保養、改善防空警備
速度及設備等業務。

同左

加班值班費結餘 162,253元。

鑑識工作

刑事鑑識等業務。

同左

經費結餘68,894元。

婦幼工作

辦理兒少年、婦女各項保護扶助
，犯罪預防偵查、宣導等業務。

同左

經費結餘1,328元。

同左

因交通執法設備設施係屬收支對列
，因本年收入未達目標，充實交通
執法設備4,177,721元未執行；中央
空調冰水主機經費結餘434,272元
。

一般建築及設備

充實警勤設備

辦公廳舍新建經費、警用車輛購
置、交通安全設備經費等。

三、預算執行概況：
(一) 本年度歲入決算數171,642,120元（實收101,102,153元及應收數70,539,967
元），包括罰鍰及賠償收入161,622,226元(含應收數67,830,267元）、規費
收入2,859,666元，財產收入2,232,584元及其他收入4,927,644元(含應收數
2,709,700元）。
(二) 本年度預算 1,507,700,000元、各項補助費 18,136,320元、退休及資遣給付
148,602,169元、撫卹給付 15,972,219元、災害準備金1,860,000元，合計
1,692,270,708元，決算數合計 1,615,272,244元，年度結餘 76,998,464元。
人事費結餘 48,691,379元，警察業務經費結餘28,307,085元。
(三) 警察業務經費結餘 28,307,085元：
(1)一般行政結餘7,143,099元。
(2)警政業務結餘 16,342,883元。
(3)一般建築及設備結餘4,790,103元。
(4)災害準備金結餘31,000元。

四、財務實況：
(一)押金係繼續性質。
(二 )代收款內容為保險費、互助金、義勇人員福利互助金及警政署
各項經費等，因有關單位尚未辦妥手續支用，故未轉帳或退還。
五、其他要點：
預決算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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