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察局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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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9 19,484 16,667 -45

經常門合計 19,439 19,484 16,667 -45

02 03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13,780 13,780 11,314 -

017 　03090700000
　警察局

13,780 13,780 11,314 -

01 　　0309070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13,780 13,780 10,959 -

01 　　　03090700101
　　　罰金罰鍰

13,780 13,780 10,959 - 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 2,850
千元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
定及行政執行法第四條規
定 930千元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10,000
千元

02 　　03090700300
　　賠償收入

- - 355 -

01 　　　03090700301
　　　一般賠償收入

- - 355 -

03 04000000000
規費收入

1,400 1,442 1,376 -42

018 　04090700000
　警察局

1,400 1,442 1,376 -42

01 　　04090700100
　　行政規費收入

1,190 1,240 1,176 -50

01 　　　04090700102
　　　證照費

1,040 1,090 987 -50 依據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
發條例規定辦理 640千元
計程車駕駛人新領、外縣
市轉入換發、補發及效期
換發等各類執業登記主證
及副證(收支對列) 400千元

02 　　　04090700104
　　　考試報名費

150 150 189 - 執業測驗(含講習)及參加地
理環境測驗兩項(收支對列)
150千元

02 　　04090700200
　　使用規費收入

210 202 200 8

01 　　　04090700213
　　　場地設施使用
　　　費

210 202 200 8 洗衣部、理髮部場地使用
收入 18千元
員工宿舍費收入 192千元

04 06000000000
財產收入

17 20 7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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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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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 　06090700000
　警察局

17 20 73 -3

01 　　06090700100
　　財產孳息

17 20 17 -3

01 　　　06090700101
　　　利息收入

17 17 17 - 本局及各分局專戶利息收
入 17千元

02 　　　06090700102
　　　租金收入

- 3 - -3

02 　　06090700500
　　廢舊物資售價

- - 56 -

01 　　　06090700501
　　　廢舊物資售價

- - 56 -

08 11000000000
其他收入

4,242 4,242 3,904 -

015 　11090700000
　警察局

4,242 4,242 3,904 -

01 　　11090700200
　　雜項收入

4,242 4,242 3,904 -

01 　　　1109070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 - 18 -

02 　　　11090700202
　　　車輛保管費

1,113 1,113 922 - 拖吊小型車及機車保管費
(小型車保管費每日100元，
機車保管費每日50元) 738
千元

逾期未領車輛拍賣價款保
管費部分 219千元

3.5噸小貨車移置機車保管
費(保管費每日50元*4輛
*156日*平均滯領日5日)註:
每週一、三、五執行酒駕
機車移置(一年52週*3日合
計156日) 156千元

03 　　　11090700204
　　　車輛移置費

3,129 3,129 2,964 - 小型拖吊車3輛及機車拖吊
車1輛(小型車移置費每輛
600元，機車移置費每輛
100元) 2,963千元

逾期未領車輛拍賣價款移
置費部分 40千元

3.5噸小貨車1輛(移置費每
輛100元*1部*4輛*15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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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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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元千元整編)。註:每週
一、三、五執行酒駕機車
移置(一年52週*3日合計156
日) 62千元

執行民間業者特殊車輛違
規拖吊及查扣深夜酒駕車
輛(小型車移置費每輛600
元) 6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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