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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歲　　出　　預　　算　　表　　　　　　　　　　　　　

科目 本年度預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11143                               

11 1-18 交通警察大隊  1,615,616,162  1,552,615,876  63,000,286  1,646,146,265  1,586,407,465 -30,530,103 

                              

 1 　一般行政  131,904,008  131,904,008       127,686,130  118,405,638  4,217,878 

                              

 1 　　行政管理  131,904,008  131,904,008       127,686,130  118,405,638  4,217,878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

                              較如下：

                              

                                年度預算數無增減。

                              

                                度預算數無增減。

                              

                                算數無增減。

                              

                              

                              

                              

                              

                                列數。

                              

                              

                              

                              

                              

                                列滅火器換藥及消防缺失改善費

                              

                              

                              

                              

                              

                              

                              

                              

                              

                              

中華民國100年度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  年 度  與 
上年度比較

　710100

　　710101

1.人員維持費33,730,788元，較上

2.一般業務17,902,512元，較上年

3.會計業務59,080元，較上年度預

4.人事業務 5,506,910元，較上年

  度預算數 6,236,420元減列 729

  ,510元，包括增列文康活動費10

  ,890元，減列製作員警功標、年

  資標費用 740,400元，計淨減如

5.財物業務32,231,846元，較上年

  度預算數28,029,493元增列 4

  ,202,353元，包括新增高透氣防

  水風雨衣褲 1,264,800元、交通

  助理員反光背心 205,500元，增

  22,000元、購置小型物品 260

  ,000元、交通助理員應勤裝備

   132,000元、直一分隊人員應勤

  裝備15,200元、大同行政中心地

  下停車場年度保全費用分攤32元

  、新式反光背心 2,869,620元、

  窗型冷氣機養護費(購置2至3年)

  43,500元、本大隊所屬分隊駐地

  機電維修分攤款(含電梯)及駐地

  監視系統養護費20,200元，減列

11-1-18-5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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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本年度預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列數。

                              

                              

                              

                              

                                減列無線通信掌上型電腦數據通

                              

                                。

                              

                              

                              

11 1-18  2 　警政業務  1,420,711,868  1,420,711,868       1,423,371,646  1,399,191,995 -2,659,778 

                              

 5 　　交通警察業務  1,420,711,868  1,420,711,868       1,423,371,646  1,399,191,995 -2,659,778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

                              較如下：

                              

                                上年度預算數無增減。

                              

                              

中華民國100年度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  年 度  與 
上年度比較

  電費 9,592元、瓦斯費800元、

  拍攝闖紅燈及超速照相用電費 1

  ,067元、替代役役男、直一分隊

  人員、交通助理員用雨衣14,300

  元、辦公廳舍清潔維持費 476

  ,460元、箱型冷氣機養護費(購

  置4年以上)23,000元、窗型冷氣

  機養護費(購置4年以上) 105

  ,000元、中央空調冰水主機養護

  費280元，計淨增如列數。

6.車輛養護與管理34,266,792元，

  較上年度預算數33,359,421元增

  列 907,371元，包括增列車輛養

  護費 241,100元及油料 760,624

  元，減列車輛檢驗執照費15,750

  元及保險費78,603元，計淨增如

7.資訊業務 8,206,080元，較上年

  度預算數 8,368,416元減列 162

  ,336元，包括增列河濱公園自行

  車道監錄設備網路費56,664元，

  訊費 219,000元，計淨減如列數

　710200

　　710205

1.人員維持費 924,894,314元，較

2.交通警察業務 495,817,554元，

  較上年度預算數 498,477,332元

11-1-18-6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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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本年度預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駕駛人執業登記相關表件印刷費

                              

                              

                              

                              

                                。

                              

                              

                              

11 1-18  6 　建築及設備  63,000,286       63,000,286  95,088,489  68,809,832 -32,088,203 

                              

 2 　　營建工程  15,303,598       15,303,598  2,663,541  5,714,878  12,640,057 本年度編列所轄分隊漏水整修工程

                              、大同區行政中心地下停車場整建

                              工程費用分攤、大同區行政中心男

                              女廁所修繕費用分攤、大安分隊民

                              榮大樓外牆整修工程費用分攤、東

                              湖合署辦公大樓建築物耐震能力補

                              強工程費用分攤等，共計如列數。

中華民國100年度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  年 度  與 
上年度比較

  減列 2,659,778元，包括新增員

  警游泳訓練及檢測入場費 233

  ,000元，增列計程車駕駛人連繫

  費用 3,000元、交通安全管制相

  關用具51,408元、雷達測速照相

  機校正費及檢定費 231,000元、

  辦理計程車駕駛人講習經費99

  ,380元、移送強制執行費用 1

  ,080,000元、數位式照相機養護

  費 212,000元、交通執法設備維

  護費 537,934元，減列交通事故

  處理等器材860元、執法採證用

  錄音、錄影帶600元、聯合服務

  中心志工背心 4,000元、交通違

  規告發案件委外建檔作業費 3

  ,733,867元、酒精測定器校正費

  及檢定費45,964元、辦理計程車

  260元，計程車執業登記證及副

  證 228,000元、採證用相片及相

  關用品 1,093,199元、攝影機具

  等維護費750元，計淨減如列數

　717100

　　71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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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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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本年度預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11 1-18  6  3 　　交通及運輸設備  5,400,000       5,400,000  32,500,000  20,000,000 -27,100,000 本年度編列汰換大型重型巡邏機車

                              

                              

 4 　　其他設備  42,296,688       42,296,688  59,924,948  43,094,954 -17,628,260 本年度編列電腦套裝軟體、電腦周

                              

                              統影像資料庫擴充及備援設備增置

                              、電腦圖書費、數位固定式測速照

                              

                              

                              

                              

                              

                              

                              

                              

                              

                              

                              

                              

                              

中華民國100年度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  年 度  與 
上年度比較

　　717103

6輛如列數。

　　717104

邊設備及零組件、交通事故e化系

相設備10套、雷達主機升級10套、

靜態式活動地磅3套、無線電櫃(28

格)2個、槍櫃(54格)1個、子彈櫃(

54格)1個、冷氣機(窗型2.5噸)2臺

、冷氣機(窗型2噸)4臺、洗衣機4

臺、電氣冰櫃1臺、沙發1組、無線

電櫃(48格)3個、冰溫熱三用飲水

機5臺、彩色電視機32吋液晶(附視

訊盒)7臺、電動蓋章機1臺、條碼

機1臺、分離式冷氣機(46600kcal-

hr)1式、電熱水器(60加侖)2臺、

多軌錄音8回路1臺、投影機17臺、

冰箱(大)1臺等，共計如列數。

11-1-18-8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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