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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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5,006,586  1,582,874,164  122,132,422  1,615,464,336  1,598,746,060  89,542,250 

                              

 1 　一般行政  131,789,893  131,789,893       131,827,780  126,697,583 -37,887 

                              

 1 　　行政管理  131,789,893  131,789,893       131,827,780  126,697,583 -37,887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

                              較如下：

                              

                              

                              

                                整待遇經費所致。

                              

                                度預算數無增減。

                              

                                算數無增減。

                              

                              

                              

                              

                              

                                減如列數。

                              

                              

                              

                              

                              

                              

                              

                              

                              

                              

                              

                              

                              

                              

中華民國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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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43,100元，較上

  年度預算數33,730,788元增列12

  ,312元，主要係依案伸算增列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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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2,250元，較上年

  度預算數 5,506,910元減列54

  ,660元，包括增列文康活動費 4

  ,840元、減列外勤員警及交通助

  理員健康檢查費59,500元，計淨

5.財物業務32,545,346元，較上年

  度預算數32,231,846元增列 313

  ,500元，包括增列辦公廳舍清潔

  維持費 801,000元、交通員警應

  勤服裝配備 3,716元、直一分隊

  人員用雨衣、雨鞋 3,800元、直

  一分隊人員應勤裝備20,064元、

  房屋建築養護費78,400元、窗型

  冷氣機養護費(購置4年以上)45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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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7元，減列替

  代役役男用雨衣、雨鞋 8,000元

  、交通助理員用雨衣、雨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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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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如列數。

                              

                              

                              

                              

                              

                              

                              

                              

11 1-18  2 　警政業務  1,451,084,271  1,451,084,271       1,420,711,868  1,383,514,723  30,372,403 

                              

 5 　　交通警察業務  1,451,084,271  1,451,084,271       1,420,711,868  1,383,514,723  30,372,403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

                              較如下：

                              

                              

                              

                                算增列調整待遇經費所致。

中華民國101年度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  年 度 與 
上年度比較

  ,850元、替代役役男用寢具29

  ,000元、替代役役男用盥洗用具

   4,600元、省能照明設施耗材

   141,190元、交通助理員應勤裝

  備52,965元、替代役役男應勤裝

  備20,480元、大同行政中心地下

  停車場年度保全費用分攤46,400

  元、反光背心35,072元、員警服

  勤用透氣式雨衣74,800元、交通

  助理員反光背心 205,500元、窗

  型冷氣機養護費(購置2至3年)22

  ,500元，計淨增如列數。

6.車輛養護與管理33,668,826元，

  較上年度預算數34,266,792元減

  列 597,966元，包括增列車輛檢

  驗執照費 3,948元、油料 991

  ,104元，減列保險費 961,858元

  、車輛養護費 631,160元，計淨

7.資訊業務 8,418,779元，較上年

  度預算數 8,129,852元增列 288

  ,927元，包括增列河濱公園自行

  車道監錄設備網路費30,528元、

  電腦耗材 648,399元，減列無線

  通信掌上型電腦數據通訊費 390

  ,000元，計淨增如列數。

　710200

　　710205

1.人員維持費 981,071,922元，較

  上年度預算數 924,894,314元增

  列56,177,608元，主要係依案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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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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拖吊申訴與影像管理系統維護

                              

                              

                              

                                通違規通知單、違停逕舉標示單

                              

                              

                              

                              

                              

                              

                              

                              

                                、固定式違規照相設備固定桿遷

                              

                              

                              

                              

                                減如列數。

                              

11 1-18  6 　建築及設備  122,132,422       122,132,422  62,924,688  88,533,754  59,207,734 

                              

 2 　　營建工程  1,529,825       1,529,825  15,303,598  2,313,043 -13,773,773 本年度編列所轄分隊浴室及廁所整

                              修工程、所轄分隊停車場整修工程

                              、大同區行政中心公共區域增設監

                              視器工程費用分攤、長春市場建築

                              物耐震能力評估分攤費等，共計如

                              列數。

                              

 3 　　交通及運輸設備                 5,400,000  26,388,625 -5,400,000 

                              

 4 　　其他設備  120,602,597       120,602,597  42,221,090  59,832,086  78,381,507 本年度編列套裝軟體、電腦周邊設

中華民國101年度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  年 度 與 
上年度比較

2.交通警察業務 470,012,349元，

  較上年度預算數 495,817,554元

  減列25,805,205元，包括新增違

  費 380,000元、警車監錄設備維

  護費 507,500元，增列聯合服務

  中心志工背心 4,000元，減列交

   2,057,000元、活動式地磅校正

  及檢驗費 336,000元、交通違規

  告發案件委外建檔作業費10,476

  ,000元、計程車執業登記證及副

  證 189,600元、採證用相片及相

  關用品 2,700,000元、員警游泳

  訓練及檢測入場費 115,500元、

  交通執法設備維護費 439,657元

  移費 1,040,000元、交通助理員

  工資 8,202,588元、交通助理員

  上下班交通費 385,560元、交通

  助理員加班費 754,800元，計淨

　717100

　　717102

　　717103

　　71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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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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及零組件、電腦圖書費、汰換數

                              

                              數位固定式多功能闖紅燈照相設備

                              

                              

                              

                              

                              

                              

                              

                              

                              

                              

                              

                              

                              

                              

                              

                              

                              臺等，共計如列數。

中華民國101年度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本  年 度 與 
上年度比較

位固定式測速照相設備10套、汰換

10套、汰換靜態式活動地磅3套、

汰換駐地監視錄影、音系統主機1

臺、汰換沙發組1組、汰換子彈櫃(

27格)1個、汰換冰箱3臺、汰換值

班臺1張、汰換洗衣機(12kg)2臺、

汰換數位相機371臺、汰換及新購

無線電櫃(28格)3個、汰換及新購

子彈櫃(54格)2個、汰換及新購冰

溫熱三用飲水機10臺、汰換及新購

冷氣機(窗型2噸)18臺、汰換及新

購呼氣酒精測試器295臺、新購1對

2分離式冷氣機(7.1+2.8kw)2臺、

新購分離式冷氣機(8.0kw)4臺、新

購彩色電視機32吋液晶(附視訊盒)

8臺、新購銀幕17幕、新購電動騎

縫密碼機1臺、新購酒精分析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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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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