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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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95 38,933 21,228 -21,638

經常門合計 17,295 38,933 21,228 -21,638

03 04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841 841 4,836 -

014 　04100850000
　新竹市消防局

841 841 4,836 -

01 　　0410085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840 840 1,043 -

01 　　　04100850101
　　　罰金罰鍰

840 840 1,043 - O101災害預防科-違反消防
法罰鍰處分
依據消防法。 840千元

02 　　04100850300
　　賠償收入

1 1 3,793 -

01 　　　04100850301
　　　一般賠償收入

1 1 3,793 - O001各業務單位-一般性賠
償收入
依據各類法令、契約所定
應獲之賠償。 1千元

04 05000000000
規費收入

3,512 3,512 3,993 -

016 　05100850000
　新竹市消防局

3,512 3,512 3,993 -

01 　　05100850300
　　使用規費收入

3,512 3,512 3,993 -

01 　　　05100850306
　　　場地設施使用
　　　費

3,509 3,509 3,993 - O201教育訓練科-訓練基地
各項設施使用收入

依據新竹市消防教育訓練
基地使用管理自治條例(收
支對列200萬元)。 3,500千
元

O301行政科-員工宿舍費

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
遇支給要點」。 9千元

02 　　　05100850307
　　　服務費

3 3 - - O501緊急救護科-消防救護
車使用費收入
依據新竹市消防救護車收
費實施辦法辦理。 3千元

05 07000000000
財產收入

10 10 455 -

017 　07100850000 10 10 4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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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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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消防局

01 　　07100850500
　　廢舊物資售價

10 10 455 -

01 　　　07100850501
　　　廢舊物資售價

10 10 455 - O301行政科-變賣報廢物品
或財產所得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28
條及相關法令辦理。 10千
元

07 09000000000
補助及協助收入

12,930 34,568 11,682 -21,638

009 　09100850000
　新竹市消防局

12,930 34,568 11,682 -21,638

01 　　09100850100
　　上級政府補助收
　　入

12,930 34,568 11,682 -21,638

01 　　　09100850102
　　　計畫型補助收
　　　入

12,930 34,568 11,682 -21,638 O101災害預防科-108年度
科學園區管理局補助「市
轄範圍消防業務移轉地方
經費」

依據新竹市科學園區管理
局108年6月10日竹商字第
1080016612號函辦理(108年
度財墊字第134號轉正)。
3,500千元

O102災害預防科-內政部消
防署補助「民眾熱水器遷
移或更換經費」

依據內政部消防署109年7
月7日內授消字第
1090822855號函辦理。 51
千元

O401災害搶救科-內政部消
防署補助「建構安全化學
環境計畫(109-112)中程計
畫」

依據內政部消防署109年5
月18日內授消字第
1090822342號函辦理。
1,475千元

O402災害搶救科-110年度
科學園區管理局補助「市
轄範圍消防業務移轉地方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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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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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108年6月10日竹商字第
1080016612號函辦理。
5,000千元

O801災害管理科-內政部消
防署補助「災害防救深耕
第3期5年(107-111)計畫」

依據內政部消防署109年8
月3日內授消字第
1090827712號函辦理。
2,904千元

09 12000000000
其他收入

2 2 262 -

015 　12100850000
　新竹市消防局

2 2 262 -

01 　　12100850200
　　雜項收入

2 2 262 -

01 　　　12100850201
　　　收回以前年度
　　　歲出

1 1 231 - O001各業務單位-收回以前
年度歲出
依據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之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 1千元

02 　　　12100850210
　　　其他雜項收入

1 1 31 - O301行政科-其他各項雜項
收入
依據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之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 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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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消防局

中華民國110年度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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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科　　　　　　　　 　目

10 00100000000
消防局主管

554,699 487,743 442,457 66,956

001 　00100850000
　新竹市消防局

554,699 487,743 442,457 66,956

01 　　37100850100
　　一般行政

500,342 401,879 387,254 98,463

01 　　　37100850101
　　　行政管理

372,271 358,482 353,275 13,789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47,095千元
　　業務費13,140千元
　　設備及投資12,000千元
　　獎補助費3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3,789千元
　　增列 人事費3,665千元
　　減列 業務費376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0,500千元
四、本科目資本門計編列12,000千
        元，內容為：
        1.局本部及各分隊老舊廳舍局
           部整修經費350千元。
        2.局本部及各大隊、分隊汰換
           、充實各項應勤設備費1,150
          千元。
        3.中山分隊取得使用執照改善
           工程10,500千元。

02 　　　37100850102
　　　車輛管理

128,071 43,397 33,979 84,674 一、本科目包括車輛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14,291千元
　　設備及投資113,78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84,674千元
　　增列 業務費459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84,215千元
四、本科目資本門計編列113,780
        千元，內容為：
        1.化學消防車1部20,000千元。
        2.水箱消防車1部8,000千元。
        3.52公尺雲梯消防車1部34,910
           千元。
        4.32公尺雲梯消防車1部27,350
           千元。
        5.化學消防車1部10,000千元。
        6.水箱消防車1部5,590千元。
        7.水庫消防車1部7,930千元。

02 　　37100850600
　　消防業務

54,357 85,864 55,203 -3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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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消防局

中華民國110年度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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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科　　　　　　　　 　目

01 　　　37100850601
　　　災害預防

7,784 17,863 7,667 -10,079 一、本科目包括災害預防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5,314千元
　　設備及投資2,200千元
　　獎補助費27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0,079千元
　　減列 業務費2,100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7,80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79千元
四、本科目資本門計編列會審會勘
        系統數位化2,200千元。

02 　　　37100850602
　　　災害搶救

25,093 31,237 18,772 -6,144 一、本科目包括災害搶救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200千元
　　業務費10,644千元
　　設備及投資11,210千元
　　獎補助費1,03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6,144千元
　　增列 人事費200千元
　　減列 業務費6,519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75千元
四、本科目資本門計編列11,780千
        元，內容為：
        1.空氣瓶及背架(SCBA)40組
           1,760千元。
        2.特種搜救隊個人防護及操作
           裝備40套1,000千元。
        3.採購園區轄內救災用裝備器
           材5,000千元。
        4.「建構安全化學環境計畫4
           年中程計畫」設備費2,950
           千元。
        5.五用氣體偵測器10組500千
           元。
        6.補助自來水公司新增設置消
           防栓款420千元。
        7.補助本市立案合格民間救難
           團體充實救災裝備器材費
           150千元。

03 　　　37100850603
　　　訓練工作

5,457 4,957 6,295 500 一、本科目包括訓練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5,157千元
　　設備及投資3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500千元
四、本科目資本門計編列充實訓練
        基地等各項訓練器材設備300
        千元。

085-12



新竹市消防局

中華民國110年度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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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科　　　　　　　　 　目

04 　　　37100850604
　　　勤務派遣

4,246 2,198 11,036 2,048 一、本科目包括勤務派遣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3,046千元
　　設備及投資1,2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048千元
　　增列 業務費848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200千元
四、本科目資本門計編列1,200千
        元，內容為：
        1.汰換網路主幹交換器1式380
           千元。
        2.數位無線電強化通訊品質建
           置設備1式820千元。

05 　　　37100850605
　　　緊急救護

3,127 3,125 2,505 2 一、本科目包括緊急救護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67千元
　　業務費3,06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千元
　　增列 業務費2千元

06 　　　37100850606
　　　火災調查

463 503 486 -40 一、本科目包括火災調查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46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0千元
　　減列 業務費40千元

07 　　　37100850607
　　　災害管理

8,187 25,981 8,442 -17,794 一、本科目包括災害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7,889千元
　　設備及投資29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7,794千元
　　增列 業務費8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7,802千元
四、本科目資本門計編列災害防救
        深耕計畫設備費29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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