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矯正署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0423170300
賠償收入 36 承辦單位

本署秘書室-0423170301
-一般賠償收入

依據合約等相關規定辦理。係廠商違約逾期交貨等之賠償收入。係廠商違約逾期交貨等之賠償收入。依據合約等相關規定辦理。係廠商違約逾期交貨等之賠償收入。 依據合約等相關規定辦理。依據合約等相關規定辦理。係廠商違約逾期交貨等之賠償收入。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係廠商違約逾期交貨等之賠償收入。 依據合約等相關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2 36

04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3699

0423170000

矯正署及所屬

362

0423170300

賠償收入

本年度預算數係廠商違約逾期交貨等之賠償收入。1

0423170301

一般賠償收入 36

1



矯正署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0723170100
財產孳息 140 承辦單位

本署秘書室-0723170103
-租金收入

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合約等相關規定辦理。係提供場地予自動販賣機等之場地租金收入。係提供場地予自動販賣機等之場地租金收入。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合約等相關規定辦理。係提供場地予自動販賣機等之場地租金收入。 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合約等相關規定辦理。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合約等相關規定辦理。係提供場地予自動販賣機等之場地租金收入。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係提供場地予自動販賣機等之場地租金收入。 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合約等相關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4 140

0700000000

財產收入

140113

0723170000

矯正署及所屬

1401

0723170100

財產孳息

本年度預算數係提供場地予自動販賣機等之場地租金收入

。

2

0723170103

租金收入 140

2



矯正署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0723170500
廢舊物資售價 26 承辦單位

本署秘書室

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
估價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
係出售廢舊物品等之收入。 係出售廢舊物品等之收入。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

估價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
係出售廢舊物品等之收入。 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

估價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

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
估價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

係出售廢舊物品等之收入。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係出售廢舊物品等之收入。 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

估價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4 26

0700000000

財產收入

26113

0723170000

矯正署及所屬

26 本年度預算數係出售廢舊物品等之收入。2

0723170500

廢舊物資售價

3



矯正署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1223170200
雜項收入 550 承辦單位

本署秘書室-1223170210
-其他雜項收入

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中央各機關
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係借用宿舍員工自薪資扣回繳庫數、宿舍管理費
等收入。

係借用宿舍員工自薪資扣回繳庫數、宿舍管理費
等收入。

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中央各機關
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係借用宿舍員工自薪資扣回繳庫數、宿舍管理費
等收入。

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中央各機關
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中央各機關
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係借用宿舍員工自薪資扣回繳庫數、宿舍管理費
等收入。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係借用宿舍員工自薪資扣回繳庫數、宿舍管理費
等收入。

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中央各機關
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7 550

1200000000

其他收入

550111

1223170000

矯正署及所屬

5501

1223170200

雜項收入

本年度預算數係借用宿舍員工自薪資扣回繳庫數、宿舍管

理費等收入。

2

1223170210

其他雜項收入 550

4



矯正署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83,868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23170100 一般行政

計畫內容：
依據施政計畫，處理一般行政管理事務。
計畫內容：
提高行政效率，輔助矯正工作推動。
計畫內容：
依據施政計畫，處理一般行政管理事務。

預期成果：
提高行政效率，輔助矯正工作推動。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156,662人員維持

  1000 156,662    人事費

    1015 101,146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1025 1,306     技工及工友待遇

    1030 24,818     獎金

    1035 2,233     其他給與

    1040 8,916     加班值班費

    1050 9,046     退休離職儲金

    1055 9,197     保險

本署各組室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人事費156,662千元，其內

容如下：

1.法定編制人員待遇101,146千元，係職員123

人及機關間人員調動所需之薪俸、加給等。

2.技工及工友待遇1,306千元，係技工1人、駕

駛1人及工友1人之工餉、加給等。

3.獎金24,818千元，係考績獎金、年終工作獎

金及獎章之獎勵金等。

4.其他給與2,233千元，係休假補助及員工因

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等。

5.加班值班費8,916千元，係加、值班費及不

休假加班費等。

6.退休離職儲金9,046千元，係現職人員依法

應提撥之退休、離職儲金等。

7.保險9,197千元，係現職人員依法應提撥之

公、勞、健保費等。

02 27,206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2000 23,852    業務費

    2003 350     教育訓練費

    2006 3,029     水電費

    2009 3,010     通訊費

    2018 1,488     資訊服務費

    2021 941     其他業務租金

    2024 100     稅捐及規費

    2027 137     保險費

    2036 10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051 2,645     物品

    2054 6,424     一般事務費

    2063 340     房屋建築養護費

    2066 258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2069 1,665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072 2,958     國內旅費

    2081 150     運費

本署各組室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27,206千元，其內容如下：

1.業務費23,852千元，包括：

(1)教育訓練費350千元，係員工參加相關訓

練或研習等所需之經費。

(2)水電費3,029千元。

(3)通訊費3,010千元，係郵資、電話及數據

通訊費等。

(4)資訊服務費1,488千元，係表單簽核、國

有公共財產管理、獄政資訊、訓練行政

管理、矯正便民網站等系統維護費。

(5)其他業務租金941千元，係影印機等設備

租金。

(6)稅捐及規費100千元，係車輛牌照稅及燃

料費等。

(7)保險費137千元，係對所執行之業務活動

、所管財產等所繳納之保險費。

(8)按日按件計資酬金100千元，係委聘專家

、學者、講師之出席費、授課鐘點費及

審查費。

(9)物品2,645千元，包括：



矯正署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83,868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23170100 一般行政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2084 100     短程車資

    2093 157     特別費

  3000 3,256    設備及投資

    3035 3,256     雜項設備費

  4000 98    獎補助費

    4085 98     獎勵及慰問

<1>車輛油料費111千元，係機車、中小型

汽車、油氣雙燃料車，按汽油每公升

價格25.6元、液化石油氣每公升價格1

5.8元計列。

<2>文具紙張、清潔用品、事務機器及水

電耗材等購置經費1,655千元。

<3>非消耗性辦公用具購置經費879千元。

(10)一般事務費6,424千元，包括：

<1>文康活動費252千元，係按員工126人

，每人每年2,000元計列。

<2>地下水質淨化及廢棄物處理費399千元

。

<3>辦公廳舍清潔及保全人員勞務承攬等

經費3,660千元。

<4>員工健康檢查補助費154千元，係按署

長、副署長每年14,000元，職員32人

，每人每年3,500元計列。

<5>概(預、決)算等各類書表印製費1,104

千元。

<6>環境管理、綠化推動等經費675千元。

<7>署外機關業務聯繫、協調等經費180千

元。

(11)房屋建築養護費340千元。

(12)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258千元，包括

：

<1>車輛養護費129千元，係按公務機車1

輛、公務汽車滿2年未滿4年1輛、滿6

年以上2輛計列。

<2>辦公器具養護費129千元，係按職員12

3人，每人每年1,048元計列。

(13)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1,665千元，包

括：

<1>高壓電氣設備、電梯、靶場及空調系

統、電話通訊系統等養護費925千元。

<2>飲水機、指形機、傳真機、影印機及

其他辦公設備等養護費740千元。

(14)國內旅費2,958千元，係處理一般公務

或特定工作計畫於國內地區所需之差旅



矯正署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83,868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23170100 一般行政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費。

(15)運費150千元。

(16)短程車資100千元。

(17)特別費157千元，係按署長每月13,100

元計列。

2.設備及投資3,256千元，其內容如下：

(1)各組室零星設備購置經費756千元。

(2)辦公設施汰換、購置等經費2,500千元。

3.獎補助費98千元，係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

金，按每人每年6,000元計列。



矯正署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3,332,902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23174100 矯正業務

計畫內容：
1.規劃犯罪矯正制度與設施、督導辦理犯罪矯正機關教化
　、戒護、技能訓練、戒治、醫療及給養等業務。
2.辦理矯正人員訓練等業務。
3.辦理矯正機關收容人教化、調查分類、戒護安全、技能
　訓練、作業及衛生醫療等業務。

計畫內容：
1.健全獄政制度，穩定囚情，防止戒護事故發生，發揮矯
　正功能。
2.培養收容人之勤勞習慣，訓練一技之長，俾利復歸社會
　。
3.維護收容人身體健康，強化衛生習慣，防止傳染病發生
　。
4.強化教化功能，落實教誨教育工作，培養收容人正確價
值觀念。

計畫內容：
1.規劃犯罪矯正制度與設施、督導辦理犯罪矯正機關教化
　、戒護、技能訓練、戒治、醫療及給養等業務。
2.辦理矯正人員訓練等業務。
3.辦理矯正機關收容人教化、調查分類、戒護安全、技能
　訓練、作業及衛生醫療等業務。

預期成果：
1.健全獄政制度，穩定囚情，防止戒護事故發生，發揮矯
正功能。

2.培養收容人之勤勞習慣，訓練一技之長，俾利復歸社會
。

3.維護收容人身體健康，強化衛生習慣，防止傳染病發生
。

4.強化教化功能，落實教誨教育工作，培養收容人正確價
值觀念。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185,312人員維持

  1000 185,312    人事費

    1015 147,070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1050 35,286     退休離職儲金

    1055 2,956     保險

綜合規劃組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人事費185,312千元，其內

容如下：

1.法定編制人員待遇147,070千元，係受訓學

員之生活津貼及機關間人員調動所需之薪俸

、加給等。

2.退休離職儲金35,286千元，係現職人員依法

應提撥之退休、離職儲金等。

3.保險2,956千元，係現職人員及受訓學員依

法應提撥之公、健保費等。

03 158,324辦理矯正行政業務

  2000 131,794    業務費

    2003 370     教育訓練費

    2018 8,205     資訊服務費

    2021 120     其他業務租金

    2039 953     委辦費

    2051 14,065     物品

    2054 67,289     一般事務費

    2069 40,243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075 322     大陸地區旅費

    2078 227     國外旅費

  3000 26,418    設備及投資

    3035 26,418     雜項設備費

  4000 112    獎補助費

    4085 112     獎勵及慰問

本署各組室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158,324千元，其內容如下

：

1.業務費131,794千元，包括：

(1)教育訓練費370千元，係矯正機關鍋爐操

作人員培訓經費。

(2)資訊服務費8,205千元，係辦理資通安全

健診及系統滲透測試等服務費。

(3)其他業務租金120千元，係全國志工分區

組訓場地租用等經費。

(4)委辦費953千元，係辦理矯正機關身心障

礙收容人處遇需求之研究經費。

(5)物品14,065千元，包括：

<1>購置90制式手槍彈795千元，按53,000

發，每發15元計列。

<2>購置65式步槍彈460千元，按46,000發

，每發10元計列。

<3>辦理收容人尿液檢驗及試劑材料等經

費12,810千元。

(6)一般事務費67,289千元，包括：

<1>矯正機關技訓聯展及多媒體影片製作

等經費1,016千元。

<2>生命教育種子師資培訓研習班及收容



矯正署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3,332,902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23174100 矯正業務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人生命教育等經費463千元。

<3>矯正機關危機處理小組運作等經費6,8

50千元。

<4>矯正機關生活、物品、保健及照護等

慰濟事項經費4,950千元。

<5>矯正機關年度性傳染病篩檢（包括愛

滋病毒及梅毒檢驗）費用12,300千元

，以每年新收收容人60,000人計，每

人100元計列、在監（院所校）收容人

63,000人計，每人100元計列。

<6>本署及所屬機關收容人假釋、藝文、

教化等經費7,132千元。

<7>辦理受刑人自主監外作業、藥檢、試

紙等管理相關經費1,288千元。

<8>教誨教育教材、刊物等編印經費600千

元。

<9>辦理獄政興革、交流及研討等業務經

費340千元。

<10>辦理性侵害受刑人刑中身心治療、輔

導教育及刑後強制治療經費32,350千

元。

(7)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40,243千元，係

矯正機關各項設施拆除、搶修、維護及

無障礙設施改善等經費。

(8)大陸地區旅費322千元，係辦理兩岸矯正

業務觀摩研習及參訪所需之差旅費。

(9)國外旅費227千元，係考察日本矯正機關

高齡收容人管教處遇措施與再犯防止計

畫及少年鑑別制度考察計畫之差旅費。

2.設備及投資26,418千元，係矯正機關各項設

備汰換、購置等經費。

3.獎補助費112千元，係矯正機關收容人就讀

空中大學課程學習成績優異獎勵金。

04 25,837矯正訓練業務

  2000 25,837    業務費

    2021 308     其他業務租金

    2027 39     保險費

綜合規劃組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業務費25,837千元，其內容

如下：

1.其他業務租金308千元，係學員參訪實習交

通車租金等。

2.保險費39千元，係學員基礎訓練期間平安保



矯正署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3,332,902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23174100 矯正業務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2036 12,169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051 590     物品

    2054 12,731     一般事務費

　險費。

3.按日按件計資酬金12,169千元，包括：

(1)教師評鑑及學員實習協調會議等出席費5

0千元。

(2)聘請講師授課之鐘點及交通等經費11,94

2千元。

(3)矯正期刊文稿撰擬、翻譯之稿費147千元

。

(4)聘請講師或專業人士命題、閱卷等經費3

0千元。

4.物品590千元，包括：

(1)受訓學員各類圖書購置等經費490千元。

(2)醫療訓練耗材及救護書籍購置等經費100

千元。

5.一般事務費12,731千元，包括：

(1)受訓學員講義、試卷及矯正期刊印製等

經費1,200千元。

(2)受訓學員制服、運動服及配件購置等經

費2,950千元。

(3)受訓學員宿舍盥洗用具及寢具清潔等經

費650千元。

(4)受訓學員餐廳膳食勞務外包等經費3,195

千元。

(5)受訓學員訓練期間膳食材料購置等經費4

,636千元。

(6)辦理受訓學員運動競技、競賽等活動經

費100千元。

06 1,694,929辦理收容人給養業務

  2000 1,694,929    業務費

    2057 1,694,929     給養費

各監院所校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業務費1,694,929千元，係

各監獄、少年輔育院、少年矯正學校、技能訓

練所、戒治所、看守所及少年觀護所等收容人

給養經費，按每月預估收容人數63,394人，成

年收容人每人每月給養費2,200元，少年收容

人每人每月給養費2,700元，澎湖、金門、綠

島地區收容人每人每月給養費2,600元，馬祖

地區收容人每人每月給養費3,500元計列。

07 1,259,860補助收容人健保費

  4000 1,259,860    獎補助費

    4055 1,259,860     社會保險負擔

各監院所校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獎補助費1,259,860千元，

係各監獄、少年輔育院、少年矯正學校、技能

訓練所、戒治所、看守所及少年觀護所等收容



矯正署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3,332,902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23174100 矯正業務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人，依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0條第1項第4款

第3目者，補助收容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經費

。

08 8,640矯正機關便民線上服務建置計

畫

  2000 1,000    業務費

    2009 890     通訊費

    2036 2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054 80     一般事務費

    2072 10     國內旅費

  3000 7,640    設備及投資

    3030 6,825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3035 815     雜項設備費

綜合規劃組及安

全督導組

依行政院109年8月3日院臺科會字第109002201

3號函核定，辦理「服務型智慧政府2.0推動計

畫」之「矯正機關便民線上服務建置計畫(110

年至114年)」，總經費24,800千元(含設備費1

9,450千元)，分5年辦理，本年度編列8,640千

元，其內容如下：

1.業務費1,000千元，包括：

(1)通訊費890千元，係數據通訊費。

(2)按日按件計資酬金20千元，係委請專家

、學者出席會議之出席費。

(3)一般事務費80千元，係行政管理事務費

。

(4)國內旅費10千元，係辦理研究計畫所需

差旅費。

2.設備及投資7,640千元，包括：

(1)資訊軟硬體設備費6,825千元，係擴增行

動接見系統功能及系統伺服主機硬體備

援、擴增設備等所需經費。

(2)雜項設備費815千元，係推廣行動接見系

統至全國51所矯正機關之相關設備(如喇

叭、麥克風等)所需經費。



矯正署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9,920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23179800 第一預備金

計畫內容：
依照預算法第22條規定編列。
計畫內容：
支援業務推展，促進行政效能。
計畫內容：
依照預算法第22條規定編列。

預期成果：
支援業務推展，促進行政效能。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19,920第一預備金

  6000 19,920    預備金

    6005 19,920     第一預備金

本署及各監院所

校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第一預備金19,920千元，依

據預算法第64條規定申請動支。



矯正署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25,000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5223175000 司法科技業務

計畫內容：
強化已開發之智慧監控系統，整合現有監控設備，導入智
慧影像分析技術，完善矯正機關智慧監控整合平台，架構
科技管理之安全智慧監獄。

計畫內容：
藉由導入智慧影像分析及監控系統整合技術，建置矯正機
關外圍安全防護及異常事件觸發監控機制，期減少戒護安
全疏漏及減輕值勤同仁壓力，有助於戒護安全之提昇及未
來矯正機關管理數位科技化。

計畫內容：
強化已開發之智慧監控系統，整合現有監控設備，導入智
慧影像分析技術，完善矯正機關智慧監控整合平台，架構
科技管理之安全智慧監獄。

預期成果：
藉由導入智慧影像分析及監控系統整合技術，建置矯正機
關外圍安全防護及異常事件觸發監控機制，期減少戒護安
全疏漏及減輕值勤同仁壓力，有助於戒護安全之提昇及未
來矯正機關管理數位科技化。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25,000矯正機關智慧監獄建置計畫

  2000 200    業務費

    2009 70     通訊費

    2036 3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054 40     一般事務費

    2072 60     國內旅費

  3000 24,800    設備及投資

    3030 17,390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3035 7,410     雜項設備費

綜合規劃組、安

全督導組及後勤

資源組

本計畫項下之矯正機關智慧監獄建置計畫本年

度編列25,000千元，其內容如下：

1.業務費200千元，包括：

(1)通訊費70千元，係數據通訊費。

(2)按日按件計資酬金30千元，係委請專家

、學者出席會議之出席費。

(3)一般事務費40千元，係行政管理事務費

。

(4)國內旅費60千元，係辦理研究計畫所需

差旅費。

2.設備及投資24,800千元，包括：

(1)資訊軟硬體設備費17,390千元，係建置

智慧安全監控系統IPCAM設備、網路儲存

相關設備；強化及維護影像分析資料庫

、影像監控平台、側錄設備、監控中心

、通訊平台等系統；整合機關現有軟體

及監控設備(如消防系統、刮刀刺網系統

等)相關軟硬體設備所需經費。

(2)雜項設備費7,410千元，係建置矯正機關

智慧監控中心相關設備、資訊系統所需

弱電系統及光纖網路；整合強化監控機

房等設備所需經費。



3,561,69019,92025,0003,332,902183,868合 計

第一、二級用途別
科目名稱及編號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一般行政
  3423170100

矯正業務
  3423174100   5223175000

司法科技業務
  3423179800
第一預備金 合 計

矯正署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185,312 - -人事費 156,662 341,9741000

147,070 - -101,1461015 248,216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 - -1,3061025 1,306技工及工友待遇

- - -24,8181030 24,818獎金

- - -2,2331035 2,233其他給與

- - -8,9161040 8,916加班值班費

35,286 - -9,0461050 44,332退休離職儲金

2,956 - -9,1971055 12,153保險

1,853,560 200 -業務費 23,852 1,877,6122000

370 - -3502003 720教育訓練費

- - -3,0292006 3,029水電費

890 70 -3,0102009 3,970通訊費

8,205 - -1,4882018 9,693資訊服務費

428 - -9412021 1,369其他業務租金

- - -1002024 100稅捐及規費

39 - -1372027 176保險費

12,189 30 -1002036 12,319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953 - --2039 953委辦費

14,655 - -2,6452051 17,300物品

80,100 40 -6,4242054 86,564一般事務費

1,694,929 - --2057 1,694,929給養費

- - -3402063 340房屋建築養護費

- - -2582066 258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40,243 - -1,6652069 41,908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10 60 -2,9582072 3,028國內旅費

322 - --2075 322大陸地區旅費

227 - --2078 227國外旅費

- - -1502081 150運費

- - -1002084 100短程車資

- - -1572093 157特別費



第一、二級用途別
科目名稱及編號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一般行政
  3423170100

矯正業務
  3423174100   5223175000

司法科技業務
  3423179800
第一預備金 合 計

矯正署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34,058 24,800 -設備及投資 3,256 62,1143000

6,825 17,390 --3030 24,215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27,233 7,410 -3,2563035 37,899雜項設備費

1,259,972 - -獎補助費 98 1,260,0704000

1,259,860 - --4055 1,259,860社會保險負擔

112 - -984085 210獎勵及慰問

- - 19,920預備金 - 19,9206000

- - 19,920-6005 19,920第一預備金



說 明金 額人 事 費 別

中華民國110年度

矯正署

單位：新臺幣千元
人事費彙計表

一、民意代表待遇 -

二、政務人員待遇 -

三、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48,216

四、約聘僱人員待遇 -

五、技工及工友待遇 1,306

六、獎金 24,818

七、其他給與 2,233

八、加班值班費 8,916 超時加班費3,459千元。

九、退休退職給付 -

十、退休離職儲金 44,332

十一、保險 12,153

十二、調待準備 -

合 計 341,974



本 頁 空 白

 



科 目

名 稱款 項 目 節

員 額   ( 單位：
職　員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本年度 本年度 本年度 本年度 本年度上年度 上年度 上年度 上年度 上年度 上年度

警  察 法  警 駐  警 工  友 技  工 駕  駛

中華民國
預算員額

矯正

12
0023000000
法務部主管

5
0023170000
矯正署及所屬 123 122 - - - - - - 1 1 1 1 1 1

1.本年度預算員額126人，較上年度增
　列1人，係配合業務需要，由東成技
　能訓練所移入職員1人。
2.以業務費預計進用勞務承攬12人，經
　費6,488千元。
  (1)以「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計畫之業務費項下，預計進用
  　 勞務承攬6人，經費3,293千元。
  (2)以「矯正業務-矯正訓練業務」計
  　 畫之業務費項下，預計進用勞務
  　 承攬6人，經費3,195千元。

1
3423170100
一般行政 123 122 - - - - - - 1 1 1 1 1 1



人 )

約  僱 駐外雇員 合  計

年   需   經   費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比  較
說 明

本年度上年度本年度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本年度上年度

聘  用

110年度
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署

0023000000
法務部主管

0023170000
矯正署及所屬- - - - 126 125 147,746 146,887 859- -
3423170100
一般行政- - - - 126 125 147,746 146,887 8591.本年度預算員額126人，較上年度增

　列1人，係配合業務需要，由東成技
　能訓練所移入職員1人。
2.以業務費預計進用勞務承攬12人，經
費6,488千元。
(1)以「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計畫之業務費項下，預計進用
勞務承攬6人，經費3,293千元。

(2)以「矯正業務-矯正訓練業務」計
畫之業務費項下，預計進用勞務
承攬6人，經費3,195千元。

- -



車 輛 種 類
油料費

車
乘客人數
不含司機

購置
年月 單價(元) 金額

養護費 其 他 備    註輛數
升公( )數量

汽缸總
排氣量

(立方公分)

矯正署

單位：新臺幣千元
公務車輛明細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現有車輛:

1 首長專用車 4 106.08 1,798 1,416 25.60 36 26 32 ATF-8561。

1 轎式小客車 4 101.04 1,798 732
828

25.60
15.80

19
13

51 24 4600-M9。
油氣雙燃料車
。

1 小客貨兩用車
（７－８人座）

7 101.07 2,198 1,416 25.60 36 51 29 5071-T7。

1 一般公務用機車 1 101.03 101 264 25.60 7 2 1 373-LBW。

合 計 4,656 111 129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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