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察局

中華民國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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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00090000000
警察局主管

1,792,128 1,828,831 1,709,445 -36,703

001 　00090700000
　警察局

1,792,128 1,828,831 1,709,445 -36,703

01 　　38090700100
　　一般行政

1,669,531 1,662,463 1,578,802 7,068

01 　　　38090700101
　　　行政管理

1,664,681 1,657,563 1,574,159 7,118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595,485千元
　　業務費68,296千元
　　獎補助費9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7,118千元
　　增列 人事費1,024千元
　　增列 業務費6,094千元

02 　　　38090700102
　　　資訊業務

4,850 4,900 4,643 -50 一、本科目包括資訊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724千元
　　業務費4,12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50千元
　　減列 人事費3千元
　　減列 業務費47千元

02 　　38090700200
　　警政業務

86,103 85,739 86,797 364

01 　　　38090700201
　　　警察行政工作

1,682 1,310 1,398 372 一、本科目包括警察行政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49千元
　　業務費1,53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72千元
　　增列 業務費372千元

02 　　　38090700202
　　　保安業務

31,304 32,301 34,126 -997 一、本科目包括保安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0千元
　　業務費23,843千元
　　獎補助費7,42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997千元
　　減列 業務費996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千元

03 　　　38090700203
　　　保防業務

351 372 367 -21 一、本科目包括保防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16千元
　　業務費13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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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列 業務費21千元

04 　　　38090700204
　　　督察業務

1,624 1,854 1,866 -230 一、本科目包括督察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19千元
　　業務費1,40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30千元
　　減列 業務費230千元

05 　　　38090700205
　　　勤指中心業務

3,743 3,790 3,086 -47 一、本科目包括勤指中心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224千元
　　業務費1,51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7千元
　　減列 人事費11千元
　　減列 業務費36千元

06 　　　38090700206
　　　常教訓練業務

1,597 1,217 782 380 一、本科目包括常教訓練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84千元
　　業務費1,51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8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80千元

07 　　　38090700207
　　　戶口業務

908 1,313 1,784 -405 一、本科目包括戶口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88千元
　　業務費815千元
　　獎補助費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05千元
　　減列 業務費403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千元

08 　　　38090700208
　　　交通管理

23,152 20,792 21,915 2,360 一、本科目包括交通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974千元
　　業務費20,010千元
　　獎補助費16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360千元
　　增列 人事費8千元
　　增列 業務費2,355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3千元

09 　　　38090700209
　　　刑事業務

15,304 15,707 15,189 -403 一、本科目包括刑事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415千元
　　業務費9,646千元
　　獎補助費24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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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 403千元
　　減列 人事費2千元
　　減列 業務費358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43千元

10 　　　38090700211
　　　民防工作

1,452 1,578 1,500 -126 一、本科目包括民防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59千元
　　業務費99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26千元
　　減列 人事費3千元
　　減列 業務費123千元

11 　　　38090700213
　　　違規拖吊車輛
　　　工作

4,986 5,505 4,784 -519 一、本科目包括違規拖吊車輛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業務費4,926千元
　　獎補助費6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519千元
　　減列 業務費519千元

03 　　38090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6,494 80,629 43,846 -44,135

01 　　　38090709021
　　　建築及設備

36,494 80,629 43,846 -44,135 一、本科目包括建築及設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設備及投資36,49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4,135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44,135千元
四、本項目含:
1.本局及各分局、派出所及警用車
輛二級廠廳舍整修工程等1,170千
元。
2.本局第二分局深澳坑派出所原地
增建整修(分兩年編列，108年：
8,500千元；109年：3,500千元)
3,500千元。(中央一般性補助款指
定辦理施政項目)
3.本局暨所屬單位廳舍廁所及哺乳
室等整修工程2,872千元。(中央一
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目)
4.保安科建置本市重要路口監視系
統3,000千元。(其中2,000千元屬中
央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
目)
5.汰換雷達測速自動照相設備3,740
千元。
6.採購移動數位式雷達測速照相結
合噪音偵測器設備820千元。
7.汰換警用車輛(偵防車1輛、巡邏
車4輛)4,250千元。(中央一般性補
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目)
8.汰換個人電腦(含螢幕)64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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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1,600千元。
9.採購本局暨所屬單位網路儲存伺
服器及相關硬體設備(分兩年編
列，108年：290千元；109年：910
千元)910千元。
10.汰換M-Police新型行動載具
3,589千元。(中央一般性補助款指
定辦理施政項目)
11.採購各分局網路交換器(總經費
1,200千元，分兩年編列，109年：
740千元；110年：460千元)740千
元。
12.汰換e化勤務指管系統軟、硬體
設備(總經費2,500千元，分兩年編
列，109年：1,250千元；110年：
1,250千元)1,250千元。
13.採購資安防護軟體、文件加密
軟體暨文書處理等相關軟體1,358
千元。
14.建置違規車輛拖吊代保管場車
輛管理系統700千元。
15.政府組態基準導入暨IP管理系
統建置1,577千元。
16.購置大型重型機車防護衣褲等
應勤裝備288千元。
17.刑警大隊採購刑事科技偵防器
材等設備700千元。
18.刑警大隊採購手持式拉曼光譜
分析儀1,100千元。
19.汰換本局(含各分局、派出所)冷
氣機、飲水機、除濕機、碎紙機等
設備1,350千元。
20.鑑識科採購指紋活體掃描器1臺
1,030千元。
21.刑大採購高科技遠端監控設
備、4K高畫質數位攝影機等毒品
偵蒐設備500千元。
22.行政科採購電擊槍(器)等應勤裝
備4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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