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察局

中華民國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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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591 1,785,179 1,693,331 26,412

001 　00090700000
　警察局

1,811,591 1,785,179 1,693,331 26,412

01 　　77090700100
　　一般行政

1,671,356 1,671,616 1,579,077 -260

01 　　　77090700101
　　　行政管理

1,666,744 1,667,027 1,575,555 -283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603,521千元
　　業務費62,623千元
　　獎補助費6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83千元
　　減列 人事費829千元
　　增列 業務費546千元

02 　　　77090700102
　　　資訊業務

4,612 4,589 3,522 23 一、本科目包括資訊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88千元
　　業務費4,12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3千元
　　增列 業務費23千元

02 　　77090700200
　　警政業務

65,475 70,915 62,772 -5,440

01 　　　77090700201
　　　警察行政工作

1,087 1,102 1,09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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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5千元
　　減列 人事費15千元

02 　　　77090700202
　　　保安業務

19,918 26,339 21,551 -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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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1千元
　　獎補助費6,91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6,421千元
　　減列 人事費5千元
　　減列 業務費6,119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97千元

03 　　　77090700203
　　　保防業務

326 502 535 -176 一、本科目包括保防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60千元
　　業務費16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7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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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列 業務費176千元

04 　　　77090700204
　　　督察業務

1,762 1,877 2,223 -115 一、本科目包括督察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72千元
　　業務費1,59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15千元
　　減列 人事費15千元
　　減列 業務費100千元

05 　　　77090700205
　　　勤指中心業務

3,037 2,865 2,834 172 一、本科目包括勤指中心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471千元
　　業務費1,56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72千元
　　增列 業務費172千元

06 　　　77090700206
　　　常教訓練業務

772 772 7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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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千元

07 　　　77090700207
　　　戶口業務

998 540 489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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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千元
　　獎補助費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58千元
　　減列 人事費180千元
　　增列 業務費63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7千元

08 　　　77090700208
　　　交通管理

15,765 15,572 14,680 193 一、本科目包括交通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838千元
　　業務費12,756千元
　　獎補助費17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93千元
　　增列 業務費193千元

09 　　　77090700209
　　　刑事業務

15,642 15,515 13,499 127 一、本科目包括刑事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607千元
　　業務費9,366千元
　　獎補助費66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27千元
　　增列 人事費244千元
　　減列 業務費407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9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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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7090700211
　　　民防工作

1,582 1,290 1,145 292 一、本科目包括民防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319千元
　　業務費1,26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92千元
　　增列 業務費292千元

11 　　　77090700213
　　　違規拖吊車輛
　　　工作

4,586 4,541 3,93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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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6千元
　　獎補助費16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5千元
　　增列 業務費45千元

03 　　77090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74,760 42,648 51,482 32,112

01 　　　77090709021
　　　建築及設備

74,760 42,648 51,482 3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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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6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2,112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2,112千元
四、本項目含:
1.@本局及各分局、各派出所廳舍
老舊污水管整修工程等1,500千
元。
2.@辦理本局所屬廳舍屋頂防漏等
整建工程4,000千元。
3.@交通隊汰換類比式闖紅燈照相
設備、測速設備各3套14,880千
元。
4.@保安科建置本市重要路口監視
系統(中央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
施政項目)2,500千元。
5.@鑑識科汰換活體掃描設備1,200
千元。
6.@交通隊新購吊臂式機車拖吊車
1台2,400千元。
7.@汰換警用車輛(巡邏車30輛(含
高性能巡邏車1輛)、偵防車16輛(含
高性能偵防車6輛)、廂式偵防車3
輛、警用機車85輛及250cc巡邏機
車12輛)(中央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
理施政項目)40,610千元。
8.@刑警大隊採購偵辦毒品案件用
電腦、顯示器、印表機暨週邊設備
200千元。
9.@採購本局、各分局個人電腦、
顯示器各項週邊設備800千元。
10.@汰換警用新型行動載具(M-
Police)暨周邊設備1,800千元。
11.@警勤e化指管系統-汰換行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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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派遣車載設備1,200千元。
12.@採購網路資訊安全軟體、辦
公室文書軟體1,550千元。
13.@交通隊採購酒精分析儀設備
280千元。
14.@刑警大隊採購刑事科技偵防
器材等設備800千元。
15.@鑑識科採購勘察攝影器材等
設備90千元。
16.@汰換本局(含各分局、派出所)
各項辦公、電器等設備9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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