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察局

中華民國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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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1,682 1,811,591 1,656,230 -59,909

001 　00090700000
　警察局

1,751,682 1,811,591 1,656,230 -59,909

01 　　77090700100
　　一般行政

1,612,346 1,671,356 1,551,219 -59,010

01 　　　77090700101
　　　行政管理

1,607,734 1,666,744 1,546,793 -59,010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541,287千元
　　業務費65,547千元
　　獎補助費9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59,010千元
　　減列 人事費62,234千元
　　增列 業務費2,92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00千元

02 　　　77090700102
　　　資訊業務

4,612 4,612 4,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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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77090700200
　　警政業務

74,521 65,475 65,010 9,046

01 　　　77090700201
　　　警察行政工作

1,122 1,087 94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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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5千元
　　增列 業務費35千元

02 　　　77090700202
　　　保安業務

27,168 19,918 23,777 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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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千元
　　獎補助費6,91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7,250千元
　　增列 業務費7,250千元

03 　　　77090700203
　　　保防業務

321 326 48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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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5千元
　　減列 業務費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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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77090700204
　　　督察業務

1,659 1,762 1,859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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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03千元
　　減列 業務費103千元

05 　　　77090700205
　　　勤指中心業務

3,166 3,037 2,579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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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29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9千元

06 　　　77090700206
　　　常教訓練業務

772 772 7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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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 998 31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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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6千元
　　獎補助費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7千元
　　減列 業務費37千元

08 　　　77090700208
　　　交通管理

17,687 15,765 15,394 1,922 一、本科目包括交通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846千元
　　業務費14,670千元
　　獎補助費17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922千元
　　增列 人事費8千元
　　增列 業務費1,914千元

09 　　　77090700209
　　　刑事業務

15,361 15,642 13,725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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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5千元
　　獎補助費40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81千元
　　減列 業務費21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60千元

10 　　　77090700211
　　　民防工作

1,548 1,582 1,20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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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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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列 業務費34千元

11 　　　77090700213
　　　違規拖吊車輛
　　　工作

4,756 4,586 3,982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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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6千元
　　獎補助費12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7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1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40千元

03 　　77090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64,815 74,760 40,001 -9,945

01 　　　77090709021
　　　建築及設備

64,815 74,760 40,001 -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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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1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9,945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9,945千元
四、本項目含:
1.@本局禮堂屋頂天花板更新工程
設計監造技術服務費(中央一般性
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目)601千
元。
2.@本局公文資料庫隔間工程286
千元。
3.@本局及各分局、各派出所廳舍
整修工程等1,500千元。
4.@交通隊類比式闖紅燈及雷達測
速照相設備升級為數位式闖紅燈及
雷達測速照相設備14,880千元。
5.@交通隊增設數位式照相設備
7,280千元。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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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千元。
7.@鑑識科汰換活體掃描設備600
千元。
8.@汰換警用車輛(偵防車14輛、交
通事故處理車2輛、拖吊車2輛、巡
邏機車81輛)(中央一般性補助款指
定辦理施政項目)18,994千元。
9.@刑警大隊採購偵辦毒品案件用
電腦、顯示器、印表機等設備200
千元。
10.@採購本局、各分局個人電
腦、顯示器各項設備3,300千元。
11.@交通隊汰換本局智慧型入案
系統印表機(逕行舉發違規專用列
印)及舉發單摺壓機364千元。
12.@鑑識科汰換刑案現場勘查資
料庫72千元。
13.@採購手機鑑識設備費400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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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4.@辦理計程車執業登記業務採
購個人電腦、顯示器、伺服器暨各
項周邊設備(收支對列)
40千元。
15.@採購「e化勤務指管系統」硬
體設備4,540千元。
16.@交通隊智慧型交通執法管理
系統慢車行人道路障礙子系統擴充
債權憑證管理系統功能250千元。
17.@採購本局即時網路監控告警
服務(SOC)軟體計畫630千元。
18.@採購網路資訊安全軟體、辦
公室文書軟體等1,550千元。
19.@購置公文存取移動資料櫃設
備等393千元。
20.@交通隊汰換微電腦酒精測定
器1,560千元。
21.@刑警大隊採購刑事科技偵防
器材等設備800千元。
22.@鑑識科採購勘察攝影器材等
設備90千元。
23.@鑑識科採購攜帶式多波域光
源、線性光源設備344千元。
24.@鑑識科採購分局用勘察器材
等設備191千元。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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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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