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察局

中華民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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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2,513 1,751,682 1,654,653 831

001 　00090700000
　警察局

1,752,513 1,751,682 1,654,653 831

01 　　77090700100
　　一般行政

1,607,407 1,612,346 1,522,539 -4,939

01 　　　77090700101
　　　行政管理

1,602,491 1,607,734 1,518,189 -5,243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539,679千元
　　業務費61,912千元
　　獎補助費9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5,243千元
　　減列 人事費1,608千元
　　減列 業務費3,635千元

02 　　　77090700102
　　　資訊業務

4,916 4,612 4,350 304 一、本科目包括資訊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720千元
　　業務費4,19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04千元
　　增列 人事費232千元
　　增列 業務費72千元

02 　　77090700200
　　警政業務

83,292 74,521 62,782 8,771

01 　　　77090700201
　　　警察行政工作

1,122 1,122 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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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77090700202
　　　保安業務

32,436 27,168 18,613 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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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17千元
　　獎補助費9,37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268千元
　　增列 業務費2,806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462千元

03 　　　77090700203
　　　保防業務

376 321 318 55 一、本科目包括保防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15千元
　　業務費16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5千元
　　增列 人事費5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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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77090700204
　　　督察業務

1,705 1,659 1,643 46 一、本科目包括督察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18千元
　　業務費1,48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6千元
　　增列 人事費46千元

05 　　　77090700205
　　　勤指中心業務

4,109 3,166 2,773 943 一、本科目包括勤指中心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214千元
　　業務費1,89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943千元
　　增列 人事費743千元
　　增列 業務費200千元

06 　　　77090700206
　　　常教訓練業務

772 772 6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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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9 961 816 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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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千元
　　獎補助費28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258千元
　　增列 業務費981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277千元

08 　　　77090700208
　　　交通管理

18,113 17,687 17,961 426 一、本科目包括交通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886千元
　　業務費14,975千元
　　獎補助費25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26千元
　　增列 人事費40千元
　　增列 業務費305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81千元

09 　　　77090700209
　　　刑事業務

15,714 15,361 13,751 353 一、本科目包括刑事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96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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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353千元
　　增列 人事費353千元

10 　　　77090700211
　　　民防工作

1,667 1,548 1,383 119 一、本科目包括民防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58千元
　　業務費1,20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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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19千元
　　增列 人事費139千元
　　減列 業務費20千元

11 　　　77090700213
　　　違規拖吊車輛
　　　工作

5,059 4,756 3,916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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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9千元
　　獎補助費12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03千元
　　增列 業務費303千元

03 　　77090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61,814 64,815 69,332 -3,001

01 　　　77090709021
　　　建築及設備

61,814 64,815 69,332 -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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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14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001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3,001千元
四、本項目含:
1.本局局本部禮堂天花板更新暨所
屬設施等整修工程(中央一般性補
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目)7,410千
元。
2.本局及各分局、各派出所廳舍整
修工程等1,500千元。
3.交通隊類比式闖紅燈及雷達測速
照相設備固定桿升級為數位式闖紅
燈及雷達測速照相設備固定桿
4,9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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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千元。
5.鑑識科汰換實驗室及證物室監視
錄影暨門禁系統等設備450千元。
6.保安科建置戶外型無線網路射頻
設備2,000千元。
7.汰換警用車輛(偵防車9輛、巡邏
機車100輛)(中央一般性補助款指定
辦理施政項目)10,296千元。
8.刑警大隊採購各分局偵查隊電腦
(8台*20,000元=160,000元)、電腦螢
幕(8台*5,000=40,000元)200千元。
9.汰換個人電腦(含螢幕)55台*30,
000元=1,650,000元、印表機28台
*25,000元=700,000元、其它伺服器
及負載平衡等硬體週邊設備計畫
950,000元，共3,300千元。
10.交通隊汰換本局智慧型入案系
統舉發單摺封機5台*120,000元
=600,000元及個人電腦(含螢幕)7台
*30,000元=210,000元，共計810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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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1.公文管理整合系統擴充伺服器
及不斷電系統等設備490千元。
12.汰換M-Police新型行動載具(中
央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
目)1,889千元。
13.汰換APT資安防毒閘道器2,600
千元。
14.採購即時車牌辨識一體機設備
1,837千元。
15.採購本局即時網路監控告警服
務(soc)軟體630千元。
16.採購網路資訊安全軟體、電子
郵件系統(Mail Server)暨文書軟體
等相關軟體2,049千元。
17.建置交通違規檢舉統計分析系
統990千元。
18.手機鑑識設備軟體更新400千
元。
19.建置科技偵防整合平臺系統
3,500千元。
20.交通隊汰換呼氣酒精測試器
6,222千元。
21.交通隊汰換電話總機系統設備
100千元。
22.刑警大隊採購刑事科技偵防器
材等設備800千元。
23.鑑識科採購勘察攝影器材、專
用防潮箱等設備150千元。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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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千元。
25.鑑識科採購實驗室專用設備90
千元。
26.汰換本局跑步機60千元。
27.勤指中心汰換本局所屬電話報
案錄音系統設備1,991千元。
28.民管中心汰換電子式警報器
1,000千元。

　
　
　
　
　
　

0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