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察局

中華民國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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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7,456 1,752,513 1,626,212 -15,057

001 　00090700000
　警察局

1,737,456 1,752,513 1,626,212 -15,057

01 　　39090700100
　　一般行政

1,607,315 1,607,407 1,491,748 -92

01 　　　39090700101
　　　行政管理

1,602,400 1,602,491 1,487,429 -91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539,572千元
　　業務費61,958千元
　　獎補助費87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91千元
　　減列 人事費107千元
　　增列 業務費46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30千元

02 　　　39090700102
　　　資訊業務

4,915 4,916 4,319 -1 一、本科目包括資訊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719千元
　　業務費4,19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千元
　　減列 人事費1千元

02 　　39090700200
　　警政業務

87,076 83,292 70,704 3,784

01 　　　39090700201
　　　警察行政工作

1,429 1,122 1,03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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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07千元
　　增列 業務費307千元

02 　　　39090700202
　　　保安業務

34,565 32,436 27,153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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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07千元
　　獎補助費6,91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129千元
　　增列 業務費4,59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461千元

03 　　　39090700203
　　　保防業務

373 376 3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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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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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列 業務費3千元

04 　　　39090700204
　　　督察業務

1,895 1,705 1,589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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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90千元
　　增列 業務費190千元

05 　　　39090700205
　　　勤指中心業務

3,654 4,109 2,658 -455 一、本科目包括勤指中心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211千元
　　業務費1,44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55千元
　　減列 人事費3千元
　　減列 業務費452千元

06 　　　39090700206
　　　常教訓練業務

845 772 745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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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73千元
　　增列 業務費73千元

07 　　　39090700207
　　　戶口業務

1,802 2,219 835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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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千元
　　獎補助費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17千元
　　減列 業務費141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276千元

08 　　　39090700208
　　　交通管理

19,313 18,113 17,375 1,200 一、本科目包括交通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894千元
　　業務費16,248千元
　　獎補助費17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200千元
　　增列 人事費8千元
　　增列 業務費1,273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81千元

09 　　　39090700209
　　　刑事業務

16,527 15,714 13,728 813 一、本科目包括刑事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958千元
　　業務費10,160千元
　　獎補助費40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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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813千元
　　減列 人事費2千元
　　增列 業務費815千元

10 　　　39090700211
　　　民防工作

1,655 1,667 1,298 -12 一、本科目包括民防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57千元
　　業務費1,198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2千元
　　減列 人事費1千元
　　減列 業務費11千元

11 　　　39090700213
　　　違規拖吊車輛
　　　工作

5,018 5,059 3,97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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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8千元
　　獎補助費12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1千元
　　減列 業務費41千元

03 　　39090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43,065 61,814 63,760 -18,749

01 　　　39090709021
　　　建築及設備

43,065 61,814 63,760 -1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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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6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8,749千元
　　減列 設備及投資18,749千元
四、本項目含:
1.本局及各分局、各派出所廳舍整
修工程等1,300千元。
2.本局暨所屬單位廳舍屋頂防漏整
修工程(中央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
理施政項目)2,470千元。
3.鑑識科及交通隊廳舍建築物實施
耐震能力詳細評估800千元。
4.交通隊汰換雷達測速照相設備
2,300千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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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千元。
6.本局「監視錄影系統擴充建置暨
地下化光纖纜線網路建置案」委託
專業廠商監造技術服務。(依據公
程會1050254號調解成立書)1,732千
元。
7.汰換警用車輛(巡邏車2輛、巡邏
機車127輛)(中央一般性補助款指定
辦理施政項目)10,296千元。
8.汰換個人電腦(含螢幕)83台*
30,000元=2,490,000元，採購其它
伺服器主機及硬碟等硬體
週邊設備1,413,000元，共3,903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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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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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0e化勤務指管系統」與
「119救災救護指揮派遣系統」案
件通報介接功能擴充並汰換資料庫
磁碟陣列等設備1,000千元。
11.全國共用公文電子交換系統軟
硬體汰換、擴充收發模組及電子郵
件收文功能481千元。
12.更新手機鑑識設備、採購虛擬
主機(Vmware)、微軟作業系統、資
安防護、檔案加密暨文書處理等相
關軟體2,913千元。
13.建置本局暨擴充分局防火牆設
備3,287千元。
14.本局全球資訊網(含知識網)建置
2,079千元。
15.智慧型交通執法管理系統擴充
數位影像建檔暨舉發功能1,500千
元。
16.建置民眾交通違規檢舉系統並
連結智慧型交通執法管理系統
1,000千元。
17.刑警大隊採購刑事科技偵防器
材等設備800千元。
18.鑑識科採購勘察攝影器材等設
備1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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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千元。
20.鑑識科採購實驗室專用設備90
千元。
21.汰換本局跑步機60千元。
22.交通隊汰換執勤蒐證用數位攝
影機及數位相機475千元。
23.保安隊特殊任務處理小組攀降
裝備170千元。
24.刑大採購GPS追蹤器、夜視
鏡、密錄器等毒品偵蒐設備600千
元。
25.交通隊採購執行取締酒後駕車
勤務裝備-活動式LED警示牌270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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