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察局

中華民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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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8,831 1,737,456 1,635,572 91,375

001 　00090700000
　警察局

1,828,831 1,737,456 1,635,572 91,375

01 　　39090700100
　　一般行政

1,662,463 1,607,315 1,495,620 55,148

01 　　　39090700101
　　　行政管理

1,657,563 1,602,400 1,491,016 55,163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594,461千元
　　業務費62,202千元
　　獎補助費90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5,163千元
　　增列 人事費54,889千元
　　增列 業務費244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30千元

02 　　　39090700102
　　　資訊業務

4,900 4,915 4,604 -15 一、本科目包括資訊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727千元
　　業務費4,173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5千元
　　增列 人事費8千元
　　減列 業務費23千元

02 　　39090700200
　　警政業務

85,739 87,076 81,190 -1,337

01 　　　39090700201
　　　警察行政工作

1,310 1,429 1,029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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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119千元
　　減列 業務費119千元

02 　　　39090700202
　　　保安業務

32,301 34,565 31,475 -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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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39千元
　　獎補助費7,422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2,264千元
　　減列 業務費2,768千元
　　增列 獎補助費504千元

03 　　　39090700203
　　　保防業務

372 373 36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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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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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 1千元
　　增列 人事費1千元
　　減列 業務費2千元

04 　　　39090700204
　　　督察業務

1,854 1,895 1,69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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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1千元
　　增列 人事費1千元
　　減列 業務費42千元

05 　　　39090700205
　　　勤指中心業務

3,790 3,654 3,155 136 一、本科目包括勤指中心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235千元
　　業務費1,555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36千元
　　增列 人事費24千元
　　增列 業務費112千元

06 　　　39090700206
　　　常教訓練業務

1,217 845 695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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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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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39090700207
　　　戶口業務

1,313 1,802 1,836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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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千元
　　獎補助費7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89千元
　　減列 業務費488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千元

08 　　　39090700208
　　　交通管理

20,792 19,313 20,614 1,479 一、本科目包括交通管理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2,966千元
　　業務費17,655千元
　　獎補助費171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1,479千元
　　增列 人事費72千元
　　增列 業務費1,407千元

09 　　　39090700209
　　　刑事業務

15,707 16,527 14,698 -820 一、本科目包括刑事業務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5,417千元
　　業務費10,004千元
　　獎補助費28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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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 820千元
　　減列 人事費541千元
　　減列 業務費156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123千元

10 　　　39090700211
　　　民防工作

1,578 1,655 1,386 -77 一、本科目包括民防工作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462千元
　　業務費1,116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77千元
　　增列 人事費5千元
　　減列 業務費82千元

11 　　　39090700213
　　　違規拖吊車輛
　　　工作

5,505 5,018 4,245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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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5千元
　　獎補助費60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487千元
　　增列 業務費547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60千元

03 　　3909070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80,629 43,065 58,762 37,564

01 　　　39090709021
　　　建築及設備

80,629 43,065 58,762 37,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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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29千元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37,564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37,564千元
四、本項目含:
1.本局及各分局、各派出所及警用
車輛二級廠廳舍整修工程等1,170
千元。
2.本局暨所屬單位等7處建築物耐
震能力補強等工程47,248千元(前瞻
計畫補助款85%為40,161千元，自
籌款15%為7,087千元)。
3.本局第二分局深澳坑派出所原地
增建整修(中央一般性補助款指定
辦理施政項目)(分兩年編列，108
年:8,500千元；109年:3,500千元)
8,5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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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千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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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03年監視錄影系統建置案」返
還逾期違約金利息(依據臺灣基隆
地方法院 106年建字第6號判決書)
834千元。
6.二分局購置發電機1台3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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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汰換警用車輛(偵防車1輛、巡邏
機車20輛)及購置偵防車1輛(中央一
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目)
3,200千元。
8.汰換個人電腦(含螢幕)100臺
*25,000元=2,5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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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千元。
10.汰換各分駐(派出)所防火牆設備
1,150千元。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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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千元。
12.汰換、採購本局及所屬單位網
路交換器3,113千元。
13.「110e化勤務指管系統」後續
介接擴充汰換e化勤務指管系統硬
體設備980千元。
14.採購本局網頁防篡改系統暨防
火牆軟體1,605千元。
15.採購微軟作業系統、資安防護
軟體暨文書處理等相關軟體2,913
千元。
16.刑警大隊採購刑事科技偵防器
材等設備300千元。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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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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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千元。
19.本局汰換槍櫃、無線電櫃265千
元。

0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