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警 政
一、戮力維護社會治安
(一)重點偵防工作
1.刑案偵防分析
(1)全般刑案（含暴力、竊盜及其他刑案）
97 年 1 至 6 月(以下簡稱本期)發生 18,563 件，破獲 13,332 件，破獲
率為 71.82％。
(2)暴力犯罪（含強盜、搶奪、故意殺人、擄人勒贖、恐嚇取財、重傷害
、強制性交）
本期發生 474 件，破獲 338 件，破獲率為 71.31％。
(3)竊盜犯罪（含一般、重大、汽車、機車）
本期發生 9,775 件，破獲 5,856 件，破獲率為 59.91％。
(4)詐欺犯罪
本期發生 1,779 件，破獲 1,146 件，破獲率為 64.42％。
(5)綜合分析
A.本期全般刑案發生數中以竊盜案件佔 52.7％最多，毒品案件佔 10.3
％次之，詐欺案件佔 9.6％，暴力案件佔 2.6％。暴力案件中又以搶
奪案件佔 59.9％居多，竊盜案件中則以一般竊盜佔 46.5％為主，機
車竊盜佔 42.5％次之，顯見搶奪、一般竊盜及機車竊盜乃本市刑案
防制重點。
B.近來全球鋼鐵價格遽揚，造成高齡汽車失竊案件遽增；此外 96 年 7
月「罪犯減刑條例」實施後，減刑出獄人大部分為毒品案類，而毒
癮戒除不易，在無正當經濟來源時往往鋌而走險，導致本期各類案
件發生數上升，惟經加強偵防作為後，破獲數亦能相對提高。
C.本市多年以來最為民眾所詬病之搶奪案件發生數較 96 年同期減少
31 件、強盜案件發生數減少 20 件，已有效控制並獲改善。
D.本期成功攔截 15 件受詐騙匯款，金額高達新台幣 341 萬元，有效降
低民眾財產損失；此外，「110 反詐騙諮詢專責組」本期受理 1,150
件，較去年同期受理 1,978 件減少 828 件，除加強查緝外，將再就
宣導策略思索檢討，以提高市民防詐騙意識與警覺。
E.內政部警政署 97 年第 1 季民意調查結果，本市整體治安滿意度為
66.85％，較 96 年第 3 季 55.08％大幅提升 11.77 個百分點，顯示
市民對整體治安感受給予正向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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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各項偵防作為將與 97 年治安重點工作結合，以期提高破獲率，全力
防制各類案件發生。
2.檢肅流氓幫派
本期移送治安法庭審理 41 人、執行感訓處分 14 人、認定情節重大流氓
40 人、治平專案目標 5 件 34 人、迅雷目標 25 人、一般流氓 17 人、裁定
感訓 13 人。
3.查緝非法槍械
本期共計破獲 59 件、72 人、起獲制式長、短槍枝 8 枝、非制式（含改造
）槍枝 65 枝、各式子彈 329 顆。
4.遏止毒品氾濫
本期績效如下：
(1)第一級毒品部分
A.製造、販賣 24 件、34 人。
B.吸食、持有 956 件、1,002 人。
C.查獲 2,009.72 公克。
(2)第二級毒品部分
A.製造、販賣 22 件、37 人。
B.吸食、持有 494 件、521 人。
C.查獲安非他命 1,508.61 公克。
(3)第三級毒品部分
查獲 4 件、8 人，查獲Ｋ他命 5,486.36 公克。
5.取締職業賭場
本期共取締職業大賭場 7 件 147 人，一般賭博案件 178 件 591 人
6.查捕各類逃犯
本期共查獲各類逃犯 2,123 人。
7.取締色情、賭博電玩
針對違法違規不法行業，除移送法辦外，並移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從重裁罰
，本期計取締色情案件 1,184 件、901 人、色情廣告 420 件；查獲有照電
玩賭博 7 件、326 台、無照電玩賭博 21 件、53 台、無照陳列 53 件、204
台；執行停止供電處分 2 家。
8.查處非法外國人
本期查獲外籍女子違反社秩法 13 人、逃逸外籍勞工 39 人（和祥專案）、
假結婚 23 名、外籍人士犯罪案件共 12 件 12 人。
9.查處非法大陸地區人民
本期查獲大陸偷渡犯 2 名、假結婚 73 名、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2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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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少年犯罪防制工作
1.本市少年犯罪分析
本市本期犯案少年（經少年法庭裁定列管或有觸犯法令者）計有 565 人（
男 471 人，女 94 人）。
2.列管少年查訪與輔導
本市列管少年共 253 人（男 200 人，女 53 人），定期查訪約制，本期共
實施查訪 961 人次，留隊輔導 52 人次。
3.加強實施「有效取締不良場所」工作
本期共實施專案臨檢 41 次，勸導登記 9,617 人，移送少年法院 75 人。
4.持續實施「春風專案」
結合少年法院、檢察署、社會局、教育局、民間公益團體，共同辦理各類
公益活動，本期共舉辦「少年快樂生活營」、「愛與關懷、祝福滿滿」等
大型團體輔導活動 80 場次、參加人數約 52,387 人。
5.追蹤訪查中輟學生
建立中輟學生之名冊，執行個案追蹤輔導，使其返回學校復學，並防止其
誤入歧途，期能改過向善，本期共查訪 88 位中輟生。
6.賡續發行「高市少警通訊」
編印「高市少警通訊」分發各機關學校，刊載校園安全座談會、校安維護
、法令園地、勵志小格言、真情輔導、宣導活動等內容，使青少年及家長
能夠獲得實用資訊，共同學習成長，截至 97 年 6 月底已發行 9 期。
7.真心關懷清寒學生
警察局少年警察隊於 97 年 3 月 30 日，主動向高雄地檢署爭取同意核撥緩
起訴處分金 191 萬元，辦理「幼苗滋長、茁壯夢想」活動，頒發 413 名「
清寒績優學子獎學金」，使其深刻感受社會的關懷與溫暖。
(三)保護婦孺安全
1.加強婦幼安全宣導
主動派員走入社區，結合機關、社團、學校活動，以行動劇或演講方式加
強婦幼安全宣導，本期共宣導 125 場次，參加人數約 35,599 人。
2.規劃「校園周邊治安淨化走廊」
針對全市 91 所國民小學，規劃完成 106 條「校園周邊治安淨化走廊」，
每日使用警力 157 名、民力 338 名，連結愛心商店、警察服務聯絡站等處
所，以提供保護與服務，結合「護童勤務」，維護國小學童上、下學之安
全。本期女義警協勤共計 9,863 人次。
3.加強性侵害防治
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設置「婦幼專責組」，專責查處性侵害案件，本期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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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146 件，破獲 139 件（專責組破獲 44 件，各分局破獲 95 件），破獲
率為 92.5％。
4.積極防處家庭暴力
本期計受理家庭暴力案件 1,689 件，聲請保護令 357 件，執行保護令 471
件。
5.落實家庭暴力及兒虐事件高風險家庭篩選及通報機制
要求分駐（派出）所員警深入發掘「高風險家庭」，詳為評估，篩選個案
，立即通報轄區家庭暴力防治官，轉通報 113 婦幼保護專線或市府社會局
。本期計通報高風險家庭 5 件。
(四)推動專案工作
1.「97 年治安重點工作刑事業務執行計畫」
依內政部 97 年 3 月 31 日內授警字第 0970870435 號函頒「97 年各相關部
會治安重點工作項目及目標值」暨 97 年 4 月 14 日警署刑偵字第
0970002381 號函頒「97 年治安重點工作刑事業務執行計畫」，目前績效
如下：
(1)提高暴力案件破獲率、降低發生數
A.暴力犯罪破獲率較 96 年度增加 2 個百分點，本市 97 年全年破獲率
目標值為 63.2％，本期破獲率為 71.31％，符合目標。
B.暴力犯罪發生數較 96 年度減少 2％，本市發生數目標值為 1,011 件
以下，半年度應在 506 件以下，本期發生 474 件，符合目標。
(2)提高竊盜案件破獲率、降低發生數
A.竊盜案件破獲率較 94-96 年度破獲率平均值增加 1 個百分點，本市
97 年全年破獲率目標值為 59.4％，本期破獲率為 59.91％，符合目
標。
B.竊盜案件發生數較 96 年度減少 2％，本市發生數目標值為 18,508
件以下，半年度應在 9,254 件以下，本期已發生 9,775 件，防制作
為仍待加強。
(3)提高詐欺案件破獲數
97 年全年詐欺案件破獲率目標值係以 94～96 年破獲率平均數增加 5
個百分點，本市目標值為 60.92％，本期破獲率為 64.42％，符合目
標。
(4)提高網路犯罪破獲數
97 年全年網路犯罪案件破獲數係以 94 至 96 年破獲數平均值增加 10％
，本市目標值為 1,401 件，本期破獲數為 718 件，達成率為 51.25％
，符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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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機車烙碼專案
97 年機車烙碼專案總目標值為 25,752 輛，每半年為一期，每期目標值為
12,876 輛，本市本期執行數為 20,760 輛，達成率為 161.23％。
3.民生竊盜防制專案
警察局列為甲組，基準分需為 90 分且公共設施與車輛零件等案件基準分
至少需 60 分，始納入排名。已核定得分 123.5 分，尚有 13 件仍未核定分
數。
4.「緝豺專案」
查緝高利貸放（重利罪）及債務催收公司暴力討債破獲數係以 94 至 96 年
破獲數平均數增加 10％），本市每半年目標值為 56 件，本期破獲 49 件
，達成率為 87.5％，將通盤檢討，以期提高查緝績效。
5.執行「靖蛇專案」
為徹底瓦解「人口販運」、「偷渡仲介及色情仲介經營集團」，切斷偷渡
管道及犯罪誘因，有效遏制大陸或外籍人士偷渡犯罪，展現政府決心，執
行署頒「靖蛇專案執行計畫」，本市前三階段績效均達「特優」標準，本
期執行第四及第五階段，成果如下：
(1)第四階段（自 96 年 12 月 1 日起至 97 年 3 月 31 日止）總計查獲 10 件
、73 人，獲評定「特優」單位。
(2)第五階段（自 97 年 4 月 1 日起至 97 年 7 月 31 日止）目前已查獲 7 件
、74 人。
6.推動「永續營造安寧社會」專案計畫
內政部訂頒「永續營造安寧社會」專案計畫，溯自 96 年 7 月 1 日起至 97
年 6 月 30 日止，為期 1 年，明列「嚴厲掃蕩犯罪」、「強力貫徹公權力
」、「嚴密治安防護網」、「統合協調聯繫機制」、「提升治安維護力」
等五項策略，期由各地方政府首長統合各局處之聯繫協調機制與社會資源
，以建構嚴密治安防護網，強力掃蕩犯罪，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本項
專案工作已順利完成。
(五)紮根經營「社區警政」
1.重視「社區治安會議」
為增進警民關係，宣導治安政績，積極辦理「社區治安會議」，除聽取民
眾治安建言，適切予以回應外，並就反詐欺、防竊盜、機車烙碼、家暴、
防災等主題加強宣導，本期共辦理 101 場次，參與民眾計 2,924 人次。
2.推動「社區治安」工作績優
由於本市落實推動「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中之各項社區治安工作，經
警政署「96 年推動社區治安工作績效評鑑」獲得優等獎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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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輔導申請內政部補助治安社區營造績優
本期輔導長城里等 51 個里守望相助隊、社區發展協會，參與內政部營造
補助各 8 萬 3000 元，合計 423 萬 3000 元，作為巡守隊裝備購置及相關治
安事務運用。
(六)「社區輔警」推動成效
本市於 94 年招募「社區輔警」計有 393 名，協勤頗具成效，惟 95 年因故辭
（退）職有 41 名，遂再擴大招募 168 名，自 96 年 8 月底投入協勤行列，目
前全市計有 475 名輔警，協助警察於深夜時段（凌晨 0～5 時）梭巡守護社
區安全。本期「社區輔警」總計尋獲汽車 43 輛、機車 460 輛；執勤時段（
凌晨 0～5 時）各類竊案發生 866 件，較 96 年同期減少 58 件，發生率大幅
降低 6％，已發揮預期功能。
(七)建構社會安全維護體系
1.推動「社區安全 e 化聯防機制」：
警政署 97 年核撥本市 1200 萬元推動是項工作，依各分局轄區治安狀況及
治安熱點或死角分配建置經費，並結合網路擬定規範與執行進度，以強化
社區安全防護網。目前各分局皆已完成施作陸續完工，進度達 70％。
2.裝設「治安熱區」及「治安死角」監錄系統
擇定本市發生強盜、搶奪案件 2 次以上之「治安熱區」83 處，並分析轄
內「治安死角」339 處，優先裝設監錄系統，以有效嚇阻犯罪，提高破案
率。
3.「無線電計程車與保全業者參與治安聯防」成效
整合本市無線電計程車及保全業者，協助警方共同打擊犯罪。本期保全人
員與無線電計程車司機協助破獲各類刑案共計 10 件 10 人，均於市政會議
中公開表揚。
4.持續辦理各區里監視系統租賃案
警察局接續辦理本案第二期（96 至 98 年度）183 里，每里裝設主機 1 組
、攝影機鏡頭 16 支，審慎評估並會同各里里長選定「治安熱區」、「治
安死角」等重點處所，並考量人口增加較多區域，規劃設置監錄系統。承
包商已申請新興、苓雅、三民一、三民二、左營、楠梓、鼓山、前鎮、小
港分局所轄 181 里，共計 283 處包燈處所之用電申請，目前新興、苓雅、
三民一、三民二分局共 81 處台電已審核通過，正佈纜施工建置中，其餘
各處俟台電公司確定用電申請後，即可佈纜施工建置，本年預計 97 年 10
月 23 日辦理第一階段 63 里驗收工作。
(八)重要專案勤務
1.圓滿完成選舉治安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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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選委會於 97 年 1 月 12 日舉辦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97 年 3 月 22 日
舉辦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本府警察局均能恪遵「依法行政、行政
中立、嚴正執法」立場，全面淨化社會治安環境，嚴密治安預警情報蒐集
與查賄制暴，完成各項應變整備與計畫作為，維護社會秩序，使兩項選舉
治安重任得以圓滿順利完成。
2.執行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國宴維安勤務
97 年 5 月 20 日「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後，首度南下高雄假漢來
大飯店舉行國宴，同步執行興安、隆安、金華等演習勤務，拱衛對象及各
界國賓，自台北搭高鐵列車南下，由左營高鐵站(R16)搭乘高雄捷運至中
央公園站(R9)，國宴後夜宿漢來飯店，翌(21)日離轄返北。警察局機先掌
握各項陳抗情資，先期完成計畫作為與縝密勤務部署，並嚴正疏處排除滋
擾狀況，圓滿達成任務。
(九)嚴查監控治安人口
強化應受尿液採驗人查訪及採驗工作，對於重大刑事案件慣犯及竊盜
累犯積極建請聲押（本期計有強盜案 24 人、搶奪案 18 人、竊盜案 93 人聲
押獲准），規劃同步搜索毒品兼具搶奪、強盜前科犯，有效約制毒品及指標
性案件前科犯，確實防制再犯。
(十)汰換逾使用年限警用車輛
辦理 97 年預算 7850 萬元，汰換逾使用年限警用車輛計 57 輛（巡邏車 49 輛
、偵防車 7 輛、中型警備車 1 輛），於 97 年 5 月 13 日完成驗收，5 月 16
日發交各單位執行勤務使用，增添打擊犯罪效能，並保障員警執勤安全。
(十一)落實減刑出獄人口查訪及約制
責成各分局要求各警勤區及刑責區員警，針對本轄 2,468 名減刑出獄人口
（其中治安人口 1,387 名），依據「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暨警察局自
訂「減刑出獄人口訪查執行計畫」落實執行家戶訪查，確實掌握行蹤，防
制再犯。經查本期減刑出獄人再犯案僅有 27 人，約制成效良好。
二、確保交通順暢安全
(一)全力防制車禍
本期計發生 A1 類交通事故 37 件、死亡 37 人、受傷 10 人，較 96 年同期發
生 44 件，減少 7 件；死亡 44 人，減少 7 人；受傷 13 人，減少 3 人。
(二)防制危險駕車
結合高雄縣、屏東縣警力共同規劃防制危險駕車勤務，以防制飆車族跨縣市
流竄。實施專案 78 次，使用警力 29,886 人次，依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151
人，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3 條舉發者 254 件，帶回深夜未歸少年
4,668 人，查抄疑似競馳車輛 5,124 輛，並持續深入追查帶頭競馳、滋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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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主使者依法究辦。
(三)專案工作績效
1.取締交通違規
本期計取締各項交通違規 344,092 件，其中超速 55,237 件、闖紅燈
98,776 件、未戴安全帽 13,577 件、無照駕駛 4,735 件。
2.全面掃除路霸
本期計取締廣告物告發 51 件、拆除 13,780 件，占道營業及以道路為工作
場所告發 580 件，人行道堆置物品及廢棄物告發 292 件。
3.取締酒醉駕車
本期計取締酒醉駕車 3,067 件；另依刑法第 185 條之 3 公共危險罪移送法
辦 677 件。
4.執行「淨牌專案」
針對無照駕駛及駕駛執照遭吊扣、吊銷暨牌照違規案件加強取締。本期計
取締 3,599 件，查扣無牌照汽機車 48 輛。
5.執行「安程專案」
本期計取締計程車違規 2,567 件，其中無職業駕照 91 件，無執業登記證
141 件。
6.嚴格取締砂石車違規
每月至少規劃二次以上專案勤務，以防制重大交通事故發生，本期計取締
砂石車違規 4,406 件。
7.查報廢棄車輛
本期計查報有牌廢棄汽車 250 輛、機車 809 輛，移請環保局完成拖吊汽車
82 輛、機車 392 輛。
(四)「智慧型交通執法管理系統」運用成效
自 95 年 10 月起建置之「智慧型交通執法管理系統」，租用掌上電腦結合無
線網路通訊功能，使交通執法人力兼顧治安防制之效。本期除舉發違規案件
外，另查獲懸掛他牌 330 件、號牌註銷 1,582 件、通緝犯 10 人、尋獲失竊
汽、機車 8 台、破獲竊盜、毒品及各類刑案 190 件，已收致實效。
(五)加強壅塞路段疏導作為
在本市重要交通幹道路口（平常日 155 處、例假日 105 處），於尖峰時段派
警（民）力執行交通整理、疏導工作，並就本市「重大交通瓶頸解決方案專
案小組」所研列之主要瓶頸路段（口），除責成各單位派遣固定崗勤，並就
勤務規劃及執行，加強審查與督導外，對於突發塞車狀況，要求立即派員全
力疏導至交通恢復順暢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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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嚴懲惡性交通違規」道安執法計畫
為減少交通事故，確保用路人生命、財產安全，配合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由交通宣導教育、交通工程改善及加強路權執法等三大面向，
鼓勵民眾參與關懷交通，以創造優質交通環境，本期共計辦理交通宣導 397
場次、舉發闖紅燈等 14 項重點違規 198,849 件。
(七)高雄捷運相關維安規劃
1.訂定「捷運站體週邊交通秩序及停車秩序整理執行計畫」，自 3 月 9 日至
31 日為勸導期，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為執法期，總計取締告發 302 件、
勸導 1,600 件，另將加強宣（勸）導與取締排除周遭可能聚集之流動攤販
與違規停車，維護搭乘品質。
2.針對捷運系統各出入口人潮據點，調整交通疏導崗勤位置。
3.對於婦幼人身安全等問題，妥為規劃各項治安維護措施，並與捷運局密切
聯繫，提出相關配合事項。
4.對民眾反映或勤務中發現之捷運站區未臻明確之標線、標誌，通報交通局
研究參處。
5.配合捷運橘線即將通車營運，已責成捷運隊儘早完成勤務規劃準備。
(八)加強取締港區違規大貨車
於 97 年 6 月 6 日召開專案會議研商，加強稽查取締由港區駛出之大型貨車
各項違規（法）行為，本項工作執行至 6 月底止，共計取締 749 件，加強防
杜走私，並維民眾安全。
三、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一)整體服務滿意度進步
警察局不斷要求各級幹部以身作則，著重服務態度要求，加重值班幹部責任
，乃至機動督導偵測，加入心靈成長與情緒管理課程，以及「民眾意見反映
表」顧客監督的設計等實質具體措施後，97 年第 1 季警政署「民眾對治安
滿意度調查報告」，本市「警察整體服務滿意度」以 75.17％名列全國第 13
名，較 96 年第 3 季進步 2 名，滿意度亦較 96 年第 3 季增加 2.12 個百分
點。
(二)製作「警勤區員警聯繫卡」
警察局自 97 年元月起，設計 10 款宣導主題造型女警娃娃，製作 56 萬枚「
警勤區員警聯繫卡」，載明警勤區員警的姓名、聯絡電話，已發送至全市每
一住戶，以期延伸服務觸角，提供市民最快捷的加值服務。
(三)拓展警察志工服務功能
目前本市警察志工大隊總計有 10 個中隊、58 個分隊、志工 1,870 人，對於
洽公民眾的親切服務，已贏得各界肯定，除經常性配合走入社區宣導外，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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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訪視行為偏差青少年，關懷慰問被害人與獨居老人，並參與校園服務。
本期志工走入社區訪視宣導 1,463 次，協助治安交通宣導 2,136 次，救濟急
難 341 件，協助其他為民服務事項 8,752 次。
(四)其他為民服務具體成效
1.講求報案服務效率
勤務指揮中心 110 報案台本期計受理民眾報案 80,731 件，受理網路報案
441 件，110 報案電話複式訪查計 8,372 件，指揮調度線上警網立即破獲
刑案 657 件，移送法辦 708 人。
2.協尋失蹤人口
本期計尋獲失蹤人口 1,052 人，使失聯家人安返團聚。
3.落實「單一窗口」受理報案措施
本期計受理他轄移轉本轄案件 1,436 件，本轄移轉他轄案件 1,274 件，實
施偵測 1,084 件，對於未能依規定受理者，均立即檢討懲處。
4.賡續推動便民服務措施
本期計受理代叫計程車服務 3,235 件，民眾舉家外出加強住宅安全維護
819 件，提供護鈔服務 1,379 件。
四、全面淨化組織陣容
(一)推動「靖紀專案」第 3 期
配合警政署自 96 年 11 月 11 日至 97 年 5 月 10 日止，執行「靖紀專案」第
3 期，警察局計主動查獲員警違法案件 10 件 11 人、違紀案件 35 件 35 人，
輔導不適任員警退休、辭職、資遣者 13 件 13 人，榮獲甲組第 1 名殊榮。
(二)查獲警紀誘因場所從嚴追究責任
對於轄內警紀誘因行業全面加強取締，凡疏於查察而發生風紀問題，相關人
員採「即獎即懲，重獎重懲」原則，立即配合人事調整，以收惕勵之效。本
期派出所所長追究行政責任調整非主管職務計有 5 人。
(三)「維新小組」執行成效
針對轄內警紀誘因行業，積極探查取締以正警紀，本期計查獲妨害風化、賭
博電玩、職業賭場等各項案件 22 件、121 人、查扣電玩 25 台、抽頭金或賭
資合計 6 萬 1,468 元。
(四)表揚員警忠勇忠勤事蹟
期勉各單位主官（管）應主動發掘、表揚員警忠勇、忠義、忠勤之優良事蹟
，藉由媒體或「港都警政」期刊加以行銷，激勵同仁行善義舉，提昇警察親
民愛民形象，形塑優質警察文化，建立模範學習標竿。
(五)賡續辦理「員警學習成長營」
為激勵員警旺盛的企圖心與高度的榮譽感，以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與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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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廉能專業形象，增進民眾信賴感，警察局賡續辦理「員警學習成長營
」，截至 97 年 6 月底止已辦理 45 期，計有 1,350 人參訓。
五、建立廉能優質團隊
(一)成立「捷運警察隊」
配合高雄捷運紅線通車，警察局於 97 年 1 月 31 日正式成立「捷運警察隊」
，目前編制員額 56 人，預算員額 56 人，現有員額 54 人，配合捷運橘線完
工時程，將補實缺額，以因應各項勤務運作需求。
(二)成立「鐵馬騎警隊」
本市「自行車專用道」全長約 100 公里，惟機車違規行駛、違停等現象屢見
不鮮，影響民眾騎乘安全至鉅，本市道安會報常列為關注討論議題。警察局
挑選具服務熱忱、行動敏捷警力 100 名，於 97 年 1 月 19 日成立「鐵馬騎警
隊」，結合各分局與交通大隊加強取締，並協調警廣配合宣導外，另再清查
各路段禁制標誌、標線設置情形，期達勸導與取締兼籌並顧，並倡導休閒運
動風氣。
(三)落實「性別主流化」
為落實「性別平等」，警察局除連續 3 年於學科常訓課程中，邀請專家學者
講授「性別主流化」、「性騷擾防治」等課目，強化同仁觀念素養外，並辦
理「女警執勤安全訓練講習」，以增強女警同仁執行第一線外勤工作之技能
及自信。
(四)加強員警英語能力
聘請教師講授，並訂定獎勵辦法積極推動後，截至 97 年 6 月底，通過英檢
員警已提昇至 17.5％，預定下半年將再擇期辦理團體英語檢測，鼓勵同仁
踴躍報考，期於短期內逹到行政院訂頒之 18％以上目標。
(五)參加各項署辦競賽成績優異
為發掘警察、警眷藝術長才，警察局動員全體同仁互為舉薦，就「國畫」、
「書法」、「油畫」、「水彩」及「攝影」等 5 類，先敦聘名師初選作品各
20 件，合計 100 件作品，參加署辦「第一屆全國警察美展」，結果共有 18
件作品獲獎，成績列全國第 1 名。另組隊參加「署長杯」桌球比賽，榮獲男
子甲組第 1 名、首長組第 2 名及女子組第 3 名。
(六)建立分駐（派出）所長及刑事幹部甄試儲備機制
為期公平公正公開精選分駐（派出）所長及第六序列刑事幹部，培育基層主
管及刑事專才，警察局訂定「分駐（派出）所長推薦甄試作業規定」及「第
六序列刑事幹部甄試作業規定」，透過主官保薦或自我舉薦方式報名，並採
筆試、口試及遷調積分比例核分制，建立儲備候用名冊，落實資績並重、擇
優舉才等遴選原則，期遴選出品操優良、工作績優、富領導統御能力之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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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容，提升本局領導專業及人事管理制度。
(七)節能減碳大作戰
警察局於 96 年 10 起全面更換省能燈具，並推動各項節電措施，實施半年後
，與前一年同期比較，節省水電費約 40 萬元。另將平常使用紙張較多之晨
、週報與局務會報書面資料「無紙化」，改以 power point 呈現，並將各單
位會議資料電子檔張貼於「警察同仁網」檔案下載專區，提供同仁閱覽及下
載，大幅撙節紙張損耗。
(八)行銷「2009 世界運動會」
警察局於一樓長廊佈置競賽項目宣傳海報，並責成各單位辦理預防犯罪宣導
活動時，應將「2009 世運會」納入宣導主題。另在全球資訊網新闢「2009
世運」專欄，供各單位將相關活動訊息上傳刊載。97 年 4 月 13 日發動 241
位同仁參加本市體育處所舉辦之「迎接 2009 世運健康路跑賽」活動，展現
熱情活力。
六、逐步強化硬體建設
(一)警察訓練中心楠梓室內靶場竣工啟用
為徹底解決警察局楠梓室外靶場長期噪音問題，分 3 年編列 8779 萬 4000 元
總工程經費，興建訓練中心「室內靶場」，擁有東南亞同級靶場最完善的設
備，已於 97 年 6 月 30 日落成啟用，對於本市整體警察戰力的提升，警民和
諧關係的促進，以及地區未來發展前景，助益甚鉅。
(二)管控新建廳舍工程品質與進度
警察局就目前施工中之「三民第一分局新建大樓工程」（已完成 89％）及
左營分局新莊派出所新建工程（已完工辦理驗收中），密切管控工程進度與
品質，期能早日完工進駐，提升整體為民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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