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叁、警

政

一、戮力維護社會治安
（一）重點偵防工作成效與分析
1.刑案分析
項目
發生數
破獲數
破獲率
查獲案犯數
全般刑案 14,786 件 13,041 件
88.20%
15,723 人
暴力犯罪
106 件
102 件
96.23%
135 人
竊盜犯罪 3,303 件
2,754 件
83.38%
1,983 人
詐欺犯罪 1,435 件
1,236 件
86.13%
1,849 人
※「全般刑案」包含暴力、竊盜及其他刑案。
※「暴力犯罪」包含強盜、搶奪、故意殺人、擄人勒贖、
備註
重大恐嚇取財、重傷害、強制性交。
※「竊盜犯罪」包含普通、重大、汽車、機車等竊盜案
件。
2.專案工作績效
項目
執行成果
檢肅治平專案目標 13 件、98 人，組合幫派 74 個 、
檢肅不良幫派
676 人。
查獲 93 件、101 人，起獲制式長（短）槍枝 13 支、
查緝非法槍械 非制式（含改造）槍枝 77 支，合計 90 支、各式
子彈 1,197 顆。
第一級 查獲 875 件、1,093 人，重量 1.85 公斤。
遏止毒品氾濫
查獲 1,704 件、2,030 人，重量 518.06 公
（製造、販賣、 第二級
斤。
吸食及持有）
第三級 查獲 50 件、59 人，重量 1,119.16 公斤。
取締職棒簽賭 取締職棒簽賭 30 件、52 人。
取締職業性大
賭場
取締職業賭場
查捕各類逃犯
掃蕩汽機車暨
自行車竊盜犯
罪案

取締職業性大賭場 22 件、340 人。
取締職業賭場 339 件、991 人。
查獲各類逃犯 2,436 人。
查獲汽機車竊盜集團性犯罪 2 件、6 人，起獲汽車
2 部、機車 7 部；查獲專案自行車竊盜犯罪 1 件、8
人，起獲自行車 7 部。

取締色情案件144件、562人，色情廣告216件。
查獲有照電玩賭博 4 件、142 台，無照電玩賭博 0
件、0 台，無照陳列 16 件、33 台。
查處非法外國 查處逃逸外籍勞工 64 人、外來人口非法活動共
人
169 件、210 人。
3.綜合分析
(1)本期全般刑案發生數中以竊盜案件佔 22.34％最多，詐欺案
件佔 9.71％，暴力案件佔 0.72％；暴力案件中又以搶奪案
件佔 34.91％居多，竊盜案件中則以普通竊盜佔 66.97％為
最多，機車竊盜佔 25.40％次之，顯見搶奪、普通竊盜及機
車竊盜乃本市刑案防制重點。
(2)本期暴力犯罪之搶奪案件，106 年發生 37 件，較上期 45 件
減少 8 件，本府警察局持續針對曾犯財產犯罪之毒品人口進
行列冊查訪管制，顯見防制搶奪已見成效。
(3)本期與市民生活密切相關之汽車竊盜發生 251 件，較上期
汽車竊盜發生 295 件減少 44 件；機車竊盜發生 839 件，較
上期機車竊盜發生 980 件減少 141 件，汽、機車失竊均有減
少趨勢。
(4)本期詐欺案件發生數 1,435 件，發生手法以假冒名義 263 件
最多、解除分期付款 253 件次之、假網路拍賣(購物)208 件再
次之；惟本府警察局破獲集團性詐欺案共 43 件、237 人，攔
阻 144 件受騙款項，金額達 2,758 萬 4,176 元。將賡續強化
「打防並重」多管齊下策略，積極主動盤察緝獲詐欺車手、即
時攔阻提領不法所得，以減少民眾財產損失，並針對 165 反
詐騙諮詢平台提供之車手提款資料，分析提款熱點及重點
時段，作為編排埋伏、守望勤務參考，同時調閱 ATM 暨路口
監錄影像，追查犯嫌及同夥，進而向上溯源，以瓦解幕後
主嫌及金主，查扣犯罪集團不法所得財產還被害人公道。
(5)綜合觀之
本期治安狀況分析，竊盜犯罪呈發生數下降，整體治安狀況
趨勢平穩。
A.全般刑案方面：呈現發生數增加 213 件，破獲率上升，
較上期增加 1.53％。
B.暴力犯罪方面：呈現發生數增加 12 件，破獲率下降
較上期減少 11.22％，惟查獲案犯數增加 10 人。
C.竊盜犯罪方面：呈現發生數減少 229 件，破獲率上升，
較上期增加 3.34％。
D.詐欺犯罪方面：呈現發生數增加 13 件，破獲率上升
較上期增加 12.85％。
由以上數據顯示，本期竊盜犯罪，呈發生數減少，全般刑案、
竊盜及詐欺犯罪破獲率均上升，全般刑案發生數增加係因
加強各類專案勤務執行，致酒駕及詐欺犯罪案件發生數
增加，本府警察局將持續推動各項預防及打擊犯罪、改善
取締色情
賭博電玩

治安之措施，諸如為防制全般刑案之發生，訂定「全面防
制全般刑案專案評核計畫」
、訂定「調閱民宅、商家、公司及
機關監視器影像資料處理作業程序」、持續推動「加強查緝
毒品販賣中小盤執行計畫」、規劃制服員警暫緩實施刑案
績效評核，全力投入刑案預防工作、免費「自行車防竊標
碼」服務、加強治安熱區分析及強化勤務作為等，並提供
民眾全方位的服務，兢兢業業持續精進警政業務，俾讓市
民享有安心、安全、安定的生活環境。
（二）強化治安工作計畫作為
1.新世代反毒，以人為中心的毒品防制新思維
(1)本府警察局及各分局均成立緝毒專責隊(組)，除依轄區特
性主動規劃強力緝毒工作外，並配合高(分)檢署轄區，共
同建立區域聯防規劃督導機制。
(2)落實「新世代反毒策略」，以「人」為中心追緝毒品源頭、以
「量」為目標消弭毒品存在，加強校園拒毒與檢警緝毒，同
時預防與查緝毒品犯罪。
(3)本府警察局及各分局線上查獲毒品案予以列冊管制，分由
各分局緝毒專責小隊及刑警大隊緝毒專責隊負責向上溯源
追查毒品來源，利用供出上游減刑等相關規定，取得毒品
中大盤及走私運輸製造毒品情資，報請轄區檢察官指揮偵
辦，積極溯源，斷絕毒品源頭。
(4)為防制毒品戕害莘莘學子，警政系統及地方政府與教育部
連結，全力清查校園毒品黑數，就校園毒品可能之來源管
道，全面清查與掃蕩，配合青春專案縝密規劃擴大臨檢，
突擊掃蕩青少年聚集之 KTV、舞廳、PUB 等容易集體施用毒
品之高風險場所，將毒品阻絕於校園之外；學校與派出所
合作，建立校園周邊熱點巡邏網。
(5)本期遏止毒品氾濫（製造、販賣、吸食及持有）成效如下：
第一級毒品：查獲 875 件、1,093 人，重量 1.85 公斤。
第二級毒品：查獲 1,704 件、2,030 人，重量 518.06 公斤。
第三級毒品：查獲 50 件、59 人，重量 1,119.16 公斤。
(6)策進作為：
A.透過「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與其他相關局處溝通協調，整合
各界力量，落實犯罪預防與教育，從根源防止青少年淪於
毒品危害。另於「財團法人高雄市毒品防制事務基金會」與
「毒品防制局」成立後，本府警察局持續就緝毒與防毒面向
積極配合反毒工作，共同打擊毒品犯罪。
B.本府警察局特與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
法院檢察署商議，共同研擬毒品犯罪之防制與查緝，編訂
「聯合緝毒辦案手冊」，羅列緝毒偵查技巧與法律問題，廣
發至派出所員警、緝毒隊隊員等第一線緝毒人員，作為掃
蕩毒品之利器。
C.落實辦理「警察機關加強掃蕩毒品工作計畫」、「全國同步
查緝毒品專案行動」、「護少專案」等計畫，加強向上溯源，

根絕製運販毒品脈絡，針對易涉毒場所加強臨檢查察。
D.舉辦邊境緝毒講習，轉達第一線緝毒員警，積極蒐報不法
情資，整合查緝資源，防堵邊境發生利用郵輪或船筏走私
毒品，及時攔阻毒品，避免國人遭受毒害。
2.全力檢肅、防制竊盜
(1)推動「住宅竊盜諮詢安全顧問」服務機制
強化犯罪預防宣導工作，推動住宅防竊檢測服務，協助審
視住宅環境防竊設施並提供改進意見，讓民眾感受到政府
對大眾關切問題之重視與改善決心，以提升市民防竊能力
防止住宅竊案發生。本期計提供 5,825 位民眾諮詢服務。
(2)推動「易銷贓管道業者管理及聯繫」機制
本府制定「高雄市防制贓物自治條例」，責成本府警察局所
屬各分局、大隊加強易銷贓場所營業之管控聯繫，清查可能
銷贓情形，杜絕銷贓管道。另對於轄區內各類易銷贓場所，
指派專人持續建檔、列管，落實查訪、取締，建置「整合性查
贓作業管理系統」，加強交叉比對，追查贓物來源，循贓緝
犯，以有效阻斷銷贓管道，降低竊盜案件發生。
(3)聲請羈押竊贓慣犯
對慣（累）犯嫌疑人，於移送（報告）書註明「建請聲請羈
押以利擴大偵辦或依法從重求刑並宣付保安處分」等意見，
俾檢察官擴大偵辦、預防再犯；另經檢察官聲押遭駁回之竊
盜案件，如發現確有羈押之必要，即補強相關事證，報請
檢察官向法院提出抗告，以有效預防再犯。
(4)成立資源回收場聯合稽查小組
成立「資源回收場聯合稽查小組」，會同本府環境保護局、經
濟發展局、工務局（經濟管理處、違章建築拆除大隊）、都市
發展局等相關局處、臺電公司及警察局所轄分局，執行聯合
稽查行動，發現有非法收贓或處理廢棄物，情節輕者立即
開單告發，裁處罰鍰；重者依刑法收受贓物罪移送或依建
築相關法規予以斷水斷電，以期達到威嚇恫阻之效。
3.加強打擊詐欺犯罪
(1)於提款熱點週邊加強巡守與盤查勤務，另針對車手提款案
件積極調閱 ATM 及周邊監視器影像，分析行進路線與犯案
習性，進而查獲詐欺車手，續以向上溯源，有效打擊詐騙
集團不法氣燄。
(2)為有效擴大查緝面交車手情資來源，提升警民共同打詐能
量，請各分局對於高鐵站、火車站及客運站等交通樞紐處載
客之計程車駕駛人妥適強化防範詐欺車手情資佈建，因而
破獲者，得報請核發獎勵金新台幣 1 萬元，即時獎勵民眾。
（三）落實少年犯罪防制工作

1.犯案少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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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人（男 532 人，女 78 人），佔全般案犯 4.05％。其中竊
盜案 114 人佔 18.68％最多，傷害案 102 人佔 16.72％次之、詐
欺 94 人 佔 15.40 ％ 再 次 之 、 其 次 分 別 為 公 共 危 險 77 人 佔
12.62％、毒品案 44 人佔 7.21％，另為防止各幫派吸收少年之
暴力幫派(組織)本期經過多次的規劃掃蕩並已列為預防矯治重
點。
2.列管少年查訪與輔導
本市列管少年計 610 人（男 540 人，女 70 人），轉介輔導個案
235 人，定期實施查訪約制、輔導工作；本期共查訪 2,866 人次。
3.加強實施「有效取締不良場所」工作
本期針隊易為少年聚集滋事場所規劃編組警力實施專案臨檢 12
次（本府警察局辦擴大臨檢），勸導登記 756 人。
4.持續實施「春風專案」
本府警察局結合所屬各局處及民間公益團體等單位，共同辦理
各類預防犯罪、公益宣導活動，本期計舉辦活動如下： 3 月 4
日點燈爵士樂團二部曲，6 月 10 警察節園遊會～旌旗蔽空擂戰
鼓，6 月 25 日，第 9 期點燈計畫結業式暨成果發表會演出。等
活動，另持續辦理各類春風暨校園宣導活動共計 1,105 場次，
參加人數 239,817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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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尋獲 376 位中輟生。
6.積極防制幫派、霸凌暴力及毒品入侵校園
(1)持續加強校園巡邏及犯罪預防宣導工作，灌輸學生法律常
識及提升自我保護之能力。
(2)加強少年觸法情資、交往狀況..等虞犯資料蒐集，即早發現
校園治安熱點並規劃防制策略執行。
(3)綿密通報機制，與教育網絡共同防制幫派滲入及校園霸凌
暴力。
(4)積極掌握個案學生涉入幫派動態，全力偵辦校園暴力及吸
收在校學生加入幫派組織之案件。
(5)利用各種警察勤務，積極溯源追查少年毒品案件並規劃編
組警力掃蕩、臨檢易為少年施用毒品場所。
(6)致力經營「三區（勤區、學區、社區）共構」高關懷少年希望
工程，有效防止高關懷學生淪為被害或犯罪之目標。
(7)本府警察局各分局針對轄內少年犯（虞犯）造冊列管，依
警勤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訪查，以預防再犯。
7.推動「點亮家中溫暖燈計畫」工作

本期計有本市 17 所國中學生及社會局陽光家園安置少年計 85
人次參與，規劃有 14 門課程，另不定期結合社區資源規劃團體
輔導活動，計有辦理 2 月 24 日陶色釉惑，感恩點燈心 3 月 19
日徜徉巧克力魔幻世界，4 月 16 日 2017 校園暨親子神槍手—
全國漆彈大作戰，5 月 20 日點燈少年愛創世等活動，提供少年
增進生活經驗、展現自我、服務人群、回饋社會之機會並藉由團
體運作過程引發少年積極向上之動機。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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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場次，參加人數約
22,351 人次。
2.執行護童勤務
針對全市國中、小，規劃護童勤務，以提供兒童保護與服務，
維護學童上、下學之安全。本期執行護童專案計使用警力 41,190
女義警計 6,304 人次。
3.加強性侵害防治
本期計發生性侵害案件 161 件，破獲 158 件，破獲率為 98.14％。
4.積極防處家庭暴力
本期計受理家庭暴力案件 4,795 件，聲請保護令 912 件，執行
保護令 1,386 件。
5.落實家庭暴力及兒虐事件高風險家庭篩選與通報機制
結合社會局持續推動幸福里鄰～「家庭守護大使」等基層社區治
安防衛延伸力量機制，健全家庭暴力防範體系，深入發掘「高
風險家庭」，詳為評估通報，讓市府團隊提前介入服務，有效
評量潛在的問題與需求。本期計通報高風險家庭 181 件。
（五）強化社區經營
1.表揚績優守望相助隊
106 年度本府警察局編列績優守望相助隊獎助金計 245 萬元，
以獎勵代替補助，輔導守望相助隊正常運作，強化里社區自我
防衛體系，協助維護鄰里社區治安，計獎勵績優守望相助隊
288 隊。
2.輔導申請內政部補助治安社區營造情形
106 年上半年輔導前金區長生里等 39 個里守望相助隊、社區發
展協會，獲內政部營造補助各 6 萬元，合計 234 萬元，作為守
望相助隊裝備購置及相關社區治安營造事務運用。
3.社區治安營造工作
為增進警民關係，宣導治安政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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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搶、防竊盜、

自行車防竊編碼、家暴、防災等主題加強宣導。本期共辦理 239
場，參加民眾計 18,894 人。
4.社區治安防衛工作績效
本市守望相助隊平日配合警察機關、志工及善心人士等，協助
社區安全維護、關懷轄區獨居老人、弱勢人士，對整體社會安全
維護體系有極大之助益，本期協助偵破各類刑案計 79 件，對社
區安全維護具正面意義。
（六）市民參與協助治安具體成果
1.表揚見義勇為市民
本期尚無協助破獲各類刑案之民眾。
2.「社區輔警」工作成效
目前全市計有 250 名輔警，協助警察於深夜時段（凌晨 0-6 時
）梭巡守護社區安全。本期「社區輔警」總計協助破獲刑案 10 件、
尋獲汽車 8 輛、機車 104 輛，對執勤時段治安穩定，有極大之助
益。
3.「無線電計程車與保全業者參與治安聯防」成效
本期表揚 7 名保全人員，協助破獲各類刑案計 6 件。
（七）強化監錄系統功能
1.汰舊換新、充實設備並提升功能：
(1)錄影監視系統適時汰舊換新，106 上半年汰除使用已逾 5 年
使用年限之攝影機 693 支，並就其中經評估有治安(交通)需
要者 589 支以部分租賃方式辦理換新，預計於 106 年 7 月公
告招標，預定於 107 年 3 月完成。
(2)採購 52 組移動式監視器（每組含 1 台 16 埠錄影主機及 8 支
200 萬畫素攝影機），撥交各分局以應現有監錄系統設備汰
舊換新過渡期間或各項臨時性、專案性工作治安維護之需要。
(3)積極爭取中央機關補助經費或各項回饋金增設治安要點監
視系統，以充實治安設備，105 年度爭取台灣自來水公司回
饋金 1,200 萬元建置大寮區重要道路監視器，自 105 年至
108 年每年 300 萬元，105 年度建置 48 支已於 106 年 3 月 3
日驗收合格，106 年度賡續建置 58 支，預計於 10 月份完工；
爭取仁大工業區回饋金 1,000 萬元建置大社區監視器 160 支，
已於 106 年 6 月 15 日驗收合格，另爭取經濟部南區水資源
局自來水公司作業基金補助 500 萬元建置大樹區監視器 88
支，已於 106 年 7 月 7 日驗收合格。
(4)導入車牌辨識及軌跡查詢等智慧分析功能，提升本市監錄
系統附加價值，減輕員警調閱負擔，採最有利標方式辦理

採購，第 1 期 1,800 萬元於 105 年 10 月 18 日決標，106 年 6
月 9 日完工，7 月底驗收，第 2 期 1,000 萬元將以原契約後
續擴充方式接續辦理，預計於 107 年 3 月完工。
(5)本期因監視器破案件數 889 件、932 人。
2.加強保養維運能力：
(1)106 年度錄影監視系統維運案總預算金額 3,738 萬 5,000 元，
按逾保固監視器數量依比例下授各分局辦理招標，17 個分
局均於 3 月底前完成發包，分由 7 家公司得標，提升維修效
率。
(2)為加快故障設備維護速度，本局及各分局均組成維修小組，
針對專業技術程度較低或不需較精密儀器零件之故障自力
維修，自 106 年 1 月 01 日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止，計維修恢
復畫面數 5,620 支。
（八）積極降低再犯率
1.強化應受尿液採驗 4,288 人查訪及採驗工作，提高到驗率達
83.66%，到驗呈陽性反應 75 人。
2.對於重大刑事案件慣犯積極建請聲押，本期計有法院裁定強盜
案羈押 2 人獲准、裁定搶奪案羈押 2 人獲准、裁定竊盜案羈押 11
人獲准。
3.針對全市治安顧慮人口 7,018 名，落實執行動態訪查與靜態資
料建立工作，確實掌握行蹤，防制再犯。

二、確保交通安全秩序
（一）防制交通事故發生
本期共計發生（A1+A2 類）交通事故 26,987 件，與上期發生
（A1+A2 類）交通事故 25,819 件相較，發生增加 1,168 件。
1.本期計發生 A1 類交通事故 64 件、死亡 64 人，與上期發生 71 件、
死亡 72 人相比，發生減少 7 件、死亡減少 8 人。
2.A2 類交通事故 26,923 件、受傷 36,820 人與上期發生 25,748 件、
受傷 35,317 人相較，發生增加 1,175 件、受傷增加 1,503 人。
藉由交通安全宣導教育及加強路權執法等方式，鼓勵民眾參與關
懷交通，以減少交通事故發生，確保用路人生命、財產安全，創造
優質交通環境。
（二）重大交通違規執法
取締重大交通違規執法，重點工作項目如下：
1.取締酒後駕車 6,414 件。
2.闖紅燈 73,149 件。
3 嚴重超速（超速 40 公里以上）1,900 件。

4.機車不依規定兩段式左轉 27,286 件。
（三）加強壅塞路段疏導作為
1.本府警察局 106 年上半年平常日規劃交通崗 103 處，動用警民
力 256 人次，例假日規劃交通崗 68 處，動用警民力 82 人次。
2.106 年元旦、春節、228 和平紀念日、清明節、端午節等假日，配
合交通局疏運計畫訂定疏導計畫，疏導返鄉旅遊人車潮，派警
指揮疏導重要路口共計 1,265 處、警廣路況通報專責小組 10 組，
全時段待命更新播報，動員警民力共計 1,849 人次，以維持行
車順暢及交通安全。
（四）維護高雄捷運安全與秩序
1.本府警察局依據捷運警察隊與地區警察分局權責劃分暨聯繫要
點，針對捷運站體加強勤務作為，並與轄區警力、捷運公司站
務、保全人員於站體內、外密集性的巡邏、守望，針對可疑即時
以通報、反應、盤查、疏處等作為，將可能發生潛在的犯罪意圖
者的犯罪行為消彌於先，以防範各類情事發生，另加強重要捷
運車站、出入閘門及周邊巡邏，讓民眾安心，以達嚇阻作用。
2.本府警察局捷運警察隊於捷運人潮較多之「美麗島」、「三多商
圈」
、
「左營」
、
「鳳山西」及「南岡山」等 5 站設立「機動派出所」，
受理民眾報案及提供為民服務，從點、線的巡邏，藉由「機動派
出所」的連結，提升為面的結構，除增加見警率外，並有效縮
短處理捷運站體內治安事故時間。
3.本府警察局與高雄捷運公司建立站體監視錄影畫面調閱機制，
藉此標準作業規範之律定適行，以綿密本市治安維護網，並保
障個人資料安全、提升刑案偵查效率及服務品質。
4.高雄環狀輕軌自 C1(籬仔內站)至 C12(駁二大義站)通車營運，
為應本市環狀輕軌的建構及營運趨勢，相關之治安問題與交通
事因故處理等，依據捷運警察隊與地區警察分局權責劃分暨聯
繫要點，針對輕軌沿線及候車亭加強周邊巡邏勤務等作為，防
範各類情事發生。
5.本期共計受理各類案件 254 件，其中破獲各類刑案 2 件、為民服
務 132 件（其中急救傷患 25 人）；執行違反大眾捷運法方面，
共計告發 6 件。
（五）暢通自行車專用道
針對本市自行車道系統加強違規取締，以維護市民騎乘空間之安
全與順暢，本期計取締 67,693 件。

三、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一）推動內政部「馬上關懷急難救助專案」
本期計通報 744 件，經區公所審核通過 744 件，核發金額計新臺
幣 737 萬 4,000 元。

（二）警察志工服務
目前本市警察志工共計有 2,685 人，本期走入社區訪視宣導 2,040
次，協助關懷被害人 10,240 次，救濟急難 2,732 件，協助其他為
民服務事項 52,200 次。
（三）強化觀光騎警隊服務效能
1.本府警察局「觀光騎警隊」現有 32 名成員（男 18 名、女 14 名），
假日定期於本市旗津海岸公園、中央公園等 10 處執勤，成立迄
今，社會各界均持正面態度，給予肯定與極高評價，除逐步增
加觀光景點執勤外，受邀參加各項公益活動之次數亦逐年增加，
備受市民好評。
2.本府警察局將持續強化騎警執勤密度、服勤態度及服務功能，並
秉持「服務用心、民眾開心；警察用心、民眾安心」之理念，塑造
警察全方位的清新形象，提供最佳服務。本期受邀支援遊行或馬
術展演 28 次，提供民眾合照 19,235 件，提供諮詢導引 977 件，
防溺宣導 67 件，其他為民服務 143 件。
（四）其他為民服務具體成效
1.講求報案服務效率
本期本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 110 報案台計受理民眾報案總件
數 345,745 件、成案件數 235,998 件、網路報案 232 件、110 報案
電話複式訪查計 60,850 件、指揮調度線上警網立即破獲刑案
1,701 件、移送法辦 1,813 人。
2.協尋失蹤人口
本期計尋獲失蹤人口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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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 件，本轄移轉他轄案件 748
件。
4.賡續推動便民服務措施
本期計受理代叫計程車服務 1,625 件、民眾舉家外出加強住宅安
全維護 963 件、提供護鈔服務 3,047 件。

四、全面提升基層員警學能素養，強化核心專業能力
（一）鼓勵員警在職進修，訂頒「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辦理基層員警在職進
修執行要點」，明訂給予公假時數每人每週 8 小時、進修學雜費用
之補助及學期成績優良者予以行政獎勵等鼓勵措施。
（二）本期申請在職進修計有博士班 13 人、碩士班 44 人、學士班 90 人；
申請在職進修補助人數計 35 人，補助金額計 8 萬 9,810 元，最高
補助每人次 2,600 元。
（三）訂定獎勵辦法，持續辦理團體英語檢測，截至 106 年 6 月底，通

過英檢員警比例佔 21.88%。
（四）賡續辦理員警學、術科等常年訓練工作，強化員警法學素養、服務
態度、心靈成長、實務經驗與體能、警技、執勤標準作業程序等層面
傳承與學習成效；106 年上半年辦理警政人員學習活動 21 場次，
計有 2,452 人次參加，表列如下：
項目
執行成果
警政人員諮詢
1
計 1 班期，50 人參加。
輔導研習班
基層佐警研習
2
計 5 班期，250 人參加。
班
警政幹部研習
3
計 1 班期，50 人參加。
班
警務人員樂在
4
計 3 班期，120 人參加。
工作研習營
警務人員紓壓
5
計 2 班期，100 人參加。
研習班
分別於三民二分局等單位辦理巡迴宣導 9 場
6 巡迴宣導
次，計 1882 人參加。
106 年 1-6 月辦理本局同仁實施個案諮商晤
7 心理輔導作為
談，計 27 人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