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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0

12,307

97.21

15,718

暴力犯罪

38

43

113.16

79

竊盜犯罪

1,988

1,977

99.45

1,825

詐欺犯罪

1,351

1,359

100.59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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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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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件。
※「詐欺犯罪」包含解除分期付款 (ATM)、假網路拍賣、
猜
猜我是誰、投資詐欺、一般購物詐欺等 38 項詐欺案
類。

2.專案工作績效
項目
檢肅幫派組合

執行成果
檢肅治平專案目標 22 件、133 人。
查獲 60 件、43 人，起獲制式長(短)槍枝 3 支、非

查緝非法槍械

制式(含改造)槍枝 74 支，合計 77 支、各類彈藥
1,108 顆。
第一級

查獲 379 件、428 人，重量 511.53 公斤。
查獲 1,550 件、1,752 人，重量 1,185.76

遏止毒品氾濫

第二級
公斤。
第三、四
級

查獲 67 件、96 人，重量 186.22 公斤。

查緝網路賭博

查緝網路賭博 29 件、118 人。

取締職業賭場

取締職業賭場 31 件、449 人。

查捕各類逃犯

查獲各類逃犯 2,333 人。

取締色情

取締色情案件 66 件、316 人，色情廣告 69 件。

賭博電玩

查獲無照賭博電玩 4 件、5 台。
查處失聯外籍移工 130 人、外來人口非法活動共

查處非法外國人
504 件、592 人。
3.綜合分析

(1)本期全般刑案(12,660 件)發生數中以竊盜案件占 15.7％最多，
詐欺案件(1,351 件)占 10.67％，暴力案件(38 件)占 0.3％。
a.暴力案件中(38 件)以搶奪案件(11 件)及故意殺人(11 件)各占
28.94％最多。

b.竊盜案件中(1,988 件)以普通竊盜(1,744 件)占 87.73％最多。
c.詐欺案件中(1,351 件)以解除分期付款詐騙(ATM)案件(202 件)
占 14.95％最多。
(2)本期暴力犯罪之搶奪案件，109 年 7 月至 12 月發生 11 件，較
去年同期 11 件無增減，本府警察局將持續針對曾犯財產犯罪
之毒品人口進行列冊查訪管制。
(3)本期與市民生活密切相關之汽車竊盜發生 36 件，較去年同期
汽車竊盜發生 62 件減少 26 件；機車竊盜發生 207 件，較去年
同期機車竊盜發生 283 件減少 76 件，汽、機車失竊均有減少
趨勢。
(4)本期詐欺案件發生數 1,351 件，本府警察局破獲集團性詐欺案
共 97 件、查獲案犯 1,038 人，攔阻 250 件，受騙款項金額達
新臺幣(以下同) 1 億 2,658 萬 8,958 元。將賡續強化「打防並
重」多管齊下策略，積極主動盤查緝獲詐欺車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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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般刑案、暴力犯罪、竊盜犯罪及詐欺案
件均呈發生數下降，整體治安狀況趨勢平穩。
A.全般刑案方面：呈現發生數減少 941 件，破獲率上升，較去
年同期增加 3.15 個百分點。
B.暴力犯罪方面：呈現發生數減少 4 件，破獲率上升，較去年
同期增加 17.92 個百分點。
C.竊盜犯罪方面：呈現發生數減少 261 件，破獲率上升，較去
年同期增加 0.43 個百分點。
D.詐欺犯罪方面：呈現發生數減少 51 件，破獲率上升，較去
年同期增加 10.15 個百分點。
由以上數據顯示，本期全般刑案、暴力犯罪、竊盜犯罪及詐
欺案件均呈發生數減少，各項犯罪破獲率均較去年同期增加，
本府警察局將持續推動各項預防及打擊犯罪、改善治安之措
施，全力投入刑案偵查及預防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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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賡續執行「警察機關精進緝毒成效工作計畫」、「安居緝毒專
案」:本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及各分局均成立緝毒專責隊
(組)，除落實執行「警察機關精進緝毒成效工作計畫」，加強
查緝藥頭外，並配合高檢署及警政署不定期執行安居緝毒專案，
與高雄、橋頭地檢署採緊密檢警合作緝毒模式，加強溯源查緝
毒品，致力讓民眾得以安居。
(2)持續建立「社區反毒通報網」:增加與社區、鄰里民眾之互動
交流，以「全民捉毒品，蒐證一起來」之精神，積極蒐報毒品
情資，與民眾攜手打擊社區毒品犯罪。另積極落實各項反毒宣
導作為，以提升民眾防毒意識。
(3)落實「防制毒品入侵校園計畫」:運用本府各局處力量，加強
查緝及防制校園毒品，並持續辦理各項校園反毒宣導活動，以
使學生遠離毒害。
(4)本期查緝毒品犯罪成效如下：
A.第一級毒品：查獲 379 件、428 人，重量 511.53 公斤。

B.第二級毒品：查獲 1,550 件、1,752 人，重量 1,185.76 公斤。
C.第三、四級毒品：查獲 67 件、96 人，重量 186.22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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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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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持續列管並落實查訪暨取締，以追查贓物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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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利用提款熱點積極調閱車手影像，由警政署每週提供遭警
示銀行帳戶之提款時間、地點、金額等資料，本府警察局接收
後立即向 ATM 所屬銀行調閱提款影像，並依提款時間過濾分析
附近路口監視器，拼湊歹徒行進路線，進而反向追查破案線索，
以積極作為遏阻詐騙集團。
(2)積極強化與金融機構、超商、宅配等相關業者之聯繫，提供最
新詐騙手法訊息，金融從業人員遇異常提領及匯款民眾，能第
一時間通知警方到場協助，對於成功攔阻詐騙之金融從業人員
及超商店員，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及獎金。另為有效擴大查緝
車手情資來源，提升警民共同打詐能量，針對民眾提供情資因

而破獲者，得報請核發獎勵金 2 萬元，即時獎勵民眾。
(三)市民參與協助治安具體成果
1.表揚見義勇為市民
本期計有 2 件 5 人協助破獲各類刑案。
2.「社區輔警」工作成效
目前全市計有 196 名輔警，協助警方於深夜時段(凌晨 0 至 6 時)
梭巡守護社區安全。本期「社區輔警」總計協助尋獲機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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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表揚 2 名保全人員，協助破獲各類刑案計 3 件。
(四)積極降低再犯率
1.強化應受尿液採驗查訪及採驗工作:本府警察局 109 年第 3 季列管
1,766 人、到驗 1,522 人、到驗率達 86.18%；第 4 季列管 1,946
人、到驗 1,664 人、到驗率達 85.5%。(85%以上為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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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獲准、搶奪案羈押 5 人獲准。
3.針對全市治安顧慮人口 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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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落實少年犯罪防制工作

1.犯案少年統計
本市本期少年觸犯刑事法令者計有 646 人(男 538 人，女 108 人)，
占全般案犯 4.1％。少年觸法以詐欺案 109 人最多，竊盜案 108
人次之、妨害秩序案 87 人再次之，針對是類案件均列為預防矯
治重點。
2.高密度監督輔導少年分級查訪與輔導
本府警察局少年隊針對各單位所查獲少年觸犯暴力性、群聚性、
成癮性案件，在少家法院尚未裁定前，少年隊派員進行訪視防制
再犯(非在學少年每 2 週訪視 1 次、在學少年每月訪視 1 次)，是
類少年經少家法院裁定後如符合治安顧慮人口要件者，再依治安
顧慮人口作業規定轉由分局接續列管追輔，目前高密度訪視監督
輔導少年 273 人(暴力性 9 人、群聚性 214 人、成癮性 50 人)。
3.加強實施「有效取締不良場所」工作
加強影響少年健康成長之不當場所臨檢及深夜未歸少年勸導工作 ，
本期共規劃臨檢勤務 204 次，勸導深夜未歸少年 583 人。
4.持續辦理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本期本府警察局辦理校園宣導計 612 場、98,369 人次參加。本次
因疫情影響，大型活動及宣導場次較往年減少，改以拍攝影片或
經營臉書等網路宣導為主。

5.追蹤訪查中輟學生
依據中輟系統通報資料或學校要求，執行個案追蹤查訪，使其返
回學校復學，避免誤入歧途，本期共尋獲 27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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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學校教官，蒐集少年觸法情資、交往狀況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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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及霸凌暴力。
(4)本府警察局少年隊列冊管制各分局毒品案件向上溯源情形，並
定期檢討。另各分局每月規劃編組警力掃蕩、臨檢易為少年施
用毒品場所。
(5)積極參與各級學校春暉輔導會議，協助學校針對春暉輔導學生
校外生活安全與偏差行為約制，進而了解是否持續涉毒並向上
溯源。
7.推動「點亮家中溫暖燈計畫」工作
本府警察局少年隊賡續實施「點亮家中溫暖燈」計畫，自 102 年
5 月 13 日起推動辦理迄今已完成第 13 期，參加人員計 868 人；
輔導對象是以下課後之國中在學學生為主，集結各界公益團體，

共同預防少年犯罪。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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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至 12 月)共宣導 99 場次，參
加人數 2 萬 5,915 人次。
2.執行護童勤務
針對全市國中、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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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至 12 月)執行護童專案計使用
警力計 3 萬 0,888 人次、女義警計 5,155 人次。
3.加強性侵害防治
本期(7 至 12 月)計發生性侵害案件 157 件，破獲 164 件，破獲率
為 104.46％。
4.積極防處家庭暴力
本期(7 至 12 月)計受理家庭暴力案件 6,332 件，聲請保護令 864
件，執行保護令 1,225 件。
5.落實家庭暴力及兒虐事件脆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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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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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至 12 月)計通報脆弱家庭 129 件。

(七)強化社區經營
1.表揚績優守望相助隊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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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輔導申請內政部補助治安社區營造情形
109 年輔導新興區成功里等 39 個里守望相助隊、社區發展協會，
獲內政部營造補助各 8 萬元，合計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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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7 月至 12 月共辦理 188
場「社區治安會議」參加民眾計 9,961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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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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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協助偵破各類案件計 10 件 10 人，對
社區安全維護具正面意義。
(八)強化監錄系統功能
1.錄影監視系統適時汰舊換新，109 年 7 至 12 月汰除已逾 5 年使用
年限故障且不符治安需要無修復效益之攝影機 529 支。
2.109 年「汰換使用逾 8 年重要路口監視器」預算金額 2,995 萬
5,000 元 併 「 監 錄 系 統 導 入 車 牌 辨 識 等 影 像 分 析 功 能 」 預 算
1,000 萬元，合計 3,995 萬 5,000 元，汰換使用逾 8 年錄影監視
系統攝影機 635 支，預計 110 年 1 月 18 日完工。
3. 爭 取 中 央 機關 或回 饋金 補助 新增 或汰 舊換 新， 合計 1,397 萬
5,255 元，各案分述如下：
(1)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回饋金 465 萬 8,127 元及興達火力發
電廠回饋金 350 萬元，建置茄萣區監視器 38 支並將路竹區北
嶺里、後鄉里現有 200 支攝影機導入車牌辨識功能，於 109 年
12 月 3 日驗收合格。
(2)大林電廠回饋金 357 萬 8,000 元，建置林園區重要道路監視器
監視器 51 支，於 109 年 10 月 31 日驗收合格。
(3)國防部飛指部回饋金 67 萬 3,500 元，建置阿蓮區玉庫里監視

器 15 支，於 109 年 9 月 7 日驗收合格。
(4)阿蓮區中路里衛生掩埋場回饋金 156 萬 5,682 元，建置阿蓮區
中路里監視器 34 支，於 109 年 9 月 23 日驗收合格。
4.導入車牌辨識及軌跡查詢等智慧分析功能至 109 年 12 月計有
2,159 支。
5.本年度下半年因調閱監視器而破獲刑案件數計 2,093 件，占查獲
全般刑案數 17.0%。
6.加強保養維運能力：
(1)109 年度錄影監視系統維運案總預算金額 5,362 萬 5,000 元，
按逾保固監視器數量依比率下授各分局辦理招標，分別由 6 家
公司得標，提升維修效率，自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計維修恢復畫面數 3,331 支。
(2)為加快故障設備維護速度，本府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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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計維修恢復
畫面數 7,003 支。

二、確保交通安全秩序

(一)防制交通事故發生
本期(109 年 7-12 月)共計發生（A1+A2 類）交通事故 2 萬 0,219 件，
與去年同期(108 年 7-12 月)發生（A1+A2 類）交通事故 2 萬 0,785
件相較，發生減少 566 件。
1.本期(109 年 7-12 月)計發生 A1 類交通事故 83 件、死亡 85 人，與
去年同期(108 年 7-12 月)發生 84 件、死亡 86 人相比，發生減少
1 件、死亡減少 1 人。
2. 本 期 (109 年 7-12 月 )A2 類 交 通 事 故 2 萬 0,136 件 、 受 傷 2 萬
8,452 人與去年同期(108 年 7-12 月)發生 2 萬 0,701 件、受傷
29,201 人相較，發生減少 565 件、受傷減少 749 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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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取締重點違規專案」執法
重點工作項目如下：
1.闖紅燈(含紅燈右轉) 13 萬 6,986 件。
2.轉彎未依規定及未禮讓行人 2 萬 4,822 件。
3.超速 11 萬 8,858 件。
4.違規停車 27 萬 4,891 件。

5.逆向行駛 4,279 件。
6.蛇行、惡意逼車 320 件。
7.機車行駛禁行機車道 2 萬 2,720 件。
(三)加強壅塞路段疏導作為
1.本府警察局 109 年 7-12 月平常日規劃交通崗 137 處，動用警民
力 312 人次，例假日規劃交通崗 69 處，動用警民力 85 人次。
2.109 年 7-12 月配合交通局疏運計畫訂定疏導計畫，疏導返鄉旅遊
人、車潮，以維持行車順暢及交通安全：
(1)中秋節連假：指揮疏導重要路口共計 164 處、動員警民力共
計 216 人次、警廣路況通報專責小組 9 組。
(2)國慶日連假：指揮疏導重要路口共計 162 處、動員警民力共
計 214 人次、警廣路況通報專責小組 9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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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消弭於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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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車站」、「美麗
島」及「左營」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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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4(哈瑪星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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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件，為民服務 60 件(其中急救傷患 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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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萬 1,291 件。

三、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一) 辦理衛生福利部推動「急難紓困實施方案」
本期(7 至 12 月)計通報 3,132 件，經區公所審核通過 666 件，核發
金額計 378 萬 7,600 元。
(二)警察志工服務
目前本市警察志工共計有 2,548 人，本期走入社區訪視宣導 483 次，
協助關懷被害人 593 次，救濟急難 217 件，協助其他為民服務事項
15,24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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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名成員(男 22 名、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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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 7 至 12 月受
邀支援遊行或馬術展演 18 次，提供民眾合照 1,673 件，提供諮詢
導引 980 件，防溺宣導 1,128 件，其他為民服務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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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萬 7,605 件、成案件數 27 萬 3,609 件、網路報案 390 件、指揮
調度線上警網立即破獲刑案 1,201 件、移送法辦 1,227 人。。
2.查尋失蹤人口
本期計尋獲失蹤人口 1,420 人，協助行方不明人平安返家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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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 件，本轄移轉他轄案件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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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碩士班 15 人、學士班 73 人、
專科 0 人；申請在職進修補助人數計 35 人，補助金額計 7 萬 3,500
元，最高補助每人次 2,100 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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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下半年辦理警政人員學習活動 17 場次，
計有 864 人次參加，表列如下：
項

目

執 行 成 果

1

警政人員諮詢輔導研習班

計 1 班期，50 人參加。

2

基層佐警研習班

計 4 班期，150 人參加。

3

警務人員紓壓研習班

計 2 班期，100 人參加。
辦理巡迴宣導前鎮、小港、左營、
岡山、楠梓、湖內、林園、旗山、

4

員警身心健康巡迴宣導
仁武、六龜等分局 10 場次，計
564 人參加。
109 年 7 月至 12 月辦理本府警察

5

心理輔導作為

局同仁實施個案 諮商 晤談 ，計
38 人參加。

(四)訂定獎勵辦法，持續鼓勵並輔導同仁參加團體英語檢測，截至 109
年 12 月底，通過英檢員警比率占 2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