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 108 年度施政計畫
第三部分：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一、警察行政業 (一)強化警察勤務執行
務

分局長：
實施內容
1、規劃小區域巡邏，以彌補巡邏勤務空隙，消滅治安死角，
另依地區特性，將轄內經常發生治安事故較複雜地點及
汽車無法進入巷弄等，規劃機車巡邏，兼顧金融機構周
邊安全維護。
2、針對本分局與他轄交界處及本轄重要路口規劃路檢勤
務，加強盤查人車，以淨化本轄治安。
3、成立快速打擊犯罪部隊，相互支援，提升勤務效能，對
轄內發生聚眾暴力滋擾等事件，以優勢警力控制現場，
避免事態擴大，確實發揮機先防制打擊犯罪勤務功效。
4、依轄區治安熱點、交通要衝及其他人潮較多之地點，規
劃進駐「機動派出所」，並得結合協勤民力深入社區，
共同執行守望、步巡、預防犯罪及交通安全宣導，提高
見警率及強化為民服務。
5、加強住宅巡邏維護安全，民眾舉家外出旅遊，可打「110」
或親自至派出所申請登記，加強其住宅巡邏維護安全。

(二)警察志工整編組訓之
管理

1、 推動警察志工服務，使其成為警察推動勤(業)務之助
力。
2、 配合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人人都可當志工-志工質量倍
增計劃」，擴大志工招募，充實運用志工人數。
3、 配合辦理警察志工之特殊基礎訓練及申請保險等福利
工作。

(三)端正社會風氣

1、落實執行「正俗專案」工作:取締涉嫌賭博行為電子遊
戲場、色情行業，妥適執法。
2、全面清查電子遊戲場，列管查察防止變相賭博，積極查
處民眾檢舉涉有賭博行為場所，派員探查有無兌換現金
情事及兌換方法。
3、對夜市、無照電子遊戲場所、網咖店以電腦機臺實體內
鍵電子遊戲機業者…等，加強查察，杜絕不法，避免衍
生治安與風紀問題。

(四)廳舍與設備

1、土地部分:本分局暨所屬單位使用之土地，依規定列管
。
2、房屋建築及設備:依規定程序辦理內部設備採購，強化
財產管理及廳舍維護。
3、機械及設備:維護各種機械性能，保持機動能力，切實
執行通訊設備保養，維持無線電通訊靈活暢通及配合辮
理汰換警用車輛工作，充實警用車輛，提升工作能力。

(五)取締環保犯罪

配合臺中市環保局依據臺中市「檢警環查緝環保犯罪聯合
小組執行計畫」、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警政署)「警察
機關加強取締環保犯罪執行計畫」規劃協助查緝取締環保
犯罪。

(六)落實攤販管理

1、 派遣警力配合「騎樓攤販讓路於民」方案，執行違規攤
販取締。
2、 每月機動編排勤務，加強違法(規)檳榔攤查處取締。

二、保安民防業 (一)警衛安全維護
務

強化政府機關首長、重要設施、各類治安要點及大陸特定
人士來臺參訪安全警衛工作。

(二)警備工作執行及整備

1、防處聚眾活動：集會遊行、陳情請願及機動警力訓練及
派遣與嚴密執行一般警衛安全維護。
2、擴大臨檢勤、業務之規劃與執行。
3、加強春節期間工作: 加強春節期間工作執行計畫之策
訂、檢討、成績評核事項、勤務督導、考核、實施成
果統計、通報事項。
4、嚴密管控民間自衛槍枝、刀械管理，並定期檢查及辦
理換證事宜。

(三)民力組訓，協助
護治安。

維 1、 定期召集義警、民防及守望相助巡守人員等實施訓練
講習，以提升巡守人員服勤效能及協助義警、民防等
協勤人員申領福利互助補助。
2、運用民防人力協助警察勤務之規劃督導協調事項。

(四)監視錄影系統運用與 1、 運用公(民)設錄影監視系統以及運用智慧車行軌跡，
設備設置維護
發揮協助警方偵辦案件及嚇阻犯罪之效果。
2、配合警察局進行路口監視系統設備的設置、場勘及通
報維修等事宜。
(五)推行守望相助組織，
維護社區治安。

1、持續推動「守望相助隊講習訓練計畫」。
2、結合「建立全國社區治安維護體系─守望相助再出發
推行方案」，建立社區防衛體系。
3、輔導各里及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成立守望相助巡守
隊，編組實施巡守，並交換治安情報。
4、輔導考核民間守望相助工作之執行。
5、定期召集守望相助巡守人員實施訓練講習，以提升巡
守人員服勤效能。

(六)防情管制及災害防救

1、掌握防情管制作業狀況:
(1)隨時改正防情管制最新資料。
(2)每年分 2 次實施防情作業檢測及按月實施防情值勤
查察督導，期使各級人員熟練防情作業，提高防空
警覺。
(3)每年舉辦講習 1 次，加強各級防情人員，防情值勤
知能。
2、警報器設備維護: 所轄 6 個警報臺隨時保持正常功
能，並要求各派出所做好一、二級保養，確保警報器

械正常運轉。
3、防空避難管理維護:
(1)公私防空避難設備管理及維護督導事項。
(2)防護設施之查報。
(3)落實防空避難設備查對、建檔及列管作業，以及預
防空襲損害，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4、災害防救工作執行及整備:
(1)成立各項災害應變指揮所(如颱風、火災、地震及反恐
等)。
(2)強化萬安演習及民防車輛物資運用、動員及配合軍方
未爆彈處理移送。
三、督察業務

(一)改善受理報案服務品 1、嚴密勤務督考，落實勤務執行:
質，建立清廉勤政的
(1)落實分區、分級、機動查勤，嚴密勤務督導考核。
效能警察。
(2)加強專案工作督導：如擴大臨檢、取締酒醉駕車等
專案勤務之督導。
(3)執行特種勤務及首長警衛任務，確保國家元首及警
衛對象之安全。
(4)加強内部管理工作督考，優先處理民眾投訴案件。
2、貫徹端正警察風紀，建立警察新形象:
(1)貫徹風紀要求、加強風紀教育宣導。
(2)蒐集風紀情報、嚴厲查處風紀案件。
(3)實施靖紀專案並重獎重懲。
(4)落實執行員警平時考核、年終考核。
(5)強化政風督導會議等工作。
3、強化執勤服務態度，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1)全面落實受理報案全程錄音錄影：設置「受理報案
專區」，並全程錄音錄影(保管１個月備查)，以保障
民
眾及員警權益，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2)定期對所屬勤(業)務單位進行電話禮貌抽測、抽檢
受理報案服務態度。
(3)為加強照顧社會弱勢，持續推行內政部「馬上關懷急
難救助專案」政策，協助轄內遭逢變故及家庭陷入
困境的民眾，獲得及時有效的紓困機制。
(4)積極發掘表揚服務態度優良事蹟員警：每三個月一期
辦理「受理民眾報案服務態度績優人員」選拔，主
動發掘員警服務優良事蹟，行銷「」
、
「效率」
、
「專業」
、
「便民」之警察形象及發揮標竿學習效應。
(5)落實執行「透明化內部管理實施計畫」
，針對 13 項內
部管理(人員、裝備、物品、廳舍、車輛、案件、
環境、資訊、業務、財物、安全警衛人員、風紀及主
管)、50 細項重點項目，強化勤務督(指)導效能，

加強同仁自主管理，提升民眾滿意度。

(二)辦理各項文康活動，
提升員警工作士氣。

四、防治業務

1、辦理各項文康、政訓、表揚等活動，促進內部團結。
2、辦理員警因公傷殘死亡殉職慰問金發給。

(三)教育訓練

1、落實辦理各項訓練(季、月常訓)、加強徒手帶離術實作
訓練、駕車安全防禦演練與強化各項應用技能(街頭執
法)， 提升治安維護能力。
2、案例教育教材編印及常訓設施之維修。
3、辦理警大、警專兩校教育訓練及在職進修。

(一)落實治安社區目標

全力推動社區組織參與治安營造工作，督促各派出所召開
社區治安會議，並由社區組織召集轄內機關、團體、學
校、公司行號、意見領袖、婦女組織及居民等，舉行治安
會議，實施治安診斷與分析討論，找出治安死角，尋求解
決方案。透過社區會議的推動，加強宣導防搶、防竊、防
詐騙觀念，提高民眾防範警覺，提高警民共治效果。

(二)保護婦幼安全

1、 性侵害、家庭暴力防治:
(1)強化性侵害犯罪出監人口登記報到與查察，落實檢
察、社政與衛生單 位橫向聯繫，藉由加強查訪性侵
害犯罪更生保護人，掌握其生活、交友狀況與行蹤，
以防止再犯。
(2)性侵害犯罪出監人口依相關查訪作業規定加強列管
查察。
(3)偵查隊及各所共同成立專責小組，偵處性侵害案件，
嚴守保密規定及專責偵辦性侵害案件。
(4)執行家庭暴力加害人約制訪查，減低家庭暴力再犯
危險因子。
(5)針對交保、飭回之家庭暴力相對人，施以約制、告誡
作為，防範家暴案件發生。
(6)針對本分局辦理各項婦幼安全工作人員加強其專業
講習。
(7)加強兒虐案件防治工作，落實高風險家庭通報機制，
建構嚴密家暴及兒虐案件防制。
(8)強化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及兒童人身安全保護工
作。

(三)查處人口販運及非法
仲介集團(反奴計畫
)

查緝勞力剝削、性剝削、器官摘除之不法犯罪集團，有效
遏阻人口販運案件之發生。

(四)查處外來人口在臺非
法活動

1、執行外事警察勤務區工作，瞭解外來人口動態。
2、確保外僑安全，落實執行國、外賓安全維護工作。
3、防範涉外案件發生，保護外來人口生命財產安全。
4、加強外事情報諮詢，蒐報外來人口在華活動情資。
5、強力查處及取締仲介非法入境、虛偽結婚入境及利用
大陸人民從事色情經營、非法工作、刑事犯罪集團。

(五)陸客自由行治安維護
工作

協助處理陸客來臺觀光引發相關案件，以及規劃查緝陸客
逾期停留、非法工作等事宜，確保社會秩序。

(六)受理警察刑事紀錄證
明申請

為免舟車勞頓，民眾可就近至本分局申請，經警察局核定
後製證，於提出申請 3 個工作日內寄發，完成發證程序。

(七)外事警察責任區訪問
服務工作

每月實施外來人口服務，提供最新政策宣導，強化為民服
務品質，落實各項犯罪預防工作。

(八) 強化員警英文能力

營造英語學習環境，鼓勵員警參加英文檢定，提昇員警英
文能力。

(九)強化警勤區工作，落實 1、「家戶訪查勤業務」工作督帶勤考核：
編排督察組及防治組巡官以上每月就所督導警勤區內
家戶訪查。
之記事 1(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採督帶勤方式實施，並
會同人事室辦理優劣獎懲，以期警勤區工作紮根落
實，有效維護社會治安。
2、落實警勤區工作：
(1)查訪簽到處巡邏箱之規劃執行事項。
(2)警勤區劃分變更及警力調配之擬議事項。
3、家戶訪查：
(1)家戶訪查工作執行及督帶勤。
(2)失蹤人口依規定輸入電腦 e 化平台通報協尋。
(3)家戶訪查記事卡建卡、註記、移轉、登錄、通報。
(4)加強出獄人口列記事人口之查察發現行方不明人
口，立即通報當地戶政事務所。
(5)依內政部警政署函頒之家戶訪查工作相關規定，利
用警政署勤區查察處理系統建構完整治安人口動態
掌握。
五、保防業務

(一)嚴密社會保防措施

1、舉辦社會保防安全防護座談會，加強市民對保防教育、
公共安全維護宣導。
2、特種勤務警衛情報參謀作業事項及特種勤務地區資料之
研訂、情報、判斷、情報蒐集。

(二)強化國家安全偵防工
作

針對大陸(專業)人士來臺參訪、403 專案、永莘專案、固本
專案、長興專案、文山專案等目標加強諮詢人員布置，以
發掘涉嫌不法線索或事證，機先防制。

(三)強化情報諮詢工作

1、定期辦理講習。
2、每年定期 2 次舉辦情報諮詢人員輔訪作業

(四)加強民營事業機構保

賡續輔導轄內民營事業機構、社團等成立事業關係組織，

防工作協調與聯繫

並定期召集民營事業機構、廠礦、社團等事業關係組織幹
部舉辦座談會，加強安全防護措施。

(五)加強掌握大陸地區人
民來臺觀光情形

強化對大陸來臺觀光訪視，機先掌握有無違法、違規、違
常及治安等案件，以維護社會安寧秩序。

(六)辦理社會治安調查

1、依蒐情要項加強蒐報，反映上級及有關單位參處。
2、每半年(1 月、7 月)依「安全情報績效督導考核執行計
畫」辦理獎懲。
3、加強社會治安情報諮詢工作，鞏固社會保防面，達成
全民情報之目標。

六、秘書室業務 (一)諮商輔導

每月辮理基層走訪，關懷員警，宣導心理健康、轉介心理
諮商等工作。

(二)資訊業務推廣

1、每半年辦理員警受理報案 e 化平臺、新進人員警用資訊
系統及資訊安全、推動 ODF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等教育
訓練。
2、電腦機房安全管制與網路安全維設備維護。

(三)公共關係

1、推展警察公共關係及便民服務工作事項。
2、警政新聞之發布及大眾傳播媒體之聯繫事項。
3、警政業務之宣導、推展事項。
4、市府聯合服務中心交辦案件管制。
5、議會開會案件之通報聯絡事項。

(四)秘書研考

1、市政革新、研究發展、公文稽核、重要業務管制等事
項。
2、工作計畫、工作報告及政績交代之核定事項。
3、年度績效評核計畫之擬定及執行管制事項。

(五)環境衛生及工友考核

1、庶務管理：
依法令規定及程序辦理各種物品採購並予登記列管。
2、工友管理：
(1)督導工友加強維護環境衛生及綠美化。
(2)辦理勞工保險及核發各項補助費。

七、勤務指揮業 強化 110 e 化勤務指管功 1、縮短報案到達時間:結合「勤指應變中心會議系統」
、
「臺
務

八、分局業務

能

中警政 APP」、「GIS 地理資訊」、「GPS 衛星定位」等多
項功能，縮短受理報案及派遣反應時間，確實掌握報案
人之參考位置，提供市民最便捷、安心的服務。
2、建立完整複查機制，受理民眾 110 報案，為避免處理員
警發生提前回報到場情事，落實稽核機制，以貫徹不造
假、不虛報、不謊報之要求。

加強轄區治安維護

1、 嚴格要求持續執行強力掃蕩黑道幫派、查緝非法槍彈、
斷絕毒品走私與打擊詐欺集團等專案行動，並且針對
年度節慶活動、社區安全及青少年、婦幼保護等主題推
出犯罪預防宣導及安全保護工作；同時，持續提升交通
執法成效與事故處理品質及協調改善交通工程，以保
障民眾行的安全。

2、 除平時負責一般治安維護外，針對未來選舉治安維護、
警衛安全維護、警備治安與防情演習等事項，應機先採
取預防及遏止措施，運用防止一切危害之手段，有效完
成使命和任務，以維護社會安寧秩序。
九、刑事警察及 (一)強化犯罪偵防，打擊
鑑識業務
不法。

1、防制竊盜、暴力討債、查贓…等犯罪
(1)依犯罪類型、成因、時段、區塊等，繪製轄區「治
安斑點圖」，結合治安及交通要點設置之監視錄影系
統，全面追緝涉案犯嫌，以遏制案件發生。
(2)轄內發生重大案件，成立專案小組，研擬偵查計
畫，定期召開專案會議及管制，並請相關人員列席
專案會議，提升偵破效率。
(3)建立轄內易銷贓場所（如跳蚤市場、銀樓、當舖業、
回收業、舊貨業者等）負責人熱線，掌握贓物來源遏
制犯罪。
(4)全面訪查轄區當舖、土地代書等可疑為經營地下錢莊
及「逾期應收帳款管理服務業」等債務催收公司，以
發現不法。
2、全面防制詐騙案件:
(1)賡續依「內政部警政署偵防電信網路詐欺犯罪績效評
核計畫」，全面整合偵查情資及查緝力量，強力掃蕩
詐騙集團，降低被害件數。
(2)落實超商聯繫及協調金融機構辦理「關懷提問制度」
，
協助民眾攔阻詐騙款項項，及時查獲車手，提升防制
詐騙效能，確保民眾身家財產安全。
3、查緝非法槍枝及打擊毒品犯罪：
(1)全力偵辦槍擊案件，秉持「以案查案、以人追槍、以
槍追人、向上溯源、向下發展」之要領，追查有關嫌
犯及槍彈來源，並對具有能力製(改)造槍彈工廠、人
員，列冊監管加強查察取締。
(2)持續執行「維穩專案」，積極打擊毒品犯罪行為，持
續監控新興毒品濫用趨勢; 推動「加強緝毒執行計
畫」，防杜毒品侵入校園。
4、掃蕩黑道幫派:
(1)結合「緝豺專案」、「治平專案」
、「不良幫派組合專案
搜索臨檢」等掃蕩勤務，強力檢肅暴力討債集團成員，
並依法搜索、扣押其犯罪所得，斷絕金錢來源。
(2)防處民俗陣頭廟會遶境活動聚眾滋事:針對列管之陣
頭、團體(成員)實施管制與調查蒐報有無不法情資
外，遇有廟會或喜慶等活動，要求全面派員實施約制
與監控。
5、打擊網路科技犯罪：
(1)加強實施「淨網專案」
，偵測並掃蕩販賣盜版軟體、色

情光碟網站，及其他不法網路犯罪活動。
(2)善用本市網路咖啡 IP 位址資料庫，即時追蹤以網路
咖啡館犯案之嫌犯。
6、加強查處人口販運仲介及集團：
強力查處及取締仲介非法入境、虛偽結婚入境及利用
大陸人民從事色情經營、非法工作、刑事犯罪集團。
7、賡續執行「未破刑案被害人慰問簡訊系統」。
(二)運用科技偵查犯罪

1、加強運用「科技偵防情資整合分析平臺」功能。
2、加強運用「整合性查贓系統」。

(三)精進犯罪預防工作

1、運用各級學校、公民營機關（構）宣導網絡，向民眾宣
導預防犯罪知識，以強化被害預防知能。
2、善用社群媒體(如臉書、LINE、Instagram、youtube 等…)
宣導資源，爭取瀏覽人數，強化宣導效益。

(四)擴增鞋印資料庫資料

1、使用警察局購置專供刑案現場採集鞋印用之鑑識特殊
搜尋光源，以提升現場採集鞋印之效果及品質。
2、持續派員接受專業鞋印採證講習、辦理內

建檔數

部人員教育訓練，並定期檢討採證績效。
3、彙整刑案現場鞋印相關聯之案件，結合現場其他跡證，
提供相關偵查單位擴大案件偵查。
(五)建置刑案現場及證物 1、加強運用鞋印資料庫資料建檔數。
資料庫
2、提升刑案現場勘察整合資料之運用。
3、針對身分不明路倒病人、未帶證件之犯嫌，啟動指紋遠
方工作站比對，查明身份，強化鑑識能量。
十、交通業務

(一)重點交通執法，建立
行車秩序。

1、 強化取締「重大違規」
、
「重大違停」及「重大肇因動態
違規」，突顯取締成效。
2、 每月配合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及市府相關單位，執行
「清除道路障礙專案」。

(二)加強交通安全宣導與
教育

運用大眾傳播管道及透過各項活動，向民眾宣導正確的交
通安全觀念。

1、 建構 3C 數位化指管作業指揮所─「行車流暢中心」：
3C 系統係以電腦、網路及通訊為基礎，結合本市交通局
運用交通義警，緩解
CMS 電子看板設施、國道高速公路局及本局路口監視器
交通壅堵。
系統等，經由分局「行車流暢中心」值勤人員 24 小時
監控 11 條 7 大路段畫面，運用在防處聚眾活動、重點
節日活動安全維護及交通執法等工作，對提升社會治安
與民眾安全感將有相當助益。
2、 建置「LINE 群組」─「交通一起 LINE、行車一路暢」
：
透過 LINE 群組即時傳送文心路 MRT 及其他路況訊息，
提供轄區里長、記者及市民參考。
3、 即時行車資訊系統─「臺中警政 APP」
：規劃擴充整合
「臺中警政 APP」─「交通事故申請 APP-『臺中 i 交
通』」
、
「易壅塞路段訊息」
、
「路口即時影像系統」
、
「道路

(三)啟動聯防機制及善用

即時路況資訊系統」
、
「闖紅燈及測速照相位置」
、
「臺中
市停車資訊系統」等 7 大功能，以達即時提供最新路況
訊息及降低塞車狀況。
4、 善用交通義勇警察，有效運用於分局 8 大路口交通尖
峰時間及重要路段或重要節慶活動時協助執行交通疏
導工作，緩解交通壅堵。
(四)強化交通事故處理資
料統計分析功能，改
善易肇事地點。

1、運用大數據(Big Data)分析交通易肇事地點及 GIS 進行
事故防制，降低事故肇事率與嚴重性。
2、強化肇因熱時熱區違規取締，達到重點執法，重視執法
成效。
3、定期執法與事故熱區套疊比較，檢討取締強度及密度部
署。

十一、人事業務 警察人事與管理

1、健全機關組織功能，合理調整員額。
2、落實考核獎懲。
3、維護辦公紀律。
4、賡續辦理公教人員福利措施，加強辦理退
休資遣，促進人事新陳代謝。
5、健全人事資訊作業，提高行政效能。
6、覈實辦理年終考績（成）及考績作業。
7、建構性別平友善環境及加強性別主流化觀念之宣導措
施。

十二、會計業務 (一)編審年度單位預、決
算，執行會計制度發
揮會計功能。

1、預（概）算之審核編列事項。
2、歲出預算追加（減）預算或特別預算之審核整編事
項。
3、經費帳目之清理事項。
4、會計報告之編制與送審事項。
5、經費動支案件之核簽事項。
6、會計憑證之審核事項。
7、有關預算及執行辦法之建議事項。

(二)辦理統計業務

1、公務統計方案擬訂、執行、稽核與統計資料發布。
2、民眾對治安滿意度調查應用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