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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警察局 107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治安工作攸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並影響民眾對於政府施政感受。為積極提升民眾的生活幸福

指數，本局除持續針對「強化治安作為」與「維護交通安全」等 2項核心工作，規劃適切有效的偵

防策略，落實執行各項勤務作為，建置多元安全防護網絡，並推動治安社區化目標，與民眾建立治

安夥伴關係。另秉持「同理心」的信念，精進創新利民、簡政便民的服務措施，提升民眾對警政工

作的滿意度，營造本縣成為安全、安定、安心的健康及高齡友善城市。 

本局依據雲林縣政府 106年度施政重點，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針對當前社會治

安狀況及未來發展需要，編訂 107年施政計畫，其目標與績效指標重點如次：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強化犯罪偵防作為，營造安寧生活環境： 

(一)加強檢肅黑道幫派及暴力犯罪，查緝非法槍毒，遏阻竊盜及詐騙案件發生，斷絕犯罪根源。 

(二)精進刑案偵防作為，落實治安顧慮人口訪查，加強預防犯罪宣導，降低被害發生。 

二、嚴正交通執法，維護交通安全： 

(一)針對易發生交通事故與危險駕車路（時）段，加強交通執法，嚴格取締重大交通違規行為。 

(二)改善交通安全設施，強化交通安全宣導，防制交通事故發生，達成交通事故死亡零成長。 

三、推動警政科技化，落實治安社區化： 

(一)整合錄影監視系統，推動社區安全 e化聯防機制，發揮全面性治安監控效能。 

(二)持續執行清樓專案，加強清查出租公寓(屋)，以防制犯罪。 

四、淨化少年成長環境，推動婦幼安全作為： 

(一)規劃「春風專案」，掃蕩易衍生少年不良行為之場所，淨化青少年成長環境。 

(二)防處家庭暴力及兒少虐待事件，有效預防性侵害、性騷擾案件發生，營造婦幼安全生活空

間。 

五、提升優質警政服務(業務創新施政目標)： 

提供居家防竊自我檢測資訊，提升民眾自我防衛意識，協助改善防竊措施，減少失竊案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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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績效指標 

施政目標 

(權重：總計 60%) 

績效指標 

(權重：總計 60%)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105年度參

考值 
擬定參考依據 

一、強化犯罪偵防

作為，營造安

寧生活環境

(20%) 

1.全般刑案發生率(5%) 年減率 (年度刑案發生次數－前

1年度刑案發生次數)/前

1年刑案發生數×100﹪ 

+7.2% ■媒體指標：天下雜誌【項次 3-10】

或其他報導                    

□縣長政見(策) 

□其他：                        

2.全般刑案破獲率(5%) 年增率 (年度刑案破獲件數/年

度刑案發生數)×100﹪ 

81.06% ■媒體指標：天下雜誌【項次 3-6 】

或其他報導                    

□縣長政見(策) 

□其他：                        

3.竊盜案件破獲率(5%) 年增率 (年度竊盜案件破獲件數

/年度竊盜案件發生數)×

100﹪ 

81.01% ■媒體指標：天下雜誌【項次    】

或其他報導                    

■縣長政見(策) 

□其他：                        

4.民生竊盜破獲率(5%) 年增率 (年度民生竊盜破獲件數

/年度民生竊盜案件發生

數)×100﹪ 

80.03% ■媒體指標：天下雜誌【項次    】

或其他報導                    

■縣長政見(策) 

□其他：                        

二、嚴正交通執法 

，維護交通安

全(15%) 

1.每萬輛機動車肇事數

(5%) 

年減率 （年度 A1、A2 交通事故

肇事件數/雲林縣機動車

輛數）×10,000 

130件 

 

■媒體指標：天下雜誌【項次 3-4 】

或其他報導                    

□縣長政見(策) 

□其他：                        

2.防制交通事故死亡人

數(5%) 

年減率 年度發生酒後駕車肇事死

亡人數-前 4年(102~105

年)平均死亡數。

((21+12+11+10)/4=13.5) 

13 人 ■媒體指標：天下雜誌【項次 3-5 】

或其他報導                    

□縣長政見(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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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 

(權重：總計 60%) 

績效指標 

(權重：總計 60%)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105年度參

考值 
擬定參考依據 

3.加強提報不合理道路

交通工程設施改善

(5%) 

年增率 (年度不合理道路交通工

程設施改善－前1年不合

理道路交通工程設施改

善)/前1年不合理道路交

通工程設施改善×100﹪ 

53件 □媒體指標：天下雜誌【項次    】

或其他報導                    

■縣長政見(策) 

□其他：                        

三、推動警政科技

化，落實治安

社區化(10%) 

1.建置整合性 e 化勤指

作業系統─路口監視

錄影系統(5%) 

目標值 完工驗收 107 年度目

標值：建置

路口監視錄

影系統 30

組及攝影機

鏡 頭 120

支。 

□媒體指標：天下雜誌【項次    】

或其他報導                    

■縣長政見(策) 

□其他：                        

2執行清樓專案。(5%)) 年增率 依照計畫期限完成 105年清查

出租公寓

(屋)2500

處。 

□媒體指標：天下雜誌【項次    】

或其他報導                    

■縣長政見(策) 

□其他：                        

四、精進少年犯罪

偵防輔導，建

構婦幼安全

保 護 網 絡

(10%) 

1.規劃「春風專案」(5%) 目標值 依照計畫期限完成 107 年目標

值：20次。 

□媒體指標：天下雜誌【項次    】

或其他報導                    

■縣長政見(策) 

□其他：                        

2.辦理列管性侵害加害

人 查 訪 約 制 工 作 

(5%) 

目標值 依照計畫期限完成 150人 □媒體指標：天下雜誌【項次    】

或其他報導                    

■縣長政見(策) 

□其他：                        

五、提升優質警政

服務(業務創

新施政目標) 

(5%) 

1.實施住宅防竊諮詢專

案(5%) 

年增率 年度諮詢次數 510件 □媒體指標：天下雜誌【項次    】

或其他報導                    

■縣長政見(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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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說明 

施政目標 

(權重：總計 60%) 

績效指標 

(權重：總計 60%) 
擬定理由 預期達成效益 

一、強化犯罪偵防

作為，營造安

寧生活環境

(20%) 

1.全般刑案發生率(5%) 重視民眾感受，淨化社

會治安環境，降低被害

發生，提升破獲率。 

彰顯警察機關積極維護

治安能量，提升偵查效

能。 

2.全般刑案破獲率(5%) 重視民眾感受，淨化社

會治安環境，降低被害

發生，提升破獲率。 

彰顯警察機關積極維護

治安能量，提升偵查效

能。 

3.竊盜案件破獲率(5%) 提升竊案之破獲率及降

低發生率，以「肅竊安

民」為目標。 

讓轄內居民免於恐懼，

營造安心、安全、安定

的生活環境。 

4.民生竊盜破獲率(5%) 提升竊案之破獲率及降

低發生率，以「肅竊安

民」為目標。 

讓轄內居民免於恐懼，

營造安心、安全、安定

的生活環境。 

二、嚴正交通執法 

，維護交通安全(1

5%) 

1.每萬輛機動車肇事數

(5%) 
交通事故發生與車輛違

規行為習習相關，提升

執法強度，以遏止交通

違規亂象及事故發生。 

加強取締重大交通違規

，期有效降低交通事故

發生，以維民眾行車安

全。 

2.防制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5%) 

酒後駕車肇事案件所造

成之傷害與損失為社會

各界所矚目關注，亦屬

中央與地方政府極力重

視之政策。 

降低本項案件的發生件

數，保障縣民的交通安

全及生命、財產安全。 

3.加強提報不合理道路交

通工程設施改善(5%) 

為建立交通標誌、標線

及號誌之權威，創造優

質交通環境。 

維護交通安全及順暢，

有效降低交通事故發生

。 

三、推動警政科技

化，落實治安

社區化(10%) 

1.建置整合性 e化勤指作

業系統─路口監視錄

影系統(5%) 

可即時掌握轄區重要路

口治安及交通狀況情資

，並為提供科學辦案之

利器、交通事故之還原

真相及犯罪預防之效能 

增加刑案破獲率及交通

事故之釐清責任，並營

造民眾安心、安全的社

會氛圍。 

2.執行清樓專案(5%) 清除社區隱藏之人、事

、物治安顧慮。 

依照計畫期限完成，期

達成社區治安。 

四、精進少年犯罪

偵防輔導，建

構婦幼安全

1.規劃「春風專案」(5%) 為保持警察與學校端聯

繫管道暢通，積極提供

協助，定期執行校園聯

與學校共同防制毒品、

幫派入侵校園，機先消

弭校園暴力事件，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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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 

(權重：總計 60%) 

績效指標 

(權重：總計 60%) 
擬定理由 預期達成效益 

保護網絡(10

%) 

繫工作。 安全校園環境。 

2 辦理列管性侵害加害人

查訪約制工作 (5%) 
執行婦幼安全防護工作

，保護婦幼安全。 

婦幼安全防護。 

五、提升優質警政

服務(業務創

新施政目標) 

(5%) 

1.實施住宅防竊諮詢專

案(5%) 
提供居家防竊自我檢測

資訊，提升民眾自我防

衛意識。 

協助改善防竊措施，減

少住宅失竊案件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