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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臺 北 市 交 通 義 勇 警 察 大 隊 獎 懲 作 業 實 施 要 點 
ㄧ、目的：為落實交通義警人員獎懲公平，重視團隊榮譽，激勵犧牲奉

獻之協勤理念，以提升協勤績效。             

二、執行方式： 

  （一）本市各警察分局暨交通警察大隊辦理交通整理督導之各級 

查勤人員併案督勤，主動發覺優劣事蹟，簽辦獎懲。 

  （二）義交大隊各級幹部應主動督導所屬，並與各警察分局交通組及

交通警察大隊行政組保持密切聯繫。 

  （三）各級督、查勤人員，並應經常與隊員保持良好之聯繫與溝 

  通，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四）協勤勤惰考核應依據本局各級督勤人員「查勤報告表」，並輔以

各所屬中隊之「督考勤務績效評定表」所見優劣事蹟，經簽核

後列入考核資料登記，協勤時以勤務表列時間為準，未依表列

時間 到崗者即為遲到，未依表列時間提前離崗則視為早退；超 

        過 30分鐘以上者以缺勤論，遲到、早退均以登註劣蹟 1次警告。 

  （五）團體協勤績效績優單位依評比等級，按比例對所屬人員個 

        人考評績優者辦理敘獎。       

  （六）團體協勤績效每 3個月定期評定 1次，每半年定期評定等 

級，並頒發團體協勤工作慰問金。 

  （七）各級督勤人員及義交大隊大隊部督勤小組均應排定「勤務督導

輪值表」輪值督勤，並將協勤隊員服勤狀況，詳實填寫「查勤

報告」。 

   （八）義交大隊所屬各中隊中隊部查勤人員應按規定排定「執行 

公務輪值表」，按表確實執行，並據實填報協勤費，不得重複、

虛報、浮報。 

   （九）交通警察大隊（義交大隊）每月彙整「查勤報告」後，須填寫

「缺勤原因查證回報統計表」，經簽核後公布。 

    (十) 義交人員年度內經核定之優蹟、劣蹟，考核時得以相抵計數。   

三、綜合性團體成績評定： 

  （一）每年 1月及 7月上旬由各承辦業務組據實評定後，陳報主官核

定，並於義交大隊隊務會議公布，以作為各中隊年度績優人員

出國名額分配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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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審項目： 

     １、行政組：人員管理、服裝配件套量、健康檢查、例行表冊          

資料。 

          ２、勤務組：缺崗紀錄、勤惰紀錄、教育訓練、各項集會參與、          

例行表冊資料、車輛品牌管理。 

      （1）協勤績效：含出（缺）勤率，勤務執行狀況，幹部督勤、

服裝儀容佩件等。 

       （2）專案（臨時）性勤務：協勤中隊配合意願、勤務執行狀況

及執行成效。  

     ３、業務配合： 

       （1）各項例行表報是否按時送達，交辦事項是否確實執行。 

    （2）大隊各項集會，常年訓練、健康檢查是否熱心參加。         

       （3）車輛品牌管理。 

       （4）人員裝備管理。 

       （5）其它。 

  （三）評分標準：如評分基準表。 

  （四）評比資料由大隊部相關業務組彙整、統計，提交評審委員會審

核評定。 

 （五）全年度綜合成績評比績優中隊取前 6名，各頒發獎牌乙面。 

 （六）團體及個人協勤工作慰問金： 

      １、團體協勤工作慰問獎金以全大隊協勤時數總平均值每人每月

達 16小時以上，核配每人基本額度新臺幣 200元（未達 16小

時，則核配每人基本額度新臺幣 150元），乘以各該中隊當月實

際人數，即為各該中隊應領之協勤工作慰問獎金。 

      ２、個人協勤工作慰問獎金，依本府年度「金輪獎」績優交通義

警獎獎金標準及經警察局專案核定獎勵者，予以核頒。                   

 四、年度「協勤績效獎」： 

  （一）個人基本遴選條件： 

１、入隊年資： 

（1）交通義勇警察大隊長獎：年資滿 1年以上者。 

（2）分局長（交通警察大隊大隊長）獎：年資滿 1年以上者。 

（3）局長獎：年資滿 2年以上者。 

（4）市長獎：年資滿 2年以上者。 

      ２、平日協勤認真負責、任勞任怨，對臨時勤務能主動參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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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圓滿達成交辦事宜者。 

      ３、年度內協勤從未有遲到、早退、缺勤、劣蹟及違反大隊規定

者。 

      ４、年度內無重大違反獎懲實施規定者。 

   ５、同一獎項市長獎 2年內、局長獎 1年內，不得重複敘獎。 

  （二）獎勵種類、需求條件、及員額比例： 

      １、交通義勇警察大隊大隊長獎：獎勵種類依指示辦理。 

   ２、分局長（交通警察大隊大隊長）獎：以中隊現有人數之百                                        

分之十比例，擇優由各

分局（交通警察大隊）

自行辦理核獎。                              

      ３、局長獎：以中隊為單位，由分局（交通警察大隊）擇優遴選

2名，中隊年度實際協勤平均人數超過 70人者增選

1名。 

      ４、市長獎：以中隊為單位，由分局（交通警察大隊）擇優遴選

1名，中隊年度實際協勤平均人數超過 70人者增選

1名。   

五、本府年度「金輪獎」績優交通義警獎： 

（一）選拔對象：義交大隊各級幹部、隊員，惟最近 3年曾接受同獎

項表揚者暨當選同年度本市優良職業駕駛人，不得

重複遴薦。 

（二）選拔基本條件： 

    １、參加義交大隊服務年資滿 3年以上者。 

    ２、最近 1年內協勤從無缺勤或遲到、早退、劣蹟及違反本局規定

者（含車輛品牌管理）。 

   ３、參加義交大隊編訓、教育講習等各項活動主動積極、勇於任事

者。 
４、最近 3年內駕駛無違規及肇事紀錄者。 

５、最近 5年內無素行不良及刑事通緝紀錄者。 

  ６、具有服務績效優良或特殊事蹟表揚之具體事實者。 

（三）獎勵內容：  

    １、績優交通義勇警察彩帶乙條。 

    ２、績優交通義勇警察獎狀乙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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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紀念品乙份。 

   ４、獎金：新臺幣 6,000元整（依主辦單位獎金給與標準頒發）。 

 （四）表揚名額：由義交大隊暨各中隊各產生 1名，計 18名，另推

薦績優或特殊優良事蹟者 2名，合計 20名。                   

（五）經費：由義交大隊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六、交通部年度「金安獎」績優交通義警獎： 

（一）對象：義交大隊所屬之績優各級幹部暨隊員。 

（二）遴選基本條件： 

 １、於義交大隊服務年資滿 3年以上者。 

    ２、最近 5年內未受有期徒刑之宣告及無不良素行、刑事通緝紀錄

者。 

 ３、未曾接受同項交通部「金安獎」績優人員表揚者。 

 ４、最近 3年內駕駛車輛無違規及肇事紀錄者。 

 ５、最近 1年協勤從無缺勤或遲到、早退、劣蹟及違反本局規定者

（含車輛品牌管理）。 

   ６、參加義交大隊編訓、教育講習等各項集會活動，主動積極、負

責認真、勇於任事者。 

 ７、服務成績優良或具有特殊事蹟足資表揚者。 

 ８、平日協勤認真負責、任勞任怨、對臨時勤務亦能主動參與， 並 

圓滿達成交辦事宜者。 

（三）遴選方式：應以平時全部協勤績效作為評核依據，由義交大隊部

暨各中隊推薦績優人員 1名，俾供評選。                 

（四）表揚名額：依主辦單位分配名額辦理。 

七、內政部警政署年度「績優交通義警獎」： 

  （一）對象：義交大隊所屬之績優隊員暨各級幹部。 

（二）遴選基本條件： 

 １、於義交大隊服務年資滿 5年以上者。 

   ２、最近 5年內未受有期徒刑之宣告及無不良素行、刑事通緝紀錄

者。 

 ３、未曾接受同項「內政部警政署年度績優交通義警獎」表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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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最近 1年協勤從無缺勤或遲到、早退、劣蹟及違反本局規定 

者（含車輛品牌管理）。 

 ５、參加義交大隊編訓、教育講習等各項集會活動，主動積極、負

責認真、勇於任事者。 

 ６、服務成績優良或具有特殊事蹟足資表揚者。 

 ７、平日協勤認真負責、任勞任怨、對臨時勤務亦能主動參與，並 

圓滿達成交辦事宜者。 

（三）遴選方式：應以平時全部協勤績效作為評核依據，由義交大隊

部暨各中隊推薦績優人員 1名，俾供評選。             

（四）表揚名額：依主辦單位分配名額辦理。 

八、服務資深績優人員獎： 

 （一）目的：為表彰服務資深績優人員長期參與協助本市交通改善 

工作，肯定其堅忍與無怨無悔之精神，藉以激勵全體 

義交人員工作士氣與榮譽感，以其有效發揮團隊精神。 

 （二）獎項區分：（每 10年 1等級） 

  １、服務滿 10年者，該年度核頒分局長或交通警察大隊長表揚獎 

狀乙幀。 

  ２、服務滿 20年者，該年度核頒局長表揚獎狀乙幀。 

    ３、服務滿 30年者，該年度核頒局長表揚獎狀乙幀；前揭 3種獎 

項各請領 1次，不得重複請領。 

4、服務滿 15年以上退隊或年滿 70歲屆齡榮退者，該年度核頒 

分局長或交通警察大隊長感謝狀乙幀。 

（三）遴選基本條件： 

 １、於義交大隊服務年資滿 10年以上者。 

 ２、最近無不良素行、刑事通緝紀錄者。 

九、個人獎懲標準表如附表。 

十、經費：相關獎勵、表揚所需經費暨獎勵金，由警察局補助義交大隊

相關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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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獎 懲 標 準 表 

獎 勵 事 蹟 獎 勵 種 類 
１、專案（臨時）性勤務，半年內累積協

勤 60小時以上。 

２、提供重大道路障礙狀況、配合警察機

關需求支援火災或主動支援重大交通

事故，於現場疏導交通、熱心負責有

具體佐證，累積 3次以上者。 

３、半年內優蹟登註達 5次以上者。 

４、提供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及交

通改革意見，經認可而採納者。 

５、提供妨害社會治安之可疑人、事、物

之報告，而有預防犯罪效果，足堪宣

導為模範者。 

６、提供重大道路障礙狀況，並主動於現

場協勤有具體佐證，累積 6次以上者。 

７、為民服務救護傷患送醫或熱心公益事

業，有具體優良事蹟堪為表揚，累積

3次者。   

８、配合警察機關需求支援火災或主動支

援重大交通事故，於現場疏導交通、

熱心負責，且有佐證累積 6次者。 

９、協助圍捕要犯或隨行通報行蹤（動態 

）提供線索、提供犯罪線索及證據， 

經查獲或因而破案，足資宣導為模範 

者。 

10、對裝備、福利等經費籌措捐助有顯著 

貢獻者。 

11、恪遵法令、排除困難達成任務。 

12、主動推行政令、溝通警民情感，有具 

體表現者。 

13、拾金（物）不昧送警招領，婉拒酬金

者。 

交通警察大隊長獎狀乙幀 

 

交通警察大隊長獎狀乙幀 

 

 

 

交通警察大隊長獎狀乙幀 

交通警察大隊長獎狀乙幀 

 

檢附具體事實，簽辦獎勵 

 

 

檢附具體事實，簽辦獎勵 

 

檢附具體事實，簽辦獎勵 

 

 

檢附具體事實，簽辦獎勵 

 

 

檢附具體事實，簽辦獎勵 

 

 

 

檢附具體事實，簽辦獎勵 

 

檢附具體事實，簽辦獎勵 

檢附具體事實，簽辦獎勵 

 

檢附具體事實，簽辦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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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其他有關協助交通整理工作，確有優

良事蹟者。 

15、經民眾舉報優良事蹟，查證屬實者。 

檢附具體事實，簽辦獎勵 

 

檢附具體事實，簽辦獎勵 

懲 處 事 蹟 懲 處 種 類 
１、無故遲到、早退及協勤劣績或擅自手

操號誌燈者，均以劣蹟登註 1次。 

２、半年內劣蹟登註達 3次者。 

３、當月無故缺勤 1次以上者。 

４、違反停止獎勵相關規定者。 

５、1年內劣蹟累計達 6次以上者。 

６、當月無故缺勤累積達 2次者。 

７、半年內無故缺勤累積達 3次者。 

８、不依交通號誌、標誌、標線指揮，有

習慣性手動操控交通號誌，屢勸不改

者。 

９、對乘客不禮貌，有淫穢、猥褻之言語 

、舉動或以其他方式調戲異性者。 

10、因故未參加年度常年訓練，經通知又

未參加補訓者。 

11、義交人員穿著義交制服時，將制服外

露、釦子未扣或穿著拖鞋、未車縫胸、

臂章配件不全者。  

12、義交協勤時遲到早退、併崗聊天、離

崗、呆崗無作為或持手機聊天、聽音

樂者。 

13、擅自將識別證、車輛標誌、團體制服 

、配件裝備，交由非交通義勇警察人 

員使用者。 

14、擅自將貼有本大隊車輛標誌之車輛， 

任意借予非本大隊人員營業者。 

15、暴力或酗酒滋事、行為乖張、破壞團

隊形象者。 

16、鼓動策劃，集體要脅，足以損害他人 

者。 

訓誡 

 

停止年度獎勵資格 

停止年度獎勵資格 

停止年度獎勵資格 

解編 

解編 

解編 

解編 

 

 

解編 

 

解編 

 

劣蹟、視情節懲處 

 

 

劣蹟、視情節懲處 

 

 

解編 

 

 

解編 

 

解編 

 

解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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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對長官有反抗或藐視行為，情節重大 

者。 

18、拒不參加專案（臨時）性勤務或屢次 

藉故拖延者。 

19、選舉期間未依規定維持行政中立，並

利用義交名義（含穿著義交制服或駕

駛義交品牌車輛）黏貼、懸掛競選標

識或參加宣傳、造勢活動者。 

20、違反本大隊愛心計程車服務隊管理規

定屢勸不改者。 

21、不服從幹部指揮或違反大隊規定行事

者。 

22、藉機造謠生事，或以其他方式破壞大

隊、幹部威信者。 

23、行為不檢或藉端滋事及其他因個人之

行為造成團隊形象受損者。 

24、無故不參加集會、頒獎、公祭典禮， 

或遲到、早退、不依規定著裝者。 

25、私自承接未依一定程序申請、核准之

民間委託勤務，或未經核准私自跨區

協勤者。 

26、屢次未經查證或偽造事證檢舉，經勸 

導、糾正不改者。 

27、協勤態度不佳、口出惡言，用手拍打 

或用指揮棒敲擊等不當行為，經查證

屬實者。 

28、每月協勤未達基本時數，且無正當理  

由者。 

解編 

 

解編 

 

視情節懲處 

 

 

 

視情節懲處 

 

視情節懲處 

 

視情節懲處 

 

視情節懲處 

 

視情節懲處、停止年度獎

勵資格 

解編 

 

 

解編 

 

解編 

 

 

解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