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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陸客來臺 e 透過各季之電 600,000 一、衡量標準：600,000 件。
平台，網路 子證申請數量 件
申請電子證 查核，展現本
署簡政便民創
新措施效益

二、辦理情形：累計 603,349 人，有效提升陸客來臺
人數，促進國內觀光經濟效益。
三、年度目標值及達成度：
(一)年度目標值：600,000 件。
(二)達成度：603,349 人，達成率 100.55％，符合並
超越年度目標值。
四、效益：旅行業者可省去來回送件、領證花費時間
及金錢。

二、推動各縣市 完成各縣市建 22 縣市 一、衡量標準：完成 22 縣市建置關懷網絡。
建置「外籍 置關懷網絡
與大陸配偶
關懷網絡」

二、辦理情形：完成 22 縣市建置關懷網絡。
三、年度目標值及達成度：
(一)年度目標值：22 縣市。
(二)達成度：22 縣市，達成率 100%，第 3 季即累計
完成建置 22 縣市網絡，符合並超越年度目標值。
四、效益：推動各縣市建置外籍與大陸配偶關懷網
絡，結合各移民照顧輔導單位及民間團體，提供
轄區新移民整合性服務，落實推動新移民照顧輔
導措施。

三、深化民主改 加強防制人口 2%
革，落實人 販運
權保護

一、衡量標準：本年度預防宣導、安置保護服務被害
人、查緝及鑑別人口販運嫌疑人及被害人總人次
－上年度預防宣導、安置保護服務被害人、查緝
及鑑別人口販運嫌疑人及被害人總人次÷上年度
預防宣導、安置保護服務被害人、查緝及鑑別人
口販運嫌疑人及被害人總人次×100％。
二、辦理情形：
(一)創新性：
1.執行方法之創新：為吸引廣大民眾及年輕族
群關注人口販運議題，舉辦「KUSO30 秒防
制人口販運影像動畫比賽」，鼓勵民眾發揮
創意，透過風趣、創新的拍攝手法，展現此
重要人權議題，並成立專網，公布入選作品
供民眾票選，增加曝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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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進作為之創新：為擴大國際交流與合作，
移民署於 2011 年 6 月 16 日召開「兩岸四地
共同打擊人口販運研討會」、8 月 17 日簽署
生效「中華民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與蒙
古國法務及內政部移民署間有關移民事務與
防制人口販運合作瞭解備忘錄」；並於 10 月
份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工作坊，以整合防
制人口販運的 4P（Prevention、Protection、
Prosecution、Partnership）工作出發，強化國
際合作關係為理念，成功擴大邀請各國政府
官員（共 6 國 18 位）及駐華各國辦事處代表
（共 15 國 31 位）與會，並安排 2011 年全球
防制人口販運十大英雄新加坡籍 Ms.Bridget
Tan 對談，藉此建立臺灣與國際社會的合作
網絡；並於會中表揚防制人口販運有功之民
間團體，彰顯我國防制人口販運公私部門合
作成果。另自 2011 年人口販運問題報告公布
後至同年底，已有泰國、新加坡、越南及加
拿大等外國政府官員，泰國及加拿大駐臺使
領館/辦事處，以及在臺外國 NGO 至相關部
會觀摩臺灣的成功經驗。
(二)困難度：
1.人口販運案件一被查獲時，被害人往往隱暪其
身分及被害過程，爰被害人之鑑別有其困難
度。
2.組織犯罪之手法層出不窮，蒐證不易，需長期
布線追踪，且須有跨機關甚至跨國際合作，始
得竟其功。
(三)目標質量提升：
我國防制人口販運整體作為可以區分為 4P，包
括 Prevention
（預防）
、Protection
（保護）
、Prosecution
（查緝起訴）及 Partnership（夥伴關係），經由
跨部會共同努力，已獲得具體成效，並連續 2
年(2010、2011)得到美國國務院人口販運問題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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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評列為第一級的名單，與美、英、加、南韓等
國同等，未來將持續結合各機關共同推動防制工
作，以遏止人口販運犯罪之發生，體現我國人權
立國之精神，維護我國國際形象。100 年重點工
作成效如下：
1.保護面向：100 年本署人口販運被害人及疑似
被害人保護安置目標數為 30 人，100 年本署累
計保護人數為 48 人，達成率為 160%；另於司
法機關採證完備後協調相關單位，安排 167 名
被害人結束安置返回原籍國(99 年為 95 人)達
成率 175%。
2.查緝起訴面向：司法警察機關共計查獲人口販
運案件 126 件，其中移民署 26 件(99 年本署查
獲 23 件)100 年度達成率 113%；各地方法院檢
察署起訴人口販運犯罪案件合計 151 件(99 年
115 件)100 年度達成率 131%，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計 437 人，確定判決有罪 174 人。
3.國際交流及合作：有關國際交流研討會共計辦
理 2 場次，較 99 年增加，爰達成率 200%。
4.預防宣導及教育訓練：宣導卡片發放 7 萬份，
較 99 年 6 萬份達成率 116%、運用廣播媒體宣
導 9 家，較 99 年 3 家大幅成長，達成率 300
％、運用電視託播廣告 5 家，較 99 年度 4 家
達成率為 125％、宣導短片播放 194 檔，相較
99 年 82 檔，達成率為 230%。
(四)跨多機關協調：本署係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
協調會報」幕僚單位，100 年度共召開 6 次會議
(含 3 次會前會)，通過「行政院各部會 100 年辦
理防制，人口販運預防宣導及教育訓練計畫」、
「我國 2010 年防制人口販運成效報告」、「2011
年美國人口販運報告-我國回應說明」等，並負
責列(考)管 14 部會 24 項防制具體措施，業具高
度複雜性。
三、年度目標值及達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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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目標值：2%。
(二)達成度：2%，符合年度目標值。
四、效益：我國防制人口販運整體作為可以區分為
4P，包括 Prevention( 預防) 、 Protection( 保 護 ) 、
Prosecution(查緝起訴)及 Partnership(夥伴關係)，經
由跨部會共同努力，已獲得具體成效，並連續 2
年(2010、2011)得到美國國務院人口販運問題報告
評列為第一級的名單，與美、英、加、南韓等國
同等，持續結合各機關共同推動防制工作，遏止
人口販運犯罪之發生，體現我國人權立國之精
神，維護我國國際形象。

四、與外國政府 洽談簽署協議 完 成 洽 一、衡量標準：與外國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或外國駐臺
洽談防制人 或 備 忘 錄 次 談 達 60
館處洽談簽署「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共同打擊犯罪
口販運國際 數，並獲正面 次以上
合作協議」或「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合作瞭
合作及簽署 回應有案可稽
解備忘錄（MOU）」等相關事宜，達 60 次以上，
相關協議案 者
並獲相關國家 3 國以上正面回應，有案可稽者。
二、辦理情形：與相關國家洽談合作或簽署協議事宜
達 84 次，並獲蒙古、越南、泰國及杜拜等 4 國
正面回應，且於本年 8 月 17 日與蒙古簽訂備忘
錄。
三、年度目標值及達成度：
(一)年度目標值：完成洽談達 60 次以上。
(二)達成度：60 次以上，達成率 100%，符合並超越
年度目標值。
四、效益：
(一)本署駐外移民工作組與外國政府相關主管機關
或本組外僑事務科與外國駐臺館處洽談簽署
「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共同打擊犯罪合作協議」
或「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合作瞭解備忘錄
（MOU）」雙管齊下方式，期與相關國家建立
全面性、更緊密之合作關係。
(二)洽談內容包括移民事務、防制人口販運、移民
管理、移民輔導、查緝跨國偽變造證件犯罪集
團等事項，交換執法經驗及情資，共同打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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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促進國際交流，保護國境安全。

五、辦理申請自 申請使用自動 8,000 人 一、衡量標準：申請使用自動通關人數。
動通關服務 通關人數

二、辦理情形：累計人數 92,885 人，達成率 1,061％。
三、年度目標值及達成度：
(一)年度目標值：8,000 人。
(二)達成度：92,885 人，達成率 1,061％，符合並大
幅超前年度目標值。
四、效益：
(一)建置航前旅客資訊系統(APIS/ APP)，先期掌握
入國旅客資訊及攔截身分可疑之旅客於境外，
以強化入國查驗功能，改進通關服務效能，提
升國家形象。
(二)建置自助查驗快速通關系統(e-gate)方便旅客通
關，提升查驗容量，降低通關旅客等候時間。
(三)建置航前旅客資訊系統及臉部生物特徵身份辨
識系統，將有助於行政院國土安全單位及外交
部推動免簽證工作的推動。

六、辦理本署採 內政部採購稽 80％
購案件
核小組稽核採
購案件無缺失
態樣件數

一、衡量標準：(年度被內政部採購稽核小組稽核採購
案件為無缺失態樣件數/年度被內政部採購稽核
小組稽核採購案件總件數)×100％。
二、辦理情形：稽核案件計 11 件，無缺失 9 件，缺失
2 件屬評選作業及工程履約管理缺失，為本署各
需求單位應改善事項。
三、年度目標值及達成度：
(一)年度目標值：80％。
(二)達成度：102％，符合並超越年度目標值。
四、效益：促使本署同仁辦理採購案件更慎密週延。

七、推動行動服 辦 理 專 題 講 100 場
務敦親睦鄰 座、多元文化
宣導、到校收
件、預約團
辦、行動服務
等活動場次

一、衡量標準：年度辦理專題講座、多元文化宣導、
到校收件、預約團辦、行動服務等活動累計場次。
二、辦理情形：累計辦理 157 場次。
三、年度目標值及達成度：
(一)年度目標值：100 場次。
(二)達成度：157 場次，達成率 157％，符合並超越
年度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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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益：
(一)向下紮根，從教育做起，到中小學進行多元文
化宣導。
(二)利用到大專院校收件辦證的機會，進行業務介
紹與宣導，培育優良志工服務團隊。
(三)主動、親切、貼心關懷，建構「顧客感動」服
務形象。

八、提供技藝學 受收容人參與 1,000 人 一、衡量標準：1,000 人次。
習及多元資 技藝學習活動 次
二、辦理情形：累計人次 4,796 次。
訊，提升收 之人次
三、年度目標值及達成度：
容品質
(一)年度目標值：1,000 人次。
(二)達成度：4,796 次，年度達成率 479.6％，符合
並大幅超前年度目標值。
四、效益：
(一)結合民間資源，辦理受收容人技藝學習活動，
推廣臺灣傳統技藝。
(二)充實生活內容及安定收容情緒，避免受收容人
因收容情緒不穩定而脫逃。
(三)提高收容管理品質，服務範圍擴大，學習一技
之長後，有助於返國就業。
(四)協調 NGO 團體義務性辦理，重大撙節效益。
九、提升非法婚 非法婚姻媒合 2％
姻媒合查察 查察函送案件
績效
數

一、衡量標準：(100 年非法婚姻媒合查察函送案件數
-99 年非法婚姻媒合案件數/99 年非法婚姻媒合案
件數)*100％。
二、辦理情形：本署專勤事務第一、二大隊 99 年合計
移送非法婚姻媒合案件 89 件，100 年合計移送非
法婚姻媒合案件 158 件
三、年度目標值及達成度：
(一)年度目標值：2％。
(二)達成度：77.5％，符合並大幅超前年度目標值。
四、效益：
(一)杜絕不法業者藉機謀利，彰顯我國重視人權，
提升國際地位。
(二)跨國境婚姻媒合違法行為包括非法婚姻媒合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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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廣告刊登等，為宣導婚姻媒合公益化，入
出國及移民法自 98 年 7 月 1 日修正施行，並訂
有一年宣導期，故專勤隊自 99 年度起始進行全
面查察，國人對婚姻媒合公益化已有相當了
解，增加查察困難度。
(三)各專勤隊同仁除運用例行訪查、面談及查緝時
詢諮佈置主動偵查，並針對檢舉案件深入追查
非法婚姻媒合者(含廣告)，99 年度查獲 39 件。

十、 提 升 查 驗 旅客投書讚揚 2％
人員服務品 及抱怨總數

一、衡量標準：(入出境旅客人數為四捨五入取至萬，
旅客投書案件來源為署長信箱)
C=(A–B)/B x100%
A=(本年度旅客投書讚揚案件數/旅客投書讚揚及
抱怨總數)x 入出境旅客人數。
B=(去年度旅客投書讚揚案件數/旅客投書讚揚及
抱怨總數)x 入出境旅客人數。
二、辦理情形：辦理服務態度講習教育，提升查驗人
員為民服務效能。
三、年度目標值及達成度：
(一)年度目標值：2％。
(二)達成度：2.01％，符合年度目標值。
四、效益：提升工作效率、精進服務作為，形塑國家
優良形象，同步國際接軌，打造祥和世界村。

十一、加強財務 獎補助經費管 100% 一、衡量標準：獎補助經費按季送立法院並上網公告。
審核，全面 理
二、年度目標值及達成度：
提升施政效
(一)年度目標值：100%。
能
十二、提升員工 建構專業核心
職能，建立 能力導向之學
卓越組織文 習機制
化

(二)達成度：100％。
2

一、 衡量標準：每人當年度是否達成核心能力(含共同
核心能力、專業核心能力 2 項)所規定之學習時
數。(各年度目標值填列符號代表意義：0 代表「2
項均未達到」、1 代表「達到 1 項」、2 代表「2
項均達到」)
二、 辦理情形：依核心能力評鑑結果建置年度核心能
力資料庫，將核心能力評量表中，共同核心能力
及專業核心能力排列優勢倒數第 1 及第 2 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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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項目（相對劣勢），作為強化核心能力之目
標，其中共同核心能力、專業核心能力項目之排
列優勢倒數第 1 之部分，各應取得 4 個小時相關
課程學習時數，排列倒數第 2 之部分，各應取得
2 個小時相關課程學習時數，2 項合計至少應取
得 12 個小時相關課程學習時數，予以優先薦送
學習；另簡任、薦任主管人員，應再取得有關領
導統御、績效管理等相關課程 8 小時學習時數。
三、年度目標值及達成度：
(一)年度目標值：2。
(二)達成度：100％。
四、效益：建構能力導向人力資源管理制度，使組織
的人力資源管理系統與組織的使命、核心價值及
長期策略結合以提升組織整體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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