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 101 年 11 月份治安會
月份治安會報
治安會報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1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 分
二、 地點：本府 12 樓劉銘傳廳
三、 主持人：郝市長龍斌

記錄：李家名

四、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 頒獎：
（一） 第 1 案：101 年 10 月 29 日偵破搶奪銀樓金飾案。
受獎代表
受獎代表：
代表：保安警察大隊第一中隊警員施性旭。
保安警察大隊第一中隊警員施性旭。
（二） 第 2 案：101 年 11 月 7 日偵破地下兵工廠案。
受獎代表：
受獎代表：中正第一分局
中正第一分局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詹木順
分局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詹木順。
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詹木順。
（三） 第 3 案：101 年 10 月 30 日偵破非法持有槍彈案。
受獎代表
受獎代表：
代表：松山分局偵查隊偵查佐
分局偵查隊偵查佐陳彥均
偵查隊偵查佐陳彥均。
陳彥均。
（四） 第 4 案：101 年 11 月 7 日檢肅「華西街幫」成員案。
受獎代表
受獎代表：
代表：萬華分局偵查隊偵查佐李義正。
萬華分局偵查隊偵查佐李義正。
（五） 第 5 案：101 年 11 月 14 日掃蕩不良幫派「飛鷹幫」成員案。
受獎代表：
受獎代表：大同分局偵查隊
分局偵查隊小隊長郭恩彰
偵查隊小隊長郭恩彰。
小隊長郭恩彰。
（六） 第 6 案：101 年 10 月 29 日偵破兩岸跨峽詐欺集團車手案。
受獎代表：
受獎代表：刑事警察大隊偵三隊偵查佐程向榮。
刑事警察大隊偵三隊偵查佐程向榮。
（七） 第 7 案：101 年 11 月 8 日掃蕩不良幫派「四海幫」成員案。
受獎代表：
受獎代表：刑事警察大隊偵一隊組員李真旺。
刑事警察大隊偵一隊組員李真旺。
（八） 第 8 案：101 年 11 月 12 日瓦解不良幫派「竹聯幫雷堂」案。
受獎代表：
受獎代表：少年警察隊偵查組偵查佐王紀緯。
少年警察隊偵查組偵查佐王紀緯。
（九） 市民朋友協助攔阻詐騙款項案。
受獎人員：
受獎人員：玉山銀行古亭分行經理陳○
玉山銀行古亭分行經理陳○如先生。
先生。
六、 主席致詞：
中央警察大學葉教授、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江主任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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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警察局黃局長，與本府各位同仁，以及今天蒞臨受獎的
優秀警察同仁、市民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在治安會報上，表達對玉山銀行古亭分行陳經
理的感謝，透過陳經理的機警、主動關懷，讓市民免受詐騙迫害
，保住辛辛苦苦賺來的血汗錢，在此，代表市府表達肯定及感謝
之意。經查本（101）年度 1 至 10 月份詐欺案件較去年同期約減
少 891 件，民眾遭詐騙損失金額更減少新臺幣 2 億 3,000 多萬元
，績效卓著，這也是像陳經理一樣的銀行行員、熱心民眾協助我
們來達到反詐騙的效果，所以我們常講「警力有限、民力無窮」
，透過民眾讓詐騙案件在臺北市能有效嚇阻，達到打擊犯罪之成
效。
近期警察局各單位對本市治安也有非常好的表現、績效，像
是保安警察大隊落實攔檢盤查，當場查獲搶奪而得的贓物；中正
第一、松山分局破獲非法持有槍彈案；刑事警察大隊偵破兩岸跨
峽詐欺集團車手案；大同、萬華分局，以及少年警察隊掃蕩不良
幫派成員等等案件。希望在場表現優異的警察同仁，各單位主官
應列入考績評核，積極拔擢，讓他們能夠負更大之責任。
最後，代表全體臺北市民再次向警察局及行庫同仁致謝。謝
謝大家。
七、 上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詳如會議資料。
商業處黃處長以育發言：
針對上個月會報中主席裁（指）示事項第九點，市長指示，往後
警察局通報特定場所遭查獲賭博、毒品等不法情事時，商業處應
進行列管，然後提報到治安會報上說明。本年度 10 月份，警察
局提供正俗專案執行對象計 83 家，11 月中又接獲中山分局通報
轄內某養生館涉嫌妨害風化，本處將進行前揭店址列管。目前本
處於受理遭列管之業者，申請新設立或變更負責人時，皆先行提
報治安會報討論，續依市長裁示後，按相關規定辦理。另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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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近期接獲列管對象變更申請歇業，目前建議同意該址申請，並
由本處持續列管中。
中山分局李分局長永癸發言：
1. 有關上次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第一點，針對轄內某 2 家特
種營業場所，本分局持續實施臨檢並聲請搜索票執行搜索；另
本期針對轄內所有特種營業場所，亦多次動用優勢警力擴大臨
檢，甚至由警察局統籌調派其他分局的員警支援本分局，發揮
打擊、嚇阻犯罪之功效，查獲毒品案件、通緝犯、容留未成年
案件等等。自本年度起，因本分局針對轄內特種營業場所規劃
勤務加強臨檢查察並搜索取締，部分店家已相繼歇業。另外，
某店家於本年度遭本分局多次查獲涉嫌色情犯罪，除移送法辦
外，並函予都發局，該局以該店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規定
執行斷水斷電，本分局全程配合執行，以達震撼、嚇阻不法之
功效。
2. 針對本分局所列管轄內某酒店，本分局仍維持最高頻率的查察
，目前該店生意非常蕭條。
萬華分局楊分局長春鈞發言：
本分局於上次會報提列 2 點，也獲主席裁（指）示各單位協助辦
理。其中，某店址本分局仍有接獲檢舉，惟查經報請斷水斷電後
，該址已大門深鎖，無營業之跡象，本分局將於今日下午協助執
行斷水斷電。另 1 列管店址，也希望有關單位依法執行斷水斷電
，以收震憾之效果。
大同分局王分局長鳳輝發言：
上次會報提列市長信箱案件，其中 1 件提及本分局轄內某技術學
院學生疑有吸毒情事，本分局獲報後立即與校方聯繫，並透過教
育局通知學校，該校教官近期與本分局聯繫，皆有針對可疑學生
作尿液篩檢，並每週過濾，受輔導的情形皆正常。本案建請校方
自行處理，若確有需要再通知本分局予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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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丁局長亞雯發言：
有關大同區某學校夜間部學生疑似吸毒情事，本局教官得知後，
立即針對可疑學生進行尿液篩檢，第 1 次皆呈陰性反應，續詢問
後學生表示：渠等來自新北市，國中時期有類似經驗，進而至班
上宣揚。
刑事警察大隊黃大隊長明昭發言：
1. 近期某企業負責人座車遭槍擊案發生後，本局即於 11 月 7、9
、10、14、16、17 日規劃針對本市特定特種營業場所，進行
大規模臨檢、掃蕩及搜索勤務，共查獲槍枝、毒品犯罪 5 件 1
1 人等，相關綿密性、壓制性作為，已收治安平穩之成效。
2. 近期針對不良組織幫派亦掃蕩數個集團、首惡，在此，特別感
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江主任檢察官指揮，針對某集團負
責人座車遭槍擊案，掃蕩可疑涉案幫派，本局今日將檢肅到案
之犯嫌移送法辦。
3. 有關本局及商業處窗口，目前各分局臨檢搜索有違法情事時，
皆函送都發局，並副知本局行政科，該科彙整完後陳報主任秘
書，由本局主任秘書與商業處窗口保持聯繫，相關表格皆在資
料內，並刻正執行中。
工務局張局長培義發言：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210080456 案件，本局目前增加 1 盞
特殊燈具，視線更為明亮，12 月初將更換較大的路燈；另文山第
二分局目前亦於該址 24 小時巡邏。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黃副主任委員銘材發言：
上次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有 3 點與本會有關，本會業已提
出治安督導診斷方案，並依市長指示，於治安會報開會前 2 週，
對排定之專案報告進行檢討，若有局、處未按規定本會將予以提
報。另外，就上次考評較不理想的項目，本會以清單列舉方式函
送各單位及警察局，作為積極檢討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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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丁局長育群發言：
本局為維護治安狀況，將配合警察局通報，責請建管處協助辦理
相關斷水斷電程序。
主席裁（
主席裁（指）示：
1. 中山分局列管轄內某酒店，
中山分局列管轄內某酒店，執行臨檢之強度、
執行臨檢之強度、頻率仍不夠，
頻率仍不夠，應
不定期加強查察。
不定期加強查察。多次強調，
多次強調，只要有場所發生槍擊、
只要有場所發生槍擊、販毒等犯
罪情事，
罪情事，就應嚴加查察提升執法強度，
就應嚴加查察提升執法強度，絕不寬貸。
絕不寬貸。
2. 再次強調，
再次強調，只要發生過槍擊、
只要發生過槍擊、毒品、
毒品、賭博、
賭博、色情等犯罪場所，
色情等犯罪場所，
遭警察局各單位查獲，
遭警察局各單位查獲，就應強化臨檢查察等勤務作為及頻率，
就應強化臨檢查察等勤務作為及頻率，
倘有轉移他址都應列入交接。
倘有轉移他址都應列入交接。
3. 餘准予備查。
餘准予備查。
八、 定期報告案：
（一）「市長信箱」治安話題彙整報告：詳如會議資料（提報單位：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中山分局李分局長永癸發言：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210080461 案件，民眾所陳之特種
營業場所，於民國 99 年 7 月間遭刑事警察局查獲違反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案件移請地檢署偵辦。目前該址本分局亦
列為重點臨檢場所加強查察，尚無發現不法。
文山第二分局陳分局長博珍發言：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210080240 案件，經查該店負責人
因案服刑中，本分局於 11 月間多次臨檢，該店雇有 4 名服務
生（其中 1 名為大陸籍人士，具有工作證），臨檢時無發現不
法，本分局將持續查察。
信義分局王分局長嘉衝發言：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210150243 案件，民眾係反映監視
器裝設位置，多半希望裝設在自家門口或其認為治安較差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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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所謂安心監視器，本分局基於專業立場向該民說明，該址
周邊已有 5 支監視器，依軸心圓方式部署設置，經第 1 次回復
後民眾表示不滿意，第 2 次回復後民眾則未再表示意見。續查
民眾所陳內容，迄今皆未有報案紀錄，本分局在該址附近加強
金融線、防竊區塊的路線，每天至少 3 次巡邏，以補足民眾擔
心監視器不足的情形。
刑事警察大隊黃大隊長明昭發言：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210120192 案件，民眾陳指其兄長
於本年度 4 月間接到交友電話，並約於中山區借款，共借新臺
幣 8 萬多元，惟 4 至 10 月間卻中斷聯繫，10 月份又突然接該
女子電話，後續有將該筆款項歸還，本大隊雖請被害人到案說
明，惟其表示：該女子已歸還借款，不再追究。復查該女子所
留之電話號碼皆為 2 類電話，是類電話多為詐騙集團使用，目
前本大隊刻正追查電話之人頭，近期傳詢並追查幕後情形。
萬華分局楊分局長春鈞發言：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210240117 案件，即前揭程序所提
之店址，本日下午將協助執行斷水斷電。
士林分局江分局長慶興發言：
1.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210010010 案件，市民所陳後港
公園常有青少年聚集吸毒情事，惟查該公園面積較小，亮度
、巡邏密度皆足夠，且近 3 年亦無刑案紀錄，本分局研判民
眾所陳應係前港公園，該公園面積較大，雖亮度充足，然有
部分位置因榕樹較大，較為昏暗，且近 3 年亦查獲多起吸毒
案件，本分局已將該址列為治安重點，責請同仁加強巡邏，
尤其是公園內的廁所、停車場等。另外，清查該地區之毒品
人口，並於公園適當場所張貼反毒標語，請民眾協助報案，
另建請市府於燈光昏暗處加裝感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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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210050001 案件，市民陳指基河
公園、基河國宅附近巷弄以及士林夜市地下美食街皆有吸食
毒品的情事發生，經查該址係夜市尾端之巷子，住宅老舊、
巷弄狹小、光線昏暗，且正在進行都更，治安死角相當多。
該址近幾年查獲多起 K 他命毒品案件，本分局已列為治安重
點，持續清查列管之毒品人口，並協請居民守望相助。另就
士林夜市地下美食街疑似販毒行為，本分局加強巡邏，並協
調市場處、管委會共同合作。
蔡顧問茂岳發言：
關於市長信箱編號 MA201210240117 案件，雖本日下午即執
行斷水斷電，惟就陳情內容疑仍有不法情事，其樓上係 3 家賓
館，萬華分局亦有於該址查獲提供色情交易場所之紀錄，此部
分管理，建請賓館業主管機關觀光傳播局，倘若萬華分局將來
查獲是類案件，能否於相關管理上有所處置，以配合到目前市
政府的政策。
主席裁（
主席裁（指）示：
1. 請萬華分局與觀傳局就蔡顧問所提，
請萬華分局與觀傳局就蔡顧問所提，進行瞭解並積極配合辦
理。
2. 餘准予備查。
餘准予備查。
（二）本市治安狀況報告：詳如會議資料（提報單位：警察局刑事警
察大隊）。
警察局黃局長昇勇發言：
1. 有關刑事案件犯罪率，此次議會亦有議員提出來質疑認為臺
北市的犯罪率竟是後端內，然而，事實上不僅臺北市，其他
4 都的全般刑案犯罪率幾乎都在後面，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因為全般刑案犯罪率的統計，部分案件破案就等同發生，其
中酒駕就是很好的例子；另外，依現行規定，詐欺案件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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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款地作為發生地，因此，就報告內容而言，有高達將近 3
成的詐欺案件是由其他縣市轉移至本市偵辦的，所以案件數
才會明顯增加；毒品案件則是破獲越多，發生件數就會越多
。上開案件多半發生在大都市裡，這就是都會區犯罪率較高
的原因。
2. 自去年 5 月起，本市因建置錄影監視系統，破案率逐漸提高
，以最難破的搶奪案件為例，本（101）年度 1-10 月份發生
60 件，破獲 59 件，而住宅竊盜部分，前幾年每年發生高達
2,000 多件，而本年度 1-10 月份僅剩 973 件，破獲率更將
近 8 成。顯見 CCTV 的建置已大幅降低犯罪率、提升破獲率
，因此，本市治安狀況之定期報告，才以性質較為雷同的 5
都作為比較縣市。
中央警察大學葉教授毓蘭發言：
1. 最近媒體報導臺北市治安相較於全國各縣市好像不太好，不
過誠如警察局黃局長剛剛所言，我們常說「外行的看熱鬧，
內行的看門道」，在其他縣市很難破獲的搶奪、竊盜案，臺
北市的破獲率都相當高。不過，就縱火案件的書面分析資料
，建議警察局能用列管的方式列管本市縱火案件，讓資料的
呈現不會有超過百分之百的狀況，使各與會人員能更明確掌
握本市縱火案件的發破情形，亦可對外說明。另外，臺北市
搶奪及竊盜案件破獲率相當高，惟就犯罪學的角度而言，是
類案件犯嫌會自然移居（displacement）至其他地方，請警
察機關應特別注意。
2. 有關毒品案件，包括喧騰一時的李○瑞案等，在在反映出毒
品犯罪遊走於法律邊緣的問題，譬如說使用 K 他命等三、四
級毒品來逃避刑責，是不是能由首都臺北市做起，累積足夠
的資料來向中央主管部會建議，將 K 他命修訂為第二級毒品
，畢竟規定必須與時俱進，而且現在 K 他命的取得、製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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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容易，對於青年甚至整個社會治安的影響皆非常嚴重。
藉此，讓警察同仁在執行層面上更有著力的空間。
3. 本（23）日所有的電子、平面媒體都在報導吳姓導演在高鐵
上遺失手機，3 分鐘內就尋回的案件。竊盜案件有時因犯嫌
的銷贓速度較快，而難以追回被害人遭竊財物，因此，當有
快速偵破且「完璧歸趙」的案例發生時，應盡可能協請媒體
報導，這樣的效果比只用數字呈現破獲率或其他任何宣導來
的有用。
衛生局林局長奇宏發言：
1. 鑑於前陣子衛生署新營醫院北門分院附設護理之家縱火事
件，本局對於縱火犯非常關注，特別在上次治安會報時，與
警察局主動比對本市曾涉及縱火的犯嫌，以及本局列管之社
區精神障礙個案名冊，發現縱火犯 9 人中有 2 位被列管，殺
人犯 87 人中亦有 5 位遭列管，顯見縱火犯在精神影響層面
相對高，因此，本局也與刑事警察大隊協調，並啟動特定方
案（program），即警方將縱火犯緝捕到案後，由本市市立
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醫師主動進行評估及訪談，希望對
這些縱火犯在醫療及心理層面能有所幫助。
2. 就 K 他命的級別管制問題，本局於市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亦
提出探討過，從醫療的角度而言，臨床上越來越多證據顯示
K 他命的成癮性非常高，若以毒品分級要件中的上癮性來看
，本局亦認為 K 他命應進入第二級管制。
刑事警察大隊黃大隊長明昭發言：
1. 就本市縱火案而言，以信義區發生件數最多，多半是四獸山
提供給民眾休憩之涼亭，夜間亦常發生民眾取暖或抽菸因而
引起火災的案件，此部分信義分局目前就少數未破案件刻正
積極偵辦中。另外，本年度松山及南港地區亦有發生犯嫌為
偷取安全帽，以打火機燒安全帽帶進而導致周圍的機車全部
9

燒毀，本案於調閱監視器影像比對後，業已偵破。綜合來說
，本局於縱火案件偵處皆達一定水準，破獲率超過百分之百
的部分係因破積案而致。
2. 臺北市市民幾乎每人有 2-3 支手機，因此，手機的失竊或遺
失案件相對較高，為因應此情形，本局建置有手機序號建檔
資料庫，倘若民眾至一般手機行、中古手機行或網路交易購
賣手機，可撥打市民熱線 1999 或至本局網站查緝該機是否
為失竊物品，避免買到贓物。此部分持續向民眾宣導並建檔
，以提升為民服務的品質。有關葉教授提示部分，未來本局
將考量失物尋回速度以及名人等因素，進行新聞發布，以提
升媒體行銷品質。
主席裁（
主席裁（指）示：
1. K 他命毒品分級管制調整部分，
他命毒品分級管制調整部分，請衛生局向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發動建議。
管機關發動建議。
2. 101 年 1-10 月份本市治安狀況報告顯示：
月份本市治安狀況報告顯示：不管是治安指標
、暴力犯罪還是竊盜犯罪，
暴力犯罪還是竊盜犯罪，破獲率都顯著提高，
破獲率都顯著提高，尤其住宅竊
盜跟去年同期比較增加 17.3 個百分點，
個百分點，這對民眾居家安全
、生命財產來說是有很大的幫助。
生命財產來說是有很大的幫助。錄影監視系統建置完成後
，破獲率更是逐年提高，
破獲率更是逐年提高，對於尚未偵破的案件，
對於尚未偵破的案件，希望警察局
希望警察局
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至於住宅竊盜發生較高或破獲率較低的分局，
至於住宅竊盜發生較高或破獲率較低的分局，也
請各分局長加強。
請各分局長加強。
3. 對於可顯現警察破案效率的部分，
對於可顯現警察破案效率的部分，請警察局適時會同觀光傳
播局加強對民眾宣導，
播局加強對民眾宣導，以利支持警察勤務。
4. 有關縱火犯與精神疾病患者的關聯，
有關縱火犯與精神疾病患者的關聯，就衛生局林局長的報告
是有重要關係，
是有重要關係，因此，
因此，請警察局與衛生局合作，
請警察局與衛生局合作，對於精神病
患的縱火犯嫌加強追蹤列管。
患的縱火犯嫌加強追蹤列管。
5. 餘准予備查。
餘准予備查。
（三）建置本市錄影監視系統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提報單位：
10

警察局犯罪預防科）。
警察局黃局長昇勇發言：
1. 由第一期的經驗，以及本局所發展出來利用錄影監視系統偵
防犯罪的技巧，未來第二期有很大的改變。過去監視系統多
半希望能拍到犯罪現場的定罪畫面，然而卻無法有效逮捕犯
嫌，現在的裝設則朝向「追蹤」功能考量，因此，點位的問
題就更顯重要。目前仍有民眾將監視系統的裝設視為路燈，
作為安心使用，認為犯罪熱區應加設，不過，犯嫌的犯罪手
法日新月異，多半以贓車作為犯案工具，即便拍到車牌號碼
，仍無法將犯嫌繩之以法。因此，目前本局錄影監視系統之
裝設，除能讓民眾安心之外，最主要還是在發揮追蹤功能，
以專業角度維護社會治安，還原整個犯罪軌跡（包含逃離犯
罪現場），此部分本局將盡量於各種場合多方宣導，讓民眾
得以理解建置之原則。
2. 謝謝資訊局張局長的建議，本局在建置錄影監視系統過程中
特別感謝資訊局、工務局以及相關單位的支持及指導，就機
動監視器部分，目前已規劃入第二期，並參考其他縣市經驗
，適時將監視器作機動性使用。另外，整合其他縣市部分，
目前尚有系統、經費以及裝設等問題現正克服中，至於本市
公、私監視器的整合，目前部分分局已將轄內 CCTV 以及民
政局所設立等等的監視器，進行分布圖的標設，包含設置地
點、拍攝方向、保管單位等，遇有狀況立即依此資料調閱，
協助處理。
民政局鄭科長朝元發言：
整體監視系統之建置過程，誠如警察局局長所言，之前民眾多
半有此疑慮，包括本局在拆除里鄰監視器的過程，里長亦考量
特定因素而不願拆除。後來，經警察局給予相關說帖，本局亦
在里辦公室會報、區內等等的會議大力宣導，漸漸地，里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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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能接受還原犯罪軌跡的特性，有別於以往里鄰監視系統建置
方式。此外，警察局於去年亦安排本市里長參訪新成立的數位
監控中心，迴響相當不錯。
資訊局張局長家生發言：
本案 CCTV 之建置在警察局局長、周副局長、林副局長督導，
以及犯罪預防科吳科長努力之下，成效顯著，不過，仍有以下
幾點建議提供警察局參考：
1. 各縣市（尤其其他 4 都）對於監視系統之建置，皆廣為宣傳
，惟本局建置迄今，效果良善卻因與廠商有些許細節問題，
尚無法達成最終的整合及宣導，這是市長一個相當重要的政
績，希望警察局能盡速完成，讓市長能夠適時展現建置成效
。相較於其他縣市，本市的建置相當完整，從 110 勤務指揮
中心、分局，一直到派出所，透過 GIS 整合隨時調閱、追蹤
，連其他國外城市也少有這樣的建置，不過，我們還是有努
力的空間。
2. 建置機動監視器來彌補固定監視系統的防護不足，遇有狀況
隨時調整部署，提升機動性，後續的建置可納入此部分考慮
。
3. 「治安眼」是很重要的概念，目前本市朝此方向順利推展中
，惟犯罪者的手法越來越多樣，犯案後多往他縣市逃逸，增
加逮捕的困難度。因此，應與其他縣市進行整合，建立完善
的治安眼。另一項整合，國外像是芝加哥，是透過公、私間
（如統一超商、住宅大樓）的監視器，利用雲端系統快速處
理所發生的案件，整合、線路追蹤等並配合科學辨識方法（
ICP）。建議警察局納入民間資源，整合並強化治安眼，提
升雲端運算的功能。
4. 最後，本項錄影監視系統是市政府的公共財，在不影響個資
法的前提下，應分享給其他局處運用，包括交通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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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黃副主任委員銘材發言：
有關本市錄影監視系統之建置，目前已完成 1 萬多支，基本上
，尊重專業從治安角度思考，惟就書面資料所示，調閱錄影監
視系統件數，以為民服務調閱之影像數占最多，因此，不可諱
言對民眾而言，錄影監視系統從早期因侵犯個人隱私疑慮之排
斥，到現在民眾主動要求安裝。就承辦單位所提：錄影監視系
統之建置，讓市民對於目前施政有感提升，連帶治安滿意度也
無形中拉高，包含中央內政部的考評有關民調部分、本會以及
警察局做的民意調查，這些都會有連動，民眾對治安滿意，當
然就越來越安心，因此，裝設部分除尊重專業外，仍應考慮此
項因素，並於完成後加強宣導，讓民眾瞭解監視器的功效，當
民眾有感，民調及滿意度自然就會反映出來。
蔡顧問茂岳發言：
關於資訊局局長所提，將錄影監視系統及 EOC 進行連結部分
，初期規劃時，已請警察局與廠商協調，列入計畫中，請警察
局加強控管並瞭解後續狀況。
中央警察大學葉教授毓蘭發言：
1. 呼應剛剛各位先進所提有關宣導的重要，其實配合真正案例
宣導，比只有數字而言來得讓人信服。1990 年代，紐約的
治安相當不安定，當時朱利安尼在改善治安上，不斷利用大
量的宣導，讓民眾甚至各國的警政機關能夠瞭解政府的決心
，對警察單位的專業產生信心，甚至找來 1 位新聞界出身的
人士擔任警政單位副首長，專門負責行銷並持續新聞發布，
此點供警察局參考。
2. 接下來，錄影監視系統的維護，使其長期保持高效能運作是
相當重要的。大概 10 幾年前，臺北市曾經對於所謂治安死
角之監視器、路燈，由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列管，若
有故障皆應於 24 小時內維修，當時市政府的婦權會亦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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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工作列為重點項目控管，我覺得這個理念可以應用在監視
器上。另就資訊局張局長所談後續努力空間，其實就我所知
，首爾、倫敦以及東京等地區之監視器已發展到可以 room
in 或 room out，還可以配合廣播，阻絕正在發生的犯罪，
以上提供警察局後續思考、發展。
3. 宣傳上，可以考慮讓市民把監視器當成是我們沉默的守護神
，因為監視器的保護光靠警察是不夠的，讓市民在發現有人
蓄意破壞時，也能通知有關單位到場處理，藉以協助保護這
些裝置，以這樣的方式會比用生硬數字宣傳來得有效。
主席裁（
主席裁（指）示：
1. 對於警察局、
對於警察局、資訊局以及工務局表達十二萬分的感謝，
資訊局以及工務局表達十二萬分的感謝，在前
揭單位共同努力下，
揭單位共同努力下，大型監視器可以說是如期完工並驗收，
大型監視器可以說是如期完工並驗收，
甚至發揮相當大功能，
甚至發揮相當大功能，在此對各單位同仁的努力表示敬佩及
鼓勵。
鼓勵。
2. 就錄影監視系統宣傳部分，
就錄影監視系統宣傳部分，我瞭解警察局的顧慮，
我瞭解警察局的顧慮，不過就剛
才報告案中，
才報告案中，監視器的完成，
監視器的完成，協助查
協助查獲肇事逃逸、
肇事逃逸、失物尋回
、搶奪以及住宅竊盜案偵破、
搶奪以及住宅竊盜案偵破、為民服務等等，
為民服務等等，事實上，
事實上，就宣
導而言，
導而言，可進一步在協尋失物或破獲肇事逃逸案件後加強報
可進一步在協尋失物或破獲肇事逃逸案件後加強報
導，從動機較少的部分開始著手，
從動機較少的部分開始著手，這部分還有討論的空間，
這部分還有討論的空間，
請警察局就資訊局張局長以及葉教授的建議妥為規劃，
請警察局就資訊局張局長以及葉教授的建議妥為規劃，並請
觀光傳播局協助辦理。
觀光傳播局協助辦理。
3. 錄影監視系統之建置尊重警察局專業的評估，
錄影監視系統之建置尊重警察局專業的評估，請民政局持續
向社區的民眾、
向社區的民眾、里長來宣傳、
里長來宣傳、說明。
說明。
4. 資訊局張局長所提幾點建議，
資訊局張局長所提幾點建議，包括建立機動監視器、
包括建立機動監視器、治安眼
以及公私部門監視器整合等等，
以及公私部門監視器整合等等，請警察局加強辦理。
請警察局加強辦理。
5. 警察局就錄影監視系統尚有必須提升的功能，
警察局就錄影監視系統尚有必須提升的功能，包括後續 25
%工程
工程、
工程、維持其妥善率、
維持其妥善率、敏銳度等，
敏銳度等，以提升偵防犯罪成效，
以提升偵防犯罪成效，
此部分請警察局繼續努力。
此部分請警察局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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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餘准予備查。
准予備查。
九、101 年度第 1 期「報案回復、為民服務」工作民意調查檢討報告
：詳如會議資料（提報單位：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
警察局黃局長昇勇發言：
本報告案所調查對象係指 110 報案受服務的民眾，與一般整體治
安滿意度民調有別。本年度雖因年初連續槍擊案致民調下降，惟
近期已有明顯提升之情形。
中央警察大學葉教授毓蘭發言：
1. 臺北市應該算是全國首創 110 報案回復的事後調查，過去此項
調查可能由值勤員警自行製作，現在委由外部民調公司來調查
，我覺得這是個進步，目前各縣市亦陸續開始辦理抽測，以瞭
解報案人對警察同仁到場的專業表現、各種服務滿意度等。「
嫌貨才是買貨人」，民眾對於警方服務有不滿意的地方，如果
願意提出具體可行之建議，各分局分局長、所長都應列為勤前
教育、聯合勤教之重點宣達事項，藉以有效提升警察的服務水
平。
2. 不滿意的部分，有相當大比例是對於接線員的口氣優劣。其實
，國內目前不管是政府（如 1999）或民間單位都有很多客服
專線，部分公關公司亦專門辦理此方面之訓練，我覺得未來員
警專業養成訓練，可藉助此方面的專業來提升，包含請專業人
員來演講等等。
主席裁（
主席裁（指）示：
1. 葉教授的建議相當可行，
葉教授的建議相當可行，既然做了此項調查，
既然做了此項調查，就應該瞭解不滿
意部分之原因，
意部分之原因，甚至請民眾提出具體的建議，
甚至請民眾提出具體的建議，以強化警察之專
業素養。
業素養。
2. 請警察局與研考會共同研擬可行方案
請警察局與研考會共同研擬可行方案，
擬可行方案，就接線員專業訓練部分
，擬定相關課程，
擬定相關課程，必要的經費可報由府級來協助處理
必要的經費可報由府級來協助處理，
處理，本案由
研考會主政。
研考會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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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餘准予備查。
餘准予備查。
十、北投關渡地區傾倒廢棄土之聯合查緝專題報告案：詳如會議資料
（提報單位：環境保護局）。
北投分局李分局長禎琨發言：
北投分局對於協助環保局查緝關渡地區傾倒廢土案，補充說明如
下：
1. 為協助環保局查緝關渡平原傾倒廢土案，於該址附近設置路檢
點，派員以巡邏及埋伏進行交叉勤務，並與環保局建立窗口密
切聯繫，遇案協助調查。
2. 自 99 年迄今，本分局協助環保局移送是類案件之不法業者多
達 10 幾件，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皆以不起訴偵結，尚
無法有效嚇阻不法傾倒行為。
3. 本案本局局長相當重視，曾多次至本分局瞭解查緝、偵辦近況
，並指示多項工作重點。
4. 為協助環保局查緝不法，本分局業已成立專案小組，增加專責
警力，強化勤務作為，並研訂服勤工作守則，確實交付任務；
另外，為防止是類案件持續發生，亦於該址加設巡邏箱，提高
巡邏密度並進行守望。
5. 本分局研判不法業者應有黑道背景，且幕後另有不法犯罪集團
在操控，針對涉嫌不法組織犯罪，本分局亦責由偵查隊遴派專
責人員，積極蒐集不法事證報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
偵辦。
刑事警察大隊黃大隊長明昭發言：
有關這個案件，本局局長特別指示刑事警察大隊支援北投分局成
立專案小組，目前業已報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偵辦，
並協同檢察官到現場勘查，相關偵查作為刻正進行中。
法務局蔡局長立文發言：
報告中，「主張其權力」所指應為私人之利益，而非公權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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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為「權利」。另外，實務上廢棄土傾倒依廢棄物清理法，若
在壅塞道路上，有些法院見解認為傾倒在路旁亦不成罪，因此，
環保局、警察局應進一步了解，其傾倒的位置除一般車輛行駛外
，是否有影響公眾往來的情況，提供地檢署檢察官作為起訴與否
的認定。
環境保護局吳局長盛忠發言：
就過去案例而言，地檢署不起訴的理由多半認為現地物品係剩餘
土石方資源，非廢棄物，無法依廢棄物清理法處理。本局目前已
蒐集更多相關之證據，將進一步向檢察官明確說明廢棄物的傾倒
情形。
主席裁（
主席裁（指）示：
1. 北投關渡地區傾倒廢棄土事實上是件很嚴重的事情，
北投關渡地區傾倒廢棄土事實上是件很嚴重的事情，而且各界
都相當關注，
都相當關注，這也是環保局、
這也是環保局、警察局能否有效執行公權力，
警察局能否有效執行公權力，打
擊非法的指標性案件。
擊非法的指標性案件。因此，
因此，希望警察局配合環保局全力來查
緝、蒐證，
蒐證，倘若不法業者具有黑道背景，
倘若不法業者具有黑道背景，從打擊犯罪層面，
從打擊犯罪層面，警
察局應視為重點案件強化清查作為，
察局應視為重點案件強化清查作為，依法辦理並連根拔除
依法辦理並連根拔除，
連根拔除，希
望朝此方向來加強。
望朝此方向來加強。
2. 12 月初該址原則上要封閉，
月初該址原則上要封閉，請環保局封閉時應同步讓我知道
請環保局封閉時應同步讓我知道
，必要時將親自在現場瞭解現況。
必要時將親自在現場瞭解現況。
3. 本日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因故未參加會報，
本日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因故未參加會報，請警察局針對該址傾
倒廢土之情形，
倒廢土之情形，建立窗口加強與地檢署溝通。
建立窗口加強與地檢署溝通。
4. 餘准予備查。
餘准予備查。
十一、 臨時動議
中央警察大學葉教授毓蘭發言：
最近發生在臺北市的幾件性侵害案件，包含犯嫌李○瑞案、文化
大學性侵害案，甚至於士林分局吳姓偵查佐涉嫌對 1 名 15 歲少
女不當輔導案，以及督察室孟姓督察員利用手機軟體邀約陌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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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發生性行為等等的案件，這可能都是很小的行為，然而在媒體
渲染之下，對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的衝擊卻相當大，甚至掩蓋過
同仁們在治安上努力的卓著成效。我目前是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委員會的委員，開會時亦討論到前揭案件的相關問題，
包括員警同仁在偵辦是類案件的過程中，是不是沒有注意到保密
的規定等等，以士林分局的案件為例，照理說都不應該讓媒體知
道，或許與駐地廳舍老舊有關，不過，還是有提醒各位同仁在偵
辦是類案件時，應特別注意相關規定，不要因為個人不當的行為
，讓外界歸諸於警察內部管理發生問題，進而忽略同仁辛苦維護
治安所交出的漂亮成績單。
主席裁（
主席裁（指）示：
1. 葉教授講的很有道理，
葉教授講的很有道理，其實，
其實，員警風紀問題影響整個警察的形
象，而且傷害很大，
而且傷害很大，希望警察局各單位主官（
希望警察局各單位主官（管）務必瞭解並
特別注意到。
特別注意到。
2. 餘准予備查。
准予備查。
十二、 散會（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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