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 102 年 2 月份治安會
月份治安會報
治安會報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2 年 2 月 21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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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1 月 10 日偵破假冒公務員詐欺案。
受獎單位
受獎單位：
單位：松山分局松山派出所。
松山分局松山派出所。
（二） 第 2 案：102 年 1 月 14 日偵破「假檢警、真詐財」案。
受獎單位
受獎單位：
單位：文山第二分局
文山第二分局萬盛
分局萬盛派出所
萬盛派出所。
派出所。
（三） 第 3 案：102 年 2 月 1 日偵破非法持有槍彈案。
受獎單位
受獎單位：
單位：中正第一分局
中正第一分局忠孝東路
分局忠孝東路派出所
忠孝東路派出所。
派出所。
（四） 第 4 案：102 年 2 月 1 日偵破非法持有槍彈案。
受獎單位
受獎單位：
單位：北投分局
北投分局警備隊
分局警備隊。
警備隊。
（五） 第 5 案：102 年 2 月 2 日偵破專搶超商集團案。
受獎單位
受獎單位：
單位：信義分局
信義分局福德街派出所
分局福德街派出所。
福德街派出所。
（六） 第 6 案：102 年 2 月 4 日偵破連續扒竊高價手機案。
受獎單位
受獎單位：
單位：大安分局新生南路派出所。
大安分局新生南路派出所。
（七） 第 7 案：102 年 1 月 28 日查獲「天道盟北山會」涉嫌組織不
法暴力集團案。
受獎單位
受獎單位：
單位：士林分局偵查隊。
士林分局偵查隊。
（八） 第 8 案：102 年 1 月 17 日掃蕩不良幫派「竹聯幫平堂、孝堂
」暴力討債案。
受獎單位
受獎單位：
單位：中山分局偵查隊、
中山分局偵查隊、大安分局偵查隊、
大安分局偵查隊、士林
分局偵查隊、
分局偵查隊、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
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
（九） 第 9 案：102 年 2 月 2 日偵破詐欺未果轉念強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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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獎單位
受獎單位：
單位：大安分局偵查隊。
大安分局偵查隊。
（十） 第 10 案：102 年 1 月 30 日偵破不法集團強逼被害人坐檯償債
案。
受獎單位
受獎單位：
單位：刑事警察大隊偵四隊。
刑事警察大隊偵四隊。
（十一） 第 11 案：102 年 1 月 31 日瓦解「竹聯幫麒麟堂」持槍暴力
討債案。
受獎單位
受獎單位：
單位：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
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
（十二） 市民朋友協助攔阻詐騙款項案。
受獎人員：
受獎人員：中國信託銀行城中分行經理齊○
中國信託銀行城中分行經理齊○先生、
先生、第
一銀行民權分行行員王
一銀行民權分行行員王○○
民權分行行員王○○先生
○○先生、
先生、行員林○○
行員林○○小姐
○○小姐、
小姐、
臺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文山分社行員王○○
臺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文山分社行員王○○小姐
○○小姐、
小姐、台
北富邦銀行東湖分行副理蔡○○
北富邦銀行東湖分行副理蔡○○小姐
○○小姐、
小姐、行員翁○○
行員翁○○小
○○小
姐、臺灣銀行東湖分行行員洪○○
臺灣銀行東湖分行行員洪○○小姐
○○小姐、
小姐、第一銀行建
成分行副理張○○
成分行副理張○○先生
○○先生、
先生、行員張○○
行員張○○小姐
○○小姐、
小姐、臺灣銀行
龍山分行行員周○○
龍山分行行員周○○小姐
○○小姐、
小姐、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南門分
行行員錢○○
行行員錢○○小姐
○○小姐、
小姐、台北富邦銀行福港分行專員張○
台北富邦銀行福港分行專員張○
○小姐、
小姐、土地銀行仁愛分行副理黃○○
土地銀行仁愛分行副理黃○○先生
○○先生、
先生、行員葉
○○先生
○○先生。
先生。
六、 主席致詞：
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江主任檢察官、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何
主任檢察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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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代表臺北市政府以及警察局感謝在場 17 位熱心服
務之金融機構朋友，因為有你們的主動關懷，才能讓無辜民眾之
權益得到確切地保障。其實，詐騙案件之發生影響臺北市治安甚
巨，臺北市政府以及警察局透過各種方式（包含宣導），希望能
夠減少是類案件發生，也非常感謝很多市民朋友給我們的協助。1
01 年度臺北市之詐騙案件較 100 年度減少約 1,050 件，而民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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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的損失金額，更減少了高達新臺幣 4 億元。像在座受表揚
之熱心金融機構朋友，即是詐欺案件發生降低最關鍵原因，故在
此要代表所有市民及臺北市政府，對各位表達由衷感謝之意。

此外，近期警察局各單位在偵辦各類刑案的優良表現，對
於各類案件亦能盡力予以偵破，像是松山、文山第二分局破獲各
類型詐欺集團案，有效保障民眾財產安全；中正第一、北投分局
查獲非法持有槍彈案，遏止槍擊犯罪發生；信義分局於最短時間
內，偵破專搶超商集團之社會矚目性案件；中山、大安、士林分
局、刑事警察大隊聯手深入追查黑道幫派，掃蕩「竹聯幫」、「
天道盟北山會」等組織，涉嫌暴力討債、圍事、強逼被害人坐檯
償債等案件，都有相當好的成績，在此予以高度肯定。
過年期間本市治安能如此平穩，應歸功於多數犧牲假期之員
警同仁，讓市民能夠過一個平安的新年，在此我也要由衷表達感
激、感謝之意。尤其，近期大安分局巡簽防火巷之措施，不僅要
求員警徒步走進民眾不常走動之防火巷等治安死角，亦喚起民眾
對社區、巷弄守望相助意識，這是非常好的案例，希望治安能夠
平穩，各項指標、數據能夠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另外，希望臺北市政府，甚至警察局之努力、決策能讓民眾
有感，透過大家的努力，我想這也是我們應該共同努力的方向。
最後，本日係過年後第一次治安會報，在此向大家拜個晚年
，也希望透過我們共同努力讓治安能夠做得更好，甚至讓民眾有
感，謝謝各位，也祝福大家。
七、 上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詳如會議資料。
中山分局李分局長永癸發言：
1. 有關裁指示事項第二項，針對本分局所列管轄內某酒店，近期
亦多次實施臨檢，採取不固定之機動時段涵蓋 23-5 時，並聲
請搜索票，動用優勢警力。另外，亦於深夜 23-5 時實施路檢
勤務。上述勤務作為，查獲第三級毒品等績效，本分局仍將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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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加強各項勤務作為。
2. 針對轄內其他行業部分，亦動用優勢警力強力實施臨檢。
3. 本期本分局接獲商業處提列變更店名、負責人等計有 3 家，皆
列為本分局重點查察場所進行複查，遇有不法立即取締。
4. 另外，春安工作期間本分局偵破 1 起因工程債務糾紛引發之槍
擊案件，迅速逮捕開槍之楊姓主嫌等 5 人，查獲子彈、作案槍
枝，業已移送法辦。
5. 春安工作迄今，本分局總計查獲 5 枝各式槍械，子彈數十發，
本分局仍將持續加強掃蕩槍械工作。此外，於春安工作第 1 天
，本分局於轄區某大樓內，查獲 1 個販毒集團，逮捕數十人，
起獲各類第二、三、四級毒品、新臺幣 10 餘萬元，以及分裝
工具 1 批，除移送法辦外，將持續積極向上遊追緝。
大安分局張分局長傳忠發言：
本分局所列管之特種營業場所，業於本年度 1 月初停業，多次複
查後發現其店內舞臺、桌椅、主要結構皆已拆除，尚無恢復營業
或重新裝潢跡象。
萬華分局王分局長嘉衡發言：
有關裁指示事項第六項，本分局轄內某場業業主主動申請停業 1
年之情事，經過嚴密監控，該址目前仍係空屋無營業狀況。
大同分局王分局長鳳輝發言：
1. 本分局於 101 年 12 月接獲商業處通報轄內某店家重新申請商
業登記，請本分局加強查察，據瞭解該址曾於 100 年 6 月遭本
分局查獲媒介色情交易，之後即停業。自 102 年 1 月迄今，本
分局每月臨檢 4 次以上，通盤瞭解其營業場所結構及營業情形
，目前客人不多，亦無發現不法情事。
2. 春安工作期間，本分局轄內重慶北路交流道下，於小年夜清晨
發生保時捷跑車遭攔車槍擊案件，無人受傷，槍擊後歹徒即開
車逃逸。經過連續 2 日追查，將涉案之邱姓主嫌等 4 人全部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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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到案，起獲子彈、作案之改造槍枝及車輛，同時亦查獲該集
團於桃園設立之毒品工場，起出安非他命、K 他命等毒品。
主席裁
主席裁（指）示：
1. 針對中山分局列管之某特種營業場所，
針對中山分局列管之某特種營業場所，各類臨檢頻率仍應加強
。
2. 商業處函交變更店名，
商業處函交變更店名，尤其是同址變更店名者，
尤其是同址變更店名者，皆係重點查察
目標。
目標。剛才中山分局提報春安工作期間查獲販毒集團，
剛才中山分局提報春安工作期間查獲販毒集團，以及大
同分局迅速偵破保時捷遭槍擊案件，
同分局迅速偵破保時捷遭槍擊案件，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針
對非法之營業場所涉有槍擊、
對非法之營業場所涉有槍擊、販毒等情事，
販毒等情事，危害治安、
危害治安、社會秩
序，皆應列為重點查察要點，
皆應列為重點查察要點，杜絕蠢蠢欲動之不法犯罪。
杜絕蠢蠢欲動之不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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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警察大隊黃大隊長明昭發言：
1.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301100006 案件，市民反映針對
165 反詐騙諮詢，以及奇摩網站、電信業者客服停權及關閉
小額付費機制等情，本大隊接獲陳情後，就處理情形與當事
人進行說明答復。首先，奇摩拍賣認證碼能否即時攔阻相關
交易程序部分，根據該公司答復需由本人親自以電話向該公
司客服聯絡，於查核身分後，方可確認行使其權利；其次，
電信業者小額付費部分，亦需由本人親自向電信業者反映，
經查證身分始可終止小額付費服務，上述 2 項功能及查證情
形，業已答復予該民，並於 2 月初函請內政部警政署，希望
能利用與電信業者及網路公司召開座談會時，反映相關機制
即時攔阻。另外，165 反詐騙諮詢人員處理態度部分，亦反
映給內政部警政署 165 客服人員及其負責人，尋求相關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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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301210081 案件，該詐騙匯款案
因啟動簽存機制，將遭詐騙金額即時攔阻，僅損失手續費 30
元，整個處理情形業已向陳情人當面說明。另外，有關該民
所提供之帳戶，經追查發現亦涉及新竹地區 1 起類似手法之
詐騙案，本案現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主政查辦，本局亦責請
大安分局就該帳戶、被害人住居所及歹徒身分部分，盡速查
察以釐清整個案件。
信義分局黃分局長啟澤發言：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301280256 案件，民眾反映本分局
員警受理報案態度消極敷衍情節，經查被害之許姓民眾，於 1
月底清晨時分在市府轉運站候車欲前往基隆時，因喝酒疲倦趴
在桌上小憩，醒來後發現隨身包包遭竊，損失新臺幣 3,000 元
及身分證件等，許民撥打 110 報案共計 2 次，惟統一阪急百貨
及市府捷運站係屬共構為同一地址，三張犁派出所員警雖於第
一時間趕赴現場，卻遍尋不著報案人，經與報案人電洽聯繫後
，趕抵現場並陪同調閱錄影監視器，之後帶回派出所依規定受
理報案，以上程序本分局員警處理都能依照規定辦理。報案人
於派出所詢問員警是否有協助返家急難救助金時，范姓員警因
不瞭解便答稱無提供該項服務，惟值班洪姓女警表示：可向國
泰世華銀行申請相關急難救助金，並主動協助辦理程序，提供
該民新臺幣 500 元返家，上述不熟悉規定及為民服務態度積極
勤奮，本分局皆分別予以行政處分及獎勵。
商業處江副處長美玲發言：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301280369 案件，有關萬華區轄內
某店家獲核准變更登記部分，經查該址係屬正俗專案列管目標
，本處於核准之際皆有加註警語，並同函副知相關警察、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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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建管單位。此外，本處為避免該店址再次從事違法行為，每
週皆派員加密查察，目前其經營遊樂場業尚無違反規定。
中正第一分局方分局長仰寧發言：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301070232 不滿意案件，該陳情人
關切部分係本轄信義路二段某址之錄影監視設備裝設安全疑慮
，以及環境維護等問題，經與陳情人再次聯繫後，已向其說明
周邊設置有 5 處錄影監視系統，以及本分局加強之勤務作為。
另外，亦協調環保局中正區清潔隊針對該巷弄棄置之垃圾、狗
大便加強清理，目前中正區清潔隊也針對該址不定期突擊檢查
、清理，陳情人業已表示非常滿意。
文山第二分局陳分局長博珍發言：
1.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301220190 案件，市民陳情轄內
羅斯福路六段一帶住宅竊案，經現場勘查採獲有 6 枚指紋，
排除家屬指紋後，業已送請刑事局鑑定比對，尚未函復。調
閱錄影監視系統發現 1 名設籍臺南市男子相當可疑，該名對
象前科累累（101 年甫出獄），曾居住於竊案現場附近，春
安工作期間調閱分析其車藉資料及行車停留軌跡，至新北市
、桃園縣埋伏，雖尚無所獲，惟本分局對偵破本案相當有信
心。
2.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301240014 案件，民眾陳指轄內
福興路某巷弄治安不佳，經查該址係死巷，周遭亦設置有 4
處錄影監視系統。該址附近 101-102 年共計發生 5 件竊案，
皆已偵破。有關陳指加裝錄影監視系統部分，本分局認為現
行設置應可滿足治安需求。
萬華分局王分局長嘉衡發言：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301280369 案件，係包裹式賭博電
玩店檢舉信件，計檢舉有 7 個地址，含括地下 1 樓至地上 3 樓
-7-

，該 7 址皆有向市政府申請商業登記。本分局於接獲檢舉後，
除針對平常列管對象實施例行性查察外，亦於 1 月底多次規劃
勤務派員臨檢及便衣探查，目前這 7 店址皆擺放飲品販賣機及
遊樂性機臺，尚無發現賭博、色情等違法行為，本分局仍列為
經常性臨檢查察對象，於白天或夜晚多次實施臨檢。另外，除
商業處剛才所提核准變更登記之店家外，轄內另有店家於去年
1 月及 7 月分別遭本分局查獲賭博電玩移送法辦，同時亦是正
俗專案之列管對象，該址於第 2 次遭查獲後，隨即變更店名登
記，本分局針對前揭店家將持續列管查察。
中山分局李分局長永癸發言：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301140044 案件，市民反映轄內某
大樓吸毒情事嚴重，經過實地探訪後，發現某出租樓層確有 K
他命味道，目前本分局鎖定特定對象，積極蒐集不法事證，準
備向地方法院提出聲請執行搜索。此外，針對轄內大樓本局局
長特別指示全面加強清樓專案，積極清查並掃蕩轄內毒品。
北投分局陳分局長才馨發言：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301140355 檢舉案件，經研判應係
附近鄰居所為，可能帶有私人恩怨，致檢舉內容有加油添醋之
情。經本分局派員訪問附近民眾，並實地查訪被檢舉人住處皆
無賭博情事。被檢舉人上網要求若無證據，將提出告訴，本案
目前偵辦中，本分局亦會加強該址附近的巡邏及勸導。
少年警察隊楊副隊長岱錞發言：
1.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301280223 案件，民眾反映南港
區某國小假日有學生在內抽菸、放鞭炮情事，經本隊前往查
訪，該校生教組長指稱學校於下課或假日皆未派教職員、校
警或保全人員輪職，復配合教育局政策，開放校園提供民眾
運動，雖於開放時間有發現某國中學生在內嬉戲，惟寒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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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並未接獲任何校安事件通報。目前校園內設置有 60 支錄
影監視器，學校於行政會議中，亦針對此情提出相關改善報
告，教育局也給予些許建議，該校表示將針對缺失部分進行
改善。本案責請南港分局於學校之操場設置巡邏箱加強巡邏
，並請里長、附近住家及愛心商店協助安全通報，本隊則將
利用夜間或例假日不定時前往巡邏查察，確保校園安全。
2. 有關市長信箱編號 MA201301310130 案件，市民陳指大安
區安居街某店家前經常有民眾聚集喧嘩，經本隊查訪後，店
家表示夜間確有青少年聚集。大安分局臥龍街派出所於該址
巷口設有巡邏箱，本隊也會利用夜間或例假日不定時前往巡
邏查察，也請該店從業人員隨時注意，若有發現前揭情事隨
時反映，以預防及遏止犯罪發生。
大安分局張分局長傳忠發言：
有關少年警察隊提報之市長信箱編號 MA201301310130 案件
，經過本分局偵查隊、派出所現地複查後，確有人聚集於該址
喧嘩，惟皆係成年人。誠如少年隊所報，業已委請店家適時通
報本分局，遇有狀況立即派員現場勸導，目前尚未發現吸毒情
事。
南港分局楊分局長鴻正發言：
有關少年警察隊提報之市長信箱編號 MA201301280223 案件
，係轄內某國小運動場附近民眾於運動時，發現校園內有燃放
鞭炮、聚集抽菸之情況，本分局接獲通知後，立即派員至現場
查察，尚未發現所檢舉之情。目前本分局已與學校聯繫，希望
校方能針對大門安全維護、校警設置作改善，另本分局亦於該
校大門、側門及校園裡設有巡邏箱，責由偵查隊及派出所同仁
加強巡查。開學後，盡量配合校方協助執行校園內部、周邊相
關安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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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
主席裁（指）示：
1. 刑事警察大隊所提報商業網路詐欺犯罪等，
刑事警察大隊所提報商業網路詐欺犯罪等，應向內政部警政
署，甚至中央相關部會反映，
甚至中央相關部會反映，研議如何有效遏止。
研議如何有效遏止。
2. 員警同仁於電話服務態度部分，
員警同仁於電話服務態度部分，需特別注意
需特別注意，希望對於少數
同仁服務態度不佳或專業、
同仁服務態度不佳或專業、執法知識不足者，
執法知識不足者，各分局應加強
改善。
改善。以信義分局被提報之案件為例，
以信義分局被提報之案件為例，竊盜案件之被害人心
情固然低落，
情固然低落，容易會有情緒上的不滿，
容易會有情緒上的不滿，員警難為我也能體會
，不過，
不過，也有熱忱之員警主動提供被害人服務。
也有熱忱之員警主動提供被害人服務。因此，
因此，前揭
信義分局一正一反的案例，
信義分局一正一反的案例，亦是非常好的教材，
亦是非常好的教材，讓員警同仁
能瞭解「
能瞭解「何可為、
何可為、何不可為」。
何不可為」。
3. 文山第二分局提報市長信箱編號 MA201301220190 案件，
案件，
既然指紋、
既然指紋、竊嫌皆已掌握，
竊嫌皆已掌握，希望本案於偵破後，
希望本案於偵破後，能與里、
能與里、鄰
長妥善溝通，
長妥善溝通，使其瞭解警方之偵查成效。
使其瞭解警方之偵查成效。
4. 就上次會議裁
就上次會議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示事項辦理情形，以及本次市長信箱民
眾不滿意案件之各單位提報，
不滿意案件之各單位提報，少數案件可能係民眾挾怨欲透
過公權力來惡整周圍鄰居，
過公權力來惡整周圍鄰居，惟大部分民眾反應事項，
惟大部分民眾反應事項，仍有其
事實根據，
事實根據，此部分請各單位於接獲檢舉後審慎處理。
此部分請各單位於接獲檢舉後審慎處理。
5. 透過相關局處不僅是警察局，
透過相關局處不僅是警察局，甚至商業處等進行列管，
甚至商業處等進行列管，以及
相關 SOP 建立，
建立，希望市府各單位能通力合作，
希望市府各單位能通力合作，警察局各分
局列為重點查察對象加強查察，
局列為重點查察對象加強查察，務必讓所有不法業者瞭解，
務必讓所有不法業者瞭解，
在臺北市是沒有僥倖的，
在臺北市是沒有僥倖的，尤其只要有社會重大關注刑案，
尤其只要有社會重大關注刑案，包
含販毒、
含販毒、色情、
色情、槍擊等案件發生，
槍擊等案件發生，各管轄單位就應擴大針對
有無幫派集團等進行重點查察，
有無幫派集團等進行重點查察，以大同分局所報之社會關注
槍擊案件為例，
槍擊案件為例，警方於最短時間內掌握線索，
警方於最短時間內掌握線索，將歹徒繩之以
將歹徒繩之以
法，起出非法槍枝，
起出非法槍枝，這是值得肯定的。
這是值得肯定的。此外，
此外，偵破社會矚目
案件後，
案件後，亦應第一時間對外公布，
亦應第一時間對外公布，讓民眾瞭解警方維護治安
決心，
決心，提升警察形象並申張公權力等正面意義，
提升警察形象並申張公權力等正面意義，希望大家朝
此方向來做。
此方向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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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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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報告，從本市治安狀況報告中，發現本年度 1 月份治安狀
況較去年同期略差，惟去年度春節於 1 月份，異於本年度於 2
月份。截至目前為止，本年度 2 月份刻正執行春安工作，已將
成效具體提升，值得特別提出報告的是：本年度春節計有 9 日
，A1 類車禍案件以及詐欺犯罪等 2 項指標案類，在全體同仁共
同努力下，呈現零發生之表現較為顯著，亦是往年未有之佳績
。另外，檢肅黑道幫派部分，亦較去年成效良好，雖然春安期
間，中山及大同分局轄內不幸的各發生 1 件槍擊案件，惟皆於
最短時間內偵破並將歹徒繩之以法，故整體而言，本年度春節
期間較去年度之治安偵防成效有明顯進步。
主席裁（
主席裁（指）示：准予備查。
准予備查。
（三）建置本市錄影監視系統專案報告：詳如會議資料（提報單位：
警察局犯罪預防科）。
主席裁（
主席裁（指）示：
1. 新建置錄影監視系統對於治安維護已展現明顯之成效，
新建置錄影監視系統對於治安維護已展現明顯之成效，尤其
101 年度因監視器破獲刑案數較 100 年度增加 5 倍之多，
倍之多，這
是非常好的績效。
是非常好的績效。就錄影監視系統之調閱、
就錄影監視系統之調閱、判讀技巧，
判讀技巧，相信
警察局內部有專業人才，
警察局內部有專業人才，希望這部分能由這些專業人才對各
分局作教育訓練及經驗分享，
分局作教育訓練及經驗分享，以於未來發揮其最大功效，
以於未來發揮其最大功效，提
供更廣泛之功能，
供更廣泛之功能，請警察局特別注意積極來做。
請警察局特別注意積極來做。
2. 餘准予備查。
准予備查。
九、動物保護與警方之合作專題報告：詳如會議資料（提報單位：動
物保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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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黃局長昇勇發言：
有關動物保護警方配合部分，剛才於報告中亦提及各分局已建立
承辦統一窗口，目前約有 28 人。事實上，市議會對此方面亦非
常重視，目前考量人力配給等因素，尚未成立動保警察隊專責處
理是類案件，惟本局於各外勤單位現已調訓 120 名專責人員，針
對動保案件處置進行講習，倘有是類案件前揭人員 24 小時皆可
進行處理。
主席裁（
主席裁（指）示：
1. 基本上，
基本上，目前尚未達成立動物保護警察隊之時機，
目前尚未達成立動物保護警察隊之時機，惟各分局、
惟各分局、
相關單位內有專業員警，
相關單位內有專業員警，建立窗口、
建立窗口、機構能夠處理是類案件，
機構能夠處理是類案件，
應係當前應達成之目標。
應係當前應達成之目標。
2. 就動物保護處剛提報虐待動物之不法情事遭起訴判刑等 2 案
例，請動保處加強宣導，
請動保處加強宣導，讓民眾瞭解在臺北市，
讓民眾瞭解在臺北市，除對人應尊重
人權維護，
人權維護，動物亦有相關保護措施，
動物亦有相關保護措施，倘有違反即有刑責產生，
倘有違反即有刑責產生，
此宣導部分，
此宣導部分，希望動保處積極辦理。
希望動保處積極辦理。
3. 餘准予備查。
餘准予備查。
十、「臺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專題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提報單位：衛生局）。
主席裁（
主席裁（指）示：
1. 少年犯罪狀況報告中顯示：
少年犯罪狀況報告中顯示：本期本市每 10 萬人口之少年毒品
犯罪人數係 5 都中最高，
都中最高，請衛生局、
請衛生局、警察局及教育局皆應特別
注意此項情形，
注意此項情形，尤其校園內毒品查驗工作，
尤其校園內毒品查驗工作，包含如何追蹤查驗
出有吸食或販賣毒品之青少年，
出有吸食或販賣毒品之青少年，以及循線擴大追查部分，
以及循線擴大追查部分，希望
警察局主政，
警察局主政，與衛生局、
與衛生局、教育局建立機置共同努力，
教育局建立機置共同努力，必要時，
必要時，
可向府級請求協助，
可向府級請求協助，由副秘書長召開會議研商。
由副秘書長召開會議研商。
2. 餘准予備查。
餘准予備查。
十一、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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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何主任檢察官祖舜發言：
提出 1 點建議事項，請在座各位先進協助，臺北市係相當進步之
國際性城市，對於意外死亡死者屍體之現場處置，應以更尊重死
者之態度來慎重處理。因此，本署於去年 9 月份曾召集管轄之司
法警察機關首長及偵查隊隊長，就如何處理屍體尚置於露天場所
之相驗案件等問題，召開聯席會議，會議中亦作成決議：以帷幕
代替單純遮蓋死者屍體。就我所知，交通警察大隊之前於文山區
處理 A1 死亡車禍時有嘗試使用，媒體亦大篇幅報導，獲得相當
正面之肯定，惟前幾天有位臺灣大學研究生跳樓死亡案件，昨日
各大平面媒體將現場畫面刊出，僅用簡單之遮蓋，而未用帷幕遮
掩，我覺得這對死者及其家屬都是莫大的傷害。帷幕部分，不知
道是只有交通警察大隊，還是各分局皆有此設備，希望各分局甚
至派出所都能配置有此帷幕，畢竟派出所多半是報驗機關之第一
線同仁，接獲屍體尚置於戶外之案件時，能夠趕赴現場用帷幕遮
蔽，避免記者拍攝、刊登不宜之照片，造成臺北市形象受損。
警察局黃局長昇勇發言：
有關帷幕部分，車禍案件多半發生於交叉路口，公眾場所民眾圍
觀干擾、妨礙交通較多，故由交通警察大隊規劃實施試辦，其效
果相關良好。目前由鑑識中心規劃擴大採購，今年度雖未編列預
算，本局仍將竭力處理，另外，此項採購係第 1 次辦理，廠商未
必能全數供應，交通警察大隊試辦採購的數量並不多，現由該大
隊統籌調度，尚足堪使用，各分局部分已責由鑑識中心專簽辦理
，讓每個派出所都能有此項設備。
主席裁（
主席裁（指）示：
1. 帷幕的使用，
帷幕的使用，對於城市形象，
對於城市形象，以及往生者之尊重均有其內涵所
在，希望警察局儘快積極處理，
希望警察局儘快積極處理，倘有經費上的問題可報請市府
協助，
協助，也謝謝何主任檢察官此項建議，
也謝謝何主任檢察官此項建議，請警察局儘速完成。
請警察局儘速完成。
2. 餘准予備查。
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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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散會（11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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