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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毒品危害

人身安全隱憂-毒品人口
吸毒者的違序態樣



2016/05/23 三立新聞網◆

今年3月28日上午，台北市內湖區發生一起震驚
全台的「無差別」殺人事件，4歲女童「小燈泡」
在接弟弟妹妹回家的路上，就這樣慘遭兇嫌王景
玉毒手，最後不幸喪命。王嫌手段兇殘，對一個
手無寸鐵的小女童絲毫無「人性」，消息傳開馬
上引起社會公憤。

冷血犯下內湖區殺童案的兇嫌王Ｏ玉，今年已33
歲，但卻長達4、5年沒有工作，是個名副其實的
「啃老族」，不但每天向爸媽討零用錢，也常常
騷擾鄰居，是社區內出了名的頭痛人物。看起來
陰森森的王景玉其實在犯下這起殺童案前就前科
累累，除了曾因開毒趴、藏槍被警方列為毒品人
口外，也曾因毆打母親遭強制送醫，鄰居聽到他
都會頻搖頭，直呼就是個「怪人」。

小燈泡慘遭毒手
王○玉背景讓人毛骨悚然

隨機殺人



2017-01-27 自由時報◆

台東市賴姓男子疑因財務糾紛、情緒不佳，昨天近午抱著自製汽油桶
欲引燃，與警消對峙半個多小時，由於賴男人高馬大塊頭粗，6名員警
使出全力才壓制住，化解危機。

抱汽油桶嗆自焚 毒蟲險拉媽媽陪葬

公共危險



2017/10/22華視新聞網◆

台中一名22歲女子，跑到隔壁鄰居家頂樓，
大聲咆哮唱歌，鄰居受不了報警，警方到場
發現，女子居然還脫光全裸語無倫次，後來
才知道原來女子是嗑藥才會嗨到脫衣。女子
在頂樓咆哮，警方到場發現她，已經脫得一
絲不掛，她還把自己抓得滿臉都是傷，搞得
這麼狼狽，她坦承是因為吸毒，她把毒品藏
在廁所，把已經拆封的三包毒咖啡全倒掉，
但警方，還是查到兩包，沒拆封的毒咖啡包。

女毒蟲失控 唱歌咆哮脫光光!

妨害安寧



跑趴請小心
超強迷姦藥水30秒讓妳昏

迷姦手法翻新，嘉義縣警局今日宣佈偵破網路販售迷姦藥水案。
警方今年3月赴桃園縣龍潭區一處民宅，查獲一對男女持有疑似
來自中國、成分不明的壯陽藥物和新興毒品，包括240瓶升級版
的「乖乖水」，經送衛生單位化驗，發現藥水首度加入抗精神病
用藥「氯氮平」，之前國內未曾查獲。警方說，這種升級版的迷
姦藥水藥性強烈，服用者可能在30秒到數分鐘內就陷入昏迷，
「很么壽！」呼籲女性外出千萬不要喝來路不明的飲料。



2018/01/19蘋果日報◆

毒蟲陳Ｏ順106年12月2日買了
30包安非他命、並吸毒後，竟
還冒險開車上路，在西濱快速
道路苗栗縣竹南鎮路段，撞死
無辜女騎士，雖然他通過部份
生理平衡檢測，但尿液中安毒
濃度超標，法官認定毒駕致死
，今天將惡劣的陳男判決4年8
個月有期徒刑。

吸毒還開車上路
毒蟲撞死女騎士

施用毒品後駕車



刑法第185條之3

「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

之物，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

以下罰金。」

刑法第185之4條相關規定

「（肇事遺棄罪）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

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肇事後的相關法條



自己的社區自己救，當毒品
進入你的社區，

舉報就成了一種義務。

一條情資不嫌少，來電舉報
剛剛好，掃蕩毒品居家沒煩惱!

小叮嚀



提供情資者，警方絕對保密絕不會
洩漏舉報者身分。

林園分局偵查隊07-6412704或
直接撥打「110」報案專線。

發現毒品人口，如何通報?



02詐騙危機

讓我們來談談令人厭惡的
詐騙集團



45
件

FACEBOOK 45件

1080204-1080210

假網拍
民眾通報高風險賣場

臉書非正式購物平台，
私下交易前，務必三思。



165反詐騙宣導
用遊戲點數可以買手機,小心上當!?

提到點數就是詐騙
提到點數就是詐騙
提到點數就是詐騙
一經儲值，損失追不回…



近日猖獗詐騙的 ID 

網路購物，務必透過正式機制下單，
絕不要貪圖小優惠，
透過「LINE」私下交易，
賣家確認匯入款項後，
隨即封鎖買家失去聯繫，
循線追查困難，損失亦難追回…



1080114-1080120

假除分期付款
民眾通報高風險賣場

提款機(ATM)絕無解除分期付款
設定功能，
請勿聽從指示操作提款機(ATM)



只要動動手指就能賺錢?!
打工求職要小心!

打工求職要小心，
個人證件、帳戶等資料
絕不輕易交付他人，
避免成為詐騙集團的防火牆!!



小叮嚀

假綁架詐騙手法，
最近有發生頻率增加趨勢，
請勿小看老梗詐騙手法!!



由於智慧型手機普及，目前大多數的詐騙手法與
網路息息相關…習慣在網路購物的你，請提高警
覺慎選賣場，正式下單避免私下交易，養成查證
習慣，避免受騙上當喔~~~
本轄近2周內，連續發生3起「假綁架，真詐財」
手法，被害人因害怕家人遭受不測，未經查證，
慌張著急將手邊現有財物當面交付詐騙集團。提
醒大家接獲可疑電話，務必詳加查證。



03婦幼人身安全

保護安全自己來!



相關新聞



相關新聞



案例分享

• 內湖民權東路昨天晚上6點多，發生一起男子當街拉扯孩童的恐怖事件，吳姓婦人從
安親班接7歲女兒返家，行經一處大樓中庭，男子突然伸手拉起女童的背包，企圖直
接拎起女童，嚇得一旁吳婦拉手臂與歹徒拔河，路過民眾幫忙報警，警方隨後在附近
超商將人帶回派出所，訊後依妨害自由函送法辦。

• 內湖擄童怪男很好！酷暑長袖長褲用平板講電話

• 網瘋傳內湖擄童怪男三峽趴趴走 地方媽媽好驚恐

• 警表示，吳姓婦人昨天下午6點多，下班後到民權東路六段安親班接女兒，往東湖方
向步行，沒想到突遭男子襲擊，整個過程不到1分鐘，歹徒發現一旁圍著民眾，趕緊
步行離開，警方6點50分，在距離100公尺的超商發現涉案的周姓男子。

• 33歲周姓男子，聲稱女童是「三峽熟識的女童」，想要打招呼，才會伸手拉女童。
而吳婦表示完全不認識周，警方表示，周家住新北市，目前沒有固定工作，在案發地
閒逛，精神狀況正常，沒有異狀。

• 警方訊問後，經檢方認定必非現行犯，在晚間9點多，周姓男子離開派出所返家，案
件後續將交由檢方偵辦。

•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809004405-260402



案例分享



案例分享

媽媽能做的選擇只有人肉拔河嗎？



04交通安全

不爭一時，安全一世



體重與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飲酒量 參考表

以一個體重70公斤的人為例：喝下2瓶啤酒，呼氣酒精濃度就可能超過0.25mg/L

醉不上道-飲酒量的上限



身體內酒精濃度與駕駛行為及肇事率的關係表

聞酒變色-酒精濃度與肇事率的關係



酒後駕車每年奪走上百條人命，立法院交通委

員會昨針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草案」

完成協商，未來拒絕酒測、攔檢，罰鍰由現行

新台幣九萬元提高至十八萬元，並按次累加罰鍰；

酒駕累犯罰鍰也將改為按次加罰九萬元；五年內

三度遭查獲酒駕或拒檢、拒測者，須懸掛特殊識

別牌照（如螢光車牌）；並新增連坐條款，酒駕

者的同車乘客，可處六千元至一萬二千元罰鍰，

此案可望於本會期三讀通過。

肇事後的相關法條





05防搶防竊

防搶防盜隨時提高警覺意識



2017-09-25 自由時報◆

36歲男子吳Ｏ儒本月22日凌晨騎著
機車自新北市中和跑到新店區安和
路，見路邊檳榔攤僅1名女店員顧
店，他遂亮出開山刀，走進店內大
呼「錢交出來」，得手1萬1300元
揚長而去，警方昨中午持拘票將其
逮回，吳嫌則向警表示，因為自己
要坐牢了，工作也辭去，「不差這
一條」。毒蟲將入監

搶檳榔攤遭逮稱「不差這一條」

搶奪案例



避免夜間獨自行走於暗巷，若須深夜

外出時，應盡量靠人行道內側或路燈

明亮側行走，被陌生人跟蹤或感受到

威脅時，應迅速轉入店家求援或往人

潮多、燈光亮的地方前進。

2.棄暗投明
行走於道路時，應盡量與車輛反向行走，

一方面可確保交通安全，一方面可預防

搶奪。行走於街道時，若發現兩人戴全

罩式安全帽騎乘未掛牌照或牌照不清之

機車來回徘徊，應提早警覺並改道而行

3.步步為營

皮包、錢包、手錶、行動電話

及珠寶首飾等都是明顯的下手

目標，並注意身旁可疑人物，

小心遭尾隨搶奪。

1.財不露白

防搶三步驟全民一起做



你擔心家裡遭小偷嗎？
你覺得住宅什麼時候最容易遭小
偷入侵？

參考資料：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
/20180919004708-260402



防竊小秘訣1~
• 住宅防竊-

• 門窗隨時上鎖

• 注意門鎖品質

• 自主加裝監視器、感應式照明、警報器

• 建立左鄰右舍關係，陌生人進入社區，主動上前詢
問或記下車牌號碼



防竊小秘訣2~
• 汽、機車內財物防竊
• 貴重物品(導航、行車紀錄器、零錢…)不遺留車內明顯

處(務必通通藏起來!!)

• 破壞機車置物箱簡單又快速，
騎乘機車請將包包至於車廂內(防飛車搶奪)，
離開機車，務必隨手帶走!!

小偷最愛
好偷又好賣!!

收起來
收起來
收起來



防竊小秘訣3~
• 汽、機車防竊
• 慎選光線佳、單一出入口、管理良好之停車處所

• 車輛加裝防盜鎖

• 龍頭務必上鎖

• 最少…要拔鑰匙
(機車失竊，常因鑰匙未拔遭順手牽”車”…)



01 含反詐騙連結

02 視訊報案

03 安全定位等相
關警政服務…

防止你被害的免費超棒APP ~ 警政服務



防止你被害的免費超棒APP ~ WHOSCALL

沒看過的號碼先辨識，如詐騙高
風險號碼、推銷電話，即可直接
掛斷並封鎖，降低接到詐騙集團
電話機會，就是降低遭詐騙風險。



結論

維持治安，打擊犯罪乃警察工作最重要的
核心，但「警力有限、民力無窮」，在座
各位都是維護治安的第一線，發現犯罪(竊
盜、詐騙、家暴…)請主動通報警政，做最
棒的「治安報馬仔」，警民合作，一同維
護良好的生活治安。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