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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是警察專屬的節日，雖然不能

放假，總是在終年辛勞的片刻獲得些許安

慰及自我惕厲。當天，警政署照例舉辦活

動，藉以慶祝並鼓勵同仁再接再厲堅守崗

位。今年慶祝大會，總統親臨祝賀，並為

28位獲選為今年全國模範警察的同仁，親

自頒發警察獎章；同時與獲獎同仁及其眷

屬合影留念，顯見總統對於警察的鼓勵與

重視。總統致詞時以「承先啟後、締造新

局」、「除暴安良、建構安全家園、公正

超然執法」、「公義廉能、樹立警察新形

象」等提示，勉勵警察同仁以民為本，提

升為民服務品質。

15th June is the festival 

t ha t  i s  on ly  fo r  po l i ce . 

Though the police cannot 

have the day off, they can, 

after days of hard work, 

receive some consolation and 

self-encouragement. On this 

very day,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would, as routine, 

hold events to celebrate and 

encourage policemen to once 

again stand fast to their work. 

At the celebration event 

this year, the president will 

deliver his congratulations 

in person, and personally 

awards police medal for 

the 28 policemen who are 

honored as exemplary model 

of police. Meanwhile, the 

president will take picture with the police 

and their family, showing the encouragement 

and regard that the president has endowed to 

police. In the speech of the president, he notes 

with “creating new scenario of taking up the 

past and heading for the new,” “rid of vice 

and comfort the good, construct safety home, 

justice and impartial in law-enforcement,” 

“charitable and uncorrupt, setting up brand 

new image of police” to encourage our 

policemen to see the general public as the 

basis, thus enhancing the service quality for 

the people.  

慶祝警察節之二：活力健康新警察
Part II of Police Festival: brand new energetic and healthy police

光點Torch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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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達成社會責任   以民為本

古人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在現代民主政治強調以民意

為依歸，更是政府的努力方向。其中「以

民為本」的為民服務觀念，不僅是民主政

府的施政目標，更是警察念茲在茲的最大

工作要求。總統在警察節的談話重點，雖

然短短幾句再簡單不過，固然讓人思考長

期以來警察不斷努力的基本訴求，卻也是

很多機關全力以赴，始終還在繼續追求

的目標。事實上，服務於公務部門的每一

人，必須用一生的努力去達成的目標，卻

也是最難達到完美的境界，箇中原因值得

讓人思索。

警察的外在工作要求，不管環境如何

變化，多年來的本質其實甚少改變。這些

過去長期不斷累積的要求，大部分人皆已

耳熟能詳，致使少數人甚至一時輕忽其真

Wo r k  h a r d  t o  a c h i e v e  s o c i a l 
responsibility –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as basis

As is well spoken by the ancient, “like 

what people like, and hate  what people 

hate,” it stresses that modern democracy is 

based upon public opinion, and it is also the 

approach to whe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ut effort into. Of which, “people-oriented” 

– concept of servicing the people is not only 

the objective of policy for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the greatest requirement of work 

the police should bear in mind. Of the focus 

of speech delivered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Police Festival, though it is but merely a 

few statements, they have projected such 

fundamental pursuit of the police who have 

been working for in a rather long-spa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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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價值和重要性之所在。面對各級長官

長年不斷耳提面命，或許有人感覺持續的

疲勞轟炸，就不免麻痺了中樞神經。不

過，必須思考如何從根本的癥結上著手，

或許從改變內在的心性開始，則是另一種

值得開發的模式。所以，思考如何激發內

在的能量，俾改變固有的刻板思維；再從

內而外重塑工作的新價值，並藉由價值的

重建，始能根本改變態度與行為。

結合社會弱勢族群  警察蛻變

警察節當天在警政署的慶祝活動，安

排了各種琳琅滿目的裝飾與布置。其中有

一把燃燒熾熱的火炬，在警政署的大門口

點燃。眾所周知，火炬乃象徵希望與未

來，光亮的火炬帶給很多人信心與夢想。

對警察而言，火炬代表警察，燃燒自己，

照亮社會的黑暗面；也讓社會上那些需要

幫助的弱勢族群，得到光明。在實際面，

不少警察在繁忙的治安工作之中，也投入

社會公益活動。這不僅證明警察的社會價

值，除了傳統的維護社會治安任務之外，

仍然有很多為民服務項目值得開發與投

入。

尤其從民國88年開始，警政機關首度

與為智障者成立的「中華台北特殊奧運

會」合作，開啟警察另一扇慈善門戶；也

與世界警察接軌，成為國際警察參與公益

活動的一員。從活動中不斷發現警察的新

活力，展現健康的新形象。另外，進一步

地發現，這和警察的濟弱扶傾工作，本質

上是共通的。事實上，近年來成功結合警

察力量的社會慈善工作，藉由警察積極參

time, and it is also the goal of many of the 

authorities which have put effort to and are 

still on the process of pursuit.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such objective that everyone working 

in the public authorities renders diligence of 

their whole life time for achievement, but 

also the stage of perfection that is hardest to 

accomplish. Surely, the reason of which does 

deserve one to contemplate. 

The external demand of work on police, 

no matter how the environment has changes, 

is hardly changed in terms of its nature 

for years. And these long and overseen 

and accumulated demands are very much 

well familiar among the most people, as of 

such, it has resulted that some people have 

easily ignored where the genuine value and 

importance lie. In face of constant reminders 

from each of their superior officers, probably 

some people have felt numbed as of the 

constant reminding. However, we should 

take serious thoughts as how we can deal 

with the scenario from the very bottom of it, 

or probably we have to be changed from the 

innermost of our soul, which could be a model 

that is worthwhile to be developed. Therefore, 

the deliberation as how inner energy can 

be stimulated to transform our stereotyped 

mentality would be necessary, and then new 

value of work reshaped from the inside can be 

achieved from the re-establishment of value 

so as to change one’s attitude and behavior 

from the root.  

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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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lomeration of social minority -- 
transformation of police 

Of the celebration events held on the 

day of the Police Festival,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has arranged various kinds 

of decorations and arrangements. And one 

of them is of the flaming torch that is lit 

up at the grand entrance of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As is well known, torch 

indicates hope and future, and flaming torch 

symbolizes confidence and dream for many. 

For policemen, torch indicates the police 

that burn itself up to lit up the dark side of 

the society, so that minority of society who 

need help should receive light. In practical 

terms, a great number of placemen have also 

invested themselves into charitable activities, 

aside from their burdensome work to maintain 

law and order. And the fact has well proved 

the social value of police, aside from their 

conventional task to maintain law and order, 

there are, in fact, great many other service 

items for the people that are worthwhile for 

them to develop and get involved.       

Especially from the year of 1999, the 

police agency has first worked with the 

“Special Olympic Games” – set up for the 

mentally impaired, opening the door to police 

for charity service, and it has also helped 

link the police with that of the word, turning 

itself to become a member for charity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police. And brand new 

vitality of police is constantly discovered 

與弱勢族群濟助活動，重新檢視警察不一

樣的活力，也展現生命的意義。是以「勇

敢嘗試，爭取勝利」，不僅是特奧會的口

號，更是警察足以落實在工作面的外在體

現。

不同面向創意思考    活力健康

時代在變，環境潮流在變，警察的思

維應該跟著改變，否則難以因應社會的多

元化要求。因為一成不變的工作目標，長

期下來已讓不少人迷失在時代的大轉輪

下，不知所以。職是之故，錯亂的年代必

須不斷創造生活的意義，使警察的工作更

有創意，也讓人民感到新意與滿意。所以

警察不能妄自菲薄，必須從注重內在的改

變開始，以迎接全新的未來。套句口號

說：「時代考驗警察，警察創造時代」。

在面臨轉型中的政治社會，警察仍然是政

治體系不可或缺的一環，更是社會重要的

一股安定力量。

在現代多元的社會發展和紛亂不羈的

價值體系之下，從本質不變的諸多警察工

作目標中，如何以更多樣化的軟性訴求，

展現新局？或許眾說紛紜，見仁見智，皆

有所見，各有其理。惟倘從根本而論，從

心開始，由內而外洗滌凡塵的污染，洵為

切合之道。尤其在聲色的高度誘惑中，透

過內化的提升，堅定自己的心志，誠為煥

然一新之法。同時在參與弱勢族群的活

動當中，發現全新的自我，展現人性的價

值，進而發現警察的工作意義。因此，終

於體會真正的以民為本，其實應該從自己

開始，一個活力健康的本我實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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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ctivities, demonstrating brand new 

image for the police. Besides, it is further 

unveiled that charity service is, in nature, in 

common to police work that helps the weak 

and feeble.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found that 

many of the charity works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police force in recent years are done 

successfully with the police actively taking 

pat to help the weak and minority. Thus, to 

once again review police as a different kind of 

vitality and passions has helped demonstrate 

the meaning of life. Therefore, the slogan 

of “dare to try, and seek for victory” is not 

what Olympic stands for, but also the external 

realization of police in their work.

Creative thinking in various aspects --- 
vigorous and healthy

Since t imes is changing and so as 

environmental trend, the mentality of police 

should thus be changes as of, otherwise it 

would difficult for it to adapt to the diversified 

demands of the society. Most of all, the 

seemingly unchanging routines have, in the 

long-run, rendered a great lot of people to lose 

themselves in the grand wheel of the era, no 

longer knowing what they are for. In view of 

it, meaning of life has to be constantly created 

and re-created in the era of confusion so that 

police work can be more creative, and the 

mass feel satisfaction and novelty. It is well 

said in a slogan “the times is trying the police, 

and vice versa.” In face of the transforming 

political society, police remains to be the 

inevitable link of the entire political system, 

and much more of the stabilizing power of the 

society.   

Under the context of modern diversifie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otic value 

systems, how can more diversified and soft 

requirements among so many of the police 

working objectives, unchanged in nature, be 

re-created to demonstrate brand new scenario? 

Probably, there are kinds of talks, very much 

opinionated, and each has their view and 

reason. However, should we trace down to 

the root, it would best fit if we start from our 

heart and cleanse ourselves from inside out, 

especially in times of extreme temptation of 

lust and sensation, one would be transformed 

brand new from inner enhancement to 

solidify one’s willingness. At the same 

time, one can have discovered a brand new 

self in participation of events for minority, 

demonstrating the value of humanity and thus 

discovering the meaning of work for police. 

As of such, one can then fully appreciate the 

concept of basis upon the general public, 

which is, in reality, to start from oneself – a 

vigorous and health self as the foundation.  

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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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個屬於警察的光榮節日，

俊雄首先要向全國的警察同仁賀節，

並且對於大家長年以來，不分晝夜，

打擊犯罪、維護治安的努力，表達內

心由衷的感謝。

安居樂業  乾淨選舉

政府施政的首要任務，就是讓人民能

夠安居樂業，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改善

治安，這也是警察機關責無旁貸的工作。

我們知道，過去警政單位對於打擊犯罪、改

善交通等工作，一直非常積極努力，也有相

當好的表現與績效。但民眾對治安始終存有

高度期盼，也容易受到單一治安事件及媒體

報導的影響。因此，如何有效、具體改善治

安，讓人民有安居樂業的感受，仍然是我們

大家要共同努力的目標。

還記得，俊雄第1次擔任行政院長

時，有鑑於以往的選舉賄選嚴重，2001年

年底的立委選舉，我特別請警察單位加強

查察賄選。選舉結束後，7成以上民眾肯定

政府掃黑、查察賄選的成績，當年更被英

國金融時報譽為是「臺灣有史以來最乾淨

的選舉」；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在

2000年及2001年度報告中，亦將臺灣的掃

黑肅貪，列為全球自由的5項主要進展之

一。當時法務部向我報告，檢察官所有起

訴查察賄選的案件，有95%是警察同仁提供

之情資，事隔6年，特別要在警察節這1天

當面向全國警察同仁說聲謝謝。

對警察說不完的感激

今日凌晨立法院通過警察人員管理條

例的修正案，警察的薪資獲得調整，這幕

後行政院各部會努力與考試院積極協商，

且在財政窘困情形之下通過，是相當不容

易。24年來警察俸級都沒有調整，將有5萬

8仟多位同仁受惠，年功俸提高2級，相當

每月薪俸提高3,875元，雖然這金額不能滿

足大家願望，但行政院已是盡最大努力，

在調高薪俸的背後，是永遠說不完的對全

國警察的感激。

在今(96)年6月1日，俊雄向立法院提

－96年警察節慶祝大會行政院長張俊雄訓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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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4大施政主軸，其中在「弱勢優先，安

居樂業」部分，宣示政府將以更大的決心

與魄力，進行犯罪行為的掃蕩，統合各部

會，加強治安防護網，強力貫徹公權力，

務使盜賊宵小無所遁形，保障國人的生命

財產安全；在「打擊黑金，杜絕賄選」部

分，將全面動員檢、警、調，通力合作，

積極展開各項選舉查賄的部署行動，以因

應明年的立委與總統選舉。因此，在未來

1年裡，希望大家全力以赴，發揮團隊力

量，爭取更好的績效。

建立永遠的標竿

剛才總統要離開時，特別提到2001年

立法委員的選舉是臺灣有史以來最乾淨的

選舉，今年裡有2場選舉，我要與警察同仁

相互勉勵，一起做好查察賄選工作，今天

除要賀節外，也要訂1個新的標竿，可做為

子子孫孫榜樣的標竿，我們要以最好的準

備、胸有成竹，面對最大的挑戰，全力以

赴向標竿邁進，我相信我們的警察是世界

素質最好的，有能力、有信心能再次締造

讓警察同仁引以為傲，讓以後我們子子孫

孫在談論這一段的時候，大家對所有的努

力肅然起敬，永遠可以作為標竿。

及時偵破大小案  

    以獲取社會認同

警察節是大家共享榮耀、分擔憂勞的

日子，更是檢討過去，策勵未來的日子。

在此希望大家，在執法者角色上，依法行

事，嚴正執法；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積

極投入，創新發展。深信只要各位同仁對

於民眾所發生的大小案件，都能在最短時

間內偵破，就能獲取社會大眾的認同。俊

雄也要在此誠懇地呼籲社會大眾，對於辛

勞維護治安的警察同仁，能夠不吝給予掌

聲，給予支持；有做不好的地方，同樣虛

心接受批評指教，讓警察在社會大眾良性

的監督下，時時惕勵，更加精進。

今天非常感謝在座各位的參與，更期

盼能藉由諸位的力量，帶動警民合作，一

起攜手維護治安，讓我們的治安更好，國

人都能享有安和樂利生活環境。

最後，要再次向全國警察及寶眷，說

聲警察節快樂，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謝謝大家！

▼ 治安好，環境佳，人民安居樂業，愉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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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施永昭  警政署人事室科員  

第29屆警察節慶祝大會於今(96)年6

月15日上午在警察愛心火炬跑及捐血活動

揭開序幕，充分展現「廉能公義、健康活

力」年度活動精神。正因警察機關積極嚴

正執法，在改善治安、提升服務效能方面

已締造出相當的成效與貢獻，整體治安並

朝著好的方向邁進，本年度的警察節慶祝

活動也就更具意義。

慶祝96年警察節
                      活動紀實

慶祝96年警察節
                      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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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總動員  密集協籌備
   

為了營造1個不一樣的警察節慶祝大

會，警政署人事室相關人員，早在5月份

即開始動員討論並構思如何營造警察節溫

馨、創新的活動內容，更商請警察廣播電

台鍾課長協助。由於本年度警察節系列活

動包含警察愛心火炬跑、全國模範警察表

揚、捐血活動及警察節慶祝大會，所涉及

之工作單位及人員多達20餘個，更因為部

分活動流程、場地及人員的重疊，需要相

互配合，因此，為了讓本年度警察節系列

活動充實順遂，前後陸續召開多次籌備及

協調會議。

   

總統、院長蒞臨頒獎訓勉

今年的警察節真的不一樣，基層員警

年功俸俸級提高的喜悅，在總統及行政院

長蒞臨慶祝大會現場時更達高潮。總統逐

一頒獎表揚28位全國模範警察時，總不忘

在合影後親切地握手並問候眷屬，畫面相

當溫馨感人。

張院長隨即頒發資深績優警察獎章代

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長王卓鈞等10人。張

院長及內政部李部長對於警察同仁相當重

視，特別於慶祝大會會場與全國模範警察

及資深績優警察獎章代表合影留念。

警察節當日，陳總統
親臨警政署向全體警
察同仁賀節。

圖/黃添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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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忠謀演講「價值與責任」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應侯署長親自

邀請於警察節慶祝大會專題演講，張董事

長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決定以「價值與責

任」為題，與會人員無不滿心期待張董事

長精采的演說，現場更湧入許多同仁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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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這場知識及睿智的饗宴。

張董事長提到警察的責任是「秩

序、安全、防危害」，更認為這是社

會的主流價值，並分別以政治、經濟

的轉變與中東國家的狀況來說明「秩

序、安全、防危害」的重要。他更以

美國西點軍校校訓「責任、榮譽、國

家」讓在場警察同仁參考，並以３個

責任「秩序、安全、防危害」，再加

３個價值「尊嚴、發展、均富」作為

演說的結尾。

在今年警察節慶祝大會的過程

中，各單位全力投入，讓慶祝大會得

以順利成功，相信在全體警察同仁的

全力付出之下，一定可以開創出傲人

的治安新局。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認為「秩序、安全、防危害」
是社會的主流價值。

▼ 警廣主持人阿國(右).琇如(左)擔任慶祝大會司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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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響應國際警察首長協會的號

召，幫助智障者前往上海參加2007

特殊奧運會，宣揚特殊奧運「勇敢

嘗試，爭取勝利」的運動家精神，

同時慶祝一年一度的警察節

警政署2007警察節愛心火炬跑活動，

在侯署長、中華台北特奧會理事長白秀雄

及中華民國警察之友總會新任理事長吳東

亮的主持下，於6月12日上午起跑，本次慈

善公益活動由警政署與中華台北特奧會共

同舉辦，中華民國警察之友總會及各地警

察之友會協辦，希望倡導警察運動風氣，

提升社會治安維護力，響應支持特奧會運

動，帶動社會關懷智障朋友，展現警察廉

能公義、健康活力形象，讓大家一起為健

康、爲愛心、公益而跑。

本次活動時間自6月12日至15日，為節

省經費，避免勞師動眾，並達到所謂「小

兵立大功」效果，以臺灣北、中、南、東5

個縣市為火炬跑地點，分別於臺北縣板橋

市縣民廣場、台中市光復國小操場、高雄

縣鳳山市鳳凌廣場、花蓮縣警局前廣場及

台北市警局前廣場，進行火炬跑造勢宣傳

活動，另請鄰近縣市警察機關派員觀摩及

自由組隊參加。

公益  宣揚  募款

本次活動的Slogan為「警察火炬跑、

愛心照寶島」，預期達到的目標有三：

公益：提升執法人員公益形象，帶動社會       

風氣，關懷弱勢族群。

宣揚：讓社會更了解智障者，進而關心、      

協助他們，發揚特殊奧運「勇敢嘗      

試，爭取勝利」的精 神。

▲ 警察火炬跑由這裡起跑。

文/陳保緒 警政署公關室警務正   圖/曹森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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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透過義賣T恤所得，用於協助智  

障者體育運動訓練、參與特殊奧運

發展各項活動計畫。

警察英雄護持聖火

為提高宣傳效果，警政署召募來自

全國各地警察英雄好漢組成火炬跑團隊，

全程參加火炬跑活動，領隊警政署公關室

副主任蔡福隆，成員如下：台北市政府警

察局捷運警察隊長高壽孫（2001美國阿拉

斯加執法人員火炬跑代表）、台中市警察

局警員郭萬國、台北縣政府警察局巡官紀

淑如（雪梨奧運跆拳道銅牌得主）、高雄

縣政府警察局巡佐歐建銘（爭戰澳門、韓

國等國際馬拉松好手）、花蓮縣警察局教

官謝易展、警光雜誌社編輯曹森益、李志

鵬、警察鐵人警政署秘書室秘書廖雲宏、

外事組警務正李樹中、保防室王文生、公

關室專員李建民、警務正陳保緒等，環島1

週全程超過1,000公里。

6月12日當日的起跑活動特別邀請到三

立「波麗士大人」明星林祐威、Aggie、馬

志翔共襄盛舉，而知名的視障馬拉松好手

台灣阿甘（張文彥先生）也抱持「英雄惜

英雄」的心情，全程參加，以行動表達支

持之意；更難能可貴的是，有2位來自韓國

的國際特奧會貴賓也前來響應，全程參加

各地火炬跑宣傳活動，火炬跑隊伍於6月15

日警察節上午9時跑回警政署，署長親率各

單位主管及全國各縣市警察局長與中華台

北特奧會白秀雄理事長、超馬英雄林義傑

等人於警政署正門口盛大迎接，並護持特

奧運動員代表共同點燃象徵「愛心火炬」

的聖火臺。

全國各地群起響應

對於承辦本次警察火炬跑活動的公關

室團隊、5個舉辦火炬跑活動的警察局及中

華民國警察之友總會與所有參與響應本活

動及義買愛心T恤的單位人員，署長親自頒

獎表達感謝之意；本（96）年度警政署為

   台北縣長周錫瑋亦支
   持、推廣本項活動。

▲ 台灣阿甘張文彥也熱情全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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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我國特奧運動員參加2007上海特殊奧

運會，已陸續於各地共同舉辦或參與愛心

火炬跑活動，包括3月25日新竹市聯電萬人

路跑、4月7日嘉義市老爺建設高鐵大道馬

拉松、5月12日苗栗縣京元電子路跑活動，

以及6月12日至15日警察節愛心火炬跑活

動，除了透過各傳播媒體大幅報導外，更

具體認購愛心T恤或捐贈善款，以作為特奧

運動員訓練經費，各警察機關義購愛心T恤

及捐款金額前3名分別為：台北縣政府警

察局（合計363萬5,500元整）、桃園縣政

府警察局（合計173萬5,000元整）、台中

市警察局（合計114萬7,000元整），初步

統計全國所有善款已達新台幣1300餘萬元

（仍持續增加中），並由署長代表捐贈給

中華台北特奧會，此對於我國特奧運動員

參加2007上海特殊奧運會等訓練經費短缺

問題是一大福音。

署長特別強調在警察節舉辦愛心公

益活動，帶動社會關懷弱勢風氣，對所謂

「人民保母」的警察而言更深具價值與意

義，這也是警政署目前倡導「廉能公義、

健康活力新好警察」的最佳表現，期望經

由警察護持特奧運動員環島傳遞聖火，讓

愛心照亮寶島，引起社會共鳴響應，幫助

我國特殊奧運選手前進「2007上海特殊奧

運會」，讓智障朋友們無後顧之憂，爭取

佳績。

台中市警局長
葉坤福在義賣
T恤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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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警察之友總會新任理事長，

同時也是台新金控董事長吳東亮先生，特別

於活動起跑記者會率先響應，除了代表台

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捐贈新台幣300萬

元，以拋磚引玉外，更代表中華民國警察之

友總會，致贈109萬元警察節加菜金，以慰

勞終年辛勞奉獻治安工作的警察同仁；我國

揚名世界的超馬英雄林義傑，也特別前來站

台，以行動支持這項有意義的活動，他對於

警察濟弱扶傾、關懷智障朋友的精神非常感

佩，希望社會大眾能共盛舉。

中華台北特奧會白秀雄理事長特別致

贈感謝獎座，以表彰感謝全國警察弟兄的

義舉，充分體現警察親民愛民的人民保母

形象；也特別感謝吳東亮董事長除經營企

業有成外，還能秉持愛心、回饋社會、關

懷弱勢，為企業樹立最佳優質典範。他希

望這股暖流能持續擴散，讓社會大眾更了

解智障者，進而關心、協助他們。

   花蓮縣警局長耿繼文 
   在義賣T恤上簽名。

▲ 臺北縣實業家響應義賣，愛心鑼響不停。

高雄縣以富地方色彩的
舞蹈迎接火炬跑聖火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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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活動已成功地讓台灣民眾

認識到「特殊奧運執法人員火炬

跑」的意義－「協助特殊奧運『宣

傳』與『募款』，並提升執法人員

的社會形象、促進良好的警民關

係」……

一連下了兩個多禮拜的豪雨，面對參

與「2007警察愛心火炬跑」各警察機關的

關切詢問：「雨下得這麼大，活動還照常

舉行嗎」？警政署公關室副主任蔡福隆仍

然有信心地回應：「風雨無阻，照常舉

辦」！

96年6月12日，2007警察愛心火炬跑起

跑日，眾人的心聲，天公果然聽見了，火

炬跑起跑點－台北市的天空出現久違的湛

藍。時間恰好是上班的尖峰時間，自台北

捷運板南線善導寺站1號出口湧出的通勤人

士經過警政署門口時，均好奇地駐足觀看

一會兒，從他們的眼神流露出心裡為這項

活動暗自的祝禱。

這個活動已成功地讓台灣民眾認識到

「特殊奧運執法人員火炬跑」的意義－

「協助特殊奧運，並且將愛傳遞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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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與『募款』，並提升執法人員的

社會形象、促進良好的警民關係」，中華

台北特奧會理事長白秀雄肯定地說。

白理事長進一步解說特奧會的精神：

「特奧會展現弱智運動員『勇敢嘗試，爭

取勝利』的運動精神，其主要目的不在奪

取錦標，而係藉著大家都能參與競賽，以

協助並引導智障者進入廣大的社區人群，

獲得自信與關懷，更有勇氣發揮潛能，成

為社會有用之人，而社區人士也能藉著參

與，更瞭解弱智者，協助弱智者，另外弱

智者之家人更擔負著重要的角色，協助或

陪同弱智者參與運動以融入人群社會」。

警政署長侯友宜在開幕儀式上也講：

「2007年特奧會是重要的1年，尤其是在上

海舉辦，相信中華台北特奧會161位運動

員會更勇敢嘗試，爭取勝利！希望不只在

這次火炬跑期間能募得款項，期許社會各

界透過本項活動，能更認識中華台北特奧

會，持續給予支持」！

新任中華民國警察之友總會理事長吳

東亮將他的第1次路跑獻給了這場火炬跑，

他表示：「將第1次獻給警察機關及特奧

會，具有相當的意義，不僅協助提升警察

形象，促進身體健康，並且給予特奧會運

動員信心，感謝特奧會及警政署給予這個

機會，讓大家的愛心有所發揮」。

融入特奧大家庭
養成紀律好習慣

火炬跑的隊伍跨越新店溪，來到了台

北縣政府所在地－板橋市，縣民廣場上早

已聚集台北縣警局、鐵路警察局的警察同

仁與警察志工，特奧會運動員及志工也在

現場義賣T恤。縣長周錫緯讚揚道：「特奧

會的志工以及警察人員的愛心、不計代價

的付出，實在令人欽佩；運動員雖然行動

不似我們自如，但他們擁有的意志卻是我

們需要學習的」……

▲ 中華台北特奧會理事長白秀雄宣揚
  「把愛傳出去」的理念。

▲ 臺北縣長周錫瑋帶領
   台北縣火炬跑隊伍與
   火炬跑聖火隊於台北
   縣民廣場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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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就讀於海山高工的特奧會籃球項

目運動員劉家瑋致詞時表示：「在特奧

會這個大家庭裡，讓我體驗團體生活的快

樂，也養成遵守紀律的習慣。上海特奧會

是場全球性的活動，我們一定會以好的表

現來表達我們的感謝」。

天降驟雨  益顯人性光輝

在台中市光復國小操場裡，台中特教

中心及嘉義啟智學校的運動員、台中市警

察局、台中縣警察局及鐵路警察局高鐵警

務段的警察人員，無懼即將到來的驟雨，

等候和一路風雨無阻地跑到台中市的由

中華台北特奧會運動員及警政署組成的

「2007警察愛心火炬跑」團隊會師！

台中市警局警光慢跑隊從台北聖火隊

手中接過聖火，與台中市副市長及台中市

警局長葉坤福一起點燃台中地區聖火，象

徵著聖火傳遞到台中地區。台北與台中地

台北縣警局長林國棟爲
火炬跑隊伍加油打氣。

▲ 台中特教中心啦啦隊賣力演出。

▼ 台中市地區路跑在台中市議長張宏年鳴槍下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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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聖火隊把握老天爺賜下的好天氣，在

下著微微細雨的涼爽氣候中，展開台中站

的火炬跑。

在聖火隊繞行台中市區時，台中特教

中心的學生在台上冒著細雨，執著地、

賣力地演出一場完整的、精采的啦啦隊表

演，充分流露出他們的無懼、恆心與毅

力。

中華台北特奧會常務理事，同時也是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校長吳琇瑩為我們解說

參加上海特奧會的選拔過程：「2007年夏

季世界特殊奧運會『中華台北特奧代表

隊』選拔賽，分別於今（96）年5月6、

13、 20、27日及6月4日假高雄市立高雄

啟智學校、國立彰化啟智學校、國立桃園

啟智學校、國立嘉義啟智學校、國立海

山高工及國華高爾夫球場隆重登場，計有

1,550位運動員參與角逐『輪鞋滑冰、自行

車、羽球、桌球、籃球、排球、足球、保

齡球、高爾夫、田徑、滾球、水上運動』

等12項選拔賽，以代表我國參加於中國上

海市舉行之『2007年夏季世界特殊奧運

會』」。

當聖火隊跑回會場，突然的一場大雨

將大夥趕到兩旁的遮陽篷底下躲雨，在這

時候，彼此幫忙穿著簡便型雨衣，展現人

類互助的精神，會場滿是溫馨的氛圍，令

人感動。

雨勢稍歇後，台中特教中心幼童學生

演出逗趣的「迎親」表演，贏得滿場掌

聲。最後在警察人員精湛的薩克斯風演奏

下，聖火往下一站－高雄縣前進！

為特奧會而跑  彩虹相隨

行程到了第2天，高雄縣警局前的廣場

聚集著參與路跑的警察人員，有高雄縣警

局各分局、鐵路警察局第3警務段、保五總

隊，以及警察志工們，一起為關懷弱勢而

跑。

高雄縣警局長黃昇勇說：「現在雨停

了，證明警察的愛心，老天爺已經看到

了！好讓我們可以為特奧會而跑！就算路

跑時天空飄下太陽雨，相信是彩虹相隨，

陪著大家一起跑」！

▲ 台中特教中心「迎親」表演逗趣討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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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雄縣路跑終點－鳳凌廣場，三信

家商揚名世界的樂隊以精湛的演奏迎接聖

火隊；而後，中山工商以原住民舞蹈展開

義賣會，緊接著紅十字育幼中心慈暉園表

演富當地特色的農村曲，向每位熱心公益

的愛心人士致謝。義賣結束後，高雄啟智

協進會演奏「夜來香」等樂曲，歡送火炬

跑聖火隊，也感謝社會的關懷。

熱愛生命  擁抱希望

聖火隊在第3天跑到花蓮縣，當地的天

氣非常好，豔陽高照，終於揮別連日陰霾

的氣候。花蓮縣長謝深山及議長楊文值致

詞完畢後，花蓮啟智學校國中部3年級學生

林凱翔也上台表示感謝：「2年前經過學

校體適能訓練以後，參加特奧會的滾球、

啦啦隊等比賽的競賽……非常謝謝各位叔

叔、伯伯、阿姨的幫忙，協助我們參加上

海特奧會，我們將發揚特奧會精神，努力

完成比賽」！

花蓮縣警局長耿繼文在台下接受訪問

後，也隨著聖火隊跑完全程。他說；「為

特奧會而跑是一項非常正面的活動，不僅

可以協助弱勢團體，而且可以讓參加路跑

的警察同仁運動健身，也可以提升警察形

象，特奧會火炬跑能夠風靡全球，不是沒

有道理的」。

花蓮啟智學校校長沈宏五看到自己的

▲ 高雄縣鳳鳴廣場前，三信家商樂隊迎接
   火炬跑聖火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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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會場上完美的啦啦隊演出，他很欣

慰地說：「要教導這些孩子必須比一般學

生多付出10倍的心力，孩子能有這樣優

異、流暢的演出，代表他們在心智、行為

有長足的進步；也要藉此嘉勉在背後辛勤

付出的教師，由於他們的犧牲奉獻，才教

導出這些傑出的學生，真的非常感謝他

們。希望大家一起把愛傳出去，幸福帶進

來」！

花蓮啟智學校啦啦隊的標語：「熱愛

生命，擁抱希望」為這個活動下了美好的

註腳。

▲ 高雄縣鳳鳴廣場前，三信家商樂隊迎接
   火炬跑聖火隊。

台北市的聖火由聖火
隊員與台北市警局副
局長馮棟森一起點燃。

聖火隊在台北市警局
廣場由警政署公關室
副主任蔡福隆(右2)
與運動員們帶領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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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嘗試  爭取勝利

火炬跑聖火隊在返回台北的途中，於

福隆購買福隆便當並且趁機休息的當下，

一家來自美國愛荷華州的祖孫3代7人，看

到我們身上穿著的火炬跑運動服便主動趨

前向我們打招呼，那位祖父說：「很高興

在台灣也看到特奧會火炬跑的隊伍，在美

國他們可是陸、海、空都有活動的呢！除

了陸地的路跑以外，還有飛機懸掛旗幟在

天空遨翔、海上也有快艇在海面奔馳」，

真是令我們欣羨不已。

警察節當天，火炬跑的隊伍即將完成

環島的使命，在台北市警局廣場上，台北

市啟明學校、文山特教學校、松山家商、

木柵高工、大安高工、南門國中、台北市

警局、森林警察隊、國道公路警察局、

電訊所、鐵路警察局、刑事局及民防管制

所等機關學校參與的跑者，一早就迫不及

待，等著跑向火炬跑終點－警政署。

就讀於大安高工的運動員朱國賢在台

北市警局的路跑上致詞，他說：「『勇敢

嘗試，爭取勝利』是特奧會的精神，經過

長時間的鍛鍊，期望能在游泳的自由式

項目獲得佳績，以感謝大家對我們的關

愛」。

台北市警局副局長馮棟森對於這場活

動也深感認同。他說：「警察參與這個活

動不僅能提升警察形象、喚起社會大眾關

懷弱勢，而且也能達到募款的效果，值得

大家投入」。

全力以赴  讓愛燃燒

火炬跑聖火隊抵達警政署了！就在今

年6月15日警察節當日，警政署長侯友宜與

特奧會運動員李昌澤共同點燃聖火，象徵

本次火炬跑完美達成，也代表關懷弱勢的

特奧會游泳項目
運動員朱國賢在
台北市警局廣場
上認真地致詞的
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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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永不止息。侯署長說：「警察的愛心

為特奧會募款圓夢，發揮出警察關懷弱勢

的愛。來自社會源源不絕的募款金額已達

到1,270萬，代表社會又往前邁進一個境

界！相信社會的愛心永遠火熱，讓捐款數

字在前往上海參賽時能夠滿溢，超過所求

所想」！

頭城家商美髮科的楊雅婷上台代表致

詞：「3年前，別人一看我就知道我是特教

生，但是在學校老師3年教導下，以及參加

特奧會活動，讓我心智成長許多，學習成

效顯著，現在就像一般生一樣，我非常感

謝大家給我們這樣的成長環境」。

隨後台灣阿甘張文彥上台慷慨激昂地

說：「我們在信心裡面、在公益裡面，全

力以赴，讓愛燃燒」！學心理的世界超馬

冠軍林義傑也呼籲有弱勢人口的家庭要走

出陰影，多與社會接觸，才能有長足進

步。
▲ 特奧會排球隊運動員楊雅婷在警政署
   致詞，感謝大家的愛與支持。

台灣阿甘張文彥(中)
呼籲大家讓愛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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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署為籌辦本次「2007警察愛心

火炬跑」，特別邀集中華台北特奧會監事

孫菊秀、大韓民國的韓國特奧會副執行主

席（前任主席）成善慶以及非運動項目召

集人李首智、特奧會運動員詹縉騰的母親

簡沛慈、從民國84年開始實施高中特教即

參與特教的頭城家商鄭栢昇教練、特奧會

的年輕高爾夫球教練吳意中、2004年奧運

跆拳道銅牌得主紀淑如、台灣首位全盲馬

拉松跑者－「台灣阿甘」張文彥、自費赴

韓國參加國際馬拉松比賽得獎的高雄縣警

局岡山分局巡佐歐建銘及嘉義市警友總會

總幹事林慧霞等人全程參與火炬跑的聖火

隊，在這4天中與他們相處，將他們的內心

話向大家揭露…… 

特奧大家庭  全球一家人

中華台北特奧會監事孫菊秀娓娓道出

她參與特奧會的歷程：「以前我從事過媒

體行業，在1次幫忙國際奧委會製作企劃書

的機會下，認識特奧會。

起先是由在台美籍傳教士及殘障體

協的智障委員會推展國內特殊奧會相關活

動。而後才從教會手上接下這根棒子。

加入特奧大家庭內心話
文/王冠  圖/簡益

▲ 本次火炬跑募款金額已超過1,27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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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正式成立，在國內的組織名稱為

『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中華

台北特奧會的先驅都是由國內啟智學校的

老師組成，我們以志工的方式，自始至

今，不遺餘力地推動國內特奧運動與相關

延伸性活動。

特殊奧會於全球推行，超過150個國

家、200個會員體，有著相同的特質，與世

界各國民眾交朋友，彼此都是一家人」。

韓國特奧會觀摩取經

今年的火炬跑中，出現2位嘉賓，她們

是來自大韓民國的韓國特奧會副執行主席

（前任主席）成善慶以及非運動項目召集

人李首智。由於韓國特奧會未曾舉辦過火

炬跑活動，她們此次前來觀摩如何籌辦、

進行路跑及募款等活動。

參與整個活動的她們，所到之處獲得

台灣民眾的歡迎，成女士祝福每個地方的

火炬跑都能順利成功，一起向上海特奧會

挺近。成副執行主席也仔細地觀察每個地

方，期盼將整套的火炬跑活動帶回韓國，

李首智則忙碌地將整個活動錄影起來，留

待歸國後與該國特奧會同仁們分享。

透過特奧會  我們走出來了

特奧會運動員詹縉騰的媽媽簡沛慈

說：「縉騰這個孩子在3歲的時候就被發覺

『寡言』、『說話速度慢』、『好動』，

便帶他去『兒童心智科』診療，經過幼稚

加入特奧大家庭內心話

▲ 台灣阿甘張文彥(左2)每次的演說總獲得如雷掌聲。



警光 2007.06 611期 31警光 2007.06 611期30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警光 2007.06 611期 31警光 2007.06 611期30

園、國小等階段，我們一家人越來越封閉，

少與人接觸，甚至在孩子6年級時，我也罹

患了憂鬱症。

直到縉騰就讀大安高工後，他1位投入

特奧會的特教老師鼓勵他每天早到學校慢

跑，之後常常帶他參加特奧會活動，在今

年新竹路跑更跑出第1名，令我們當爸媽的

十分驚喜！縉騰在不知不覺中進步了，透過

特奧會，把縉騰帶出來了，我自己也走了出

來，真是感恩！

從縉騰身上我發覺，從孩子的表現我

們可以看出自己是如何對待孩子的。不應該

▲ 看到自己的孩子詹縉騰(左)走向群眾，
   當媽媽的簡沛慈（右）也走出陰影。

將孩子封閉起來，因為這樣家長也會跟著被

封閉；反之，讓孩子與外界的社會接觸，是

種良性的刺激，不僅讓孩子漸漸有自信，心

智得以成長，自己也能走出陰影」。

運動員的成功是我們所期待的

從民國84年開始實施高中特教即參與

特教的頭城家商鄭栢昇教練，這次也帶領3

名頭城家商運動員，他說：「特奧會運動

員們普遍需要長時間反覆練習動作技巧，

因為他們的動作只要定型就不易更改。運

動員著重的是成功與否，名次在其次，當

完成一項比賽，運動員便增添一分信心，

往後他們立足社會的實力就增加一分，這

才是令我們興奮與期待的」。

鄭教練接著說：「他們的可塑性很

強，在老師們的協助下，不僅他們的人際

關係改善，甚至有學生的殘障手冊被收回

去，代表他們已經不是殘障人士了」！

特奧會志工是需要熱情的！

今年特奧會的年輕高爾夫球教練吳

意中笑說：「當初是加入台北市志工服務

隊，分配到特奧會當志工，誰知道一起來

的志工竟然從50人腰斬到20人，又腰斬到

10人，然後打2折變成2人，最後剩下我1個

人留在特奧會，『存活率』2％，可見當特

奧會志工是需要熱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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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栢昇教練對特奧會運動員有信心！

▲ 特奧會爲表彰台新金控的捐款，由特奧會白理事長(左1)
   頒發感謝狀與台新金控董事長吳東亮(右2)。

每日練習  日進一功

現在服務於台北縣警局刑警大隊，

2004年奧運跆拳道銅牌得主紀淑如，全程

參加本次路跑，她以自己的經驗勉勵大

家：「凡事都需要練習，每練一日便能日

進一功，相信自己，一次會比一次好」！

經過風雨  小草才會茁壯

本次路跑活動中，台灣首位全盲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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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松跑者－「台灣阿甘」張文彥也鼎力相

助，一起跑完全程，隨行的有他的親密愛

人林琦芳以及與阿甘搭檔跑了12年的親密

戰友吳興國。

阿甘說：「跑了10幾20年的路跑，我

總秉持著縱使今天迎著風、淋著雨，我仍

然向著標竿，心甘情願地跑，不怕艱難、

堅持到底，永不放棄，終會苦盡甘來，抵

達終點！經過大風大雨的小草才會成長茁

壯」！在阿甘的鼓舞下，台灣現今已有20

多名盲人跑者，相信往後會有更多的人響

應。

參加比賽  才會進步

▲ 本次活動主要承辦人警政署公關室警務正陳保緒(左)精神奕奕地
   與揚名國際的警察馬拉松好手歐建銘在警政署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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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當志工  大家也可以！

嘉義市警友總會總幹事林慧霞去年跟

著嘉義市警局參與火炬跑活動，因為認同

特奧會的宗旨與精神，進而參與中華台北

特奧會，成為志工。她說：「我參與志工

已經30年左右，深刻體認社會服務的要訣

是：『借力使力不費力』，男女老少都可

以當志工。我可以，大家也可以」！

▲ 在花蓮的火炬跑是個美好的歷程。

警界裡人才輩出，高雄縣警局岡山分

局巡佐歐建銘今(96)年自費赴韓國參加國

際馬拉松比賽，不僅名次優異，而且將台

灣的名號打響，將國旗展現在世人面前，

提高我國能見度，他勉勵喜好跑步的警察

同仁：「勤餘要自己練習跑步是件不容易

的事，畢竟不是專業選手，多參加比賽是

督促自己的好法子，縱然需要請假才能參

加，也必須請假前往比賽，這樣才會有進

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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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張瓊文 中華台北特奧會理事、志工

我國的「特殊奧運執法人員火炬跑」

活動始於1999年，當時在台北市有200名員

警自發性參加，並邀請到前台北市長馬英

九、前台北市政府警察局長王進旺、前法

務部長廖正豪、飛躍的羚羊紀政等貴賓的

蒞臨。隨後得到歷屆警政署署長的支持，

包含王進旺先生、張四良先生、謝銀黨先

生、侯友宜先生，並陸續由警政署教育

組、公關室主導，持續舉辦火炬跑與T恤義

賣活動，也舉辦火炬跑研討會、特奧運動

員與執法人員融合滾球賽、特奧運動會聖

火護送、摩天樓登高賽、園遊會與開放警

政署等各項活動。為中華台北特奧會挹注

經費與資源，亦在活動的實際參與中，交

織了許多警察與智障朋友們的感人畫面。

2006年起，開始製作宣導影片與火

炬跑中文網站，利用電視、電影的公益時

段與警政署公關人員講習會加強推廣。除

了要讓員警們認識火炬跑的活動意義與精

 前進2007特殊奧運
－欣見火炬跑的種子在台灣各地萌芽

 前進2007特殊奧運
－欣見火炬跑的種子在台灣各地萌芽

在警政署、新竹縣市、
桃園縣與苗栗縣警局
的支持之下，號召了
8,000名以上的員警、
家人，與特奧運動員及
民眾們在細雨中參加了
「UMC萬人路跑健走」
活動。圖為警政署長侯
友宜(右5)、公關室主
任陳國恩(右3)與特奧
運動員合影。

▲ 中華台北特奧會白秀雄理事長(左一)、署長(左三)、  
   特奧運動員與家長合影。2007特奧世界賽龍舟選手 
   詹縉騰(左二)1家4口全員到齊，在這樣的支持與鼓勵 
   之下，縉騰是當天第1位跑回終點的特奧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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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還要讓全國民眾認識警察公益慈善的

一面，甚且要讓大家由認識進而願意支持

特殊奧運。這一切的努力，透過國際年會

發表，得到國際特奧會與國際警察首長們

的肯定，與國際性刊物與網站的報導。

今年，2007年，先前努力所埋下的火

炬跑種子，逐漸在台灣各地萌芽了！

UMC萬人路跑健走

首先，3月27日，「2007 UMC萬人路

跑健走Here We Go－前進2007特殊奧運」 

公益活動，在新竹市政府、科學園區管理

局、警政署、聯華電子及園區廠商共同熱

情參與下，獲得民眾與警界的廣大迴響，

尤其活動結合了公益環保、健康等各項議

題，讓此次路跑更具意義！

在很短的時間內，警政署、新竹縣

市、桃園縣市、與苗栗縣市號召了8,000名

以上的員警與家人，與特奧運動員及民眾

們在細雨中參加了21公里長跑組、5.6公里 

FUN RUN、十八尖山健走等活動，並由報名

費中提撥一定金額捐助特奧會。

特奧運動員、教練與家長們，也發

揮了「勇敢嘗試、爭取勝利」的運動家精

神，天還未亮就起床，從台北、桃園、新

竹、苗栗等各地趕來參賽，理事長白秀雄

先生與聯華電子董事長胡國強先生、署長

侯友宜先生都親自跑完全程。署長甚至對

各警局局長開玩笑說，如果跑不完代表體

能不足，局長位子可能會不保喔！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07特奧世界賽

署長與聯華電子董事
長胡國強共同在國際
火炬跑愛心T恤上簽
名、義賣，獲得在場
員警熱烈響應，最後
由 新 竹 縣 竹 東 分 局
王忠安先生(圖中戴
白帽且拿 T恤者 )以
NT$10,000元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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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舟選手詹縉騰，1家4口全員到齊，在這

樣的支持與鼓勵之下，縉騰是當天第1位跑

回終點的特奧運動員，表現相當優異，也

見證了特奧運動鼓勵家庭參與的成果！

署長侯友宜先生與聯華電子董事長胡

國強先生共同在國際火炬跑愛心T恤上簽

名、義賣，獲得在場員警熱烈響應，最後

由新竹縣竹東分局王忠安先生以NT$10,000

元標得，我們並邀請了他與理事長及運動

員合影。筆者個人非常好奇，何以一位基

層員警願意當場掏出新台幣1萬元來支持特

殊奧運？王先生說：在現場看到身體有殘

缺的智能不足的朋友們，勇敢努力挑戰自

我、並用笑容面對自己的人生，覺得深受

感動與鼓舞，因此願意在自己的能力範圍

內來幫助他們，並且向他們學習，也希望

他們能為國爭光！

嘉義老爺盃高鐵大道馬拉松

由嘉義市政府、老爺建設主辦，北回

慢跑協會及嘉義市體育會承辦，嘉義縣政

府等43處單位協辦、贊助的「2007嘉義老

爺盃高鐵大道馬拉松賽」，4月7日上午在

嘉義盛大舉行，來自全省各地的民眾、警

察、特奧運動員，近萬人分批次、一起享

受大步快跑、汗流浹背後的灑脫與快感，

並在現場以愛心鑼與園遊會的方式，為即

「2007嘉義老爺盃高鐵
大道馬拉松賽」，來自
全國各地的民眾、警
察、特奧運動員，近萬
人分批次，一起享受大
步快跑、汗流浹背後的
灑脫與快感，並在現場
以愛心鑼與園遊會的方
式，為即將參加2007特
奧世界賽的運動員募款
與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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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參加2007特奧世界賽的運動員募款與加

油！

簡章中提到：活動主旨之一是以馬

拉松精神為動力，全力推廣路跑運動，用

嘉義人的「熱情、友善與活力」以及嘉南

平原的「美景、綠意與太陽」，呈現一

場令人感動難忘的馬拉松路跑賽。主辦單

位還大力邀請極地超級馬拉松好手林義傑

助陣，打著地球上最強的跑者口號，希望

能吸引更多熱愛馬拉松的跑友共襄盛舉。

另一方面馬拉松場地選在台18線和高鐵大

道，除了場地寬廣外，可能還有機會與高

鐵競速，是另一種速度的對比，讓所有跑

者感受到嘉義人的本土草根性、友善與熱

情。

為提倡「跑步最快樂」的嘉義老爺盃

馬拉松賽進入第2年，董事長黃朝雲先生

本身就是充滿活力的馬拉松選手，在其大

力支持之下，參與馬拉松長跑民眾越來越

多，嘉義市警局也鼓勵參加此一健康休閒

活動。今年特別選定嘉市行道樹最美、路

段寬廣的世賢路起跑，經50米高鐵大道抵

達嘉義高鐵站後折返（全程42.19公里）。

並區分為全馬（42.19K）、半馬（21K）、

6.5K健身組及3K的休閒組。 

首先於7日6時準時出發的是全馬及半

馬選手，來自各地馬拉松好手1千多人參

加。8時在黃市長、特奧會副理事長邱明發

先生等人鳴槍下，6.5K選手近3千人一起出

發，最後是3K休閒組5千多人參加，黃敏惠

市長也在民眾陪同下，奮力跑完3K，剛獲

頒嘉義市榮譽市民的馬拉松好手林義傑，

因腳傷也跑完3k，出發隊伍延綿有數百公

尺之遠。 

嘉義市長黃敏惠(前排
左四)、議長蔡貴絲(前
排右二)、老爺建設董
事長黃朝雲(前排左二)
在出發前齊呼口號，用
嘉義人的「熱情、友善
與活力」以及嘉南平原
的「美景、綠意與太
陽」，呈現一場令人感
動難忘的馬拉松路跑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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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後，林義傑更上台與大家分享他的

長跑經驗，林義傑呼籲所有愛好馬拉松的

朋友，不用特別在乎自己跑得如何，更重

要的去關懷身心障礙、平日無法參與跑步

的朋友，鼓勵他們克服困難、勇敢地跑出

人生的康莊大道。在黃市長拋磚引玉捐出1

萬元敲響愛心鑼之後，現場氣氛熱烈，愛

心鑼響不斷，署長侯友宜與林義傑簽名T恤

被搶購一空，大家一起為將於今年參加上

海特殊奧運會的選手，為他們勇於參加國

際性比賽加油！ 

鐵漢柔情  京元有愛

警政署、苗栗縣警察局、京元電子股

份有限公司，展現健康活力清新形象、熱

心公益，支持中華台北特奧會參加2007年

上海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及辦理交

通安全、犯罪預防宣導，透過「運動、園

遊會及公益募款」之複合式互動項目，於5

月12日在苗栗縣竹南運動公園舉行「2007

京元電子20週年活力奧運會暨鐵漢柔情、

京元有愛」活動。本活動是由一群愛心警

察、京元電子李金恭董事長帶領的員工及

眷屬、中華台北特奧會智障運動員、地方

仕紳、民意代表共同參加，現場約5,000

人，本愛心活動選在母親節前夕舉辦，更

別具意義。

活動開幕儀式，是由6輛警用哈雷機車

率領京元電子、特奧會旗幟進場，再由京

元電子員工創意隊伍歡呼進場，接著有象

徵薪火相傳的聖火點燃及慈善捐贈儀式，

並由李金恭董事長、梁明成總經理、署長

侯友宜及特奧運動員進行NBA巨無霸投籃

揭開運動會序幕。現場有各式趣味競賽、

家庭活動、愛心園遊會、美食嘉年華。李

超馬英雄林義傑(左1)與
署長共同簽名的T恤被
搶購一空！義傑呼籲大
家，不用特別在乎他跑
得如何，更重要的是關
懷身心障礙、平日無法
參與跑步的朋友，鼓勵
他們克服困難，勇敢地
跑出人生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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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首先代表京元電子捐出NT$250,000

元，接著由主持人義賣10件具有侯署長與

李董事長共同簽名的限量愛心T恤，連同愛

心園遊會，所有義賣所得將作為中華台北

特奧會參加2007年上海世界特殊奧林匹克

運動會經費。

希望這股暖流能持續擴散，對於社會

治安一定有正面的助益。而「特殊奧運執

法人員火炬跑活動」能在全台各地逐漸萌

芽、結果，讓智障朋友與其家庭得到更多

的關注與協助，也讓鐵漢展現柔情、體驗

生命中的「心快樂」。

警政署、苗栗縣警察
局、京元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支持中華台北特奧
會參加2007年上海世界
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舉行「鐵漢柔情、京元
有愛」活動。由一群愛
心警察、熱心公益京元
電子李金恭董事長帶領
員工及眷屬、中華台北
特奧會智障運動員、地
方仕紳及民意代表共同
參加，現場約5000人。

▲ 活動開幕儀式，由6輛警用哈雷機車率領京
   元電子、特奧會旗幟進場，再由京元電子員 
   工創意隊伍歡呼進場，接著有象徵薪火相傳
   的聖火點燃儀式，現場有各式趣味競賽、家
   庭活動、愛心園遊會、美食嘉年華。

▲ 李金恭董事長代表京元電子捐出NT$250,000元，接著由主持人義賣10件具
   有署長與李董事長共同簽名的限量愛心T恤，連同愛心園遊會，所有義賣
   所得作為中華台北特奧會參加2007年上海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經費。
   左起：苗栗縣警察局長鍾國文、署長侯友宜、京元電子董事長李金恭、 
   特奧運動員、中華台北特奧會秘書長楊至雄、警政署公關室陳國恩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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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報名新竹火炬跑時，因

擔心對孩子的影響會是什麼時而猶

疑不定，帶著不安的心情成行卻在

縉騰奪得５公里組第1名時，在眼

見孩子的滿足與自信下，讓身為媽

媽的我慚愧不已，原來擔心的是自

己的面子，看清自己後，此時的念

頭已從「疑慮外界異樣的眼光」轉

變為「我還能做些什麼」？

因此受邀參加環島火炬跑時，

除了滿心的感謝之外，更希望能為

團隊略盡綿薄之力，自從收到訊息

到確認時，只是滿心的期待並沒有

什麼特別的感受， 一直到收到通

知要開行前會議時，第一個念頭是

「我也要嗎」？開始感受到主辦單

位對這個活動的慎重與重視，很不

一樣的感覺，直覺告訴我這將會是

個特別的經歷。

 在這裡  大家都是志工

果然搞不清楚狀況的我，在第1天沒

有分派到工作時，心想大家大概把我當客

人吧！既然認定自己是來做志工的，因此

趕快找事做，聽菊秀姐（特奧會監事孫菊

感動……

▲ 本次火炬跑圓滿成功，侯署長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 火炬跑隊伍返抵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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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說韓國代表已年逾70，需要有人在開

始起跑後，立即把火炬接下來，因此就自

不量力地跑去接韓國代表的火炬，之後卻

又跟不上隊伍，還好特奧會教練鄭栢昇看到

了，接手往前追上隊伍，而我一回頭已找不

到特奧會秘書謝家環他們了！只好在後面拚

命追！

路上碰上另1位韓國代表Miss Lee在路

口徘徊，原來她也沒跟上又不清楚方向跟

地點。一對話，真懊惱讀書時沒把英文學

好，只能拚命地告訴她〝Follow me〞，然

後再加上手語，就這樣比手劃腳地跑到塔城

街。

哈！完了，不知道車子停在哪！這種

經驗真是震撼ㄋㄟ！害團隊跟不上下一場

活動的經歷，讓自己更清楚地了解到跟著

團隊活動必須完全配合團隊而不是做自己

想做的事。對不起夥伴們，更感謝大夥的

包容。

 幸福背後是別人的付出與成全

下午我們來到了台中會場，老天爺用

一場大雨來迎接我們，雖然因雨突發狀況

很多，也沒能上台宣傳，但也因為這一場

雨讓感動更多，站在雨中的這些孩子們，

為這場活動意外加分，經過這場洗禮後，

更見識到夥伴們碰到狀況發生時修正的速

度有多快了。

活動結束上車吃完便當，睡得迷糊中

依稀聽到保緒夥伴（警政署公關室警務正

陳保緒）不斷地在聯絡相關事宜，體認到

幸福的背後是別人的付出與成全，帶著感

恩的心抵達高雄住宿點，已經很晚了！夥

伴卻安排好一切等著我們，再一次感受到

警察夥伴們支持的力量，為今天劃下完美

的句點。

　　

▲ 火炬跑隊伍返抵警政署。

◤ 火炬跑隊伍在台北縣
   縣民廣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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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資源  無私付出

高雄的活動在下午，當我們在警局內

等待時，看見保緒夥伴、菊秀姐、家環3人

忙進忙出地聯絡確認，他們用經歷加上修

正換得了這場活動的圓滿。在活動結束即

將離場時，看見菊秀姐在匆忙中收拾著那

些被人丟棄在座位上的傳單，還一面告訴

我別浪廢這些資源，感動的我紅了眼眶，

這樣的為協會珍惜每一份資源，這樣無我

的付出，只要看到就做，不禁要問到底是

什麼樣的因緣造就這一份願意的力量。

在感動中上車，晚餐及宵夜已經在車

上了！警察夥伴們幾乎都是男生，做起事

來卻如此細微，在緊湊的行程中總是不虞

缺乏些什麼！連接下來在趕往花蓮長達７

個小時的路程上還有餘興節目，印象中

的警察總是「不跟狗開玩笑的（不苟言

笑）」，跌破眼鏡的連警政署公關室副主

任蔡福隆都不顧形象地又唱又跳，我想這

些成員都是特別挑選的吧！居然都是歌王

ㄋㄟ！兩天了，一路的陪跑，還能不厭其

煩地陪孩子聊天又趕夜車，大家都累了

卻看見隨時有夥伴們在下層陪伴著司機先

生，不時的還上來串場一下，這一路的用

心陪伴與照護，看在眼裡，感動好深好

深！

▲ 因著跑步，詹縉騰(著黃色T恤者)找到新的人生。

▲ 聖火隊所到之處總是吸引民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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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路跟著大家唱歌，記得蔡副主任曾

經問我：「你也很會唱喔」，在回答我並

不會時，內心震撼不已，以前的我聲音就

算不好也很愛唱歌，曾幾何時，我忘了歌

唱，忘了一切美好的事物，逃避外界的一

切，在今天因蔡副主任的一問，真是一語

驚醒夢中人！今天我唱得好開懷！在大家

的陪伴下，卸下心防，活得自在，在這一

次的活動中我是最大的受惠者。深夜１２

點抵達花蓮，在接過鑰匙回房間的當下，

感謝祝福所有的夥伴們，一夜好夢！

 更有自信、活力、目標

今天受到花蓮太陽熱烈的歡迎，跑的

路程並不是最長的，卻讓縉騰跑回終點時

累得坐在地上，在照顧他的同時，看見所

有的孩子或站或坐，個個都滿頭大汗且大

都沒有父母陪伴在旁，還有場上表演的孩

子，在炙熱的場地賣力地演出，心中的不

捨，讓我頻頻拭淚。一起陪跑的夥伴們，

更無怨尤地站在烈日當中，全程陪伴支

持，頓時覺得何其幸福，有這麼多人的愛

陪他們一起走過。

最後1天了！再感動1次吧！一早是兒

子叫我起床的，在我準備的同時，他已經

把早餐買回來了！在他的心裡一定是收到

滿滿的愛，才讓他有這股力量，是特奧會

的教練、志工們！是這一群本是陌生人的

警察夥伴們！讓縉騰變得更有自信，有活

力，有目標，真正的實現「勇敢嘗試，爭

取勝利」！的特奧精神。



警光 2007.04 609期44

     人口販運在國際間是項重大課題，我國亦已組成跨部會議，制訂行動計

畫，解決人口販運問題。在美國國務院「二○○七年人口販運報告」中，我國

已從第二級觀察名單中除名，改列為第二級，我國打擊人口販運的努力已獲美

國肯定。

       本社就「人口販運」議題邀集專家學者及實務界人士提出智慧結晶，期望

能從中看見我國未來可以努力的空間，例如：制定人口販運專法、建立「受虐

施暴通報」機制、主動保護被害人……

打擊人口販運  台灣不遺餘力打擊人口販運  台灣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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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已成國際社會關心的人權議題，根據美國國務院人口販運2006年年度報

告，包括美國在內，很多國家都存在這方面問題。特別是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人民，經

常希望前往經濟發展成熟的國家居住、居留與工作。再進一步分析，台灣與世界各國比

較，人口販運防制的表現並不理想，例如去年台灣被列為第二層特別觀察名單，即認為

台灣政府在這議題的努力不夠。

跨部會、跨國防制人口販運
　　

去（95）年在行政院主導下，擬訂了防制人口販運行動方案，整合包括研考會、法

務部、海巡署、勞委會、警政署、移民署等組織，希望透過這項行動方案，整合政府資

源投入人口販運防制的工作，盼於短時間內改善這問題。同時在各單位努力下，從年初

迄今已破獲包括基隆、桃園與台南等多起人蛇集體的案件，可謂成效卓著。

然而，人口販運是跨國境的議題，若沒有建立跨國合作機制，光靠國內政府各部

門努力，可能難以根絕人口販運問題（跨國合作機制應同時包括偵查、保護與防制等3

項）。

國際合作打擊人口販運
文/楊永年  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兼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圖/簡益   

國際合作打擊人口販運

▲ 國際交流日盛，「人口販運」議題漸受各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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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96)年4月13日人口販運問題與策略的座談會上，台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曾昭凱以

其在人口販運偵辦豐富的經驗，就直言目前台灣人口販運的癥結問題在欠缺國際合作。主

要的理由在於，很多人口販運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若涉及與境（國）外活動或嫌疑人建

立跨國合作模式，辦案人員就辦不下去。除了因為台灣的邦交國有限，另一個重要的原因

是台灣缺乏這種跨國合作的辦案模式。

事實上，台灣人口販運犯罪相關國家，除中國大陸外，台灣幾乎都有派駐國外的連絡

官，例如泰國、菲律賓、越南、印尼等國都有我調查局、移民署或刑事警察局派駐的官

員。但目前成效不彰，可能的原因有三：

缺乏協調連繫機制

表面上，我國好像有完整的刑事司法體系，而該體系的主要組織包括地檢署、調查

局、警察局、海巡署等，現在還增加了移民署。

但實際上因為這些單位不相隸屬，所以在協調聯繫上難免有所有不足，除了重要的

（非法移民或人口販運）資訊不會共享，執法行動也經常不能一致。因此，台灣雖有刑事

人口販運管道多，
須全面防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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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體系，但其整體運作或各組織之間的協調合作卻又不是非常緊密，而這又與下個問題

有關。

缺乏整合機制

雖然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有指揮司法警察辦案之權。檢察官有整合的權力，發

揮整體打擊人口販運犯罪的功能。但因為以下兩個問題，使得這項功能存在障礙：

國際合作防制人口販運
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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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體系（檢察官）沒有行政權，也

就是人口販運業務不歸地檢署管轄，其人

口販運工作的專業程度難免受到限制，或

者個別檢察官對於人口販運個案的偵辦興

趣或意願不一定相同。

如前文論述刑事司法體系各組織間並

無隸屬關係，檢察官在沒有人事調動與獎

懲權的前提下，相關單位人員的配合意願

難免低落。

外國調查人員配合意願低落

就算前述兩個問題都已解決，因為司

法管轄問題，最後仍要有當地國司法（警

察或調查）人員協助，否則不可能將人口

販運集團一網打盡。

問題在於，因為語言（特別是調查人

員之間溝通）、文化（包括官僚文化與

社會文化）、政治（含外交關係與管轄

權）、經濟（包括該國的經濟實力以及薪

資條件）等差異，使得這些外國調查人員

就人口販運議題跨國合作的意願低落。

關於前述協調與整合機制的兩個問

題，若行政機關重視，從行政院由上而下

進行協調，刑事司法體系在短時間可以發

揮協調與整合功能，因此打擊人口販運犯

罪的成效將可提升。

就像此次行政院訂頒的人口販運行動計畫，實施半年以來，相關機關的確落實努力

執行。但是，困難度較高的是前述第三項有關外國調查人員合作意願低落，也就是建立

跨國合作機制貧乏的問題。

因此，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可以透過個案方式取得與相關國家合

作，但為達到深層與長遠的合作關係，可能還要透過更多元與更多層次的政治、經濟與

社會管道進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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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辦理國際防制人口販運會議、委託

研究專案研究、研議制定防治人口販運專

章（法）、積極辦理相關教育訓練應加強

各機關、單位間溝通、協調、合作，蒐集

執法各項執法問題，以解決執法困難。再

者，尋求跨國際、跨機關、及跨領域合

作，以有效打擊人口販運活動，消滅此現

代奴隸問題。

4P不夠  要5P
　

人口販運導致極為非人道的「現代奴

隸」，故除了應予嚴厲制裁之外，更應予

以受害人保護(Victim Protection)，因而

美國年度之各國防制人口販運報告

中，我國近3（93～95）年來之降等，造成

負面之國際形象。由於人口販運屬國際刑

事犯罪案件，具跨國性多面向特性，問題

顯得特別複雜。因其為跨國際性，牽涉到

不同國籍人民之流動，關連到來源國、中

轉國及目的國，必須跨國合作加以抗制。

再者，其亦牽涉到一國之內之不同機關之

主管業務。

　　

我國防制人口販運政策
    與執法作為

我國政府為消除現代奴隸之人口販

運，積極與國際社會合作打擊性販運與勞

工販運，積極進行跨部會型之「防制人口

販運行動計畫」、與NGOs合作，積極進行

被害者保護、安置，並配合偵查起訴與防

制工作，真正做到第4Ps。積極進行國際

文/蔡庭榕  中央警察大學教授

人口販運問題及其防制作為人口販運問題及其防制作為

「防制人口販運」屬於新議題，聯合國於2000年通過之「打擊國有組織犯

罪公約」關於防止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補

充議定書」及美國積極重視始於2000年所制定之「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

法」，均係強調防制屬於現代奴隸之人口販運之必要與急迫性。

▲ 人口販運各國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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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4Ps策略，亦即預防(Prevention)、保護

(Protection)、起訴(Prosecution)、合

作(Partnership)。甚至亦有第5P之必要，

亦即參與(Participation)，使被害者、一

般人民及相關國家願意參與處理解決此問

題，因而發展出以「被害人保護為中心」

之防治途徑，以使得整體跨國性之人口販

運問題之解決，能達到點、線、面之整體

效用。

     

三項作為解決人口販運
     

因此，如何在屬於人權保障之保護被

害者與制裁違法犯罪取得衡平，首先，必

須執法人員、社政、勞政與其他政府相關

機關執法人員及NGOs人員及一般大眾的通

力合作。特別是「人口販運」之定義不

易，致產生辨識不易，產生了「違法者」

之「收容」、「制裁」與「遣返」或是

「受害者」之「安置」、「保護」與「居

留許可」之可能的結果差異。因此，解決

此國際犯罪問題，有積極進行下述政策與

執法作為之必要：

防治人口販運強調全方位多元之專案

合作模式，除在國內各相關機關、單位間

應協調配合執法，以處理相關問題外；應

使國際各相關國家（來源國、中轉國及來

源國）亦宜積極研商合作解決問題。

落實防制人口販運之4Ps政策，以「被

害人保護為中心」之防治途徑，防制人

口販運之各相關機關應積極與相關NGO組

織合作，確保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安置達

到安全且有效之目的。除4Ps外，再加上

“Participation”成為第5P，亦即如何使

販運被害者願意積極配合參與防治工作，

亦需使一般民眾有人口販運乃現代奴隸之

認識，促使其加入防制行列，與執法者配

合，使能圓滿達成任務。

辦理訓練講習，溝通執法觀念，使對

於「人口販運」之意義、問題、防治管道

與方法、相關法令規定、國際與國內對此

議題之發展方向與趨勢及其重要、迫切性

等有所瞭解，使有助於人口販運防制工作

之推行。透過政策與執行方法與程序之說

明，以瞭解人口販運之各相關問題，避免

上熱下冷，以提升執法共識與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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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安排住在車庫、被限制居住，被要求從

事家庭幫傭工作，雇主卻每天只給這小女

生吃一餐；後來犯罪人被逮捕判重刑，小

女生則獲自由並在美國居住，目前約已16

歲，她希望存夠錢可以在美國就讀大學。

另1個在美國發生的案例是，居住於瓜

地馬拉郊區約20來位的小女生，因為突然

出現1位男性，宣稱他可以帶他們到美國當

清潔工賺很多錢，可以讓他們遠離貧窮。

這群未成年的小女生信以為真，不久就來

了部大型且外表亮麗的遊覽車，要載他們

到美國打工，同時都給他們每人一些零用

錢，並讓他們帶著家人的照片在身上，以

解思鄉之苦。

「人口販運」是1個新的老議題，我們

從以下幾個例子來看，有不少問題值得研

究。

美國司法部助理副部長Ms. Becker對

「人口販運」的定義，她認為只要是透過

詐騙、身體強迫、違反人的自由意志來遂

行個人之目的與利益者，就是人口販運。

但這和「人口走私」不同，人口走私只是

違反移民法而已。Ms. Becker強調，人口

販運不限於國際間的行為，國內的類似行

為，只要符合上述的定義，也都屬於人口

販運。

她並舉1個發生在美國的案例，1位來

自埃及的9歲小女生，被歹徒賣到美國後

這是「人口販運」嗎？
文/陳振宇、楊永年  國立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副院長  圖/中央通訊社

這是「人口販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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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遊覽車開了2個小時，到一處偏遠山

區時，車突然停下。出現一群成年男子，

將他們照片與零錢沒收，這群小女生多人

慘遭強暴，然後由破舊的遊覽車載他們到

美國的邊境，告訴他們必須跨越美國邊境

的山區前往美國，抵達美國有人接應，不

願前往者只能自生自滅。

就這樣，這些小女生被迫在美國從事

色情工作，被警察破獲後才解救出來。其

它還有很多的案例是，很多墨西哥到美國

的偷渡客，先付出5,000至10,000美元的費

用，到美國後，護照遭扣留、遭強暴、虐

待，但每週平均只領10美元。

聯邦調查局Jennifer Towns 說過1個

案例，15歲的Rosa是中輟生，被騙到美國

每日接客24-30次，後被救出，主要因為被

害人有機會和警察接觸，後來並有聯邦調

查局的介入，4名參與者才被逮捕並被判重

刑。

前台南市警察局長王文忠指出，台灣

政府一直很努力消滅人口販運犯罪，從早

期原住民姑娘質押，後經警察強力掃蕩

後，這類案件變少，隨後變成來自大陸與

東南亞來台從事色情行業的案例大增。最

大的不同是，目前這些來台的大陸與東南

亞被害者多知道他們來台的目的是什麼，

多係「自願」從事這些工作。

「人口販運」的議題已在我國引起重

視，而且是與國際同步在進行的，期盼大

家一起為此盡份心力。

▲ 台灣早已重視人口販運此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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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非法移民　　

日本自2000年9月開放大陸人民（限北

京、上海、廣州三地）赴日觀光後，第一

年人數為13,000人，第二年為28,000人，

依此成長率，日本預估每年觀光人數成長

將持續攀升，相對地，藉觀光名義入境日

本後，即失去蹤影者亦逐年遞增；日本政

行政院於90年11月23日通過「開放大

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推動方案」，擴大兩

岸民間交流以來，政府對大陸地區人民來

臺停留適用對象、停留期間等，均訂有法

令規範。在法令不斷鬆綁之下，大陸地區

人民來台觀光交流頻率及人數勢必有增無

減，有心人士乘虛而入，極可能帶來兩岸

治安負面的影響。

文/林慶松、陳駿璿   圖/蔡世國  

▲ 面談是篩選機制之一。 圖/曹舒蘋

陸人來台觀光衍生問題
與治安作為

陸人來台觀光衍生問題
與治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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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雖然經過嚴密的條件限制及資格審查，

但是旅費及保證金合計不超過一百萬日

圓，比透過蛇頭經手偷渡需要二、三百萬

日圓便宜，因此赴日旅遊已成為大陸人民

非法入境的新途徑。

經查失蹤者中，常發現有早年因非法

停留被遣返大陸後，又藉觀光之名再度赴

日非法打工賺錢者，類此案例已引起日本

法務省及警察廳不滿，也突顯日本政府內

不同機關對開放大陸人民赴日觀光意見相

左的矛盾現象。

日本對於境內的非法移民（包括非法

入境、非法居留者），一律予以驅逐出

境，其中，屬於非法居留之外國人，在正

式驅逐出境前，一般還要判處三年以下之

勞役或監禁，或科處30萬日圓以下罰金。

同時為了要嚴格控制外國人的不法行為，

日本政府積極鼓勵檢舉揭發外國人不法之

行為，日本國民或其他人，對發生上述違

法行為之一之外國人進行舉發，並致使被

告驅逐出境，將發給舉發獎金5萬日圓以資

鼓勵。

日本自2000年9月1日起，開放大陸地

區人民赴日觀光，由於開放觀光後，不斷

出現人員失蹤（偷渡）事件，日方乃於

2001年5月起更加嚴格審核觀光簽證申請，

其具體作法為：將審核時間由原來1周延長

至2周。對每1位旅行團員進行戶籍及身分

確認。

同時，針對大陸人民脫逃問題，研訂

扣點制度，以加強旅行社的管理，即走失1

名觀光客，旅行社要被扣點，按責任輕重

陸人來台觀光衍生問題
與治安作為

陸人來台觀光衍生問題
與治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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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扣除1點或5點的處罰，累計5點將被停

業3個月，累計10點將被停業1年，日方並

提出警告，只要有出現滯留日本不歸的脫

隊者，立即取消該旅行社帶團到日本觀光

的資格。

加強宣導 提升設備
　　　　　　　

加強對行政機關、地方自治體、民間

企業及經濟團體宣導非法外籍勞工等問

題，使其有正確的認識與提供積極的合

作。

加強對海外週邊鄰國進行宣導日本取

締非法外籍勞工的宣傳資料。

加強主要機場、港口的出入境審查，

提升查驗人員的查驗新知及技術，並引進

新一代高性能的護照辨識機器，以防止持

用偽、變造護照之偷渡入境者。此外，並

廣泛蒐集各國護照樣本，建立護照鑑識中

心。

嚴格取締偷渡仲介組織，並加強相關

情報之蒐集和各單位人力之整合。

收容場所設備的活用，並儘速將不受

歡迎之外國人遣送出境。

每年定期舉辦「入出國管理國際會

議」，和世界各國互相交換入管情報、法

令並建立通報系統。

和各國建立網路通報機制，俾便交換

國際犯罪情報及偽、變造之資訊。

機關相互合作

為能有效防制非法入境、逾期停留非

法打工問題、衛生問題及跨境犯罪，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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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單位應本相互合作精神，捐棄成見，為

作好治安工作而努力。

非法入國查緝 
（持偽變造護照）

為有效防止非法偷渡入國，有執行查

緝任務機關，依現行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條

規定，除由入出國及移民署辦理外，必須仍

有海巡署及警政署相互配合查察，始能竟其

功。

國境查驗
    

現行查驗大陸來台觀光人士係由入出

國及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負責，查驗人員

應詳實審核大陸人士資料，並比對其容

貌、入出境證及大陸護照等資料，是否與

查驗電腦內建資料及規定相符，如確認無

訛即查驗入境，如有疑問者，即行調查詢

問，經確實發現有禁止入國之情形者，應

即遣送出境。

提升偵防能力
  情報互通有無

    

大陸來台觀光人士如為觀光目的，應

本服務歡迎之意，但來台團員中恐有許多

人各懷不單純之動機到此。例如，人蛇集

團、犯罪組織、毒品、槍枝走私、政治因

素等問題，為有效整合各單位資源及作

法，應由行政院定期召開治安會報，加強

相關治安單位的橫向聯繫及情報交換，以

有效達成偵防維護治安之目的。

加重刑罰及行政罰以收嚇
  阻之效

雖說國境線上能將偽、變造證件及冒

用身分之大陸來台觀光人士先行作遣返及

禁入的動作，但仍有許多不法分子或人蛇

集團，已充分準備查驗相關資料，並順利

入境。對於違反前開行為，除應以刑法等

規定處罰外，還應對該大陸人士及雇主處

以罰鍰（金）最高額度，以剝奪其財產

權，從而收嚇阻之效。

建立雙向資料查詢資訊平台

大陸人士在來台觀光之前，備妥相關

資料由我方作書面審查後，如未發現其中

送審資料有異，通過書面審查並來台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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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率幾為百分之百，然而對於須進一步

查證者，將費時甚久效率緩慢。因此，為

能釋疑過慮優質旅客，並增加發覺有疑議

資料查詢效率，宜建立雙向資料查詢資訊

平台，將大陸核准來台人員相關資料，傳

輸台灣對口單位，以作為發證及查詢人別

之依憑，並減少因制度欠缺而成為治安漏

洞。

簽訂防制洗錢刑事司法互助
  協議

由於開放大陸觀光所衍生的諸多犯罪

問題也與洗錢有關，例如：槍、毒走私、

賣淫、人口販運、使用假鈔等，其所獲暴

利非常可觀，為不法之徒不惜挺而走險，

因此採取有效防制洗錢之作法，無形間也

達到較為全面防制兩岸跨境犯罪之目標。

提高旅行業保證金

現行旅行業辦理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

事觀光活動，已由過去繳納新臺幣一百萬

元保證金，提高為新臺幣二百萬元，日後

如有需要亦可以彈性調高保證金方式，來

加重旅行業慎選大陸團員。以間接請旅行

業加重來台觀光大陸人士之金錢壓力，藉

由多收取額外保證金之方式，使其在逃跑

或在做其他不法情事時，會顧慮到其保證

金是否和前開行為有對等價值。

建立影像檔 有效入出國管理

大陸人士在台犯案或管理問題上有增

加趨勢，在入境查驗時透過建立影像檔的

方式，將檔案庫存於電腦資料庫，對須身

分確認之大陸旅客，即可透過電腦資料庫

加以查詢，俾期發現不法，入國才能有效

管理。

鼓勵民眾檢舉

為讓潛入台灣境內的中國大陸偷渡犯

無所遁形，可仿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對

檢舉中國大陸偷渡犯，並根據案情重大，

分別發給不同獎金，以此鼓勵全民參與治

安。

建立通報系統

為有效使在台之違法大陸人士能順利

查緝到案，入出國及移民署將欲查緝對象

其詳細之人別資料及照片上網，供有需要

之公部門及私部門查緝及查詢之用，尤其

公部門應將上述資料下載於單位電腦資料

庫全面列管，避免其持假證件，在不知情

的情況下，順利逃避查緝或達到不法目

的。

兩岸開放觀光所涉及到人的問題，本

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再加上兩岸種種

政治因素，使問題又更加複雜化，如何能

相互拋開雙方政治立場，而能制訂一個雙

方都能接受的遊戲規則及溝通平台，對內

方面又能各部會之間相互整合、情報資源

分享，做好大陸人士來台觀光可能發生的

相關問題之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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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特別方法紓解目前非法

  移民在臺問題　　　

民進黨團於今年3月28日表示將針對

微罪或刑度輕的在監受刑人提起大赦，

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是憲法賦予總

統的赦免權…相對的偷渡與外來人口非

法工作問題縱橫交織，嚴重影響本國社

會治安，並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感受到

問題衝擊之強烈。甚而若「非傳統安全

（nontraditional security）」威脅因

素，改變國際間交往合作之行為，而影響

到兩國的安全或利益。對外來人口偷渡、

在臺非法工作已然不僅是蒐集資料及查察

根據內政部今(96)年元月份統計，截

至95年底止累計我國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

估計達38.4萬人，其中外籍配偶（含歸化

取得我國國籍者）13.4萬人占34.94％，大

陸與港澳地區配偶25萬人占65.06％，95年

底在臺外籍人士有55萬2千人，其中持居留

簽證者46萬6千人，持停留及其他簽證者8

萬6千人。而這僅是合法之數據，執法單位

無法獲致全部非法移民(含在臺外籍及大陸

地區人民)，因此有犯罪黑數之存在，即非

法移民在臺之黑數，如欲推估我國境內非

法移民在臺人數，學者指出以官方統計資

料結合專家估計結果來推估現階段非法移

民在臺人口較為可行。

文/ 許芳裕、陳麗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外事科股長、中央警察大學研究生）圖/楊文平

解決外來人口非法在臺問題－大赦？ 解決外來人口非法在臺問題－大赦？ 

▲ 非法移民的管理是一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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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問題，而需運用資訊完善制訂並規

劃政策，今年二份美國人口販運報告將我

國列為第二級特別觀察名單，因此或者應

以特別方法紓解目前非法移民在臺問題。

移民問題為攸關國家安全之 

  要務　
　

   自2001年美國發生911恐怖襲擊事件以

來，移民問題更成為攸關國家安全之要

務，而偷渡及非法活動更易引發國內貪腐

現象，致使一些國家公務員與仲介相互勾

結、弄虛作假，致使許多跨國犯罪集團為

謀取非法高額利潤，因而利用人們移居外

國的願望，大肆進行人口走私和偷渡活

動，使非法移民的犯罪問題日益向著國際

化的方向發展。美國伊利諾州民主黨眾議

員古提耶瑞茲(Luis Gutierrez)今年3月向

國會提出新移民法案，使目前在美國的非

法移民合法取得公民身分的途徑，這項規

定所有非法移民在6年內需離境的條例，將

有效改善目前美國境內1,200萬名非法移

民的問題；即在美國境內非法勞工可在這

6年內的任何1個時間點離開美國，不過必

須留下指紋、支付美金2千元罰款、繳稅、

通過國家安全及犯罪背景調查、對英文有

一定的理解能力等，將能取得在美合法居

留權；另澳洲政府移民部長宣布非法入境

或逾期居停留自首並特赦，包括免罰鍰、

專案協調等，亦為1例。故為澈底解決外來

人口非法或逾期居停留問題，若利用移民

署成立半年或1年機會，宣示政府對外來人

非法移民的犯罪問題
日益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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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非法或逾期居停留政策，甚而考慮在臺

居停留超過10年以上者給予合法居留權，

澈底解決外來人口非法或逾期居停留等問

題；其他世界各國亦有先例制訂法案或大

赦以減少其國內非法移民之黑數問題，他

山之石可攻錯，雖國情與法理不盡相同，

但為紓解當前移民署剛成立收容空間及查

緝能力不足之窘境，應可效法。

非法移民在臺之黑數　　

有關非法移民在臺之黑數問題，似沒

一標準答案，但官方資料為估計非法移民

人口之重要依據，蒐集相關官方資料以為

參考佐證，例如偷渡人口、逾期停留人

口、虛偽結婚、脫逃漁工人口等，無論非

法在台的類型為何，根據學者指出逾90％

的受訪者反應的黑數估計值在50％至95％

之間。根據警政署資訊統計至今年2月止，

臺閩地區行方不明外勞目前協尋人數為

25,790（已查處出境人數累計79年至95年

12月為81,288人）、95年查獲非法工作外

僑為13,738人、行方不明協尋外僑人數

1,805人；95年1月至9月止，收容大陸人士

偷渡、非法來臺共661人、遣返大陸人士偷

渡及非法來臺1,399人；因此，若我們可以

估計黑數的下限臨界值為50％，而上限臨

界值為95％時，那麼可想而知在臺非法移

民包含外籍及大陸人士的黑數數據是驚人

的。

偷渡與非法移民是兩個既有聯繫又有

區別的概念，一是合法入境非法居留，主

▼ 非法移民的黑數是相當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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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辦理勞務輸出、留學、旅遊、觀光、

探親、商務談判等短期簽證入境後，未經

允許私自改變身分而逾期不歸者；另一是

非法入境居留，主要指利用假證明騙取護

照、簽證等出入境證件、持用偽造、變造

的出入境證件，或有計畫的、自發的利用

海陸空交通偷越國（邊）境等手段，離開

居留國去移入前往國的人，而狹義的非法

移民即是偷渡的同義語。

偷渡與非法移民皆已為全球性世界各

國的問題，不管已開發國家還是發展中國

家，都受到了非法移民強烈的衝擊；而偷

渡為非法移民的典型方式，其方式多變，

是非法移民使用最多，也是對國際社會及

其個人危害最大的一種方式，更是在臺黑

數難以估算原因之一。

以類似大赦方式減少

  非法外來人口

現階段非法移民的查緝工作，分由海

巡署、警政署、漁業署、調查局等各單位

負責，而今更有入出國及移民署的加入，

但卻因移撥後的雙方人力均感不足，為了

怕麻煩而使非法在臺之外來人口簡化後

續查察程序，即隨其辦理出境而不查緝非

法雇主、仲介、人蛇等，如此只會淪為人

蛇、非法工作之外來人口與仲介恥笑公權

力的無能。

又國際及兩岸交流日趨頻繁，相關往

來外來人口的身分查驗、安全管理工作亦

更加繁重，能否周全掌控即有賴電腦資訊

系統建置齊全之動、靜態狀況資料；而在

相關的查緝作為、情資佈建、交換與文

書、證物鑑證等亦均需國際協同合作，以

便建立國際合作平台。

移民署的成立勢必產生業務執掌的調

整問題，而法令規範適時修法與機關間協

調連繫及資訊的整合仍是大問題，將來仍

有待加強如何整合民政局、戶政事務所、

移民署、警政署等各政府部門個別所建

立的在臺外來人口資料數據等，並有效統

整機關間各類分工合作事宜，方能有效掌

握外來人口在台黑數及發揮查緝作為等問

題。

非法外來人口暨在臺非法工作問題，

亦因人員移撥而使入出國及移民署與警察

局在查緝方面出現空窗期，使人蛇仲介有

機可乘，故適度的修法嚴懲或參照外國模

式，以類似大赦方式減少非法外來人口，

雖非長遠之計，但為解決國內大量外來人

口偷渡、非法工作或逾期居停留人數，似

可應燃眉之急。

▲ 非法移民也有通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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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各警察機關外事員警接辦陸務

工作能力及強化防制人口販運查處成效，

警政署於今年1月31日調集外事單位主管及

陸務業務承辦人員參加「陸務工作及反奴

專案」講習，邀請具有理論及實務經驗之

專家、學者授課，陸務業務由移民署主任

秘書何榮村、美國在臺協會政治組防制人

口販運研究人員MR.PARKER及人口販運在臺

最具查緝成效與經驗的桃園地檢署檢察官

張春暉，傳授實際執行查緝人口販運工作

經驗。

署長期許發揮查緝效能

今年初移民署成立以後，陸務工作即

移撥由外事單位接掌，陸務工作的相關法

令，須儘快熟悉，相信繼續留在外事組及

仍堅守在外事崗位的同仁，一定有能力將

這項業務做好。過去1年來，外事同仁的表

現，不管是執行正緣專案或靖昌專案，都

入出國及移民署於今（96）年1月2日

在眾人期盼及熱鬧的氛圍下成立，外僑管

理工作已移撥移民署，警察機關新增陸務

工作業務，其外事業務勢需重新加以檢

討，並予加強訓練。

此外，2006年美國國務院將臺灣列入

人口販運第二級的觀察名單，為此，警察

機關在95年12月推出「反奴專案」。

陸務工作及反奴專案訓練精   
  要內容

台灣努力的方向-反奴
文．圖/李秀華  警政署外事組警務正 

台灣努力的方向-反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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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優異。

去年美國國務院的人口販運報告中，

將我國列為第二級觀察名單，事實上，去

年警政署在執行正緣專案及靖昌專案時，

曾破獲多起大陸女子、外籍女子「假結

婚、真賣淫」的案件。只是未能突顯移送

蛇頭、非法仲介業者及非法雇主之績效，

以致於使美國國務院誤以為我國人口販運

問題十分嚴重。

蘇前院長希望由內政部長親自召集跨

部會會議，針對人口販運之預防、起訴、

保護由各相關機關提供對策及實際作為，

內政部已將查處人口販運列為今年年度重

點工作目標，警察機關主要在查緝效能部

分，所以要求刑事警察局聯手加入查處。

MR.PARKER「防制人口販運- 
  臺灣努力的方向」

警察站在執法的最前線，在打擊人口

販運的努力與貢獻無人能比。台灣相較於

其他國家，其實是特別有能力完成這項工

作，有優質的執法機關、有受過良好訓練

的檢察官、有很好的財政資源，以及有強

烈的道德感和重視人權的觀念，所以這是

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台灣在此項工作居於領

導者的地位。

世界各國都有人口販運問題，所以美

國國務院所做的各國人口販運報告議題的

重點，不在於世界各國其人口販運問題是

多大還是多小，端視各國政府在打擊人口

販運的決策作為及努力程度為何？也許某

個國家有嚴重的人口販運問題，但如果它

的政府持續地做了相當程度的努力，它就

不一定會列在觀察名單當中。

目前所能做是讓華府確實瞭解台灣實

際的執行情形，並據以作為分類之參考。

讓各位充分瞭解華府希望台灣在這項議題

的努力方向，同時也讓華府明白各機關的

實際作為與努力，而對台灣做公平的分

類。

人口販運定義最基本的要件在於：強

迫與剝削。人口販運是一種奴役的行為，

以脅迫的方式(透過偽造或強制)使他人從

事違反個人意願之工作，以達到個人財務

剝削的目的。查獲此等案件時，應考量被

害人是否涉及被強迫與剝削的行為，以決

定是否列為人口販運犯罪。

請警察機關重視人口販運犯罪之統計

數據，因為打擊人口販運工作的執行成效

多寡，大多取決於績效數據，包括偵辦多

少此類案件、移送多少人、起訴多少人、

多少人被判刑？判決結果是什麼？而很多

執法機關在這方面並沒有完整的統計資

料，並作良好的保存，因為華府無法實際

看到各位的作為與努力，對台灣執行本項



警光 2007.06 611期 67警光 2007.06 611期66

Special Issue

警光 2007.06 611期 67警光 2007.06 611期66

工作的評估，主要就來自於上述的數據統

計，提供越精確的資料與統計，自然能使

華府對各位努力與成效，有更深入的瞭

解。

檢察官張春暉「人口販運犯
  罪偵查報告」

檢察官張春暉是偵查人口販運的國際

型剋星，曾經指揮警政署外事警官隊、桃

園縣警察局等單位共同破獲數起國際人口

販集團對於跨國性人口販運犯罪。提出偵

辦人口販運面臨之難題與建議。

◎ 人口販運之犯罪，多為跨國性之犯罪類   

型，因我國與許多國家間並無正式外交   

關係，造成該類案件偵查上之困難，故   

無法根絕此類跨國性犯罪。

◎ 在中央設立跨部會統合平台，各地設專   

組或專責檢察官與司法警察，確立正確   

核心價值，強化刑事偵查、外語能力等

業訓練，統合偵查資源，對於查緝人口

運有功人員，比照肅貪、緝毒有功人，

給予獎勵，必能激勵辦案士氣，發揮整

作戰打擊犯罪之效力。

◎ 在我國現行刑法相關規定中，雖有刑

法第296條、第296條 之1有關人口販運

之定，然因其要件嚴格，依目前實務見

解，現行實際發生之犯罪，難論以上開

法條之罪，又因法官量刑過輕，與其因

犯罪而獲取之鉅額利益不成比例，無法

對人蛇集團成員產生遏止作用。將來修

法上，似宜仿效外國立法例，訂立人口

運專章，加重人口販運犯罪之刑責。

◎ 人口販運犯罪之被害人多屬外國人，其

中又以女性居多，然目前政府部門仍缺

乏一套有效保護、安置、關懷之機制，

因安置機制之不足，迫使檢警必須儘速

將被害人送返原籍國，致日後循線查獲

其他集團成員時，喪失以其為證人指認

作證之機會。

◎ 透過中央部會與泰國、越南、印尼等國

代表處建立聯絡窗口，運用跨國合作模

式有效打擊人口販運集團。

◎ 比照對於性侵害、家庭暴力被害人之保

護措施，與各地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合

作，加強對此類犯罪被害人之保護、安

置。

▼ 侯署長期許全員發揮查緝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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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追查犯罪集團成員，尤應重首腦之

犯罪所得流向清查及確實查扣沒收，並

依其等在集團中所扮演角色、份量及所

犯情節，妥適具體求刑，判刑過輕者，

訴救濟，務使偵查、公訴連成一氣，使

犯罪者無法僥倖獲判輕刑，及坐享不法

所得。

加強人員的專業知能及機關
  間協調聯繫

    

入出國及移民署成立後，警察機關外

事及陸務業務隨業務性質移撥，外事警力

移撥60％，陸務業務警力80％，有關外事

居、停留及、永久居留及收容、遣送業務

和有關大陸配偶訪查等相關業務移由移民

署負責賡續辦理。惟成立之初，基層執行

人員對權責認知不同，接連發生警察機關

查獲之外來人口（外籍人士、大陸地區人

士、香港澳門居民、在臺無戶籍國民）屢

遭移民機關以無法源依據為由拒絕收容，

例如：嘉義市警察局查獲外國籍賣淫女

子、高雄市警察局新興分局查獲大陸來臺

賣淫女子、基隆市警察局查獲外國籍賣淫

女子、苗栗縣警察局查獲逃逸外勞、警政

署外事警官隊及苗栗縣警察局共同查獲之

外國籍男子涉毒品、偽造文書假結婚案，

均遭當地移民署專勤隊以各種理由拒絕收

容，專勤隊基層幹部外事管理法令不足，

嚴重影響警察機關基層員警士氣及查緝意

願，並經過新聞媒體報導，擴大雙方認知

差距，形成單位間之隔閡。

移民署邀集警政署相關單位，於今年

1月26日召開有關移撥業務協調會，對於

外來人口有關非法工作案件處理、人員移

送、收容（含涉案）相關問題業務協調

會，對於外來人口有關非法工作案件處

理、人員移送、收容（含涉案）相關問題

協調達成共識，確定雙方連繫單一窗口，

並函知移民署並副知各警察機關就有關決

議事項對一體遵行，以免影響機關形象，

移民署拒絕收容情形，經單一窗口專線連

繫後均能協調解決。

為澈底解決針對警政署與移民署權責

問題，以免再發生互相推諉情事，警政署

又於今年2月14日請簡次長主持召開「研

商警察機關業務移撥入出國及移民署及移

民署相關問題協調會」，會中針對雙方權

責問題及相關法律解釋，充分溝通提案討

論，在收容、遣送一元化的前提下，有關

外來人口（包含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

香港澳門居民及在臺無戶籍國民）應予收

容者，均由移民署負責收容及後續遣返作

業。移民署收容處所無法容納時，依行政

程序法規定，協調警察機關提供臨時處

所。迄今未再發生移民署有拒絕收容的情

形。為建立機關間制度化之聯繫機制，應

儘速訂定協調聯繫要點，以利實務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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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2000年10月通過「人口販運被

害人保護法」，對於加害者之勞工剝削和

強迫賣淫行為均列為犯罪行為，針對被害

人則律定相關保護措施。

一般注意事項

 最初的反應

美國佛羅里達郡警方接獲1位墨西哥裔

計程車司機報案，聲稱有數名男子持手槍

及4呎長金屬棍棒毆打小貨車司機，還把貨

車的玻璃打破，理由是司機偷了他們的工

人。其中有1位施暴者是農莊主人，他用

手槍重擊小貨車出租行負責人的前額，把

他打到昏迷不醒。警方及時趕到逮捕了農

莊主人和2名共犯，不過其餘施暴者卻逃逸

了，而到場處理的警察並不知道所碰到的

就是有關人口販運的案件。

譯文/林妙齡  警政署外事組警務正 圖/中央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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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辦人口販運最初的行動是非常重要

的。從確認被害人及偵辦者後續一連串處

置作為，都將決定案件的速度、進展及起

訴的可能性，重要的第1步是：執法機關應

即時將這可疑的人口販運案件電告司法部

的「犯罪被害人辦公室」。

誠如先前的案例都是地方執法人員最

先接觸或處理人口販運的案件，通常在接

獲非政府組織或被害人保護社會機構的通

報後，即馳赴現場調查並留置犯罪嫌疑人

及相關證人。

研究發現：在諸多成功起訴的人口販

運案件中，地方警察人員都做到：收容被

害人、備妥相關資料報告及評估該案件係

屬地方或州管轄。第一時間員警在通報反

應「犯罪被害人辦公室」，即應同時開始

進行偵查工作。1名受訪刑警建議：「身為

最初的調查者，你有很多次機會可以蒐集

資料及證據，一旦錯失，3天後案件移給中

央(聯邦)，也無法重新獲致佐證，因此，

第1線的人員在一開始受理案件時，就應該

把握良機，把事情處理好。

然而，在許多案例中，非政府組織或

被害人保護社會機構，甚至是一般民眾，

他們在警方尚未處理前即先行幫助被害

人，通常最先反應的人是協助人口販運被

害人獲得自由與安全的介入者，在這個階

段，詳細的相關文件資料佐證和動員聯邦

幹員有效地接辦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最初

介入者因為是一般民眾，雖然了解行動的

迫切性，在當時卻無法就後續可能的起

訴，整合相關文件及證據，所以，他們最

有可能通知警方、非政府組織、庇護機構

或社區組織。而過去有協助人口販運被害

人紀錄的非政府組織，因其與執法機關密

切合作，在整個人口販運偵辦過程中可說

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資源。

 被害人的安置

人口販運之偵辦，應妥善安置被害人

及證人，因為他們的證詞攸關案件成立與

否。美國國會明訂「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

法」對於人口販運被害人給予協助，如此

他們才會自願在警方偵辦過程中全力合

作。因此，偵查單位總是盡力為其尋覓適

當的律師及庇護的社福機構，使其得以加

快申請「繼續出庭」(等待遣送)或「非移

民簽證」。在這過程中還需要警方儘快

提供對該項申請的背書，一旦被害人獲得

「繼續出庭」的許可並開始取得社福機構

的保護，警方在偵訊被害人、蒐集確實的

證據以及調查人口販運涉嫌人等種種艱鉅

過程將會更有效率。

 後續的行動

執法機關需要快速及持續應變才能成

功地介入人口販運案件。基本上，聯邦的

調查員不管後續是由哪一個單位參與或接

辦，應儘可能在接獲通報24小時之內偵訊

被害人。一個強勢有幹勁的檢察官且願意

花上數月，甚至數年指揮偵辦追查人口販

運案件，格外重要。研究發現：通常都是

因為偵查人員能密切與司法部檢察官配

合，並能追蹤每個線索，確認發現的證

據，此類案件都能迅速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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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步偵訊可疑的被害人、證人，甚

至是犯案者後，辦案人員開始蒐集情報及

確認證據，以使案件得以成立與起訴。在

前揭研究案例中，偵查案件的時間少則1個

月，長則達3年7個月，如果就整個案子從

發現到犯案人求刑甚至判決確定，所耗費

時間短則4個月，最長者達6年。

被害人與證人的合作

最圓滿的成果終究來自於偵辦人口販

運工作經驗豐富的幹員，他們對於被害人

的需求有較高的敏感度，並知道如何用最

好的方法去處理。同時，也能察覺較佳的

消息來源並加以運用，以確認事證。

無疑地，要獲得被害人與證人的合

作，非常不容易，由於他們對自己國內警

察的不信任─通常都來自於貪腐政府的社

會，人口販運的被害人也同樣害怕美國執

法機構，而且，人口販運份子都騙他們說

美國警察很殘暴，抓到了就遣送出境，這

些被販運者都相信一旦被查獲，美國當局

將視他們為罪犯予以監禁，並遣送出境。

因此，消除他們這些心理障礙是很重要

的，一如FBI幹員所說：你不能自己製造證

據，因為證人是會上法庭，要得到被害人

的合作去作證更是難上加難。

再者，許多人口販運的倖免者都不認

為自己是被害人，執法人員實難在所逮捕

的眾多犯罪嫌疑人中分辨出誰才是真正的

被害人，結果偵辦人員就把那些被販賣人

口當作是非法移民、非法勞工與賣淫者，

一旦被加諸這些身份，那些無辜的被害人

則將面臨監禁及被遣送出境的命運。因

此，偵辦單位和負責的檢察官要使案件成

立並起訴，終將需要被害人的合作。

辦案人員需對他們表現出同理心，始

能獲得被害人與證人的信任與配合，一位

資深的聯邦調查局偵辦人口販運的幹員表

示：當與他們接觸時，一定抱著同情心，

表達關懷，並告訴能為他們做什麼，也會

試著讓他們相信我會使那些壞人付出代

價，幫他們找回正義。不過對於我能提供

給他們的協助總是非常謹慎，不要承諾做

不到的事。偵辦人員在過程中應該要盡力

克服被害人的疑慮，最後讓他們自願地、

有勇氣地去做對的事─出庭作證。

 執法機構的角色與挑戰

偵辦人口販運案件需要諸多機構的通

力合作，同時也會遭遇許多阻礙。如同1

位刑事偵查員所言：這樣的經歷是相當耗

時，你發現了其中一個案子，接著就連續

偵辦好幾個月，不像白領犯罪，你可以接

了再把它暫時擱著，人口販運案件有立即

的被害人，你不可以把它放在一邊以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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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要維持這份辦案的動力還真是不簡

單，偵辦人口販運所面對的被害人及證人

都是外國人，需要特殊的方法。

美國移民/海關人員面對任務也感到困

難重重，就這一點而言，這些辦案人員都

難以分辨出哪些是被害人或是犯罪者。有

位司法部的檢察官強調：移民局人員是被

訓練來偵訊有移民身份疑慮的人，並將其

遣送，海關並不是要開始偵辦有關人口奴

役的地方。不過移民局人員倒可以謹慎地

思考如何運用良好的面談技巧，套出有關

強制行動自由、非自願性工作、賣淫及人

口販子剝削的線索。偵辦人員應考慮與檢

察官密切配合，以獲得被害人及證人的證

詞，此外，也可以請教提供庇護安置之非

政府組織的專家。

當許多人口販運案件發生在正式的工

作場所，諸如工廠、農場及餐廳時，美國

勞工部都會配合執法機構偵辦，在確實調

查與起訴人口販子部分，提供有效的協

助。而由於大部分的人口販運案件都是發

生在低工資且不遵守勞工法的地區，勞工

部調查人員亦能針對「該找些什麼」以

及「如何訊問被販運勞工」提出看法與經

驗。

證據的蒐集

 情報蒐集

如果偵辦人員可以辨識人口販運的線索

就可以知道往哪裡找出被害人及犯罪者，人

口販子會利用一般的交易活動來掩護罪行，

諸如：幫被害人租旅館房間或租車、打行動

電話、買衣服、日常用品及食物等，所以檢

視這些活動的相關紀錄可以作為人口販運控

訴的佐證。

其餘傳統的偵查方法如：監控、檢閱垃

圾及信件、臥底以及調閱電匯記錄，都會有

相關的線索透露出來。

透過上揭的研究發現人口販運案件，通

常需要幹員深入農村鄉下去查訪偵辦，對於

習慣都會生活的他們而言，這樣的環境是相

當不熟悉。有待辦案人員長途跋涉至未開發

地區，設法打入外籍勞工的生活圈，不過即

使是在都市地區，各族群社區因社會性、文

化性的疏離與孤立，使得幹員想滲入社區偵

辦此類案件，同樣感到棘手。

▲ 偵查人口販運須將證據蒐集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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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口販運犯罪性質來看，偵辦過程

需要具備適當的社會與文化背景的相關人

員有效蒐集犯罪情資，並快速地將人口販

子繩之以法，與執法人員有合作經驗之社

會組織仍是警方在偵辦人口販運過程中的

一項重要資源。在這些不同種族社區工作

或為外來移民及勞工權益奉獻的非營利組

織工作者，能協助深入社區獲得被害人與

證人提供的相關情報。值得注意的是，警

方尋求該類組織協助，應首要考量以曾有

配合執法機構偵辦人口販運經驗及協助被

害人的非營利組織。

偵訊時注意事項

 推斷起訴的可能性

人口販運案件包括許多的犯罪行為，

需要各相關單位的參與及以不同罪名起

訴，多項研究案例中顯示：偵查人員在偵

訊被害人即需共同合作。１名檢察官建

議：首先，假如你要上法庭作證，你一定

儘可能地想從證人得到足夠的陳述與證

詞…，所以，最好的狀況是：幹員能將偵

訊內容錄音，並分享給相關單位，如此各

偵查單位不用針對１個被害人或證人，浪

費時間反複訊問同樣的問題，也不會有１

個事件不同版本的事情發生。

再者，一旦辦案人員熟悉他平時工作

範疇以外的環境─尤其是人口販子所經常

涉及的地方─整個偵查過程將更有效率，

對於犯罪行為與犯罪者特性相當的瞭解，

偵查人員也能從少之又少的筆錄中掌握案

件起訴的可能性。

 挑戰與困難

人口販運案件著重在被害人及其筆錄

的製作，然而，根據研究指出：執法機構

都認為訊問被害人及證人，並製作有證據

力的筆錄是相當困難的。無論警方或檢察

官與這些被害人建立多好的信任感，他們

都不會在單一的偵訊中完整地說出事情經

過。因為除了在整個被販運過程，被奴役

與剝削所受的創傷難以磨滅外，社會及心

理層面因素的障礙也使得他們很難在偵

訊過程中和盤托出，這些障礙包括社會文

化、語言、性別的差異及辦案人員的經驗

及專業訓練。

▲ 偵訊人口販運案件時，語言溝通也是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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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訊問時被害人的性別也會影響資訊

取得的難易度，也影響了警方、社福機構

與人口販子的「角力」。譬如說，很多被

販賣來幫傭及從事農作的婦女及孩童，經

常遭遇性虐待與暴力相向，這些受虐婦女

由於文化背景的關係，使她們羞於透露如

此不堪的經驗，也不願尋求協助；而來自

具有陽剛個性文化的男性，也不願承認自

己的被害恐懼與經過，一旦承認則無疑表

示，對於自己的生活毫無自主性也無力反

擊，這將有損固有的男性形象。因此，這

些男性女性最後會比較願意跟他們同樣性

別的人談論他們的遭遇。

偵辦人口販運案件通常需要英語以外

的外語能力，無疑地，嫻熟的語言溝通有

助於偵訊的進行，並節省聘任通譯人員的

費用。

此外，幹員和檢察官也應該要保持對

因文化背景差異而造成溝通不良情況的敏

感度。雙方雖然有時說的是同一國家的語

言，卻因來自不同的地域，使用不同的方

言及彼此教育程度的差別而產生雞同鴨講

的情形。

研究發現具備雙語能力的幹員，在訊

問西班牙語系國家之被害人及證人時，如

果他們也同時熟悉被害人國家的文化背

景，將使偵訊過程更加順利圓滿。誠如１

位非政府組織的工作者所說的，這不只是

雙語能力的問題，而是做筆錄的人，訊問

的內容是否能讓被害人或證人充分了解，

並且有效地回答問題。例如，１名熟諳西

班牙語並有多次訊問人口販運被害人經驗

的邊境巡邏員警提到：從訊問瓜地馬拉人

的經驗學到，雖然跟他們講西班牙文，可

是他們聽了以後，用自己的方言去思考，

結果說出來的不見得是你所要的，然後你

必須再說上3、4次，用他們能了解的方式

把問題解釋清楚，你才有辦法得到所預期

的答案。因此，大部分的幹員面對被害人

使用方言與教育程度的差異，偵辦時相當

耗費時間，更需要很大的耐心。

同樣地，如果案子牽涉到孩童，在偵

訊上同樣會碰到語言溝通的困難，小孩子

所能理解的用語有限，很難了解問題的涵

義，他們因為語言表達技巧不夠熟練，只

會用簡單的用語，也無法完整說明他們的

遭遇。

 幫助的來源
        

司法部「犯罪被害人辦公室」(OVC)在

「友軍的協助」角色上，可說是一項非常

珍貴的資源，它提供了人口販運被害人及

被剝削勞工申訴的免付費電話，而且跟其

他相關機構：解放奴役、自由網絡/安全地

帶一樣，OVC透過網站協助找出曾配合執法

單位處理人口販運案件的社福機構。

證據的確認

為使案件得以起訴，幹員們必須盡力

蒐證，以確認證據與被害人筆錄供詞吻

合。偵辦案件如僅有１名被害人之證詞─

如家庭幫傭，證據力其實是很薄弱而有起

訴的困難。這類案件的剝削行為是很容易

隱藏且難以證明，故更需蒐集零碎片斷的

證據來確認被害人證詞的正確性。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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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奴役剝削案件都是發生在閉鎖的門戶

家屋之後，尋覓證人也顯得困難。諸如，

有１件涉及科麥隆年輕女子遭勞力剝削案

件，因為只專注於被害人證詞調查而使其

確認過程相當艱鉅。１名檢察官說：「你

不會希望陪審團去質疑被害人對另１個人

批判的言詞。在這個案件中幸好找到１個

鄰居當作證人，因為她看過這名幫傭女子

曾經遭雇主毆打，為了找到適當的證人，

我們幾乎把整個社區翻遍了」。

在這個案子，聯邦幹員傳喚集合公寓

之管理清潔人員，因為他們是看過被害人

工作的唯一證人；另外還有一位聲稱看過

這名被害人，外表像學齡女孩的鄰居也在

傳喚之列，警方根據線索至鄰近學校核對

這名科麥隆女子是否在接送校童的名單之

列，因為被害人說雇主要她每天去幫忙接

送小孩上下學。起初，聯邦調查局幹員和

檢察官還擔心證據力不夠無法起訴人口販

子，結果聯邦幹員因為發現人口販子本身

的婚姻與偽造護照有關聯性，覺得整個犯

罪事證應該算完備了。

有些被害人逃離人口販子的掌控，卻

因極其有限的經濟能力及外來移民之非主

流社會地位，而逃逸藏匿於鄉間不易被發

覺的地方，這使得警方在偵辦過程中很難

找到被害人及證人的行蹤，遑論製作筆錄

或要求出庭作證。根據１名在鄉間協助人

口販運被害人的非營利組織工作者的觀

察：人口販運案件調查最大的困難，在於

要抓到這些遍佈在各偏遠農場的外籍勞

工，他們是最不容易被發現的一群。這不

像一般案件，你只要拿起電話或發個郵件

就可以通知到當事人，你必需藉由口耳相

傳得到可靠線索，親自過去察看才有辦法

找到。

被害人及證人的證詞有時可從人口販

子持有的相關文件獲得證據；而且在許多

案件當中，人口販子都告訴被害人積欠一

大筆錢，偵查人員也都找出可能的債務記

錄，有時被害人自己也持有一份相同的資

料，以債務為名而行奴役剝削之實的文件

遂成了人口販運案件起訴的重要佐證。

不過有些缺乏政府有效規範及監督的

行業，即使懷疑有人口販運的事實，也很

難找到證據。曾有１名東歐女子被迫在脫

衣舞俱樂部跳舞，幹員很難從俱樂部老闆

方面獲得任何相關文件或線索，因為舞孃

和老闆彼此所簽的是「獨立的合同」，沒

有保留受僱記錄，加上俱樂部聘有阻礙辦

案的律師，使得偵辦工作益顯困難。另

外，如果在鄉間農村偵查人口販運案件，

幹員們要和在農場田野工作的證人好好談

話都不容易，有時警方或非政府組織人員

想訪談工人後將其列為證人身分，但通常

工頭都採不合作態度。同樣地，在鄉間郊

區即使有強迫賣淫的情事，人口販子老遠

就佈下眼線警戒警方的到來，一旦警方接

近，就馬上通風報信，人口販子總有充裕

的時間將被害人移置到別的地方。

 逮捕與釋放

一旦偵辦人員將證物呈報給檢察官，

檢察官就會決定案子是否還有繼續追查的

可行性。在大部分的案件中，執法人員為

逮捕涉嫌的人口販子，而必需申請搜索票

到集合住宅、妓院或民宅臨檢，以救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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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匿在裡面的被害人。

根據研究顯示：大部份的案件都是地

方員警接獲報案，馬上反應─赴現場處

理，甚至是當場逮捕人口販運之共犯，地

方員警的行動總是優先聯邦幹員(如本篇一

開始的案例)。在部分案例中亦不乏騷擾

電話讓警方白忙一場，其他有好幾次警方

持有搜索票而對人口販子採取搜捕行動，

成功逮捕相關犯案者，可惜未能澈底讓人

口販運活動停擺，甚至在多個案例中人口

販子都能巧妙躲避警方的追查，而未被發

現。

對執法人員而言，偵辦人口販運犯罪

行為可說是困難重重，在曠日費時又有許

多特殊阻礙尚待排除的狀況下，案件成功

與否有賴各機關通力合作。

從研究案例中透過訪談專家及經驗豐

富、績效優異的刑事司法人員，將案件及

訪談內容歸類分析、彙整，擷取最佳之偵

辦技巧，以提供給地方、州及聯邦等各級

執法人員做為偵辦人口販運案件之參考。

偵查人員都應該嫻熟辦案要領及技巧，藉

由教育訓練及協調合作，當這些駭人聽聞

的犯罪案件發生時，相信全國各執法機構

都能有最有效的處置作為。

（譯自：美國聯邦調查局2007年4月

份FBI LAW ENFORCEMENT BULLETIN月刊

http://www.fbi.gov/publications/leb.

htm 作者：MR.KEVIN BALES, Ph.D. and 

MR.STEVEN LIZE,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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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借款500萬日圓為由強迫其賣春。

同年10月該2名印尼男性及台灣飲食店

經營人，依該年6月刑法所增設之人口販運

罪遭到逮捕。同時警察接受該2女之請求，

將彼等暫時收容於婦女諮商所，並藉由國

際機關之援助，將該2名女性遣送回國」。

有關此類案件，被害女性通常一抵達

日本機場，護照及回國機票立即被扣留，

並被關進特殊之房間，除限制其外出外，

不給予休假，亦不給付薪資，並強迫接受

不合理之罰金制度，或同伴出勤或帶出

為配合國際間致力於人口販運對策之

潮流，日本於2004年4月，將內閣官房副

長官補為議長，並由內閣官房、警察廳、

法務省刑事局、法務省入國管理局、外務

省、厚生勞動省之局長級人員等組成「人

口販運對策相關省廳協調會」，隨即於

同年12月7日完成「人口販運對策行動計

畫」。此行動計畫明確定位以人口販運之

被害人為保護對象，同時充分考量被害人

身心所處之殘酷處境，以及配合被害人之

狀況，進行周詳之對策，並針對有關加害

人（人蛇集團、雇主）之處罰，充分衡酌

案件之重大性，同時檢討增修刑罰法令等

之規定，並強化取締工作。其中有關日本

警察處理人口販運所採取之防治對策，頗

為具體可行，爰介紹其作法，提供我國警

政單位之參考。

　　

日本人口販運犯罪現況

人口販運之態樣
　　

依據2006年日本警察白書所舉之案

例：「印尼男性（40歲）2人，與印尼國內

之仲介業者共謀，於2005年8月向2位印尼

女性聲稱「至日本賺錢」，以偽造護照使2

女進入日本，並將該2人賣給在日本經營飲

食店之台灣人（43歲），台灣人以此2人向

　文/鄧學仁  中央警察大學法律系教授   圖/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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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甚或要求賣春等工作。

　　

被害人之類型
　　

2005年之被害人中，計9個國家117人

（比前１年多出40人），在國籍上，印尼

44人（占被害人全體之37.6%）、菲律賓40

人（占被害人全體之34.2%）、泰國21人

（占被害人全體之17.9%），此３國即占全

體之90％。其中印尼、菲律賓女性有增加

之趨勢。又首次發現男性（接受變性手術

者）之被害人。

　　

被害人之在留資格

入境時之在留資格，「演藝」67人

（占被害人全體之57.3%）、「短期停留」

12人（占被害人全體之10.3%），此二者約

占全體之70%。以「演藝」之在留資格入境

之被害人，比前１年增加45.6%。其中被

害人大多從事陪酒工作（占被害人全體之

96.6%），並背負毫無來由之高額債務，同

時護照被扣留，而被逼迫從事賣春等性服

務。

日本警察之人口販運對策
　　

有鑑於人口販運問題之嚴重性，日本

政府如前述成立跨部會之「人口販運對策

相關省廳協調會」，並於同年12月7日完

成下述之「人口販運對策行動計畫」，其

中與警察有關杜絕人口販運之對策介紹如

下。

　　

配合刑事法制之修正強化
　取締

　　

為強化人口販運犯罪行為之取締，應

規劃有關處罰侵害人身自由犯罪行為之罰

則，對於侵害人身自由之犯罪，在法制上

為適當處理。目前在法制審議會已提出下

列方針進行審議中，警察機關應隨時掌握

修正之時程，調整取締工作。以上方針於

審議並接受答詢後，可望於國會提出，成

為刑法等之部分修正法律案。

　文/鄧學仁  中央警察大學法律系教授   圖/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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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規定人身之販賣交付行為及買受行

為屬於犯罪行為。

應規定以加害生命身體為目的之略取

行為等為犯罪行為。

應規定「運送」、「交付」、「藏

匿」被略取人之行為為犯罪行為。

應將以移送至國外為目的等之構成要

件，從「日本國之外」擴大成「所在國之

外」。

應提高逮捕、監禁及對未成年人為略

取、誘拐罪之法定刑。

澈底取締

澈底取締惡質的雇主、人蛇
　集團等

　　

於警察及海上保安廳方面，在得知有

人口販運案件之情形，應彼此密切合作協

助，同時亦應與入國管理局、勞動基準監

督署等相關機關緊密聯繫，共同揭發惡質

的雇主、人蛇集團等，並應將視野擴大至

潛藏在其背後之國際犯罪組織，以更加強

化取締人口販運案件。

積極活用相關罰則
　　

於取締人口販運案件之際，應積極活

用相關之現行處罰與人口販運有關行為之

罰則（除刑法所規定之略取誘拐罪、違反

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違反賣春防止

法、違反職業安定法、違反勞動基準法、

違反兒童福利法、違反所謂的兒童買春、

色情禁止法等外），亦應積極活用目前在

法制審議會審議中之罰則（於法律施行

後），並包含剝奪其因犯罪所得之利益，

而致力於實施較過去更為嚴厲的處罰。

　　

人口販運被害人之保護

於各種諮商窗口之對應
　　  

於警察、入國管理局、婦女諮詢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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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各種被害人之諮商窗口，應積極因應來

自於被害人及其利害關係人之諮商，以致

力於獲知並掌握被害人。再者，亦應廣為

宣傳使眾人得知設於諮商窗口之NGO聯絡地

址或其聯絡點，以便推展與NGO之合作協助

及情資交換。

　　

因取締而發現被害人
　　

警察、入國管理局等有關機關，因違

反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賣春防止

法、勞動關係法等而為取締時，應充分考

量發現人口販運被害人潛藏其中之可能

性，而與NGO密切聯繫，同時並積極查獲、

並掌握人口販運被害人。

　　

警察對於被害人之處理
　　

於警察方面，應將人口販運被害人所

觸犯之罪視為人口販運被害之一環，若屬

當該人口販運所附隨發生之行為時，應斟

酌於以後之偵查狀況，充分考量該人口販

運被害人之立場，而採取適當措施。

　　

被害人逃入派出所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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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派出所或分局，有女性外國人要求

保護之申請時，若認為該人乃人口販運被

害人時，應在警察分局或在警察局之談話

室實施案情聽取。

於人口販運被害人衝進派出所請求保

護之案件，警察應考慮到仍有其他需緊急

保護必要之人口販運被害人還在他處，基

於已受保護之被害人所提供之情資，若仍

有其他被害人時，應聯絡有關機關協助立

即因應。

於案情聽取之際，該女性外國人因來

自於人蛇集團、雇主的威脅，常會感到精

神上的不安，或對於警察懷抱不信任態

度，故應考量盡可能以通曉該女性外國人

等可理解之母國語的警察職員或女性警察

職員，擔任案情聽取工作。

　　

被害人在留資格之處理

　　

人口販運被害人若有必要申請

在留資格之變更許可、在留期間之

更新許可以及暫時放免許可等時，

應彈性運用程序，以圖保護該名被

害人。此乃人口販運被害人大多不

具有在留資格，故對於被確認是被

害人者，應配合該案件彈性運用在

留特別許可，以圖安定被害人之法

律地位。

　　

被害人安全之確保
　　

於人口販運案件，人口販運被

害人極可能會受到來自於雇主或人

蛇集團之危害，故有關其保護應與

相關機關合作適當因應。再者，亦

應充分考量被害人之立場及心情，以圖在

聽取案情或其他刑事程序上之被害人保

護，防止或減輕2次傷害等。所以利用被害

人等之通知制度為情資提供、由支援人士

陪同被害人出席法庭、因應來自被害人之

商談以及考量聽取案情之場所等，同時在

公開審判程序上利用電子視訊方式詢問證

人等，力圖實現可考量人口販運被害人立

場及心情之程序。

　　

被害人之歸國支援
　　

為使人口販運被害人能順利歸國，婦

女諮詢所、警察、入國管理局等之有關機

關，應相互協助，或與國際機關、民間收

容所或NGO等密切合作協助，以圖與人口販

運被害人之出身國大使館密切聯絡因應。

再者，為實現與有關機關之合作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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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定期與IMO（國際移民機關）主辦會議，

致力於規劃使被害人可順利歸國之環境。

其中可透過IMO（國際移民機關）進行人口

販運被害人歸國之支援事業。

若違反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之人

口販運被害人，因為某些情事不能被賦予

在留特別許可時，於該被害人歸國之際，

若其不能支付歸國費用時，應考慮利用公

費遣送方式讓其順利歸國。

再者，違反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

之人口販運被害人，大多無歸國護照等，

故應積極與相關之首都大使館斡旋，請求

迅速發給歸國用護照等，以符合歸國要

件。

　　

國際合作
　　

警察廳與首都大使館、相關之NGO機構

彼此間，應設置與人口販運問題有關之聯

絡點，以進行關於人口販運之情資交換。

若有具體的人口販運情資時，有關之都道

府縣警察應迅速因應，以圖救出被害人及

破獲嫌疑人。尤其為防止人口販運案件，

應藉由強化與人口販運案件情資共有之送

出國合作，力圖防止人口販運案件發生於

未然。

再者，透過外交管道或ICPO（國際刑

警組織）管道、與國際機關協議或個別協

議之方式，積極推展與外國相關機關彼此

間交換有關人口販運案件之情資或進行國

際間之犯罪偵查。更進一步者，應透過在

聯合國遠東犯罪防止研修所等之研修，進

行各國偵查官等之交流。

　　

宣傳活動
　　

警察廳於平成15年（2003年）已製作

影片「黑暗的人口販運交易」（日本語

版、英語版、西班牙版），宣傳啟發在日

本有關人口販運之嚴重被害實態，並發給

都道府縣警察及相關機關團體等，將來預

定要製作宣傳之說明書以更加廣為周知。

再者，配合每年6月之「在日本外國人

犯罪之對策及防止非法滯留、非法就勞活

動強化月」，進行宣傳啟發活動，以取締

助長人口販運案件等非法就勞之犯罪及防

止非法就勞。

而每年11月則進行取締包含人口販運

在內之色情相關犯罪，以及防止人口販運

案件發生之宣傳啟發活動。

在職教育

對於警察職員應發給顯示人口販運實

態等之資料以實施研修等，使警察提升對

於人口販運犯罪之偵查能力，今後亦應以

人口販運犯罪偵查負責人為對象，實施全

國規模或都道府縣規模之學分研修等，以

提升其偵辦人口販運之能力。

再者，於全國規模之研修中，針對有

關以兒童買賣春、兒童色情犯罪為首之危

害青少年福利之犯罪，針對當該被害兒童

之保護，以及遇害少年對策之必要性、接

近遇害少年時之注意事項、少年之人權及

特性之考量等相關之事項，實施教育與訓

練外，於各都道府縣警察之研修中，亦應

指導其實施相同之教育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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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在所經營位於南投市之「○○茶藝館」

內，逼迫與不特定男子從事性交易，嗣經

南投分局查獲移送法辦。猶不知悛悔，不

僅在原地改以「○○有機健康養生館」之

名，以掛羊頭賣狗肉方式重操舊業，且

「精進」犯罪手法，覓定數個處所隨時更

換「交易」地點，以機動規避警方查緝。

　　

佈線掌握  埋伏觀察

維新小組於去（95）年10月間主動蒐

情探查得知上情，經近1個月積極探訪，

發現「○○有機健康養生館」附近出入份

子複雜，且疑似有「車伕」及「把風」人

96年1月17日凌晨，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維新小組」及其他支援幹員等40餘人，

在檢察官指揮下，兵分多路，徹夜執行搜

索、攻堅行動，一舉在南投市破獲以綽號

「吳董」之吳○○為首之「人蛇集團」，

救出被逼迫賣淫之3名越南籍女子，並持續

循線擴大追緝犯罪集團之上游。

　　

舊業重操  精進經營

吳嫌有妨害公務及多次妨害風化前

科，以經營不法色情為常業，前於93年間

委託綽號「阿玲」之女子至越南物色、詐

騙該國女子辦理「假結婚」入境，而予拘

文/林如聰  圖/曹舒蘋

偵騎齊出 直搗淫窟
瓦解逼迫越南女子賣淫人蛇集團行動紀實

偵騎齊出 直搗淫窟
瓦解逼迫越南女子賣淫人蛇集團行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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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東張西望，顯有不法之跡象，經再進一

步深入追查，並接獲「恩客」檢舉確認有

被控制自由之外籍女子變換地點「接客」

之情事，乃立即向局長林一民報告蒐證經

過。林局長獲報極表重視，認事關人權及

國家形象，且時值警政署頒布實施「反奴

專案」及「靖蛇專案」，指示務必設法

突破困難，儘速將此不法色情集團繩之以

法。

維新小組受命即縝密規劃實施埋伏、

跟監及蒐證，發現該店多處設置遙控鐵

門，四周架設多具監視器，並有專人控

制、監視，店內人員如發現有陌生車輛停

放附近，立即上前查看並抄錄車牌，十分

警覺，不容易就近監控。維新小組人員為

探究竟，數度扮成各種身分深入查訪，仍

不得其門而入。最後只得在該店後方之草

叢尋求掩蔽，派員實施全天候埋伏、觀察

及記錄、監控。

經過觀察，該店經營之道係以熟客為

主要交易對象，必先經過濾確認身分安全

無虞後，店內人員隨即拿起電話撥打，暗

示鄰棟監控、把風人員有客人上門，隨後

引領客人至隔壁透天厝由後門進入，研判

該處應即為性交易場所。

　　



警光 2007.06 611期 85警光 2007.06 611期84

Special Issue

警光 2007.06 611期 85警光 2007.06 611期84

狡兔三窟  鎩羽而歸

案經維新小組嚴密、完整蒐證，認時

機成熟，乃於1月10日向南投地方法院聲請

搜索票，並於當日晚上調派2、30名警力展

開查緝行動，詎料監控人員回報，現場始

終毫無動靜，研判可能因生性狡猾、機敏

之吳嫌感有風吹草動，而將性交易地點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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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他處。為避免打草驚蛇，致前功盡棄，

乃緊急暫停行動，再俟機而為。

重整旗鼓  一舉突破

維新小組經此波折，更不敢掉以輕

心，除再進一步深入探查，同時又獲得

「嫖客」自願配合及提供訊息，終鎖定6處

可疑性交易之處所。案經小組開會研議，

為免再因情況變化，無法克服搜索障礙，

決定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

1月17日21時許，南投地檢署檢察官

謝謂誠親臨警察局，調集督察室、刑警大

隊、交通隊、保安隊及南投、竹山分局共

40餘名員警實施勤前教育及任務分工，約

迄零時左右，現場監控人員回報時機成

熟，即分6組徹夜進行同步搜索，終在南投

市南崗三路「○○有機健康養生館」及中

華路民宅一舉查獲主持人吳○○、現場負

責人兼把風、車伕之廖○○、控制女子行

動自由之吳○○，救出被迫賣淫越南籍女

子阮氏等3人，並查扣監視器、帳單（日報

表）、記錄接客次數之筆記本、保險套、

手機鎖匙及新台幣15,000元等證物。

　　

暗無天日  天降救星

經瞭解此人蛇集團之經營模式，係先

派員至越南物色女子，再直接至機場將以

人頭辦理「假結婚」入境之女子，直接載

至南投市藏匿處所予以控制，並以「○○

有機健康養生館」為接客據點，由車伕

把熟悉門路之嫖客帶往藏匿女子之地點消

費，且如發現有「異象」，隨即更換交易

地點。另為防止接客女子外逃及求救，將

屋內佈置「暗無天日」，令人「插翅難

飛」。

遭軟禁之外籍女子毫無行動自由可

言，每月接客最多近200次，每次收費

2,500元，本身卻分文未得，可謂過著「奴

隸般」的生活。當警方大批人馬破門而

入，3名越籍女子初顯緊張，經警方表明身

分後，隨即喜形於色，彼此雖無法藉語言

充分溝通，但能令人深深感受到其「重獲

自由」的喜悅。

　　

齊全蒐證  蛇頭現形

吳○○確實為本人蛇集團之幕後主使

者，其為逃避警方查緝，僱用廖○○登記

為該店之負責人充當「人頭」，被警方查

獲時更矢口否認涉案，抵死不招，但在維

新小組人員出示所蒐集包括營業現場錄影

等齊全證據下，兩人終百口莫辯，坦承犯

罪事實。

　　

掃蕩不法  展現決心

本案3名越女重獲自由後，相當感謝警

方之營救行動，同時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適時

掃蕩此人蛇集團，將不法之徒繩之以法，確

實給了犯罪集團當頭棒喝，並對我國在提升

國際形象及保障人權方面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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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追究破命案

95年初，沈員在勤區查察時獲悉有一

戶人家一年半前曾有女嬰誕生，依時間推

算，女嬰應已1歲多，但街坊鄰居從未見過

此女嬰，沈員密集查訪，發現該戶是一名

黃姓婦人與一名退職員警同居，但未查到

女嬰戶籍，沈員又查訪了花蓮市與吉安鄉

的婦產科診所，在花蓮市一家婦產科診所

找到了黃婦積欠接生費而質押的證件，確

認黃婦確實在93年7月間產下一名女嬰。沈

員守候在黃婦家門口多日，終於等到退職

員警出現，經偵訊，退職員警坦承女嬰在

93年9月23日凌晨(未報戶口前)，即因睡覺

文．圖/連錦秀  花蓮縣警察局督察員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吉安派出所警員沈正文雖然外型粗

獷，卻有一顆細膩的心，去（95）年3月間，他鍥而不舍追查一

件還沒報戶口就死亡的女嬰命案。今年初，他又及時「腦筋急

轉彎」，透過錯誤的車牌號碼「排列組合」，搶救一名險遭性

侵的女童，他的細心與用心，正是破案的關鍵。

  身高180公分的警員沈正文，是花蓮縣警察局籃球隊隊

     員，歷年來代表該局參加警政署籃球賽、花蓮縣縣長

       盃及議長盃籃球賽均有傑出表現。體型壯碩的他，

       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大而化之、不拘小節，然而，他

       對於所受理的案件卻都細心追根究底。

沈正文高大英挺，心思細膩。

個人簡介

學歷：台灣警察學校警員班133期

現職：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

      吉安派出所警員

經歷：台灣省保安警察第一總隊隊員

     （78年1-12月）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一總隊隊員   

     （78年12月-80年5月）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警員

     （80年5月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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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慎被壓而窒息死亡，全案水落石出，

移送花蓮地檢署偵辦，檢方目前還在調查

女嬰是否有他殺之嫌。

排列組合破擄人

9 6 年 1 月

初，沈員再展

現辦案能力，

一 名 女 童 被

歹徒擄走意圖

性侵，目擊者

提供了車牌號

碼，沈員根據

車號查詢，發

現車身顏色不

符，民眾在慌

亂中可能看錯

了車號，目擊

者看到中間一

碼為「0」，前後疑為

「901」或「101」，但

調閱車籍都不符，沈員

依經驗判斷，目擊者既

然看到了車牌，就算看

錯也八九不離十，為了

及時搶救女童，他重新

將車牌號碼排列組合，

找尋最有可能的車號，

經他修正為「70 1」

後，果然查出一組車號

的車主就住在女童家附

近，而且就是他的勤

區，地址內有一名性侵

前科犯，於是在3小時內，順利逮捕歹徒，

及時化解一場危機。

壯如泰山的警員沈正文，以其細心、

耐心與機智，漂亮偵破兩起案件，讓同仁

佩服不已。

沈正文有空就上網查辦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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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96）年3月26日18時左右，正值晚

餐時刻，不少守在電視機前的民眾看到1則

令人瞠目結舌的新聞：新聞內容為1名歹徒

身著防彈背心，手裡拿著1把短槍，面前桌

上另外擺了2把長槍、1把短槍，似在展示

自己的強大火力。

台中市警察局在光碟藉由新聞頻道播

出後，立即派員著手調查，發現其實周○

保嗆聲光碟恐嚇劉姓角頭的內容不盡真

實，周○保並非劉姓角頭小弟，而是另名

郭姓角頭左右手，中市近日針對劉姓角頭

相關營業處所開槍掃射的案件，周○保極

可能都涉案，嗆聲光碟其實是無名小卒藉

由嗆聲角頭，自抬身價的工具，所說內容

多為煙霧彈。

根據歹徒寄送的恐嚇信件進行指紋比

對，初步證實寄送恐嚇影片和畫面中的

人，是周○保（綽號阿保）無誤；而專案

小組也在第一時間發現，幫周○保拍攝嗆

聲影片的幕後藏鏡人，手法相當專業，懷

疑案情並不單純，進而要求提供影片的

TVBS電視台記者詳細說明取得該影片的過

程。

就在影片播出5個小時後，26日23時30

分許，經過專案小組動員數十名警力在網

路上逐一分析過濾比對中部地區所有汽車

旅館之房型、裝潢（計清查500多家旅館、

過濾數千間房型、裝潢）之後，終於查出

影片拍攝地點係位於南投縣草屯鎮某汽車

旅館之房間內，旋即派出鑑識人員前往現

場勘查、蒐證及針對週邊錄影監視器作全

面性的過濾清查，並於現場採獲兩枚可疑

指紋，緊急送請刑事警察局比對。

對於傳媒播放周○保嗆

聲影帶一事，前行政院

長蘇貞昌相當不以為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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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絲剝繭  釐清真相

緊湊而正確的偵查作為，讓該電視台

知道必須坦承真相，28日晚上終於迫使該

電視台於新聞中播出：該光碟係由該台記

者史○康所協助拍攝。

光碟來源釐清後，決定剪輯恐嚇光碟

成為新聞帶的TVBS電視台中部特派員張○

坤與協助周○保拍攝的史○康主動接受檢

方約談。但該局所關注的則是如何以最快

的速度將歹徒繩之於法；台中市警局長葉

坤福更公開宣示警方絕不能容許如此囂張

且公然向公權力挑戰、造成社會動盪與不

安的行為發生。因此傾所有警力投入，確

認第一要務就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其緝捕

歸案。

 攻敵不備  完美逮捕

　　

在專案小組連日來不眠不休的努力

下，案件發生後第3天（3月29日），掌握

線報，鎖定周○保藏身在台中縣烏日鄉溪

尾村烏溪河床上的一處工寮裡。

專案人員於13時30分在刑事警察局中

部打擊犯罪中心由葉局長及刑事警察局胡

副局長共同主持勤前教育，並親自率領荷

槍實彈之員警前往圍捕。16時30分抵達現

場，各編組人員就定位後，隨即由維安

特勤隊員攻堅破門而入，周○保單身一人

在屋內呼呼大睡，猝不及防即遭到警方逮

捕，還愣住問維安特勤隊員：「你們怎麼

知道我在這裡」？警方當場起出了周○保

在影片中所展示2長2短共4把玩具槍枝。

周○保經訊問後依槍砲、殺人未遂、

恐嚇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

辦，隨即以有逃亡、串證之虞和最輕本刑

五年以上徒刑聲請羈押，經台中地方法院

裁定獲准收押禁見。至於周○保在影片中

所提及的多起槍擊案情，及是否有其他共

犯等，則由聯合專案小組繼續偵查以釐清

案情。

 誓揪出下指導棋人

周○保其實相當拙於言詞，能夠在拍

攝時流利說出恐嚇內容，應是有高人指

導，已經戰戰兢兢反覆背誦多次，否則恐

怕要NG數十次。

另外，周○保在另起3月12日陜西八街

槍擊案時，就被鎖定為疑犯，在全台中警

力追緝下，還能躲藏半月之久，才在中縣

烏日鄉被捕，因此周○保背後，推測應有

組織縝密、有相當勢力的藏鏡人集團在幕

後下指導棋，目前專案小組正深入追查，

誓要揪出這些遙控周○保犯罪的不法之

徒。

本案蘇前院長與侯署長
極為重視，要求儘速偵
破，以安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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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黃茂穗  刑事警察局局長

刑事局東南亞三國警政交流

飛越亞洲 接軌國際飛越亞洲 接軌國際

甫於去（95）年國內北高市長選舉

順利結束，確保國內無重大事故發生後，

筆者率員於去年12月11日整裝出發，20日

返國，為期10天，出國視察駐菲律賓、泰

國、越南駐外警察聯絡官，以瞭解聯絡官

當地工作生活狀況及與館處各單位配合情

形，另拜會當地各國警政高層首長，以加

強國際合作連繫、打擊國際犯罪、查緝外

逃罪犯。

隨同出訪成員尚有刑事局偵查第三隊

隊長呂春長、國際刑警科組長賴慶源、秘

書徐俊生等人。由於行程緊湊，拜會警政

執法機關以警察聯絡官駐在辦公室之館處

及當地國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緝毒局及

國際刑警部門為主。

菲律賓緝毒署

菲律賓首站拜會該國緝毒署，該署成

立於2002年，係菲國緝毒工作之主要執法

單位，成員雖亦多自菲國警界納入，惟並

未具警察身分，不隸屬警政署，署長聖地

作者刑事局長黃茂穗(左一)等人拜會泰國皇家警察副總監
伊莎拉藩上將(中)，右為泰國刑事警察局長蒙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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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反毒運動。

建立國內及國際製毒集團資料庫：統

合各執法機關之緝毒成果，彙整菲國各地

所查獲之毒品案資料，以掌握毒品犯罪模

式及趨勢。

筆者於簡報後將當前我國反毒策略作

法及行政院所訂頒之反毒大作戰計畫等工

作狀況及成果向愛凡尼多主席及該委員會

主管及專家作介紹，交換許多對於反毒政

策的工作經驗與心得。

菲律賓警政署刑事局

離開菲律賓危險藥品委員會後趨車前

往菲律賓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拜會菲國刑

事警察局長維索沙將軍，就兩國刑事偵防

業務及政策交換意見，維索沙局長於日前

遭人偽造簽名並冒用該局名義赴臺辦案而

請求刑事局協查相關事證，對於刑事局之

辦案效率大表欽佩。

與菲律賓警察副總監拉松上將會談

中，主題仍為菲國及我國犯罪現況，據其

亞哥直接由總統任命且不受退休年齡限制

（按：菲警退休年齡為56歲）。

聖地亞哥署長交談中表示我刑事警察

局與菲國緝毒署合作工作成果豐碩；於92

至94年曾共同破獲數件安毒案。另亦提及

刑事局聯絡官李昆達於去年8月1日接受該

署署長表揚，獲選為該署外國協助緝毒工

作有功人員。

無毒菲律賓－2010年願景

菲律賓危險藥品委員會（DDB）係2002

年菲國反毒法案施行後推動菲國反毒工作

之政策主管機關，主席由菲國總統直接任

命。現任主席為愛凡尼多，曾於94年訪問

刑事局，2005年侯署長訪菲時亦曾親自拜

會時任緝毒署署長之A主席。為達成「2010

年—無毒菲律賓」之願景，DDB不僅指導菲

國緝毒署（PDEA）加強緝毒工作，更整合

菲國警察、教育、衛生、金融等各單位全

面推動其預防政策。筆者聽取委員會主席

及主管的詳盡簡報，其中值得我國借鏡者

有：

促進人民自覺：整合菲國教育、衛生

單位，從校園、工作職場等處著手，擴大

其反毒宣導，加強國民、青少年、中輟生

等各層面之反毒意識。

善用傳媒力量：由電視、廣播、演唱

會等媒介推展反毒教育。

更新法令管制：重新檢視菲國危險藥

品管制清冊，將新興毒品列入管制，並隨

時掌握最新毒品發展趨勢，呈報國會推動

立法及修法。

擴大國際合作：與聯合國、東南亞國

協等國際組織接軌、共同推動菲國及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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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之跨國合作對抗毒品犯罪，兩國警方對

於更緊密之合作與互動均樂見其成，席間

並與與會者泰國皇家警察總署中央審訊總

局（泰國之刑事局）總局長蒙滴警中將及

外事局局長奇恰龍警少將，針對台泰合作

對抗毒品犯罪，跨國重大刑案及在台泰

（僑）勞犯罪情形等進行晤談，臺泰兩國

警方合作打擊犯罪已有長久歷史，刑事局

設立駐泰警察聯絡官之目的便是加強促進

雙方交流，建立合作連繫窗口，尤其是新

興犯罪如高科技犯罪愈來愈多，已經無國

界之區分，國與國間執法更需要密切合

作。

筆者並推崇泰國皇家警察總署及肅毒

總局肅毒工作有重大成就，昔日泰北金三

角於今日已缺泰國這一角，最後謹表達代

表侯署長歡迎泰國警察總監及各警政機關

首長前來台灣參訪之意，拜會晤談於輕鬆

愉快中之氣氛下結束，雙方互贈紀念品並

表示目前菲國之犯罪趨勢以綁架、毒品、

財物搶劫為主，分析其犯罪率增加原因有

內在及外在二種因素，內在因素：警力不

足、員警勤務太多、員警裝備短缺。外在

因素則為：貧窮、物價及失業率高、人口

增加及人民缺乏安全知識等。

筆者亦就我國目前治安重點：如「全

民拼治安行動方案」、「全民拼治安後續

策略作為」及掃蕩改造槍械工廠、製造毒

品工廠等工作與菲方交換意見。

亞洲外交重鎮－曼谷

12月14日抵泰國後第一個拜會機關是

泰國皇家警察總署，直屬泰國總理，等同

部會層級。泰國警察總監適赴美國訪問，

由泰國警察總署副總監伊莎拉潘警上將

（負責全國刑事業務）代表接見，雙方就

警政合作議題上進行交談。

會晤中針對我國與泰國關係最為密

在泰國皇太后紀念館前與泰北雷東計劃區內村民幹部合影後(右圖)，乘軍方直升機離開雷東計劃區前往泰北清邁府(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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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留念。

離開泰國皇家警察總署轉往駐泰國代

表處內警察聯絡官辦公室瞭解其工作環境

及進行工作業務視察，駐泰警察聯絡官岳

瀛宗對於泰國治安狀況與泰國9月政變後，

泰國整體上之轉變，與泰方合作工作成果

及當前遭遇之困難提出報告。

泰國皇家警察肅毒總局

14時，由警方前導車開道引導前往泰

國皇家警察肅毒總局訪問，該局第一局局

長阿瑪瑞少將率所屬於門口相迎。由於總

局長蘇瓦警中將率團赴美訪問，副總局長

阿迪貼少將代表蘇瓦局長接見。筆者除表

達對於阿迪貼副總局長接見本人一行十分

感謝，並針對臺、泰兩國間合作肅毒表達

由衷崇敬之意。

阿迪貼副總局長表示；毒品為萬國

公罪，兩國聯手肅毒對抗跨國犯罪為其職

分內應為之工作，尤其臺泰警方關係向來

友好，如今又派遣駐泰刑事聯絡官進駐泰

國，從前泰方偵辦毒品案件一旦涉及我國

人民，偵辦進度即停滯不前，無法突破，

現今刑事局派駐刑事聯絡官駐泰，雙方得

以進行犯罪情報分析與偵查方向情資交

換；並對刑事局數月前逮捕1名泰籍殺人、

製毒、販毒之重要通緝犯高○倫，因其自

稱為泰國皇太子前保鏢，涉及皇室聲譽，

日前泰方派兩名高階警官前來我國請求協

助調查其犯行，受到刑事局國際刑警科人

員高規格接待、協助、借提人犯及安排會

晤桃園地檢署檢察長及本案承辦檢察官，

表示由衷感謝，阿迪貼副總局長再次轉達

蘇瓦局長非常重視肅毒局與我國刑事警察

局建立深厚情誼，並希望能建立針對重大

毒品案件互訪協助機制，筆者即予應允未

來將盡一切努力排除困難，繼續與泰國肅

毒總局密切合作打擊跨國毒品犯罪，並誠

摯邀請肅毒總局局長等到訪。

泰北金三角

12月15日上午由曼谷搭乘泰航TG130班

機轉往泰國最北之省分清萊府，繼續在泰

國的行程，泰國皇家警察總署肅毒總局第

二局副局長奇那帕、國際情報處長提卡秋

率所屬全程陪同，實地走訪聞名遐邇的金

三角，以往當地以種植鴉片，製成海洛因

後，非法走私至各地。經過泰國政府多年

強力掃蕩，不僅治標除毒掃毒，1988年後

由泰國皇太后主持的「雷東發展計畫」亦

解決窮苦種植嬰粟花之農人轉業之根本問

題。泰國目前毒品多來自寮國、緬甸，並

由泰北邊界向內輸入後向國外輸出。

泰國政府藉由教育方式，加上政府鐵

與雷東計劃區村長及幹部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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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掃毒，並配合幫助窮困種植毒品之農民

輔導轉業等方式，實值借鏡。隨後一行抵

達清萊府與緬甸的交界處大其力，於瞭解

泰緬邊界安全警戒管制入出境之實際情況

後離去。

12月15日於清邁會晤肅毒總局第2局局

長韋朋警察少將暨副局長奇那帕特級警察

上校，提及雙方最近以合作偵查情資交流

方式，在去年初於曼谷緝獲國人楊○文、

穆○雄運輸20塊海洛因毒品時，刑事局國

際刑警科調查組結合偵查隊、航警局刑警

隊及臺北憲兵隊，投入相當人力及時間，

與該局共同合作偵查，發展線索、交換情

資，由聯絡官居中連繫，在臺灣及泰國兩

地同步掌握監控此跨國販毒集團，終於在

去年12月間澈底瓦解竹聯幫洲董犯罪集

團，前後分批查獲多起重大槍、毒跨國運

輸案件，累計毒品數量數十公斤。此一長

達一年的緝毒合作成功案例，更穩固了臺

泰緝毒合作基石。雙方會談後，對於未來

兩國合作緝毒有更深的默契與共識。

16日拜會我駐泰代表鄭博久，向鄭代

表對刑事局派駐人員之支持並給與指導，

表達感謝之意，鄭代表亦讚許刑事局與泰

國警方合作偵辦跨國毒品犯罪績效卓著，

並緝獲國內多名外逃重大罪犯。筆者回應

表示，這次駐外刑事聯絡官之派駐，由於

政策決定後在短期內派人赴任，籌辦時間

倉促，無法即時做完善縝密之規劃，增添

代表處不便及麻煩，特此向代表致意，感

謝代表處相關單位協助辦公處所之設立，

此次派駐案，當初也是因為我國人在泰國

犯罪之比率較高，在各相關機關之審慎評

估後，將泰國地區列為派駐重點之一，刑

事局駐泰人員新到駐處，並請代表持續給

予支持及指示工作任務。

越南新娘面談審查

12月18日一行來到駐胡志明市辦事

處，會見陳杉林處長，陳處長首先表示越

籍新娘面談問題至為重要，其於92年到任

後即加強落實此項重要業務，筆者與陳處

致贈菲國緝毒署工作簡報主管人員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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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若能簽署司法互助或協定，對於兩國

間打擊跨國犯罪之情報交流，跨國刑事

案件調查等工作，有一定之準則可供雙

方司法機關人員遵循，當有相當助益。

筆者於會談中向黃代表提出簽訂「臺越

警政合作備忘錄」構想，並說明由於外

交特殊環境，若簽署司法警政互助協

定，由於涉及國家主權問題，恐過於複

雜，難為越南政府所接受，以不涉及政

治問題之警察執法合作，再以備忘錄之

形式簽定，未來再視情況擴及司法層面

的簽署較為可行。 

筆者提議立獲黃代表之認同支持，

表示國內教育單位亦與越方教育部門訂

有合作協助之類文件，警政外交亦為政

長共同體認，越籍新娘假結婚問題即是跨

國人口販運之途徑之一，無論如何均應排

除萬難嚴格把關，否則一但進入國內將造

成嚴重犯罪及社會問題，耗費國家社會資

源。

陳處長亦表示駐越南警察聯絡官及其

他如移民署等駐外人員均投入本項面談審

查業務，對刑事局警察聯絡官陳慧中的協

助表示感謝。另面談業務中若發現有涉及

假證件、其他販運人口不法情事均責由刑

事局聯絡官通報協調當地公安部門及國內

警察司法機關偵處，除此，並協助國人急

難救助之處理或其他交辦事項，駐越聯絡

官均能全力以赴，甚有外界對辦事處造謠

生非者，亦交由聯絡官調查處理，對聯絡

官工作積極為肯定。

陳處長對面談工作的投入落實，表

示敬佩，並請聯絡官除本身職責外，要積

極配合處長之指導，作好面談審查，確實

把關。會談後並實地前往館處越籍新娘入

境審查面談處所，瞭解面談作業及館處實

施面談情形，聽取聯絡官之說明及工作報

告；對於胡志明市的特殊工作情形，要求

聯絡官除在跨國犯罪、海外緝逃、警政交

流合作等業管工作外，應與其他館內單位

配合遵從館長指揮督導，以團隊合作的精

神全力作好越籍新娘境外面談審查工作，

防杜不法於境外。

臺越警政備忘錄待簽訂

離開西貢，12月19日飛往越南首

都河內，拜會我國駐越南代表黃南興代

表，筆者向黃代表表示：為加強警政合

作交流，共同打擊跨國犯罪，臺越兩國

實地了解越南胡志民
辦事處越籍新娘結婚
面談審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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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總體外交一環，應可朝此方向努力，

外交部駐越代表處可全力支持配合。

另對臺商在越南經商遭遇治安或安

全問題多方交換意見，筆者亦囑駐越聯

絡官應協助館處協調當地治安機關保護

臺僑安全及維護在越生活權益。又如有

在臺灣作奸犯科或通緝逃犯逃匿此處，

常有騷擾威脅臺商僑民情形，應全力協

調越方查緝遣返，以保護在越南投資僑

胞生命財產安全，黃代表除對刑事局所

作之努力表示謝意及敬意，並期許臺越

二國警政交流合作日趨順利密切。

臺越緝毒合作將趨緊密

12月20日前往拜會越南毒品防治委員

會國際合作處處長裴春孝，裴處長詳盡說

明越南毒品犯罪情形，及越南政府以減少

毒品供應、減少毒品需求、減少毒品影響

為反毒三大策略，結合政府及民間資源，

由防治毒品委員會專責策劃推動執行。

毒品自金三角地區運送至越南或柬

埔寨再轉運至其他地區，臺越之間關係密

切，地理位置相近，毒品犯罪以空運及海

運方式運送，過去亦與臺灣執法部門合作

查獲多起跨國毒品案件。未來臺北、臺

中、高雄若開放直航，只怕問題更形嚴

重，臺越之間之合作對抗毒品犯罪益形重

要。前不久我調查局毒品防制中心人員亦

曾前往該處拜會交流，斐處長亦受邀於96

年6月赴臺參加法務部主辦之毒品防治研討

會。

筆者除面邀待其訪臺之時到刑事局參

訪，並對我國設有跨部會之「毒品防制督

導會報」以統合政府及民間資源力量，全

力對抗毒品犯罪，且對我國有暴力犯罪前

科者約60％有毒品犯罪前科等毒品犯罪情

況及政策措施等加以說明；內政部雖非毒

品犯罪防治策劃機關，但警政署是查緝毒

品犯罪之主要執行機關，大部分的毒品皆

由警察機關所查獲。

行政院蘇院長到任後非常重視治安

及反毒工作，訂有6年反毒大作戰計劃，

責成行政院各部會均要投入此項工作，

反毒非單一國家地區可以成就其事，國

際合作更是重要一環。於意見交換中，

大家對於加強國際及臺越間之反毒合作

有共同的意願與共識，未來將利用一切

可能的機會加強彼此之間的交流與合

作。

國際刑警組織越南中央局

離開越南毒品防治委員會國際合作處

後前往拜會國際刑警組織越南中央局，局

長范虎表示臺灣與越方有數十年的長遠合

作關係，近年來更加密切，臺灣人在河內

工作生活約有4,500人，越南人約有14萬人

在臺工作，越南新娘約有9萬多人，現雙方

之間的刑事犯罪是一大問題。

另說明毒品之來源於泰北金三角地

區運送到越再轉運其他地區，曾與臺灣警

察部門破獲跨國毒品案件，最近亦與臺灣

合作查獲臺人以海洛因藏匿茶葉罐內入境

越南案件。臺越間之毒品犯罪則以空運方

式往來較多，開放直航後只怕問題日趨嚴

重。另對越籍新娘假結婚案件表示亦查獲

為數頗多，華僑含大陸及臺灣在越約有100

萬人，涉及犯罪語言障礙及身分識別調查

工作上亦頗感吃力，跨國洗錢調查亦覺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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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努力辛勞也獲得長官的支持。

犯罪國際化是趨勢，惟有建構綿密

海內外治安網，加強國際合作才能面臨未

來的挑戰，駐外警察聯絡官的角色日形重

要，未來不僅兼負偵處跨國犯罪、警政合

作的任務也是全方位的警察外交官。臺灣

是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不能自絕於外。打

擊犯罪、警政合作的觸角要向外延伸，力

量向外開展，刑事警察局及臺灣的警察執

法力量要與國際接軌，就從這裏開始。

難。

另越方偵辦中國人余○○在越犯詐欺

罪及在越為警通緝之國人遣送赴越受審等

問題，頗難解決。對越方意見，筆者表示

加強雙方合作是彼此共識，相關個案我方

定在法律權限範圍全力協助越方處理國人在

越犯罪問題，跨國洗錢若能提交事證，我方

定能協助調查，若涉及我國法律，當依法嚴

處，未來以簽署臺越警政合作備忘錄為目

標，雙方合作則有一定準則可供依循，警政

合作犯罪調查事項將可更為順暢。

我國已派遣三個東南亞鄰近國家駐有

警察聯絡官，在侯署長及筆者積極與行政

院、外交部、國家安全局等各級長官溝通

協調下，日本、印尼、馬來西亞等三個國

家已在籌辦派遣之中，加上駐美國華盛頓

地區亦獲外交部的同意支持，顯見我們在

國際合作打擊跨國犯罪的能力，不但贏得

國際間各國警察執法機關的敬重及信賴，

與越南國際刑警組織
中央局局長范虎(右
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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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圖/王元博  台中縣警局豐原分局

現代人不論工作、休閒、交往、購物等活動大都離不開自己駕車或搭乘其他交通運

輸工具，通常在道路行止中，如前車的駕駛行為與常情有異，不自覺會懷疑是否為老人

或婦女開車？往往超前觀看後，猜對的情況高達7、8成，此種現象讓人不得不注意在道

路交通互動過程中，應留意老人、婦女駕駛，適當禮禳及防範，尊重他們的路權，確保

大家平安、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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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寶典

拜醫學發達進步，人類平均壽命延

長，高齡化社會是未來所趨，意味著老年

人口比重越來越高，健康長壽的生活使得

年長者也需要觀光、朋友、興趣，而這些

仍要借助車輛等工具完成。但隨著歲數

的增長，思慮、反應、技巧、體力均不如

青、壯年，較常出現車速緩慢、猶豫、

任意轉向、轉彎不亮方向燈等怪異駕車行

為。

隨著科技進步、所得增加，電動代步

車或電動休閒車到處可見，駕駛人亦以老

年人居多，且大半未具交通法令知識，大

刺刺、我行我素行駛道路，讓原本已車種

複雜、車輛日增的壅塞交通環境，增加了

這種「龜速車」，雖然是違法上路，但執

法者誰敢冒「欺負長者」之大不韙，強加

取締，真為他們的安全捏一把冷汗。

另外，國內女性因教育水準、男女平

權、家計負擔、民主法治等因素，女性就

業人數逐漸成長，道路上女性駕駛亦明顯

增多，據醫學統計分析，女性生理、心理

體質均與男性不同，會有踟躕、無故緊急

煞車、任意變換車道、欠缺空間概念及機

械原理或不知車輛沒油、沒水等等毛病，

危害到其他用路人。

「時間就是金錢」，為因應時代潮

流及提高競爭力，人類發明或設置高速鐵

路、公路、自動提款機、資訊傳輸、物流

配送等許多軟、硬體建設，如每1位操控

者都有相同使用能力及技術，就可發揮快

速、便利、精準的功能。但並不是每位使

用者都具有同等能力，期望做到同樣動

作、減少扞格，事實上根本不可能發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的理想境界，隨著今日競逐私利、

政治污濁的時代，已日漸式微，呼籲為數

眾多的年輕用路人在加速趕路、壓縮距離

的意念下，應推演、考慮「我也會老、手

腳遲鈍」、「我的女性親友的駕駛行為可

能也是這樣」的狀況，遇見這些「非主

流」的駕駛行為，能心平氣和、釋懷禮

禳，勿一味圖快，甚至做出威脅、逼迫讓

路的危險動作，漠視、玩法，害人害己。 

這樣坐「娃娃車」遇突發狀況甚難應變。 騎鐵馬戴安全帽在國內正在推行。 「三貼」是違規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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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的發達，使得我們生活上許

多工作、消費、聊天、休閒都在網路上完

成，我們透過微軟的office或是其他的工

具程式幫助我們工作，透過許多入口網站

提供的購物、拍賣來完成購物，透過MSN、

Skype、Yahoo messenger等聊天程式，與

朋友進行文字、聲音、影像的傳送，以往

必須透過手機才能與親友聊天，現在透過

這些應用程式，不需要花手機費用就與朋

友講話及視訊對話。

電腦與網際網路正在改變著我們的生

活方式，隨著我們使用這些方便的應用，

也在電腦裡儲存著許多個人資料，有些甚

至會關係到我們工作裡的機密，特別是警

察工作，如果這些電腦裡的重要機密外

洩，影響的不只是個人及個人工作！有時

候會影響到整個單位！文中將介紹一些簡

單實用的方法，保護個人電腦的安全，以

及簡單的免費小工具，實際模擬一些簡單

探索H  lix 數位鑑識工具新紀元------
保護你的電腦安全避免資料外洩

隨著科技的進步，電腦、網路，已經漸漸成為一般民眾工作上、休閒

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們越來越倚重電腦，將許多資料儲存在電腦或

網路上的其他空間，也讓許多不肖份子想竊取個人資料，以獲得利益，例

如：2004美國聯邦政府1名官員因為在辦公室上色情網站，電腦裡被植入

木馬程式，導致電腦裡重要機密被偷走，電腦裡也儲存著許多重要的資

訊，如何保護這些重要的資訊，以避免成為不肖人士拿來利用的工具，對

於管理機密性資料是格外地重要。

的竊取密碼、資料的工具，說明電腦及網

路的資訊如果，是多麼容易被竊取。

另外最精彩的部份就是告訴大家一

套免費電腦鑑識工具Helix(http://www.

e-fense.com/helix/index.php)，透過這

套工具，可以讓你復原被刪除的部分檔

案，了解該電腦的開關機時間，了解子女

上網情形，以及電腦裡所存的一些密碼。

個人電腦資料保護第一步：

帳號及密碼的設定原則

個人電腦保護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將

自己的電腦設定密碼，以下是幾個設定密

碼必須注意的事項：

1.不要存著沒有人會無聊到亂動我電腦

的心態，在辦公室或是其他會碰到自

己電腦的地方，一定要將帳號設定密

碼，以免其他人直接或是透過網路入

文、圖/蔡宜縉 中央警察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生 日：8月13日
學 歷：‧靜宜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畢
       ‧輔仁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中央警察大學資訊管理
         研究所畢
經 歷：‧靜宜大學資管系電子商務
         專題論文優等獎
       ‧靜宜大學資管系系學會
         副會長
       ‧國防部資訊安全防護演習
         --駭客攻擊方法
專 長：網路犯罪偵防、數位鑑識應用
       入侵偵測、MIS

作 者 小 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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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寫自動cookie處理」，您可以點選

「接受」、「封鎖」或「提示」以達到限

制cookies 的功能。

個人電腦資料保護第三步：

使用公用電腦的守則

1.絕對不勾選網際網路瀏覽器的「記住

密碼」選項。

2.盡量不在公用電腦中輸入敏感性高的

資訊。

3.使用完公用電腦，應關閉網際網路瀏

覽器，若有登入網路服務（如電子郵

件），應完成「登出帳號」動作後，

再關閉瀏覽器。在離開前，則應登出

系統或將電腦關機。

4.若經常使用公用電腦，更換密碼的頻

率要更高。

5.使用時，特別留意坐或站在旁邊的

人，因為他們可以輕易地看到您在螢

幕上輸入的帳號、密碼或其他資料。

個人電腦資料保護第四步：

防止間諜軟體及木馬程式

間諜軟體和病毒相似，會毫無預警地

溜進您的電腦系統，並隱匿行蹤，在未經

您許可的情形下，不知不覺地將您的資訊

透過網路傳送到特定對象。間諜軟體常伴

隨網路免費下載的程式軟體或點對點音樂

檔案交換等管道，進入到您的電腦系統

內。這是一種侵犯個人隱私權的行為。

侵我們的電腦。

2.帳號及密碼相似程度不要太高，或是

一樣，以免被人家猜出。

3.密碼儘量能夠以英文字母和數字混

合，密碼長度能夠大於8位數字以

上，因為現在有許多暴力破解密碼的

軟體，他會把所有可能的密碼排列都

試過一次，如果我們只有設定是數字

或是都是字母或密碼太短的話，以現

在電腦的速度，很快你的密碼就被試

出來了。

4 . 避 免 使 用 出 生 年 、 月 、 日 的 組

合：像是61年2月11日生，可能會

「610211」、「19741011」等等的方

式去排列組合，找出密碼。另外像是

身分證字號、家裡電話、統一編號、

車牌號碼等都是很容易猜出的密碼。

5.在不重要的網站中的帳號，勿設定與

重要帳號相同的密碼。

個人電腦資料保護第二步：

網際網路瀏覽紀錄清除法

將瀏覽器的cookie刪除，cookie是網

站伺服器儲存您瀏覽網頁時所留下的個人

資訊，以便未來您再次到網站時，網站伺

服器可以辨識您的身分，這也是為什麼您

有時到訪網站首頁時，網頁能夠顯示出您

的名字。

透過設定瀏覽器的安全設定值來限制

cookies 功能。以IE6.0 瀏覽器為例，設

定路徑為「工具」--「網際網路」選項--

「隱私權」設定--「進階」選項--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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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抗間諜軟體及木馬程

式，可以使用的方法有以下

幾種：

1.最簡單的就是使用自己的

防毒軟體掃瞄，但是有時

候防毒軟體可能沒辦法掃瞄

到。

2.下載間諜軟體移除程式，

必須要注意的一點是有許多

免費的間諜移除程式，其

實本身就是間諜軟體，你安

裝了以後，反而是安裝間

諜軟體，偷取你的資料，

如下面這篇文章所說的。

http://taiwan.cnet.com/

enterprise/technology/0,

2000062852,20087441,00.

htm。

3.推薦的軟體，Lavasoft

的 A d - A w a r e 網 址 在

http://www.divshare.com/

download/107809-364。下載

了檔案以後，解壓縮以後會

有兩個檔案，先安裝aaw6pro

這一個檔案(主程式)，再

安裝AdAware Language-

Pack(語言選項，安裝了以

後才可以選擇中文)，下面

是這個程式的執行畫面按第二個scan 

now後(如圖一)，接著按左下角的next

就可以開始掃瞄了，很幸運的筆者電

腦裡面，這套軟體沒有掃出間諜軟

體，筆者曾經在一台公用電腦裡掃出

20幾個間諜及廣告程式，所以各位讀

者，如果沒事的話可以用這套軟體掃

一掃自己的電腦，以避免電腦執行可

能變慢，或是資料被竊取。(如圖2)

4.避免透過P2P 程式或其他管道下載來

路不明的軟體。

5.也可以安裝微軟所提供的防間諜軟

體程式http://www.microsoft.com/

taiwan/athome/security/spyware/

software/default.mspx。

Helix數位鑑識工具幫您嗅出

誰入侵您的電腦

透過這套工具，可以讓你復原被刪除

的部分檔案，了解該電腦的開關機時間，

了解子女上網情形，以及電腦裡所存的一

些密碼。

e-fense(http://www.e-fense.com)

這家公司主要從事數位鑑識、電腦安全

以及相關的訓練，Helix是他們發展整合

Knoppix套件的一套鑑識工具，數位鑑識和

事件回報的，開放原始碼的Live-Linux光

碟套件，e-fense也定期更新維護，有免費

版的軟體提供在網路上讓大家下載。

首先到http://www.e-fense.com/

helix/index.php，這個網站選擇download

將最新版的Helix下載下來，然後透過燒錄

程式將他燒成光碟，可以做為電腦的數位

鑑識工具(如圖3)，因為本篇文章主要是要

給一般讀者閱讀的，所以在這裡只介紹他

的一些簡單實用的小程式。

我們選擇第三個選項的第二頁，檔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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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工具(file recovery)，詳細使用方法礙於

篇幅，讀者可以自己去摸索，如：圖四。

接下來我們執行helix的protected 

storage viewer的功能，可以發現該使用

者的上網紀錄，以及一些網路上的密碼，

透過這個功能，可以了解家裡小孩子上了

哪些網站，當然你能夠看別人的密碼，別

人也能透過此工具看你的密碼，但是如果

在電腦重新開機以後，就看不到密碼了，

只能看到上網紀錄，所以各位讀者在公眾

場所上網之後記得要重新開機，如圖五。

Helix還有兩個功能，IE history 

viewer和IE cookie viewer，也可以知道

小孩子上了哪些網站，並且了解他點閱了

幾次。

我們可以執行，Helix裡面其中一個pc 

on/off time這個功能，可以知道這台電腦

的開關機紀錄，透過這一個功能，可以了

解家裡小孩子使用電腦的時間，如圖六。

本篇文章介紹的這一套工具，有許多

功能讀者可以自行去摸索，這一套工具主

要用途是用在數位鑑識上，許多執法機關

也使用該工具來輔助辦案，在這裡介紹這

套工具，是希望能夠透過這套工具的顯示

密碼功能，讓讀者了解如果沒有小心保護

自己的電腦，密碼是很容易被竊取的。

要偷取密碼，還有許多的密碼側錄程

式，或是木馬程式可以偷取密碼，所以建

議各位讀者盡量避免在公用電腦上網收信

或是登入重要的網站，如果真的必要的

話，一定要記得使用完後要記得重新開

機，還有記得一定要設密碼，並且記住前

面所說的密碼設定方式，以確保電腦裡面

個人資料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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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署檢測保安警力
整備暨業務督考

為因應第7屆立法委員、第12任總統副

總統選舉治安維護整備工作及檢測各警察

機關機動保安警力對非法聚眾活動、街頭

鬥毆或聚眾滋事防處能力暨機動保安警力

之編組、訓練及管理成效需要，內政部警

政署保安組特於5月24日假花蓮港務警察局

辦理96年機動保安警力整備檢測暨保安業

務檢查督考。

本次檢測，由警政署警政委員王隆主

持及校閱，警政署駐區督察蔡輝雄亦蒞場

指導，檢測官則由警政署業務單位保安組

專員黃永志及保一警察總隊馬警務員擔

任。

機動保安警力首先操演分隊基本隊形

及應用隊形，緊接著是狀況演練，該局假

想釣客集結抗議，要求警方開放花蓮港東

防波堤讓民眾釣魚。演練過程模擬非法聚

眾、抗爭事件發生時，警方如何在最短時

間內架設鐵拒馬隔離聚眾人群，並針對可

能發生的暴力衝突事件，採取優勢警力逮

捕違法分子及驅離群眾。 （邱秋煌）

三歲女童上演失蹤記 
兩機警10分鐘送還

住在瑞芳鎮的謝女某日傍晚帶著年僅

三歲的女童在瑞芳火車站前乘坐投幣式玩

具車，沒想到母親一個不留意，女童竟然

失縱。

警方調查，謝女讓女童獨自坐著路旁

的投幣式電動旋轉車，自己則是在旁跟友

人聊天，不到5分鐘光景，發現女童已經不

在電動椅上了，母親大驚失色，以為女童

遭到歹徒綁票，於是立刻呼叫家人沿路找

尋，女童父親也立刻打電話報警協尋。

瑞芳警分局勤務中心獲報後，也立刻

將女童長相及特徵用無線電通報線上巡邏

警網注意，此時瑞芳派出所警員陳律彬及

李正偉兩人正好巡邏經過後火車站的逢甲

路上OK超商，兩人聽到無線電通報，李員

還半開玩笑的說3歲女娃不太可能跑這麼遠

吧? 話才剛說完，超商門口就出現一名長

相穿著都跟通報內容相符的小女童，兩名

員警一臉狐疑的詢問超商店員，店員表示

這名小女童剛剛獨自進到店內說要吃糖，

不知道是誰家的小孩，員警於是買了根棒

棒糖後將女童載回分局，失而復得的母親

見到女童回來差點掉下淚來。（林子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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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居民共同努力
居住環境自然雙潭社

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於96年5月30日

在三義鄉雙潭社區活動中心舉辦96年5月

份「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雙潭社區

治安座談會，會中由苗栗分局副分局長陳

家銘報告5月份轄內治安情形及車輛防竊要

領，以及邀請消防局人員教導滅火器使用

方式，本次座談會特別邀請台灣發展研究

院董事長梅可望博士蒞臨社區主講「社區

治安與發展」專題，梅博士在演講中提出

要有良好的居住環境，必須靠社區居民共

同努力，會中並以「自助是最好的自保方

式」、「暢通警民聯繫管道」、「剷除銷

贓管道」以及「防制幫派組成」等4項經驗

與大家分享，並期勉藉由守望相助工作建

立優質社區，進而推展三義木雕及地方觀

光產業，促進產業發展。(張中)

台中市第二分局警察的熱情 

叫我第1名！一群來自彰化慈生仁愛院

師生1行20餘人5月6日在台中公園參加第七

屆台灣中南區心智障礙者啦啦隊比賽，是

連續7年勇奪冠軍的隊伍，在比賽結束後

帶著獎盃獎品浩浩蕩蕩來到台中公園駐在

所參訪，受到駐在所警察同仁英雄式的歡

迎，由於他們平日甚少與外界接觸，又第

一次參訪警察單位，好奇的他們，以無比

異樣的神情看著警察帽子上的和平鴿，一

堆答不完的問題與好奇，完成這趟難忘的

公園之旅。 

指導老師吳淑婉深知台中公園駐在所

為身心障礙者服務不遺餘力，是一個充

滿溫馨與愛心的團體，於是在比賽後率團

蒞所?訪，慈生院生一下車，所長柯翠絨

及現場員警一一來個Give Me Five，場面

隆重熱鬧，他們好奇地蓋印公園駐在所紀

念章戳。員警與他們分享著冠軍的榮耀及

喜悅，特製作臺中公園紀念章戳紀念卡相

送，這次與警察的奇妙相遇，每個院生的

臉上都帶著愉悅的笑容，離去前還依依

不捨，希望明年還能再來（I‘ll COME 

BACK）!（吳淑女）

中市北區義警中隊常年訓練

「警力有限、民力無窮」，臺中市警

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長吳建麟為落實這句耳

熟能詳的口號，平日即要求員警同仁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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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弟兄保持暢通聯繫管道。24日下午在該

分局6樓大禮堂舉辦北區義警中隊常年訓

練，並頒發績優義警人員表揚獎狀，義警

同仁參加踴訓，現場一片熱鬧。

由於承辦義警的保防組長邱國獻、警

員鄭誼輝平常互動良好，157位義警同仁參

訓率幾達100%。本次常年訓練除了宣導各

項法令之外，也分別遴聘優良師資教導防

災常識、警棍、擒拿術、及操作CPR急救

術，最後由吳分局長建麟親自頒發績優義

警人員獎狀給滿服務滿20年的中隊長王有

理、文正分隊幹事謝章湖及滿10年的育才

分隊隊員戴定東，以感謝長期以來義警同

仁一直默默扮演好協助支援警方執行勤務

的角色。（林立偉）

 別 出 心 裁 的 反 毒 宣 導

反毒、反飆車、反詐騙各種宣導活

動，相信在各級校園中已有各單位前往執

行。惟有忽略了另一族群（中老年人）；

因為家中有老人家的家庭應不在少數，故

反向思考；如能向老人家們作一番淺顯易

懂的反毒品、反詐騙宣導，相信其效果是

立竿見影的。

因此溪湖扶輪社舉辦之老人卡拉OK歌

唱大賽，就提供了溪湖派出所絕佳的宣傳

管道。而溪湖派出所也略為發揮巧思，以

麵粉代替海洛英；已敲碎的明礬代替安非

他命，另再加上注射針筒（為求安全已將

刺針剪斷），再以坊間常見的包裝方式，

製作簡易的反毒宣導資料，再加上警察志

工親切詳細的說明，在場的老人家紛紛表

示；常聽過人們談論毒品危害的嚴重性，

但卻沒有見過真正的毒品是啥長相，今日

上了這寶貴的一課，相信在場的長輩們，

頓時也都成了各家庭中的反毒尖兵。

(巫弘任)

南市員警皮鞋、襪子自己選

皮鞋與襪子是1個警察每天上班都要

接觸的裝備，以往警察局均採最低標、公

開招標的模式辦理採購，僅能以通用之規

格與價錢和廠商簽訂合約，在皮鞋、襪子

樣式上較無選擇之空間，臺南市警察局95

年度員警皮鞋、襪子採購即改變舊有之作

法，改採中信標採購之模式，先行文中信

局簽約之相關廠商邀請出席，並於5月14日

假該局禮堂辦理廠商遴選，由各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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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中心、分局派員參加遴選，其中皮鞋

共有10家廠商、襪子共有3家廠商出席，並

由各家廠商帶來自家產品並發表2分鐘的

產品優點介紹，再由各單位指派人員辦理

票選，順利選出採購之皮鞋、襪子款式。 

(陳泓彬)

協送心臟病患 員警急送醫回生

臺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後甲派出所警

員黃俊榮、張家麟，3月16日擔服18至20

時巡邏勤務，於18時52分接獲該分局勤務

指揮中心通報：「東區中華東路2段197號

前，發生交通事故」，黃、張等2員迅速趕

至現場，發現2輛機車車禍，其中一位當事

人呂○華（籍設臺南市東區富農街2段○

號）未攜帶證件，呂某致電請渠妻何○讌

儘速將其證件帶至現場。

交由黃員查察之際，何女神情極為痛

苦，突暈倒在地，黃、張2員見情況危急，

立即協請呂○華先生及現場民眾合力將何

女抬至巡邏車內，並打開警報器，迅速將

何女載送至成大醫院急診室救治。經查何

○讌小姐因急送夫婿呂○華證件，導致心

臟病復發暈倒，幸賴黃、張等2員迅速協助

送醫，挽回一條寶貴性命。呂○華先生對

黃、張等2員主動協助救護其妻性命，深表

感謝。(蔡文榮)

健康活力鹿寮水庫路跑賽
　　

為形塑廉能、公義、健康、活力的新

警察運動暨慶祝96年度警察節，白河分局

於4月28日7時假竹門派出所廣場舉辦鹿寮

水庫路跑賽，路跑路線自竹門派出所至鹿

寮水庫折返，全程6.6公里。參加對象有警

友會白河辦事處各警友暨眷屬、白河義警

中隊、白河、東山、後壁民防大隊幹部、

隊員暨眷屬、轄內各高中（職）、國中師

生、後壁消防分隊、台南縣慢跑協會與該

分局員警暨眷屬等，參賽人數達156人。

報名參加選手除發給紀念Ｔ恤、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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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精緻西點早餐各一份外，並為路跑選手

各投保100萬元意外險。活動當日6：30開

幕，7：00鳴笛起跑，8：30頒獎。慈濟公

德會眾師兄師姊與各志工亦於會場為參加

人員量血壓服務，參加選手爭先恐後志在

必得，尤其青少年朋友更參與熱烈，9時許

完成全部活動，大會順利圓滿成功，對型

塑新警察運動之推展實有實質效益。

（徐福瑞）

高市校安維護 大家一起來

　　

鑑於近日美國大學校園發生重大槍擊

案件，加上國內亦有偶發社區精神異常人

士入侵校園殺傷學童事件，嚴重危害校園

師生安全及社會治安，為彰顯「維護校園

安全」之重要性，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

警察隊特於5月2日邀請該市172所各級學校

學務長、學務主任等於市立中正高工召開

「校園安全座談會」，由警察局副局長蘇

清彥主持，並邀請高雄市少年法院、交通

局、教育局等單位列席，共同研討校園安

全問題，研商策進作為，以達到淨化校園

安全為目標，以期創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

境及成長空間。

會中各級學校學務人員對少年警察隊

為維護校園安全所付出之辛勞深表感謝。

座談中，學校紛紛針對校園圍牆降低高

度，產生校園入侵、竊案、校園詐騙、

上、下學交通、中輟生處理等提出建議，

蘇副局長除請各轄區分局督屬協調轄內學

校強化門禁管制及採行有效保全防護措施

外，並要求依據「警察機關強化維護校園

安全工作執行計畫」與「維護校園安全支

援約定書」之支援約定事項規定，發現危

險徵候應即時防處。（潘瓊雪）

三民二分局舉辦交
通安全嘉年華會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分局

長朱正倫表示，為配合新修正「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實施及交通部推動「改善

交通大家一起來」運動，結合轄區教會在

科工館舉辦「交通安全嘉年華園遊會」，

為了鼓勵民眾踴躍參加，會場免費提供園

遊，過程除了交通安全有獎問答外，還有

社區才藝表演，並且凡參加的國中、國小

同學完成十個闖關項目另送精美禮物，以

達寓教於樂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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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分局長為鼓勵民眾參與關懷交通，

創造優質交通環境，以期養成用路人遵守

路權習慣，減少交通事故發生，特辦理這

次活動，以加深市民對『停、讓』標誌的

瞭解與印象，建立用路人路權觀念，養成

遵守路權習慣，保障用路人權益，減少交

通事故發生，以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創造安全便利之優質交通環境。

（黃俊雄）

真愛婦幼  幸福高雄

如何維護婦女權益，建構婦幼人身安

全網絡，提升婦女生活品質，強化社會福

利，是高雄市長陳菊上任後，最為重視的

一環。陳市長尤其希望高雄市能建構綿密

社會安全支持網絡，讓婦女擁有不必擔心

害怕的生活環境，同時做好老人及幼童照

護，讓婦女工作沒有家庭的後顧之憂。

高雄市警局婦幼警察隊秉持關懷婦幼

之心，期冀以「剛柔並濟」的方法，除強

力打擊各類暴力犯罪外，亦運用柔性作為

宣導婦幼安全，提醒市民防範性侵害、性

騷擾、兒虐、家暴等正確的知識，尋求協

助的管道，藉以建立安全、健康、活力的

正常生活。

警察局局長蔡以仁指示婦幼警察隊於3

月17日在光榮碼頭舉辦「真愛婦幼、幸福

高雄」宣導活動，並且以宣示「打擊性侵

害、打擊性騷擾、打擊家暴、打擊兒虐」

為主軸，顯示警察同仁不僅能深刻體認，

警察工作不僅是著眼在破大案，尤其對婦

幼安全的關照，更能以「民胞物與」的愛

心去關懷。（徐如姣）

社區警安會議
警民合作防止不法

高市三民第二該分局為讓市民了解當

地治安狀況、目前犯罪型態、並報告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及該分局各項創新警政作

為，進而宣導犯罪預防觀念及方法、傾聽

民眾聲音及需求、拉近警民關係，自3月初

至今共辦理16場社區治安會議，每場均與

民眾互動良好反應熱烈，頗獲里民好評。

另於13月15日20時至22時假轄內寶德

里辦公室辦理社區治安會議，社區住戶到

場踴躍參與、氣氛極為熱烈。會議中由覺

民派出所所長林振宏報告轄內治安狀況，

接續由偵查隊長吳振軒就民眾最關心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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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問題、最新剪報案例資料、統計數據、

深入淺出、生動地報告防搶、防竊、防詐

騙預防犯罪宣導，針對千變萬化的詐騙方

法，吳隊長提出防詐要領『五不一要』：

不貪心、不緊張、不洩漏個人資料、不聽

從指示操作提款機、不依照所提供號碼撥

打、要查證：110、165等防詐騙精闢見

解，及住宅防竊、汽、機車防竊等應注意

事項。

對於防搶作為更以實際數據顯示搶案

發生對象及地點比較，更以圖示告知民眾

應如何減少被搶機會，並宣導「行人請靠

左邊走」之防搶觀念，讓婦女民眾頻頻會

心點頭，吳隊長並強調「警力有限、民力

無窮」，若市民朋友能發揮26萬5千人的力

量，當警察的耳目，見可疑的人、事、物

能雞婆些多向警察舉發，相信轄區的治安

服務滿意度能持續保持第1名。（謝發祥）

泰國潑水節預防犯罪宣導

每年的4月中旬是泰國的新年，由於泰

國民俗習慣以潑水互祝新年快樂，高雄市

政府勞工局為一解外勞的思鄉之苦，於楠

梓區翠屏里活動中心與泰國同步舉行潑水

節的活動。

活動參加除了泰籍外勞之外，其他國

籍外勞亦於會場同樂，共襄盛舉。

楠梓分局表示，楠梓區因有加工區及

鄰近捷運工地，為高雄市外勞人數最多地

區，據統計約將近有6,000人。

活動當日，楠梓分局為了維護會場安

全及交通疏導工作，除於現場加派警力維

護周邊秩序外，並針對現場外籍人士時實

施預防犯罪宣導及發放文宣，加強外勞安

全觀念，而員警於執行預防犯罪宣導之

際，亦不忘促進警民關係，與現場外勞同

樂，祈求來年平安順利。（郭美彣）

快樂警察志工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志工中隊

自91年9月成立以來，在志工中隊長邱招

勤小姐及各分隊（小港、漢民、高松、桂

陽、大林）分隊長領導下，士氣高昂，充

分表現了志願服務、熱心奉獻的情操；分

局為加強警察志工團隊凝聚，充實警察志

工人文學養，促進警察志工身心靈健康，

以及對社區關懷與社會服務的有效學習和

提升自我價值及服務品質，遂於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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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14時至18時，辦理96年度上半年

警察志工在職、職前、任務訓練課程。

訓練課程包括：

如何做個快樂志工與身心健康與壓力

調適、走入社區協助與關懷、經營親子關

係之道、認識家庭暴力防治要領及愛心參

與社會服務要領。（黃順明）

台東縣青荳芽幼兒園參訪
關山警分局

臺東縣青荳芽幼兒園所長王筱蘭為了

讓小朋友了解警察平時工作及警察裝備，

特於4月17日辦理校外教學活動，帶領了

160位小朋友至關山警分局參觀，承辦人羅

文龍也帶領小朋友們參觀分局警察史蹟文

物館、拘留所、勤務指揮中心，讓小朋友

了解警察平時執勤工作，及大家需要警察

打110報案時，警察受理後過程如何處理，

整個處理流程讓小朋友們充分的了解，一

方面也讓小朋友了解千萬沒有事不可以亂

打110電話，另外其他業務組也利用此時機

向小朋友們加強交通、防詐騙、婦幼、社

會保防及預防犯罪等法令宣導工作，讓小

朋友們了解詐騙如何防制案件及遇到陌生

人要注意，不可輕易隨便相信不認識人講

的話，最重要的是有什麼事一定要先告訴

父母親及老師。（胡祝生）

警察最好的工作夥伴─義警

關山警察分局於96年5月18日在分局

2樓禮堂舉行96年上半年義警常年訓練工

作，參加義警人數共101名，中隊長林信光

訓練前，先行要求各義警之服裝儀容，林

信光表示，加入義警工作近30年，從過去

威權轉化至今親民化管理，親身經歷警察

的演變歷成，更了解現今警察工作繁雜，

加上警力不足，因此，平時只要地方有任

何活動及需要協助的地方，中隊長均要求

各義警們全力配合。

分局長李民勝在授課中，特別強調義

警是最好的警察工作夥伴，更是最支持警

察工作的一群最佳拍擋，在「警力有限、

民力無窮」情況之下，希望各義警弟兄夥

伴們能全力協助配合警察工作，以發揮義

警之最大功能，並強調各義警在執勤時要

特別注意安全，提高警覺，分局長也特感

謝各義警弟兄們撥冗熱烈參與義警常訓工

作。（徐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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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一總隊桌球龍虎戰

保一總隊為提倡員警正當休閒活動，

舒展身心，並提振士氣，培養團隊精神，

於5月7、8日假石牌營區綜合大樓體育館舉

辦隊際桌球比賽，各大隊(含總隊隊部、維

安特勤隊)均派出堅強陣容參加。

團體組採雙敗淘汰制，每局均打11

分。選手們皆克盡全力，展現精湛球技，

經過72場的龍爭虎鬥籙鏖戰後，成績揭曉

如后：團體組第一大隊蟬聯冠軍，亞軍

(第三大隊)。2.個人組：第1名何宏標(三

大)、第2名鄭國正(三大)、第3名翁上軒

(一大)、第4名林福來(三大)，併列第5

名：李南宏、楊鴻章(一大)、郭正立(二

大)、藍永棠(四大) (吳言富)

保五總隊公文檢核列績優單位
全國警察機關派代表前往觀摩

警政署向來重視公文管理時效與品

質，每年均定期至各警察機關實施公文檢

核之督導，並辦理獎懲。95年度經過評核

結果，保五總隊與臺南縣警察局均被評列

為「績優單位」。警政署指示這兩個績優

單位辦理「公文檢核作業示範觀摩」，觀

摩時間定於3月30日9時30分－12時30分。

當日，全國各警察機關有49個單位共

101人，來到保五總隊觀摩。為不負上級交

付的任務及觀摩人員的期待，保五總隊於

事前2-3週，秘書室全體動員，實施任務分

工，來籌備這次的示範觀摩會。由於準備

周延，並透過親切的接待與專車服務，讓

遠道而來者皆有賓至如歸之感。也藉由本

次的示範觀摩，來自全國各地的文書業務

人員，可以相互切磋、意見交流，有助於

公文品質與行政效率的提升。（金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