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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 自100年起國內急診室暴力事件頻傳，不僅影響醫護人
員的人身安全，更威脅需要緊急救護民眾的生命安全。

� 其中有兩件最為駭人聽聞，第1件發生在民國100年2月
28日，彰化縣員林鎮某醫院急診室內有兩名酒醉男子，
其中一名男子係因故吸入滅火器粉末，急診室醫生忙
於救人時，同行的另一名酒醉男子卻在急診室內發酒
瘋，破壞醫療器材，將醫生打到眼角撕裂傷、顱內出
血。

� 第2件發生在民國101年5月9日，臺中某醫院急診室突
然有3、40人暴力討債集團衝進急診室，嚇壞民眾，病
患躲儲藏室，由醫院轉診到其他醫院治療才躲過暴力
討債集團追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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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鄉土劇演員黑支毆打彰化基督教醫院急診醫師，
到桃園蘆竹鄉民代表王O芬掌摑林口長庚醫院加護
病房護理師，醫護人員在每日超時工作之餘，還必
須面對揮之不去的醫療暴力陰影，無疑讓日漸惡化
的醫療勞動環境更加雪上加霜。

� 國外研究指出，職場暴力對醫護人員人身安全之威
脅，將使醫護人員在照顧病患之餘，增加額外的工
作壓力，影響工作產出與降低工作滿意度，工作時
數減少，提早發生工作倦怠感。

� 醫療暴力案件不但影響醫護人員安全，更波及所有
使用醫療服務的第三人，包括病人、家屬、訪客，
其結果將重挫醫護人員服務熱情，加速醫護人力的
流失，最終將妨礙全民就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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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102102102102年區域級以上醫院急診室年區域級以上醫院急診室年區域級以上醫院急診室年區域級以上醫院急診室
發生暴力案件統計分析發生暴力案件統計分析發生暴力案件統計分析發生暴力案件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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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統計102年區域級以上醫院急診室發生暴

力案件，全年全年全年全年刑事案件共計發生刑事案件共計發生刑事案件共計發生刑事案件共計發生20202020件件件件，，，，非非非非

刑事案件共計刑事案件共計刑事案件共計刑事案件共計22222222件件件件；案件類型大多以傷害傷害傷害傷害

、、、、恐嚇恐嚇恐嚇恐嚇、、、、公共危險及言語糾紛公共危險及言語糾紛公共危險及言語糾紛公共危險及言語糾紛居多，如下

表。



102年區域級以上醫院急診室發生暴力案件統計表年區域級以上醫院急診室發生暴力案件統計表年區域級以上醫院急診室發生暴力案件統計表年區域級以上醫院急診室發生暴力案件統計表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刑事案件 非刑事案件

件數 類別 件數 類別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 傷害 0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5 傷害、恐嚇 3 糾紛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桃園縣政府警察局 1 公共危險、恐嚇 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1 恐嚇傷害 1 糾紛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0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2 傷害、毀損 0
基隆市警察局基隆市警察局基隆市警察局基隆市警察局 1 傷害 0
新竹市警察局新竹市警察局新竹市警察局新竹市警察局 0 0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嘉義市政府警察局 1 恐嚇 0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0 0

苗栗縣警察局苗栗縣警察局苗栗縣警察局苗栗縣警察局 1 持刀恐嚇 3 口角紛爭、糾紛

彰化縣警察局彰化縣警察局彰化縣警察局彰化縣警察局 2 傷害、恐嚇 0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1 傷害、殺人未遂 0

雲林縣警察局雲林縣警察局雲林縣警察局雲林縣警察局 3
恐嚇、妨害名譽、傷害(

未提告)
0

嘉義縣警察局嘉義縣警察局嘉義縣警察局嘉義縣警察局 0 0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 1 毀損、恐嚇 2 糾紛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縣政府警察局 0 13 糾紛、酒醉滋事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縣警察局花蓮縣警察局花蓮縣警察局 0 0
臺東縣警察局臺東縣警察局臺東縣警察局臺東縣警察局 0 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2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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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醫療暴力常見態樣醫療暴力常見態樣醫療暴力常見態樣醫療暴力常見態樣
及相關法律規範及相關法律規範及相關法律規範及相關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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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

醫療機構應保持環境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及安全。

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何人不得以強暴任何人不得以強暴任何人不得以強暴任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脅迫脅迫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致生危害醫療安全或其設施。

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

違反第二項規定者違反第二項規定者違反第二項規定者違反第二項規定者，，，，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如涉及刑事責任者如涉及刑事責任者如涉及刑事責任者如涉及刑事責任者，，，，

應移送該管檢察官偵辦應移送該管檢察官偵辦應移送該管檢察官偵辦應移送該管檢察官偵辦。。。。

第 106 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如觸
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於他人之生致生危險於他人之生致生危險於他人之生致生危險於他人之生
命命命命、、、、身體或健康者身體或健康者身體或健康者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對於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對於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對於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施強暴施強暴施強暴施強暴、、、、脅迫脅迫脅迫脅迫，，，，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
業務者業務者業務者業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王王王王OOOO芬條款通過了芬條款通過了芬條款通過了芬條款通過了！！！！ 醫療暴力判刑醫療暴力判刑醫療暴力判刑醫療暴力判刑3333年年年年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103103103103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14141414日立法院三讀通過醫療法第日立法院三讀通過醫療法第日立法院三讀通過醫療法第日立法院三讀通過醫療法第24242424條及第條及第條及第條及第106106106106條修正案條修正案條修正案條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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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暴力之型態醫療暴力之型態醫療暴力之型態醫療暴力之型態

病患與醫療人員病患與醫療人員病患與醫療人員病患與醫療人員
我國各醫療院所發生暴力我國各醫療院所發生暴力我國各醫療院所發生暴力我國各醫療院所發生暴力
情事屢見不顯情事屢見不顯情事屢見不顯情事屢見不顯，，，，多是醫病多是醫病多是醫病多是醫病
關係改變關係改變關係改變關係改變，，，，病人在待診期病人在待診期病人在待診期病人在待診期
間可能出現不滿間可能出現不滿間可能出現不滿間可能出現不滿、、、、激憤的激憤的激憤的激憤的
情緒情緒情緒情緒，，，，引起病患與醫療人引起病患與醫療人引起病患與醫療人引起病患與醫療人

員間的暴力事件員間的暴力事件員間的暴力事件員間的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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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與非醫療人員病患與非醫療人員病患與非醫療人員病患與非醫療人員

偶有發生病患仇家追至偶有發生病患仇家追至偶有發生病患仇家追至偶有發生病患仇家追至
醫療院所尋仇醫療院所尋仇醫療院所尋仇醫療院所尋仇，，，，該暴力該暴力該暴力該暴力
事件係由病患與其他非事件係由病患與其他非事件係由病患與其他非事件係由病患與其他非
院方人員仇隙所產生院方人員仇隙所產生院方人員仇隙所產生院方人員仇隙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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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與保全人員病患與保全人員病患與保全人員病患與保全人員

另有病患或家屬因故與醫另有病患或家屬因故與醫另有病患或家屬因故與醫另有病患或家屬因故與醫
療院所之保全人員產生糾療院所之保全人員產生糾療院所之保全人員產生糾療院所之保全人員產生糾
紛紛紛紛，，，，造成雙方捲入醫療暴造成雙方捲入醫療暴造成雙方捲入醫療暴造成雙方捲入醫療暴

力事件力事件力事件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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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暴力涉及之法律責任醫療暴力涉及之法律責任醫療暴力涉及之法律責任醫療暴力涉及之法律責任

�殺殺殺殺人罪人罪人罪人罪----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271271271271條條條條

殺人者殺人者殺人者殺人者，，，，處死刑處死刑處死刑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過去曾發生病患仇家追殺受害者至醫院行過去曾發生病患仇家追殺受害者至醫院行過去曾發生病患仇家追殺受害者至醫院行過去曾發生病患仇家追殺受害者至醫院行兇之案兇之案兇之案兇之案
例例例例，，，，其涉及刑法第其涉及刑法第其涉及刑法第其涉及刑法第271條規定之殺人罪嫌條規定之殺人罪嫌條規定之殺人罪嫌條規定之殺人罪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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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處無期徒刑或七年處無期徒刑或七年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以上有期徒刑以上有期徒刑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致重傷者致重傷者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有期徒刑。。。。

在醫療暴力案件中在醫療暴力案件中在醫療暴力案件中在醫療暴力案件中，，，，傷害案件是較常發生的案類傷害案件是較常發生的案類傷害案件是較常發生的案類傷害案件是較常發生的案類
之之之之ㄧㄧㄧㄧ，，，，舉凡摑掌毆打醫護人員舉凡摑掌毆打醫護人員舉凡摑掌毆打醫護人員舉凡摑掌毆打醫護人員，，，，均涉及傷害罪嫌均涉及傷害罪嫌均涉及傷害罪嫌均涉及傷害罪嫌
。。。。

�傷害罪傷害罪傷害罪傷害罪----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277277277277條條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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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受重傷者使人受重傷者使人受重傷者使人受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處無期徒刑或七年處無期徒刑或七年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以上有期徒刑以上有期徒刑以上有期徒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如醫療暴力案件造成下列結果如醫療暴力案件造成下列結果如醫療暴力案件造成下列結果如醫療暴力案件造成下列結果，，，，即涉嫌違反刑法第即涉嫌違反刑法第即涉嫌違反刑法第即涉嫌違反刑法第278278278278條重傷害罪條重傷害罪條重傷害罪條重傷害罪：：：：
一一一一、、、、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
二二二二、、、、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
三三三三、、、、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味能或嗅能味能或嗅能味能或嗅能味能或嗅能。。。。
四四四四、、、、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
五五五五、、、、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
六六六六、、、、其他於身體或健康其他於身體或健康其他於身體或健康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

�重傷害罪重傷害罪重傷害罪重傷害罪----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278278278278條條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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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然侮辱人者公然侮辱人者公然侮辱人者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公然侮辱係指在眾人可以共同見聞的情況下公然侮辱係指在眾人可以共同見聞的情況下公然侮辱係指在眾人可以共同見聞的情況下公然侮辱係指在眾人可以共同見聞的情況下，，，，
以非以非以非以非「「「「事實事實事實事實」」」」的不雅言語或是圖片的不雅言語或是圖片的不雅言語或是圖片的不雅言語或是圖片、、、、文字對受文字對受文字對受文字對受
害者進行害者進行害者進行害者進行「「「「精神上的損害與汙辱精神上的損害與汙辱精神上的損害與汙辱精神上的損害與汙辱」。」。」。」。

�公然侮辱罪公然侮辱罪公然侮辱罪公然侮辱罪----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309309309309條條條條

19



20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以恐嚇使人以恐嚇使人以恐嚇使人
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六月以上五年處六月以上五年處六月以上五年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以下有期徒刑以下有期徒刑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或使第三人或使第三人或使第三人
得之者得之者得之者得之者，，，，亦同亦同亦同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所謂的恐嚇罪係指加害生命所謂的恐嚇罪係指加害生命所謂的恐嚇罪係指加害生命所謂的恐嚇罪係指加害生命、、、、身體身體身體身體、、、、自由自由自由自由、、、、名名名名
譽譽譽譽、、、、財產等事通知某人財產等事通知某人財產等事通知某人財產等事通知某人，，，，使之心生畏懼而有不使之心生畏懼而有不使之心生畏懼而有不使之心生畏懼而有不
安的感覺安的感覺安的感覺安的感覺。。。。

�恐嚇罪恐嚇罪恐嚇罪恐嚇罪----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346346346346條條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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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棄毀棄毀棄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足足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拘拘拘
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如醫療暴力事件如醫療暴力事件如醫療暴力事件如醫療暴力事件，，，，造成醫療院所之物品全部或造成醫療院所之物品全部或造成醫療院所之物品全部或造成醫療院所之物品全部或
一部喪失其功能一部喪失其功能一部喪失其功能一部喪失其功能，，，，即涉嫌我國刑法規定之毀損即涉嫌我國刑法規定之毀損即涉嫌我國刑法規定之毀損即涉嫌我國刑法規定之毀損
罪罪罪罪。。。。

�毀損罪毀損罪毀損罪毀損罪----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354354354354條條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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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法第醫療法第醫療法第醫療法第24242424條第條第條第條第2222項項項項

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何人不得以強暴任何人不得以強暴任何人不得以強暴任何人不得以強暴、、、、
脅迫脅迫脅迫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礙醫療妨礙醫療妨礙醫療妨礙醫療
業務之執行業務之執行業務之執行業務之執行，，，，致生危害醫療安全或其設施致生危害醫療安全或其設施致生危害醫療安全或其設施致生危害醫療安全或其設施。。。。

對於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對於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對於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對於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施強暴施強暴施強暴施強暴、、、、脅脅脅脅
迫迫迫迫，，，，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者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者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者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者，，，，處處處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以下罰金以下罰金以下罰金。。。。

�醫療法第醫療法第醫療法第醫療法第106106106106條第條第條第條第3333項項項項



�社會秩序維護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第第第第64646464條條條條

意圖滋事意圖滋事意圖滋事意圖滋事，，，，於公園於公園於公園於公園、、、、車站車站車站車站、、、、輪埠輪埠輪埠輪埠、、、、航空站或航空站或航空站或航空站或
其他公共場所其他公共場所其他公共場所其他公共場所，，，，任意聚眾任意聚眾任意聚眾任意聚眾，，，，有妨害公共秩序有妨害公共秩序有妨害公共秩序有妨害公共秩序
之虞之虞之虞之虞，，，，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而不解散而不解散而不解散而不解散
者者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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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遊行法第集會遊行法第集會遊行法第集會遊行法第25252525條條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
制止或命令解散制止或命令解散制止或命令解散制止或命令解散：：：：應經許可之集會應經許可之集會應經許可之集會應經許可之集會、、、、遊行未經遊行未經遊行未經遊行未經
許可或其許可經撤銷許可或其許可經撤銷許可或其許可經撤銷許可或其許可經撤銷、、、、廢止而擅自舉行者廢止而擅自舉行者廢止而擅自舉行者廢止而擅自舉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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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5555條條條條

槍砲槍砲槍砲槍砲、、、、彈藥彈藥彈藥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製不得製不得製不得製
造造造造、、、、販賣販賣販賣販賣、、、、運輸運輸運輸運輸、、、、轉讓轉讓轉讓轉讓、、、、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借出借出借出借、、、、持有持有持有持有、、、、
寄藏或陳列寄藏或陳列寄藏或陳列寄藏或陳列。。。。

在醫療暴力案件中在醫療暴力案件中在醫療暴力案件中在醫療暴力案件中，，，，偶有發生犯嫌持槍射偶有發生犯嫌持槍射偶有發生犯嫌持槍射偶有發生犯嫌持槍射
擊被害人之情事擊被害人之情事擊被害人之情事擊被害人之情事，，，，因此是類案件仍有發生因此是類案件仍有發生因此是類案件仍有發生因此是類案件仍有發生
的可能的可能的可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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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暴力常見態樣及相關法律規範醫療暴力常見態樣及相關法律規範醫療暴力常見態樣及相關法律規範醫療暴力常見態樣及相關法律規範 1111

行為態樣行為態樣行為態樣行為態樣 刑事法律規範刑事法律規範刑事法律規範刑事法律規範 行政法律規範行政法律規範行政法律規範行政法律規範

毆打醫事

人員、醫

院警衛

1.《刑法》第277條第1項規定：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告訴乃論】

2.刑法第278條第1項規定：「使人受重傷者，處五年

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1.《醫療法》第24條：「為保障病

人就醫安全，任何人不得以強暴任何人不得以強暴任何人不得以強暴任何人不得以強暴、、、、

脅迫脅迫脅迫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致生危害

醫療安全或其設施。醫療機構應醫療機構應醫療機構應醫療機構應

採必要措施採必要措施採必要措施採必要措施，，，，以確保醫事人員執以確保醫事人員執以確保醫事人員執以確保醫事人員執

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違反第二違反第二違反第二違反第二

項規定者項規定者項規定者項規定者，，，，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

或制止之或制止之或制止之或制止之；；；；如涉及刑事責任者如涉及刑事責任者如涉及刑事責任者如涉及刑事責任者，，，，

應移送該管檢察官偵辦應移送該管檢察官偵辦應移送該管檢察官偵辦應移送該管檢察官偵辦。。。。」第106

條：「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其觸犯刑法者，應

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2.《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

「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三

日以下拘留或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以下罰鍰：…二、藉端滋擾住戶、

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

眾得出入之場所者。」

毀損物品、

安全維生

設備

1.《刑法》第354條規定：「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

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者者者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

金。」【告訴乃論】

2.刑法第189-1條規定：「損壞礦場、工廠或其他相類

之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或致令不堪用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或致令不堪用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或致令不堪用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或致令不堪用，致生致生致生致生

危險於他人之身體健康者危險於他人之身體健康者危險於他人之身體健康者危險於他人之身體健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損壞前項以外之公共場所

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或致令不堪用，致生危險於

他人之身體健康者，亦同。」

辱罵他人 《刑法》第309條規定：「公然侮辱人者公然侮辱人者公然侮辱人者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

百元以下罰金。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告訴乃論】
33



強制他人行

無義務之事

《刑法》第304條規定：「以強暴、脅

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

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三百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

之。」

1.《醫療法》第24條：「為保障病人

就醫安全，任何人不得以強暴任何人不得以強暴任何人不得以強暴任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脅脅脅

迫迫迫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礙妨礙妨礙妨礙

醫療業務之執行醫療業務之執行醫療業務之執行醫療業務之執行，致生危害醫療安

全或其設施。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

施施施施，，，，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

時之安全時之安全時之安全時之安全。違反第二項規定者違反第二項規定者違反第二項規定者違反第二項規定者，，，，警警警警

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如涉如涉如涉如涉

及刑事責任者及刑事責任者及刑事責任者及刑事責任者，，，，應移送該管檢察官應移送該管檢察官應移送該管檢察官應移送該管檢察官

偵辦偵辦偵辦偵辦。。。。」第106條：「違反第二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其觸犯刑法

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2.《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有

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三日以下

拘留或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以下罰

鍰：…二、藉端滋擾住戶、工廠、

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者。」

恐嚇威脅 《刑法》第305條規定：「以加害生命、

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

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咆哮拍桌、

滋擾秩序

行為態樣行為態樣行為態樣行為態樣 刑事法律規範刑事法律規範刑事法律規範刑事法律規範 行政法律規範行政法律規範行政法律規範行政法律規範

醫療暴力常見態樣及相關法律規範醫療暴力常見態樣及相關法律規範醫療暴力常見態樣及相關法律規範醫療暴力常見態樣及相關法律規範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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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內政部警政署對派員進駐醫院內政部警政署對派員進駐醫院內政部警政署對派員進駐醫院內政部警政署對派員進駐醫院
急診室之立場急診室之立場急診室之立場急診室之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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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國區域級以上醫院（含醫學中心）計有長庚醫療
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等100家），若以每間區域
級以上醫院每天24小時各派遣一名警力負責維安工作，
其警力估算需其警力估算需其警力估算需其警力估算需400400400400人人人人：4人×100家＝400人（每日需3人服
勤、每人服勤8小時、1人輪休）。

� 警察機關現有預算員額上限業經行政院匡訂為7777萬萬萬萬3,7273,7273,7273,727
人人人人，其中中央警察機關中央警察機關中央警察機關中央警察機關1111萬萬萬萬4,9274,9274,9274,927人人人人、地方警察機關5555萬萬萬萬
8,8008,8008,8008,800人人人人，統計至103年6月30日止，中央警察機關尚有
缺額缺額缺額缺額1,8291,8291,8291,829人人人人，地方警察機關尚有缺額缺額缺額缺額6,0836,0836,0836,083人人人人。

� 為解決警力迫切需求，警政署業已規劃擴大招訓儘速補
足缺額，預計須至預計須至預計須至預計須至104104104104年才能適度補足基層警力年才能適度補足基層警力年才能適度補足基層警力年才能適度補足基層警力，且政
府刻正推動組織改造作業及人力精簡政策，已無多餘警
力可供派駐。

�現有中央現有中央現有中央現有中央、、、、地方警力均已不足地方警力均已不足地方警力均已不足地方警力均已不足，，，，無多餘警力可供派駐無多餘警力可供派駐無多餘警力可供派駐無多餘警力可供派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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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日本等調查日本等調查日本等調查日本等8888國急診室安全設置暨作為國急診室安全設置暨作為國急診室安全設置暨作為國急診室安全設置暨作為，除馬來西亞外除馬來西亞外除馬來西亞外除馬來西亞外，
各國均無駐衛警察制度各國均無駐衛警察制度各國均無駐衛警察制度各國均無駐衛警察制度，醫院安全警衛多以保全公司多以保全公司多以保全公司多以保全公司
聘僱人員為主，而急診室安全維護亦由醫院本身負責急診室安全維護亦由醫院本身負責急診室安全維護亦由醫院本身負責急診室安全維護亦由醫院本身負責，
惟因其特殊性，轄區警方多將急診室轄區警方多將急診室轄區警方多將急診室轄區警方多將急診室納入巡邏路線納入巡邏路線納入巡邏路線納入巡邏路線加加加加
強巡守強巡守強巡守強巡守，若醫院內發生暴力事件醫院內發生暴力事件醫院內發生暴力事件醫院內發生暴力事件時，由醫院通報警方通報警方通報警方通報警方
迅速到場處理迅速到場處理迅速到場處理迅速到場處理，上述國家處理情形與我國相同。

�私立機構派遣警察駐守於法無據私立機構派遣警察駐守於法無據私立機構派遣警察駐守於法無據私立機構派遣警察駐守於法無據

� 按現行法制，私立機構如欲申請派遣警察人員駐守私立機構如欲申請派遣警察人員駐守私立機構如欲申請派遣警察人員駐守私立機構如欲申請派遣警察人員駐守，
本就於法無據於法無據於法無據於法無據，仍應朝申請設置駐警或僱用保全人申請設置駐警或僱用保全人申請設置駐警或僱用保全人申請設置駐警或僱用保全人
員員員員方式辦理。

� 例如故宮博物院、中央銀行均有設置駐衛警察；國
內機場（航警局）、核電廠（保二總隊）等設施，
受限於警力不足等因素，部分安全警衛工作，亦逐
步檢討委由民間保全公司辦理檢討委由民間保全公司辦理檢討委由民間保全公司辦理檢討委由民間保全公司辦理。

�國外急診室派警情形國外急診室派警情形國外急診室派警情形國外急診室派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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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警察機關維護急診室安全之作法警察機關維護急診室安全之作法警察機關維護急診室安全之作法警察機關維護急診室安全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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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區域級以上醫院急診室巡邏安全維護勤務加強區域級以上醫院急診室巡邏安全維護勤務加強區域級以上醫院急診室巡邏安全維護勤務加強區域級以上醫院急診室巡邏安全維護勤務

�各分駐(派出)所應建立建立建立建立與轄內各醫療院所(急診室)之
聯繫管道聯繫管道聯繫管道聯繫管道，主管或副主管平時應保持密切聯繫保持密切聯繫保持密切聯繫保持密切聯繫。

�各分駐(派出)所應於所轄區域級以上醫院區域級以上醫院區域級以上醫院區域級以上醫院（含醫學中
心）急診室適當位置設置巡邏箱設置巡邏箱設置巡邏箱設置巡邏箱，加強巡邏。警察局、
分局之直屬隊亦應列入巡邏重要處所列入巡邏重要處所列入巡邏重要處所列入巡邏重要處所，以複式巡邏方複式巡邏方複式巡邏方複式巡邏方
式增加巡邏密度式增加巡邏密度式增加巡邏密度式增加巡邏密度。

�巡邏員警應留意急診室四周可疑人、事，謹慎查處外，
並應進入急診室重點守望進入急診室重點守望進入急診室重點守望進入急診室重點守望，以維護病患及醫院安全。

39

�加強預防犯罪宣導作為加強預防犯罪宣導作為加強預防犯罪宣導作為加強預防犯罪宣導作為

於各醫院急診室周圍於各醫院急診室周圍於各醫院急診室周圍於各醫院急診室周圍張貼反暴力等宣導海報張貼反暴力等宣導海報張貼反暴力等宣導海報張貼反暴力等宣導海報，，，，並於針對並於針對並於針對並於針對
是類案件是類案件是類案件是類案件進行預防犯罪宣導進行預防犯罪宣導進行預防犯罪宣導進行預防犯罪宣導，，，，以提升民眾相關認知以提升民眾相關認知以提升民眾相關認知以提升民眾相關認知。。。。



�落實落實落實落實「「「「110110110110」」」」報案系統報案系統報案系統報案系統，，，，即時反應處理即時反應處理即時反應處理即時反應處理

�各警察機關加強與轄內各醫療院所之雙向聯繫雙向聯繫雙向聯繫雙向聯繫，一
旦接獲報案或判定有暴力事件滋事之虞，應立即調立即調立即調立即調
派警力前往查處派警力前往查處派警力前往查處派警力前往查處。

�對於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方法，滋擾醫滋擾醫滋擾醫滋擾醫
院秩序或妨害執行醫療業務行為屬實院秩序或妨害執行醫療業務行為屬實院秩序或妨害執行醫療業務行為屬實院秩序或妨害執行醫療業務行為屬實者，應依據刑
法傷害罪、恐嚇罪及醫療法第106條等相關規定，
從嚴依法究辦從嚴依法究辦從嚴依法究辦從嚴依法究辦。

�鼓勵鼓勵鼓勵鼓勵員警員警員警員警積極查處積極查處積極查處積極查處、、、、落實勤務落實勤務落實勤務落實勤務

鼓勵員警落實執行上開醫療院所急診室之巡邏勤務，
並勇於查處是類暴力案件勇於查處是類暴力案件勇於查處是類暴力案件勇於查處是類暴力案件，對於相關出力人員應予從
優敘獎，以激勵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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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醫療場所運用環境犯罪學醫療場所運用環境犯罪學醫療場所運用環境犯罪學醫療場所運用環境犯罪學
原理及情境犯罪預防技巧原理及情境犯罪預防技巧原理及情境犯罪預防技巧原理及情境犯罪預防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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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醫療法第依據醫療法第依據醫療法第依據醫療法第24242424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
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以確保醫事人員執以確保醫事人員執以確保醫事人員執以確保醫事人員執
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

醫療機構有責任建構醫療機構有責任建構醫療機構有責任建構醫療機構有責任建構
安全無虞的醫療環境安全無虞的醫療環境安全無虞的醫療環境安全無虞的醫療環境！！！！！！！！

運用環境犯罪學原理及情境犯罪預防技巧運用環境犯罪學原理及情境犯罪預防技巧運用環境犯罪學原理及情境犯罪預防技巧運用環境犯罪學原理及情境犯罪預防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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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犯罪學－環境設計預防犯罪

環境犯罪學強調對環境的設計與控制強調對環境的設計與控制強調對環境的設計與控制強調對環境的設計與控制，藉以減少犯罪減少犯罪減少犯罪減少犯罪
機會機會機會機會及降低成為犯罪者所選擇之合適標的物降低成為犯罪者所選擇之合適標的物降低成為犯罪者所選擇之合適標的物降低成為犯罪者所選擇之合適標的物之可能性。

Jeffery(1971)在「透過環境設計以預防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CPTED)
一書中，提出透過適當的都市環境設計透過適當的都市環境設計透過適當的都市環境設計透過適當的都市環境設計，可讓生活空可讓生活空可讓生活空可讓生活空
間更安全間更安全間更安全間更安全，減少犯罪隱匿，並增加人際互動，進而降
低犯罪機會之發生。

Jeffery認為有效的環境規劃與設計，包括物理設施之物理設施之物理設施之物理設施之
強化與人文環境之改變強化與人文環境之改變強化與人文環境之改變強化與人文環境之改變，如減少街道髒亂、廢棄建築物、
強化建築物的安全裝置、改善街燈照明設備及鄰里守望
相助等均能有效減少犯罪有效減少犯罪有效減少犯罪有效減少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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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犯罪學－防衛空間 1

Newman(1973) 研究紐約市都會建築與犯罪之關係，提
出「防衛空間」(defensible space)的概念，認為可以
藉著特殊的建築設計降低犯罪的機會藉著特殊的建築設計降低犯罪的機會藉著特殊的建築設計降低犯罪的機會藉著特殊的建築設計降低犯罪的機會，而達到犯罪預防
的效果。

「防衛空間」的策略是藉由將物理環境予以組織化將物理環境予以組織化將物理環境予以組織化將物理環境予以組織化，提提提提
升人們的領域感升人們的領域感升人們的領域感升人們的領域感，進而能夠察覺環境變化察覺環境變化察覺環境變化察覺環境變化，傳達潛在犯
罪者此區域是有管理的領域。在環境設計的領域內，
Newman 認為「防衛空間」具有下列4項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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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１、、、、領域感領域感領域感領域感（（（（territorialityterritorialityterritorialityterritoriality））））
Newman將地區性的空間分為私人，半私人，半公共和公共空間4
類；他認為當空間越私人化當空間越私人化當空間越私人化當空間越私人化，可提高安全性和預防犯罪可提高安全性和預防犯罪可提高安全性和預防犯罪可提高安全性和預防犯罪，人們
通常較有責任感去維護私人和半私人的空間。在完全公共區域在完全公共區域在完全公共區域在完全公共區域，，，，
監控是很困難而犯罪危險性卻最高監控是很困難而犯罪危險性卻最高監控是很困難而犯罪危險性卻最高監控是很困難而犯罪危險性卻最高。

２２２２、、、、自然監控自然監控自然監控自然監控（（（（natural surveillancenatural surveillancenatural surveillancenatural surveillance））））
利用建築環境之設計，使土地建築所有者有較佳的監控視野，
以監控陌生人之活動，在必要時採行防護措施。

３３３３、、、、意象意象意象意象（（（（imageimageimageimage））））
建築物應避免給人疏於管理之印象，減少成為合適標的物之機會。
相反地，應強化具有良善管理之意象，使犯罪者不敢覬覦。

４４４４、、、、周遭環境周遭環境周遭環境周遭環境（（（（milieumilieumilieumilieu））））
係指建築物所座落環境的安全程度，社區安置於低犯罪、高度監
控之區域，則可減少犯罪機會，有效控制犯罪的發生。

環境犯罪學－防衛空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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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犯罪學－情境犯罪預防 1

延續Jeffery「透過環境設計以預防犯罪」及Newman
「防衛空間」等環境設計進行預防犯罪之概念，
Clarke（1997）在「情境犯罪預防」一書中，融入理
性選擇觀點、日常活動理論及環境設計概念，提出情
境犯罪預防策略。

認為犯罪是一種犯罪是一種犯罪是一種犯罪是一種「「「「機會機會機會機會」」」」、、、、「「「「監控監控監控監控」」」」及及及及「「「「有動機及能有動機及能有動機及能有動機及能
力之嫌疑人力之嫌疑人力之嫌疑人力之嫌疑人」」」」結合的作用結合的作用結合的作用結合的作用，可因標的對象受到防衛及
犯罪機會、潛在犯罪者受到控制，而使犯罪能夠加以
預防。

情境犯罪預防的焦點在於犯罪的情境焦點在於犯罪的情境焦點在於犯罪的情境焦點在於犯罪的情境，而不是犯罪人而不是犯罪人而不是犯罪人而不是犯罪人；
情境犯罪預防的目的是期望在犯罪發生之前就先阻止期望在犯罪發生之前就先阻止期望在犯罪發生之前就先阻止期望在犯罪發生之前就先阻止
犯罪的發生犯罪的發生犯罪的發生犯罪的發生，而不是要偵查或懲罰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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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犯罪學－情境犯罪預防 2

情境犯罪預防並不是透過改造社會的方式來消除人們
的犯罪或偏差行為傾向，而是要降低犯罪活動對潛在
犯罪人的吸引力。

情境犯罪預防主要的目標在於「增加犯罪人的犯罪風
險」、「增加犯罪人犯罪的成本」、「減少犯罪人犯
罪的酬賞」、「促使犯罪人因犯罪而產生犯罪感與羞
恥感」。

因循這4項目標，發展25種具體犯罪預防技術，包括：

1111、、、、增加犯罪阻力增加犯罪阻力增加犯罪阻力增加犯罪阻力。

2222、、、、增加犯罪風險增加犯罪風險增加犯罪風險增加犯罪風險。

3333、、、、減少犯罪誘因減少犯罪誘因減少犯罪誘因減少犯罪誘因。

4444、、、、減少犯罪刺激減少犯罪刺激減少犯罪刺激減少犯罪刺激。

5555、、、、移除犯罪藉口移除犯罪藉口移除犯罪藉口移除犯罪藉口。 47



情境犯罪預防的情境犯罪預防的情境犯罪預防的情境犯罪預防的25252525個技巧個技巧個技巧個技巧

增加犯罪所需功夫增加犯罪所需功夫增加犯罪所需功夫增加犯罪所需功夫
1.標的物強化 2.門禁管制
3.過濾出口 4.使犯罪者改道
5.控制工具/武器

增加犯罪風險增加犯罪風險增加犯罪風險增加犯罪風險
1.擴展監督者職責 2.協助自然監督
3.降低匿名 4.地方管理者
5.增強正式監督

降低犯罪報酬降低犯罪報酬降低犯罪報酬降低犯罪報酬
1.隱藏標的物 2.移除標的物
3.辨識財產 4.瓦解市場
5.戒絕利益

降低對犯罪的刺激降低對犯罪的刺激降低對犯罪的刺激降低對犯罪的刺激
1.降低挫折與壓力 2.避免爭執
3.降低誘惑與壓力 4.緩和同儕壓力
5.防止模仿

消除藉口消除藉口消除藉口消除藉口
1.設立規則 2.宣告指示
3.喚起良知 4.協助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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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犯罪阻力增加犯罪阻力增加犯罪阻力增加犯罪阻力 增加犯罪風險增加犯罪風險增加犯罪風險增加犯罪風險 減少犯罪誘因減少犯罪誘因減少犯罪誘因減少犯罪誘因 減少犯罪剌激減少犯罪剌激減少犯罪剌激減少犯罪剌激 移除犯罪藉口移除犯罪藉口移除犯罪藉口移除犯罪藉口

強化標的
＊龍頭鎖、防止汽
車啟動的裝置
＊防盜隔幕
＊防破壞包裝

擴充監控
＊例行提醒，夜行結
伴，有人居留之跡象
，攜帶手機
＊家戶聯防相助

隱匿標的
＊車輛不停放於街道
上
＊性別中立化電話簿
＊無標誌運鈔車

減緩挫折與壓力
＊有效率的排隊與有禮
貌的服務
＊擴充塵椅
＊柔和的音樂與光線

訂定規範
＊租賃條約
＊騷擾防治規範
＊旅館登註

管制通道
＊入口通話裝置
＊電子通行證/行
李安檢

增加自然監控
＊改善街道照明
＊防衛空間的設計

移除標的
＊婦女庇護區
＊可拆式汽車音響
＊預付電話卡

避免爭執
＊隔離足球隊迷間的可
能衝突
＊降低酒吧的擁擠
＊制定計程車收費標準

敬告守則
＊禁止停車
＊私人土地
＊撲滅營火

過濾出口
＊有票根才可出口
＊出境文件
＊磁化商品標籤

減少匿名
＊計程車司機的身份
識別證
＊ I-800 的申訴電話
＊學校制服

財物識別
＊財產標註
＊車輛牌照與零件註
冊
＊牛隻標記

減少情緒挑逗
＊暴力色情影片的控管
＊提昇球場內的模範行
為
＊禁止激進的毀謗

激發良心
＊路旁超速板
＊關稅簽名
＊「偷竊商品是
違法的行徑」

轉移嫌犯
＊道路封閉
＊分隔女廁
＊分散酒吧

職員功用
＊雙層士安裝CCTV
＊便利商店安排兩位
店員
＊獎勵維護紀律職員

搗亂市場
＊監控當鋪
＊分類廣告控管
＊街頭攤販領照

減少同儕壓力「白痴才
酒醉駕車」
＊「說不沒有關係」
＊在學校中分散麻煩人
物

協助遵守規則
＊簡易圖書借出
手續
＊公共廁所
＊垃報桶

管制器械
＊「智慧型」槍技
＊失竊後便不能使
用的行動電話
＊嚴格管制少年購
買噴漆

強化正式監控
＊闖紅燈照相機
＊防盜警鈴
＊保全警衛

否定利益
＊防盜墨水標籤
＊清洗塗鴉
＊減速路凸

避免模仿
＊公物破壞後立即修繕
＊電視內安裝V 晶片
＊避免作案模式之散布

管制藥酒
＊酒吧裡設酒測
器
＊侍者調解
＊無酒精活動

情境犯罪預防情境犯罪預防情境犯罪預防情境犯罪預防25252525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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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急診室為例以急診室為例以急診室為例以急診室為例

建構一個建構一個建構一個建構一個免於暴力威脅的安全免於暴力威脅的安全免於暴力威脅的安全免於暴力威脅的安全醫療醫療醫療醫療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增加犯罪阻力增加犯罪阻力增加犯罪阻力增加犯罪阻力 增加犯罪風險增加犯罪風險增加犯罪風險增加犯罪風險 減少犯罪誘因減少犯罪誘因減少犯罪誘因減少犯罪誘因 減少犯罪剌激減少犯罪剌激減少犯罪剌激減少犯罪剌激 移除犯罪藉口移除犯罪藉口移除犯罪藉口移除犯罪藉口

強化標的
＊改善急診醫療
空間

擴充監控
＊ 例行提醒
＊與警方聯防互
助

隱匿標的
＊設定探病時
間

減緩挫折與壓力
＊有效率的排隊與有禮

貌的服務
＊擴充座椅
＊柔和的音樂與光線

訂定規範
＊急診室安全規
範
＊ 探病規範

管制通道
＊電子通行證

增加自然監控
＊改善照明
＊防衛空間的設
計

避免爭執
＊隔離可能衝突
＊降低診間擁擠

管制藥酒
＊禁止酒醉者進
出

過濾出口
＊換證進出
＊使用陪病證

減少匿名
＊職員識別證

減少情緒挑逗
＊禁止激進的言語對話

管制器械
＊嚴格管制刀械

職員管理
＊獎勵維護秩序
職員

避免模仿
＊公物破壞後立即修繕
＊避免作案模式之散布

強化正式監控
＊設置警鈴
＊保全警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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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反詐騙預防宣導反詐騙預防宣導反詐騙預防宣導反詐騙預防宣導



詐欺犯罪詐欺犯罪詐欺犯罪詐欺犯罪

102102102102年詐欺犯罪發生年詐欺犯罪發生年詐欺犯罪發生年詐欺犯罪發生1111萬萬萬萬7777,,,,744744744744件件件件，，，，較較較較101101101101年減少年減少年減少年減少2222,,,,677677677677件件件件

((((----13131313....11111111%%%%))))；；；；財損金額為財損金額為財損金額為財損金額為37373737億億億億6666,,,,818818818818萬餘元萬餘元萬餘元萬餘元，，，，較較較較101101101101年減年減年減年減

少少少少4444億億億億9999,,,,326326326326萬餘元萬餘元萬餘元萬餘元((((----11111111....57575757%%%%))))，，，，詐欺犯罪發生數及財損詐欺犯罪發生數及財損詐欺犯罪發生數及財損詐欺犯罪發生數及財損

金額均為近金額均為近金額均為近金額均為近10101010年最低年最低年最低年最低。。。。

93年至102年詐欺犯罪發生數及財損趨勢圖93年至102年詐欺犯罪發生數及財損趨勢圖93年至102年詐欺犯罪發生數及財損趨勢圖93年至102年詐欺犯罪發生數及財損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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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2102102年全般詐欺財損金額下降年全般詐欺財損金額下降年全般詐欺財損金額下降年全般詐欺財損金額下降，，，，但但但但「「「「假冒公務機假冒公務機假冒公務機假冒公務機

關關關關」」」」詐騙類型財損金額增加詐騙類型財損金額增加詐騙類型財損金額增加詐騙類型財損金額增加，，，，雖雖雖雖102102102102年年年年9999至至至至12121212月財月財月財月財

損超過百萬以上案件及金額已有減少情形損超過百萬以上案件及金額已有減少情形損超過百萬以上案件及金額已有減少情形損超過百萬以上案件及金額已有減少情形，，，，仍需仍需仍需仍需

持續強化因應作為持續強化因應作為持續強化因應作為持續強化因應作為。。。。

�102102102102年民眾所報詐欺案件年民眾所報詐欺案件年民眾所報詐欺案件年民眾所報詐欺案件，，，，以以以以「「「「解除解除解除解除ATMATMATMATM分期付款分期付款分期付款分期付款」」」」

類型為最大宗類型為最大宗類型為最大宗類型為最大宗((((占占占占30303030....59595959%%%%))))，，，，應列為重點防制項目應列為重點防制項目應列為重點防制項目應列為重點防制項目。。。。

�102102102102年年年年10101010至至至至12121212月間月間月間月間，，，，「「「「小額付款詐欺案件小額付款詐欺案件小額付款詐欺案件小額付款詐欺案件」」」」發生發生發生發生

數有增加之情形數有增加之情形數有增加之情形數有增加之情形，，，，應儘速強化防詐騙機制應儘速強化防詐騙機制應儘速強化防詐騙機制應儘速強化防詐騙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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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詐騙手法分析近期詐騙手法分析近期詐騙手法分析近期詐騙手法分析

�經分析近期發生較多之詐騙案類
為手機簡訊詐欺案件手機簡訊詐欺案件手機簡訊詐欺案件手機簡訊詐欺案件((((惡意連結簡惡意連結簡惡意連結簡惡意連結簡
訊訊訊訊))))，此類手法係駭客利用簡訊寄
送大量惡意連結，致使民眾手機
下載後，即遭冒名申請小額付費
及通過驗證購買遊戲點數，造成
財產損失。

�經統計，102102102102年手機簡訊詐欺案件年手機簡訊詐欺案件年手機簡訊詐欺案件年手機簡訊詐欺案件
發生發生發生發生272272272272件件件件、財損金額財損金額財損金額財損金額245245245245萬萬萬萬6,1996,1996,1996,199
元元元元，103103103103年年年年1111至至至至4444月發生月發生月發生月發生497497497497件件件件、財財財財
損金額損金額損金額損金額315315315315萬萬萬萬0,2930,2930,2930,293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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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點擊請勿點擊請勿點擊請勿點擊下列下列下列下列網址連結網址連結網址連結網址連結，，，，可可可可
能會導致手機中毒以及造成能會導致手機中毒以及造成能會導致手機中毒以及造成能會導致手機中毒以及造成
電信小額付款費用產生電信小額付款費用產生電信小額付款費用產生電信小額付款費用產生。。。。

�這是這是這是這是165165165165專線所整理專線所整理專線所整理專線所整理！！！！不要點不要點不要點不要點
擊擊擊擊！！！！不要點擊不要點擊不要點擊不要點擊！！！！詐騙的新型詐騙的新型詐騙的新型詐騙的新型
犯罪手法犯罪手法犯罪手法犯罪手法！！！！

�以下為整理近一個月來最新以下為整理近一個月來最新以下為整理近一個月來最新以下為整理近一個月來最新
手機釣魚簡訊內容手機釣魚簡訊內容手機釣魚簡訊內容手機釣魚簡訊內容，，，，請牢記請牢記請牢記請牢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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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xx您的快遞通知單快遞通知單快遞通知單快遞通知單，收件簽收電子憑證請查收.台灣宅台灣宅台灣宅台灣宅
配通配通配通配通http://goo.gl/976Z...

2.張xx女士，您正在申請網上支付申請網上支付申請網上支付申請網上支付103103103103年年年年3333月電費共計月電費共計月電費共計月電費共計880880880880元元元元
，若非本人操作，請查看電子憑證進行取消
http://goo.gl/XcP...

3.您正在申請網上支付103年2月電費共計367元，若非本人
操作，請查看電子憑證進行取消請查看電子憑證進行取消請查看電子憑證進行取消請查看電子憑證進行取消 http://goo.gl/UB9...

4.郝xx女士，勝偉黑貓宅急便通知您勝偉黑貓宅急便通知您勝偉黑貓宅急便通知您勝偉黑貓宅急便通知您，您的快遞簽收
http://goo.gl/s8n...

5.【宅急便宅急便宅急便宅急便】您的快遞通知單您的快遞通知單您的快遞通知單您的快遞通知單，收件簽收電子憑證
http://goo.gl/q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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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xx先生,親愛的會員您好，您所購買的商品已送達您所購買的商品已送達您所購買的商品已送達您所購買的商品已送達
【【【【興貿門市興貿門市興貿門市興貿門市】】】】，請於7天內取件. 寄件代碼
http://goo.gl/Ge0...

7.莊xx您有一件包裹簽收單電子憑證請查收有一件包裹簽收單電子憑證請查收有一件包裹簽收單電子憑證請查收有一件包裹簽收單電子憑證請查收。包裹號
：33354621...黑貓宅急便黑貓宅急便黑貓宅急便黑貓宅急便http://goo.gl/fgB...

8.您的DHLDHLDHLDHL國際快遞即將到達國際快遞即將到達國際快遞即將到達國際快遞即將到達，詳情請查閱電子單號
http://goo.gl/UB9...

9.響應政府提升就業英語力計畫開放民眾免費索取政府提升就業英語力計畫開放民眾免費索取政府提升就業英語力計畫開放民眾免費索取政府提升就業英語力計畫開放民眾免費索取800800800800
堂美語課程英文檢測堂美語課程英文檢測堂美語課程英文檢測堂美語課程英文檢測！名額有限速登記：
http://goo.gl/F0q...

10.陳xx我鼓起勇氣才敢對你表白我鼓起勇氣才敢對你表白我鼓起勇氣才敢對你表白我鼓起勇氣才敢對你表白，我寫下很多，想對
你講的話，保存在網盤照片裡保存在網盤照片裡保存在網盤照片裡保存在網盤照片裡，只能用你門號看
http://goo.gl/4b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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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捌捌捌、、、、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58

在醫療院所內之暴力行為，不僅涉及個人法益之
侵害，更對所內所有病人、訪客及醫事人員之安
全造成危險，故於發生醫療暴力時，除訴諸法律
將施暴者繩之以法外，院方更應負起責任院方更應負起責任院方更應負起責任院方更應負起責任，透過透過透過透過
強化場所安全強化場所安全強化場所安全強化場所安全，加強醫療院所與警方聯繫機制加強醫療院所與警方聯繫機制加強醫療院所與警方聯繫機制加強醫療院所與警方聯繫機制，
降低該類案件發生之可能，維護醫療人員及就診
患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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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