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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調查局　林聖智

調查局破獲安非他命毒品
走私出境案

假 真蜜月     攜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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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小百科

何謂甲基安非他命？

1887 年安非他命誕生於德國，隨後日本開發出效果更強且
易於製造的甲基安非他命；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曾出現在日
本神風特攻隊的必用品中，駕駛員於執行自殺任務前，用來保
持清醒並維持亢奮狀態。

俗稱窮人的古柯鹼、甲安、安公子、安仔、冰毒或冰塊，
通常為無味的結晶狀白色粉末，施用者可藉由口服、吸入或針
筒注射來使用。相對於由植物提煉而來的古柯鹼，甲基安非他
命是混合數種安非他命及其他化學製品的「人造」化合物，主
要成分可來自日常生活的感冒藥，於非法實驗室製造的過程中
通常會產生有毒廢棄物，暴露其中會使人生病。

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初期可獲得興奮劑的效果，但之後就會
開始系統性的破壞施用者的身體，包括記憶力損失、暴力傾向、
精神錯亂、心臟與腦部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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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到寒暑假旅遊旺季，

各大旅行業者出團熱絡，不僅

是民眾出國旅遊大好時機，另

一方面，也讓販毒集團有可趁

之機，企圖魚目混珠，安排運

毒交通混入旅行團走私毒品，

本次查獲走私毒品之呂員 2
人，就是一對情侶，因男方

好賭而積欠賭債，為償還賭

債竟與販毒集團勾結，共謀走私毒品出境，而呂員為

能獲得更多報酬，竟不惜犧牲女友，與販毒集團達成協議，比原約定攜帶走

私的數量多出一倍，並將多出之毒品，藏放於女友之行李箱內，陳女在出關

前還真以為要與男友共度蜜月，在機場內銀行開心兌換外幣，殊不知專案組

早已掌握全部走私活動，於出境前在桃園機場內查獲其 2 人托運行李中，共

夾帶甲基安非他命毒品 10 大包，總重約 6 公斤，數量相當可觀。

另外，此次夾藏手法更是特殊，毒品係夾藏於國內知名品牌的堅果、早

餐玉米穀片及水果乾脆片等零食之原封包裝內，由包裝外表完全看不出有拆

封痕跡，在未拆封之前實在難辨真偽，幸而在調查局緝毒專組長期偵查下，

並利用假日數次南下北上跟監蒐證，期間更在呂員入住高雄地區之汽車旅館

外辛苦守候多時，確認呂員 2 人確實攜帶毒品，才使本批毒品能夠成功攔截

於國內，並逮捕這對運毒鴛鴦到案。

由此次案例要提醒國人，運輸毒品最高可判處死刑，因此出國旅遊期

間，無論是出境或入境，無論是朋友或陌生人，切勿幫人攜帶物品通關，避

免造成無法挽回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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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安全聯防
通報機制偵破
  世紀大案紀實

■ 華國大飯店安全部經理　許肇仁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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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安全聯防
通報機制偵破
  世紀大案紀實

105 年 7 月 10 日晚間，由俄羅斯與東

歐籍犯罪集團在臺灣針對第一銀行提款機

進行網路遠端遙控攻擊，讓提款機自動吐

鈔，復由該集團外籍車手在各地提款機取

款，因其手法前所未見，被喻為臺版「瞞

天過海」。由於外籍嫌犯真實身分難以掌

握，以致案情一度膠著，警方在鋪天蓋地

過濾全國錄影監視器畫面外，另透過臺北

市觀光飯店「安全聯防通報」系統傳遞可

疑嫌犯資料。

（圖片來 作者提供）

華國大飯店（以下簡稱本飯店）安全

部接獲通報後立即向房務部查詢過濾可疑

人員，幾經比對後，發現共有兩位嫌犯在

7 月 9 日、10 日先後入住，7 月 9 日入住

者為 L 君，7 月 10 日入住者為 M 君，兩人

的特色都是英語不甚流利，所留聯絡電話

均係國外門號，同時均以現金支付押金與

住房費。本人隨即將兩位住宿嫌犯資料通

報臺北市警方專案組，該組立即派員前來

向當日執班櫃檯進行查證入住細節，並調

閱過濾錄影監視畫面。本飯店另依照該案

之警調分工，將 L、M 兩位嫌犯所留之電

子郵件信箱（XXX@mail.ru）與相關資料於

第一時間通報臺北市調查處外事站聯繫據

點，轉請調查局資通安全處進行網路犯罪

的後續追查。

警方根據本飯店櫃檯描述與

監視器畫面，發現 L、M 二人均在

隔日凌晨退房，辦理手續時神色

慌張，甚至沒有拿回押金就要離

開，另一特徵為二人入住時均未

攜帶大型行李，但離去時都多了

兩個大型帆布行李袋，警方依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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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方向正確，最後依照該飯店大門外監

視器看到二人先後搭乘計程車反查，發現

其最後停車點為臺北火車站，專案小組循

線找出關鍵的大型寄物櫃進行守候埋伏，

奠定了後續破案起贓的關鍵。由於警方在

向本飯店櫃檯查訪時，櫃檯人員記得嫌犯

在入住時曾提到還有一位朋友可能過兩天

會前來入住，顯示仍有外籍嫌犯要來臺協

助犯案，大幅增加了專案小組在臺破案信

心。未久，本案東歐籍同夥抵臺，果然前

往臺北火車站拿取贓款，讓警方專案組甕

中捉鱉，漂亮偵破此一橫跨歐亞的世紀跨

國巨案。

由於本飯店安全通報對於偵破本案具

有關鍵影響力，臺北市柯市長於 105 年 7
月 27 日舉行破案有功人士頒獎典禮時，特

別致贈本人市府獎狀；另本飯店亦因安全

防護表現優異，於 105 年 12 月 27 日再榮獲

臺北市觀光飯店安全防護工作評鑑年度特

優單位，由內政部葉部長與警政署陳署長

聯合頒獎，亦由本人代表本飯店受獎。

本案另衍生有趣插曲，警方專案小組

大批人馬前來本飯店查證後，飯店內可能

藏有巨款消息不脛而走，各部門同仁都對

這兩個房間產生「尋寶」的高度興趣。安

全部先以職責所在，對該二房間進行嚴格

進出管制，實施地毯式清查，上至天花板，

下至馬桶水箱與床墊底下嚴格查找，均一

無所獲。安全部放棄後，房務部又以打掃

清理為由再度大批動員，亦無功而返；最

後則是客房部以檢視內部裝修陳設為由，

入內翻箱倒櫃，當然也是空手而回，正當

飯店上下疑惑贓款藏在何處之際？本人才

悠然的表示，嫌犯入住時空手，走的時後

提了兩大帆布袋，裡面應該都是贓款，大

夥搖頭感嘆白忙一場，也印證了古人所說

「非分之財不可貪」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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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資訊中心科長　王明德

巨量 CCTV 影像之應用影像之應用

神鬼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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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國 911 事件發生後，全球恐怖事

件層出不窮，土耳其、埃及與德國柏林耶

誕市集又相繼被攻擊，使得各國無不大

幅增加國家安全預算，普遍地將閉路電視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簡 稱 CCTV） 系

統運用在犯罪預防上。根據研究指出，目

前全英國約有 420 萬部閉路電視攝影機，

平均每 14 個人就有一部，數量及密度皆

居世界第一，不論地鐵、火車站、銀行

等，幾乎所有公共場所都有安裝閉路電視

攝影機，每個英國市民平均每人每天被照

三百次，過去十年英國內政部花費近臺幣

三百億元投資閉路電視相關設備。

巨量資料（B i g  D a t a ）特性

新興網路科技發展帶來大量聯網的人

與物，因而產生一般傳統資料庫軟體工具

難以儲存處理的大量資料；此外，有別於

傳統結構化交易資料，新興科技所帶來資

料更多屬於非結構化的（例如：網站記錄

Log、社群網頁、影音圖檔等），而且資

料是源源不斷迅速地產生，每秒鐘達到數

千次以上交易。一般而言，「巨量資料」

具有 4V 特性：大量性（Volume）、即時性

（Velocity）、 多 樣 性（Variety）、 真 實 性

（Veracity），僅由數據資料或文字資料觀

看，一般人較無法理解「巨量資料」4V 特

性，惟若從閉路電視影像的角度來看，較

容易看出巨量資料特性。

犯罪偵查閉路電視（C C T V ）系統運作

情形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自 97 年 1
月至 12 月止，臺灣地區因裝設閉路電視系

統而破獲刑案共計 6,361 件，較 96 年（即

未普及閉路電視期間）3,715 件，增加 2,646
件，增幅達 71.22%，可見閉路電視數量

和因閉路電視破獲件數二者間呈現正向關

係，成效良好，顯示閉路電視系統兼具預

防犯罪與犯罪調查這兩大功能。由於因建

置閉路電視系統協助破案的績效已明顯成

長，全臺各地至今仍不斷建置中，但建置

後必須花費龐大的人力進行維護，透過導

入科技分析技術及運用偵查技巧，結合目

前實務單位閉路電視系統的運作情形，以

節省人力及提升犯罪偵查效果。

一、影像整合跨轄調閱更便利

臺灣全島 19 個縣市，合計約七萬五千

支路口閉路電視，如何整合各縣市之既有

路口閉路電視系統，提供遠端調閱功能，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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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縣市間協同辦案能力為目前當務之

急。內政部警政署自 102 年起開始建置全

國閉路電視影像調閱整合系統，預計至 106

年底可完成全島 19 個縣市跨轄路口閉路電

視之整合介接。

完成全國閉路電視影像調閱整合系

統，可提供遠端調閱影像資料等功能，當

員警偵辦跨縣市犯案時，可節省車程往返

的時間，加速縣市間協同辦案能力，掌握

破案關鍵契機。

二、智慧影像分析加速處理時效

調閱閉路電視影像目的著重於進行臉

部及車牌辨識之效果，以確定犯嫌身分或

涉案車輛資訊，可透過影像視訊濃縮提升

檢索效率，加速處理時效，將數小時視訊

內容壓縮為數分鐘視訊摘要，分析影像中

物件（如車輛、行人）之移動軌跡，員警

檢視視訊摘要即可過濾內容，減少人工觀

看時間，提升影像檢索效率。

導入智慧影像辨識及巨量影像分析篩

選技術，包含物件外型色彩蒐尋、開放環

境人臉辨識、遮蔽人臉擬真、聚眾異常事

件分析等，以輔助員警辦案及減輕人工過

濾影片負擔，並結合車駕籍資料，分析異

常車輛軌跡、偽（變）造車牌、犯案隨行

車輛、治安熱點等資訊比對，藉以萃取輔

助辦案情資並有效打擊犯罪。

三、輔以其他偵查技巧發揮偵查效益

一般認為調閱閉路電視影像毫無技巧

可言，就是純粹瀏覽影像找出犯嫌特徵、

行蹤或其交通工具，至於能否破案則端賴

運氣。其實，若將閉路電視定位為追蹤器，

由經驗豐富的檢警調人員大膽假設、細心

求證及邏輯推理方式投入調閱工作，將有

助提升運用閉路電視之效能。當以閉路電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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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破獲刑案之能量彰顯或犯罪者評估於犯

罪過程中，被掌握行蹤的機會增加，會因

做案成本及落網風險提升而理性選擇放棄

犯行，藉此達到嚇阻犯罪之目的。

實務上，警察單位長期累積調閱閉路

電視影像經驗發現，目前最適合的偵查模

式，即為案件發生後，運用同心圓理論找

尋歹徒蹤跡，尋獲後再利用暴風路徑追蹤

模式追蹤歹徒或其交通工具。104 年 1 月

13 日於臺北市萬華區「峨眉停車場」發生

兩死槍擊殺人案，據現場遺留之便利商店

發票，擴大調閱相關閉路電視影像，經調

閱結果發現閉路電視影像中持槍行兇之人

可能為綽號「阿福」之男子，並運用相關

偵查技巧逮捕行兇之人而破獲本案。

結語

「監視」是全球電影界最夯的題材，

在滿佈閉路電視的城市，等於一舉一動都

已被 24 小時鎖定，但從另一角度來看，閉

路電視系統以銳利的鷹眼俯視大街小巷，

24 小時守護人民的安全，並使不法人士無

所遁形，其對刑案偵查及還原事故的強大

功能，已為社會大眾及各界人士所認同，

對於犧牲些許隱私換得更好的治安生活環

境亦有共識。而當刑案或事故發生時，調

閱閉路電視影像已經成為員警不可或缺的

偵查手段，然礙於現實，閉路電視無法普

及於每一個角落，其設置地點與攝向亦因

隱私權保障及軟硬體技術規格而有一定的

侷限性，並非是能解決一切難題的萬靈丹，

仍須結合其他偵查工具或手段配合運用，

才是正確、有效率的偵查方式，進一步彰

顯犯罪預防及犯行追緝之效能，使全體國

人享受更優質的治安生活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