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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宜蘭縣(以下簡稱本縣)治安分析可追溯自民國 92 年至 94 年，

95 年起至今長期觀察交通事故，今(108)年著眼於本縣治安概況，

由概況、結構、變遷等不同角度切入分析，提供長官決策應用

及民眾對本縣整體治安之認識，除建立本分析日後深入主題之

基礎，亦有宣導、防制等效果。本縣警察局(以下簡稱本局)於治

安成效實為顯著，執行專案、打擊犯罪不遺餘力，檢視 107 年度

執行績效如下：

 107 年第 2 波安居緝毒專案，獲內政部警政署評定為全國丙

組第一名。

 107 年 1-6 月警察機關精進緝毒成效工作計畫，獲內政部警

政署評定為全國丙組第一名。

 107 年 7-12 月警察機關精進緝毒成效工作計畫，獲內政部警

政署評定為全國丙組第一名。

 查捕逃犯 107 年上、下半年經內政部警政署評定為績優單位。

 107 年「檢肅幫派工作績效評核計畫」，獲內政部警政署評

為全國乙組第三名(特優)。
 受理報案 E 畫平臺失車資料處理系統，獲內政部警政署評為

全國丙組第二名。

　　警政工作舉凡犯罪偵防、保護婦幼安全、防制少年犯罪、

社會秩序維護、交通執法等，犯罪情勢可能受到政府政策、法

律修正、警政專案、社經變化，人口結構、產業結構等影響。

交通事故分析統計分析運行多年，模式較完善，故本分析排除

交通執法部分，針對治安層面嘗試利用現有公開之統計數據呈

現本局執行績效及犯罪趨勢變化，由各類案件發生數、破獲數、

被害人、嫌疑人，觀看近年度之變化趨勢以瞭解各項案類之消

長、結構變化與各項基本特徵(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透過
犯罪人口率、破獲率進行本縣各分局轄區比較，再以直觀易懂

方式敘述及分析，除作為未來進行專題性主題深入分析之基礎，

亦可增加民眾對本縣治安狀況有感。

　　公務統計數據的變化呈現了業務的績效，數據背後忠實記

錄著某項政策執行、某事件發生等影響，對於宣揚政績、事前

事後的檢討溯因與犯罪預防，或是增進民眾了解治安現況，統

計分析皆扮演著橋梁的角色。警察機關為處理案件發生之最前

期、最主要單位，警方發布之數據常用來衡量整體治安之先期

且即時指標，從該角度描述本縣犯罪的現況、結構、變遷及特

徵，以統計數據與各項指標反映政策效果與執行績效，期能對

本縣治安重點規劃工作有所助益，發揮統計功能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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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名詞定義

一、本分析資料，以宜蘭縣(以下簡稱本縣)資料為主，「年」係

指全年，「年度」係指「會計年度」，均自該年 1 月 1 日起

至該年 12 月 31 日為止。

二、本縣分為宜蘭、頭城、羅東、蘇澳、礁溪、壯圍、員山、

五結、冬山、三星、大同、南澳等十二個鄉鎮市行政區，共

設宜蘭、礁溪、羅東、蘇澳、三星等 5個分局及頭城、壯圍、

員山、五結、冬山、大同、南澳等 7個分駐所。

三、轄區平均每位員警負擔人口數：轄區人口數/轄區派出所員

警數(包含所長、副所長及警員)。
四、刑事案件：包括竊盜、贓物、賭博、傷害、詐欺背信、妨

害自由、殺人、駕駛過失、妨害婚姻及家庭、妨害風化、妨

害性自主、內亂、恐嚇取財、擄人勒贖、侵占、偽造文書、

印文、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毀棄損壞、妨害公務、違反

著作權法、違反商標法、妨害電腦使用、強盜搶奪 、竊佔、

偽造有價證券、妨害秩序、違反藥事法、違反國家總動員法、

違反森林法、公共危險、侵害墳墓屍體、重利、妨害名譽、

違反選罷法、妨害秘密、遺棄、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懲治

走私條例、妨害兵役、偽造貨幣、偽造度量衡、偽證、誣告、

煙滅證據、瀆職、脫逃、藏匿頂替、違反槍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違反就業服務法、其他

五、刑案發生數：指各警察機關受理民眾告訴、告發、自首或

於勤務中發現之犯罪，在同一期間內，同類案件發生件數之

總和，包括本期以前所未報發生積案，於本期內偵破件數。

本分析發生數以警政署公布數字為基準。

六、案破獲數：指前款案件，經警察機關偵(調)查破獲，在同一

期間內，同類案件破獲件數之總和，有以下三種情形：

(一) 自破：自己轄區內發生之刑案，由本轄自行偵破。

(二) 他破：自己轄區內發生之刑案，由他轄偵破。

(三) 破他：他轄區內發生之刑案，由本轄偵破。

七、刑案破獲率=(刑案破獲數/刑案發生數)×100%。若破獲率超

過 100%，乃因破他轄及破積案之關係。

八、嫌疑犯人數：經警察機關偵(調)查，認定涉有犯罪嫌疑，並

經移送法辦之人數。分為兒童(未滿 12歲)嫌疑犯、少年(12-
17歲)嫌疑犯、青年(18-23歲)嫌疑犯、成年(24歲以上)嫌疑
犯。

九、百分比與百分點之區別

(一) 百分比指實數之增減比率。例：94 年宜蘭縣刑案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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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8,236 件，較上年同期 7,317 件增加 12.56%。

(二) 百分點指比率之增減。例：94 年宜蘭縣全般刑案地區

破獲率 71.20%，較上年同期 68.70%增加 2.50個百分點。

十、犯罪率及犯罪人口率

(一) 犯罪率(或稱刑案發生率)：指每 10萬人口刑事案件發生

件數，其公式：犯罪率＝(當期刑案發生數／當期期中

人口數)＊100,000
(二) 犯罪人口率：指每 10萬人口中嫌疑犯人數，其公式：

犯罪人口率＝(當期嫌疑犯人數／當期期中人口數)＊
100,000

十一、雷達圖：以從同一點開始的軸表示多個類別的二維圖形

表示方法，用以觀察整體形態、趨勢。

十二、貢獻度：(某案類增減數 Δxi/上年全般刑案總數)×100%，

說明各類刑案對全般刑案發生數變動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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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概況

一、轄區概況

圖 1、本縣鄉鎮及轄區範圍

　　本縣總面積合計約 2,144 平方公里（其中包含釣魚台列

嶼及龜山島、龜卵島），共區分為 1市 3鎮 8鄉 12個行政區

域 (圖 1)，設置 5個分局、7個分駐所、47個派出所，截至

107 年底分駐所及派出所所長 51 人、副所長 50 人、警員 464
人1，共計 565 人，如以該人數計算平均每位員警負擔人口數

為 806 人(圖 2)，其中負擔以冬山鄉 1,259 人、羅東鎮 1,228
人及五結鄉 1,069 人最高，三鄉鎮皆屬羅東分局轄區；總人

口數(圖 3)受到人口結構改變自 98 年 46.2萬人最高，逐年下

降至 107 年底為 45.5萬人，男性 230,027 人(占 50.53%)，女
性 225,194 人(占 49.47%)，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212 人，各

鄉鎮人口數(圖 4)以宜蘭市 95,732 人最高，羅東鎮 72,433 人

次之。

單位：人        

11 依據本局年報「宜蘭縣現有分駐(派出所)警力配置」，資料時期為 107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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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7 本縣每位員警負擔人口數

單位：千人      

圖 3、歷年本縣年底人口

單位：人        

圖 4、107 年本縣各鄉鎮市年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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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減數

(件)
增減率

(%)

增減數

(件)
增減率

(%)

刑事案件 7,278 -841 -10.36 6,722 -800 -10.64 92.36 -0.29

公共危險 2,158 -552 -20.37 2,157 -552 -20.38 99.95 -0.01

毒品 1,118 -206 -15.56 1,163 -158 -11.96 104.03 4.26

竊盜 987 -56 -5.37 869 -70 -7.45 88.04 -1.99

詐欺背信 701 -124 -15.03 585 -106 -15.34 83.45 -0.31

其他
2 2,314 97 4.38 1,948 86 4.62 84.18 0.19

案類別

發生數 破獲率

去年同期 去年同期
107年

(件)
107年

(件)
107年

去年同期

增減

百分比

破獲數

二、治安概況

　　107 年本縣受(處)理刑事案件中，發生數 7,278 件，較

106 年減少 841 件(-10.36%)，其中公共危險貢獻度 7.58%、

毒品貢獻度 2.83%、詐欺背信貢獻度 1.70%，影響 107 年總

體表現最高；破獲率 92.36%。主要組成為公共危險 2,158 件

(占 29.65%)、毒品 1,118 件 (占 15.36%)、竊盜 987 件 (占
13.56%)、詐欺背信 701 件(占 9.63%)。

表 1、107 年本縣治安概況2

圖 5、歷年本縣刑案發生數與結構

　　歷年破獲率雖有起伏波動，整體破獲率趨勢仍呈現逐年

提升，至 107 年為 92.36%，破獲率與發生數呈反向關係，即

破獲率上升，發生數則降低。主要案件破獲率趨勢皆逐年上

升，其中詐欺背信、竊盜尤為明顯，毒品(104.03%)與公共

危險(99.95%)案件破獲率最高。

2 其他案類別包括除公共危險、毒品、竊盜、詐欺外之其他所有刑案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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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歷年本縣刑案破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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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分局概況

　　透過主要刑案類別破獲率(圖 7)與犯罪人口率(圖 8)，瞭
解各分局轄區內治安概況。

 公共危險

　　羅東分局犯罪人口率 549 人/十萬人口最高，蘇澳分

局 511 人/十萬人口次之；蘇澳分局破獲率 101.28%最高，

羅東分局 98.01%次之。

 毒品

　　蘇澳分局犯罪人口率 388 人/十萬人口最高，礁溪分

局 291 人/十萬人口次之；三星分局破獲率 123.33%最高，

蘇澳分局 105.62%次之。

 竊盜

　　宜蘭分局犯罪人口率 261 人/十萬人口最高，羅東分

局 230 人/十萬人口次之；羅東分局破獲率 91.32%最高，

三星分局 69.44%次之。

 詐欺

　　礁溪分局犯罪人口率 164 人/十萬人口最高，羅東分

局 160 人/十萬人口、宜蘭分局 158 人/十萬人口，前述三

者相近；蘇澳分局破獲率 95.35%最高，三星分局

90.32%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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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本縣主要刑案類別破獲率－按分局別分

圖 8、本縣主要刑案類別犯罪人口率－按分局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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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暴力犯罪

　　包括故意殺人(不含過失致死)、強盜(含海盜及盜匪罪)、
搶奪、擄人勒贖、強制性交(含共同強制性交)3、重大恐嚇取

財(係指行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炸等手段恐嚇

勒索財物者)及重傷害(含傷害致死)等 7種案件。

　　107 年度本縣暴力犯罪發生數 40 件，較 106 年增加 12
件(+42.86%)，破獲率 95.00%，較 106 年下降 8.27個百分點。

歷年本縣暴力犯罪破獲率自 94 年逐年提升至 99 年 101.64%
高峰，100 年後逐年下降至 103 年 87.32%，104 年起顯著提

升，105 年 107.32%為近 15 年最高，至 107 年 95.00%，連續

2 年下降。其組成以強制性交、故意殺人為主要案類，歷年

占比皆逾 5 成，加上強盜、搶奪本縣暴力犯罪態樣。

　　歷年(98 年起)本縣刑案發生數於 98 年後逐年下降至 100
年最低，102 年起轉呈上升趨勢，主因公共危險、毒品、詐

欺發生數逐年增加，106 年 28 件為 98 年以來最低，107 年上

升至 40 件，主因故意殺人發生數上升。

 

圖 9、歷年本縣暴力犯罪發生數與破獲率

3 根據警政統計名詞定義，105 年以前暴力犯罪統計強制性交範圍含對幼性交(指對未滿 14 歲之
男女為未強迫性交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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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歷年本縣暴力犯罪發生數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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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以下簡稱社維法)情形包括妨害安

寧秩序、妨害善良風俗、妨害公務、妨害他人身體財產等 4
種。歷年總案件數變化趨勢逐年降低，96 年至 102 年間落在

150 件至 200 件之間，104 年至 107 年大幅下降，皆為 50 件

上下；由案件組成來看，以妨害安寧秩序、妨害善良風俗占

比最高，103 年以前妨害安寧秩序占比最高，104 年以後案

件組成改以妨害善良風俗占比最高。

　　著眼於案件數與人數之關係，人數代表每件案件所含之

量數，則本縣違反社維法案件數雖呈現歷年下降趨勢，但近

年(103 年至 107 年)人數卻無減少，顯示平均每案件人數有

逐年擴大情形，值得注意。

圖 11、歷年本縣處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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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案件類別分析

　　107 年本縣治安案類別發生數較顯著者為「公共危險」、

「毒品」、「竊盜」、「詐欺」等案類別進行深入分析。

一、公共危險

　　公共危險指妨害公共安全之犯罪。按公共危險係指犯罪

行為有侵害不特定多數人之生命、身體、財產之可能性，而

其加害他人之程度，非行為人所能預為控制，且亦不能逆料，

所侵害之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含酒醉駕車(刑法分

則第 11章)。其中酒醉駕車為主要公共危險之案件(圖 12)，
酒駕移送案件占歷年公共危險案件 9 成以上，幾乎可視公共

危險案件為酒駕移送案件，觀察各年公共危險案件逐年上升，

至 105 年起達到高峰 2,854 件(酒駕移送 2,706 件)後始有下降

趨勢，107 年為 2,158 件(酒駕移送 1,985 件)。

圖 12、歷年本縣公共危險、酒駕移送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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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以下簡稱毒品)犯罪包括渉嫌製

造、運輸、轉讓、販賣、吸食、持有、栽種各級毒品之犯罪

行為屬之。以下由各級毒品犯罪之查獲件數與重量呈現本縣

查緝績效，107 年查獲毒品件數為 1,163 件、重量 466千克，

較 106 年減少 158 件，查獲重量增加 358千克，主因為查獲

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俗稱一粒眠)423千克。

圖 13、本縣查獲毒品案件數與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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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竊盜

　　指涉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動

產之犯罪行為案件。包括重大竊盜、普通竊盜(以上二項合

稱一般竊盜)、汽車竊盜、機車竊盜等。觀察本縣竊盜案件

發破情形以瞭解主要特徵與績效。107 年竊盜發生數 987 件、

破獲數 869 件，破獲率 88.04%(較上年下降 1.99百分點)；普
通竊盜發生數 809 件、破獲數 694 件，破獲率 85.78%(較上

年下降 0.96百分點)；汽車竊盜發生數 59 件、破獲數 62 件，

破獲率 105.08%(較上年上升 6.60百分點)；機車竊盜發生數

119 件、破獲數 113 件，破獲率 94.96%(較上年下降 13.04百
分點)。其中汽車竊盜破獲率提升，而機車竊盜較明顯下降。

圖 14、本縣竊盜案件概況變化

　　以竊盜發生時段分，歷年竊盜發生時段以 6-9時發生數
最高，其發生數自 104 年 (灰線 )257 件高點至 107 年 (綠
線)134 件為近 6 年最低，有逐漸下降趨勢，轉而代之為 0-6
時有逐漸增加趨勢，3-6時發生數近 3 年平均為 114 件。107
年各時段(除 0-6時)發生數較歷年皆有減少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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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歷年本縣竊盜發生數－按時段分

　　觀察竊盜案件嫌疑人與被害人隻年齡與教育程度，嫌疑

人與被害人年齡集中於 30-59歲，包括 30-39歲、40-49歲、

50-59歲，共 3個年齡組，被害人皆超過 200 人；竊盜案件

教育程度嫌疑人以國中最多，高中(職)次之，且為最主要族

群 (占 85.84%)，被害人則以高中 (職 )最多，國中次之 (占
74.50%)。 

單位：人      

圖 16、107 年本縣竊盜嫌疑人與被害人－按年齡分

單位：人  

圖 17、107 年本縣竊盜嫌疑人與被害人－按教育程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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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詐欺

　　詐欺罪指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

陷於錯誤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或以詐術得財產上不法

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之犯罪。詐欺犯罪危害民眾財產安

全甚鉅，其影響不亞於暴力犯罪，因而「打詐」為治安重點

項目之一，以下由歷年詐欺趨勢、方式、嫌疑犯與被害人之

間之年齡、教育程度與職業，觀察本縣詐欺案件特性與相互

關係。

　　歷年本縣詐欺案件趨勢(圖 18)自 103 年發生數未達 6百
件為逐年提升至 106 年 795 件最高，增加約 200 件之多，107
年則略為緩和，隨著犯罪手法推陳出新，破獲情形一度出現

較大落差，103 年破獲率未達 6 成，但近年呈上升趨勢，至

107 年破獲率已達 83.38%。
單位：件        

圖 18、歷年本縣詐欺案件概況

　　107 年本縣詐欺案件主要手法(圖 19)為假冒名義、網路

拍賣(購物)、解除分期付款、拒付款項賴帳為主，其中網路

拍賣(購物)詐欺破獲情形較為不佳，亦突顯該犯罪方式因時

間空間限制，破獲較為困難；上述 4種方式皆為現今社會最

常見之犯罪手法，彼此息息相關，受害者可能因假冒名義而

受指使解除分期付款等情形，宣導建立民眾防詐欺之警覺心

尤為重要。
單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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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107 年本縣詐欺案件主要方式

　　107 年本縣詐欺案件嫌疑人男性主要為 18-39歲，橫跨

18-23歲 99 人、24-29歲 99 人、30-39歲 96 人，3段年齡組

皆逾 90 人；嫌疑犯女性以 18-23歲 55 人及 30-39歲 55 人最

高。107 年本縣詐欺案件被害人男性亦集中於 18-39歲，其

中 18-23歲 86 人、24-29歲 133 人、30-39歲 108 人；被害人

女性則偏高齡，40-49歲 65 人、50-59歲 70 人、60-69歲 71
人，女性受害者隨年齡增加而升高。

圖 20、107 年本縣詐欺案件嫌疑人與被害人－按年齡分

　　107 年本縣詐欺案件嫌疑人教育程度男性高中(職)273 人

與女性高中(職)127 人皆為最高；被害人教育程度男性高中

(職)221 人與女性高中(職)162 人為最高，惟大專教育程度男

性 159 人與女性 124 人亦不在少數，顯示詐欺案件高教程度

被害人情形亦有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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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07 年本縣詐欺案件嫌疑人與被害人－按教育程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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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分析以本縣人口數出發，首先端看本縣警察人員平均每

人負擔人口，以瞭解各分局鄉鎮警察人力分配問題。再觀察整

體治安狀況，本縣主要發生刑案以公共危險、毒品、竊盜、詐

欺為主，在暴力犯罪方面組成以強制性交、故意殺人、強盜、

搶奪，雖發生數已降至 101 年以來低點(除 106 年外)，惟破獲率

近 3 年連續下降。違反社維法情形每年發生數逐年下降，但以人

數衡量則並無下降，有每案件規模上升之情形。

　　探討刑案主要案類別，酒駕移送案件可說是公共危險案類

之主體，強力執法亦成為刑案發生數提升之主因，惟酒後駕車

造成公共危險危害交通安全與家庭幸福實屬重大，108 年 4 月 17
日公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有關酒駕加重處罰之修正規定，

包括提高酒駕罰鍰及拒絕酒測罰鍰、加重再犯之處罰、同車乘

客連坐處罰、被害人懲罰性損害請求權等，期許持續採取多元

手段抑制酒駕行為，增進人民安全有感；107 年毒品則以查獲第

三級毒品硝甲西泮(俗稱一粒眠)423千克績效最為顯著；在竊盜

方面，107 年本縣汽車竊盜破獲率 105.08%，較上年上升 6.60百
分點，機車竊盜破獲率 94.96%，較上年下降 13.04百分點；本縣

詐欺案件發生數快速增長，發生件數逐年攀升至 106 年已為 100
年發生件數之 3.6倍，以假冒名義、網路拍賣(購物)、解除分期

付款、拒付款項賴帳為主，嫌疑犯年齡主要為 18-39歲青壯年，

受害人年齡男性為青壯年、女性為中高齡，受害人教育程度以

高中(職)為主，惟大專以上受害人亦不在少數，顯示不論教育程

度高低皆有機會成為詐欺案件受害者。

　　便捷的交通加速了人口流動，盛行的網路觸及了更多民眾，

本縣自 96 年 5 月臺鐵太魯閣號首航、95 年 6 月雪山隧道啟用、

102 年 2 月臺鐵普悠瑪號首航、107 年 2 月東澳隧道通車、蘇花

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預計 109 年全段通車，交通便利成為本縣

都市發展有利之條件，然而隨之而來國內外觀光人潮及車潮，

本分析就警察機關執行工作角度進行分析，反映治安最前期之

態樣與變遷，雖至偵查終結判決仍有變化，但可忠實反映先期

治安情事，可謂領先指標，提供決策者就政策、法制、宣導及

取締等面向，加強事前事後各項防制作為，亦可成為本局之執

行績效，供民眾參閱；定期製作追蹤分析，除民眾可掌握本縣

治安趨勢，亦能成為本局執行職務之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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