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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情人

         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100 年 9 月 21

厲中掺雜著痛苦萬分的哀嚎聲

，一名女子血流滿面

求救，沿著走廊至

受傷的女子是

因為被前男友跟蹤心生恐懼

無法阻止悲劇發生

 案情因果案情因果案情因果案情因果    

  在市政府擔任擴大就業方案短期工的李姓女子

小她 9 歲的前男友王君

日下午 3 時左右

近埋伏，直至李女下班至地下

王君乃一路尾隨

復合，李女當下非常慌張且害怕

車場，也主觀的認為王君應不敢在公務機關對她不利

王君仍不死心，又跟著李女搭乘地下

在電梯門關上後兩人談了幾句

從牛仔褲右後方口袋掏出美工刀

奮力掙脫，卻躲不過一刀接一刀的攻擊

5 刀，留下深可見骨的傷口

梯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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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情人-9號電梯復仇記

21 日午後，某市政府 9 號電梯內

著痛苦萬分的哀嚎聲，劃破大樓內平靜

一名女子血流滿面倉皇奔出電梯，至辦公處所向同事

沿著走廊至 9 號電梯留下觸目驚心的斑斑血痕

受傷的女子是該機關內的員工，原本已經下班的她

因為被前男友跟蹤心生恐懼，因此又折回辦公室

悲劇發生，不無令人遺憾。 

任擴大就業方案短期工的李姓女子

歲的前男友王君再復合，王君竟於 100

時左右，在李女上班之公務機關電梯及樓梯間附

至李女下班至地下 1 樓停車場騎著機車

尾隨，並語多恐嚇且面露猙獰神情，

李女當下非常慌張且害怕，於是又折回辦公

主觀的認為王君應不敢在公務機關對她不利

又跟著李女搭乘地下1樓電梯欲直上三樓

在電梯門關上後兩人談了幾句，疑因談判破裂，

從牛仔褲右後方口袋掏出美工刀，朝李女臉部攻擊

卻躲不過一刀接一刀的攻擊，臉、頸上

深可見骨的傷口，王君行兇後隨即快步跑出電

宣導宣導宣導宣導 

    

號電梯內，傳來淒

平靜的氣氛

至辦公處所向同事

號電梯留下觸目驚心的斑斑血痕。 

原本已經下班的她，

因此又折回辦公室，但仍

任擴大就業方案短期工的李姓女子，因拒與

100 年 9 月 21

在李女上班之公務機關電梯及樓梯間附

機車回家，

，試圖尋求

於是又折回辦公場所停

主觀的認為王君應不敢在公務機關對她不利，惟

樓電梯欲直上三樓，

，王君突然

朝李女臉部攻擊，李女

頸上被狠劃

隨即快步跑出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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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龐血流如注的李女在電梯抵達

再沿著安全梯跑上

嚇了一大跳，除協助李女送醫急救外

隊求援，市府警衛人員緊急通知消防局及轄區分局偵查隊

到場處理。 

案發的 9 號電梯

女服務的辦公室

洽公民眾出入頻繁的公務機關

關內部維安問題

 問題分析問題分析問題分析問題分析 

從本事件發生的原因分

（備）易遭破壞

一、 執行公務時發生之危害

1. 對於政府施政不滿引發之群眾陳情

件。 

2. 民眾不滿政府

3. 員工執行公務時發生意外事件

二、 機關行政廳舍規劃管理

(一) 適當執行門禁管理

門禁管理是

關卡，但實際執行卻是十分不容易

府為一開放式服務機關

求，得直接登門入室前往各科室辦理

門禁安全管理上

(二) 落實監視系統構築城市電子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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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龐血流如注的李女在電梯抵達 2 樓時趕緊衝出去

再沿著安全梯跑上 3 樓辦公室，同事被她全身是血的模樣

除協助李女送醫急救外，立即向市政府警衛

市府警衛人員緊急通知消防局及轄區分局偵查隊

號電梯 2 樓出口、2 樓與 3 樓間樓梯

女服務的辦公室，佈滿血跡，十分駭人。而王君竟

洽公民眾出入頻繁的公務機關直接行兇。此案凸顯政府機

關內部維安問題，有確實檢討之必要。 

發生的原因分析，員工遭受危害或機關設施

易遭破壞之因素： 

執行公務時發生之危害 

對於政府施政不滿引發之群眾陳情、請願

政府行政處分所引發危安事件。

公務時發生意外事件。 

機關行政廳舍規劃管理問題 

適當執行門禁管理 

門禁管理是機關內部辦公廳舍安全維護之第一道

但實際執行卻是十分不容易，主要原因是

府為一開放式服務機關，民眾、廠商若有洽辦公務之需

登門入室前往各科室辦理，確實造成各機關

門禁安全管理上之困難。 

落實監視系統構築城市電子城牆 

樓時趕緊衝出去，

同事被她全身是血的模樣

立即向市政府警衛

市府警衛人員緊急通知消防局及轄區分局偵查隊

樓間樓梯，以及李

而王君竟能闖入

此案凸顯政府機

或機關設施

請願、抗議事

。 

關內部辦公廳舍安全維護之第一道

要原因是地方政

廠商若有洽辦公務之需

確實造成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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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於案發後

器錄製之犯罪現場情況

視器發現異常

三、 員工個人身心因素致危害機關安全

感覺統合失調

控、感情糾紛

造成員工自身或

全維護事件。

四、 確實執行安全教育

應讓員工

時點，是保護人

有效之方法。

者是熟識之人

以致最後仍釀

 研擬改善研擬改善研擬改善研擬改善    

每天平均有

市市長及各級主管相當震驚

責成府內相關單位加強門禁安全管理

全外，翌日即由秘書長召集全府各機關高層召開安全會

議，檢討門禁管理及相關安全維護問題

該府政風處並立即提出相關改善方針

關參考，並至各機關執行安全維護業務督檢

關安全管理缺失

護工作如下： 

一、 嚴格要求員工依規定配戴識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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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於案發後 5 小時內逮捕嫌犯，最主要係因監視

器錄製之犯罪現場情況，但如在案件發生之前

視器發現異常，機先阻止，則應可將傷害降至最低

員工個人身心因素致危害機關安全 

感覺統合失調、精神心理異常、工作挫折

感情糾紛、家庭失和、在外負債結仇…等

員工自身或機關安全危害的因子，導致發生機關安

。 

確實執行安全教育 

員工孰悉求救管道及設施，並能確實掌握求救

是保護人身安全之第一道防線，也是最直接

。本案李女有多次機會可求救，但都因加害

者是熟識之人，未能及時警覺，而一再錯失求救時間

以致最後仍釀成悲劇。  

每天平均有 5~6 千人進出之市政中心傳出兇殺案

市市長及各級主管相當震驚，除要求警方加強治安

責成府內相關單位加強門禁安全管理，保障員工上班安

翌日即由秘書長召集全府各機關高層召開安全會

檢討門禁管理及相關安全維護問題。 

該府政風處並立即提出相關改善方針，函發各

並至各機關執行安全維護業務督檢，

關安全管理缺失，提出相關策進作為，落實執行安全維

 

嚴格要求員工依規定配戴識別證，並不定期進

最主要係因監視

但如在案件發生之前，能由監

則應可將傷害降至最低。 

折、情緒失

等，皆可能

致發生機關安

並能確實掌握求救

也是最直接、最

但都因加害

求救時間，

人進出之市政中心傳出兇殺案，該

加強治安，並

保障員工上班安

翌日即由秘書長召集全府各機關高層召開安全會

函發各主管機

，彙整各機

落實執行安全維

並不定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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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抽查

二、 劃定訪客接待區域

控事宜

關安全及公務機密維護問題

三、 機關內部劃分責任區

視，

留。

四、 公務員

情感

注意

五、 檢討監視系統有無設置盲點

，確保最佳功能

六、 定期召開機關安全維護會報

項安全設施

七、 協調事務單位適時辦理各項突發性危安狀況

演練

八、 各機關發生重大危安事件時

俾利

九、 執行下班後及例假日電梯出入管制

別證

十、 檢視機關緊急求救設備

齊備

PS：【文自法務部廉政署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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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抽查。 

劃定訪客接待區域，並指定專人負責接待及管

控事宜，避免訪客任意遊走辦公場所

關安全及公務機密維護問題。 

機關內部劃分責任區，由指定負責單位加強

，午休及下班後，應重覆確認無洽公民眾逗

。 

公務員因執行公務與民眾有所衝突或傳涉有

情感、金錢糾紛之訪客，應責成所屬單位嚴加

注意防範，俾免危害事件發生。 

檢討監視系統有無設置盲點，並定期檢視維修

確保最佳功能。 

定期召開機關安全維護會報，俾利檢討機關各

項安全設施。 

協調事務單位適時辦理各項突發性危安狀況

演練，使員工能充分處置，以降低危害

各機關發生重大危安事件時，務必及

俾利提供協助處理。 

執行下班後及例假日電梯出入管制，

證進行驗證通行。 

檢視機關緊急求救設備(如緊急求救鈴

齊備，效能完善與否。 

文自法務部廉政署轉載】 

並指定專人負責接待及管

避免訪客任意遊走辦公場所，衍生機

由指定負責單位加強巡

應重覆確認無洽公民眾逗

因執行公務與民眾有所衝突或傳涉有

應責成所屬單位嚴加

並定期檢視維修

俾利檢討機關各

協調事務單位適時辦理各項突發性危安狀況

以降低危害。 

及時通報，

，以員工識

如緊急求救鈴)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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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室

      為民服務是廉政

政興革建議事項，敬請

【【【【廉政署受理檢舉方式廉政署受理檢舉方式廉政署受理檢舉方式廉政署受理檢舉方式

一、「電話舉報」方式

」(0800-你爆料-我爆料

二、「投函舉報」方式

信箱」。 

三、「其他」方式： 

(一)傳真檢舉專線為

(二)電子郵件檢舉信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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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室  關心您~~ 

為民服務是廉政署施政之首要目標；只要您有意見反映或攸關廉

敬請與廉政署聯繫，他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廉政署受理檢舉方式廉政署受理檢舉方式廉政署受理檢舉方式廉政署受理檢舉方式────多元管道多元管道多元管道多元管道    熱忱服務熱忱服務熱忱服務熱忱服務】】】】    

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0800

我爆料)。 

方式：郵政檢舉專用信箱為「台北郵政

 

傳真檢舉專線為「02-2562-1156」。 

電子郵件檢舉信箱為「gechief-p@mail.moj.gov.tw」。

只要您有意見反映或攸關廉

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0800-286-586

台北郵政 14-153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