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政府主計處統計通報第 110 年第 10 號(安—安全城市)

專題分析摘述【主題：安—安全城市】
本市人口數居全臺之冠，同時境內機動車輛數亦是各市縣中最多者，爰本
府積極打擊犯罪及防制交通違規事件，以提升治安品質及維護道路交通安全；
另，為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如何建立完善的火災預防及緊急應變制度，減少
火災的發生，亦為本府的重要施政重點之一。本月即就本市犯罪防治、道路交
通執法成效及火災防制等三方面作探討，以供施政參考。

一、新北市犯罪防治概況：(P1-1 頁)
全般刑案為衡量治安好壞的一大指標，而竊盜通常和人民的財產權息息相
關，也是人民評價政府犯罪防治成果的一項重要依據，因此，本文從全般刑案
與竊盜案件之發生數與破獲率，分析本市歷年治安績效，以供施政之參考。
(一)在犯罪率高的地區增加員警人數，以減少犯罪的發生機率
109 年底本市現有員警數1為 7,898 人，而全市人口數為 403 萬 954 人，平
均每位員警服務 510 名市民；若以各分局每位員警服務市民人數觀之，本市服
務人數前三低分局分別為瑞芳分局 250 人，其次為金山分局 333 人，再者是永
和分局 649 人。為加強犯罪防治，可透過在犯罪率高的地區增加員警人數，以
減少犯罪的發生機率。
(二)全般刑案發生數逐年下降且破獲率逐年上升
109 年本市全般刑案發生數 3 萬 4,890 件，各警察分局全般刑案發生數前
三低分別是金山分局 269 件、瑞芳分局 518 件及林口分局 1,036 件，其中金山
分局與瑞芳分局恰好是平均每位員警服務市民人數較低的地區，而全般刑案破
獲率前三高分別是淡水分局 103.04%、板橋分局 100.33%及永和分局 100.12%，
其中永和分局亦為平均每位員警服務市民人數較低的地區，顯示適度調配增加
警力為改善治安重要因素之一。另根據本市警政統計資料顯示，107 年至 109
年間本市全般刑案發生數逐年下降，其中 109 年 3 萬 4,890 件較 107 年減少 8,668
件，減幅為 19.9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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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04 年至 109 年新北市全般刑案發生數及破獲率
增加警力有助於改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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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安，使得近 3 年本市的全般刑案之發生數逐年下降及破獲率逐年上升(圖
一)。
(三)增加警力及提高見警率，竊盜犯罪情形已大幅改善
109 年本市全般刑案中，竊盜案發生數僅次於毒品案，但相較於毒品犯罪，
竊盜犯罪為有被害人犯罪，且財產權及生命權是民眾最重視的兩項權利，因此
竊盜犯罪的情形常被民眾視為治安好壞的依據。109 年本市各警察分局的竊盜
案件發生數前三低分別是金山分局 38 件、瑞芳分局 67 件及淡水分局 81 件，
其中金山分局、瑞芳分局為平均每位員警服務市民人數較低的地區，而竊盜案
件破獲率前三高分別是永和分局 141.31%、金山分局 121.05%件及林口分局
115.92%，其中金山分局、永和分局亦為平均每位員警服務市民人數較低的地
區，顯示增加警力及提高民眾看見警察機率可增進竊盜犯罪之防制效果。另觀
察 107 年至 109 年本市竊盜犯罪情形，發生數由 107 年 8,131 件，逐年下降至
109 年 5,191 件，減幅達 36.16%，破獲率則由 107 年 96.69%增加至 109 年 106.16%，
增加 9.47 個百分點，顯示在本府努力下，竊盜犯罪情形已大幅改善。整體而言，
本府警察局秉持「簡政便民」
、
「行動治理」
、
「智能城市」等三大施政主軸，貫
徹「預防為先、偵防並重」的治安政策，近 3 年本市不論是全般刑案發生數，
或者是最直接反映治安好壞的竊盜案件發生數均是逐年下降，全般刑案破獲率
及竊盜案件破獲率，也呈上升趨勢，有效保護民眾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並
建立安全的新北家園。

二、新北市道路交通執法成效：(P1-7 頁)
本市境內機動車輛成長快速，道路負荷量亦隨之增加，而加強執法為最直
接有效防制交通事故之措施，因此，本文將探討如何更有效率防制交通違規事
件，以維護道路交通安全及行車秩序，建構安全友善的交通環境。
(一)首創「違規停車自動偵測執法系統」，有效改善違規停車情形
109 年本市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 表一 新北市違規停車自動偵測執法系統執行成效
理事件數(以下簡稱舉發總件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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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警察局除於違停熱點及熱門時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段，派駐員警站崗，並延長假日拖吊 附 註：107 年數值係統計違規停車自動偵測執法系統建置前
107 年 11 月 10 日至 11 月 27 日，共 18 天計算而得，
時段至晚上 9 點，遏止違規停車外，
而該系統於 108 年 1 月起正式施行執法。
更於板橋火車站周邊運用科技執法，
建置全臺首創「違規停車自動偵測執法系統」
，運用雷射偵測及車牌辨識技術，
24 小時自動偵測違規停車，自動蒐證違規車輛影像並直接傳送至資料庫，自
108 年 1 月起正式施行科技執法後，109 年板橋火車站周邊平均每日違規停車
件數 7.1 件，已較 107 年執法前減少 161.3 件，減幅達 95.8%，違規停車情形
已大幅下降，執法效果明顯對交通秩序改善有良好助益(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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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續加強取締酒駕，酒駕行為已大幅減少
酒駕肇事相較其他交通事故類型，屬於致死率高但易於事前防止且立即排
除危險之交通事故，因此加強取締酒駕為最直接有效防制交通事故之措施，本
府透過實施「取締酒後駕車大執法」專案，極力提升見警頻率，遏止「酒駕」
交通事故的發生。109 年本市取締酒駕件數 5,884 件，較 101 年減少 1 萬 2,944
件，減幅 68.7%；而 109 年因酒駕移送法辦2件數 3,064 件，亦較 101 年減少 6,892
件，減幅 69.2%；顯示近年在本府大力宣導行車安全觀念且強力執行酒駕取締
下，民眾酒後不開車之守法意識逐年提升，酒駕行為已大幅減少。

三、新北市火災防制概況：(P1-10 頁)
建立完善的火災預防及緊急應變制度，並減少火災的發生，進而保障市民
的生命安全，是本府的重要施政之一，本文分析本市火災發生及預防等相關統
計數據，供作研擬消防安全政策之參據。
(一)免費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有效減少火災引起的生命財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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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05 至 109 年新北市各類火災發生次數之結構
素」所引起，而起火處所則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最常發生在廚房，顯示近五年本市火災主要在廚房使用爐火不慎而引起住宅火
災，為落實住宅火災預防工作，本府消防局免費為市民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108 至 109 年計 20 萬 2,288 戶，成功示警案件計 99 件，有效減少火災引起的
生命財產損失(圖二)。
(二)加強公共場所消防安全檢查，防止重大火災事故發生
除了預防住宅火災發生，本府也針對列管的公共場所或工廠進行定期消防
安全設備查察及液化石油氣消防安全檢查，109 年消防安全設備檢查計 8 萬
8,790 件次，不合格率為 15.7%，較 99 年減少 5.2 個百分點；另液化石油氣消
防安全檢查計 6,412 件次，不合格率為 2.9%，較 99 年減少 1.2 個百分點。此
兩項檢查，本市的檢查件次均居六都之冠，顯示本府為防止重大火災事故發生，
加強公共場所消防安全檢查不遺餘力，同時以多元化方式推動防火避難及執行
消防減災措施，並建立市民居家安全觀念，降低火災發生機率，以保障市民生
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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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6 月 11 日刑法第 185 條之 3 修正公布，明定駕駛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 0.25mg/L(或血液中
酒精濃度達 0.05%)以上而駕車者，即觸該條規定構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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