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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南投分會南投分會南投分會南投分會

保護專線保護專線
0800 005 8500800-005-850



什麼是犯罪被害事件？什麼是犯罪被害事件？什麼是犯罪被害事件？什麼是犯罪被害事件？

是指因為他人的故意或是指因為他人的故意或
過失行為而侵害某人的過失行為而侵害某人的
生命、身體傷害，其行生命、身體傷害，其行
為並涉有刑法規定事件為並涉有刑法規定事件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南投分會



發生發生

被害事件被害事件被害事件被害事件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可找可找可找可找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協助協助協助協助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南投分會



玩寶可夢玩寶可夢P kP k GG玩寶可夢玩寶可夢P kP k GG玩寶可夢玩寶可夢PokemonPokemon GoGo
衍生的問題衍生的問題

玩寶可夢玩寶可夢PokemonPokemon GoGo
衍生的問題衍生的問題衍生的問題衍生的問題衍生的問題衍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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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這群人你知道這群人
在做什麼嗎在做什麼嗎??

台北北投公園
玩寶可夢人群玩寶可夢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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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可夢遊戲介紹寶可夢遊戲介紹

如果沒有玩過 Pokemon Go 遊如果沒有玩過 Pokemon Go 遊如果沒有玩過 Pokemon Go 遊
戲，記住這個遊戲兩個特性：

如果沒有玩過 Pokemon Go 遊
戲，記住這個遊戲兩個特性：

1 收集神奇寶貝1 收集神奇寶貝1.收集神奇寶貝
2.讓神奇寶貝對打
1.收集神奇寶貝

2.讓神奇寶貝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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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寶可夢玩寶可夢P kP k GG玩寶可夢玩寶可夢PokemonPokemon GoGo
遊戲會產生那些狀況遊戲會產生那些狀況遊戲會產生那些狀況遊戲會產生那些狀況

呢呢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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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1：情境1：
在半夜1點鐘你花了你一堆補血還有10分
鐘的時間把紅軍的精靈寶可夢道館打下鐘的時間把紅軍的精靈寶可夢道館打下，
成為新的館主，當你剛要離開的時候，發
現剛剛變成藍色的道館又變成紅色了。這
個道館就在你家的十字路口中間，晚上很個道館就在你家的十字路口中間 晚上很
少人經過，放眼望去附近就只有一個看起
來國小一年級的小朋友手上拿著手機。請來國小 年級的小朋友手上拿著手機。請
問這時候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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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選擇11選擇選擇11
時間很晚了趕快回家睡覺，時間很晚了趕快回家睡覺，時間很晚了趕快回家睡覺，

館主讓給別人

時間很晚了趕快回家睡覺，

館主讓給別人館主讓給別人館主讓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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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選擇22選擇選擇22

為了悍衛館主的地位，為了悍衛館主的地位，為了悍衛館主的地位

站在「馬路中間」，再「花時

為了悍衛館主的地位

站在「馬路中間」，再「花時
間」繼續把這個道館打下來間」繼續把這個道館打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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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知識法律知識法律知識法律知識
※依照「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理辦法 」
第9條規定，「深夜」係指淩晨零時至五時而言。第9條規定 深夜」係指淩晨零時至五時而言

※另根據「少年不良行為及虞犯預防辦法」第3
條規定，少年(七歲以上未滿十二歲之人)有出條規定 少年(七歲以上未滿十二歲之人)有出
入妨害身心健康場所或其他少年不當進入之場
所或深夜遊蕩等情形者，即稱為少年不良行為，所或深夜遊蕩等情形者 即稱為少年不良行為
警察機關發現少年不良行為及虞犯時，除得予
登記或勸導制止外，應視其情節依規定處理。登記或勸導制止外 應視其情節依規定處理

※所以午夜12點以後，無正當理由，少年是不可
以在外遊蕩的。以在外遊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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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知識法律知識法律知識法律知識
※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管理條例》第78條規定，
行人不在劃設的人行道通行，或無正當理由在行人不在劃設的人行道通行 或無正當理由在
未劃設人行道的道路不靠邊通行，依法可開罰
300元罰鍰。300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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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2：
這時已經半夜1點30分鐘你花了你 堆補這時已經半夜1點30分鐘你花了你一堆補
血還有30分鐘寶貴的時間，因你的神奇寶
夠強 輸 也輸去館主的地位 請 這不夠強，輸了也輸去館主的地位。請問這

時候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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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選擇11選擇選擇11
言語「問候 這個小朋友言語「問候 這個小朋友言語「問候」這個小朋友言語「問候」這個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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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知識法律知識法律知識法律知識
※如果「問候」是帶有恐嚇的言語，就可能觸犯
法律。依《刑法》第 305 條規定，以加害生命、法律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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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問候」是罵髒話或其他侮辱他人的言語，※如果 問候」是罵髒話或其他侮辱他人的言語

也就觸犯法律。依《刑法》第 309 條規定，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金， 而公然侮辱人者 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金 而
且對方也可請求金錢上的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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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選擇22選擇選擇22
向這位小朋友「借 他的手機向這位小朋友「借 他的手機向這位小朋友「借」他的手機

來看看有那些神奇寶貝
向這位小朋友「借」他的手機

來看看有那些神奇寶貝來看看有那些神奇寶貝來看看有那些神奇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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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知識法律知識法律知識法律知識
以暴力或強奪的方式強行「借用 或搶他人物※以暴力或強奪的方式強行「借用」或搶他人物
品財產，依《刑法》第 328條規定，意圖為自
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 以強暴 脅迫 藥劑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以強暴、脅迫、藥劑、
催眠術或他法，至使不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
或使其交付者 為強盜罪 處五年以上有期徒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罪，處五年以上有期徒
刑。

※如果趁別人不注意，搶奪他人的金錢或財物，
(例如錢包、手機等)，依《刑法》第 325條規
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而搶奪
他人之動產者，處六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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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選擇33選擇選擇33
用「拳頭+棒球棍 給這位小朋用「拳頭+棒球棍 給這位小朋用「拳頭+棒球棍」給這位小朋

友一點「鼓勵」
用「拳頭+棒球棍」給這位小朋

友一點「鼓勵」友一點 鼓勵」友一點 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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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知識法律知識法律知識法律知識
※這裡用「拳頭+棒球棍」 、 「鼓勵」是指毆
打這位小朋友受傷，依《刑法》第277條規定，打這位小朋友受傷 依《刑法》第277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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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金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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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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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選擇44選擇選擇44
為了得到更強的神奇寶貝，未為了得到更強的神奇寶貝，未為了得到更強的神奇寶貝，未
經允許跑到別人家中去抓取

為了得到更強的神奇寶貝，未
經允許跑到別人家中去抓取經允許跑到別人家中去抓取經允許跑到別人家中去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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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知識法律知識法律知識法律知識
※未經屋主允許，自行跑入他人住所，依《刑法》
第306條規定，無故侵入他人住宅、建築物或附第306條規定 無故侵入他人住宅 建築物或附
連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金。 。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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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全玩寶可夢如何安全玩寶可夢
玩遊戲時要注意四周的人、車，注意交通安全

如何安全玩寶可夢如何安全玩寶可夢
玩遊戲時要注意四周的人 車，注意交通安全

最好家長陪伴小孩一起去尋寶，親子一起玩樂趣比較多

若家長無法陪同，請務必與同學朋友結伴

尋寶最好去人潮眾多又明亮的地點，少去無人荒涼地點

留意陌生人，不要隨意跟不認識的人去尋寶

不要因對打輸了，去傷害他人

不要為了尋寶未經允許 入侵他人住所
24

不要為了尋寶未經允許，入侵他人住所



使用網路要小心使用網路要小心使用網路要小心使用網路要小心使用網路要小心使用網路要小心
智慧財產篇智慧財產篇

使用網路要小心使用網路要小心
智慧財產篇智慧財產篇智慧財產篇智慧財產篇智慧財產篇智慧財產篇

25



情境1：
在家裡電腦用G l 輸入關鍵字在家裡電腦用Google輸入關鍵字
「美國隊長」搜尋，列出很多關於美國隊長」搜尋 列出很多關於
美國隊長的網站，突然看到有一個
網站可以免費下載『美國隊長3:
英雄內戰 電影 請問可以下載英雄內戰』 電影， 請問可以下載
下來嗎？下來嗎

26



選擇選擇11選擇選擇11
「免費 下載好像怪怪的，「免費 下載好像怪怪的，「免費」下載好像怪怪的，

不要下載

「免費」下載好像怪怪的，

不要下載不要下載不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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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選擇22選擇選擇22
「免費 下載，這麼好康當然「免費 下載，這麼好康當然「免費」下載，這麼好康當然
要下載下來，可以自己慢慢看，
「免費」下載，這麼好康當然
要下載下來，可以自己慢慢看，要下載下來 可以自己慢慢看

也可以分享給好朋友看
要下載下來 可以自己慢慢看

也可以分享給好朋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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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知識法律知識
依著作權法第九十 條第 項的規定

法律知識法律知識
依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的規定，
擅自重製而侵害他人的著作財產權，會
被處以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觸犯同
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

擅自以公開口述、播送、上映、演出、
傳輸、展示，或是改作、編輯、出租的
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 也會受罰。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也會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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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這類此外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這類
來路不明的免費檔案，大多內藏電腦
病毒病毒。

電腦中毒除了電腦運作速度變慢，也電腦中毒除了電腦運作速度變慢 也
可以導致電腦個人資料外洩被盜用，
也可能電腦被別人操控變成跳板去攻也可能電腦被別人操控變成跳板去攻
擊其他人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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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路要小心使用網路要小心使用網路要小心使用網路要小心使用網路要小心使用網路要小心
婦幼安全篇婦幼安全篇

使用網路要小心使用網路要小心
婦幼安全篇婦幼安全篇婦幼安全篇婦幼安全篇婦幼安全篇婦幼安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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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2：
有 天妳正在瀏覽臉書其他好友有一天妳正在瀏覽臉書其他好友
的動態，突然有一個自稱是玖壹壹的動態 突然有 個自稱是玖壹壹
團員「春風」要求加入妳的好友，
而且該帳號有玖壹壹團員照，請問
要加入好友嗎？要加入好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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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選擇11選擇選擇11
「玖壹壹 是誰不認識，「玖壹壹 是誰不認識，「玖壹壹」是誰不認識，

封鎖帳號

「玖壹壹」是誰不認識，

封鎖帳號封鎖帳號封鎖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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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選擇22選擇選擇22
「玖壹壹 耶當紅團體，趕快「玖壹壹 耶當紅團體，趕快「玖壹壹」耶當紅團體，趕快

加入成為好友，
「玖壹壹」耶當紅團體，趕快

加入成為好友，加入成為好友

還可以跟同學炫耀

加入成為好友

還可以跟同學炫耀還可以跟同學炫耀還可以跟同學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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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知識法律知識
未經當事人允許 使用他人照片 已經侵犯

法律知識法律知識
未經當事人允許，使用他人照片，已經侵犯
他人肖像權，屬於民法第十八條的人格權的
一種， 冒用他人照片，對方可以請求損害賠
償。償

若利用網路交友去詐騙他人錢財，及利用騙
術取他人私密照，進而脅迫他人發生親密行術取他人私密照，進而脅迫他人發生親密行
為，都觸犯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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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交友要如何保護自己網路交友要如何保護自己

※個人資料要保密 不要隨便給網友

網路交友要如何保護自己網路交友要如何保護自己

※個人資料要保密，不要隨便給網友
自己或家人的私人資料，例如：姓名、
電話、住址、照片、住址等基本資料。
※看到網友美美帥帥的照片 以為對※看到網友美美帥帥的照片，以為對
方就是好人，防人之心不可無。

※如果要和網友見面，要選擇人多安
全的地點 也要跟家人報備 最好有全的地點，也要跟家人報備，最好有
親友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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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毒品新興毒品新興毒品新興毒品新興毒品新興毒品新興毒品新興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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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判別那邊沖泡式飲料能喝嗎？你能判別那邊沖泡式飲料能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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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瓶子裡頭裝的是什麼嗎？你知道瓶子裡頭裝的是什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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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品牌包裝食品安全嗎？知名品牌包裝食品安全嗎？知名品牌包裝食品安全嗎？知名品牌包裝食品安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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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毒品
金剛

毒品
毒果凍毒品

搖頭丸搖頭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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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毒品新興毒品11--浴鹽浴鹽

衛生福利部指出，是一種中樞神經興奮作用藥物，近2、
3在美國被大量濫用 只要3 5毫克就會產生作用 可能3在美國被大量濫用，只要3~5毫克就會產生作用，可能

導致血管收縮、脈搏加速、躁動不安、幻覺、自殺意念

等 屬第二級管制藥品等，屬第二級管制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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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毒品新興毒品22--神仙水神仙水
液態快樂丸的GHB/神仙水(屬第二級管制藥品) ，是一種無色、無嗅、

無味液體、也有白色粉末、藥片、和膠囊等劑型，屬於中樞神經抑制劑無味液體 有 粉末 藥片 和膠囊等劑 屬 中樞神 抑制劑

。服用後會產生類似喜悅、酒醉、及催情的效果，加上其藥效快，且短

時間不易清醒(服用後10到20分鐘即發生作用，可持續長達4小時之

久)，具有類似FM2產生暫時性記憶喪失的效果，常使被害人誤喝飲料

受到性侵害後，還無法回憶起加害人，因為容易被濫用甚至用以犯

案 當劑量增加時 會讓人睡覺 最後昏迷或死亡案。當劑量增加時，會讓人睡覺，最後昏迷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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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毒品3-神奇蘑菇

西洛西賓蕈類（psilocybin mushroom），即裸蓋菇，俗稱迷幻蘑菇

、神奇魔菇或魔菇，主要成份「西洛西賓」，學名是「二甲-4-羥色胺

磷酸」，屬於強烈的中樞神經幻覺劑，聞起來並沒有味道、吃起來稍

帶苦味的白色結晶體，屬第二級管制藥品。

「神奇蘑菇」可生吃、混入食物調味或泡入茶中飲用，氣味與一般食用

性蘑菇相似，但在食用約20分鐘後，人體會產生肌肉鬆弛、心跳過速

、瞳孔放大、口乾、噁心等「迷幻作用」，並會產生判斷力混淆、失瞳孔放大 口乾 噁心等 迷幻作用」 並會產生判斷力混淆 失

去方向感及脫離現實感等異常情形，還會生出錯覺及幻覺，藥性約持

續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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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毒品4-麻古

「麻古」外觀與搖頭丸相似，外型均為圓形片劑，黃連素藥片大小
，呈玫瑰紅、淺橘紅、深橘紅、蘋果綠，上面印有「R」、「WY

「66 「888」、「66」、「888」。
服用後會使人中樞神經系統、血液系統極度興奮，能大量耗盡人的
體力和免疫功能。長期服用會導致情緒低落及疲倦、精神失常，損體力和免疫功能 長期服用會導致情緒低落及疲倦 精神失常 損
害心臟、腎和肝，嚴重者甚至導致死亡，屬第二級管制藥品。
女性服用麻古後易有幻覺，會變得情慾高漲，羞恥心盡失，會自行
脫去衣服或任人撫摸都毫不介意，進一步即有可能被性侵犯。脫去衣服或任人撫摸都毫不介意，進 步即有可能被性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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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毒品新興毒品55--喵喵喵喵//泡泡泡泡

Mephedrone的化學名為4-methylmethcathinone（4-MMC）
，別名包括Miaow Miaow（喵喵）、泡泡Meow、MCAT、M-，別名包括Miaow Miaow（喵喵）、泡泡Meow、MCAT、M-
Cat等。

施用後有欣快、興奮等作用，會產生類似甲基安非他命與搖頭丸效施用後有欣快 興奮等作用 會產生類似甲基安非他命與搖頭丸效

果，但因作用時間短，施用者會不斷追加劑量。

服用這類中樞神經興奮劑可以增加警覺性、欣快感、興奮感，會一

直想說話及變得更開放。mephedrone經常被描述為搖頭丸和古柯

鹼的混合物，經常出現酒吧及夜總會，屬第三級管制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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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毒品新興毒品66--毒郵票毒郵票((25B25B--NBOMe)NBOMe)

25B-NBOMe在許多國家有濫用趨勢，美、英、瑞典等國已列入

管制。吸食25B-NBOMe，會出現發瘋症狀，對聲音、形狀、顏管制。吸食25B-NBOMe，會出現發瘋症狀，對聲音、形狀、顏

色產生變形錯覺，曾有國外案例顯示，吸食後對固定物不停衝撞

，直到死亡，屬第三級管制藥品。直到死 屬第 級管制藥品

25B-NBOMe普遍與合成迷幻劑MDPBP（未列管）混用，將二

者混成溶液浸泡在方形厚紙片上，每張劃分成數十小格，再以打

洞器裁切成小方格，每小格以五百元到兩千元不等金額販賣，流

行於夜店，濫用方式以吞食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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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毒品新興毒品77--毒品咖啡包毒品咖啡包新興毒品新興毒品 毒品咖啡包毒品咖啡包

毒品咖啡是時下新興毒品，一包添加搖頭丸的毒品咖啡包進價250元，

零售價可高達800元 無色無味 喝起來就和 般咖啡沒兩樣 內容物零售價可高達800元，無色無味，喝起來就和一般咖啡沒兩樣，內容物

混充多種毒品，分為FM2成分的「迷姦」系列，或是加了搖頭丸成分的

「跑趴」系列，包括神仙水的粉末結晶、K他命、喵喵等，外表以咖啡跑趴」系列，包括神仙水的粉末結晶 K他命 喵喵等，外表以咖啡

包裝假冒，使用後會產生飄飄然的感覺。這些咖啡包製作過程都「極度

粗糙」，不知情的人食用下去，甚至可能會有生命危險。粗糙」 不知情的人食用下去 甚至可能會有生命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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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常涉入場域青少年常涉入場域

網咖 撞球場 PUB、BAR網咖、撞球場、
電子遊藝場

汽車旅館 舞廳、酒店汽車旅館

有使用毒品朋友KTV 卡拉OK 有使用毒品朋友
家中

KTV、卡拉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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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不斷推陳出新 不肖業者只要改毒品不斷推陳出新，不肖業者只要改
變成份，就能製造出『新興毒品』，
名稱、外觀及包裝千變萬化，甚至做
成三合一咖啡包、茶包、毒果凍、毒成三合 咖啡包、茶包、毒果凍、毒
郵票等。請同學多注意自身安全，出

娛樂 所 參 派 活 很容入娛樂場所及參加派對活動，很容易
因為現場的歡樂氣氛、酒精的催化、因為現場的歡樂氣氛 酒精的催化
朋友的慫恿及新奇有趣或看似無害的
包裝 對濫用物質失去戒心而使用包裝，對濫用物質失去戒心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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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徵答有獎徵答有獎徵答有獎徵答

可不可以未經屋主允許任意
跑到他人家中？跑到他人家中？

A:不可以A: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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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徵答有獎徵答有獎徵答有獎徵答

網路上免費電影、音樂可以
隨意下載嗎？隨意下載嗎？

A 不可以A: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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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徵答有獎徵答有獎徵答有獎徵答

Q：網路交友要如何保護自己
人身安全?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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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徵答有獎徵答有獎徵答有獎徵答

如何避免吸食或接觸到毒品？

A:不要好奇去嘗試、
不要隨意拿陌生人不要隨意拿陌生人
的糖果食物等的糖果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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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徵答有獎徵答有獎徵答有獎徵答

戒毒專線是多少？

A 0800 770 885A:0800-77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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