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昇降設備更新裝置加強功能提升人身安全」 

臺北市都市更新政策起源及概念 

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特

制定都市更新條例。 

 

都市更新三大方式為「重建」、「整建」、「維護」；自民國 95 年起，本府辦理都市更新程

序整建維護補助，歷年已協助多處老舊建物結構、機能及外觀更新，為進一步推廣整建維

護補助政策，簡化現有審查流程，提升市民自主更新意願。 

 

整建維護補助政策申請程序原為「都市更新程序」直至 108 年將《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

助方案》中『方案一（增設電梯）』、『方案二（居住環境及外牆整新改善）』、『方案三（耐

震結構補強）』進行審查程序簡化，區分出《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更新增設電梯補助》

（套餐 B）、《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修繕補助》（套餐 C）；「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方

案」（套餐 A）如同意比例達 100%之得免舉辦公展、公聽會與聽證；「老舊公寓增設電梯

補助」（書審程序-套餐 B）六層樓以下建築物更新增設電梯，最高補助 220 萬，並以書面

行政審查、「老舊建築物修繕補助」（套餐 C）六層樓以下建築物外牆修繕最高補助 300

萬，結構安全最高補助 400 萬，明確化審查項目；另引入輔導團資源，提供民眾多元資

訊，協助社區排除推動障礙。 

本府更新處《整建維護補助政策－老舊公寓增設電梯補助》推廣情形 

自民國 95 年截至 110 年 11 月 16 日止，本市增設電梯補助迄今已收到 53 案申請，其中

有 21 案已完工，其中今(110)年度已受理 12 件老舊公寓增設電梯補助申請案，1 件審查

中、10 件施工中、1 件撤回。 

 

電梯簡易補助的申請資格： 

(一)六層樓以下，且作為住宅使用比例達全棟二分之一以上之無電梯集合住宅。 

(二)非屬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認定之高級住宅。 

(三)領有增設電梯相關建築許可且屋齡達二十年以上(以使用執照或營造執照發照日期為

準)。 

合法建築物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補助： 

(一)經本府依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公告列管須拆除重建。 

(二)同一棟建築物業依其他法令或本作業規範申請增設電梯補助並獲核准。 

(三)本作業規範生效前已取得增設電梯使用許可。 

(四)整棟建築物屬單一所有權人。  

確定有加裝電梯的空間條件後，接下來要怎麼進行？ 

前期：召集住戶共同討論（如電梯加裝位置、申請補助同意書、費用分攤、後續管



理…） 

中期：成立管理組織（如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擔任社區事務及補助申請單位

的主要聯繫對象） 

後期：委任專業業者（進行細部設計規劃、同意書收取、建築許可申請等程序） 

 

本市推行整建維護《增設電梯》補助政策面臨到的困難 

1.一樓住戶使用不到電梯，因此不用分攤費用，但電梯施工後可能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因此不同意。 

2.每位住戶經濟能力不同，無法分攤該設備費用，因此不同意。 

3.住戶無人願意擔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因此整合推動難。 

4.早期都市規劃大多蓋好蓋滿，因此無腹地建置電梯。 

 

資料來源：無機坑式無障礙昇降設備可行性之研究(2017),P49。原始資料：王順治(2013),p8。 

 

 

 

 

管理委員會的社區責任 

1.共用或共有部分的管理維護 

住戶每月所繳的管理費，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要用來維護社區內的共用部分，例如門禁管理、電梯保養、花園

的維護、樓梯間的清潔、地下停車場的管理等等，都是管委會需要去負責統籌的。 

2.共用部分的對外經營管理 

社區內的共有空間如果出租給外部廠商去經營的話，期間產生的財務問題、空間利用問題等等，就必須統一交



由管委會負責對外去主持協調，以保障全體住戶的權益。 

3.執行全體住戶的決議事項 

舉凡是否於樓梯間加裝監視器、整棟外牆拉皮等事宜，一旦經由住戶大會表決通過後，管委會就有責任去執行

相關的決議。 

透過「整建維護」加強建築物機能提升居住安全，讓臺北成為全齡宜居城市 

臺灣 30 年以上老屋已突破 400 萬戶，北市房屋平均屋齡為 34 年、屋齡超過 30 年以上之住宅數量占比為 68

％，而北市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比例達 19.13%，即將達到超高齡社會標準(20%)，北市府為落實推動友善城市

政策，提供老公寓增設電梯、外牆修繕、結構補強補助，以便協助行動不便者的生活需求及居住安全；台北排

名從去年 59 名躍升至第 33 名，其中教育成績蟬聯 100 分，高於 140 個城市平均值 74 分，全球僅 9 個城市得

到滿分殊榮，評比條件如下： 

2021 年英國經濟學人智庫公布世界宜居城市評比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The Global Liveability Ranking 

《經濟學人》全球宜居度排名的衡量指標 

Stability 穩定度 

例如輕微犯罪或嚴重犯罪的普遍程度、受到恐怖主義或軍事衝突威脅的程度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文化與環境 

例如城市氣候的舒適程度，社會或宗教的限制， 

腐敗程度，文化、 體育等活動的易於接觸程度 

Healthcare 健保系統 

例如，私人/公家系統的健保可用程度 

Infrastructure 基礎建設 

大眾運輸、國際交通、能源、電信設施等的品質 

Education 教育 

如公私立教育品質 

 

社會治安與公共安全面向反映市民生活居住的安全性，若社會治安與公共安全佳，則市民能更安心居住與

該城市中，該面向下的指標項包括刑事案件發生率、犯罪人口率等…。 

 

 

 

 

 

 

 

 

 

 



透過「整建維護」加強建築物機能提升居住安全－讓臺北成為全齡宜居城市 

臺灣 30 年以上老屋已突破 400 萬戶，北市房屋平均屋齡為 34 年、屋齡超過 30 年以上之住宅數量占比為

68%，而北市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達 19.92%即將達到超高齡社會標準(20%)。 

 

 

 

 

 

 

 

 

增設電梯補助申請人統計(以性別統計) 

 

北市府為落實推動友善城市政策，擬定整建維護補助方案，提供老公寓增設電梯、外牆修繕、結構補強補

助，其政策規劃目以協助行動不便者的提升居住空間機能、提升出入安全，滿足生活需求生活；服務皆為不特

定對象，申請補助之對象皆為有意願及需求之社會大眾，故無性別差異，也無一社會認知既存的性別偏見情

形。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統計資料 



智慧城市｜社會治安與公共安全 

 據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表示台北市刑案破案率高達 96.53%，六都第一，重大暴力犯罪破案率高達 100％，

毒品的破案率也是六都第一，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在於密集規劃的監視器系統；臺北市作為智慧城市，系統建

置確保所有監視系統都會透過網路傳輸即時儲存，並同時串連各區機房，只要員警在派出所及辦公室，就可以

即時調閱分析，未來更將擴充「車牌辨識系統」及「智慧影像分析系統」的功能，結合智慧影像辨識軟體，有

效提升員警調閱效率。 

 

 

 

資料來源：市政統計週報(第 1121 號),臺北市政府主計處,110 年 3 月 10 日發稿 

 

  以因應本市未來社會治安及國人對安全感的強烈需求，北市警方依「錄影監視系統建置案」建置監視系統

長達 11 年，2008 年開始規劃 12 個行政區、14 個分局建置錄影監視系統，第一期共 13699 支監視器，在

2013 年正式啟用，直到 2014 年又增設第二期 1717 支監視器，估計台北市每平方公里平均就有 50 支監視系

統，且第二期設置之後，每平方公里涵蓋監視器平均多達 57 支，也讓北市警方提高辦案效率，強化都市防禦

空間減少治安隱蔽處。 



其中刑事案件項目中「暴力犯罪」屬近身犯罪，藉由錄影監視系統破獲案件為最低值 0.34%，而「暴力犯罪」

包含故意殺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重傷害、重大恐嚇取財及強制性交（含強制性交及共同強制性交），

其中強制性交（性侵害）大多發生在「私人住宅」。              

                                                                                                                                                                                                                                                                                                                                                                                                                                                                                                                                                                                                                                                                                                                                                                                                                                                                                                                                                                                                                                                                                                                                                                                                                                                                                                                                                                                                                                                                                                                                                                                                                                                                                                                                                                                                                                                                                                                                                                                                                                                                                                                                                                                                                                                                                                                                                                                                                                                                                                                                                                     

而據衛生福利部保護司統計處資料顯示女性成為性侵害被害人的機率遠高於其它性別，而性侵害與性騷擾皆為

妨礙性自主行為。  

 

男生, 15,729, 

13%

女生, 103,369, 

87%

其他, 5, 0%

性侵害被害者平均性別統計(2008~)

男生 女生 其他



 

日常活動理論提出犯罪案件的成立，必然同時存在三項要素：犯罪主體、犯罪客體、有利於犯罪的情境。犯罪主體是指具有犯

罪能力及動機的個人或群體，犯罪客體為犯罪之標的物；有利於犯罪之情境是指任何人、事、時、地、物等組合而有利於犯罪

行為之遂行 （Cohen and Felson, 1979; Felson, 1994） 。 

 

  臺北市以錄影監視系統破案成效高，而性侵害場所多半發生在於私人住宅（如室內

或公寓、大廈、社區門口尾隨或擄人藏匿樓梯間、地下室、安全梯間犯案），性侵害受害

者又以女性居多，近年市民對於居住環境警覺性提升，為保護自身安全，於家門外裝設

監視器，卻構成違反大樓的公共區域、走廊、鄰居的牆面上，或鏡頭畫面會拍攝到鄰居

家門口，都涉及《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個人隱私權及《公寓大樓管理條例》第 33 條，

裝設監視器如果侵害到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即屬侵害隱私權，惟裝設監視器在何種狀況

下會侵害到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司法實務上尚未統一判斷標準。 

 

《公寓大樓管理條例》第 33 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未經依下列各款事項辦理者，不生效力： 

一、專有部分經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約定為約定共用部分者，應經該專有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同意。 

二、公寓大廈外牆面、樓頂平臺，設置廣告物、無線電台基地台等類似強波發射設備或其他類似之行為，設置

於屋頂者，應經頂層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設置其他樓層者，應經該樓層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該層住戶，並得參

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陳述意見。 

三、依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成立之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但

該約定專用顯已違反公共利益，經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請法院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 

 

以至於犯案場所若為私人住宅較難破案且居住環境也可能成為治安隱蔽處，近而構成

「有利犯罪的情境」犯下性騷擾、性侵害、殺害等罪刑。 



 

現行有關於安全維護裝置設置於建築物內相關法規為內政部營建目編列《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內容如下： 

第一百一十六條之一 

為強化及維護使用安全，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公共空間應依本章規定設置各項安全維護裝置。 

第一百一十六條之二 

前條安全維護裝置應依下表規定設置： 

 

說明：「○」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人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備註：此圖表僅規範於新建；原有建築物增設電梯屬於雜項執照，雜項執照並無規定加裝監視攝影系統。 

 

以目前營造生態大多領有建築執照的新建建築類型大多為大型社區、華廈，電梯車廂備有監視

錄影系統同時聘請保全物業進行居住安全管理。 

 

 

 

 

臺北市建築類型－公寓現況 

  臺北市公寓佔本市建築物近五成，領有建築工程管理處建築執照公寓數量約 98,045 棟，其

中已裝設電梯數量為 1,133 棟。 



 

公寓增設昇降設備類型 

1. 外掛式 

⚫ 法定空間足夠，增設電梯不影響一樓出入。 

2. 屋內式 

⚫ 室內空間足夠，可將電梯增設於建築物內部。 

 

              外掛式                   屋內式 

居住環境隱蔽處的治安隱憂 

  住宅樓梯間無監視錄影系統成為犯罪隱蔽處 

  以私人住所性侵害案件來說，無論是尾隨至家門口擄人或梯間藏匿，甚至佯裝該棟住戶上樓藉機

強行進入被害人家中，若無監視錄影裝置或是緊急求助裝置，犯罪發生後普遍較難以第一時間破案，

電梯若無監視錄影裝置，犯罪路徑將會延續到樓梯間、頂樓或地下室，此三處空間場域以法規而論皆

無要求裝設監視錄影裝置，而住宅公共區域一直以來尚未有法規可管控，即便住戶為了自身安全，自



行裝設監視錄影裝置反而導致違法行為，且該案長時間存有爭議也從未有統一性的司法判斷，私人住

宅反而容易成為「有利於犯罪的情境」更容易發生憾事。 



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輔導團隊問卷調查 

編號 / 案號：____________________ 

此份問卷調查僅供本府政策研析參考使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建築物年齡 _______年 建築物總戶數  

姓名  

性別 男 女 其他 職業  

年齡 
20 歲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70歲 71-80歲 81 歲以上 

⚫ 共有三款整建維護補助方案，請問您要諮詢的是下列哪一款： 

套餐 A『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方案』 

   方案一 『協助中低樓層建築更新增設電梯』 

  方案二 『居住環境及外牆整新改善』 

   方案三 『耐震結構補強』 

套餐 B『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更新增設電梯補助』 

套餐 C『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修繕補助』 

   外牆修繕補助 

   結構補強補助 

⚫ 如您是要申請「增設電梯補助」項目，請問原因是?（可複選，但請排序） 

照護需求：改善社區住家行動不便者/長者的照護不便 

省力需求：改善社區住家嬰幼兒車的出入不便 

增值需求：提升社區住家建築物的增值機能 

安全需求：提升社區住家公共空間的安全機能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您希望新置的電梯要擁有什麼樣的設備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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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政策起源及概念 #1
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
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都市更新條例。



現行都市更新政策

三大都市更新方式＝重建＋整建＋維護【都市更新條例第 4 條】

拆除原有建築物，藉由此次重建改進該建築公共設施。

整建維護：
指改建、修建更新單元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
備，並改進公共設施，加強更新單元內土地
使用及建築管理，以保持其良好狀況。



整建維護之需求及必要性

• 台北市屋齡30年以上老屋達72萬戶

• 其中五層樓以下無電梯公寓占53.68%

• 若全部重建，廢棄土方約為51棟101大樓

• 整建維護能較快速提升居住環境並降低排碳

台北市老屋數量龐大

• 與日俱增的無障礙設施需求

• 整建維護能有效提升住宅機能及安全性

高齡化社會需求

整體都市景觀待改善

• 建物外牆景觀雜亂，甚至有磁磚掉落的公共安全問題

• 整建維護能在維持地方紋理下，提升都市景觀美化

北門周邊景觀
圖片來源：Google街景

屋齡

30~
50年

50年↑

30年↓

資料來源：建管處(109/4/13)



臺北市整建維護補助政策

整建維護補助政策申請程序原為「都市更新程序」

108年將《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方案》中
『方案一（增設電梯）』
『方案二（居住環境及外牆整新改善）』
『方案三（耐震結構補強）』
進行審查程序簡化為《整維得來速－套餐ＡＢＣ》區分如下：

•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方案》（套餐A）
－同意比例達100%之得免舉辦公展、公聽會與聽證

• 《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更新增設電梯補助》（套餐B）
• 《臺北市協助老舊建築物修繕補助》（套餐C）

套餐B、C不需走都市更新程序，
改由專家學者成立審查小組進行補助款審查；
其中（套餐B）已於110年再次進行程序簡化，
以書面行政審查。

補助方案 適用程序 適合類型 補助金額

套餐Ａ 都更程序

1.高樓層建築物整
體修繕、施工
費用高者。

2.補助項目：增建
電梯、外牆修
繕、結構補強。

1.一般地區：上限為總工程經
費50%，且不得超過1200萬。

2.策略地區：上限為總工程經
費75%，且不得超過1500萬。

3.公辦整維：上限為總工程經
費90%，且無補助金額上限
規定。

套餐Ｂ 簡易程序
6樓以下無電梯之
集合住宅、公寓。

總工程經費之50%，且以220
萬元為限。

套餐Ｃ 簡易程序

6樓以下建物外牆
安全整新(拉皮)。

總工程經費之50%，且以300
萬元為限。

6樓以下建物結構
安全補強。

總工程經費之50%，且以400
萬元為限。

整維得來速套餐A B C補助圖表



《公寓增設電梯補助》推廣情形

自民國95年截至110年12月8日止，本市增設電梯補助迄今已收到55案申請，23案已完工，今(110)年度已受
理14件老舊公寓增設電梯補助申請案，2件審查中、11件施工中。

7

確定有加裝電梯的空間條件後，接下來要怎麼進行？



臺北市 -全齡宜居城市 #2



9

2021年英國經濟學人智庫公布世界宜居城市評比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The Global Liveability Ranking

《經濟學人》全球宜居度排名的衡量指標

Stability 穩定度
例如輕微犯罪或嚴重犯罪的普遍程度、受到恐怖主義或軍事衝突威脅的程度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文化與環境
例如城市氣候的舒適程度，社會或宗教的限制，
腐敗程度，文化、體育等活動的易於接觸程度

Healthcare 健保系統
例如，私人/公家系統的健保可用程度

Infrastructure 基礎建設
大眾運輸、國際交通、能源、電信設施等的品質

Education 教育
如公私立教育品質

台北排名從去年59名躍升至第33名，
其中教育成績蟬聯100分，高於140個城市平均
值74分，全球僅9個城市得到滿分殊榮。



臺灣30年以上老屋已突破400萬戶，北市房屋平均屋齡為34年、屋齡超過30年以上之住宅數量占比為68％，

而北市65歲以上高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達19.92%
即將達到超高齡社會標準(20%)

透過「整建維護」加強建築物機能提升居住安全
－讓臺北成為全齡宜居城市

臺 北 市 人 口 統 計

男 1,205,310

女 1,326,349

總計 2,531,659

臺 北 市 高 齡 人 口 ( 6 5 歲 以 上 )

男 233,606

女 280,751

總計 504,357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統計資料



增設電梯補助申請人統計(以性別統計)

北市府為落實推動友善城市政策，擬定整建維護補助方案，提供老公寓增設電梯、外牆修繕、結構補強補助
，其政策規劃目以協助行動不便者的提升居住空間機能、提升出入安全，滿足生活需求生活；服務皆為不特
定對象，申請補助之對象皆為有意願及需求之社會大眾，故無性別差異，也無一社會認知既存的性別偏見情
形。

女 男 總計

士林 1 5 6

大同 1 1

大安 5 8 13

中山 5 5

中正 1 1 2

內湖 5 5

文山 5 2 7

北投 2 3 5

松山 2 6 8

信義 1 1 2

萬華 1 1

總計 18 37 55



錄影監視系統提升偵查犯罪成效 #3『社會治安』與『公共安全』面向，反映市民安全性，
若『社會治安』與『公共安全』佳，則市民能更安心居住與該城市中，
該面向下的指標項包括刑事案件發生率、犯罪人口率等…。



智慧城市｜社會治安與公共安全

據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表示，台北市刑案破案率高達96.53%，六都第一，重大暴力犯罪破案率高達
100％，毒品的破案率也是六都第一，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在於密集規劃的監視器系統；臺北市作為智
慧城市，系統建置確保所有監視系統都會透過網路傳輸即時儲存，並同時串連各區機房，只要員警在派
出所及辦公室，就可以即時調閱分析，未來更將擴充「車牌辨識系統」及「智慧影像分析系統」的功能，
結合智慧影像辨識軟體，有效提升員警調閱效率。

資料來源：市政統計週報(第1121號),臺北市政府主計處,110年3月10日發稿

北市警方依「錄影監視系統建置案」建置監視系統長達11年，
2008年開始規劃12個行政區、14個分局建置錄影監視系統，

第一期共13,699支監視器（2013年正式啟用）
2014年實行第二期新增1,717支監視器
估計台北市每平方公里平均就有50支監視系統
且第二期設置之後，每平方公里涵蓋監視器平均多達57支
也讓北市警方提高辦案效率，強化都市防禦空間減少治安隱蔽處。



依臺北市政府主計處製作錄影監視系統破獲案件概況，其中刑事案件項目中「暴力
犯罪」屬近身犯罪，藉由錄影監視系統破獲案件為最低值0.34%，而「暴力犯罪」
包含故意殺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重傷害、重大恐嚇取財及強制性交（含強
制性交及共同強制性交），其中強制性交（性侵害）大多發生在「私人住宅」。

犯罪場所分析

性侵害事件通報案件統計－案發地點別
統計值 (94年 ~ 109年)

(全縣市總計)

案發地點別 電梯

94年 9

95年 8

96年 5

97年 14

98年 10

99年 12

100年 15

101年 12

102年 5

103年 10

104年 6

105年 -

106年 5

107年 -

108年 -

109年 -

總計 111



男生, 15,729, 13%

女生, 103,369, 87%

其他, 5, 0%

性侵害被害者平均性別統計(2008~)

男生 女生 其他

而據衛生福利部保護司統計處資料顯示女性成為性侵害被害人的機率遠高於其它性別，而性侵
害與性騷擾皆為妨礙性自主行為。



臺北市建築物類型與管理模式 #4



臺北市建築物分佈

臺北市公寓佔本市建築物近五成，

領有建築工程管理處建築執照公寓數量
約9 8 , 0 4 5棟

其中
已裝設電梯數量為1 , 1 3 3棟



現行領有建築執照興建建物有關安全維護裝置設置規範
內政部營建目編列《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內容如下：
第一百一十六條之一
為強化及維護使用安全，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公共空間應依本章規定設置各項安全維護裝置。
第一百一十六條之二
前條安全維護裝置應依下表規定設置：

備註：
此圖表僅規範於新建；原有建築物增設電梯屬於雜項執照，
雜項執照並無規定加裝監視攝影系統。

說明：
「○」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人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以目前營造生態大多領有建築執照的新建建築類型大多為大型社區、華廈，電梯車廂備有
監視錄影系統同時聘請保全物業進行居住安全管理。





圖片來源：股感知識庫/呂國瑋

建築物類型與管理模式

公寓 華廈 社區

管理委員會
大部分不知
可自行成立

不一定有 有

監視錄影裝置
需召開

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

需召開
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

有

物業管理 無
不一定有

有



居住環境隱蔽處的治安隱憂

屋內式：室內空間足夠，可將電梯增設於建築物內部。外掛式：法定空間足夠，增設電梯不影響一樓出入。

以私人住所性侵害案件來說，無論是尾隨至家門口擄人或梯間藏匿，甚至佯裝該棟住戶上樓藉機強行進
入被害人家中，若無監視錄影裝置或是緊急求助裝置，犯罪發生後普遍較難以第一時間破案。



居住環境隱蔽處的治安隱憂

樓梯間、頂樓、地下室，此三處空間場域以法規而論皆無要求裝設監視錄影裝置，
而住宅公共區域一直以來尚未有法規可管控，犯罪路徑較容易延續到隱蔽處（如被害人家中、安全梯間、頂
樓、地下室）。
裝設監視器以司法實務上尚未統一判斷標準，即便住戶為了自身安全，自行裝設監視錄影裝置反而導致違

法行為，以至於居住環境也可能成為治安隱蔽處，近而構成「有利犯罪的情境」犯下性騷擾、性侵害、殺害
等罪刑。
。



近年市民對於居住環境警覺性提升，
為保護自身與家人安全，於自家門外裝設監視器，
卻構成違反大樓所有權規定
（公共區域、走廊、鄰居的牆面上）
鏡頭畫面廣角拍攝到鄰居家門口
都涉及《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個人隱私權
及《公寓大樓管理條例》第33條
裝設監視器如果侵害到個人生活私密領域
即屬侵害隱私權
縮小視線範圍則難以照到公共空間隱蔽處

以至於犯案場所若為私人住宅較難破案且居住環境也可
能成為治安隱蔽處，近而構成「有利犯罪的情境」犯下
性騷擾、性侵害、殺害等罪刑。



日常活動理論提出犯罪案件的成立，必然同時存在三項要素：

犯罪主體、犯罪客體、有利於犯罪的情境

犯罪主體是指具有犯罪能力及動機的個人或群體，犯罪客體為犯罪之標的物；
有利於犯罪之情境是指任何人、事、時、地、物等組合而有利於犯罪行為之遂行（Cohen and Felson, 1979; Felson, 1994）

其中性侵害場所多半發生在於私人住宅（如室內或公寓、大廈、社區門口尾隨或擄人藏匿樓梯間、地下室、安全梯間犯案）
性侵害受害者又以女性居多。

臺北市以錄影監視系統破案成效高，而暴力犯罪破獲率是0.34%

私人住宅犯罪案例



臺北市以錄影監視系統破案成效高
而暴力犯罪破獲率是0.34%



臺北市整建維護推動課題及策略 #5



推動課題

資料來源：無機坑式無障礙昇降設備可行性之研究(2017),P49。原始資料：王順治(2013),p8。

本市推行整建維護《增設電梯》補助政策面臨到的困難

1.一樓住戶使用不到電梯，因此不用分攤費用，認為電梯施工後可能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因此不同意。

2.每位住戶經濟能力不同，無法分攤該設備費用，因此不同意。

3.住戶無人願意擔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因此整合推動難。

4.早期都市規劃大多蓋好蓋滿，因此無腹地建置電梯。



※涉及多方修法層面，推動不易

推廣策略Ａ
1.「擬定規範」將裝設監視錄影裝置及緊急求救裝置於電梯車廂內和電梯口為必要。

（電梯口監視攝影裝置監控範圍應為公共廊道。）

2.電梯車廂內設置緊急求救裝置（連線警鈴聯防、通報系統）

例：按壓後可直接連線物業保全或離標的物最近之巡邏警員聯繫系統。



【補助作業規範內將「安全維護裝置設置」列為補助項目】

『涉及隱私』破解方式：增設電梯時預留機房空間放置監視器螢幕
（管理委員會可自行訂定規範，如「開啟機房調閱影帶時，需有警察或保全陪同 )

推廣策略Ｂ



報告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