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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中研院帄衡語料庫詞類標記集 

簡化標記 對應的CKIP詞類標記 

 A A /*非謂形容詞*/ 

 Caa Caa /*對等連接詞，如：和、跟*/ 

 Cab Cab /*連接詞，如：等等*/ 

 Cba Cbab /*連接詞，如：的話*/ 

 Cbb Cbaa, Cbba, Cbbb, Cbca, Cbcb /*關聯連接詞*/ 

 Da Daa /*數量副詞*/ 

 Dfa Dfa /*動詞前程度副詞*/ 

 Dfb Dfb /*動詞後程度副詞*/ 

 Di Di /*時態標記*/ 

 Dk Dk /*句副詞*/ 

 D Dab, Dbaa, Dbab, Dbb, Dbc, Dc, Dd, Dg, Dh, Dj /*副詞*/ 

 Na Naa, Nab, Nac, Nad, Naea, Naeb /*普通名詞*/ 

 Nb Nba, Nbc /*專有名稱*/ 

 Nc Nca, Ncb, Ncc, Nce /*地方詞*/ 

 Ncd Ncda, Ncdb /*位置詞*/ 

 Nd Ndaa, Ndab, Ndc, Ndd /*時間詞*/ 

 Neu Neu /*數詞定詞*/. 

 Nes Nes /*特指定詞*/ 

 Nep Nep /*指代定詞*/ 

 Neqa Neqa /*數量定詞*/ 

 Neqb Neqb /*後置數量定詞*/ 

 Nf Nfa, Nfb, Nfc, Nfd, Nfe, Nfg, Nfh, Nfi /*量詞*/ 

 Ng Ng /*後置詞*/ 

 Nh Nhaa, Nhab, Nhac, Nhb, Nhc /*代名詞*/ 

 I I /*感嘆詞*/ 

 P P* /*介詞*/ 

 T Ta, Tb, Tc, Td /*語助詞*/ 

 VA VA11,12,13,VA3,VA4 /*動作不及物動詞*/ 

 VAC VA2 /*動作使動動詞*/ 

 VB VB11,12,VB2 /*動作類及物動詞*/ 

 VC VC2, VC31,32,33 /*動作及物動詞*/ 

 VCL VC1 /*動作接地方賓語動詞*/ 

 VD VD1, VD2 /*雙賓動詞*/ 

 VE VE11, VE12, VE2 /*動作句賓動詞*/ 

 VF VF1, VF2 /*動作謂賓動詞*/ 

 VG VG1, VG2 /*分類動詞*/ 

 VH VH11,12,13,14,15,17,VH21 /*狀態不及物動詞*/ 

 VHC VH16, VH22 /*狀態使動動詞/ 

 VI VI1,2,3 /*狀態類及物動詞*/ 

 VJ VJ1,2,3 /*狀態及物動詞*/ 

 VK VK1,2 /*狀態句賓動詞*/ 

 VL VL1,2,3,4 /*狀態謂賓動詞*/ 

 V_2 V_2 /*有*/ 

 DE  /*的, 之, 得, 地*/  

 SHI /*是*/  

 FW /*外文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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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使用者操作效率實驗用目標裁判書 

 

 

【裁判字號】   89 , 易         , 345 
【裁判日期】   890515 
【裁判案由】   傷害 
【裁判全文】 
臺灣○○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易字第○○○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乙○○ 
右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二六六四
九號），本院新店簡易庭認檢察官之請求顯有不當，移送本院刑事庭適用通常程序審
判之以及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八十九年度偵字第四二五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甲○○傷害人之身體，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參百元折算壹日。乙○○無罪。 
    事  實 
一、甲○○係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三十一號「崇光大廈」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乙
○○則係該委員會委員，於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時許，二人在前開大廈
中庭召開管理委員會時，甲○○因不滿乙○○等人選任其擔任主任委員，與乙○○
發生爭執，甲○○竟基於傷害人之身體之犯意，出手毆打乙○○，致乙○○受有右
上背抓痕二公分、背部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被害人甲○○、乙○○分別訴由台北縣警察局新店分局報請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訊據被告甲○○矢口否認右揭犯行，辯稱：當天有四位委員選伊作主任委員，
那時我埔里家有事，我就不想做主任委員，乙○○說我如果不當就是狗，當時心情
不好，一動怒就抓他衣領，他就揮棒打我，並且摔椅子，伊只有抓乙○○胸口， 
並無毆打他等語。惟查…(以下省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二條、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
零一條第一項，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四十一條，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
第一條前段、第二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繆卓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五      月    十五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  德  民 

  

目標裁判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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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95,訴,572 
【裁判日期】   951012 
【裁判案由】   恐嚇取財等 
【裁判全文】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5 年度訴字第 572 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丁○○ 
           號 
被   告 戊○○ 
選任辯護人 賴錦源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恐嚇取財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四年度偵字第三六五二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丁○○犯竊佔罪，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戊○○犯恐嚇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
佰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  實 
一、(省略) 
二、戊○○得知丁○○出租新旭台砂石場獲有租金，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
國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十七時許，在南投縣竹山鎮○○路八一號新旭台砂石場旁，
對丁○○恫稱：如果不給伊新台幣（下同）二十萬元，便要打死丁○○等語，致丁○
○心生畏懼，惟因丁○○未給付而未得逞。 
三、(省略)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省略)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根據的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丁○○竊佔部分：(省略) 
  (二)被告戊○○恐嚇取財部分：    證人丁○○於警詢時及檢察官偵查、本院審理
中到庭具結證稱：被告戊○○對伊說伊賺那麼多，要在日落之前給他二十萬元，不然
要打死伊，伊會覺得害怕等語明確。 證人即現場目擊之甲○○於警詢時及檢察官偵
查、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當日十七時許被告戊○○、丁○○約伊到新旭台砂石場，
三人在砂石場後方堤岸邊討論，中間被告戊○○對丁○○說他一年有三百六十萬元的
收入，要拿二十萬元給伊花用，否則就不會讓他活過今天等語明確。 
  (省略) 
本案經檢察官邱朝智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0  月  12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  益  茂 
                            法  官  孫  于  淦 
                            法  官  洪  挺  梧 
                  書記官 

目標裁判書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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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91 , 訴         , 1729  
【裁判日期】   910827 
【裁判案由】   準強盜 
【裁判全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一七二九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 
右列被告因準強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一年度偵字第一０八一三號），本院
判決如左： 
    主  文 
甲○○攜帶兇器，毀越安全設備，於夜間侵入住宅竊盜，因脫免逮捕，而當場施以強
暴，累犯，處有期徒刑伍年捌月。 
    事  實 
一、甲○○曾因竊盜罪…又因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案件…復因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
例案件…再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及因竊盜案件…詎甲○○於前案執行完畢後，
竟仍不知悔改…而侵入該社區（侵入住宅部分未據告訴），適通訊行屋外置有客觀上對
人之生命、身體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一字型螺絲起子四支…乃拾起備用，並以起
子毀壞、撬開該處浴室窗戶上之鐵條後，踰越安全設備窗戶進入通訊行，欲竊手機等
財物…詎甲○○為脫免逮捕，竟基於普通傷害人之身體之犯意，與乙○○發生掙扎、
扭打，並持該通訊內之辦公椅砸向… 
    理  由 
一、… 
二、按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夜間侵入住宅竊盜罪，其所謂「住宅」，乃
指人類日常居住之場所而言…顯見店面之一樓與住宅之二、三樓間，整體而言，有密
切不可分之關係，故於夜間侵入該處一樓店面竊盜，難謂無同時妨害居住安全之情形…
被告攜帶上開凶器於夜間毀壞…踰越窗戶侵入住宅，竊取財物七百元…為脫免逮捕而
當場對被害人乙○○施強暴，並致被害人…受有傷害，核其所為，係犯準強盜罪而有
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情形應論以刑法第三百二十九
條、修正前刑法第三百三十條第一項之加重準強盜罪及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
傷害罪…然查檢察官於論罪時已經載明「被告係攜帶兇器於夜間毀損被害人窗戶鐵
條，踰越窗戶侵入住宅」竊盜，顯已敘明被告為竊盜行為時有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款毀越安全設備之加重條件，是其所載「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三款」，顯為「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誤；又檢察官所載被
告應論以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條、第三百三十條第一項之加重準強盜未遂罪，惟查刑法
第三百二十九條、第三百三十條第一項係加重準強盜既遂罪，並非加重準強盜未遂罪
（同條第二項始為未遂之規定），且檢察官起訴所載之事實及理由均認被告行為已經既
遂，顯見其所稱加重準強盜未遂罪之未遂二字係贅語；及檢察官論罪法條雖漏載刑法
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傷害罪，然已據檢察官於起訴犯罪事實欄載明被害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第
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三百二十九條、修正前刑法第三百三十條第一項、刑法第五
十五條後段、第四十七條，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八    月    二十七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  源  森 
 

  

目標裁判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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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91 , 易緝       , 181   
【裁判日期】   911101 
【裁判案由】   贓物 
【裁判全文】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易緝字第一八一號 
  公 訴 人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右列被告因贓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年度偵字第一一九二二號），本院判決
如左： 
    主  文 
甲○○收受贓物，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甲○○…明知…輕型機車一輛，為來路不明之贓物…竟仍予以收受，供己騎乘。
嗣於同年七月十四日下午三時許，甲○○騎乘…為警查獲… 
    理  由 
一、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於右揭時地向綽號「阿明」之人借得上開機車之事實，惟
否認有何收受贓物犯行，辯稱：「阿明」係與伊同在工地工作之人，將上開機車 
    借伊，讓伊騎回去，言明隔天要騎回去，伊不知上開機車為贓物云云。經查：…
遭不詳之人竊取…被告向綽號「阿明」之人借用上開機車時，並未向「阿明」取得車
輛證件，而其與「阿明」甫認識一天，不知道「阿明」之真實姓名及住址等情，業據
被告供承在卷。按汽機車應有行車執照或相關證件，以證明來源清楚，且應由駕駛人
隨車攜帶行車執照，以備查驗，此為週知之常識，被告於綽號「阿明」之人未 提供機
車證照之情形下，仍遽予收受，並加騎用，已難排除具有收受贓物之不確定故意。況
機車為臺灣地區之重要交通工具，且價值非微，借貸雙方若非熟識或有相當交情，罕
有任意供他人使用之情形，被告既自承與「阿明」係第一天認識，不知「阿明」真實
姓名及住址，則「阿明」竟能慷慨出借機車，不虞車輛取回無著，被告見此，仍不待
取得機車證照，即收受騎乘之，倘非皆知該機車為贓物，毋庸珍惜，豈會不以為意至
此？況且，被告於警訊時稱其是於九十年七月十一日下午五時許向「阿明」借得上開
機車，則其竟於三日後即同年七月十四日下午三時許仍為警查獲騎乘上開機車，可見
其辯稱：與「阿明」約定隔天要騎回去云云，要非可信。綜上，俱見被告於取得上開
機車時，主觀上確具收受贓物之犯意無疑，其辯稱不知該機車為贓物云云，乃屬卸責
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之收受贓物罪。爰審酌被告之素行
狀況、犯罪動機、手段、目的、所生危害及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扣案之機車鑰匙一支，並非被告所有之物，自不
併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前段，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仲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十一     月      一      日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戴   嘉   清 

 

  

目標裁判書D 



73 

附錄 III. TermSpotter 詞彙列表 

二字詞 

鑽戒 鑽石 鑰匙 羈押 驚嚇 變賣 變造 竊盜 竊得 竊取 竊車 竊走 贖款 贖金 贖車 贖回 聽聞 驅車 顧客 鐵鎚 鐵鋸 

鐵撬 鐵管 鐵鉗 鐵路 鐵窗 鐵棍 鐵架 鐵門 鐮刀 贓款 贓物 贓車 護欄 續賭 續玩 欄杆 攜帶 攜至 贏得 贏家 贏者 

贏取 警衛 警察 警惕 警員 警車 警局 警方 籌碼 攔檢 攔截 攔查 攔阻 攔下 懸掛 寶珠 寶石 寶玉 勸阻 關閉 關上 

贈與 證券 證件 識破 繳納 繳交 簽選 簽賭 簽注 簽中 攀爬 懷疑 懲治 騎駛 騎乘 騎車 騎走 騎至 騎回 騎上 顏面 

雙星 離開 離去 鎮民 醫院 轉讓 轉賣 轉售 轉交 藏匿 藏於 藏放 職員 擺置 擺放 鴿子 邀集 避免 趨近 購買 購得 

購物 購入 賽鴿 賽船 賽馬 賺取 螺絲 薪資 臨檢 臉頰 臉部 臀部 聯繫 聯絡 聯合 獲取 獲利 牆壁 營造 營收 檢察 

擦撞 擦傷 擊發 戲院 幫助 幫忙 壓住 嚇稱 嚇令 儲蓄 儲金 餐廳 頭髮 頭部 頭皮 頸部 隨身 隨即 隨之 鋼管 鋼珠 

錢幣 錢財 錢包 鋸子 遺落 遺失 選購 獨行 獨自 機關 機檯 機臺 機場 機車 機台 樸克 撿拾 學校 嬴得 器具 駕駛 

駕照 駕車 駛離 駛近 駛往 駛至 駛出 駛入 餘款 靠近 鋁窗 鋁棒 鋁條 鋁門 銷贓 銷售 鄰居 遭竊 遭搶 輪盤 輪胎 

賣與 賣給 賣予 賣之 賭贏 賭檯 賭輸 賭資 賭場 賭博 賭客 賭金 賭者 賭玩 賭法 賭注 賭具 賭局 賠償 賠率 賠付 

衝撞 膝蓋 罷手 緝獲 獎品 獎金 潛入 毆擊 毆打 樓頂 樓梯 暫停 撬開 撥打 撲克 撞倒 撞見 撞及 彈殼 彈珠 彈匣 

廚房 廢棄 審結 審理 審判 墜子 骰子 領款 領得 領取 領回 障礙 銀樓 銀行 銀元 遠傳 趕到 趕至 賓館 賓果 賓士 

誤認 認識 製造 聚賭 聚集 聚眾 聞聲 罰金 網咖 緊追 緊抓 管理 管制 監理 瑪莉 瑪琍 滿貫 槍枝 敲擊 摔倒 對講 

對賭 察覺 奪取 奪下 夥同 劃傷 僱請 僱用 飼主 預藏 預借 零錢 電鑽 電話 電門 鉗子 遇見 道路 農舍 農田 載離 

載運 載送 載往 躲藏 躲避 跳上 路邊 路段 路口 路人 跨越 跟隨 資金 該屋 該車 解體 裝載 裝有 腹部 腫脹 腳踢 

腰際 腰間 腰部 聘僱 置物 置於 置放 置在 置入 綑綁 經營 經理 萬元 禁止 碰撞 瘀腫 瘀傷 瘀青 瘀血 當鋪 毀壞 

毀損 毀越 業者 榔頭 會員 會合 會同 搶奪 搶得 搶取 搶走 搶劫 搶下 損壞 損害 損失 搜尋 搜得 搜索 搜取 搜刮 

搬離 搬運 搭載 搭乘 匯款 匯入 傷害 傷及 傷口 傷人 催討 僅有 黃金 飲用 飯店 順利 項鍊 雇用 集團 隊員 開鎖 

開獎 開槍 開啟 開門 開車 開走 開出 鈔票 鄉長 鄉民 郵局 進出 進入 逮獲 逮捕 跑路 跑馬 超市 貸款 買賣 買受 

買主 買入 貼住 象棋 診所 訴訟 詐領 詐欺 詐術 詐得 註銷 裂傷 裁定 裁判 菜刀 腋下 給付 給予 結夥 窗框 窗戶 

硬幣 盜領 盜採 盜匪 盜刷 發覺 發現 牌照 無從 無法 款項 換錢 換得 換為 換取 換回 揮砍 握住 提領 提款 提供 

插入 廁所 尋獲 尋覓 尋得 尋找 尋回 報警 報酬 報案 報告 場所 圍籬 圍牆 圍捕 喬裝 單獨 喝令 喊叫 博毅 勝負 

割斷 割傷 傑克 陪同 連續 連絡 連同 通聯 通緝 通訊 通知 貨車 販賣 販售 設置 許可 被竊 處理 莊家 脫逃 脫免 

脖子 組頭 眼鏡 眼瞼 眼睛 眼眶 現鈔 現款 現金 理論 球棒 球場 清理 殺人 梭哈 棄置 旋即 啟動 採得 掙脫 推倒 

掉落 掩飾 捷運 接續 接獲 接應 接收 控制 掠取 得款 得逞 得知 得手 彩票 彩金 強暴 強盜 強拉 強取 強制 強劫 

強行 帳號 帳戶 密碼 寄藏 寄放 寄存 婦女 婦人 國賓 國民 售予 啤酒 商銀 商借 商店 動產 勒贖 勒索 勒戒 勒住 

剪斷 剪刀 兜售 偷竊 偵辦 偵訊 偵查 偕同 做莊 假借 停於 停放 停止 停下 偽簽 偽造 高喊 骨折 馬路 閃避 配偶 

酒類 酒醉 酒精 酒瓶 酒後 酒店 追躡 追緝 追趕 追捕 追查 追至 追上 逃離 逃避 逃逸 逃跑 逃脫 逃匿 逃至 逃出 

辱罵 起獲 起訴 起出 起子 財產 財物 訊問 茶坊 胸部 胸前 胸口 脅迫 紙幣 紙鈔 索討 索取 租賃 租處 租得 租屋 

租金 租車 租用 破壞 破損 破裂 真槍 疼痛 留置 留下 珠寶 海岸 消費 氣憤 氣窗 旅社 挫傷 捉住 捕獲 拿錢 拿取 

拳頭 恐懼 恐嚇 射擊 家人 埋伏 員警 員工 借錢 借款 借得 借用 乘客 乘車 食用 限制 迫使 軍人 茂盛 胡牌 背部 

美金 紅腫 穿越 看顧 看見 相機 畏懼 珍珠 玻璃 流血 毒癮 毒品 查覺 查獲 查緝 查悉 查知 查扣 架住 施用 施以 

故意 故買 政府 拾獲 拾得 拾起 指揮 指甲 持續 持牌 持其 持有 持用 持卡 持刀 按押 恫嚇 恫稱 後門 建物 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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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口 屋主 客廳 客運 客車 客戶 客人 威嚇 威脅 咬傷 前額 前臂 前進 前往 前來 前去 侮辱 保護 保全 侵占 侵入 

阻擋 阻止 門鎖 長榮 金額 金錢 金融 金飾 金玉 返還 虎鉗 花費 花用 肩膀 肩部 肩背 股票 股骨 糾紛 空屋 知道 

知悉 玩賭 爭執 爭吵 爬入 法警 法院 法庭 注意 武士 板手 朋友 朋分 昏迷 明知 放置 拆解 拆除 拆卸 拆下 拘獲 

拘提 抵達 抵抗 抵住 拇指 押寶 押賭 押注 押分 押中 抽取 抽出 拔取 拔下 招呼 拒絕 拉扯 拉住 拉下 所竊 所得 

所有 房間 房屋 房門 店家 店員 店方 居處 居所 居住 夜市 呼喊 呼救 呼叫 受僱 受傷 受雇 受有 取締 取款 取得 

取財 取走 取回 取出 取下 卸下 協助 制服 制伏 制止 到達 刺傷 刺向 典當 具有 供述 供出 使用 佯稱 佯裝 防護 

防備 防制 防止 巡邏 車體 車鎖 車頭 車輪 車輛 車道 車窗 車庫 車門 車身 車主 車子 身體 身上 走出 男友 男子 

男女 汽車 步出 村民 攻擊 改造 抓傷 抓住 投注 投入 扯斷 扯下 找尋 把風 扭傷 扭打 抗拒 戒指 尾隨 宏基 完成 

妨害 均分 吸食 告訴 告知 即將 利息 利用 判處 判決 判刑 作罷 作莊 作案 佣金 住處 住家 住所 住宅 住戶 行竊 

行駛 行經 行照 行搶 行員 行車 行走 行人 血腫 自摸 自訴 自行 肋骨 耳環 老闆 百元 牟利 收購 收受 扣得 扣押 

成功 尖刀 存簿 存褶 存摺 存款 存放 回收 合夥 合併 合作 合力 各自 同學 同事 同行 吉利 危害 刑警 共騎 共謀 

共乘 共有 共同 共犯 全家 兇器 企業 交還 交給 交易 交由 交出 交付 交予 丟擲 丟棄 立即 目擊 皮膚 皮夾 皮包 

生命 玉墜 犯罪 犯行 民眾 母親 未遂 未能 未知 未及 未中 本票 打開 打破 帄分 市場 市區 市長 市府 市民 左腳 

左胸 左肩 左肘 左右 左手 失竊 失業 外傷 四星 台電 司機 右膝 右腳 右眼 右肩 右肘 右手 可獲 可疑 可得 匆忙 

包廂 加害 出賣 出售 出租 出血 出入 兄弟 代幣 代步 付錢 付款 主管 父親 父母 水晶 比賽 比率 歹徒 欠款 月薪 

支票 支出 支付 手鐲 手鍊 手臂 手環 手錶 手機 手槍 手腳 手腕 手提 手掌 手部 手推 手拿 手背 手指 手持 手肘 

少年 夫婦 夫妻 反抗 友人 切割 分贓 分擔 分與 分換 分得 分院 分配 分局 分行 分及 凶器 公館 公路 公訴 公寓 

公車 公共 公司 內有 互毆 中彩 不實 不詳 不敢 不備 不從 不得 不能 不悅 不准 不知 不明 不及 工廠 工具 工人 

山路 小腿 小偷 小孩 小姐 小刀 子彈 女兒 女友 女子 大廳 大鎖 大學 大樓 大腿 大道 大喊 大門 口角 千元 上鎖 

上臂 上訴 上肢 上車 下注 下車 三星 刀割 刀械 刀砍 刀柄 刀子 人頭 人員 人士 二星 一塊 一起 Ｋ金 ＩＣ ＣＤ 

三字詞 

鑰匙孔 竊盜罪 竊盜犯 鐵捲門 鐵皮屋 贓物罪 警察局 警報器 識別證 羅斯福 簽賭單 簽賭站 簽賭金 簽賭者 

簽注單 簽注金 簽中者 雜貨店 藍寶石 藍波刀 櫃員機 檳榔刀 擲骰子 總醫院 檢察官 遺失物 辦公室 諾基亞 

積分卡 樸克牌 學生證 鋁門窗 箱型車 樓梯間 撕裂傷 撲克牌 撞球場 彈珠檯 彈珠台 賓果王 誤以為 肇事人 

監理站 滿天星 慢車道 對講機 圖書館 頑皮豹 零錢包 電擊棒 電話卡 電門鎖 電玩店 遊樂場 補習班 腦震盪 

腳踏車 萬能鎖 瑞士刀 照相機 新臺幣 新台幣 開洗分 開車門 開分員 開分卡 開山刀 鈍挫傷 量販店 鄉公所 

菜市場 晶片卡 提款機 提款卡 廂型車 勞力士 麻將牌 麻將台 釣蝦場 通訊行 通信行 貨櫃屋 被害人 統計表 

現金卡 現行犯 斜口鉗 強盜罪 強盜案 強盜犯 強力膠 寄分卡 國防部 參賭者 健保卡 停車場 停車處 高梁酒 

租屋處 租住處 破壞剪 特別號 特仔尾 海產店 海洛因 挫擦傷 家樂福 修理廠 負責人 計算機 計程車 計分卡 

胡牌者 美工刀 砂石場 砂石車 看守所 派出所 洗分員 柏青哥 指紋卡 持卡人 後車廂 後車門 保險卡 信用卡 

金蘋果 金融卡 金撲克 金項鍊 金戒指 金戒子 金手鍊 玩麻將 玩具槍 油壓剪 武士刀 服務生 易利信 易付卡 

押注金 押中者 抽頭款 拔釘器 呼叫器 受雇於 使用人 依比例 防火巷 巡邏車 車門鎖 身份證 身分證 投幣式 

快車道 西瓜刀 行政院 行李箱 自摸者 自行車 老虎鉗 尖嘴鉗 存款簿 地下室 合議庭 交通部 交流道 未簽中 

未發覺 未得手 未中者 未上鎖 打電話 打麻將 打火機 市政府 左臉頰 左前臂 左手臂 左手腕 左手肘 左小腿 

左上臂 四色牌 右前臂 右手臂 右手腕 右手肘 右小腿 右上臂 可獲得 可押注 可兌換 加油站 付賭資 付款人 

水果盤 水果台 水果刀 方向盤 手電筒 手提袋 手提包 引擎蓋 孔雀王 化妝品 切割器 公務員 六合彩 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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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動 不知情 工業區 小鋼珠 小瑪莉 小瑪琍 小貨車 小客車 小吃店 小皮包 大賣場 大滿貫 大貨車 大哥大 

千斤頂 人民幣 七星牌 ＷＡＰ ＳＩＭ ＩＣ板 ＩＣ卡 ＤＶＤ ＢＭＷ 
     

四字詞 

鑽石列車 鑰匙開啟 鑰匙發動 鑰匙啟動 變賣得款 變賣花用 變造完成 竊得機車 竊得財物 竊得之物 

竊取機車 竊取該車 竊取得手 竊取財物 霸王別姬 攜帶兇器 贏得分數 警察機關 警員查獲 警方人員 

攔檢查獲 騎腳踏車 騎乘機車 騎乘該車 騎車離去 騎車逃逸 離開現場 離去現場 擺設電動 購買飲料 

購買毒品 螺絲起子 臨檢查獲 隨身攜帶 隨即騎乘 隨即離去 隨即報警 隨即逃逸 隨手丟棄 賴以為生 

諾基亞牌 獨自騎乘 獨自行走 獨自一人 機車鑰匙 機車騎士 機車駕照 機車搭載 機車牌照 機車逃逸 

機車行照 機車大鎖 擔任店員 擔任把風 據報前往 據報到場 據為己有 駕駛車輛 駕車離去 駕車搭載 

駕車逃逸 駛離現場 遭警查獲 輪流做莊 賭資現金 賭博簽單 賭博器具 賭博之人 賭客押中 賭客下注 

撥打電話 摩托羅拉 銀行存摺 遠傳電信 趕赴現場 趕至現場 賓果行星 聚眾賭博 滿貫大亨 槍砲彈藥 

摔倒在地 察覺有異 奪門而出 預借現金 電話聯絡 電話報警 電動玩具 電玩機具 電子遊戲 路交岔口 

置於該處 經警查獲 經營賭博 當場逮獲 當場逮捕 當場發覺 當場發現 當場起獲 搶奪得手 搶奪財物 

搶奪行為 搶得財物 搜尋財物 搜刮財物 黃金項鍊 黃金戒指 開獎號碼 開啟車門 開分方式 郵局存摺 

進入屋內 進入店內 進入車內 跌倒在地 趁隙逃逸 趁其不備 著手竊取 著手行竊 華僑銀行 結夥三人 

筒仔麻將 筒子麻將 等候接應 發覺報警 發覺有異 發現遭竊 發現報警 發現失竊 發現上情 發動機車 

發動該車 發動引擎 發佈通緝 發生擦撞 發生碰撞 發生爭執 發生爭吵 發生拉扯 發生車禍 發生扭打 

發生口角 發布通緝 無殺傷力 無故侵入 無法抗拒 無人看管 無人看守 無人居住 港式三星 港式二星 

揚長而去 換取現金 換取代幣 換回現金 提領現金 循線追查 循線查獲 循線查悉 報警處理 單獨騎乘 

單獨一人 麻醉藥品 陷於錯誤 連續竊取 連續提供 連續多次 產業道路 現場扣得 現金花用 現役軍人 

液晶螢幕 欲離去時 梅花扳手 棄置路旁 棄車逃逸 旋即逃離 旋即逃逸 推倒在地 掉落地上 接聽電話 

接獲報案 接受裁判 得款花用 強暴方式 強暴手段 強盜財物 強行取走 將其逮捕 動手搶奪 偵查起訴 

停於該處 停放該處 偽造車牌 偽造文書 高喊搶劫 高速公路 閃避不及 酒精濃度 逃離現場 逃逸無蹤 

胸部挫傷 脅迫方法 脅迫方式 脅迫手段 缺錢花用 留供己用 珠寶銀樓 徒步行走 徒手竊得 徒手竊取 

徒手毆打 徒手搶奪 徒手打開 員警發現 負責駕駛 負責把風 負責兌換 計算輸贏 為警據報 為警緝獲 

為警盤查 為警逮捕 為警發覺 為警發現 為警查獲 活動板手 活動扳手 查獲上情 查悉上情 施用毒品 

施以強暴 施以脅迫 故買贓物 持西瓜刀 持水果刀 恃以維生 前往處理 前來處理 保全人員 便利商店 

侵入屋內 門未上鎖 金融機構 花用殆盡 花用一空 知悉上情 玩具手槍 朋分花用 服用酒類 拘提到案 

押注金額 所繳賭資 所得贓款 所得款項 所得現金 所得財物 幸運滿貫 夜間侵入 取得現金 制式手槍 

制式子彈 到場處理 來路不明 供己騎用 供己花用 供己使用 佯稱購買 佯裝購買 巡邏警員 巡邏員警 

迅速逃離 迅速逃逸 車窗玻璃 車牌卸下 車門未鎖 身分證件 身上起出 身上扣得 足以生損 汽車鑰匙 

汽車駕照 汽車音霻 汽車行駛 決定輸贏 沙漠風暴 改造手槍 改造子彈 投入代幣 把風接應 形跡可疑 

尾隨其後 尾隨在後 判決處刑 兌換籌碼 兌換賭資 兌換賭金 兌換金錢 兌換代幣 作案工具 伸手搶奪 

住處大門 住宅大門 行竊工具 行跡可疑 行動電話 行車執照 自後追趕 自小貨車 自小客車 收受使用 

成年男子 安非他命 安全設備 如未簽中 多處擦傷 在旁把風 在後追趕 在外把風 合作金庫 合力逮捕 

共乘機車 共同竊盜 共同騎乘 共同毆打 共同搶奪 共同連續 共同強盜 共同前往 共同犯罪 任意押注 



76 

交通工具 交岔路口 交出財物 交付現金 交付財物 丟棄路旁 白金項鍊 犯罪工具 犯意聯絡 正欲離開 

正欲離去 未經許可 未能得逞 未押中者 打開車門 帄分花用 失竊車輛 失竊之物 失竊之車 四處尋找 

四下無人 加速逃離 加速逃逸 加重竊盜 加以竊取 加以逮捕 加以收受 出拳毆打 出手毆打 出手搶奪 

世紀賓果 王牌對決 手機序號 手提皮包 心生恐懼 心生畏懼 心生畏怖 心生不滿 少年法庭 分得現金 

公然侮辱 公益彩券 公共電話 公用電話 六角板手 六角扳手 內含現金 仍予收受 五五分帳 予以竊取 

予以收受 予以丟棄 中國信託 不慎撞及 不備之際 不能抗拒 不予理會 小武士刀 大聲呼救 大喊搶劫 

大門未關 土造子彈 上開機車 上前盤查 下注分數 下手搶奪 下手行竊 下手行搶 十字起子 入內竊取 

人車倒地 二人騎乘 二人隨即 二人共同 一字起子 一同前往 一人獨行 一人獨自 Ｔ型扳手 ＳＩＭ卡 

五字詞 

竊得之贓物 竊得之物品 簽賭六合彩 諾基亞廠牌 賭資新台幣 賭博性機具 賭博性電玩 賭具麻將牌 

賭具天九牌 摩托羅拉牌 銀行提款卡 銀行信用卡 銀行金融卡 賓果馬戲團 臺灣大哥大 臺匇市政府 

網路咖啡店 電動玩具店 電子遊藝場 電子遊戲機 資源回收場 郵局提款卡 郵局金融卡 超世紀賓果 

提款卡密碼 勞力士手錶 現金新臺幣 現金新台幣 欲逃離現場 得手後離去 得手後逃逸 國民身分證 

參與賭博者 香港六合彩 計程車司機 皇冠霹靂馬 佯稱欲購買 車門未上鎖 身分證影本 見事跡敗霺 

行動電話機 自動櫃員機 自動提款機 自用小貨車 自用小客車 台灣大哥大 台匇市政府 半自動手槍 

六合彩簽單 六合彩賭局 不明之贓物 不明之贓車 小鋼珠機台 大門未上鎖 七星牌香煙 ＯＫＷＡＰ 

ＮＯＫＩＡ NOKIA 
      

六字詞 

變造特種文書 屬公眾得出入 擺設電子遊戲 購買毒品施用 賭博電動機具 摩托羅拉廠牌 電動賭博機具 

電動賭博機台 電子遊戲機具 當場為警查獲 結夥三人以上 部分未據告訴 旋即逃離現場 參與賭博之人 

動物奇觀二代 股份有限公司 朋分花用殆盡 迅速逃離現場 判處有期徒刑 行動電話號碼 行動電話序號 

行動電話手機 共同概括犯意 內政部警政署 不特定之賭客 小瑪莉變異體 小瑪琍變異體 ＮＯＫＩＡ牌 

七字詞 

轉賣予不知情之 轉售予不知情之 賭博性電動機具 賭博性電動玩具 滿貫大亨麻將台 得手後逃離現場 

將現金花用殆盡 商業銀行提款卡 商業銀行信用卡 動物奇觀水果盤 來路不明之贓物 來路不明之贓車 

來源不明之贓物 全民健康保險卡 以此強暴之方式 ＮＯＫＩＡ廠牌 
  

八個字以上詞彙 

騎乘上開機車逃逸 賭博性電子遊戲機 賭玩電動賭博機具 電動機具賭博財物 電子遊戲賭博機具 

經營電子遊戲場業 毀損部分未據告訴 傷害部分未據告訴 趁其不及防備之際 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係來路不明之贓物 係來源不明之贓物 係來源不明之贓車 具有危險性之兇器 共同基於犯意聯絡 

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MOTOROLA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擺設賭博性電動機具 聚集不特定之多數人 

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電動賭博機具小瑪莉 電動賭博機具小瑪琍 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建築物部分未據告訴 

客觀上具有危險性之 係屬來路不明之贓物 係屬來源不明之贓物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牌 與不特定賭客賭博財物 

電動賭博機具賭博財物 電動賭博機具滿貫大亨 未懸掛車牌之重型機車 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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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相似案件檢索判決刑期統計 (不同回傳案件數)  

 

 

回傳 50 篇 

案由 竊盜 搶奪 強盜 贓物 傷害 恐嚇 賭博 總帄均 

帄均值 15.56 20.11 64.62 4.48 7.63 5.68 4.76 17.55 

標準差 7.7 12.84 26.16 1.87 9.44 2.25 1.48 8.82 

 

回傳 100 篇 

案由 竊盜 搶奪 強盜 贓物 傷害 恐嚇 賭博 總帄均 

帄均值 16.01 20.76 65.1 4.5 7.98 5.87 4.77 18 

標準差 8.6 14.8 27.1 1.98 11.35 2.51 1.57 9.7 

 

回傳 150 篇 

案由 竊盜 搶奪 強盜 贓物 傷害 恐嚇 賭博 總帄均 

帄均值 16.65 21.31 65.32 4.52 8.15 6 4.78 18 

標準差 9.46 16.05 27.68 2.06 12.17 2.68 1.6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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