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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6 次市政會議─ 100 年第 10 次治安會報及第 8 

次公安會報聯合會議紀錄 

時間：100 年 10 月 31 日上午 9時 0分 

地點：本府市政大樓惠中樓 9 樓簡報室 

主席：胡市長志強           記錄：警務正陳春安、組員劉美鳳 

出（列）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壹、 頒獎：（略） 

貳、 主席致詞： 

一、 今天召開第 36 次市政會議，同時也是治安及公安會報

聯合會議，剛才在頒獎時我發現今天頒獎的第 1位得獎

的民眾，體型並不是我認為壯碩、高大那一類型的，實

際上他是比我們大家稍為矮、瘦一點點的，他為了要緝

獲搶嫌，不顧自己傷勢奮勇抓住搶嫌，且搶嫌持假槍來

逼退他，命他不要追，後警察迅速到達現場，他協助警

察很快抓到這個搶嫌，所以我對他深表謝意，搶嫌比他

高大，他自己還受傷，這樣的精神真是令人感佩，所以

我剛才問他傷好一點了沒，他說這是小事情，都沒問

題，協助警察辦案是應該的，我聽這句話，實在很感動，

有這樣的意志力，臺中的治安怎會不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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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另頒發警察獲獎的案子中，前 2個都是民眾寫信來感謝

的，其中 1位民眾說：「我剛搬來臺中，我以為臺中的

治安非常不好，所以對警察沒有好印象，想不到我車子

丟掉後，警察對我的服務態度很好」另 1位民眾是說：

「發生車禍後，警察適時安撫我的不安，讓我感到貼

心」，2個案子警察的服務態度都極端的好，且很巧都是

協和派出所的案子，警察的服務態度好，民眾就會覺得

治安良好。 

三、 第 2個明顯的例子是警察幫助很多中低收入戶、營養午

餐的問題，甚至去募款，所以警察是最容易去了解基層

的狀況，甚至比社會局先碰到，在這 2、3個月以來，

我在會議重申多次，機關間橫向聯繫要再加強，因警察

自己去募款，不如同時打 1通電話給社會局，社會局有

很多救助機制可以啟動，今天有 1個案子，很明顯就是

警察主動發現需要救助的民眾，就立刻通知社會局，而

且協助處理，社會局介入，他還是協助到底，所以在這

裡我還是特別感謝，也希望大家要把橫向聯繫做好。另

要表揚犧牲中秋假期，努力辦案的警察同仁，在中秋節

假期期間發生連續機車搶奪案後，不斷的過濾監視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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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畫面，進而逮捕 2嫌，共計破獲 6件搶奪案，我非常

感謝警察的辛勞。 

四、 其實我手上還有幾件資料，都是好事情，好事情我們也

不能夠輕忽，要改善的我平常講的最重，所以我有責

任，要把好事情要跟大家報告一下，第 1件事是我在媒

體上看到，說現在住宅遭竊馬上辦，警察 1次到位、服

務到家，也就是民眾家裡發生竊盜的時候，你報案，轄

區的偵查佐和派出所員警會到現場直接受理，被害人不

用再跑 1趟派出所報案及製作筆錄，這個做法非常非常

好，我看了也很高興，也請警察局多加宣導，讓民眾可

以更了解警察的服務，當然我希望這樣的服務機會越來

越少，也就代表竊案變少，但是對於警察局這樣的做

法，我非常感謝，我也注意到了，這是 1個好的做法。 

五、 第 2件事情也是在媒體上看到的，說「警察為了預防犯

罪並且使民眾知道怎樣支持治安的改善及與警察合

作，印製了 1萬 6,000 份精美文宣，透過基層員警，分

送給地方人士，讓民眾知道治安的狀況，目前治安狀況

還算是平穩，在前段班逐次推進中」，還有很多細節我

就不念了。另有 1位議員說，文宣印刷的很好，統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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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詳實，看了印象深刻，希望民眾不要拿這些去丟

棄，或拿去包檳榔。這 1萬 6,000 份的文宣，也不見得

夠用，怎樣加強宣導，讓民眾了解，在民眾的支持、警

察同仁的努力及市府團隊的加油之下，治安持續穩定的

改善，從今年至今，治安成績維持全國第 7，老實講應

該上上下下，我也不會意外偶爾變第 8，甚至於第 9，

但是能夠一直維持第 7，五都排第 1，到底有多少民眾

知道，我還是要拜託市政府的新聞局和警察局加強宣

導，市府的首長平常出去，有機會也可以向民眾說明。

常常有很多首長，如環保、都發、建設，都會被請出去

演講，扶輪社或獅子會等，可以提供他們了解，文宣是

很重要的。 

六、 我手上有 1張大的卡片，是我在週末收到的，內容為：

「親愛的胡市長你好，我是修平科技大學的講師、某某

協進會的中區主委，很高興去年曾經在某個場合與你見

面，也感謝你對臺中的奉獻，對學界、業界的關心與支

持，在此向臺中市警察同仁致上最高的敬意，原因是上

週四早上，10 月 20 日，我照例從臺北搭乘統聯客運到

臺中中港轉運站，準備騎車到修平科技大學教書，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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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自己的車子失竊，立刻通報 110，轄區的協和派出所

在 3分鐘內，就請警員趕到現場協尋，隨後 1位蔡姓員

警，立刻送我到派出所做筆錄，結束後又擔心我沒有交

通工具，馬上又用自己的私家車，送我回車站，聽說警

務車油資預算不足，不能使用公務車，只能使用私家車

送我，這種服務熱忱讓我很感動，沒想到當天晚上，附

近的永福派出所 1位蔡永傳警員就幫我找到失竊的車

子，當外界總批評臺中治安太差時，我應該站出來替警

察同仁說句公道話，早上報案、晚上破案，不到 24 小

時，除了我信仰的佛祖慈悲照護之外，更有多處默默付

出、認真勤務的、努力破案的人民保母，如果有機會，

請市長代向警察同仁加油打氣，因為有他們，臺中更美

好，感恩，市井小民敬上」，這是 26 日寄出來的，我念

給各位聽，也是應他的要求，向警察同仁致謝，我們的

努力付出，真的是民眾看的到的。 

七、 以上是我報告的資料，當然還有其他的事情，我們一面

開會一面來討論，我今天因要趕到大雅參加 1場區公所

舉辦的農業活動，他們非常企盼，所以我預計開會開到

10 點，後再由蕭副市長接續主持，現在我們繼續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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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歷次治安及公安會報主席栽（指）示事項辦理情形及轉達行

政院 100 年 9 月 29 日治安會報院長指示事項（摘錄）報告：

（如會議資料書面報告）（略） 

主席裁示：備查。 

肆、 例行工作報告： 

一、 本市100年 9月份治安狀況分析及淨化選前治安專案工

作執行成效與策進作為工作報告（警察局刑事警察大

隊）：如會議資料書面報告（略） 

     主席裁示： 

（一） 洽悉。 

（二） 竊盜案的發生數據大幅降低，以往竊盜案對民

眾的騷擾是很嚴重的，感謝警察同仁在這方面

的努力，維護良好社會治安。 

二、 100 年 9 月份維護公共安全暨影響治安行業聯合稽查出

勤紀錄、後續處理情形成果報告、100 年 11 月份聯合稽

查日程表報告、100 年 9 月份違反公安相關法令行政罰

鍰執行情形報告（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如會議資料

書面報告（略）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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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都市發展局及教育局加強行政罰鍰的催繳作

業並檢討改善行政罰鍰逾期未收繳未移送強制

執行情形，執行上若有困難應提出並想辦法解

決，希望下個月的比例能下降，必要時專案簽

報。 

（二） 餘備查。 

伍、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工作報告：（如會議資料書面報告）（略）。 

主席裁示： 

一、 在執行聯合稽查工作時，應特別安排以非法店家為主要

稽查對象，嚴格執行非法店家查察，連續稽查結果仍違

法使用時，依相關作業規定移送都市發展局執行斷水斷

電，才能有效打擊非法業者。 

二、 餘備查。 

     劉委員俊昌建議： 

一、 市府除了推動受理住宅竊盜案件作業，一次到位受理報

案服務外，建請市府對於受害家庭之後續狀況亦能定期

追蹤，讓整個流程更加完備。 

二、 有鑑於北部學校學生感染肺結核事件，建請市府對於來

臺就讀之外國學生應有防範措施，以保障國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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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專題報告： 

一、 警察局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立法委員選舉治安

維護工作執行成效專題報告（警察局保安科）：如會議

資料書面報告（略）。 

蕭副市長： 

請環保局將選舉活動擺放旗幟的標準做公告及宣導，並

讓警察局知道取締標準，避免在取締過程中發生爭端。 

     主席裁示： 

（一） 洽悉。 

（二） 任何活動皆可能會有候選人前來造勢，隨時會

轉變為政治活動，請警察局要加強防備。 

二、 100 年「新社花海」活動交通疏導工作專案報告（社會

局）：如會議資料書面報告（略） 

賴易聰委員： 

農業局的市花市樹選拔活動已結束，臺中市市樹五葉松

可利用此次機會介紹給民眾認識，或編列預算來分送種

苗給民眾，透過宣傳可讓民眾知道生物的多樣化及環保

的教育，另亦可鼓勵民眾騎乘自行車前往參觀，避開塞

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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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副市長： 

過去幾年來，新社花海活動最塞的路段是國道 4號下來

後左轉豐勢路，應該是在這地方做接駁，但問題是在該

處要找 1個大型空地來做停車場是非常困難的，唯一就

是到東勢河濱公園那做大型停車場再做接駁，本府會持

續召開協調會來討論解決方案。 

     主席裁示： 

（一） 洽悉。 

（二） 此次花毯節併新社花海活動一同舉辦，可預見

將有大量人潮前往參觀，市府團隊必須持謹慎

之心來解決人潮及塞車問題，解決塞車問題只

有 3個辦法，第 1是勸導，第 2是接駁，第 3

是規劃停車位置遠一點，透過接駁才可讓交通

動線動起來，但民眾不知道這道理，所以一定

要宣導。 

（三） 請警察局東勢分局蔡分局長、交通局一同研議

是否可提早 1個星期試營運，再做甲、乙案的

規劃，甲案是沒有強烈管制，乙案是看試營運

後的狀況，來做為備案，比如說單日單號、雙



10 
 

日雙號等管制措施。另蔡委員提議可以騎自行

車去參加活動，這也是 1個思考方向，看能不

能停好車後，提供自行車讓他騎，或是騎自行

車進場提供優惠、送贈品等。 

（四） 此外大甲媽祖遶境活動是我們第 1次使用接駁

車，而且在 1夜之間就把垃圾清理完畢，可以

請大甲分局長把相關經驗提供給東勢分局長參

考。 

三、 臺中市工業區異味汙染管制及稽查實務專案報告（民政

局）：如會議資料書面報告（略） 

楊明德委員： 

現正值農民收割稻子的時節，收割後很多農民會燃燒稻

草，環保局對這區塊也長期有做監測，但成效不是很

好，尤其是臺中市要做 1個低碳城市，露天燃燒所排放

的碳，不光是造成環境汙染，也會產生大量的碳排量，

有關這部分不知環保局有無對策，或者不完全是環保局

的責任，比如說農業局怎樣輔導農民怎樣把稻草做合理

的運用，其實也是很重要的解決方式。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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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稻草處理問題有與農業局配合辦理，農業局有補助

經費給農民，環保局會加強宣導跟稽察、取締。 

     農業局： 

本局有編列新臺幣 750 萬經費，稻子耕作 1年有 2期，

只要農民在收割稻子時切斷稻草，把稻草在田間填做成

有機肥料，1公頃是獎勵 1,000 元，這部分我們會請各

農會加強宣導，用獎勵措施來誘引農民不要燃燒稻草。 

     蔡副市長： 

明天本府低碳推動辦公室就要正式掛牌成立，在執行相

關計畫必定會面臨很多挑戰，所以我們在執行的時一定

要落實，尤其像都發局、經發局、建設局、交通局等，

可能產生排碳量是比較多的，勢必要把低碳放在所有建

設的考量裡面，所以也透過今天的會議來讓大家思考，

我們臺中市未來的目標在哪裡，如何達到碳中和的目

標，是我們大家要努力的。 

     主席裁示：洽悉。 

柒、 綜合討論（臨時動議）： 

一、 賴易聰委員： 

（一） 鯉魚潭水庫是我們臺中市主要的飲用水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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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給水區內有多家餐廳在營業，汙水都是排

放在水庫裡面，因飲水問題涉及公共安全的範

疇，且鯉魚潭水庫非本市府所管轄，是否能請

相關管理機關來與會，討論相關管理問題。 

（二） 近日發現旱溪自行車車道兩旁雜草枯死，主要

是網狀脈草系枯死、平行脈草系沒有枯死，推

測可能是噴灑除草劑造成的，站在環保的立

場，道路兩旁也使用除草劑的話，是不宜的，

現在很多民眾沒辦法打工，是不是可以把使用

除草劑的錢，轉做僱用民眾來除草。 

     主席裁示： 

有關鯉魚潭水庫的餐飲業污染水源問題，請經發局聯

繫，那裡是水源保護區，應該有相當的管制，另外道路

兩側雜草的清除是否有用除草劑，請建設局進行了解。 

二、 劉維寧委員： 

10 月正值百貨公司周年慶，河南路與惠來路停車及交通

管制問題日益嚴重，且 12 月又有另 1家百貨公司開始

營運，勢必有更大的影響，要逛街的民眾會在週邊找停

車位，致民眾車輛一直在該區域環繞，排放廢氣也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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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空氣汙染。 

     交通局： 

現中港路交通疏導計畫已執行至第 3階段，路邊停車格

的取消將在近期內完成，國道客運的改線、停車格的調

整也正在進行中，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來疏導新光

及遠東百貨所帶來的車潮，上星期召開的協調會中，決

議先以 2階段演習預演方式模擬車潮，第 1階段在下星

期，第 2階段在 11 月月底。至於因找不到停車位造成

慢車道繞行的部分，有責成百貨公司可考量在市政路和

環中路那裡，建立接駁車，業者表達有意願將這方案做

為疏導策略，本局會持續與百貨公司召開協調會。 

     主席裁示：洽悉。 

三、 徐副市長：豐原、東勢的自行車道在每個週末都有數以

千計的人潮，自行車交通事故日益增多，請管轄分局加

強宣導及路況管制。 

主席：洽悉。 

捌、 黃主任檢察官提示： 

一、 3 位副市長、秘書長、副祕書長、警察局局長、各局處

首長及與會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今天是我第 1次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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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臺中市治安會報，感到非常榮幸，透過這個會議知道

市府在推展治安及公安的情況，讓我增長不少知識，非

常感謝。第 1點是我看了刑警大隊提出的報告後，我就

比較釋疑，因我今年 9月 7日自南投地檢署調來臺中地

檢署服務，在 10 月第 2週值班時發現，內勤檢察官受

理警察每天解送人犯的數字，從最少的 30 幾件到最多

的 50 幾件，跟我以前從 90 年到 96 年在臺中地檢署服

務期間，內勤受理人犯解送人數，從最少的 70 幾件到

最多的 130 至 140 件，簡直是有天差地遠的感覺。我在

報紙上常看到臺中市的治安被批判，會覺得這個數字的

降低會不會是我當週的個案情況，但是現在看到刑警大

隊會議資料 43 頁的報告，發現臺中市的犯罪發生數在

100 年 1~9 月，在六都中發生數最低，六都中排第 1，

看到這報告我才釋疑，犯罪人數確實有降低，這可能也

跟臺中地檢署從去年開始在強力掃蕩毒品中小盤，斷絕

整個吸毒的來源，也斷絕了他們沒有錢吸毒進而去犯罪

的念頭有關係，另警察局努力的防範及查緝犯罪也有關

係，不管如何，這數字是降低的，是好現象，希望日後

檢警能持續密切合作，把犯罪的數字逐年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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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次是 101年 1月 14日中華民國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

第 8屆立法委員的選舉，雖我國推行民主政治已經非常

的久，但賄選的情況還是有發生，法務部歷年來持續在

做宣導及加強查緝的動作，也都有不錯的績效，使候選

人想要買票、選舉權人想要賣票都有所顧忌，顯示查緝

及反賄選的宣導發生一定的成效。今年地檢署結合市府

的民政局、警察局、政風處等機關通力合作，辦理「反

賄選暨法治教育─與檢察官有約」的座談會，從今年的

10 月 1 日持續辦到 12 月中旬，總共有 168 場次，現已

陸續推展進行中，各地里鄰的反應也不錯，在此非常感

謝民政局、警察局、政風處同仁鼎力的合作，隨著選舉

日期越來越接近，有心的候選人或樁腳可能會利用各活

動來造勢或製造事端，我們也希望各合作單位在辦理反

賄選宣導時，有發現上述事情時，提前通知地檢署來做

防範，達到最好的效果。 

玖、 主席結論：非常謝謝主任檢察官的指導，治安的改善謝謝地

檢署的幫忙，不管是毒品的掃蕩、治安的維護都大力的鼎助，

另選舉期間治安的維護、反賄選的宣導，請各單位必須全力

配合地檢署來宣導、防制，甚至於查緝，把查賄工作做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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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謝謝各位的辛苦，大家加油，謝謝。 

壹拾、 散會（上午 10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