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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0 次市政會議-100 年第 6次治安會報及 

第 4次公安會報聯合會議紀錄 

時間：100 年 6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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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正洪明強、組員劉美鳳 

出（列）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壹、 頒發派令及頒獎：（略） 

貳、 主席致詞： 

一、三位副市長、蔡主任檢察官、各位出列席的同仁，剛才我們

做了一個青春專案的宣示活動，青春專案是我在市長任內中

央開始推動的，第 1 年推動時，市府各單位對這個專案不是

很了解，也沒有很落實，結果評比的成績確實很不理想，我

們痛定思痛，立刻改善，從第 2 年開始，青春專案的成績就

提升且受到中央肯定；青春專案做的好，暑假期間的犯罪率

會減少，犯罪率減少，臺中市的治安就會改善，尤其是年輕

朋友的工作非常重要，一不小心，他可能會變成未來犯罪的

因子，所以我們要幫助他、協助他，或者救助他。青春專案

非常重要，刁局長早上就跟我報告要做這個宣示動作，幾乎

所有工作都要重視宣導，宣導就是希望效果加倍，事半功倍，

因此，我們也非常配合，把這個事情做好，也謝謝少年隊同

仁剛才努力的表演。 

二、今天是本府升格以來，第一次以全新的方式召開治安與公安

會報，現在是每個月開一次，以市政會議的方式召開，市政

會議每個禮拜一早上 9 點召開，爾後治安與公安會報會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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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召開，我希望大家儘量出席，踴躍發言，讓這個會議有

績效。這個會議有幾個特色，不論治安或公安，不外乎都是

「安全」，都是以民眾的安全福祉為最高的考量，以前治安

會報，沒有學者、專家及列席人員參加，現在我們有 8 位委

員、學者、專家，還有 5 位列席的專業人士，都是原來參加

公安會報的同仁，一起參加治安會報，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現

象，時間加長，位階提高，我們要一起努力，這是一種嘗試。

以前公安會報 2 個月召開 1 次，現在是每個月召開 1 次，一

年共 12 次，總之，這 2項工作都要再加強。 

三、最近臺中市的治安成績，可以說進步顯著，我們做了將近 15

年的車尾（最後一名），慢慢從放牛班變中段班，然後進到

前段班，今年 1至 4月，全國排第 8名，這是指「每 10 萬人

全般刑案發生率」而言，臺中市治安敗壞形象與名譽也是因

這個數字而來，因為連續 10 幾年都是全國最高，目前 1至 5

月份，排名全國第 7，1至 6月份還未出爐，我們要全力以赴，

最近我看研考會 1 個報告，針對犯罪數字，每一項都加以評

估，他們很認真，我希望警察局好好參考，我們好還要更好，

千萬不能退步，因為哪一個縣市不拼治安呢？大家一起拼，

民眾的感受就會好。每一次我說治安有改善，某些記者就會

問，數字不重要，民眾的感受怎麼樣？我說民眾的感受最重

要，可是很多民眾的感受也是跟著數字來的，所以我們還是

要全力以赴，像今天表揚的楷模，就會幫助我們改善民眾的

感受，數字的改善且進步到全國第 7 名，實質上大概是前 3

名，這是臺中市有史以來沒有達到的績效，我要謝謝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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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和相關同仁的努力。 

四、我手上有相當多的資料，以 6 月份而言，警察同仁所破獲的

重大案件，尤其是二岸六地詐欺犯罪集團的偵辦，從前期、

中期到後續處理，都非常的努力，評比成績也非常好。日前，

6月 15 日地方法院門前車子被燒，嫌犯因個人不滿司法判決

不公，就放火燒車，警察局一天之內就偵破，能達到這樣的

績效，就能有效的改善治安。另外也偵破一個老虎鑣局詐騙

集團案，警察局非常努力且有績效，這種詐騙手法在全省屢

見不鮮，但臺中市很認真的去破，這是一個好現象。還有偵

破地下色情應召站，也就是傳播妹，這一案與去年輾屍案有

關，我也要求警察同仁，這種犯罪慣性與惡性重大，要能夠

掌握動態資料，你敢輾屍、嗆警，我就跟你沒完沒了，除惡

務盡，果然這些人惡性不改，最後一出事就被我們抓，現在

我們還在檢討上次在街頭嗆警、輾屍那群人目前之狀況，一

直在注意他們，如此才能真正有效遏阻犯罪，尤其是黑幫犯

罪，我們的態度是「沒完沒了，除惡務盡」，謝謝警察同仁

在這一方面的努力。 

五、今年的春安工作，六都之中我們排名第 1，因為是擴大會報，

有很多同仁沒有參加過治安會報，我要再重複一次，六都之

中治安成績最好也是臺中，我們已經連續半年六都治安成績

最好，警察同仁的努力值得肯定，也請大家全力支持警察，

今天第 1 次列席的公安委員、專業人士，也希望將來幫我們

增加治安工作方面的表現，對改善治安也有助益。治安、公

安放在一起，責任最大的還是警察同仁，所以還是要謝謝他



第 4 頁，共 14 頁 

們的辛苦。 

六、有關掃黑工作方面，我有注意 6月 10 日報導，某縣市學校放

學時，黑幫隨機擄人去參加廟會陣頭活動，這個新聞如果發

生在臺中，又是治安敗壞之批評，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新聞

事件。另 4月 27 日臺中市政府召開校園安全座談會，有很多

教官說，畢業典禮後學校有時會發現黑幫出現，平常也有，

我唸一下（發言內容）：「幫派有滲透校園現象，放學時有

很多飆車族或黑衣人接送學生，對孩子未來發展憂心忡忡」，

這是 4月 27 日開會的情形，我相信少年隊會掌握這個現象，

因為我們最近不斷在開相關的會議，尤其是中輟生方面，警

察局也在推動校園安全工作，例如「三反」工作。我們一定

要注意校園內被黑幫滲透的現象，6月 10 日電視播出來，隨

機擄學生去參加陣頭活動，臺中更要加強防制這個現象，本

人非常關心，請相關單位務必重視，臺中市問題沒有上新聞，

但是這個現象還是要注意，及早努力，校園越安全，學生與

黑幫接觸越少，將來治安越容易改善。 

七、另外，昨天一則新聞重點，急診室裡的黑色陰影與暴力，臺

中市憑良心講，我沒聽到什麼，但是拜託警察同仁注意這個

現象，不要讓急診室變成黑幫猖獗、放肆的地方，我們對黑

幫就是 8 個字，你不來則已，一到大臺中市轄內，我就跟你

「沒完沒了，除惡務盡」。你到急診室去鬧鬧看，我們就要

立刻遏止，現在有意見說是不是要派警察到急診室，我倒覺

得不要反應過當，但急診室與派出所一定要有很快的通報系

統，喝醉酒到急診室大吵大鬧還打醫生，旁邊有警察，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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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還制止不了，因為喝醉酒的人很不理性，到底能不能上

銬？我也不知道，但是給警察參考。我覺得喝醉酒，只要在

急診室鬧事，外國警察一定上銬，我們這裡上了銬，媒體又

要罵過當，因我不是內行，請刁局長多費心，臺中市要排除

這個現象，因為別的地方發生沒關係，在臺中市一發生又是

治安敗壞，這是事實，所以我要在這邊提醒大家多費心。 

八、我最近收到很多信，民眾來函，抱怨一市兩制，臺中市整頓

交通、攤販，原臺中市做的比較好，舉例來說，我這邊有些

簡報，「整頓市容交通，大雅區市民期待」，請轄區豐原分

局再加強整頓交通。但也有好的，如沙鹿、大甲地區，「整

頓攤販，市場周邊好清爽」、「整頓交通，大甲警察分局整

頓，市容煥然一新」，我不是憑報紙辦公，但是你做的事讓

民眾都稱讚，連媒體都稱讚的時候，民眾會對警察的好感增

加，甚至於覺得治安變好，所以我提這件事，請大家參考，

不管是停車秩序也好，攤販秩序或市容整頓也好，相關的警

察或環保等單位，都希望能夠加強。 

九、有關消防公安，是我們最重視的項目，徐副市長也針對學生

校外住宿問題開過會議，現在我們有一個專案小組，全面在

做這一件事，消防單位也非常辛苦，但我在媒體看到一個資

料，逢甲大學 4月份舉辦居安嘉年華，邀請評鑑優秀的 30 個

房東到校園裡辦博覽會，學校說 1 萬 7,000 名學生有 1 萬名

學生住在外面，不定期派教官訪視學生住處，校方會同市政

府、消防警察到租屋處稽查，找到安全住所，如果住所環境

不理想，就會輔導學生搬離，或請房東改善，房東如果拒絕



第 6 頁，共 14 頁 

改善，相關資訊就會提給臺中市政府，我提這事就是希望擴

大到每一個學校都能比照實施。日租型套房，我們也成立專

責單位，這是以觀光旅遊局為主的權責機關，也在全面的檢

查，絕對不能出事，日租套房以外，還有一些小套房，隱居

公寓大廈裡面，這是消防局在做，平常仍應注意，因為小套

房如果租金便宜，雖然不是日租，但因沒有管委會，公共安

全設備付之闕如，容易發生危險，請消防局要特別注意。 

十、另外我要講的，是「大鵬新城」消防設備與公共設施長期未

改善問題，我們已經在處理了，因為我講了 3 年不能拖，可

惜國防部不是很配合，管委會好像也很服從國防部，所以我

們本來要開單，只要他正式來文我們就要開單，現在我請消

防局全面加強，類此區域的公共安全，絕不能手軟，責任在

我們身上，國防部不配合，就直接開罰、要求改善，不用客

氣，這是我對「大鵬新城」的關心。 

十一、我在 5月 14 日看到電視上一則新聞，高雄地區有一拖板車

開到活動會場附近去施放煙火，違反規定，新聞重點是消防

人員立即去開單，開完單照放，讓我想起全中運放煙火的地

點，觀賞民眾太靠近，我們也開單取締，但開單後煙火也照

放，所以提醒消防局，如果發生公安潛在危機，就要強制不

准施放，除非人員退到安全距離 50 公尺以外，否則開單不是

解決問題，這是我的意見，請消防局照辦。 

十二、我們對於九大行業或一般場所的公安稽查非常認真，但稽

查結果如果安檢不合格，我們都會貼一張不合格徽章，但是

他們都不理你，也就是說消費民眾如果不在乎，那就沒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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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了，公權力如果太微弱就不太好，等於沒有作用，不合格

徽章貼上去有沒有效果，可能要自我檢討一下，有些同仁常

覺得貼了不合格徽章，工作就算結束了，但如果失火了，怎

麼辦，所以還是要提醒一下。 

十三、最後，我在媒體看到、學到，最近因為阿拉夜店的問題，

檢討的檢討，改善的改善，可是有一個法令還在立法院，叫

「消防設備人員法」，放了 16 年，因為這個法令如果不通過，

消防設備師（士）執法就不完備，是否要呼籲中央儘速推動

完成立法，請消防局彙整做一個資料陳核，這也是公共安全

一個重要的部分。 

 

參、 歷次治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辦理情形及轉達行政院 100

年 5 月 31 日治安會報 院長指示事項（摘錄）報告 

市長裁示： 

一、准予備查。繼續管制的 8 個案件，請各主管局、處、會等單

位積極辦理。 

二、100 年 5 月 31 日行政院治安會報  院長指示事項請參閱辦理。 

肆、 上次公安會議主席裁示事項辦理情形暨歷次會報繼續列管案

件辦理情形 

市長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金文森委員建議：「潭子加工區地下水污染問題，建議務必

找出源頭開罰，並且全面定期監測井水品質」一案，請環境

保護局就污染源部分繼續追蹤管制，本案請繼續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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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例行工作報告： 

一、本市 100 年 5 月份治安狀況分析及防制詐騙工作成效與策進

作為報告（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市長裁示： 

（一）洽悉。 

（二）每 10 萬人全般刑案發生率部分，請警察局參考別的城市改

善情形，至少在六都之中名列前茅，永遠保持第 1 或第 2

名。自己跟自己比部分，犯罪的數字要持續減少，民眾的

感受才會改善，我不會要求全國排名要進到前 3 名，這不

合實際，但儘量做到六都之中，不能失去領先的地位。 

 

二、100 年 4-5 月份維護公共安全暨影響治安行業聯合稽查未出勤

紀錄、後續處理情形成果報告、100 年 7 月份聯合稽查日程表

報告、100 年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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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裁示： 

（一）洽悉。 

（二）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加強辦理行政罰鍰之催繳工作，亦

請各機關首長一定要重視並繼續追蹤列管未收繳罰鍰之情

形，並請法制局協助指導如何提高行政罰鍰收繳率。 

（三）請稽查人員確實出勤維護公共安全聯合稽查工作，對於應

出勤而未出勤者應予以懲處，若未出勤之紀錄為累犯者，

一定要加重懲處，懲處之結果請告知市長室。 

（四）請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析於工作報告之罰鍰執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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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列「累計未執行罰鍰件數」項目。 

                                                                  

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工作報告 

一、經濟發展局報告： 

（一）如會議資料書面報告（略）。 

（二）聯合稽查帶隊官之層級業已提升至科長級以上，帶隊官之

職責除嚴守行前保密外，另參酌監察院委員之建議，研議

賦予帶隊官機動性隨機抽檢職責，並與都發局、消防局共

同組成輪流帶隊。 

（三）聯合稽查紀錄於稽查後 3 日內行文相關機關依權責追蹤管

制。 

主席裁示： 

（一）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收到經濟發展局聯合稽查紀錄表 7

天內，應將辦理情形向經濟發展局作第 1 次回報，無法結

案者亦須每 7 天定期回報 1 次，直到辦理完成為止，並請

經濟發展局將此列管結果送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督導管

考。 

（二）對於已遭斷水斷電之業者，逕行私接水電違法營業者，於

接獲通報後應立即安排稽查，避免產生漏洞，必要時天天

前往複查，堅持公權利，做到滴水不漏，另對於星期五接

獲通知案件，亦請經濟發展局落實於星期六、日安排稽查，

並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務必確實辦理。 

（三）經濟發展局所列管之非法視聽歌唱等八種行業在 2 個月內

減少 228 家，請再予以檢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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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飲酒店家數尚有 81 家次在營業中，請經濟發展局再次

清查目前尚在營業中之家數。 

二、都市發展局報告：如會議資料書面報告（略）。 

主席裁示：洽悉。 

三、教育局報告：如會議資料書面報告（略）。 

主席裁示：洽悉。 

四、社會局報告：如會議資料書面報告（略）。 

主席裁示：洽悉。 

五、勞工局報告：如會議資料書面報告（略）。 

主席裁示：洽悉。 

六、觀光旅遊局：如會議資料書面報告（略）。 

主席裁示：洽悉。 

七、新聞局：如會議資料書面報告（略）。 

主席裁示：洽悉。 

八、環境保護局：如會議資料書面報告（略）。 

主席裁示：洽悉。 

九、衛生局：如會議資料書面報告（略）。 

主席裁示：洽悉。 

十、消防局：如會議資料書面報告（略）。 

主席裁示：洽悉。 

十一、警察局：如會議資料書面報告（略）。 

主席裁示：洽悉。 

十二、農業局：如會議資料書面報告（略）。 

主席裁示：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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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專題報告 

一、100 年暑期保護青少年－青春專案工作報告（警察局少年警察

隊） 

蔡副市長： 

暑期到了，發生都是溺水事情，臺中市的溪流也很多，幅員又

大，這些青少年小朋友都會聚集到溪邊玩水，最近個案發現，

原來他們不是要到溪裡游泳，只是去玩水，一不小心，就失去

寶貴性命，所以我們必須有更積極的作為，我提幾點請相關單

位辦理，第一，我們必須加強告示牌、警示牌，在青少年會出

入之路口，再加強告示；第二，加強易發生溺水地區巡查、制

止；第三，加強宣導作為。另更積極面作為，各機關暑假期間

如有辦理相關活動，盡量考慮讓青少年參加，透過較正當、有

益身心的活動，鼓勵他們參加，減少青少年因無處可去，跑到

溪邊遊玩，衍生溺水憾事，暑期是我們必須多留意的，除了教

育局之外，相關主管機關多協助，以減少溺斃案例。 

徐副市長： 

前陣子原臺中縣有 14 座游泳池沒有開放，現在調查後有 6 座

不堪使用需改建，其餘 7月 1日起陸續會開放使用，請教育局

局長管制督促務必如期開放，因為都在偏遠地區，而會溺斃的

也都發生在偏遠地區。 

市長裁示： 

（一）洽悉。 

（二）暑期學生溺水事件之防止，馬總統相當重視，也親自打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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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給教育部長，因此我們也不可輕忽，基本上沒有救生員，

有告示不能戲水之區域，是不可以戲水游泳的，請教育局

透過學校加強宣導，以減少學生溺水事件一再發生。另我

們提供的游泳池等場所，救生員、設備的合法性都很重要，

一定要做到安全第一。 

二、臺中市山坡地違規查報取締執行成果專案報告（農業局） 

市長裁示：洽悉。 

 

三、打擊囤積查核業務專案報告（法制局） 

市長裁示：洽悉。 

 

捌、臨時動議 

一、交通局林局長：7月 1日交通局要遷移到原舊議會上班，屆時

歡迎大家蒞臨指導，相關細節會發布新聞跟大家報告。 

市長裁示：交通局很努力、辛苦，工作的服務品質也一直在改善，

謝謝交通局，期許再努力進步。 

二、觀光旅遊局張局長：明天陸客自由行即將啟動，目前了解的

訊息，最早的一班飛機會在清泉崗機場降落，會帶來 16 位從

廈門小三通進入臺中市旅遊的陸客，謝謝幾個單位警察局、

農業局、工策會、新聞局、原委會，希望臺中市用最熱情、

最熱忱的心迎接第一批到臺灣旅遊的陸客，後續會推展更多

的陸客到臺中來旅遊，也特別謝謝各單位的協助。 

三、文化局曾副局長：Lady Gaga（女神卡卡）臺中行正緊鑼密鼓

籌備中，昨天的換票也非常順利，雖然不是與本府有直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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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但也高興看見換票順利進行，地方雖有一些小小的紛爭，

但都已解決。上個禮拜有召開跨局處籌備會，明天下午會再

召開一次；另 7月 3日與本府有二個較密切的活動，即下午 3

點鐘的歡迎會，會進行半個小時，之後賓士公司會安排一個

踩街的活動，不過目前聽到的訊息是 Lady gaga 不會到賓士

去，所以賓士公司也希望和本府的歡迎會有某一個程度的結

合，這部分還在洽談，另外 8 點鐘歌友會的活動也都順利籌

備當中。 

市長裁示：謝謝文化局的同仁很辛苦，這是會引起很多年輕朋友注

意，而且很關切的活動，這個事情不是我們主辦，我們

只是協助邀請，且晚上也不是演唱會，但可以預見會有

很多熱情的年輕朋友湧入臺中市，請文化局聯繫相關單

位，把各項工作如安全的照護、交通動線、流動廁所等

做好，無論如何站在一個都市的立場，讓這個活動成功。

我們歡迎表演者來，也歡迎年輕朋友到臺中市來，但我

們的準與支援工作一定要做好。 

四、金委員文森： 

（一）資源回收場建議加強消防安全檢查，要求業者須備有足夠

緊急滅火設備。 

（二）斷層露出線兩側各 15 公尺內私有土地限建二層樓，恐危害

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建議恢復禁止於斷層露出線兩側各 50

公尺之範圍內建築。 

（三）塑化劑事件後建議添購檢測設備，檢測其他食品污染源，

明文規定獎勵金，20 多年未發現，宜有官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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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部中小學老舊校舍補強整建，若無建照、執照建議補

強建照；補強設計圖等資料建議規定保管單位，明定新舊

建築師、結構師的責任歸屬；老舊校舍若無建照執照及使

用執照，如何完成消防安檢。 

玖、主席結論 

金文森委員建議意見請相關單位研析辦理。另會議資料第 123

至 130 頁，警察局 4 至 5 月份執行取締涉嫌妨害風化場所工

作，其中有 12 家護膚指油壓店、8家飯店（旅店）、理容 KTV、

私娼寮，56 家無店招應召站，2 個月共取締 76 家，這對於色

情風氣及不良行業蔓延絕對有嚇阻作用，我要謝謝警察同仁全

面努力。但此種行業不會因為警方取締查處就關門走人，可能

會變更名目又重操舊業，因此仍要鍥而不捨追查，繼續實施複

查，並了解其動態，總之，不能讓違法的事在臺中市放肆，我

們的理念：「守法的不能讓它吃虧，違法的不能讓它占便宜」，

公權力一定要伸張。今天會議到此，謝謝各位同仁。 

拾、散會（上午 10 時 4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