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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14次市政會議─ 102 年第 5次 

治安會報及公安會報聯合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5月 28日上午 9時 0分 

地點：本府市政大樓惠中樓 9 樓市政簡報室 

主席：胡市長志強         記錄：偵查員黃美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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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本人因參加在本市舉行之國際不動產年會活動，故

本市第 114次市政會議-102年第 5次治安會報及公安會

報聯合會議改至今日召開，帶來不便請各位體諒，對於

這個月來大家的工作，本人充滿感激之心，但市民未必

有所體認，我們仍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首先要提到

4 月底在金麗都理容 KTV 發生槍擊案，此案我非常關

心，案發原因為店家與客人的債務糾紛，店家股東把客

人找來談判，隨後發生槍擊案，我很感激警察局妥善辦

理，將兇槍、一干人犯全部緝捕到案，並即刻派人開始

站崗，非常迅速有效，值得肯定。以前有次在某店停車

場發生一起槍殺案，我們去站崗整整一個月，他叫苦連

天說收入損失 3億，我覺得奇怪，看稅捐收入報表，年

收入也不到 3億，怎會損失 3億，不管如何，此後臺中

這類特種行業的槍擊案件減少到零，大概已超過 3 至 4

年沒發生案件，面對於臺中市的八大行業，尤其是色情

理容 KTV，我一向採取不能發生槍殺案的態度，店家不

能幫助或盡力排除致發生槍擊案，顯然有治安上顧慮，

影響本市治安，我們毫無例外會去站崗，也絕不懈怠，

我們的立場堅定，不容許任何黑道分子在本市違法鬧

事，若有則嚴懲到底，絕不干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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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 2件事情是，在警察局的努力下，短短一個月內的掃

黑工作非常有成效，我手上就有 4件在 2天之內連續破

獲：5 月 14 日專案小組在檢察官指揮及長期布線偵辦

下，破獲一個分布在中南部，手段毒辣、惡劣的犯罪討

債集團，算是相當大的案子；隔天 5月 15日第五分局、

大甲分局及刑大偵七隊分別破獲另 3組討債集團，共 4

個集團。各位開會的同仁不會出去借錢，可能無法體

會，有的人為債務所逼，向他們借錢後，從此過著暗無

天日的日子，跟在「歡喜就好」裡面就業的女士們遭遇

差不多；這些黑道討債手法會讓民眾覺得是無政府狀

態，覺得社會沒有陽光，不但是暴利，也是暴力，如果

能夠一一清理包括特種行業黑道圍事的這些黑道討債

集團，黑道的氣焰定會降低，我們向黑道宣戰很多年

了，有人忘掉，我自己從來沒忘，因為向黑道宣戰是一

個沒完沒了的事情，如果你放鬆，因為利益所在，他完

全不守法，就會道消魔長，黑道的力量很快會復甦，所

以我很感激警察同仁 5月份交出這麼漂亮的成績單，相

信對本市治安的改善，絕對有很大的幫助。 

三、 5月 17日在清水發生銀樓搶案，犯嫌公然在銀樓抓了銀

飾、金飾就跑，隔天警察馬上根據監視器找到犯嫌宣布

破案，這些都是績效，以前會懷疑搶案會這麼快破案？

會的，本市的警察同仁非常認真努力，看監視器也不是

那麼簡單，不知道要看多少影片才能一路追出來這個人

是誰，謝謝警察同仁的努力，也要謝謝 3至 4個月前我

們在這裡討論酒駕時列席的主任檢察官，他告訴我們酒

醉駕車的罰責比吸毒駕車的罰責重得多，吸毒駕車的危

險度一樣，但幾乎沒辦法究責，而教育局也提出他們非

常注意校園中的吸毒人數是否在增加，我們當場決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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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專案小組處理這個案子，我們不知道地檢署在 6個

月前已經有個專案小組，注意校園中的吸毒、販毒事

件，並在 5 月 21 日展開大規模搜索，查獲學生及未成

年 34人、現役軍人 3人，媒體多以頭條新聞報導此事，

你覺得這樣的案子讓臺中市丟臉嗎？雖然不是好事

情，可是各位能夠面對問題、找出問題、解決問題，且

不諱疾忌醫，我覺得是好事，也希望各單位的同仁都能

了解，我們在這裡討論真的有用，這次甚至還查獲母子

販毒集團，14歲小朋友出去賣毒說是媽媽叫我來賣的，

這個社會的是非觀念都沒有了，況且小朋友一吸毒，如

果戒不掉，將來不但治安問題嚴重，他的人生也毀了，

所以我今天特別講到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 

四、 隨著車輛數目增加，本市停車問題好像越來越嚴重，交

通局一定要好好協助解決這個問題，我最近在媒體上看

到讀者投書「外出停車，肢障者好鬱卒」，因殘障車位

常被佔用，卻沒人取締，憑良心講，我常看到紅線公然

違停，也沒取締，我想警察同仁的工作太辛苦，壓力太

大，所以有時微罪不舉，但如果民眾沒有守法的習慣，

將來治安會變得更麻煩，這是紐約市的經驗。 

五、 此外，最近發生大豪雨，預計會造成毀滅性破壞，還好

雨量沒有想像中大，在下雨期間水利局分別給 12 個里

的里長打電話，遍及大里、太平、霧峰、烏日等區，最

近水利局在這 12 個里都有工程，尤其太平以前逢雨必

淹，水利局工程終於在去年底做完，這次大豪雨我也收

到多位區長和里長的電話，他們說本市從沒發生過這樣

的事，有的地方水利局還去現勘，沙鹿的里長告訴我有

陪同水利局現勘，幾乎每個里長都對水利局的工程表示

滿意，也有幾個里長說，以前這樣的雨早就淹水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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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還好沒淹，我聽到這個消息很高興，因為淹不淹水和

公安有很大的關係，水利局還是要加強它的工作和服

務，講一句實話，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要努力施工，

確保它每次都不淹水，施了工再淹水，他一定跟你翻

臉，關心也不過是一通電話，他會對你感激，也許不是

現在，但我相信將來會替你修一座廟，裡面給你拜拜！ 

六、 向各位報告，這個會議是公安及治安聯合舉行，有時候

偏重治安，可能會忽略公安，但我在災害期間不斷收到

建設局最新的公安報告，因有大豪雨，大家都嚴陣以

待，建設局每天一個報告，幾乎在沒休息的狀況下，加

強各地戒備，我很感動，我最驚訝的是星期六早上的報

紙登出，由內政部營建署公布的全國橋樑檢修報告，其

中臺中市的成績很差，我把報紙剪下來，預備昨天來上

班就交給建設局長查覆，為何成績這麼差，想不到電

視、報紙星期六出來的消息，星期天一早我就看到建設

局的完整報告，他們沒休息，立刻整理出臺中市有多少

橋梁、多少座是危險的、維修的情形和經費、近年來每

一年花 7億檢修等資料，但也承認檢修是陸續完工，沒

及時上營建署網站登錄，營建署也當你沒做，所以成績

很難看。我們不要怪別人，你們有個同仁輾轉在發牢騷

說營建署公布前 3天為何不來個電傳跟我們說：「要公

布了，請 update 補足最新資料。」，營建署不會這麼

做，與其責怪別人，不如要求自己，我們的同仁真的很

辛苦、很忙，我在這裡表示感謝，這個團隊真的很認真、

很了不起。 

七、 最後一點是，昨天晚上 7點半，我看到一則新聞，標題

是：「電子城牆奏效，臺中肇逃破案逾 9成」，這就是

我們希望常給民眾看到的消息，不過我也不能不講，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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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我們在五都治安都排第 1；全國來講，離島不算也

是前 3名，這個成績是幾十年來沒有過的好成績，謝謝

所有的警察同仁，尤其是刁局長。當然，治安的改善和

地檢署全力的支持協助絕對有關係，但諸位曉不曉得，

遠見雜誌最近一次民意調查臺中市有 10 項評比都比以

前好，雖然滿意度還是不夠高，總是在 4、5 成左右，

但成績都是進步的，只有一項成績排全國最後一名，叫

「警政治安」，你們心裡一定覺得很不公平，我們的「警

政治安」輸其他的直轄市、縣市，分數是全國縣市中最

低，當然，最好的還是馬祖、金門，它治安非常單純，

民眾滿意度很高，我們這麼努力，這樣宣導，民眾的感

受還是沒有反應出來，但我們還是要努力，我不能不站

在市長的職位上只提好消息和感激，也要提出我很注意

這一點，我們硬是排全國最後一名，你要比分數、比客

觀，我們的成績真的很好，比統計、比感受，民眾硬是

把你壓下來，所以這點非常值得警惕，我們幾乎所有能

做的都做了，什麼時候能夠成功地改變、讓民眾真的感

受、了解警察團隊的辛苦和奉獻？臺中市的治安真的不

可同日而語，難道要在大街上貼看板？貼了有用嗎？民

眾對於政府宣導常抱著打折扣的心情來接受，但我們只

有努力而為，繼續保持治安改善的強度，看民眾怎樣回

應，不管如何還是要加強努力。 

參、 歷次治安及公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及轉達行

政院 102年 4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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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歷次治安及公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第 1案： 

黃副市長：  

「臺中市酒醉駕車防制自治條例」草案，已送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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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審議，但部分議員對該自治條例有不同意見，請

交通局能和議員們事先多溝通，讓該自治條例能順利

通過。 

賴易聰委員：  

在「臺中市酒醉駕車防制自治條例」草案是否有訂定

餐廳代客開車從出發地到目的地之費用標準，以避免

爭議。 

劉俊昌委員：  

餐廳酒後代駕者須具備何種資格？若途中發生意外，

致酒醉者、代開車者受傷或死亡，或車子受損，由誰

負責？ 

交通局林良泰局長： 

有關賴易聰委員之建議，在「臺中市酒醉駕車防制自

治條例」草案中研訂八大行業或經公告之特定行業應

設置代客叫車告示牌之規定，而酒後代駕之費用將再

與計程車業者研議。另有關劉俊昌委員之建議，將鼓

勵計程車車隊做為代客駕車的行業，並請計程車車隊

投保公共意外險，相關權利義務會再溝通討論。 

    主席裁示：  

（一）請交通局、警察局就「臺中市酒醉駕車防制自

治條例」草案共同努力合作，以獲得議員們的

支持。 

（二）餘備查。 

二、歷次治安及公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第 8、

第 9案： 

金文森委員：  

（一）水利局宣導老舊大樓產生之污水應接管至污水

管排放的效益恐不大，是不是有相關規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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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一定要接管或請主管機關檢驗大樓化糞池

是否合格？ 

（二）雖自 102年 5月 17日開始實施傳統市場禁宰活

禽，但若將來取消「禁宰活禽」政策，傳統市

場恢復活禽宰殺後，因宰殺所產生之血水仍會

有任意排放的情形，如何改善？ 

 水利局劉振宇局長： 

依現行規定並無強制大樓一定要接管，而大樓的化糞

池則需由管委會自行出資改善，然為提升本市污水下

水道接管率，本局將持續加緊辦理。 

 經濟發展局王誕生局長： 

一般活禽宰殺後的血水會進行收購加工成雞血糕等食

品，不會有大量血水任意排放的情形，若有任意排放

情事，本局會依規開罰。 

      主席裁示：  

備查。 

肆、 例行工作報告： 

一、 本市 102年 4月份治安狀況分析及檢肅非法槍械工作執

行成效與策進作為報告（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如會

議資料書面報告及補充資料（略）。      

（一） 本市 4月份治安狀況延續 1至 3月份良好、平穩之趨

勢，在各項指標皆呈現平穩狀況，雖發生金麗都槍擊

案件，但很快即將嫌疑人及關係人傳拘到案，4枝涉

案槍械也均起獲；接續幾波掃黑行動也緝獲治平對象

4 位、共犯 40 名，這些具體作為均宣示本局打擊黑

道暴力是沒有底線的決心。 

（二） 本局今年 1至 5月份共查獲非法槍械 51件 58人，起

獲各式槍械 108枝，相較去年同期增加 58.8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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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擔心本轄槍械有氾濫的現象，逐一核對後確認

51 件 108 枝槍械中有 21 件 59 枝是破他轄的案件，

由此可見同仁除努力改善治安外也兼顧了績效爭取。 

（三） 針對新新聞雜誌所做「2013 年最有價值縣市民意調

查」，本市治安滿意度全國最低，但由補充資料中可

看出本市各項治安工作成績有目共睹，除各類刑案發

生數連年下降外，在全國或五都各項治安數據評比中

皆名列前茅，且居住社區滿意度成績與臺北市輪流排

2、3 名；而績效以外，警察局對於內部管理及風紀

維護也不遺餘力，合併後未再發生結構性上的風紀問

題，且對於民眾感受深刻而以往被詬病的飆車事件、

汽車竊盜、民生竊盜、打破車窗竊盜、詐欺案件等也

均以重大刑案規格偵辦，但縣市治安滿意度卻仍敬陪

末座，雖感遺憾、無奈，我們仍會繼續努力，謝謝市

長的鼓勵，也希望市民及媒體朋友們能給警察多一些

溫暖、正面的鼓勵。      

      主席裁示：  

每月治安會報後可發給每位里長、議員 1 則簡訊，內

容可如資料第 51頁結語，提到這個月本市六都排名及

全國排名，詳細資料則上警察局網站查詢，把消息發

出去給里長知道，不然有時儘管說破了嘴，就在里長

會議裡講過他也沒注意聽，請警察局相關單位一開始

辛苦一點，設計一下，可參考人事室做的「一呼百應」，

颱風、地震、天災來的時候，所有學校、機關一呼百

應，且每隔一陣子查一次，各單位都可以考慮做，但

我也不願各單位發簡訊發到議員、里長都煩了，一打

開 30個簡訊都是市政府打來的，要自行斟酌。 

（四） 102年 4月份維護公共安全暨影響治安行業聯合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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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紀錄、後續處理情形成果報告、102年 6月份聯

合稽查日程表報告、101年度及 102年 4月份違反公

安相關法令行政罰鍰執行情形報告、公安聯合稽查複

核作業執行情形報告（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如會

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 

（一） 每項業務都應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尤其是聯

合稽查工作，不能再有稽查人員未出勤且無人

代理的情形，違者將議處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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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式卡拉 OK 延伸許多問題，應首重公安項

目，其次為噪音影響安寧問題，請經濟發展局、

環境保護局執行稽查業務時多加留意。 

（二） 請觀光旅遊局瞭解本市非法民宿情形。 

（三） 餘備查。 

陸、 專題報告： 

一、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資訊安全維護專題報告 

（警察局資訊室）：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 

（一） 請研考會檢視本府資訊安全並研究改進作為。 

（二） 餘備查。 

二、 愛滋病防治專案報告 

（衛生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  

（一） 請衛生局了解愛滋病患個案增加的比率與世界

潮流相比是如何。 



10 
 

（二） 餘備查。 

柒、 綜合討論（臨時動議）： 

一、無障礙空間 

都市發展局何肇喜局長： 

請參閱本局編印之「臺中市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設置

參考手冊」，另主席裁（指）示事項第 3 案之建築物複

查作業要點已公布，於 8月 1日起開始實施。 

主席裁示：  

無障礙空間改善小組或委員會係請府外人員參加審

查，同樣的申請案一旦做成書面決議，理論上，下次開

會其他委員提出的意見僅供參考，避免民眾無所適從，

政府不能給人朝令夕改的感覺。 

二、H7N9病毒檢測 

金文森委員： 

請衛生局檢驗豬血、雞血等血液內是否有病毒潛在？以

免 H7N9擴散傳染造成疫情。 

衛生局黃美娜局長： 

H7N9目前農業局隨時在監測，目前為止臺灣的家禽體內

並無 H7N9 病毒，而該病毒一達到 70 度的高溫即會死

掉，防治部分大家可以放心， H7N9 將來會如何變異還

很難說，仍請大家提高警覺，當 9月候鳥飛來時才是我

們決戰的關鍵時刻。 

農業局蔡精強局長：  

本局對飼養的雞、鴨、鵝等家禽持續抽檢；候鳥的部分

在高美濕地設有檢測點，不定期會取排泄物進行檢測，

目前均呈陰性，未發現 H7N9病毒。 

主席裁示：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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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避免參觀養殖家禽場所 

劉俊昌委員： 

為防治 H7N9 病毒，除屠宰場進行管制外，政府也大力

宣導避免接觸家禽，卻有其他縣市於外賓參訪時竟帶至

生態農場參觀雞舍，此事可供本市作為借鏡。 

主席裁示：  

備查。 

四、本市肇事逃逸破獲率全國第一 

交通警察大隊吳啟瑞大隊長： 

本市今年 1 至 4 月的肇逃案件包括 A1、A2 及 A3 有 811

件，破獲 760件，破獲率 93.71％，比去年同期提升 6.37

％，為全國最高，顯示除警察同仁鍥而不捨地努力外，

電子城牆也發揮了功效。此外，有 3點呼籲，第 1為肇

事後應立即叫救護車救護傷患，勿心存僥倖，若逃逸被

抓到除罰鍰、吊照外，如致人死傷將移送法辦；第 2為

呼籲市民遇有肇事案件能主動提供線索，讓案件更迅

速、及時偵破；第 3為請市民行車遵守交通規則，注意

交通安全，確保自身生命財產安全，更不要酒後駕車，

共同維護本市交通秩序，另本局的肇逃破獲率也會定期

公布。 

主席裁示：  

請警政署研究在電視上廣告「肇事逃逸，良心不安，罪

加一等」，我們應宣傳肇事不要逃逸，本市有 9 成 3 的

破獲率，逃逸還是抓得到，若不逃說不定那人還可救活。 

捌、 陳主任檢察官提示： 

本市治安這幾年一直很好，今年 1至 4月每 10萬人口全般刑

案發生數在六都中最低，排名第 1，竊盜、搶奪等案類降低

的排名也是第 1，個案的發生並不影響我們團隊、同仁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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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努力及積極的態度，在此特別感謝警察局對毒品掃蕩的

配合，毒品不只危害健康，對其他犯罪也有間接影響，毒品

多則搶奪、強盜、竊盜等案件也會特別多，5月 22日本署及

警察局出動大約 1 千多名員警，搜索 150 餘處地點，並查獲

160 餘位犯嫌，此次「護苗專案」破獲了重大毒品案件，另

教育局推動「春暉專案」，針對校園毒品對青年學子進行輔

導，在此特別致上 12萬分的感謝。此外，根據統計有 4成醫

生受過急、門診暴力行為，此現象若未壓制將對民眾就醫權

利產生很大影響，故本署自去年起即與警察局合作推動急、

門診的暴力防治，以在第一時間共同打擊此類犯罪，避免目

前醫界四大皆空、五大皆空的現象發生，謝謝。 

玖、 主席結論： 

謝謝陳主任檢察官的指教，也謝謝大家的努力，散會。 

拾、散會（上午 10時 4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