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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62次市政會議─101年第 4次 

治安會報及公安會報聯合會議紀錄 

時間：101年 4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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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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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召開今年第 62 次市政會議，同時也是治安及公安會

報聯合會議，感謝今天受獎的民眾與同仁，受獎事蹟我都仔

細的參閱且深感敬佩，有民眾目擊搶案、擄人勒贖案發生，

即如警方鍥而不捨追緝的態度一樣，把相關情資供警方追緝

犯嫌，渠等配合度和細心度真是讓人佩服。另警察同仁也各

自有傑出表現，尤其是今年春安工作表現，是六都評比第 2

名，雖去年本市是六都評比第 1名，我還是要謝謝大家的努

力，我知道我們不可能永遠第 1名，但保持名列前茅且整體

治安狀況改善，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今日感謝地檢署主任檢

察官林弘政蒞會指導，也歡迎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鄧大隊長

學鑫到任，鄧大隊長原職為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七隊隊長，

專責偵辦詐欺案，相信本市近期在偵辦及預防詐欺案上所做

的努力，在鄧大隊長到任後，能全面更加改善，有更好的成

績單，也感謝前任的劉大隊長克昌及代理期間的郭副大隊長

順德，對維護本市治安狀況盡心盡力。 

二、 非常感謝各位警察同仁在最近幾個案件的努力，1件起因為

債務糾紛而引發疑似擄人勒贖的案件，警方以最高規格的態

度及方式偵辦，在 1天之內就破案，另東海大學學生遭追撞

死亡的車禍肇事逃逸案件，警方鍥而不捨的追緝拔掉車牌的

肇事車輛，也順利破案。此外據某新聞標題報導「詐欺集團

在中市很難混」，我看了很感動，顯見警察局的努力是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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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目前本市查緝詐欺案成效是全國第 1。據另 1則新聞

媒體報導，有一自稱「小漢堡」暴力討債集團也遭本市警方

破獲，這就是我們持續向黑道宣戰，絕不止息的象徵，只要

是黑道、是以違法、欺凌善良的民眾，我們就跟你「沒完沒

了」，臺中市的黑道大概都已經了解我們向黑道宣戰不是玩

笑話，也就是說我們要讓非法之徒知道，你們在臺中市是很

難混的。當然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可能會再有驚人的案件發

生，會讓整體治安績效或成效再蒙上壓力，甚至於蒙羞，不

過我們的努力不能中斷。 

三、 另我也注意到日前在豐原區發生青少年砍斷外勞手掌的案

件，幾個青少年深夜在街上遊蕩，這些青少年是不是常在街

上飆車？學校是否曉得他們晚上常在外面聚會？喝了酒心

情不爽，看外勞不順眼就砍斷其手掌，1個小小案子可能會

引起很多單位都要注意自己的責任，我們要去了解他們有沒

有常在外面跑，為什麼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形成初期黑道的

象徵？有沒有在學校霸凌同學？教育局有沒有去了解？我

覺得都是問題，我很謝謝警察局的簽報，雖是小小的案件，

警察局非常重視，這個案子我要把它交給教育局，作全面的

了解，而且類似這種案件都要了解，要防範未然。 

四、 有關「清道專案」做了多少年大家都很清楚，據我所知可能

已超過 10 年，但目前清道專案變成什麼樣的專案，我想大

家也知道，大概每年定期實施 1至 2次掃蕩，掃蕩完後就恢

復原點，這是值得我們考量的，原臺中市政府有「齊步專

案」，警察局表示齊步專案與清道專案很類似，其實不需要

重覆執行，齊步專案也是雷聲大雨點小，沒有一直堅持下

去，所以清道專案請相關權責單位自行注意。 

五、 最近媒體不斷的對本市色情護膚業做出相關報導，認為我們

沒有好好檢查，且刑事警察局也很注意此案，所以我們也做

了全面檢討改進，凡是有新興、類似的店開幕營業，就集中、



3 
 

大力的掃蕩，警察局簽報至少執行掃蕩 5、6 次，但都查無

違法情事，或許業者真的是純經營按摩或美容保養，沒有色

情問題，希望大家繼續持續關心此案，不要說我們去了都沒

有違法，別人去了就有違法，這些案子警察局刁局長應該都

很清楚，因為我有親自交辦了幾件案件，但就是查無實證，

也許可用偽裝的方式或請民眾去試試看，請警察局加強注意

色情護膚業案件。 

六、 上星期週末的大雨，電視媒體報導北部地區立刻引起街道淹

水、民宅進水，有 2段新聞報導，1段新聞我有在市政會議

的首長會議提過，民眾表示今年他家淹水 3次了，另 1段新

聞是 1個阿婆說，去年就是舊輪胎塞住排水道、水溝，但今

年也是一樣，還是那個輪胎在那裡，1 年了輪胎都沒有清

掉，我立刻要求相關單位注意此事，希望在雨季來臨前，清

理可能淤積的水道、溝渠，淹水問題與公安息息相關。 

七、 此次大雨過後，建設局立刻彙整各地發生淤積、堵塞民宅進

水的情形簽報給我，我同時詢問消防局有關負責災害的聯繫

救治問題，消防局呈報本市當日雨量累積超過 50 毫米的有

5個地區，分別為太平區、東勢區、神岡區、豐原區及霧峰

區，但經清查後，發現有淹水問題的是西區、大甲區、西屯

區及北屯區，淹水地區和雨下的比較大的地區並不完全重

覆，有的雨下的小也造成淹水，甚至另外還有個地方淹水

後，里長立刻向報社通知，而沒有報到消防局。 

八、 我要說的是若下大雨，相關單位就要立刻主動積極去了解，

有沒有淹水？災情嚴不嚴重？哪幾個地方淹？要很積極主

動的去預防下一次淹水的可能，每一次淹水都是一種測試，

因為我們不可能去安排一場大雨來測試水溝的疏濬程度，所

以權責單位不可坐在辦公室等民眾來報案，要立刻去了解哪

裡淤積？哪裡淹水？哪裡淹水進了民宅？來個一呼百應，各

位里長都能收到建設局和消防局的詢問，他至少感覺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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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關切，不要等到市長問，我在這裡做一個原則性的指示，

下一次再不做到，我就要追究責任。 

九、 據悉潭子地區有 1個水溝剛剛清過，但下大雨後，又塞滿了

雜物，隨後雜物清除達 2卡車，此新聞不曉得主管單位建設

局或水利局知不知道，這是要再去了解的，意思就是平常清

的再乾淨，若下雨雜物流到溝渠，還是馬上會堵住，所以是

不是要有防禦措施，比如說做閘欄或特定區域垃圾清乾淨，

不要一下雨垃圾就流到水溝。以前下大雨時，我出來察看，

西屯區有些地方大淹水，淹水原因是水溝進水孔被雜物、垃

圾擋住，用手把雜物抓起，水馬上流走，當時我就看到建設

局的同仁穿著雨衣及雨鞋，在外面清理，後來我們研究一個

制度，請里長來做，里長遍布全市且能馬上察看、處理。另

警察同仁對於基層最最了解，假若曉得哪裡淹水，請通知權

責單位，主要是水利局、建設局及消防局，大家盡全力去預

防水災造成民眾傷害，大雨固然會造成傷害，小雨如不注

意，民宅還是會進水，所以我們一定要盡力做到最好，不要

在颱風季節快來的時候，讓民眾淹水，請大家注意。 

參、 歷次治安及公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報告及轉達行

政院 101年 4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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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 3月份治安狀況分析及檢肅毒品工作執行成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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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般性刑案的發生數持續降低，理論上就是治安在

好轉的跡象，尤其是竊盜案件降低的比率，有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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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幅下降，本月發生數與去年同期比較降了大約

27%，竊盜案和詐欺案是民眾很關切的案件，我很感

激警察局的努力。 

二、 101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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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 5月份聯合稽查日程表

報告、100年度及 101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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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處）：如會議資

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 

（一） 在這次公安的例行工作報告中，有一個可取的現

象，就是不論是稽查人員的出勤狀況、稽查案件之

7 日內回覆情形或罰鍰案件之公權力執行都有大幅

度的改善，很感謝權責機關的用心，但我們還是要

用高標準要求自我，持續加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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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易聰委員建議： 

有關非法補習班資料的掌控，可從學生問卷調查來收集，明白學

生在下課後都前往那些補習班，藉由學生填寫的補習班資料去查

核是否有非法業者的存在，化被動為主動。 

主席裁示： 

一、 有關幼兒車、補習班或托兒所的安全維護，請教育局積極努

力辦理，並向學校宣導幼兒車到校門口附近搭載學童時，留

意業者接送車是否有超載的情形。 

二、 感謝水利局所報告排水道清淤工作辦理情形，大雨淹水與民

眾的安全是息息相關，在消防局的淹水災害相關統計數據中

發現雨勢大的地區未必有民房淹水的情形，反而在雨勢相對

較小的地區有淹水的狀況，請水利局參考消防局相關報告，

對於淹水地區積極預防下次再發生，也請建設局把簽報的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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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料一併給水利局參考，本府機關之間要做好橫向連繫。 

三、 為因應颱風來襲帶來的豐沛雨量，水溝通道要保持在暢通的

狀態，所以請環保局留意避免讓地面上的垃圾因雨水的沖積

而排放到河川造成淹水，也請建設局注意斷落的樹枝也會堵

塞溝渠而影響到排水功能，大雨發生時，尤須加強注意。 

四、 為節約用電落實節能減碳政策，請各機關在不影響辦公環境

及安全考量下配合相關節能措施，請環保局繼續注意及推

動。 

五、 餘備查。 

陸、 專題報告： 

一、 臺中市政府稽查取締非法旅館「日租型套房」查處情形與因

應對策專題報告（觀光旅遊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警察局局長刁建生： 

日租套房對治安及公安是有很大的影響，且對合法業者也產

生不公平現象，所以建議旅館公會他們自己能夠用 NGO的力

量，找人去租、住，舉證後，我們就可據以來裁罰，從很多

案例可見，日租套房對治安影響很大，所以本局要求勤區警

員全力查察，另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若觀光旅遊局可依警方

或民眾取證資料，而對非法業者裁罰，希望能透過獎勵機制

來獎勵警察查察或民眾檢舉。 

  主席裁示： 

（一） 本案推動的重要考量是公安，不要讓遊客來臺中住

宿而發生意外，所以我們不能不管理，要強力稽查，

再者是日租套房可能變成犯罪的溫床，這是我們要

未雨綢繆的，第三是不可讓非法的佔便宜，合法的

吃虧，基於上述理由，請權責單位加強本項工作的

改善，感謝觀光旅遊局及相關機關的全力配合，另

外就上述 3 個原則應該拜託中央廣做宣導，請民眾

不要住非法日租套房，要鼓勵及支持合法民宿，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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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非法日租套房轉型成合法。 

（二） 請觀光旅遊局參考刁局長意見研議獎勵機制的可能

性。 

二、 危險駕車之防制與取締作為專題報告（警察局交通警察大

隊）：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秘書長： 

前幾日有媒體報導豐原地區出現青少年飆車問題，請交通大

隊或豐原分局說明。 

    豐原分局： 

本案案發時日為 4月 28日 2時 51分民眾檢舉，本分局立刻

派遣員警前往處理，至現場時發現 2 車在對向車道高速行

駛，經追緝後，該 2車往石岡方向逃逸，且車牌皆以鋁箔紙

遮蓋，但因車速過快而未追緝到案，現已清查調閱 18 支監

視器影像畫面，該 2車是由軍功路往豐原地區方向行駛，已

鎖定可疑 4 部車輛涉及飆車活動，近日將傳喚到案移送法

辦。 

    蕭副市長： 

根據道安會報資料顯示，本年度 3 月份 A1 車禍案件比去年

同期增加，主要就是酒後駕車案件數增加，所以拜託各分局

針對酒後駕車案件，加強臨檢、酒測，讓是類案件減少。另

就酒醉駕車稽查件數是有增加的，但造成傷亡的案件數也是

增加的，拜託各位努力。 

    警察局局長刁建生： 

防制酒醉駕車需透過大量的宣導，本局過去 1年來對於取締

酒醉駕車件數是全國增加最多，但誠如蕭副市長所言，A1

死亡車禍案件件數還是沒辦法有效降低，此次春安工作無法

取得第 1名，就是在交通處理的評核項目輸給桃園縣政府警

察局 2分。政府機關不斷地宣導，但民眾配合的程度不但沒

有增加，反而惡性的酒駕肇事，還是屢見不鮮，所以在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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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導及事後的處罰，都希望能夠強化。就如清潔隊員遭撞

死，大家關切的重點是在環保局、警察局及相關單位的處置

作為，倒是都忘了去指責酒駕當是人的責任，如果整個社會

氛圍都能認為酒駕是一個最大的罪惡，就能讓酒駕不要發

生，這才是根本之道，警察局將持續加強執法。 

    主任檢察官林弘政： 

法務部已於去年 12 月份將酒醉駕車刑責從 1 年以下修法提

高到 2年以下，但剛在修法適應期間，檢察官或法官可能會

因車禍雙方和解，而酌降刑責。 

    主席裁示： 

（一） 飆車問題不處理，就可能發生持開山刀砍人、搶加

油站等情事，過往我要求原臺中市警察局交通隊隊

長列席市政會議，經過多年的努力，才消弭飆車問

題，但我們無法查知何時會有飆車活動，所以請大

家一定要做好防制及查緝工作，另可透過攔截圍捕

機制，協助現場查緝，請豐原分局加強查緝該起飆

車活動事件。 

（二） 另有關酒醉駕車問題，我也深惡痛絕，此案件應該

用偵辦刑案的態度來面對，不諱言，近日本府有函

請法務部研議修法加強酒醉駕車肇事責任，建議方

案有二，一是酒醉駕車同車乘客的責任，二是共同

飲酒人的責任，惟建議方案二遭本府業務單位否

決，要追究共同飲酒人的責任問題是很困難，建請

不要提此建議，但勉強同意函請法務部研究修法追

究酒醉駕車同車乘客的責任，我承認總是要有人去

做這種唐吉軻德精神的事情。 

（三） 此外有關新北市政府管制木炭販售問題，媒體朋友

問我要不要管制，我說要請相關單位去研究，思考

採取相關類似的作為，有人把燒木炭自殺視為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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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最不可怕、最不痛苦的自殺手法，那我們去想

辦法管制木炭販售，也是功德 1件。 

三、 加強酒精管理策進作為專題報告（財政局）：如會議資料書

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洽悉。 

四、 臺中市公共建築工程新建工程施行擋土設施作業安全機制

專題報告（建設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鄭明仁委員： 

有關地下水抽取沒有按照施工規範，逕自排放流出，對於地

下水資源保育影響很大，同時也會影響到民井用水，建議地

下水抽取施工應按施工規範進行，並適當回注。 

主席裁示：洽悉，請建設局參考委員意見斟酌。 

柒、 綜合討論（臨時動議）： 

劉維寧委員： 

都會公園沿線飆車族現象，確有明顯改善，但日前發生民眾在該

處遭撞傷而肇事者肇事逃逸，卻無法調閱取得附近監視器影像畫

面，不知是監視器故障、未開啟或被破壞，幸路邊停車收費員提

供肇事車輛車號供警方追緝，進而順利破案，故請相關單位應加

強維護，尤其對高風險性地區路段要強化管理，否則建構監視系

統所費不貲，有時卻未發揮蒐證功能而有效協助破案。 

警察局局長刁建生： 

錄影監視系統是固定的，該系統每日皆會有巡邏員維護保養，遇

有故障則會在 24 小時內修護完畢，但車輛在某些角度可能不會

被路口監視器拍攝到，所以很多案子是必須往案發時、地前後延

伸調閱監視器影像畫面，錄影監視系統不是辦案唯一的方法，方

法就是要靠許多民眾提供資料再加上資訊來輔助，加以破案，故

警察不能只依靠路口監視器來協助破案，致辦案能力都消失，所

以從收費員記下車號的資訊，我們再從中分析、查訪，最後將肇

事者繩之以法。臺中市過去 7年來建置電子城牆至今，透過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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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新及維護保養，敢說是全國最好的系統，但任何系統都可能

有死角，重點是我們要讓死角的發生率最低及使用效率最高，是

我們持續要求的目標。 

主席裁示： 

監視器系統主要有 2個問題，第一是不可能每個街頭都設置，第

二是不可能 360度全面性、全角度拍攝，故必然存在死角。另監

視器亦可能是民間自行設置，但因規格、感光度及解析度等問

題，致本府無法全面納編，編制維護費以維持運作。 

捌、 林主任檢察官提示：肇事車輛車牌辨識問題，亦有可能是 AB 牌，

偵辦時不見得能順利查緝，且可能駕駛人與所有人是不同的，所

以監視器不是萬能的。就我所知，以前大里市的搶奪案件很多，

但因監視器發揮的功用、效能很大，致現在案件數大幅減少，感

謝市長全力支持電子城牆建置案，另以往新聞媒體常報導臺中市

刑案發生，但近期已很少報導刑案發生，民眾也都有深切感受，

治安狀況有持續好轉，但不可能每案必破，地檢署日前也接獲被

害人陳情 1件車禍肇逃案，找不到人可以賠他錢，他也陳情到監

察院，但窮盡偵辦技巧亦無法追出肇事者。另有關日租套房部

分，也可以召集大廈管理委員會、合法旅館、民宿業者共同開會，

互相腦力激盪，尋求協助、解決方案。 

玖、 主席結論：謝謝各位的辛苦，我們大家繼續加油，謝謝。 

拾、散會（上午 10時 3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