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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48次市政會議─ 101 年第 1次 

治安會報及公安會報聯合會議紀錄 

時間：101年 1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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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召開我們今年第 48 次市政會議，同時也是治安

及公安會報聯合會議，首先要感激大家在新春期間，針

對春安工作盡心盡力、辛苦的執行勤務，讓民眾過個好

年，當我在電視上看到春節期間遊樂區及各個景點皆人

滿為患，主要還是透過警察同仁辛苦的執行勤務、維護

安全，幾乎是不眠不休，別人過年，他加倍執勤，所以

我在這裡要特別謝謝警察同仁以及所有相關的同仁，當

然包括公安、消防、交通安全、交通管制，大家的辛勤

與努力，沒有大家的辛勤和努力，民眾不可能享受快樂

的假期。 

二、 首先我要在這裡致意，謝謝大家，去年臺中市政府的春

安工作績效為全國第 1，今年我不知道還會不會第 1，

但是我總是說我不能強求年年第 1，因為競爭實在很激

烈，大家也都很努力，別的縣市難道不努力嗎？不過總

是希望我們能夠維持 1個優秀的成績，仍然名列前茅，

讓市民滿意且高興。 

三、 再來我在媒體上看到警政署去年共推動 9 波的掃黑工

作，績效卓著，全國的刑案數據因此降低 2至 3成，這

個消息對我而言有很大的影響力，當然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也很努力，我曾經在黑道犯案的時候，我 2度說過向

黑道宣戰，所以我深切了解黑道的存在，不但是游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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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邊緣，幾乎都是以身試法、以身違法，來牟取不當

的利益，如果我們忽視這個問題，那治安好不了。所以

我在這裡特別報告，掃黑的工作不是只有黑道在作亂的

時候，講講而已，他是 1個常態的工作，我們的警察同

仁對於掃黑從不手軟，一定要全力的掃除黑道分子、幫

派可能帶來給社會的危害，市民才能安心、才不會受到

威脅，甚至於我也不喜歡讓市民受氣。我曾經一再的說

我在媒體上看到，大樓保全公司被黑道滲透，善良的住

戶不斷的被黑道恐嚇，這是什麼世界啊？我們能不能做

到保護市民，讓黑道曉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道理，

一定要全力掃除黑道對社會的威脅，所以我再次看到媒

體報導以後，在這裡跟各位報告，我們對黑道的宣戰，

不止不休，不能夠容忍市民受害、治安變糟，甚至風紀

都受影響。 

四、 第三是過年期間有 1個 3個月大的小朋友，好像是受到

虐待，保母系統所屬的保母在收托的時候，小朋友意外

死亡，社會局立刻介入了解協助，我看了真的很感激，

過年期間發生這些問題，我們社會局的同仁也是沒有休

息，馬上介入了解調查，我要表示謝謝。 

五、 在今天會議一開始的時候，我們頒獎，頒了 5位首長，

這 5位首長都是極力的在推動行政流程簡化，聽起來是

陳腔濫調，不過各位你知道嗎？我仔細的去了解，臺中

市行政流程簡化中的若干措施，都是全國首創，別的縣

市沒有做到，我們不斷地自我挑戰，目的就是節省民眾

的時間與金錢，節省公務員因為工作的負擔而對民眾造

成的延擱。縣市合併後，我們服務的地點增加，分為 5

個地點在 5個區域，以前就是臺中市政府和臺中縣政府

2 個點，我們把他擴大服務，100 年度各機關共提報 51

項簡化項目，依每案節省時間及民眾申辦件數統計，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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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共節省全市市民約 102 萬小時(含等待時間、交通

時間等)，若換算成全市市民至市府洽公，每人平均可

減少 24分鐘，節省金額逾 1,000萬元(含規費、交通費、

影印費等) ，這種頒獎和成就上不了報紙、電視，但是

該不該做？還是該做！所以我在這裡特別報告，頒獎的

時間比以前長了，但這是好現象，難道你要頒獎的時候

很冷清，沒有人來嗎？沒有值得頒獎的嗎？連國中生都

在幫我們破案，所以剛才這個簡化流程的努力，我很感

激。 

六、 另外我今天也要報告 1點，最新的民調出來了，去年對

治安方面有改善，民眾的感受在進步，我當然不能說因

為有獎勵，臺中的治安才改善，各個同仁的努力、認真，

是第 1要素，你曉得剛才頒獎的同仁當中，有的人是在

執行特別勤務（總統、副總統、院長等安全勤務）時，

要執行時有人要去抗議或是陳情，所長就去了解，才發

現他是外籍人士，可以轉成中華民國國籍，但是在行政

程序上一直不順利，所以他只有陳情，我們的警察同仁

就花很多心血去幫他找資料、條例、規定，最後順利達

成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當事人很感激，警察同仁這樣做

像不像是人民的保母？像！有多少個警察同仁在辦案

的時候，是不停的、連夜的看監視器，看到我覺得是眼

睛真的受不了了，像是剛才的同仁在大陸遊客的護照遺

失，硬是在陸客離開臺灣前幫他找回來。剛才消防局的

同仁聽說有人溺水失蹤，10幾個小時泡在寒冷的水中，

幸好這個人沒有溺水，也就是因為沒有溺水，所以 10

幾個小時找不到，擴大區域的到處找，家屬非常感動，

跟消防局講一定要感謝他們，所以我們也進行表揚。 

七、 最近臺中市也發生一些刑案，但破案的速度是值得肯定

的，槍殺案都是在幾個小時內破案的，1月 20日在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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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發生女子遭槍殺死亡，4小時破案；1月 26日在太平

區也發生 1 件殺人案，8 個小時破案，我們真的很難防

止意外案件、兇殺案件的發生，有時候是喝酒、有時候

是其他的動機，但是要遏止這種案件發生，就是儘速的

破案，把治安變好，警察多辛苦啊，我覺得這方面的努

力，真的一定要感謝。 

八、 最後，我們來了解一下民調成績，去年跟以前比，等於

是合併後的第 1年和合併前縣市的總成績比比看，去年

的第 4 季也就是 10、11、12 月，跟第 3 季比的話，每

項幾乎都是進步的，其中成績最好的，是民眾對居住社

區附近的整體治安狀況滿意度，達到 84.63%，將近 8

成 5，原來的成績是 7 成 9，這是最好的；第 2 好的是

晚上單獨外出時，是否感受安全？67.47%認為是好的，

比原來的增加了 6.5%；第 3個高的是縣市政府在治安所

做的努力滿意的表現度，沒有 8 成 5，是 6 成 2，但比

原來的 5 成 3，也有進步；整體治安狀況的滿意度，進

步最多，達到 9.4%，從 53%進步到 62%。當然我們不能

夠只看好的，也是要講退步的，但沒有 1個成績是退步

的，全部是進步的。 

九、 針對各細項犯罪數據，民眾認為也是有進步，暴力犯罪

的嚴重度認為減少 4.7%，竊盜犯罪的嚴重度認為減少了

3%，詐欺犯罪的嚴重度認為減少不到 1%，所以詐欺犯罪

還是在民眾心中認為很嚴重的犯罪項目，我特別提出來

講，我們不能只看好的，我們還是要加強。另民眾對於

警察整體的服務度、滿意度，從原本的 78%跳到 82%，

增加 3-4%；對於執行交通違規工作的態度，民眾的感受

也很好，增加 4%的人表示滿意，從 69%變成 73%，這是

增加最多的，被取締的人不會很滿意，但是我們的態度

可以再好一點；民眾對於協助民眾解決問題的滿意度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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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沒有增加，跟剛才的詐欺案一樣不到 1%。 

十、 這個民調成績基本上是值得肯定與鼓勵的，但我們必須

從不理想的地方再去挑毛病，理想的地方繼續加油，所

以今天的報告就到這裡為止，請大家繼續努力，我也要

在這裡謝謝大家，民眾基本上給了我們 1 個溫暖的肯

定，或者至少說給了我們 1個溫暖的鼓勵，不要說肯定，

我們還要繼續加油，我也要謝謝所有同仁的努力，謝謝

各位，現在我們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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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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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備查。 

肆、 例行工作報告： 

一、 本市 100 年 12 月份治安狀況分析及防制汽、機車竊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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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針對詐欺部分有上升趨勢，我們會請各分局加

強查緝，尤其是新興詐欺，要加強宣導與偵辦。 

（二） 在第 13任總統大選期間，治安維護工作在全體

警察局同仁的努力之下，選舉過程順利圓滿，

其中有 2 件較重大的治安事故，第 1 件是 1 月

10 日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女士遊行到第一分局轄

區，在車隊抵達前，員警及時發現戴某車上的

改造槍械及鋼珠 200 餘顆，化解 1 場可能產生

的危害狀況；第 2件是 1月 12日警察局 110接

獲到民眾報案，佯稱要炸掉某總統候選人，經

過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及烏日分局全力偵辦，

在 4 個小時內將嫌犯查緝到案，也及時化解 1

場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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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春安工作在春節期間，從 1 月 20 日至 29 日，

治安尚稱平穩，這期間發生 2件故意殺人案、1

件搶奪案、1 件強盜案，皆在案發當日內偵破。 

     主席裁示： 

（一） 洽悉。 

（二） 對於竊盜案件的降低，和去年同期比較，是很

明顯的，這是我們去年的工作重點，做的很好，

我要謝謝，當然破案率也增加了，這都是治安

在改善的健康跡象。另詐欺案我們一再指出，

宣導、教育還有聯防真的很重要，看我們能不

能再加強，務必要把他降低，因為民眾現在好

像很關切的就是，什麼都改了，都有進步，但

詐欺案的改善不到 1%。 

二、 100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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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份聯合

稽查日程表報告、100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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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社會局聯合稽查裁罰未移送強制執行案件（含

自行移送案件及移送法制局辦理案件）比例偏

高，請加強辦理並改善。 

（二） 有關 100 年 12 月 14 日各機關配合經濟發展局

聯合稽查作業，消防局稽查員未準時出勤一

節，帶隊官應立即打電話詢問原因，若稽查員

來不及與大家會合，可通知至下一個稽查地點

再行集合，避免全程缺席，消防安檢的工作很

重要，請消防局針對本案查明後專簽報告。 

（三） 為維護公共安全，請各聯合稽查權責機關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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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確實出勤，若遇有突發狀況無法執行稽查作

業時，應另行調派人員前往支援，讓整個聯合

稽查工作更加完備。 

（四） 請各聯合稽查權責機關將截至 100年 12月底止

之行政罰鍰逾期未收繳未移送法制局辦理案

件，在下次開會（101 年 2 月 29 日）前全部移

給法制局辦理強制執行，並請法制局每個禮拜

專簽報告各機關移送情形，若無法於下次開會

前全部移送完畢者，則請機關首長於會議中說

明理由。 

（五） 請法制局加強辦理各機關移送強制執行案件，

以落實公權力的執行。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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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進行重劃業務推動時應重視地上物違章工廠搬遷的

問題，地政局、都市發展局及經濟發展局應加強機關間

之橫向聯繫，違章工廠很容易引發火災事故，攸關公安

問題，我們要自我檢討，為民設想，設法在大臺中找出

適當的低污染工業區土地。 

二、 請各聯合稽查權責機關留意不能因為是檢舉案就列入

非法的資料，檢舉不是證據，要實地稽查後才可判斷為

合法或非法。對於列入非法業者之家數亦應予以審慎查

證確認後再提報公安會報。 

三、 本期觀光旅遊局稽查之非法旅館業家數較上期增加 1

家，請持續排程稽查追蹤，減少非法家數的存在，以提

升執行成效。 

四、 餘備查。 

陸、 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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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防人員協勤 101 年春安工作專題報告（警察局民防

科）：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洽悉。 

二、 101年農曆春節期間交通疏運規劃專題報告（交通局）：

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蔡副市長： 

針對 114頁中提到觀光地區的交通部分，春節期間有很

多遊客到梨山旅遊，最主要是走台 8線這條路線，從上

谷關到德基路段這部分的管制，根據交通部公路總局谷

關工務段表示，是 1天開放 3次，分別是早上 7時、中

午 12時、下午 17時，且只限定是梨山居民以及公務用，

但民眾好像是認為路已經通了，可是事實上管制點是不

接受一般民眾通行的，所以是不是我們在和公路總局的

聯繫上有誤差，或者是我們在對外的說明上面，讓民眾

誤以為可以上去，請交通局再了解一下。 

     主席裁示： 

（一） 洽悉。 

（二） 上谷關到德基路段這部分的管制，實際上應該

是要到 4 月 1 日才會對外開放，但不知道是誰

在外面講說過年期間會開放，管理單位是公路

總局，請交通局了解後再公布給大眾知道。 

三、 春節期間本市風景遊憩區旅遊導覽、環境維護與各項安

全設施及 2012 中臺灣元宵燈會專題報告（觀光旅遊

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洽悉。 

柒、 綜合討論（臨時動議）： 

一、 臺灣十大觀光小城，請大家投大甲： 

     觀光旅遊局張大春局長： 

大甲區入選交通部觀光局今年在評選十大觀光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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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呼籲各機關同仁可以上網投票給大甲，中部較有名

的景點有鹿港、集集、三義，請大家票投大甲，協助推

動臺中市的觀光旅遊。 

     主席裁示：洽悉。 

二、 流感防疫： 

     衛生局黃美娜局長： 

針對流感問題已於 1 月 30 日發布新聞稿，臺中市不管

是在發生率或重症的發生率，都比其他縣市好非常多，

最主要是我們的防治做的很好。另外在春節前，我們就

有聯繫醫師公會理事長及基層醫師公會理事長等共 4

位，請他們鼓勵會員，尤其是基層診所，要跟我們有公

費克流感的合約，臺中市人口數大約是全國的 11%，但

合約率大約是占全國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因為合約

率高，所以民眾去就醫的時候，他就很容易的可以拿到

克流感的藥，也因為這樣子，重症的發生也就大為減

少，這是臺中市很值得驕傲的地方。 

     蔡副市長： 

今天從媒體上看到兒童的疫苗只剩下 100劑，這部分若

是民眾確實有需要施打的時候，能不能來做補充。 

     主席裁示： 

（一） 洽悉。 

（二） 我們在中央還沒有警戒和號召之前，我們就先

跳出來做，但我們還是不能大意，疫情是很難

掌控的，隨時要來都是來勢洶洶的，所以還是

請衛生局同仁加強努力，跟治安一樣，做好防

備工作；另存量不足的部分，也要補足，不要

讓它造成問題。 

三、 鋼骨結構建築防火被覆問題： 

     金文森委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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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鋼骨結構的防火被覆問題，分屬原臺中市

的吉安愛買復興店（復興路一段 359 號）及原

臺中縣的大買家國光店（大里國光路二段 710

號），皆是鋼骨結構建築物，但吉安愛買復興店

有做防火被覆，大買家國光店則無，現同樣是

臺中市，1個有，另 1個卻沒有，所以我請教都

發局或是消防局，法規是怎麼規定的。 

（二） 美國 911 事件，雙子星大樓被飛機衝撞後，因

為大樓是鋼骨結構，在悶燒大約 1至 2小時後，

大樓就垮了，因為鋼骨結構的大樓在大約 400

度的時候，彈性係數就會軟化，600度的時候就

會完全衰解，有做防火被覆的話，至少可以延

遲 1至 1個半小時，可以讓民眾逃出。 

（三） 另進入市政大廳，感覺這也是鋼結構的大樓，

可是有用木板或是裝飾品包起來，這到底有沒

有違反消防法規，我網路上也查不出來，可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這是我第 1 點建議，要

全面清查，到底法規是怎麼規定的，臺中市到

底還有多少鋼骨結構是沒有做防火被覆的，這

是要清查清楚的，該做的就要補做。 

（四） 第 2 個建議和臺中市沒有關係，但和鋼結構也

有關係，就是能不能向臺北市建議，101大樓不

適合放煙火，煙火溫度大約為 800至 1000度，

鋼結構最怕高溫，若是長期這樣每年施放煙

火，101大樓有可能會面臨拆除命運，這事情我

去年有論文發表，但臺北市政府置之不理，所

以藉這機會再提出來，看能不能轉告臺北市政

府重視這件事情。 

     賴易聰委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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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防火漆和防火被覆是不一樣的，金屬是怕

溫度不是怕燃燒，防火漆是阻絕燃燒不是阻絕

溫度，最主要是貫熱性，用防火漆溫度一樣是

會傳導進去，結構在溫度達到的時候，彈性係

數就會瓦解，建築物就會倒塌，所以防火漆是

不能做防火被覆使用，在火災的預防，我們要

注意的是溫度和濃煙，所以防火漆的適用範圍

要請市政府去了解。 

（二） 我在觀看很多鋼結構建築，很多都有做防火被

覆，但有時候在螺絲或其他細節上面沒有做

到，希望市政府對於鋼骨結構在做檢查的時

候，要有防火被覆的技師來做簽證，這樣比較

會達到安全性。另防火門的細縫填塞、管道間

的消防箱、弱電箱、配電盤等都沒有做到防火

時效的保護，也在這裡做建議。 

     都市發展局何肇喜局長： 

在建築技師構造規則構造篇裡面，結構必須要有 1 至 2

小時的防火時效，鋼構有 2 種被覆方式，1 種是滯時或

耐火漆；但防火漆據我所了解是有點問題的，但目前的

檢查是可以接受的，在 63 年以後的建築就要有這些防

火被覆的結構體安全規定，我們會再了解這個問題。 

     消防局廖明川局長： 

有關 101 大樓施放煙火，因為溫度不是在大樓內部產

生，是發射出去再產生溫度，所以臺北市政府方面應該

有考慮到這點。溫度不是蓄積在裡面，所以應該對結構

不會有太大影響，這部分也會循管道向臺北市提醒。 

     建設局沐桂新局長： 

臺中市政府新建中或已完成的市政、議政、歌劇院等公

共建築物，在隱藏的部分都有做防火被覆，在外顯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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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也就是鋼樑，都有做防火漆。另本市之公共建設建築

及防火消防設備都有符合現在的法規規定，逐項檢查完

成，雖然有些標準應該把他提高，但是目前所有的公共

建築都是符合規定的，在此說明，避免造成民眾誤解公

共建築不符合法規。 

     主席裁示： 

（一） 洽悉。 

（二） 2位委員所提及的問題，主要以消防局為窗口，

最重要的主題還是防火與消防，以消防局為窗

口，再聯繫都發局或是建設局等機關，再共同

研究。 

四、 市政大樓清潔問題： 

     秘書處羅文遠處長： 

（一） 在此提醒各機關首長，因這與本大樓的公共安

全有關，100年度的清潔標案是由秘書處主政，

有要求清潔公司不能用水洗地板，101年度則回

歸到各獨立機關，在此拜託各位首長要求所屬

委外之清潔公司在辦公廳舍內部整理及打蠟

時，絕對不能用水洗，因本大樓是挑空的地板，

裡面都是管線，如果水滲入的話，會造成漏電

甚至電線走火。 

（二） 第 2 點是本大樓新建工程時，難免有挾帶貓、

老鼠等物進入，秘書處也在大樓完工後、各機

關未進駐前，全面進行滅鼠及消毒等措施，因

101年清潔問題回歸到各獨立機關，在此拜託各

獨立機關的秘書室，就各辦公室內部清潔及消

毒工作要做好，因這關係到公共安全。 

     主席裁示： 

（一） 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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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潔問題從 1 月 1 日開始已經回歸到各機關，

這當然必須要有公文通知各機關，就單在會議

上講不會有效果，且必須要嚴格要求甚至抽

檢。建議秘書長開 1 個會，重新檢討這問題，

雖然預算已編列在各機關，不過看能不能調調

整作法。我覺得秘書處做的很好，整個大樓在

搬遷過程都沒有問題。 

捌、 宋主任檢察官提示： 

一、 市長、局長及各位先進大家好，我很高興代表地檢署來

此參加臺中市政府治安會報，以下有幾點個人看法，第

一是這段期間有總統、立委大選及春安工作，非常感謝

市政府及警察局的協助與支持，讓治安狀況大致良好。 

二、 第二就是說所謂治安的好不好，是和人民的感受度是有

關係的，像很多民眾在出遊後返家，發現被闖空門了，

或者是駕駛汽、機車外出用膳，出來後發現汽、機車遭

偷竊，這時他的感受一定會非常的差，所以這些小案件

如果沒有破的話，人民對治安的感受一定是會非常的不

好。我看到市警局提供的治安數據小卡，卡上所列的這

些案類都是真正跟民生有關的案子，如汽、機車竊盜、

搶奪及詐欺等，且跟去年同期 12 月份來相比較的話，

很多破案率都是成長的，我想這樣的案件能破的話，人

民的感受度會比較好，各位都知道，政治學裡面有 1個

沉默螺旋理論，就是說大家都覺得好的話，他不會講出

來的，但若是 1群人在聊天的時候，聊到治安不好的話，

這聲音就會變得非常的大，希望這樣的小案件，大家能

一起努力的來破獲。 

三、 最後市長有提到的詐欺案件，我認為民眾關心的不是案

件有沒有破，而是遭詐欺的錢能不能拿回來，我自己的

親朋好友也都有遭詐欺過的經驗，也都是問我說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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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錢拿回來，所以我們地檢署現在努力做的工作是查扣

犯罪所得。我們常看到網路或是報紙有報導青少年去當

車手，領了很多錢後在網路上炫耀，把錢丟到天空或是

堆的很高，像這樣囂張的行為，我們檢警能夠合作把這

些錢查扣下來，破案後再把這些錢歸還給民眾，這樣他

們感受會非常的好。再者詐欺為什麼會這麼猖狂，主要

是法官的判刑太低，像最近很辛苦破獲的兩岸詐欺，從

中國大陸把詐欺犯押解回來，結果法官只判 1至 2年，

這跟他騙了 1、2 億或幾仟萬，卻只關 1 至 2 年，這樣

的投資報酬率比你們去投資股票或是房地產，都還要好

太多了，關出來後就可以開豪華房車、過奢侈生活，這

樣民眾的感受度會好嗎？所以地檢署也一再的努力，請

檢察官對於法官判刑太低的案件，一律上訴到底。我個

人也曾轉任法官 3年再回任檢察官，法官常講 1句話，

說他們與治安沒有關係，事實上我覺得法官和治安絕對

有關係，因為若判刑判的重的話，犯嫌就不敢再犯案。

昨天剛好有 1個案件，是 1個商人酒駕 6至 7次，都是

用易科罰金，這次法官判他 7 個月，報紙上寫他請了 6

位律師，因為他不想被關，因為判 7個月就不能易科罰

金，一定要進去關，但最後臺中高分院還是判他進去

關，我想只要是判重刑，大概大家就不會去酒後駕車

了。最後是我昨天收到朋友的簡訊，祝福我今年生意清

淡，我說為什麼？他說因為檢警如果生意清淡，那就代

表社會安定，我想以這個跟在座的檢警同仁共勉，一起

共同努力。 

玖、 主席結論：謝謝宋主任檢察官的指導，謝謝同仁的努力，我

們大家繼續加油，也祝福大家生意清淡，謝謝。 

拾、散會（上午 10時 3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