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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44次市政會議─ 100 年第 12次治安會報及第 10 

次公安會報聯合會議紀錄 

時間：100年 12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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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召開我們今年第 44次市政會議，同時也是治安

及公安會報聯合會議，首先要謝謝所有參加頒獎典禮得

獎的好朋友，雖然今天領獎的人數比較多，頒獎時間比

較長，但每一個獎項對我們的工作而言，都非常重要，

尤其是協助警方破案的民眾，有 1位里長看到竊嫌在偷

竊，馬上主動報案，另 1位民眾李先生是幫助警方擒獲

竊賊，所以針對這 2個案子我們特別表示感謝。還有 6

個案子、10位同仁都得到肯定，此類服務可以讓警察和

民眾的互動增加，更讓民眾體會警察確實是人民的保

母，絕對會盡全力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所以我在這裡也

要對同仁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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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三項是最近議會開會時，有議員拿主計處做的民意調

查結果請教市府各局處，所有的單位有沒有好好研讀民

調結果，並根據民調結果來改善我們的工作，我沒有太

大的把握說這些民調結果會受到各單位的重視，這是一

個要改的現象。同樣地，今天有相當多位撰寫市政論文

的朋友，針對市政的每一個部門、項目，做很用心的研

究，參加比賽評比得到肯定，並對市政提出建議、檢討，

所以我們真的是要把這些報告拿來好好看一看。這不是

我第 1次講，我一開始擔任市長，約 7~8年前就講過同

樣的話，但是我有的時候會擔心，一直重複講，會讓我

們漸漸失去動力，所以今天再向各位請求，這些研究論

文、計畫的研究心得，既然得到肯定，就有它的價值，

如果跟你相關，就一定要看，如果跟業務沒有直接的關

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們還是希望各位可以參

考，讓我們的市政工作可以進步，讓民眾的滿意度可以

提升。 

三、 我有幾件事情先報告一下，第一，警察局在 12月 9日

破獲了 1件綁架案，贖金幾乎全部追回，且在 12小時

內破案。綁架案的發生實在很難事先預防，但是既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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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夠有效率、迅速的破案，這就是警察工作表現優

異的具體象徵，所以在這裡要表示謝意。第二，我從報

紙上看到，我們臺中市警察局在開會的時候，採取遠端

視訊的作法，是全國第 1個可以節省警察同仁精力和時

間，可以破除空間上的限制，提高效率，刁局長還被邀

請到警政署做專案報告，希望別的警察局也可以參考、

採納，對於警察局的同仁事前想到這種作法，創新的努

力，我要表示感謝與肯定，我知道市府其他單位也都有

做，但是能不能讓工作提升效率，加強我們的作法，我

覺得可以參考。 

四、 另我有收到 2位民眾的信，都跟同仁的努力有關，所以

我覺得同仁的表現好，民眾由心的感謝，我還是要在這

裡說明一下。第 1封是有關於消防局表現優異得到民眾

肯定，來函的人是 1位廣播電臺的臺長，在臺中市也算

是 1位大家認識的知名人士，他說：「12月 7日下午，

父親到菜園種菜未歸，家人急忙尋找未果，報警後，調

閱住家附近監視器，種種跡象顯示父親極可能跌入圳

溝，因前 1日雨勢不斷，水流湍急，令人擔憂不止，全

家人徹夜等待搜救，過程中特別感謝警察局同仁及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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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第五大隊后里分隊的弟兄，后里分隊黃智鴻分隊長及

廖本郁小隊長接到報案後，帶領執勤的隊員徹夜在冰冷

的溝渠中，不斷來回搜救打撈，隔天清晨出動第五大隊

的組員再投入搜尋，從后里、外埔、大甲、大安到海邊，

整條灌溉水圳來來回回找尋非常多遍，所幸最後是因走

失，跌落在附近的果園，雖然受傷不輕，但是總能順利

尋獲，身體也慢慢復元中，真是萬幸，為了謝謝消防弟

兄的幫忙，我特別買了甜柿及高山茶，前往各分隊致

謝，都被婉謝，回拒收禮，雖然慶幸市府所強調清廉不

收禮的文化已經落實到基層，但還是覺得過意不去，特

別寫這封信讓市長知曉，基層消防人員積極為民服務的

精神，著實值得嘉勉及表揚。」這封信是對消防同仁積

極救人，找到失蹤老人的結果表示感謝，因此我也在

想，消防局是不是也在會報上定期表揚績優的同仁，因

為我們要求相當嚴格，民眾的要求也極端的嚴格，人命

關天，所以消防局的同仁表現優秀的時候，我們也應該

給予肯定，嚴格要求是一面，另外一面是勇於肯定，跟

警察同仁一樣，牽涉到治安及公安方面，各個單位包括

市府同仁，如果有這樣的表現，都可以提報到這個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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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表示我們的感謝，尤其是治安及公安這 2個層次。 

五、 另外 1封信是關於和平分局所屬的雪山派出所，信中內

容：「市長你好，可否懇請市長對雪山派出所的 3位員

警嘉勉，近日聽同事說去大雪山賞楓，因從未去過這地

方，所以 12月 17日我也開車載父母到大雪山林道，但

看不到什麼楓葉，就直衝大雪山森林遊樂區，本想一路

玩到天池，但家父母因行動不便，便只到小雪山遊客服

務中心就迴轉，途經約 44K處，因太陽餘光而看不見路

面，車越過水溝撞向山壁，到家已是晚上 12點，事後

想想能夠人車平安回家，是因為太多的好運接連而至，

其中的 1個好運就是雪山派出所 3位員警所給予的，讓

人感到溫馨又感動。事發時，約為下午 5時，去電遊客

中心告知情形，遊客中心便主動轉知派出所，幾分鐘

後，警車帶著繩索就到達準備拉車，但車子鉤環在前

面，撞到山壁，沒有辦法拉車，員警立即要我們搭警車

回派出所避寒，當時因人數過多警車載不下，而使得所

長留在原地，讓我們先回派出所，在派出所裡面，員警

還熱心說明可以用信用卡聯絡專業拖吊，再由保險公

司、拖吊業者協助解決問題，但是因為要 3小時，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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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到達，員警便又提供附近可供晚餐的地方，說是要

吃便當或是到餐廳，還帶我們去買便當回警局吃，怕 3

小時等候時間太長，又開電視給我們看、又輪流抽空陪

我們聊天，直到吊車到達，已是晚上 8點多，因為心急

想回家，看到吊車到達後，我就立刻上拖吊車到達事故

現場，車子吊起後就可開車回警局載家人回家，待到現

場後才發現警車也到了現場，載我父母在現場等我，然

後就可以早點回家。在警局問所長當時氣溫為 8度，警

察招待父母在車裡等，9點多出發，家人在路上聊著此

事，一致認為雪山派出所的警察非常熱心，也非常保護

民眾，讓我們感覺到警察是人民保母不是口號，警察真

的是這樣，民眾因疏失而擔心受怕，警察卻將我們的憂

慮降到最低，要謝謝雪山派出所的員警及向市府說聲謝

謝，說市長你有這麼優秀的員警，讓人羨慕，希望市長

對雪山派出所的員警做個鼓勵。」我為什麼不厭其煩念

這 1封信，因為我覺得警察表現好的時候，真的要讓大

家了解，只要我們多做一分，民眾就會感動，而且我在

這裡也學到 1件事情，除了我剛才提到消防局可以提報

績優同仁之外，這個案子，雪山派出所的警察同仁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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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這是自己的任務，平常該做的，連報都沒有報，所

以雪山派出所沒有列入今天頒獎名單，這個事情要不要

特別獎勵我也不知道，我都尊重警察局的權責，但是民

眾的來函，有這樣的感謝，警察細心的服務給民眾溫

暖，我覺得我有義務一字不漏把信讀給大家聽，我知道

花費各位很多時間，但是從民眾的角度看，我覺得我們

今天讓大家了解警察同仁在很多細小的地方很努力，多

用一份心，讓民眾感動，所以我們要請警察局或者我自

己，對這些同仁表示感激和肯定。 

六、 從上一次開會到現在，在公安方面我特別注意，沒有發

生太大的問題，我要表示感謝，但是年關及至，消防局

很努力去處理熱水器遷移戶外的問題，上一次開完會，

消防局就展開聯繫網，申請過的都去聯繫，詢問還要不

要遷移，我們可用預備金來輔助他把瓦斯熱水器遷移，

當時因為經費不足，有一些申請了、合格了，但沒有被

遷出，辦理的結果消防局回報一共是 25案，消防局也

找到經費去做了，但是現在我們要擴大，再去問、再去

了解，還有一部分可以協助的，在公安方面，也要加強。 

七、 我最後要講的一句話，不是多事，是大遠百開幕，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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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上很大的壓力，這個工作實際上和治安或公安沒有

直接的關聯，但是負全責的單位，1個是交通局，1個

是警察局，都是本會報的重要成員，交通如果不順暢，

也難保不會引起治安及公安的問題，交通局和警察局在

星期四至星期日的這個階段，非常認真、努力。因 2大

百貨公司，都提供極優惠的條件，進行折扣戰，並碰上

聖誕佳節，形成超級週末，星期四、五還不太塞，星期

六就有點撐不住。我在這裡雖然看到塞車，但是要感謝

交通局及警察局在街頭上的努力、寒風中的付出與貢

獻，雖未必能全部的解決塞車問題，但是大家的努力，

我想市民看到了，最惡劣的狀況我希望已經過去了，不

知道還會不會再發生，等一下我們再來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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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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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明仁委員書面補充建議（第 15案）： 

有關市府要求業者應於營業場所準備相關核准圖說等資料，

以備公安檢查，除由業務機關持續要求及宣導業者主動準備

外，建請市府可朝 2個面向來處理，就消極面而言，可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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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罰則，以杜絕業主故意規避檢查；就積極面而言，建議業

者應備的圖說應以數位檔案繳交，聯合稽查小組只需配備平

板電腦即可落實執行面，隨時調閱相關文件。 

主席裁示：備查。 

肆、 例行工作報告： 

一、 本市 100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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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治安狀況能幾乎全年度維持五都排名第

1，全國排名在第 7左右，實非易事，另竊盜案

的發生數據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降低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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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能保持領先的成

績，繼續精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二、 100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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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份聯合

稽查日程表報告、100年 11月份違反公安相關法令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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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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聯合稽查權責機關務必按聯合稽查日程表

確實出勤，若有無故未出勤者，一定會追究責

任，請各位長官要多加費心留意出勤的狀況。 

（二） 有關都市發展局承諾針對未於 7日內回覆經濟

發展局之聯合稽查案件及加強行政罰鍰移送強

制執行案件，均將在年底前完成，在此，很感

謝都市發展局的努力，而其他機關也要檢討改

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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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疑似未營業或疑似停（歇）業之飲酒店業，可請經

濟發展局將名單移請轄區警局於巡邏時留意其營業狀

況，或在前往執行聯合稽查作業時，可事先詢問派出所

有關該店家的營業時間，以避免做白工，並同時加強機

關間之橫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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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教育局確實清查並列管非法補習班，有關民眾檢舉非

法補習班業者，亦應經過稽查後才能判斷合法或非法，

針對非法補習班稽查狀況，請教育局查明情形專簽報

告。 

三、 有關徐副市長提到百齡社會福利基金會有非法販售納

骨櫃位及黑道介入、霸占的問題，請社會局、民政局、

法制局及警察局妥善處理，不能讓無辜的民眾受騙上

當，以保障民眾權益。 

四、 餘備查。 

陸、 專題報告： 

一、 防制酒後駕車成效暨加重刑罰罪章之因應作為專題報

告（警察局交通大隊）：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莊主任檢察官： 

刑法 185條之 3酒醉駕車刑責提高，由 1年以下改為 2

年以下，此牽涉到現行犯認定問題，亦會造成警力重大

負擔，此問題待法務部與警政署研討後，會公布統一做

法，這段期間，有勞警方多辛苦一點，附帶一提，酒醉

駕車在美國是屬於重大犯罪，所以我們要用處理重大案

件的態度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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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一） 洽悉。 

（二） 本市在酒醉駕車的取締，使 A1類事故死亡率比

全國的平均數據低，我很高興，雖未明確寫出

本市正確數據，但應該寫出來比較好。另宣導

也很重要，不能只靠警察局，市府不能以為宣

導酒醉駕車是警察局的事，這是臺中市的事，

所以我拜託新聞局想一下，在年關及至的時

候，能不能加強宣導。 

二、 加強稽查學童課後接送違規交通車專題報告（教育

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蕭副市長： 

從 95年至 100年的稽查交通車狀況，可以看出不合格

比例，從 97、98、99年度都有大幅度的降低，但是今

年 100年的時候，不合格比例又大幅提升，從 8%上升到

22.2%，可見不合格的家次會很多，從稽查的校次來看，

稽查量也減少，從 97年的 44校次、98年的 38、99年

的 51，100年只有稽查 36校次，但不合格率增加很多，

提醒教育局要再去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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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副市長： 

在稽查後，不合格率中以超重的情況比較嚴重，且超重

的情況大致是在原臺中縣的幅員，其實這是很危險的，

因為學童的接送超載，又是在偏鄉的道路，這恐怕要特

別注意安全的問題，這不能夠出任何狀況。另提到業者

在觀望，這恐怕是我們要下一點決心，甚至必要的話，

請業者來，好好的跟業者說明市府的決心，千萬不要讓

他有觀望的情況，這部分恐怕要更積極一點，從請業者

來研習，甚至讓他們了解法令來著手，這部分請教育局

來辦理。 

     主席裁示： 

（一） 洽悉。 

（二） 縣市合併後，確實區域變大，但執勤人數沒有

增加，且不可能同時去取締，所以稽查數變少，

如果稽查次數變少，違規狀況增加，這是最可

怕的趨向，所以我們要有效的解決問題。 

（三） 真正的問題，絕對不是靠派員到各校去稽查，

透過識別證的發放，由 1個妥善的制度、小組

來管理，對車齡、車況、司機的狀況來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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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中央的管理、統一的規範，並不是不好的

作為，小朋友的安全不能打折扣，所以教育局

可以考慮這個問題，識別證是 1個很好的做法。 

三、 臺中市電影院公共安全維護專題報告（新聞局）：如會

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 

（一） 洽悉。 

（二） 年關將至，請各單位就主管業務與公共消防安

全有關的，如觀光局對於旅館、經發局對於百

貨公司、賣場等，要加強安全維護，以防萬一。 

四、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暨居家防火宣導專題報告（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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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遠百交通疏導案： 

大遠百百貨公司店長： 

今天很高興能參加今天的市政會議，感謝各位在大遠百

的籌劃、開幕期間給予我們的協助，這 4天造成交通上

面的困擾，感謝市府團隊的支持，尤其是交通局、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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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交通大隊、第六分局的協助。 

     交通局林局長： 

（一） 首先感謝警察同仁的付出，尤其是交通大隊、

第六分局的同仁幫忙，我個人亦隨時跟警察局

刁局長、交通大隊劉大隊長保持熱線聯繫。 

（二） 主要塞車情形是在慢車道，雖壅擠，但擠而不

亂。另快車道過境車流的旅次，都達到當初 9

月份實施分流的目地，從此時可充分看出成

效，但我們相信好還要更好，今天就會跟秘書

處、警察局再次協商，如何精進作為。 

     警察局第六分局廖分局長： 

慢車道最主要塞車路段是在中港和惠中路路口，原先規

劃惠中路慢車道車流排滿後，回堵到中港路慢車道，就

必須強制慢車道的車輛向文心路的方向駛離，不要在惠

中路路口等候，但實際上同仁執行指揮慢車道車輛往前

駛離，但用路人不見得會完全配合我們的指揮，這部分

還須進一步改善。 

     警察局交通大隊劉大隊長： 

（一） 中港路的幹道這 2天大致上都順暢，可是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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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百貨公司周邊的慢車道部分，如惠來、中港、

惠中、市政北七路的慢車道是堵死的，堵死的

原因是人車雜沓，人潮量非常大，因行人優先，

所以在繞行找車位的車輛都會放慢，所以人行

陸橋或電動扶梯似乎有必要考量。 

（二） 這 2個百貨公司的機車停車場，大約在早上 10

點就停滿，另週邊停車格也不是很明確，基本

的停車空間不足，建議旁邊的惠來平面停車場

可否改建為立體，以解決部分停車問題。 

     警察局刁局長： 

（一） 綜合交通大隊和第六分局的心得，還有媒體的

反應，基本上機車把人行道都停滿，這確實是 1

個問題，所以這個問題凸顯出來，如果沒有 1

個停車空間、1個接駁車來載運顧客的話，我想

中港路的擁塞問題，還有惠中路路口打結的問

題，還會持續發生。 

（二） 外縣市來的車輛不知道要走環中路，他一定是

要走中港路，如果能把往環中路的車道建置起

來，直接到環中路以後，有 1個大停車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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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汽車、機車都可停放，再由接駁車載運到中

港、惠中路這一帶的話，這樣問題就可有效解

決，這 1點可能是交通局和百貨公司未來規劃

的重點。 

     主席裁示： 

（一） 洽悉。 

（二） 雖第 1個週末已經過去，但我們要記取教訓，

減少壅塞還是我們不變的責任，所以拜託黃秘

書長召開專案會議，請相關單位都來參加，期

提出較可行的應變方案，並與百貨公司業者加

強溝通、協調，爭取相關的配合措施。 

二、 警察局第四分局遷移新址案： 

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長： 

本分局辦公廳舍在 12月 25日搬遷至永春東路與向心南

路路口的原衛生局辦公大樓，昨日南屯區的各級民代、

地方人士及局長、副局長、督察長都蒞臨關心、指導，

相當感謝，本搬遷案得以順利完成，特別感謝市長、副

市長、秘書長及秘書處、主計處、衛生局等市府局處，

在決策及預算的支持，本分局搬遷後，隨著硬體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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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將要求同仁同步提升工作品質，也歡迎各層長官能

隨時蒞臨視察、指導，謝謝！ 

     主席裁示：洽悉。 

三、 劉俊昌委員建議： 

（一） 為體恤警察同仁的辛勞及保障相關權益，建請

市府能開辦紓壓、調解身心或法律等活動課

程，以強健警察同仁的體魄及增進法律權益通

識。 

（二） 有關警察同仁以私人車輛接送受害民眾回家，

若途中發生意外或其他紛爭時，是否會損害到

警察同仁的後續權益，建請市府預為防範因應。 

     主席裁示： 

（一） 請警察局參考劉委員有關解決警察同仁壓力問

題之相關建議。 

（二） 請警察局了解警察同仁以自己的私家車接送民

眾回家的原因，是否係因公務車油資有限，為

了要節省油資的原故，抑或有其它原因。 

捌、 莊主任檢察官提示： 

市長、局長及各位先進大家好，我第一次來參加臺中市政府



19 
 

治安會報，的確是受益良多，我以前對臺中的印象跟現在比，

各方面建設都進步非常多，而且市容越來越繁榮，這是一個

可喜的現象。今天來開會，我是報著「多看、多聽、多學習」

的態度，針對開會過程中對地檢署相關業務，我在這做個說

明，我本人來臺中地檢署才 3個多月，對一些個案不是非常

清楚，我想百齡基金會這個問題，如有涉嫌犯罪，也麻煩第

四分局與地檢署保持密切聯繫，另外酒醉駕車的部分，刁局

長也跟我講了很多，我想不是只有臺中市有這問題，全臺都

會有這問題，待法務部跟警政署有共通的意見後，也希望他

們能夠辦個講習，解除警方在執法上的困擾，也減輕警方的

工作負擔，以上簡短報告，過年快到了，在此向大家拜個早

年。 

玖、 主席結論：謝謝莊主任檢察官的指導，謝謝同仁的努力，我

們大家繼續加油，謝謝。 

壹拾、 散會（上午 10時 4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