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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2次市政會議─ 100 年第 9 次治安會報及第 7 

次公安會報聯合會議紀錄 

時間：100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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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召開治安及公安會報，適逢市議會召開程序委員

會，所以蕭副市長及一級主管大約在 9點 20分至 30分

前，都要離場前往議會，但不影響我們開會。另我特地

影印了 1篇何飛鵬先生所寫的「組織的破窗效應」文章，

破窗效應主要是紐約市長朱利安尼在改善紐約治安的

時候，所採用的學者理論，大家都耳熟能詳，我就不贅

述，何飛鵬先生以此破窗理論延伸討論我國的政治與治

安狀況，文章不長，但見解精闢，請所有參加市政會議

的同仁、一級主管還有區長都要仔細看看這篇文章，在

下禮拜的市政會議，我們再來討論，在此感激大家的辛

勞，能夠讓市政團隊工作持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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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另外我要提幾件事情，請各位參考，目前我們的治安是

在平順、穩定的狀況當中，在六都治安評比，我們排第

1名，在全國縣市評比，我們排第 7名，要維持這個成

績，我覺得並不容易，但理想是要能持續進步，但也非

易事，如果能持續在六都當中，名列前茅，就是我們努

力的最基本原則。所以我在這裡謝謝警察局，每個月都

會給我 1個報告，告訴我這個月發生哪些案件，偵查的

情形如何，我都會仔細研讀，幾乎是無案不破，破案是

很重要的 1個自我期許、自我要求，也是自我挑戰，破

案是嚇阻犯罪的 1個很重要指標。近日市定古蹟「瑞成

堂」遭毀壞案，警察局已掌握線索並積極偵辦中，我在

這裡特別拜託警察同仁，把「瑞成堂」的案件列為重點，

要妥善處理、破案，但我沒有強制要限期破案。 

三、 第 2點要報告的是，我們針對查緝詐欺犯罪的努力特別

有成效，改善也名列全國前茅，尤其在地檢署指揮之

下，推動「護民專案」，破獲 5大詐欺集團，動員警力

300名，抓了 50位和黑道有關的詐欺嫌犯，雖然我們僅

以中部地區的微薄警力，但查緝範圍遍及全臺，查緝行

動頗具成效，我們不能因此自滿，還要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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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 3點要報告的是在我出國期間，我注意到逢甲夜市發

生火警，發生火警的原因大致看來是瓦斯鋼瓶的問題，

可能是瓦斯鋼瓶開關太老舊或是漏氣導致火警，真正的

火警原因我尚未看到詳細報告，待消防局進一步報告。

自今年 3月間發生「阿拉」夜店大火之後，我非常關切

公共安全和消防安全的問題，我不只 1次跟廖局長拜

託，說瓦斯鋼瓶如果不能好好處理，會變成定時炸彈一

樣。我早在 4年前就嚴格規定，街邊設攤擺的瓦斯鋼瓶

不應該超過 2瓶，2瓶以外的就要儲存在安全的地方，

以前有的攤位就他自己方便，一擺就是 5、6瓶，所以

針對瓦斯鋼瓶的管理，我們恐怕還要再加把勁。 

五、 第 4點要報告的是，就是剛才受獎的警察同仁、民間人

士，我都很感謝，民間人士看到有可疑的、攜槍的人，

立刻報警並協助逮捕嫌犯，所以在此特別頒發獎金、獎

狀以資鼓勵，目前這作法應該全國各縣市只有我們在

做。至於受獎警察同仁中有 1個特別的案件，是他發現

民間有貧戶，或是中低收入戶，餐食不繼，他就立刻通

知社福機構，開始捐助食品，反應非常踴躍，所以貧窮

的民眾，很快就得到救濟，這 1位所長同仁真是具有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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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心。但我再重申 1次，橫向的聯繫相當重要，警察局

同仁發現這個狀況，請立刻通知社會局，社會局有食物

銀行，有廣大的資源、脈絡可以幫助他們，警察自己辛

苦去找資源，是 1種傳統的做法，我也很感謝，但事後

照顧問題，要不要通知社會局由他接管，這很重要，因

為我們確實是有資源，大量的救濟物資，雖然曾經是不

幸的發生有發霉的米送給我們，不小心的被轉出去，但

現在我們進行很嚴格的查察，不要有品質不良的東西不

小心又被轉送出去，因為這龐大的資源一定要做好。 

六、 另外 1個案子是警察看到有人尋短，就立即搶救，這是

功德 1件，我非常感激，但是救完了以後，他的後續照

顧未必警察能做好，警察勤務真的很忙，這案件有沒有

轉給社會局，有沒有請社工人員去拜會，再看看過了 3

個月，是不是一切安好，還有沒有尋短的可能，那我今

天再重申 1次，希望橫向聯繫要做到更好，也請社會局

要主動積極，今天這 2個已經曝光的中低收入戶或是貧

戶的照護，或者尋短的撫慰照護，要主動馬上做，以前

出來的案子做了沒有，你要回去問清楚，同仁間多互

動，以後其他同仁就會曉得要告訴社會局，互動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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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怪警察同仁，他就很認真的去找人支援，但很可

惜就是說我們後面有龐大的人力、物力，可以接濟的，

沒有善用，以上是我簡短的報告。我們今天非常謝謝王

主任檢察官蒞會指導，有任何意見，請隨時發言，現在

進行下一個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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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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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份治安狀況分析及查緝高利貸放（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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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悉。 

二、 100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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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份聯合

稽查日程表報告、100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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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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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一） 請稽查同仁務必按聯合稽查日程表確實出勤，

如果有臨時要務無法出勤者，應找其它同仁代

理，不可以因無人代理為由而缺席未到。公安

稽查工作會持續進行，很感謝同仁的辛勞，也

請各位主管多加留意。 

（二） 請都市發展局及教育局加強行政罰鍰的催繳作

業並檢討改善行政罰鍰逾期未收繳未移送強制

執行情形。 

（三） 請都市發展局清查本（100）年 7、8月配合經

濟發展局執行聯合稽查尚未回覆的案件（計 107

件），並將其處理情形儘速回覆給經濟發展局。 

（四） 請教育局及社會局加強辦理補習班、安親班、

幼稚園及托兒所車輛之公共安全檢查，以保障

學生安全。另在學校校門口附近，特別留意是

否有幼童車超載的情形。 

（五） 請消防局執行消防安全檢查的標準要一致，避

免發生有的嚴格，有的寬鬆，公共安全是不能

打折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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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餘備查。 

     劉委員俊昌建議： 

（一） 預防勝於治療，治安及公安的教育宣導可利用

傳單、電視頻道等管道讓大眾了解並建立基本

觀念。 

（二） 常見有人在旱溪自行車道上騎乘機車，是否請

市府於適當明顯處多加設立告示牌。 

（三） 請留意本市各大樓電梯之安全保養，尤其在現

今社會結構逐漸老人化的情形下，電梯之使用

及維護應更加注意。 

     主席裁示： 

（一） 請新聞局協助治安及公安相關權責機關研究如

何加強治安及公安宣導（包括社區有線電視頻

道）。 

（二） 請交通局加強旱溪自行車道之管理並設立告示

牌，告知民眾騎乘機車或有其它違規行為時，

將會受到怎樣之處罰。 

（三） 請都市發展局加強大樓電梯安全管理，並與衛

生局共同加強大樓水塔安全維護，尤其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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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之大樓更要積極輔

導。 

（四） 請教育局和衛生局共同配合執行檢驗各級學校

飲水機之飲用水質，以確保師生飲用水的安全。 

伍、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工作報告： 

一、 警察局補充報告： 

（一） 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二） 針對組織破窗效應，一些微小的失序行為，都

可能影響治安良好的社會，就像塗鴉，另外 1

個指標就是飆車，在過去的 3個月當中，透過

監視系統和防飆作為，已移送地檢署法辦超過

200人，另也要求交通大隊及各分局，針對飆車

的車主還有當事人，列冊建檔，嚴加管理。 

（三） 另近日南部一些縣市陸續展開作為，雖然我們

臺中市好像沒有展開強制的手段，其實是我們

默默的執行這項作為已經 2、3個月了，且成效

非常的好。當然我們也要感謝地檢署給我們的

支持，特別這次市定古蹟「瑞成堂」的破壞案，

我們才能夠抽絲剝繭，以期儘速把破壞者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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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 

     主席裁示：洽悉。 

二、 其餘工作報告機關（經濟發展局、都市發展局、教育局、

社會局、勞工局，觀光旅遊局、新聞局、環境保護局、

衛生局、消防局、農業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 

（一） 本期列管之補習班、托育機構及毒性化學物質

運作廠商之非法營業情形，均較上期增加，請

教育局、社會局及環境保護局於會後立即了解

處理情形並回報；另為確保已依法勒令停業之

非法營業場所是否均已停業，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在第 2天即派人實地勘查，並連續勘查 1

週，讓非法營業者無法心存僥倖而停業，公權

力的執行一定要堅持到底。 

（二） 餘備查。 

陸、 專題報告： 

一、 警察局青春專案執行成效專題報告（警察局少年警察

隊）：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王主任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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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檢署和少年隊、教育局間，全國首創「友善

通報」制度，若是地檢署查獲未成年犯罪人時，

會透過單一窗口聯繫教育局、警察局，當發現

外力侵入校園影響未成年人，在第 1時間就讓

有公權力的單位介入，把外力因素排除。 

（二） 地檢署將來將推動「轄區責任通報機制」，把相

關單位之聯繫方式列表建檔，並透過轄區制來

指派檢察官提供法律諮詢或針對犯罪來做快速

打擊，「轄區責任通報機制」如可快速建立的

話，必可成為另 1個臺中市特色。 

     主席裁示：洽悉。 

二、 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案件處遇專題報告（社會局）：

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洽悉。 

三、 臺中市里守望相助隊推展專題報告（民政局）：如會議

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 

（一） 洽悉。 

（二） 針對 9月 25日在西屯區公所旁舉行社區守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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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隊示範觀摩會，請警察局了解為何市長預計到

場致詞時間是 10時 15分，與主辦單位排定時間

10時 0分有落差，以致發生讓與會人員在現場

等待 15分鐘，並誤會市長遲到。 

柒、 綜合討論（臨時動議）： 

一、 第一案： 

     徐副市長中雄： 

臺中市假如說要提升為一等城市，基本的公民意識、修

養一定要有，請警察局交通大隊和交通局，在下次治安

及公安會報聯合會議，提出到底取締多少沒有身心障礙

停車證而違規停在身心障礙停車位上，而且不是只包括

我們公共停車格，甚至是所謂一般的私人停車場但是必

須設身心障礙停車位的地方，一併處理。 

     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本大隊從今年年初至昨日為止，總共告發並強力拖吊計

2,869件，會持續依法落實執行。 

     主席裁示：洽悉。 

二、 第二案： 

     賴委員易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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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區內的違章工廠面臨搬遷，市政府有無任何規劃，

避免民眾再異地承租違章工廠。 

     經發局補充報告： 

預計於 10月針對精密二期工業區，做公開出售作業，

並會保留部分區塊給規模較小的違章工廠來進駐，豐洲

二期工業區大約於今年年底做招商作業，預計在 102年

對豐洲工業區進行開發。 

     主席裁示： 

請經發局努力開拓新的工業區，並以蓋標準廠房、租售

併行的方式，積極輔導違章工廠合法化，市政府不需用

炒土地、賣廠房來賺錢，市政府賺的是就業、繁榮，讓

廠商可以在合法的地方生存。 

三、 第三案： 

     蔡副市長炳坤： 

上星期秘書處的陳姓同仁在市府大樓內受到傷害，秘書

長隨即召開安全會議，除了要注意廳舍安全外，有兩個

問題值得共同思考未來如何來避免類似情事再發生： 

（一） 本案當事人已預期到會受傷害，可是他缺乏 1

個求助的系統，沒有辦法可以事先去做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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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請各機關多主動關心同仁生活上是不是碰

到困難，如果能即時去關心、協助他，或許就

可以避免。 

（二） 本案加害人雖目前在羈押中，但總會有被釋放

的 1天，當事人會擔心可能再度受到傷害，且

這恐怕是社會上很多人皆會面臨的問題，希望

警察局來思考，針對有暴力傾向的民眾有何防

制作為，如果這是 1個特定、明知道可能會有

問題的，像這位加害人以前就有相同的前科，

所以我想這雖然是個案，但恐怕也是值得我們

大家努力來思考的問題。 

     主席裁示： 

（一） 請人事處研議，針對府內同仁，包括機關學校，

設立 1個府內的「張老師」，有任何情感、財務、

心理、家庭等任何問題，都可找「張老師」諮

商。 

（二） 被害人恐怕再受傷害的情事，請警察局依法行

事辦理。另秘書長已召開會議，加強門禁，必

要時可做經常性檢討，請政風處研議管理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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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避免再發生類似案件，減損本市治安形像。 

四、 第四案： 

     劉委員俊昌： 

（一） 警察局在破案方面做的非常好，但是預防甚於

治療，可以比照警察局製作的績效表小卡來做

宣傳，製作「市長關心你，請出門要記得關門、

窗」之類的宣導卡片，透過轄區警員發送，提

升見警率，也讓民眾更能體會到市長的關心。 

（二） 工程進行時，工程告示牌往往只有設置 1處，

是否可把告示牌縮小化並廣設於工程週遭，讓

民眾能了解工程內容，並適當提出檢舉、關心。 

     主席裁示： 

（一） 警察局製作的績效表小卡從我上任就開始做，

已經做了 8年，另 LED跑馬燈、電視到處都在

宣導，可是資訊要傳達到一般的市民，我看達

到 5成或 6成的機率都很低，宣達還是要加強，

這是我們一定要做的。 

（二） 另在 5、6年前，我就不只要求做告示牌而已，

而是要求每 1個工程在施行工程的里裡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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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1張 A4的說明，說明工程內容、願景等，發

放到里民的信箱內，工程合約書內有要求包商

做，但包商多未執行，請工程單位要多加抽查。 

五、 林委員山下： 

在市長的領導及警察同仁的辛苦下，今天治安有亮麗的

成績單（如開會資料的 58至 66頁），及正面表揚的協

助治安有功人員及員警忠勇事蹟，建議將該資料印製並

寄給里長和社團各界，把這進步的成績單給大家分享我

們的成就，不要讓媒體老是做負面報導。 

     主席裁示：洽悉。 

捌、 王主任檢察官提示： 

一、 謝謝胡市長，今天很高興能參與臺中市政府的市政會

議，在這會議當中，我們特別感謝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及

相關局處的協助，臺中市檢警的合作密切度，應該算是

全國首屈一指的，尤其是臺中檢警有 1個特色，在強力

的推動中小盤藥頭掃蕩，在市警局所有各單位同仁努力

下，販賣毒品擴散人數抓得數字是全國第 1，可是目前

全國吸毒人口數，根據統計是慢慢下降的，這樣的結果

是往好的部分在發展。臺中市檢警所發展出的中小盤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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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查緝部分，在此拜託各個分局長能鼓勵我們同仁繼續

作業下去，以期有更明顯的績效。 

二、 地檢署非常感謝大家，不管是「瑞成堂」還是連續搶奪

等重大案件，第 1時間點我們會指派專責檢察官立即加

入協助，竭盡所能儘速破案，增加民眾信心，希望將來

臺中市政府和臺中地檢署合作能更緊密，謝謝大家。 

玖、 主席結論：非常謝謝地檢署在各項工作的協助，不管是八大

行業拆除、斷水斷電，尤其是在治安的改善，包括是吸毒案

件處理的方面，地檢署給我們的幫助都是前所未有的，這幾

年治安的改善，我一定要謝謝檢察長及所有檢察官，請大家

繼續努力，謝謝各位的辛苦，大家加油，謝謝。 

壹拾、 散會（上午 10時 3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