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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74次市政會議─101年第 7次 

治安會報及公安會報聯合會議紀錄 

時間：101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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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召開第 74 次市政會議，同時也是第 7 次的治安會報

及公安會報聯合會議，很謝謝市民朋友、警察及消防同仁的

努力，甚至將來只要和公安、治安業務有關的同仁，有績優

的表現，都應該予以獎勵。治安會報最早沒有頒獎給市民，

我們開始這項作為，但也許有人不知道，做了 1年都沒有人

來申請，後來逐漸的有，現在越來越多，每次開會都有 3

至 5 位，甚至也有年輕的女性，很有勇氣的幫我們緝獲嫌

犯，然後頒獎有加入警察、消防同仁，我覺得如果有應該要

肯定的同仁，不管你是哪個單位，只要你的首長有在現場，

我們都很願意肯定、獎勵，希望各位首長想想看，有沒有同

仁值得特別獎勵的。 

二、 約莫 2、3個星期前，不知道在哪個縣市，有 1個 70歲的阿

公騎腳踏車或摩托車載孫子去看醫生，在路邊看到 1位女性

將皮包放在摩托車車廂裡面後離開，隨後就看到另外 1人，

巡了 1 圈後，去撬開那摩托車車廂竊取皮包，說時遲那時

快，阿公奮不顧身撲向嫌犯，扭打在一起，孫子跌落在地，

幸未受傷，後來順利抓到嫌犯。我當時看到新聞很感動，馬

上看是不是臺中市，後來確定不是，但不知道是哪個縣市，

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則消息，那時我心裡想，不知道有

沒有人會去探望他，我該不該寫一封信，但是怕我一寫信，

又會被人家說我愛秀、多事，不是臺中市的事，你去管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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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現在不論是媒體或網站，都會聯想，所以這種事也不

能做，雖然我心裡一直在祈禱，他的縣市首長有沒有給他獎

狀、獎金或獎勵，當然也許是我特別注意這消息，諸位好像

都沒有看到這消息，其實那時候電視、報紙都有報導。我要

提這事是因為我很高興，本市目前有這個措施，我不曉得這

是不是全國唯一，但是我們頒獎是很迅速的，只要民眾幫忙

改善治安，包括緝獲嫌犯，我們一定會適度發予獎金，而且

獎金慢慢提高，算一算 1年下來，也沒花多少錢，但是這精

神、原則和發生的效能，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三、 我還要提幾件事情，請各位同仁參考。第一是上星期五秋紅

谷工程發生工安意外，2位工人至井裡修理馬達，因發生缺

氧狀況而不慎跌落，後因呼吸不順進行急救，我覺得在井裡

面發生缺氧意外的狀況，好像並不少見，當然也不是那麼多

件，也許 1至 2年才發生 1次，我記不清楚在臺中市是否有

發生過，但我知道全國都會發生，所以我現在提也不是專門

給經濟發展局的工程督導單位參考，我要請勞工局及所有在

進行工程施作的單位，都要了解，尤其是 119，務必要了解，

不要救人的反而發生狀況，只要有井，我們就要加強注意，

不可再發生類似意外。明明知道有施作井裡面的工程，我們

事前有沒有警告，可能有，但有沒有耳提面命，怎麼會臺灣

的施工單位這麼大意，就把人送下去，好在是 2人都恢復健

康，如果發生意外，我們很難卸責，責任不要通通推到包工、

包商身上，只要有井，只要有工安可能發生意外的潛在因

子，我們都要提升注意力，我拜託一次，下一回再碰到有井，

就不可以再發生。但若是擋土牆倒塌呢？鷹架再被風吹落

呢？其他的工安意外呢？也許你會說沒辦法完全防止，但是

要加強防備和注意，這個事情當然也是勞工局勞檢處的工

作，在此拜託，這事情希望真的不要再發生。當我聽到是井

裡面的狀況後，我真的覺得我們可以多做一點，這是我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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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1點，請大家注意。 

四、 第二也是跟公安有關，我在上次的市政會議裡，特別感激衛

生局去抽檢農產品茶葉，最近我們的梨山茶，賣的不但是全

國最夯，在世界上也受到重視，於是我突然間看到我們衛生

局去查驗茶葉的農藥餘留，30 個案例全部通過，這應也屬

公安的範疇，我不但謝謝農業局的輔導有方，農友們的配

合，他了解利益所在，我更要謝謝衛生局勤於查察，這 2

天我又在報紙上看到，夏天到了，衛生局去查冰品及飲品，

查到某地方的飲品，大腸桿菌超標 24倍，好像查 38件中有

3件違法，我都有注意這些事，大部分業者都守法，但是業

管單位能查出不合法的，我覺得很重要。治安固然重要，但

公安更是不能鬆懈，所以這幾件案件都跟公安有關，我要在

這裡報告一下，這是我心中很重視的意見。 

五、 第三是我要提 2 年前本市發生的輾屍案，讓本市的治安蒙

羞，當時這些小朋友在街上的氣燄，震驚全國，但我們也不

能諱疾忌醫，刁局長非常用心、仔細的了解每個人的作為，

凡是違法的都嚴格取締，因為一定要給他們知道，你向公權

力挑戰，公權力絕不會消極。我最近看到新聞「挾輾屍案惡

名，恐嚇再吃官司」，這 7、8 個年輕人當中，還有 1 位在

外面繼續從事類似八大行業的行業，而且到處去跟人家收

錢，然後跟人家說我就是輾屍案的主犯之一，拿這個當作是

可以誇口的事蹟在外面犯案，結果也被警察移送，我必須提

出來，這就是我說向黑道宣戰，不能夠停止的原因。如果我

們對於這一類的作為，覺得說他上次犯過了法，最近都沒有

犯法，我們就不處理，其實他可能還會因為習慣性的作為繼

續魚肉市民，我們不能鬆懈，我們回去看一看，不犯法很好，

有犯法就積極處理，凡是向公權力挑戰的，近似黑道行為，

恐嚇業者收取保護費，我們絕不姑息，不是因為出了案子，

就講一次「我們向黑道宣戰」，平常就不能姑息，治安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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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絕對跟這方面的決心有關。 

六、 最後是最近媒體報導精明一街附近，機車都停上人行道，已

經有一段時間了，我們沒有積極取締，所以當地的交通秩

序、停車秩序、營業秩序非常的亂，於是警察局嚴格的要求

全體同仁進行取締。這裡舉個例子，我非常佩服，就像我們

取締非法單一攤販一樣，看到單一攤販在營業，不取締，過

2天就變 3個，過 2個禮拜就變 5個，過了 1年再沒有取締，

5 個就變 15 個，當要去取締時，他就跟你拼命，因為他們

已經做了 1年，靠著生活了，那第一時間我們為什麼不取締

呢？停車問題亦此，我們的同仁很辛苦，我很感激，可能會

覺得停車是小事，但是 1 部變 5 部，5 部變 10 部，最後變

成 1個亂象，當再去取締就會非常辛苦，所以破窗理論就是

這麼來的，一開始不會太辛苦的時候，就要動，用小辛苦取

代大辛苦。我看到這個案子在刁局長的指示下，已經進行列

管，但這類事情絕對不只在 1個場所，大臺中這麼大，菜市

場、其他商圈及旅遊觀光點附近，能不能夠盡量維持法律的

尊嚴和效能，就要拜託各位同仁，繼續的努力。以上是我簡

短的報告，我們今天特別歡迎地檢署王主任檢察官蒞臨指

導，有任何意見隨時可以介入討論，現在進行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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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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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份治安狀況分析及防制民生竊盜工作執行成

效與策進作為工作報告（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一） 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二） 本市治安狀況在遠見雜誌 2012年 7月號的「縣市總

體競爭力大調查」中，在治安指標為六都第 1、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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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第 5，是對本市治安的肯定，但同仁不能因此成

績而自滿，而是要以更戒慎、嚴謹的心來面對未來

的艱難挑戰，要維持長久績優的表現是要付出比現

在更大的心力，我們也會持續的來鼓舞、提升同仁

的榮譽感，落實各項勤務作為，長期維持本市治安

平穩的趨勢。 

    徐副市長： 

目前的治安狀況，在全國評比中表現傑出，任何 1個成果都

不是平白得到的，在這裡特別要讓市長知道及感謝警察局，

像我家住在豐原，星期五、六晚上，在有一些治安死角的地

方，如山區、中正公園等地，晚上 11 點多到凌晨 1 點，皆

可看到警察站崗臨檢，那些地方很多都是飆車族出沒的地

方，這種事前防範的措施，是我們治安表現良好的原因之一。 

    蕭副市長： 

從治安的各類型案件發生數裡面，每一項都有大幅度的下

降，但是詐欺案連續 2個月都有上升、破獲率下降的情形，

詐欺案這個月發生上升 14%、破獲率下降 20%，如果我們從

1至 6月份來比較，以六都來說是排第 6名、全國第 15名，

但其他項目表現都很好，針對詐欺案請各單位再加強努力，

如此我們每 10萬人的發生數就可以下降非常多。 

    王主任檢察官： 

（一） 臺中地區的警察局、地檢署及刑事警察局是全國檢

警中抓詐欺最兇悍的，全國有一半以上的詐欺案都

是臺中市的檢警抓的，不管是空中監獄或其他大型

案件，幾乎都是到臺中報指揮，所以臺中的案件數

顯然會拉高，目前的策略是先行壓制驅離，所以發

生數有可能會先升後降。 

（二） 從 96年至今，在警察局的大力支持下，開創全國唯

一的查緝中小盤毒品的運動，地檢署的收案數，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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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的每年增案 48,000 件，降到 100 年的 41,000

件，呈現每年 1,500 件的下降，在很多人口比我們

少 100 萬的縣市，增案數都比我們多，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的案件數特別明顯，從 72,000 件降到去年的

29,000 件，這下降的數字應該是創歷史之最，感謝

警局及各分局的長官支持，去打擊治安源頭的毒

販，去壓制發生率。 

（三） 針對圖表裡的竊盜數據，是地檢署認為還有必要加

強的地方，經警察局與地檢署共同研究發現，只要

一壓制毒品案，強盜和搶奪數據就馬上下降，但竊

盜案未必，研判竊盜罪犯可能以此維生，所以可能

1 犯罪人就有很多案件，這樣的數據讓民眾觀感很

不好，民眾最痛恨的就是竊盜，尤其是侵入住宅，

會造成民眾陰影存在。地檢署在今年 4月 1日開始，

在檢察官輪值中自動加入 1 班，只要是路邊擊破車

窗竊盜或侵入住宅竊盜，都交由專責檢察官處理，

如符合法律規定或羈押要件，會盡量向法院申請羈

押，來共同打擊竊盜案的發生。 

主席裁示： 

（一） 謝謝同仁的努力及績效表現，當然良好的績效維持

越久，壓力越大，隨時都可能因為發生某件大事情，

立刻改變大家的感受，這不一定公平，我知道同仁

們很辛苦，有任何問題，刁局長一定會審酌，並跟

我們研討。 

（二） 臺中市可說是飆車風氣之先，10 年以前我剛當市

長，飆車是最嚴重的問題，在我們的努力下終有成

果，到現在飆車變成若干縣市的噩夢，始終取締不

了，目前本市的狀況還好，未造成民眾的關切，警

察同仁的努力非常辛苦，在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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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此看來，詐欺案的數字增加應該是去年全面掃蕩

的結果，希望這數字將來會慢慢的平穩降下來，能

夠還本市真相、公平，讓本市的整體治安變的更好。

竊盜案件是民怨的最主要因素，還是要靠地檢署及

警察局共同努力，打擊犯罪。 

二、 101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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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份聯合稽查日程表

報告、100年度及 101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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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3 至 6 月份

公安聯合稽查複核作業執行情形報告（政風處）：如會議資

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 

（一） 有關法制局報告本府各機關行政罰鍰執行績效中，

已很明確分析各機關目前案件狀態，對於未發文寄

出、已發文寄出未登錄送達日期及已送達未移送執

行等案件，請各機關首長督促所屬同仁專案清查辦

理。本案也請秘書長召集法制局、都市發展局、經

濟發展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等相關局處成立專

案小組研議檢討改善，希望在下個月能全面改善。 

（二） 對於政風處本次報告公安聯合稽查業務複核作業，

我已向政風處特別提出一個意見，請政風處查察在

ALA PUB 火災案發生 1 年後，市府團隊的螺絲是不

是鬆掉了，有沒有基層人員與業者不當互動，而有

放水的作為造成大害。另對於複核發現業者有擅自

擴增營業使用區域情形，但原稽查權責機關都市發

展局、經濟發展局對此違法的行為未能即時查出並

簽報處理，卻留到政風處複核時才發現及處理，請

妥為檢討改善並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三） 請政風處於下次會議提報這一年多來公安聯合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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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核作業執行情形。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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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 

陸、 專題報告： 

一、 本市妨害性自主案件偵處分析專題報告（警察局婦幼警察

隊）：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蔡副市長： 

（一） 在被害人的性別數據中，有 1 成男性為被害者，顯

然我們也必須思考男性保障的問題，請分析本市與

他縣市之比較及因應策略。 

（二） 目前本市有 92位可能會有再犯之虞的列管者，以本

期受理性侵害案件數 336 件當中，不知有多少案件

是再犯者所為？ 

（三） 臺中地檢署張檢察長在本市首創性侵害者出獄後追

蹤制度，已實施 1 年多，這 1 年多以來，不知成果

如何？本市是最嚴密追蹤的縣市，警察局請和地檢

署聯繫，了解一下因實施嚴密追蹤，是否有造成再

犯比例降低？ 

    婦幼警察隊： 

（一） 被害人的性別分析中，男性占了快 1 成，主要是反

映在國中、小的男童或是男性的青少年被同儕或較

特殊的環境下所呈現，這部分在報告的策略中有提

及國中、小的性別平等教育，是一直以來很重要的。 

（二） 有再犯之虞的列管者皆會依照查訪作業來積極辦理

查訪及監控。另再犯的情形，並沒有想像那麼多，

數據在此無法詳細報告，記憶所及，是有 1 位他轄

人口進入到本市，藉由補教業來進行對小孩子的猥

褻或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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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洽悉，請警察局就蔡副市長建議進行研析。 

二、 610 水災及泰莉颱風專題報告（水利局）：如會議資料書面

報告（略）。 

徐副市長： 

（一） 本市沙包的數量目前是以 30,000包為原則，事實上

在救難指揮中心對沙包的指揮調度，30,000 包的數

量是不夠的，所以希望能適度的增加，以易淹水的

區域數量酌以增加。 

（二） 在災情通報裡面，路樹倒塌的件數特別多，比較少

看到水溝淤塞的通報，水利局、建設局、環保局都

有定期在清淤，但還是有部分清理不夠，所以這幾

個部分希望在星期四之前，可以再清查一遍，儘速

處理，以防再次發生類似狀況。 

    金文森委員： 

大量的沙包用完以後，都是到處堆積，裝沙包的容器塑膠

袋，日子久了可能會裂開，沙子就會外流，下雨就滲入水溝，

形成淤積。在下次的風災、水災中，就會成為淹水的原因，

這問題一直沒解決，建議沙包用完後有一回收機制或是集中

管理機制。 

主席裁示： 

請建設局和水利局進行規劃沙包的回收制度，民眾可能待雨

季過後，在 11、12月時丟棄沙包，沙子可能就會堵塞水溝，

造成下次淹水的災害。 

三、 本市防颱及防災整備專題報告（消防局）：如會議資料書面

報告（略）。 

    徐副市長： 

目前本市針對地震的防備工作，主要是針對平房，921地震

時，豐原地區有高過 10 樓的大樓倒塌，東勢王朝也是高過

10 樓的大樓倒塌，那時的搶救非常的困難，所以大樓的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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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演練，其複雜性遠超過平房，所以希望能思考一下，針對

10樓以上的大樓進行搶救演練模擬。 

主席裁示：洽悉，請消防局針對徐副市長建議進行規劃。 

柒、 101 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工作檢討會（警察局少年警察

隊）：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 

洽悉，請各單位必須針對專案內所負責的項目，按照時間、

要求的事項來達成，共同努力，爭取本市佳績。 

捌、 綜合討論（臨時動議）： 

一、 金文森委員： 

（一） 依據葉世文民國 95年 1月建築廢棄物產生量推估之

研究（二）成果報告，此案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

託研究。日本對木造建築一單位樓地板面積廢棄物

產生係數 0.1737 立方公尺/平方公尺，鋼筋混凝土

構造一單位樓地板面積廢棄物產生係數 0.02819 立

方公尺/平方公尺，鋼骨構造一單位樓地板面積廢棄

物產生係數 0.04141 立方公尺/平方公尺。我國不論

是 RC構造或鋼骨構造係數均相同，以臺中市為例，

都市發展局所訂的係數 0.075 立方公尺/平方公尺

是日本鋼筋混凝土構造的 2.7 倍，是日本鋼骨構造

的 1.81倍。目前我國政府推廣的綠建築是要求製造

最少的廢棄物，也就是垃圾減量，但有營造公司反

應若廢棄物總數量不足，還被要求去買廢棄物來湊

到足額的數量，否則新建築使用執照拿不到。若廢

棄物產生係數太高即表示我們需要更多的資源回收

場或垃圾掩埋場，建議參考日本國規定，分別訂定

鋼筋混凝土及鋼骨結構的廢棄物產生係數，並調降

本市現行的廢棄物產生係數，若發現營造公司偷倒

廢棄物，請求重罰，並將罰款做為檢舉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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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入地下井或人孔管道施工，建議要求承包商設置

通風管線與設備，否則禁止施工，若承包商置之不

理而產生意外事故，建議予以重罰。 

都發局： 

針對金委員建議，本局會請業務單位進行檢討改進作為。 

主席裁示： 

（一） 請都市發展局參照金委員建議辦理。 

（二） 管道施工是很多局處都會有的工程，請各單位在訂

定施工規範的時候，必須把管道施工的通風設備納

入，避免公安事故的發生。 

二、 劉維寧委員： 

我收到惠來里里長的信，於 96 年及 100 年，在青海路二段

49 巷臺灣銀行前，共發生 2 起死亡車禍，造成 2 個幸福家

庭因而破碎，里長感到愧疚不安，決心改善該路口安全，因

該路口離洛陽路太近，且青海路交通流量過大，經警察局與

交通局共同會勘討論，認必須將此路口中央分隔島封閉，以

防止悲劇再次發生。然因某議員介入，致使工程暫停施工至

今，若業管單位認有必要將該路口封閉，但今發生此狀況，

是否需要協助？ 

交通局： 

有關青海路二段這路口的封閉，在前 2個禮拜已進場施工，

但是有民意代表認為應與民眾做更友善的溝通，所以暫時停

工，待溝通完後，會繼續施作。因為 1個路口的封閉，的確

會減少事故發生，這部分在現場已做成會勘紀錄，也已決定

要封閉該路口，將於這 1禮拜間與民眾溝通，讓封閉路口工

程繼續執行。 

主席裁示： 

謝謝交通局說明，會勘已有做成紀錄，但因民意代表有意

見，希望能向民眾再作說明，請交通局加速說明，儘速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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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民眾行的安全。 

玖、 王主任檢察官提示： 

首先代表張檢察長感謝市府各局處在相關工作上的協助，地檢署

近期有一個要跟大家密切合作的工作，就是在犯罪查緝當中，發

現青少年和學生的犯罪黑數相對比較高，會造成此結果有可能是

因制度上要送少年法庭外，另有可能是查緝上需要去加強，例如

以現在青少年的犯罪部分來講，是以新興毒品 K 它命為主，K 它

命如果不超過 20 公克是不處罰的，所以造成很多員警在第一線

查緝及溯源上會造成問題，最近我們跟警察局和教育局研究結

果，有幾個部分需要大家協助，首先是加強警察局、教育局及地

檢署間的快速通報系統，因為有些時候校園裡面，吸毒者在等驗

尿結果出來的時候，會被上手所影響，所以必須讓員警能快速斬

斷上手，才能打散群聚。再者是地檢署與警察局在壓制第一、二

級毒品的努力之下，在全國中每年查獲藥頭數是最高的，壓制力

量也是最強的，這要完全感謝大家，可是我們發現目前因為 K它

命是屬於行政裁罰，所以很多同仁在第一線查緝到的時候，比較

不會像第一、二級毒品一樣，認真的往上溯源，這點我想有必要

加強鼓勵所有的同仁，這些毒品通常在被臨檢到，都是由未成年

或中輟生來持有居多，若各單位有發現查獲此類案件，請多鼓勵

同仁，瞭解背後藥頭為誰，才能快速砍斷，以上報告，謝謝大家。 

壹拾、 主席結論： 

謝謝王主任檢察官的指導，首先是青少年和學生犯罪黑數的快速

通報機制，請各單位來加強，再來是 K它命藥頭的溯源，拜託各

分局配合掃蕩毒品的氾濫，謝謝王主任檢察官、張檢察長及地檢

署在治安工作上給我們非常多的協助，尤其是在竊盜、毒品上，

讓我們在數據上能有明顯的下降，特別表示感謝之意，謝謝各位。 

拾、散會（上午 10時 3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