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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01次市政會議─ 102 年第 2次 

治安會報及公安會報聯合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2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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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      記錄：偵查員黃美雯、組員劉美鳳 

  蔡副市長炳坤 代理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壹、 頒獎：（略） 

貳、 主席致詞： 

一、 黃副市長、林主任檢察官、各位委員、首長，大家早安，

首先代表市長，恭喜以上所有獲獎的同仁以及民眾，因

為大家的努力，我們的治安工作越做越好。過年後，市

長每天都來上班，醫生也希望市長多休息，而今天是排

定複檢的時間，所以市長在週末就先到醫院，做完複檢

後，明天就恢復上班，在這邊特別代表市長，感謝大家

的辛勞。 

二、 今天的治安及公安會報，是在春節結束後，第一天召開

市政會議，我特別要代表市長，向維護治安的警察同仁

及維護公共安全的各機關同仁表達感謝，整體來講，今

年可以說過了一個比往年更平安、更平靜的年，並沒有

發生較重大的意外，對民眾來講，過年最重要的就是平

安，平安就是福氣，所以我想特別對大家的努力表達感

謝。 

三、 在這段期間，有二項大型的活動，一個是賞櫻，一個是

燈會。賞櫻部分，中臺灣的櫻花盛開，無論是市民、觀

光客或外來旅客，都能充分從賞櫻中得到愉快，這也是

因中臺灣的天氣特別好的緣故；燈會部分，無論是文心

公園主燈、豐原燈會，或是文化局昨天五大宮廟同步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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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的元宵晚會，到處都擠滿人潮，我想包括觀光旅遊

局、新聞局、文化局等，在策劃上都非常用心。今年在

接駁部分，交通局也相當用心，所以比去年又更進步；

當然警察同仁的辛苦大家有目共睹，我想這是團隊發揮

出來的力量，所以我特別代表市長感謝大家在春節期間

的努力，期許大家繼續努力，讓我們臺中市成為一個幸

福、平安的城市，今天的會報按照議程來進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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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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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 1月份治安狀況分析及防制詐騙成效與策進

作為報告（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如會議資料書面報

告及簡報（略）。 

（一） 2月份是農曆春節，為了讓民眾過一個平安的好

年，警察局全體同仁在局長要求以預防跟偵查

並重原則下，從 1 月份開始就透過各種平台、

媒體、集會等方式，針對防盜、防搶及防詐騙

宣導，希望提升民眾避免被害的意識跟觀念。

也因為同仁的努力，有效維護本市春節期間治

安的安穩，今年的春安工作在今晨零時，圓滿

平安結束。在這邊也跟各位長官報告，在長官

及社會大眾支持鼓勵下，本局全體同仁、協勤

夥伴以及友軍單位共同地努力，終達成本局守

護治安，給民眾平靜、平安、平穩、快樂春節

的工作期許與承諾。 

（二） 雖然本市竊盜案件破獲數及破獲率在統計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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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的確有一些略低的情況，但無可諱言的是

同仁知道於 1月 31日開始春安工作，在春安期

間有績效的競賽，所以在有些案件的偵處上，

他們已經掌握了破案證據或突破點，但會有一

些延後在 2 月份執行，所以 1 月份會顯示較低

的破獲率。從 1月 31日到昨天晚上為止，全般

刑案的破獲率就拉到 118.94％，竊盜案件 2 月

份的破獲率拉高到 139％，明顯是同仁技術性地

把破案時間往後拉，把前後數據總合平均後發

現，同仁在執行、偵處及破案方面的能力是沒

有問題的，以上報告。 

     主席裁示：  

（一） 目前治安情況的確進步很多，從鄧大隊長的報

告可以瞭解，竊盜案件破獲數（率）減少的原

因。希望大家繼續努力，維繫已經很好的治安

情況。 

（二） 餘備查。 

二、 102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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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3 月份聯合稽

查日程表報告、101 年度及 102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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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副市長：  

違反公安行政罰鍰案件執行情形表中，101 年度教育局尚有

54％的案件未移送法制局辦理強制執行，而 102 年度都市發

展局則有 90％未移送法制局辦理強制執行，執行情形不甚理

想，請持續加強辦理，以提高執行率。 

環境保護局劉邦裕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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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違反公安行政罰鍰案件執行情形表本局有 2 件未移

送強制執行的案件目前係在訴願中，一旦完成相關作業程序

後，會馬上辦理強制執行。 

主席裁示： 

（一） 請教育局及都市發展局儘速處理違反公安行政

罰鍰未移送強制執行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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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備查。 

陸、 專題報告： 

一、 執行「第 8屆立法委員臺中市第 2選舉區缺額補選治安

維護工作」專題報告（警察局保安科）：如會議資料書

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 

（一） 報告前言的地方提到，被國、民兩黨視為「罷

免藍委」試金石及「2014 七合一選舉」之前哨

戰，這比較屬於媒體用語，在第二段參選情形

提到，中國國民黨由前立委顏清標長子顏寬恒

「代父出征」參選，我覺得這個名詞比較屬於

一般人談論的講法，其實現在已經民主時代

了，也不太適合用「代父出征」這個名稱，應

該用某某人代表誰出來選舉就好了，這樣的名

詞比較會出現在媒體或民間的談話裡面，官方

文件儘量以比較客觀的敘述會比較好。 

（二） 針對這次選舉維護治安工作表現優異的同仁，

應該給予從優獎勵；針對缺失檢討的部分，希

望能夠確實改進，策勵未來。 

（三） 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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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安聯合稽查小組聯繫會報執行成效暨加強本市非法

營業場所稽查頻率專題報告（經濟發展局）：如會議資

料書面報告（略）。  

金文森委員建議：  

已斷水、斷電又私接水電，是否處罰提供水電之業主？

可否列入執行作業程序處理？ 

黃副市長：  

執行聯合稽查的時候，稽查地點周圍兩邊或同一棟樓的

其他場所，還是要注意，我舉「歡喜就好」這個例子提

醒大家，當初我們就只有稽查那個地點，樓上違建部分

沒有去稽查，讓我們優秀的公務員一年內被彈劾 2次，

這是慘痛的教訓，所以請經濟發展局稽查帶隊官提醒同

仁特別注意。 

徐副市長：  

非法視聽歌唱業等 7種行業有 110家，不知是否包括家

庭式投錢的卡拉 OK？因為延伸出來的問題有很多，不但

會擾亂住戶安寧，甚至有酗酒鬧事的情形發生。 

經濟發展局王誕生局長：  

（一） 去年 10月 5日透過聯繫會報於會議中決議，不

能硬闖入非營業場所進行稽查，必須要求業者

切結當地非營業場所，把拒檢清冊及相關資訊

轉給警察局各轄區分局安排臨檢勤務。在這一

個多月內，警察局已協助臨檢發現 8 家有異常

情況，提供給我們並配合出勤 8 個班次，稽查

10家中有 7家在營業，有 4家違反規定，有 40

％說沒有卻發現有營業的，就開罰並命令停業。 

（二） 非法家數的數字就像未登記工廠一樣不是可靠

的數字，我們會以接受檢舉或主動發現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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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平常稽查的對象。由於家庭式 KTV 設在住

宅區屬於非法營業，只要發現（EX：1999 檢舉

後到現場查看發現。）有收費行為就處罰，雖

然有人說，這樣太不講情理了，這些老先生聚

在一起聯絡感情，只是投 10塊錢唱 1首歌卻開

罰會不會太過分，但因為違反土地使用分區規

定，還是會依法開罰。 

（三） 針對私接水電的這一戶，必要時會與法制局研

究是否有法律依據可處罰提供其水電之業主。 

主席裁示：  

（一） 有關公安聯合稽查小組聯繫會報，從 100 年 8

月起，每月召開以來，已經具有相當成效，討

論的議案達到 42案，大多能取得具體決議及共

識，請繼續落實執行。 

（二） 針對加強非法營業場所稽查頻率的部分，從這 4

個月的數字可看出績效，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繼續執行讓這些非法營業場所消失。 

（三） 有關徐副市長、黃副市長及金委員的意見，請

經濟發展局參考。 

柒、 綜合討論（臨時動議）： 

一、 占用身心障礙停車位問題：      

     徐副市長： 

幾個月前我請交通局林局長，利用停車管理處巡視的機

會，將不尊重身心障礙停車位的那些人逕行拍照舉發，

寄給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處罰，不知目前成效如何？ 

交通局林良泰局長：  

針對殘障停車格的佔用，在副市長指示後，本局已納入

局務會議每週列管事項當中，也把停車管理處人員的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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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納入這項指標。另感謝警察局針對本局 35 位新任交

通助理進行為期 1個月的訓練，預計在 4月 1日訓練期

完畢之後，把它當作一個重點項目。     

     主席裁示： 

請交通局繼續加強辦理。 

二、 后里環保公園無障礙環境問題： 

     徐副市長： 

有時民眾會抱怨「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在

這個案子中，請各局處自行檢討所屬建築物是否具備無

障礙環境，不能因為 2樓以上不開放民眾洽公就沒有無

障礙環境，畢竟還有身心障礙的員工。在后里舊社環保

公園新蓋的遊客中心，雖然 2樓沒有無障礙環境，都市

發展局卻發給使用執照，按照法令使用執照是不能給

的，希望都市發展局要求環境保護局逕行改善，這樣一

來我們要求或處罰民眾他們才會心服口服。希望各局處

針對自己所屬及業管的建築物部分在 2個月內全面清查

有哪些需要改善的。 

都市發展局何肇喜局長：  

對於后里舊社的環保公園，有依據當時的法令檢討過才

發給使用執照，不過今年開始，很多新的建築物有更從

嚴的一些建築技術規則規定，這方面本局會嚴格執行。

另太平和外埔的區長表示他們樓上沒有無障礙電梯，不

知是否有其他準備金能支應，此外本局正進行電梯標準

化的工作，以節省電梯設計費。 

環境保護局劉邦裕局長：  

2 樓原本是要當作管理室、辦公室用途，才沒有考慮做

無障礙設施，沒有設電梯，只要新的法令規定有這樣的

要求，我們全面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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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 有關后里環保公園要成為遊客中心，無障礙設

施不足的部分，請環境保護局會同都市發展局

再做檢討，提出具體需求予以改善。 

（二） 徐副市長剛才提到，每個局處都有無障礙相關

的設施，請在 2 個月內全面清查有哪些需要改

善，雖然可能需要龐大的經費，但會依照排定

的優先順序編列預算改善。 

捌、 林主任檢察官提示： 

無。 

玖、 主席結論： 

最後，我還是再一次代表市長感謝大家的努力，有一份資料

和大家分享一下，這是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在上週

所公布的 2012 幸福指數，把所謂的美好生活指數用 11 個領

域、24項指標來呈現，11個領域中包括社會聯繫、環境品質、

健康狀況及人身安全等，都和我們今天的治安及公安有直接

相關。在這份調查裡，澳洲在政府治理、社會聯繫、健康及

安全的領域都名列前茅，2012幸福指數呈現第 1名，被稱為

全球最幸福的地方，這對我們已開發國家來說，恐怕要有以

下的思維，幸福不再是以經濟成長（GDP）為指標，更重要的

是社會安全，人民對這方面的需求其實越來越殷切，市長一

再地交代要怎麼去努力，讓我們各機關一起努力，建立一個

幸福的城市，我想這個數字、這個指標值得我們大家來思考。 

拾、散會（上午 9時 5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