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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18次市政會議─ 102 年第 6次 

治安會報及公安會報聯合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6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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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員黃美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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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謝謝黃主任檢察官蒞會指導，今天召開第 118

次市政會議，也是今年第 6次治安會報，開會時間有點

奇怪，昨天才開過市政會議，今天又開，因為下星期一

再開治安會報會面臨議會總質詢，總質詢時不能開治安

會報，這個月治安會報就必須移到 7月底，等於 6月沒

有開會，看起來就像對治安、公安的重視不夠，所以調

整至今天召開。昨天有很多首長很辛苦，參加市政會

議，今天再開一次市政會議，昨天的是一般業務，今天

是治安和公安，帶給大家辛苦和不便，我在這裡表示歉

意，接著向大家報告幾件事，是我心中很注意，是我的

感想，在 5月的「護苗專案」─掃毒行動，排除校園毒

品的成果非常受到肯定，這並不表示問題嚴重到不能控

制，而是表示我們面對問題、解決問題，警察局、教育

局非常努力推動這個案，我要在這裡表示感謝。 

二、 另外，大概在 6至 8個月前，我在報紙上看到民間有個

組織叫「老人往生互助會」，許多年紀長的長輩，擔心

有一天自己離開這個世界，會給小孩帶來麻煩，所以大

家以互助會的形式，每個月繳一點錢，放在一起，假如

有誰不幸過世，這個錢就給他辦後事，他們的家庭不會

受到壓力或負擔，但我很關切這個消息，身為市長，臺

中市內如果有許多老人，對自己的身後事如此憂慮、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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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把握，那我們的社會福利在做什麼，因此我特別找社

會局王局長來談，向中低收入戶或有困難者宣導我們有

哪些補助和幫助，不要好像不能談這些身後事，社會局

整理了所有資料，強烈宣導了一陣子，往生互助會的消

息也漸漸沒有了，但不表示它不存在，同時，因為它有

時牽涉到詐騙、恐嚇，所以警察局也開始注意黑道介入

往生互助會的問題。我真的不能忍受利用別人死亡的時

候詐騙、綁架家屬、詐取贖款或動不動棍棒伺候、毆打

造成流血案件，這是什麼世界啊？怎會變成這樣？所以

我非常感謝，在刁局長領導之下，逮捕了滲入往生互助

會，利用結構和心態謀取不當利益的黑道幫派，我認為

這件事做得好，黑道的氣焰會再受壓制，總之不能讓它

利用社會裡的任何議題借屍還魂，遂行黑道的作為與違

法情事，所以我在這裡謝謝警察局破獲這個案，這個案

子我覺得很重要，我非常重視，我也要在這裡謝謝張文

傑檢察官指揮、領導辦案，辦得很有績效，同時要請社

會局，對於老人往生互助會的存在和面臨的問題，提出

更有效的作為和宣導，我們一定會幫助他、照顧他，但

是能不能再加強宣導，有無必要再跟新聞局談一談，或

請民政局幫忙，因為還是要靠民政局到各鄰里去宣導。 

三、 第 3件事情是，我昨天在市政會議裡提到南區最近發生

火災，南區區公所站在第一線去照顧災民，救火、鑑識、

救傷是消防局的事，但在災民的後續照顧，還有資源、

安慰，我覺得南區區公所做得很好，民政局也在端午節

立刻去探訪這些災民，這些災民皆被安置在還算舒適的

旅館內，我不曉得別的縣市有沒有，但臺中市碰到這種

災難以前都是安排在國小、活動中心打地鋪、在廁所洗

澡，而我們把他們帶到旅館裡，還有冷氣，他們已經夠

苦了，我們原來是希望給他們住 7天，食宿都我們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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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他們另外可以找到朋友或租房子，但還是有災民碰

到難以解決的問題，已請社會局妥為了解、相助，希望

將來各單位碰到這類案件，都妥善照顧，另外，消防局

還沒告訴我這次的起火原因，以上請大家參考，這是公

共安全的問題。  

四、 此外，臺中市有推行幾個都市更新計畫案，其中最有名

的，是在體二用地，就像我昨天講東區臺糖的用地，我

真想把它恢復成一個少見的生態樂園，結果做不到，我

今天為什麼極力想推動體二用地的都更，最大的目標不

是賺錢，不是老屋翻新，不是要把土地清水變雞湯，而

是為了公共安全，體二用地萬一發生火災，我覺得根本

難以處理，它人煙密集的程度、房屋老舊的程度，猶如

50年前的舊臺中市，可能不適合現今公共安全消防的標

準，這問題我們不能忽視，公共安全是大問題，我怕隨

時出事，我希望都市發展局和消防局都去好好了解，在

沒有進行都更前的公共安全問題，像是以摩托車帶水管

進行滅火，這類的做法要好好了解一下。 

五、 最後一件事情，暑假又到了，學校的畢業典禮連續在舉

行，每年到這時都可能發生學生戲水溺水的案件，臺中

市可能創全國之先，從去年開始在大部分的游泳池，協

商票價半價優惠，就是希望小朋友玩水要成群結伴，去

合法的游泳池，我知道大概都是經費的問題，可是這種

事情就像反酒駕一樣，是救人的事情，千萬不能小看，

所以請教育局要嚴格、積極地推動本案，我相信不用我

多講你們已經跟游泳池談好了，希望規模比以前還大，

再拜託校長在放假以前務必妥善叮嚀，防止學生因戲水

而溺水的案件發生，好像在南部已經發生此類案件了，

所以我們不能不提高警戒，全力防範，我的報告在這裡

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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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歷次治安及公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及轉達行

政院 102年 5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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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黃美娜局長： 

會議資料第 18頁是 2005-2011年間本國與他國愛滋病毒

感染發生率比較圖，由圖中可看出日本每十萬人發生率

僅 0.7-0.9 間，探究原因是日本從小學開始即實施有關

愛滋病之衛生教育。另外，一旦感染愛滋病，平均每年

需花費約新臺幣 35 萬元/人醫藥費，將付出龐大社會成

本，顯見愛滋病防治工作相當重要。 

金文森委員： 

一、 日本愛滋病發生率最低，除了從小紮根的衛生教育外，

是否還有其它配套措施，建議衛生局可至日本實地考察

學習，以降低我國愛滋病發生率。 

二、 有關轉達行政院 102 年 5 月 29 治安會報院長指示事項

（摘錄）第八點提到國內非法制式槍枝都是由國外走私

入境，由貨櫃或漁船走私較難使用 X光機進行檢測，建

議使用攜帶式金屬探測器進行嚴密檢測。 

蔡副市長： 

對於愛滋病防治工作，提出二點建議： 

一、 在愛滋病感染者中，以同性戀者居多，因此愛滋病防治

工作，可結合同志團體透過良好的互動關係，請同志團

體協助推廣，以發揮最大效果。 

二、 為預防愛滋病感染者逐年增加，可從校園中進行愛滋病

宣導工作，讓師生們不再避諱談論愛滋病議題及建立正

確的衛教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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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 為向日本學習愛滋病防治作法，可朝下列方式辦理：

（一）上網蒐集資料（二）請駐日代表處協助收集相關

資訊（三）透過前二項作法後，再考慮前往日本實地訪

察之必要性。希望能以有效的防治作為，讓本市成為全

臺愛滋病發生率最低的城市。 

二、 有關金委員所提第二點建議事項，請以書面送請財政部

關務署參考。 

三、 餘備查。 

肆、 例行工作報告： 

一、 本市 102年 5月份治安狀況分析及檢肅黑道幫派工作成

效與策進作為報告（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如會議資

料書面報告及補充資料（略）。          

      主席裁示：  

治安的持續改善是很嚴格的自我要求，而且會面對社

會裡的期許和壓力，不是簡單的工作，但還是要持續

改善，做得好就要更好，每個人都要抱持這樣的精神，

才會把市政做好。 

二、 10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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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份聯合稽

查日程表報告、101 年度及 102 年 5 月份違反公安相關

法令行政罰鍰執行情形報告、公安聯合稽查複核作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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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安聯合稽查工作已無再發生無故未出勤

狀況，也能在 7天內回復稽查案件之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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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於違規案件後續辦理應加強列管追蹤，

在此強調，絕對不能讓合法者吃虧，違法者佔

便宜，很感謝同仁及主管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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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執行 102年「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

專題報告 

（警察局少年警察隊）：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 

（一） 青春專案是市府總體評分，警察局很努力在

辦，各單位不要疏忽，再忙也不能把忙當成工

作沒有做好的藉口或理由，做了就要認真做，

無怨無悔。 

（二） 餘備查。 

二、 臺中市校園藥物濫用之防制工作 

（教育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蔡副市長： 

我們並不避諱查獲，因為本來就希望把毒品趕出校園，

查獲比較多是因為我們比較努力在做，毒品並不只是臺

中市的問題，它已是各縣市很大的困擾，我們都肯定警

方和地檢署的努力，但毒品有一大部分是自大陸走私進

來，如能與大陸方面合作斷絕走私問題，舒緩毒品的壓

力，才能避免毒品繼續影響我們的下一代。 

主席裁示：  

（一） 校園毒品的來源部分，能不能循線查出，讓上

游感到痛苦，讓毒品越來越不容易在社會裡流

傳，甚至於追到大陸去，這可能要請警察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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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努力，甚至中央也要重視這個問題，我們才

能把這件事做好。 

（二） 餘備查。 

柒、 綜合討論（臨時動議）： 

劉俊昌委員書面建議： 

一、 環保與衛生：個人於本年 4月期間與友人到南屯區豐樂

公園（人工湖畔）散步，看到湖中有各種龜類，也有各

種禽類（北京鴨、番鴨、野鴨）游走，池畔也有販賣飼

料的人員與機器，池中水呈紅褐色，似乎隱藏著環保與

衛生的問題，不知主責單位是否有管控與監測？ 

二、 公共設施安全問題：社區或市府為提高社區生活品質或

觀光目的，常會施設種種公共建構，例如大坑東山路附

近（橫坑溪逢甲橋上游河岸新風貌整體營造工程）的休

憩平臺與欄杆，因年久未有適當維護，木質腐蝕，實在

可惜且有安全問題，類似問題在本市仍多，社區申請種

種公共設施建構，似宜考慮以有機關、機構與團體做維

護承諾者為優先考量。 

捌、 黃主任檢察官提示： 

一、 前陣子蔡副市長領導的護苗專案，除市府教育局、衛生

局外，還結合地檢署與警察局的行動，在 5、6 月展開

二波的校園掃毒，共查獲 266名青少年涉及毒品案件，

成績看起來不錯，但也讓我們感到校園毒品氾濫之嚴重

性，因此，地檢署發起一個新作為，除查緝毒品及平時

由教育局向青少年宣導外，我們希望透過衛生局找臺中

市的醫療院所幫忙做青少年勒戒這一區塊的工作，如果

可行，會找地院少年法庭幫忙，請他們將吸毒之青少年

轉介至這些醫療院所進行勒戒，目的是藉由醫療院所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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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士的輔導跟勸戒，讓這些青少年徹底了解吸毒對其

身心殘害的嚴重性，使其自動遠離毒害，每位青少年勒

戒流程預估費用 3萬元，地檢署願意用緩起訴處分金來

支付，這部分是我們預計要採行的新作為，至於醫療院

所是否願意幫忙就要請衛生局大力來促成。 

二、 另外酒駕法條在 6 月 13 日上星期四經總統公布修正並

施行，主要是將酒駕涉及刑責的認定標準，由現行的呼

氣酒精濃度 0.55毫克降低到 0.25毫克，第 2個就是將

刑責提高全面採行有期徒刑制，現在已無拘役、罰金

刑，酒駕致人重傷刑責提高到 1至 7年，致人死亡提高

到 3 至 10 年，非常嚴厲，再加上市府警察局同仁連續

幾星期的取締，酒駕的情形有稍微降低，期間仍不免發

生酒駕肇事致人死傷之遺憾事件，整體來看，酒後駕車

的違法行為應該有下降的趨勢，地檢署這方面也祭出三

振法案，酒駕三犯我們將不再准許他得易科罰金，也就

是說他第三次犯酒駕的話就要發監執行，我們相信再加

上市政府的大力宣導，多管齊下之下，酒後駕車的惡習

將必獲得遏止，人民的生命財產也將獲得保障。 

玖、主席結論： 

非常謝謝黃主任檢察官對於毒品、酒駕的問題都提出指教，

我想我們會在推行方面全力以赴，把這個工作做好，謝謝各

位，散會。 

拾、散會（上午 10時 0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