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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31次市政會議─ 102 年第 9次 

治安會報及公安會報聯合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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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副市長炳坤   紀錄：偵查員黃美雯、助理研究員陳惠婷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壹、 頒獎：（略） 

貳、 主席致詞： 

一、 黃副市長、曹秘書長、2 位副秘書長、郭主任檢察官、

各位同仁及各位委員大家早安，感謝受獎民眾及里長主

動協助警方辦案，並感謝基層同仁用心為民服務，也特

別感謝郭主任檢察官列席。整個治安、公安工作在警察

局及相關單位努力下，一直有進步，目前市長正應邀參

加世界臺商聯合總會第 19屆年會，總統也親自來參加，

這是本市繼第 64 屆世界不動產年會之後，另一個非常

重要的會議，世界臺商總會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臺商聯

誼組織，全球 6大洲共有 179個地區商會，從去年李總

會長就帶著相關幹部來臺中為這次會議做準備，超過 1

千人目前正在金典酒店舉行重要的大會，因此由本人代

理主持會議。 

二、 市長特別交代了一項很重要的統計報告，雖然與治安及

公安沒有直接關聯，但也有間接關係，因為我們是為民

服務的機關，102 年第 2 次隱匿性服務稽核成績已經出

來，這次的隱匿性稽核針對的是二級機關暨派出機關，

就整體來看， 5 星級是 91 分以上，4 星級是 81 至 90

分，3星級是 71至 80 分，2 星級是 61 至 70 分， 1 星

級就已經不及格了，這次調查結果 5 星級的有 19 個機

關，大概在 106 個機關中佔 18％，4 星級的有 50 個機

關佔 47％，3 星級的有 32 個機關佔 30％左右，還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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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機關在 2星級，也就是 70分以下，大概佔 5％，我希

望這些機關的直屬一級機關能夠加以督導，去了解原

因，以加強為民服務成績；如以機關類別區分，主要有

5 大類，成績最好的依序為戶政事務所，其次是稅務，

第 3是衛生，第 4是區公所，第 5是地政，以機關別來

看，都至少達到 3星級以上，不過機關排序也讓一級機

關了解所屬機關是否還需加強，整體平均分數這次達到

83.99 分，較上次調查 81.39 分進步 2.6 分；但以 5 大

類別來看，有 3 項成長，2 項略微下降，成長部分包括

「人員基本服務」、「人員精緻服務」及「情境測驗」，

微幅下降者包括「環境服務」及「商品服務」，這可讓

大家了解並思考機關當中環境建（布）置及商品服務這

2 項是因何微幅下降，以上是這次隱匿性調查的結果，

表現很好的機關當然要獎勵，需要努力的再繼續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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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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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一、 歷次主席裁示事項尚有 5案繼續列管，請相關機關持續

追蹤辦理。 

二、 餘備查。 

肆、 例行工作報告： 

一、 本市 102年 8月份治安狀況分析及防制詐欺成效與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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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市 8 月份全般刑案發生數為 2,509 件，較去

年同期增加 49 件，增加 1.99 個百分點，主因

為 8 月份強力執法取締酒駕，較去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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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件達 715件，所以案件發生數上沒有問題。

另暴力案件除彭姓搶嫌未到案外，其餘均全數

偵破移送。 

（二） 本市詐欺案件由 97年的 4,736件持續往下降，

到了去年的 1,592件，下降了 66.59％；財損部

分由 97年每年財損 8億 5,718萬，逐年下降，

至 101 年下降至 3 億 5,428 萬，這個趨勢顯示

本局這 5 年來執行各項詐欺偵防措施，已發揮

功效。 

     金文森委員：  

資料第 25 頁表 1 中，暴力犯罪 101 年 8 月份發生數 24

件，破獲數 35件，破獲率 145.83％所代表的意義為何？  

     主席裁示：  

（一） 這樣的情況是因發生時不在這個月，可是在這

個月破獲，破獲件數就會累計。 

（二） 全般刑案部分，發生數及破獲數均略微增加，

最理想的情況為發生數減少，破獲率增加，這

部份還可以繼續努力；另竊盜案、暴力犯罪及

詐欺案與去年同期相比發生數均下降，顯示在

這 3個方向均有顯著成果，請警察局繼續努力。 

（三） 餘備查。 

二、 102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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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份聯合稽

查日程表報告、102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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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副市長國榮： 

從今天的會議資料顯示，各機關 8月份行政罰鍰執行情

形相當良好，感謝各機關配合並請繼續維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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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局林月棗局長： 

感謝委託本局辦理行政執行業務相關機關之配合，101

年度除部分案件尚在分期收繳外，其餘案件均已完成收

繳或移送強制執行。另 102年度部分仍請各機關積極辦

理，戮力完成本項業務。 

主席裁示： 

（一） 有關「違反公安相關法令行政罰鍰執行情形表」

感謝研考會及法制局研商修訂完成，本次修訂

也把各機關所需的行政處理時間考量進去，各

項數據也能更精確且合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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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外交衝突下駐華機構安全維護作為－以「廣大興漁

船事件」為出發專題報告 

（警察局第一分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劉俊昌委員： 

除駐華機構外，對外籍僑民包括外勞及學生等有無具體

措施？ 

勞工局賴淑惠局長： 

因應當時事件及國對國制裁方式，本局採取 2項對策，

分別針對即將屆期之外籍勞工及在工廠工作的菲籍勞

工派員訪查、說明，請雇主妥善處理，並聯繫菲籍勞工

集中住宿地點的社區及里長，請當地民眾友善對待，所

幸無違法及令人遺憾等事件發生。 

民政局王秋冬局長： 

本局以市長名義發函外籍配偶，告知政府對其關懷一如

以往，並提供申訴管道，另請戶政事務所加強訪查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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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安撫其情緒，並告知如受排擠如何尋求政府協助。 

黃副市長國榮： 

駐外機構大部分只設在臺北，據我所知，菲律賓是唯一

在臺中設有辦事處的國家，主要是因勞工的關係，關於

學生的部分，每個大專院校都有國際學生服務的單位對

外籍生提供關懷，如該單位與地方政府警察局外事科有

聯繫，也會給予特別的注意和照顧，若涉及治安及刑事

案件警察局也會照規定處理，國人對外籍人士及學生是

非常友善的，至少在臺中市是這樣。 

主席裁示： 

（一） 感謝警察局、勞工局、民政局等相關同仁，於

事件發生後，確實掌握資訊做出正確處置，未

讓此事影響本市治安，並在穩定秩序中確保外

籍人士安全。此事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學習，

爾後面對類似問題希望各機關能發揮功能，穩

定外籍人士安全。 

（二） 餘備查。 

二、 本市「取締涉嫌妨害風化場所策進作為專題報告」 

（警察局行政科）：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 

（一） 色情行業經常衍生幫派圍事、地盤爭奪、毒品、

槍械等危害秩序問題，對社會治安造成很大影

響，謝謝警察同仁維護善良風俗的決心，嚴正

執法取締色情，杜絕相關治安問題。 

（二） 本市檢察、警察、教育、衛生等相關局處，針

對毒品問題是全國中最積極作為的，希望有關

的護苗專案能持續辦理，確保青少年、學生純

淨的學習空間，這部分請相關機關繼續努力。 

（三） 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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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綜合討論（臨時動議）： 

一、 金文森委員：  

傳統老舊房屋的化糞池經過幾道化糞功能後，最後排入

雨水下水道，若化糞池因年久未維護功能減損，則糞便

可能直接排入雨水下水道，如淹水時，糞便將隨雨水淹

至住宅及市區造成污染，建議水利局改善污水下水道的

設置，並於改建雨水下水道時，一併設置污水下水道，

避免開挖 2次道路，以維護公共安全。 

水利局劉振宇局長：  

有關老舊建築物的化糞池屬於都市發展局的業務，至於

雨水下水道及污水下水道，雨污是分離的，沒有辦法合

在一起。 

都市發展局沐桂新局長：  

本局目前在污水下水道的布設地區，有規定一定要取得

污水放流的接管。另生活污水及工業廢水是造成污染的

主因，目前本市 3 條主要河川、134 條區域排水，這些

河川裡的水絕大部分是生活污水、工業廢水或下雨期間

沉澱下來的水，生活污水經過生態淨化後，不太會汙染

環境，河川的中、重度汙染原因為工業廢水之金屬離子

殘留造成污染，本來汙水處理要趨向小型分散區域處

理，豐原、臺中港、水湳及福田都應該設，把乾淨的水

還給河川，但現在布設好後，污水會全部收到福田，準

備將來提供給工業用水使用，若我們的河川除雨水外，

生活污水也被收走，只剩工業廢水，這對我們河川的汙

染才是未來真正最嚴重的情形，所以只要有污水管目前

主次幹管、分支管及用戶接管都已接通的地區，會限制

一定要做好接管，才會核准使照。 

環境保護局劉邦裕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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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呼籲公寓大廈及大樓，如尚未將污水納管到水資源

處理中心者，可定期委託本局前往抽送水肥，讓處理的

有效容積及功能提升。 

主席裁示：  

（一） 排水及治水是現在的重點之一，這 2 天有份重

要的國際報告指出，本世紀氣候變遷溫度上升 4

點多度，海平面上升可能造成很多地方被淹

沒，這份數據除帶給我們警惕外，背後所代表

的意義是，與其擔心，不如做好相關排水工作，

都市發展局及水利局在排水及淹水的問題上，

也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二） 另本市易淹水地區都市發展局目前正規劃水閘

門中，希望能落實預算執行，把本市易淹水地

區的問題解決。 

（三） 餘備查。 

二、 王文芳委員：  

鐵路高架沿線的細部計畫是否有在修正，我昨日發現於

民生路段及綠川交叉口，有「立墩」在騎樓預定地上，

影響騎樓行人的安全。 

交通局林良泰局長：  

鐵路高架化細部計畫的相關都市計畫，主線段除火車站

周邊開發計畫送內政部審議中，其餘皆已完成，有關立

墩的相關位置及工程細部設計，應該都已跟居民溝通，

是否有違背當初設計，會後再向委員請教。 

主席裁示：備查。 

三、 劉俊昌委員：  

都市重劃及更新時有關石綿之處理及物品、廢棄物之運

輸有否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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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局劉邦裕局長：  

近 2年本局對此問題密切監控，最近也與地政局、建設

局及都市發展局會勘幾個都市重劃區現地拆除堆置之

營建廢棄物，也有機制要求地政局及建設局在現場篩

選、分類，並給我們聯單，如有可疑的地點也會現勘開

挖，目前尚無明顯違規情事，並持續監控中。 

地政局曾國鈞局長：  

公、自辦重劃土方之運進、運出均須檢核，例如第 5單

元有土方不明，本局一直在追，制度已足夠，執行面上

有需要會再加強。 

建設局吳世瑋局長：  

包括由本局代辦的 14 期重劃區及水湳區段徵收等，只

要地下埋有不明廢棄物，一定先停工、試挖、丈量、變

更設計等，再將廢棄物運送至合法場所。 

主席裁示：  

（一） 環境是永續的，如稍有便宜行事，均可能造成

後續污染，如環境保護局發現過去所造成之污

染地，在指定為污染場址後，至少要花 1、2年

時間整治再還地於民，所以我們更不能造成下

一代的負擔，開發建設時都要確實把關。 

（二） 餘備查。 

四、 金文森委員：  

目前老舊建築廢棄物、剎車皮及以前的消防防火衣均含

有石綿，是否均已妥善處理？ 

消防局廖明川局長：  

含有石綿之消防衣很早以前已不再使用。 

環境保護局劉邦裕局長：  

如剛才所說，所有廢棄物在地政局的配合下會要求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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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分類、篩選，再從聯單上去勾稽、監督，如有懷疑的

地點甚至會去現場開挖。 

主席裁示：備查。 

五、 鄭明仁委員：  

臺中高鐵站附近面積龐大之停車場，均用不透水之柏

油、混凝土打造，不透水鋪面不僅傷害土壤、影響水循

環，更影響都市意象。 

交通局林良泰局長：  

停車場相關法令中並無規定要用綠色鋪面，只能提醒業

者盡量使用綠色鋪面。 

主席裁示：  

（一） 本市推動低碳自治條例草案已送至議會，不過

條文中並無此項規定，請相關機關、低碳辦公

室研議未來是否有所規範。 

（二） 餘備查。 

捌、 郭主任檢察官提示： 

  主席、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各位與會先進大家

好，個人今年自彰化地檢署調至臺中地檢署，同樣擔任婦幼

組主任檢察官，今天有幸代表臺中地檢署參加臺中市的治安

會報及公共安全督導會報，剛才聆聽各單位工作報告及各位

高見後，發覺各位在公共安全及治安這麼重要的議題上，投

注相當大的心力，這是臺中市民之福，也期盼臺中市的治安

及公共安全能逐步上升、進步神速。地檢署不只偵查犯罪，

也投注心力在預防犯罪上，例如查緝中小盤毒品，便是藉由

肅清中小盤後，沒有下線協助大盤販毒後，減少販毒量，連

帶減少沒錢買毒造成的財產犯罪，目前看來相當有成效；另

高危機個案的網絡會議，俗稱馬瑞克會議，了解高危機個案

家庭問題後對症下藥，期盼減少家庭暴力發生，家庭暴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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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心中永遠的痛，因為他離不開這個家庭，但又必須忍

受加害人的暴力相向，以後也會演變為相當大的社會問題，

在這些方面地檢署皆積極參與，期盼降低犯罪發生。 

  個人擔任婦幼組之主任，與警察局的刑事、婦幼及社會

局較密切相關，但也不限於這些機關，像之前彰化地檢署辦

塑化劑的案件時，就是衛生局直接與地檢署聯繫，在短時間

內就把這個線衝破，不必依循以前刑事偵查的程序來做，各

機關手上如有可能犯罪的案件，不妨直接與地檢署聯繫，由

地檢署第一時間指派檢察官積極處理，可能可以達到最好的

效果，今天很高興能參加治安會報，謝謝! 

拾、主席結論： 

  謝謝郭主任檢察官，以下做 3 點結論，首先治安正持續

進步中，希望大家繼續努力，讓臺中市治安越來越好。其次，

今年以來處理過包括七期夜市及毒餐盒的事件等，均在最短

時間內嚴正處理，假如各機關有類似潛在公安問題，不能拖，

必要時主動與地檢署聯繫，尤其在處理毒餐盒事件時得到一

個很大的經驗，就是必須借助檢警的力量，以便立即掌握，

目前我們的機關中仍有重要的一些訊息，於掌握後也必須做

最明確的處理，公安部分市長非常重視，不能有任何折扣。  

  最後分享一下，本週末我接待了來自大陸的團體參觀草

悟道，他們對臺中的創意讚嘆不已，感謝文化局、新聞局及

經濟發展局等許多單位的共同努力，目前草悟道仍有許多創

意活動在進行中，各機關有空可以去看看，了解如何將創意

進一步行銷成為臺中市的特色，請大家多多支持。 

拾壹、散會（上午 10時 18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