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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42次市政會議─ 102 年第 12次 

治安會報及公安會報聯合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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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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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早發生一起火警造成 3人罹難，火災發生原因請消防

局儘速查明，向社會說明，並探討是否能以更大努力減

少這類火災發生，也請社會局立刻介入，並比照慣例由

社工協助受難者家屬。天寒地凍的，受到火災傷害的市

民，我們要表達格外的關心。 

二、 最近議會與媒體皆關心太平消防分隊違建被檢舉拆除

後，下雨漏水的事情，據消防局了解未必與拆除違建相

關，但要做好善後工作，防漏不容易，但既然發現漏水，

就要盡全力儘速解決此事。通盤來說，所有消防隊及警

察局的勤務宿舍，要提升到一定水準，我也提出相當多

經費改善此事，大家應該繼續主動做好。 

三、 有警察同仁在媒體上反映，給再多功獎還不如能休假，

記得 10年前剛上任時，我將警察的超勤津貼完全補足，

消防局也比照辦理。現在的問題在於，警察是否工作到

無法負擔的地步，要再多編列加班費，請警察局進行了

解，若是休假的問題，照媒體上的說法，臺北抗議示威

太多，因此警察勤務太多，反觀臺中市的抗議示威在六

都中算少的，因此在勤務分配上能否不讓警察同仁感覺

過分有壓力，也請刁局長費心了解。 

四、 北屯區有棟大樓進行拉皮工程，按照規定掛上防護網，

但不知何故鬆脫，隨風搖蕩好幾天都沒人管，路人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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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經過時紛紛閃避，請都市發展局進行了解。 

五、 新年、春節將近，相關單位已在簽辦酒後代駕，捐款有

賸餘，今年仍可繼續實施，其他縣市已在加強宣導取締

酒駕，相對我們為民服務的做法，其他縣市採取嚇阻的

方式，但我覺得 2種都要並行，請警察局在適當時機進

行宣導，並注意跨年及春節對於酒醉駕車的防治情形。 

六、 本市治安仍在平穩中進步，感謝警察及相關同仁努力，

根據調查，本市居家場所附近的治安滿意度達將近 8成

7，但對本市整體治安滿意度立刻下降至 6成 4，這是很

奇怪的事情，將近 9成民眾都說自己家附近治安好，但

問到別人家附近，他馬上說不好，他不會說別人家附近

要去問別人。警察局的努力市民正逐漸有感受，但要讓

他說出全臺中市治安都變好，唯一的辦法只有更加努

力，因以前治安狀況長久不好，造成民眾對臺中市治安

有刻板印象，我們無法過分要求民眾改變感受，但基本

上，我覺得數據顯示的仍是一種積極正面的印象，不要

灰心，我們的努力已慢慢得到市民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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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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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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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份治安狀況分析及檢肅黑道幫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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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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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一） 許多治安數據指標在全國排名表現良好，甚至

是最好，此消息令人振奮，感謝所有同仁，尤

其是警察同仁的努力，臺中市的治安確實在改

善。 

（二） 過去一年來，我們對於毒品及組織犯罪著力很

深，案件因此減少，建議刁局長向警政署提議，

除了民眾滿意度外，應公布同等重要的另外 3

項治安指標：取締毒品數量、破獲黑道組織數

量及每 10萬人口全般刑案的平均數字，以免治

安改善的實際成就被掩蓋，十分可惜，並可讓

每個縣市全體往這 4 大方向努力，也是好事一

樁，民眾的感受也會更客觀。 

（三） 餘備查。 

二、 102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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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 月份聯合

稽查日程表報告、102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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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一） 各機關辦理公共安全聯合稽查作業，不論是在

人員出勤方面或移送強制執行案件情形，都有

不錯的表現，這是大家努力的結果，惟有如此

才能完全落實並讓公安稽查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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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影監視系統建置管理維護及執行成效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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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犯罪預防科）：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金文森委員： 

103 年共編列 1 億 6,625 萬元用於建置錄影監視系統，

請問建置地區順序為何？並請再詳細說明資料第 112頁

的「即時車行紀錄系統」。 

警察局犯罪預防科張福鎮科長：  

本套系統與刑事局贓車辨識系統功能相似，只是這幾年

刑事局沒有做，所以我們先採購 1組，目前測試效果良

好，如經費許可，將針對聯外道路及重要治安要點建

置，如偵測到特定車輛會立即發報，讓派出所得以即時

進行圍捕。另本局各分局每年會針對治安及交通要點評

估，並參考里長及議員的建議，再做最後的決定，每年

也會開會討論建置錄影監視系統的優先順序。 

警察局刁建生局長：  

103 年雖編列 1 億 6,625 萬元用於建置錄影監視系統，

但有 1億 1,725萬元為平均地權基金，無法運用於本市

公辦重劃區以外區域之建置。經調查評估，並參考目前

所有議員及里長提出的需求，本市公辦重劃區以外區域

建置監視系統所需經費，扣除 103年建置案，約為 6億

5,555萬元，再扣除中央每年補助 4千多萬元，若於 104

年、105 年各編列 3 億元預算，將可於 105 年全面完成

本市電子城牆建置。 

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吳啟瑞大隊長：  

酒駕觸犯公共危險罪修法後，呼氣酒精濃度從每公升

0.55 毫克以上，下修至每公升 0.25 毫克以上就移送法

辦，修法前取締酒駕有 50％會移送法辦，現在則提升至

75％，多出 25％的案件以每件罰金 6萬元估算，每年約

有 2億 4千萬元會上繳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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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 有關本市電子城牆的建置，原則上還是要做，

請財政局及主計處注意這件事，配合警察局編

列充足預算完成建置。 

（二） 酒駕觸犯公共危險罪的罰金是否可用於補助地

方政府監視器的建置，請財政局及主計處爭取

看看，財政局也可和本市立法委員溝通，請他

們在立法院提出此議題。 

（三） 餘備查。 

二、 托嬰中心輔導、管理及稽查專題報告 

（社會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蔡副市長： 

本市立案托嬰中心 102年收托人數僅 1,566人，與實際

托嬰人數落差相當大，這表示大部分的托嬰可能未立案

或屬於家庭式托嬰，當立案托嬰中心已訂定完整輔導、

管理、評鑑及稽查機制，應再加強保母們的職前及在職

訓練，並建立起預警及申訴制度等措施，避免其他部分

的托嬰發生虐嬰情形。 

金文森委員：  

目前社會局提供的生育補助少，條件又嚴苛，是否得向

中央建議釋出更多鼓勵生育的配套措施，以免少子化衍

生國家安全問題？ 

社會局王秀燕局長： 

（一） 本市共有 6 區社區保母系統，只要領有合格保

母證照，家長仍可透過本系統尋找合格保母，

本系統加上立案托嬰中心共收托將近 5 千位小

孩，如為家庭式由祖父母帶小孩，也會補助他

們去上課，另自 102年 11月起，即使未加入此

系統，所有保母皆已納入管理。至於投訴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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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任何管道的申訴本局必定會受理。 

（二） 全國托育補助金額皆不同，針對自己帶小孩或

僅有一方就業等情形，兒童局皆有不同補助標

準，例如當事人獲得兒童局補助 2,500 元至 3

千元，如小孩交給合格保母帶，本市會再加碼 2

千至 3 千元，補助金額仍不足的問題會再找適

當機會向中央反映。 

（三） 本市 84 家立案托嬰中心，集中於西屯區 21 家

及南屯區 14家，無立案托嬰中心的區域，如沙

鹿區及豐原區，則採取公設民營的托嬰中心進

行補強，相關福利措施皆已放入好孕袋中，將

再請戶政事務所針對較為重要的部分於發放好

孕袋時再次提醒家長。 

劉俊昌委員：  

合法的不一定安全，安全的不一定合法，建議社會局注

意評鑑部分的信度、效度及過程。 

主席裁示： 

（一） 請社會局加強宣導合法立案托嬰中心及各項托

嬰訊息，尤其是評鑑甲等及乙等的立案托嬰中

心，或請戶政事務所協助發放宣導單張。 

（二） 餘備查。 

三、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行政執行績效專題報告 

（法制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黃副市長： 

法制局因應行政罰鍰移送業務製作之裁處書範本，可提

供目前自行執行之機關參考，但長遠來看，建議環境保

護局將業務交由法制局一併辦理，法制局人力如不足再

另行調整。 

勞工局賴淑惠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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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逃逸期間有違法行為也是照罰，但因收容作業時間

短，會迅速遣返逃逸外勞，因此等到本局收到相關單位

查處的筆錄及資料時，外勞已離境，連開裁處書的對象

還必須由原合法雇主代收，才能完成程序，後續的催繳

及移送強制執行，也都必須照程序進行，但事實上根本

不可能收到罰鍰，本局已向勞委會反映過，但目前仍須

依照法規程序進行，也已建議勞委會與移民署進行討

論，將罰鍰未收繳部分作為審核入境之考量。 

主席裁示： 

（一） 逃逸外勞違法遭遣返無法執行部分，應暫時移

出至移民署，暫時凍結，不要一直列在原執行

單位，成為虛帳，以致影響執行率。 

（二） 餘備查。 

柒、 綜合討論（臨時動議）： 

一、蔡副市長： 

本市發展低碳自治條例已經過議會三讀通過，在條例中

有理想、進程、區域及配套，本市二行程機車及四行程

機車共有 168萬輛，碳排放量佔比為 15％左右，對本市

空氣品質有很大影響，希望能確實面對；至於進程則是

指到 110 年才實施，8 年後，本市大眾運輸系統也建置

得較為完整，實施上以區域為主，例如現正進行的大宅

門等區域，至於偏遠、偏鄉等省道區域，基本上不在規

劃範圍，法規裡也規定在 105年要完成相關補助及獎勵

措施等配套，這部分將責由低碳辦公室及環境保護局加

強宣導，逐步改善都市空氣品質，這也是作為低碳示範

城市應該跨出的一步。 

交通局林良泰局長： 

基本上以水湳，即大宅門特區作為低碳示範都市，希望

於此區域整合相關低碳交通工具，例如完整人行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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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公用自行車租賃系統（I-Bike）、電動小客車租賃

系統等，目前本市大眾運輸使用量達到 10％，未來規劃

水湳地區希望達到 30％的使用量，並優先使用電動公

車，明年度也會在此區域建立大眾運輸轉運站，將國道

公車整併在此使用。 

主席裁示： 

（一） 低碳不是政策選項，而是人類的共同命運依

歸，據監理所統計，臺中市機車去年共減少 4.1

％、將近 7 萬輛的機車，而汽車增加速率與前

年相同，雖議員一直要求蓋停車場，但車輛增

加速度一定超過停車位增加速度，因此一定要

發展大眾運輸，明年繼續推動 8公里免費公車，

相信機車數量會再下降，BRT及 MRT完成後大眾

運輸將更完整。 

（二） 餘備查。 

二、徐副市長： 

上星期五晚上氣溫達 12 度以下，本市立即啟動防凍計

畫，本人與社會局、警察局一同巡查，發現雖本市努力

建置了街友中途之家，但街友們仍喜愛自由，且因住不

習慣不願前往，但希望能再改善管理制度，在不破壞整

體秩序的前提下，卻又能吸引街友入住，避免街友聚集

或住進空屋產生治安、公安問題。 

主席裁示：  

（一） 請社會局、民政局及警察局共同合作解決街友

問題，民政局部分請發簡訊給所有鄰里長注意

街友問題，並請警察同仁巡邏看到街友露宿街

頭或公園時，馬上通報社會局處理。 

（二） 餘備查。 

捌、 林主任檢察官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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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本市電子城牆建置計畫方向非常正確，但建議整合

監視系統資訊，由專人監看以預防治安事件發生，並請

賣場、商家分享監視畫面，治安好則吸引投資回饋。 

二、守望相助隊更能了解社區可能面臨的問題，對於治安上

的貢獻潛力尚待開發，如能對社區治安維護存有共識，

再與警察緊密連接，將發揮更大功效。 

三、建議找固定主任檢察官作為治安會報窗口，定期參加治

安會報，避免主任檢察官輪流參加，造成市府困擾。 

四、本國似乎仍偏向保障被告人權，例如讓性侵害被害者重

複遭受訊問，不斷回想受害經驗，造成心靈創傷，建議

仿效國外，建置犯罪被害保護中心，因司法單位礙於經

費問題無法實行。比起保障被告人權，若市府以關懷被

害人的角度切入，提高被害者人權保障，應能連帶提升

市政滿意度。 

五、前額葉控制是非、行為舉止的功能，在青少年的時候差

不多已發育成熟，建議在中學校推動法治基礎教育，以

從源頭改善治安。 

玖、主席結論： 

非常謝謝林主任檢察官提供許多方向給同仁參考，請同仁認

真思考，有些事項我已請秘書長與各位聯繫交辦，我們一定

要把臺中市的治安做好。本府不會去干預地檢署的運作，假

如地檢署每次都請林主任檢察官來參加治安會報，我也很歡

迎，但由各主任檢察官輪流參加，可以讓他們清楚我們在治

安上的努力，散會，謝謝各位。 

拾、散會（上午 11時 0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