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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46次市政會議─ 103年第 1次 

治安會報及公安會報聯合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1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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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市長、主任檢察官、各位同仁、委員，藉此機會向大家

拜個早年，祝大家新年愉快，祝新年當中所有的公安、治

安問題都能減輕，我們的努力都能展現具體成效。昨晚

10 點初，本人配合交通局及交通警察大隊，參與街頭臨

檢酒駕的工作，並配合贈送小紀念品，宣導酒醉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除民眾反應好外，還有許多媒體到場報導，

宣導效果佳。 

二、 有位里長拿給我這份東勢分局社區治安簡訊，展現本市治

安成績，本市治安滿意度調查中，居住社區治安滿意度將

近 90分，但對於大臺中市的治安滿意度卻降到 64分，雖

然大家覺得居住治安變好，但一提到大臺中就覺得治安不

好，所以警察同仁很辛苦，大概每位警察同仁都希望深入

基層互動，傳達治安成績佳的訊息，我很感動，也謝謝各

位的努力。 

三、 配合春安工作啟動，本市展開黑道幫派大掃蕩，破了 6、

7個圍事、欺壓善良民眾的幫派，臺中市是一個向黑道宣

戰的城市，我們不能容許有黑道欺壓民眾以收取保護費，

相關同仁，特別是警察局，平時就必須注意這類現象，並

全力掃蕩這類暴力幫派組織。 

四、 社會局推出了「自立家庭築夢踏實計畫」，如身分為單親

媽媽，只要存多少錢就補助多少錢，今年可望幫助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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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個家庭脫貧，社會裡需要幫助的人非常多，讓民眾感

到生活安定是很重要的目標，像這樣該做的事情，到了 4

月間追加預算時我都支持，議會也會支持，請副市長持續

督導這個計畫，看是否有更多這類家庭需要幫助，這個計

畫我看了很感動，相信市民也會感動。 

五、 最後我要報告，全臺灣每 1 百萬人不到 12 人得流感，而

臺中市民每一百萬人不到 2.2人得流感，不到全國五分之

一，表示防疫工作做得好、流感疫苗宣導得好、臺中很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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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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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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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治安狀況分析及協助偵辦破壞國土案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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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副市長： 

（一） 東勢分局社區治安簡訊的摺頁製作完成後可供

轄區進行宣導，特別是第 1 頁圖表部分，相較

文字清楚，建議各分局參考東勢分局宣導作

法，廣為宣導本市近 5年各類治安改善成績。 

（二） 另 102年超商協助阻詐有 15件，統一超商占 13

件，全家有 2 件，今天 8 件阻詐表揚中統一超

商也占了 6 件，且均是購買遊戲點數案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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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此現象？問題是否嚴重？ 

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鄧學鑫大隊長： 

目前詐騙案類以個人網拍及解除 ATM付款占最多數，犯

罪手法由原本的面交、轉帳，轉換成購買遊戲點數的方

式以躲避查緝，因統一超商店家數較多，在阻詐成功方

面也較多，針對其他超商會請各分局加強聯繫。 

主席裁示： 

（一） 本市在六都中的各項治安成績均名列前茅，感

謝警察局的努力，請新聞局協助警察局的公關

室好好宣導。 

（二） 公共危險罪有 9 成以上是酒駕案件，資料中提

到本市去年與前年相比，酒駕案件成立比率增

長 4.55％，但為何公共危險案發生數卻是從 4

千多變成 6 千多？數據上是否有落差？請警察

局瞭解一下，以確保正確性。 

（三） 我另有要事，請蔡副市長繼續主持，祝大家新

年快樂。 

（四） 餘備查。 

二、 102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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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份聯合

稽查日程表報告、102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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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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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黃美娜局長： 

本市 H7N9 流感疫情通報個案 51 例，經後續調查追蹤

後，無確診個案。為掌握 H7N9流感疫情，已於去（102）

年 12月 18日召開指揮中心會議，請各局處依權責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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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作為。另持續執行禁宰活禽政策，查緝違法屠宰行

為，並加強監測本市 H7N9 流感及禽類疫情，並落實各

項醫療整備工作。 

主席裁示： 

（一） 本市 H7N9流感疫情必須充分掌握，禁宰活禽政

策亦要確實執行，請相關機關持續辦理。 

（二） 維護公共安全需要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

同合作，才能有效保護民眾生命及財產安全。 

（三） 餘備查。 

陸、 專題報告： 

一、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102年「精進警察法規特殊作為」專

題報告（警察局法制室）：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 

（一） 請警察局持續推動警察同仁法治講習、訓練，

建立第一線同仁更精準的執法知識。 

（二） 餘備查。 

二、 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 102年工作報告 

（消防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 

（一） 救災第一，我們都和區公所保持密切聯繫，也

希望建立相關機關先到現場先處理的模式。另

有各種災害以撥打 1999為優先，再登錄至 EMIS

系統，這方面請各局處共同努力。 

（二） 餘備查。 

柒、 綜合討論（臨時動議）： 

一、金文森委員： 

斷水斷電後再私接水電有無處置辦法？ 

都市發展局沐桂新局長： 

斷水斷電後再私接水電，本局會依建築法第 94 條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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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辦，通常是 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主席裁示： 

（一） 感謝金委員的提醒，都市發展局執行的每一步

處置作為都會在通知書上載明清楚，業者都清

楚接下來會面臨到的情形。 

（二） 餘備查。 

二、警察局東勢分局蔡榮林分局長： 

本市包括第五分局、和平分局等，皆依據轄區狀況製作

治安簡訊，本分局此次針對市長提示治安成績改善，民

眾雖有感，民調卻無法提升一事探究原因，本分局前往

拜訪在電話調查時對居住社區治安滿意度及警察服務

滿意度良好的民眾，發現他們對於臺中市治安這個命題

會有較差的治安感受，尤其是原臺中縣居民對於臺中市

的治安印象還停留在合併前的臺中市。基於此，本分局

藉由警勤區會同鄰、里長，至家戶宣傳臺中市治安確實

改善的訊息，並在問及居住社區治安滿意度得到肯定回

答，卻對臺中市治安滿意度無感的狀況下，告訴他們：

「縣市合併至今已 3年，說臺中市治安不好便是說自己

不好，我們的子女、親戚在外縣市一提到臺中市治安，

是 21 個縣市最後 1 名，我們臉上也沒有光彩。」運用

這種輸人不輸陣的概念，激盪鄉民能有這樣的觀念，並

自 12 月 27 日開始積極推動，第四季民調時間為 12 月

26日至 1月 8日，東勢地區原本在第三季的民調中，對

臺中市治安滿意度只有 50 分，第四季民調成績進步至

70 分；臺中市政府治安的努力與表現滿意度，也從 64

分進步至 79.9 分；另臺中市警察人員打擊犯罪維持治

安的能力以及信心，也從 69分進步至 76分，在本次實

驗中運用文宣宣導，在上述幾個命題中的進步非常可

觀，提出與各位長官先進分享。另原臺中縣有 160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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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原臺中市僅有 100零幾萬人口，但原臺中縣在合

併 3年後，大部分民眾對於臺中市及臺中縣還是存有無

法認同的想法，這也是此次民調中的經驗。 

黃副市長： 

選擇適當主題及宣導方式就能展現成效，建議將第 38

頁 102 年全般刑案六都比較表及第 45 頁表格截取上半

部至五都，提供與會人員放在臉書宣傳，不停的宣導應

該會有成效。 

主席裁示：  

（一） 黃副市長的意見給各位作為參考，另因應治安

成績佳，治安滿意度卻差的情形，警察局各分

局應採取策略，如同東勢分局的作法就展現成

效，雖因各地差異，做法不一定適用，但大家

的辛苦應有公平的待遇，不只是宣傳，有何創

新作為可讓民眾有感，是另一個著力的方向。 

（二） 縣市合併已 3 年，我們應協助市民建立起大臺

中市是生命共同體的概念，市民才會有臺中市

應有的向心力及尊榮感，這是各機關皆應努

力、重視的問題。 

（三） 餘備查。 

三、劉俊昌委員： 

74 號快速道路由中清交流道至潭子中山路兩旁的平面

道路設有人行道與腳踏車道，且已大部分完工，但常被

汽車占用阻礙，為確保春節期間行人與騎車者安全，宜

請有關單位及早宣導或查處，以免發生事故或導致破窗

效應？ 

建設局吳世瑋局長： 

會與警察局共同努力勸導，必要時會開罰。 

交通局林良泰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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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微調下匝道及平面道路間的交通號誌數量，儘量

讓車流順利下到平面道路。 

主席裁示：備查。 

四、劉俊昌委員書面意見： 

透過大賣場或其他通路銷售的某些食品（例如羊肉

爐），食材本身常附加中藥調理包，其成分是否摻雜西

藥等不明化學成分？有關單位宜列入稽查，確保消費者

安全。 

捌、 李主任檢察官提示： 

一、春安工作已展開，感謝同仁犧牲假期，晚上也持續執勤，

才能讓民眾安心過好年。 

二、通訊保障監察法雖於 1月 14日三讀修正通過，但在送至

總統府公布前，仍需做好相對應的準備，在案件聲請及

通訊紀錄的調取上，勢必讓檢警成為更緊密的合作夥伴

關係，希望同仁遇有較複雜或需要指揮偵辦的案件，儘

量提出，臺中地檢署在楊檢察長的領導下，將成為守護

臺中市治安的最佳後盾。另通訊保障監察法在有關森林

法及廢棄物清理法方面已通過修法，希望同仁在這方面

加強查緝。 

三、新年將到，祝臺中市政一馬當先，臺中市民能馬上幸福，

馬上快樂。 

玖、主席結論： 

非常感謝李主任檢察官，春節期間，民眾最希望的就是過一

個好年，所以，治安及公安工作不會因春節而停止，我們一

定會繼續努力，以維護市民的平安，也非常感謝 10位委員齊

聚，展現有始有終的精神，最後在此與黃副市長、秘書長及

陳副秘書長共祝大家新年快樂，萬事如意，散會，謝謝各位。 

拾、散會（上午 10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