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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70次市政會議─103年第 7次 

治安會報及公安會報聯合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7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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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代理人陳楓宜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壹、 頒獎：（略） 

貳、 主席致詞：  

一、 謝謝各位，今天我們召開市政會議－治安公安聯合會報，今

天有幾位警察同仁受到表揚是因為民眾來函感激，即使來函

原因不一，但都可從中發現警察的熱心與奉獻，其中一案我

上月報告過，是民眾前往和平山區爬山卻車燈未熄，警察發

現後，算好民眾登山所需時間，再次帶著汽車急救線前來協

助，於是民眾來函感謝。依據統計學理論，每封信代表 30封

同樣的意見，所以警察所做的好事還不僅於此，剛才林坤泉

里長告訴我，除找到 2 位失智老人外，也抓到 3 個小偷，所

以我們在這裡真的要重視對同仁的表揚及對民間同仁的鼓

勵。像剛才協助阻詐了好幾百萬，如果不熱心結果就會被人

騙走，傷害許多家庭。我再度在此表示，我對所有受到表揚

朋友的感激與鼓勵，希望大家勇於提報，且勇於作為，剛才

許多警察的事蹟司儀介紹只有一句話，我就曉得他（她）做

了所有的事情了，因為所有的信我都看過了，也在這裡報告

過，因此印象深刻，每封民眾來函，只要是講同仁的好，我

一定在這裡唸，我不怕麻煩，我唸到太多以後，連媒體都不

愛登了，因為不像新聞了，可是我還是要唸，我要給該位同

仁鼓勵，讓他感受到市長在市政會議提到他的事情，他會更

振奮，更努力，我也知道還有許多優秀事蹟因為我不清楚所

以沒報告，剛才也有許多表揚事蹟是因警察局長、分局長及

各位主管知道而頒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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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國教育競爭力評比，簡稱教育力，評比政府投入多少教育

經費提升教育水準，每 2 年評比一次，臺中市以前評比均為

全國前 5 名，每年在教育上也花費總預算 38％的經費，前年

因為縣市合併後成績不佳，於是由蔡副市長組成專門的小組

針對評比項目進行改善，昨天評比結果公布，本市由 19名上

升至全國第 3名，進步 16名，投入的資源第 1名，進步幅度

也是第 1名。 

三、 警察同仁的繁重職務加給我於 5月批可，103年 6月 5日報行

政院，如今還未有結果，無論有無核定，我們已經決定這樣

做，身為一個直轄市的政府，我已經請邱局長從 8 月 1 日起

開始作業，至少從 8 月 1 日開始發放繁重職務加給，俟行政

院核定後，回溯至 103 年 1 月起發放，這樣的原則不會變。

警察同仁的辛苦我深深了解，臺中市治安狀況的進步於客觀

數據上排名五都第 1或第 2名，但在宣導上還可再加強，103

年 5月間臺中市排名五都第 1，我們很高興，6月間輪到新北

市第 1 名，他們立刻獎勵、開會、發獎金或頒發獎章，就會

上報，大家就知道新北市治安很好。各位同仁在 5 月間沒有

想到這件事情，做點補充作為讓民眾知道會更有信心，這件

事提供給各位參考，相信臺中市排名五都第 1的機會非常多，

下次再排名五都第 1，我們可以有些配合作為，給警察同仁鼓

勵。 

四、 另外提一點，會報一開始的頒獎很重要，諸位不要漠視頒獎

的意義，我們大家都在這裡看頒獎，為他（她）鼓掌，這個

工作會做得更好。 

五、 昨天下午 BRT 正式開始營運，受到民眾熱情支持，部分工程

還在加強，近期開放的 BRT 車站會全部做好，不會再有工人

在那裏敲敲打打，地上不會再有電線，因為民眾如果因此受

傷是很嚴重的事，且無法推卸責任。公安方面如果有未達完

美之處一定要更改，對交通造成的影響請交通局及警察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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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面對、解決。新事物一開始民眾不一定了解，不管如何規

劃、宣導，可能都有違規行駛或造成危險狀況的現象，警察

會比較辛苦，但希望讓每個路口的交通秩序能暢通且迅速，

不要造成塞車，更不要造成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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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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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文森委員： 

一、 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案號 6，從日本阪神地震、美

國洛杉磯北嶺地震及臺灣 921 地震、臺北木柵捷運線工程

帽樑開裂情形中可發現鋼筋間距對於結構強度之重要。在

上次會議中提出，臺中市捷運工程支撐柱鋼筋間距不足或

太寬，灌漿時水泥無法完全包覆，易導致結構強度不足，

影響公共安全。建請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再次檢驗，如未

灌漿則應檢討重新施作，已灌漿的則要進行補強；可向臺

北捷運工程局取得施工照片，從中確認哪些有瑕疵，即早

重新施作或補強以免危害市民生命安全。 

二、 政風處委任辦理 BRT 工程查驗，抽樣後發現瀝青混凝土路

面厚度有一處為 4.8公分不足 5公分，雖在合約所訂百分之

十的誤差內，但是其他機關訂定之誤差多為百分之五，BRT

公車又比一般車輛重，長時間使用可能會不堪負荷造成路

面積水與凹陷，請查察。 

交通局林良泰局長： 

整個捷運工程的規劃、設計及施工到相關的營運，都有完整

的規範及標準的作業程序，施工時都與臺北捷運工程局密切

聯繫，相關資料已於上星期交給臺北捷運工程局之政風單位

依規處理，金委員所說之問題一定會嚴加查處。 

主席裁示： 

一、 本案由交通局政風室主導調查，請臺北捷運工程局提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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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片資料，並請金委員擔任顧問列席會議，請交通局積

極辦理。 

二、 請交通局檢視 BRT 專用道瀝青混凝土路面厚度誤差值是否

適當。 

肆、 例行工作報告： 

一、 本市 103年 6月份治安狀況分析及檢肅毒品成效與策進作為

工作報告（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

（略）。 

刑事警察大隊鄧學鑫大隊長： 

為了阻斷毒品，本局與地檢署於暑假來臨前共同規劃了「斷

源專案」，從 5月份開始，規劃 5波同步掃蕩行動，動員 1,601

名警力，搜索 558個地點，查獲 70名毒販、吸食者 398人。

這幾次行動目的是希望毒品溯源並有效斷根，讓市民及青少

年朋友避免毒害。檢肅毒品及掃蕩黑道幫派都是長期性的工

作，稍一停歇可能又趁勢而起，今後也會賡續執行「查緝中

小盤毒品」的政策及各項專案行動，並與本府衛生局、教育

局及友軍單位密切合作，希望能再強化打擊毒品的能量，澈

底瓦解毒品犯罪集團，給市民及青年朋友一個無毒的生活空

間。 

經濟發展局王誕生局長： 

第 32 頁表 1，本市於竊盜案、暴力犯罪及詐欺案破獲率都

大於平均值，但全般刑案破獲率卻小於全國平均值，到底原

因出在哪？ 

刑事警察大隊鄧學鑫大隊長： 

刑案種類眾多，表 1所列是對治安影響重大及民眾關切的案

件，本局均極力投入，因此破獲率高；而在全般刑案上，世

界各國平均破獲率為 3至 5成，全國破獲率近 8成，本局破

獲率則是真實呈現。 

蔡國洲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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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市長帶領的團隊，讓工商界的投資非常蓬勃，但感到困

難的是，不管是最近臺商回流也好，或企業界想要加大投

資，都找不到土地。他們會加大投資當然是因為市政團隊招

商有方，但最重要的是因為本市治安大幅提昇，這一點我們

一定要給負責治安的局長所帶領的團隊好好鼓勵，因為有

安定的治安，企業界、工業界、大家才願意在臺中市加大

投資，加大投資必定帶來更多的就業人口，造成整個社會

的繁榮和進步。剛剛市長很客氣提到剛才表揚的警察比民

間多，其實我覺得還不夠，對基層的員警同仁，只要是好

事我們要多多表揚。本市一直呈現一種好事不張揚，壞事

媒體一直刊登的氛圍，這是不太理性的，應該要讓市民感

到本市是一個祥和溫馨的城市，有好事情就要請媒體朋友

多多報導，讓市民感到溫馨。像 BRT 明明就是對本市行銷

這麼好的活動，結果媒體卻一直批評，這是很不健康的，

應該從中協助如何將此好的建設發展得更理想，讓臺中在

全國甚至全世界得到更好的聲譽，而不是雞蛋挑骨頭。本來

很多事就是要邊做邊學，然後可以越做越好，可是你不

做，大家都鄉愿的時候，你說我們市長所帶領的團隊要往

哪裡走？拜託媒體朋友們能為了本市欣欣向榮、老百姓更

有信心這一塊多琢磨努力。 

主席裁示： 

最近我們做了一個統計，臺中市的投資額和人口遷入數大概

都是全國冠軍，代表治安很好，但民眾對本市大環境的治安

感受（整體治安滿意度），卻與真實治安情況（居住附近治

安滿意度）有段落差，這我們還是要努力。其實警察把治安

做好就已經很好了，可是你不讓民眾知道他就真的不知道，

就活在過去的歷史裡，所以請警察局加強行銷。我們難得有

一個這麼好的地檢署，連拆除八大行業，都派人陪同，避免

有人來干擾，我很感謝大家的努力，但是我也覺得，要讓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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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更好：1、找土地：這 3 年經濟發展局開了 4 個新的工業

區，全國第 1 名，還是不夠！2、優質的生活條件：教育、

環保、衛生、消防……等，每個同仁都有責任，哪個能做不

好？做得好人家才會來投資。3、有效率又乾淨的團隊，我

們一定要多替企業著想，多替人民著想，才會讓人民覺得有

效率，如果墨守成規，什麼事都辦得很慢，民眾首先就受不

了，也影響投資。我也一直要求要乾淨，不要以為不乾淨沒

人知道，不僅「人在做，天在看」，如不能堅守廉能，第 1

個知道的就是你的同仁，他絕對會知道。效率和廉能是 2

項很重要的指標，不然投資者真的不會來，投資者、企業界

對臺中是很重要的。 

主席(蔡副市長代理)裁示： 

（一） 暑假過後，毒品恐會因學生與校外人士接觸而流入

校園，如何在開學前做好防堵，請警察局會同教育

局共同努力。 

（二） 有關蔡顧問所提加強治安行銷及宣傳部分，請大家

持續努力。 

（三） 餘備查。 

二、 103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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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份聯合稽查日程表

報告、102年度及 103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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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副市長代理)裁示：備查。 

三、 103年 2月-5月公安聯合稽查複核作業執行情形報告（政風

處）：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蔡副市長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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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俊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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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去水湳新開幕的國際觀光夜市，人潮洶湧非常熱

鬧，惟在夜市附近的經貿東路與敦化南二路交叉路口，有兩

輛機車的車禍，傷者為 15歲與 17歲未成年少年，附近民眾

表示鄰近路段最近因路面寬敞且無紅綠燈號誌及路燈，常有

青少年在飆車。另有很多家長會帶小孩去逛夜市，夜市中是

否有不適宜的電玩，請相關機關多加注意。夜市結束後，垃

圾散布至鄰近的重劃區，臭氣沖天，臺中市想成為國際觀光

城市，擁有國際觀光夜市，相關配套就要做好，在增加稅收

同時，對教育的衝擊、生命安全的保障、環境衛生、警消人

員的執勤等，都要評估做完整規劃。 

經濟發展局王誕生局長： 

該夜市開幕時已會同相關機關至現場執行聯合稽查，在目前

攤販管理自治條例未完成立法前，商業區或公共設施保留地

營業是合法的，惟仍須遵守其他相關法令，俟攤販管理自治

條例通過後即可依法規範審查，包括攤商基本要求規範、交

通維持計畫、停車空間等。據了解，夜市結束後從凌晨 1

時由經貿一路至經貿八路實施垃圾清運。停車空間除業者自

行承租約一千坪大小停車場外，另一處停車場亦在申請執照

中，目前提供免費停車，同時要求業者設立交通指引及改善

排煙設備。衛生局並要求攤商都要進行健康檢查與衛生研

習，在目前沒有全部改善的情況下，本府會維持每星期兩次

的不定期聯合稽查。 

交通警察大隊吳啟瑞大隊長： 

中清路至經貿五路附近區域，於夜市開幕時已列入重點稽

查，因人潮眾多，第五分局及第六分局經規劃後，在中清交

流道附近設置定點崗及派遣機動警力在周遭巡邏，進行交通

指揮、疏導及管制。青少年飆車問題是暑假期間執勤的重點

工作，本大隊除持續對中清路經后庄路、后庄北路、經貿五

路、經貿七路等至環中路路段進行交通疏導，也會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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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日加派人力防範及查處。  

主席(蔡副市長代理)裁示： 

一、 本市攤販輔導管理自治條例正擬訂中，立法前請經濟發展

局會同相關機關，依現行法令繼續加強聯合稽查，務必維

持國際觀光城市及夜市應有之水準。 

二、 請警察局就青少年飆車問題，尤其在暑假期間或是星期

六、日時段，特別加強維護及取締，避免產生破窗效應，

要預防並即時制止飆車行為的發生。 

陸、 專題報告： 

一、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執行「婦幼案件防治(制)工作」專題報告

（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蔡副市長代理)裁示：  

（一） 有關婦幼人身安全通報數的提昇，除肯定員警教育

訓練成果外，接下來希望能進一步了解數字背後的

意義，對症下藥，最終目標是以教育宣導等方式加

以改善。 

（二） 餘備查。 

二、 臺中市 103年度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工作報告 

（水利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劉俊昌委員： 

（一） 惡意違規部分如僅輔導改正，仍持續動工，民眾會

認為政府姑息，影響市府形象。 

（二） 應避免技術服務團藉由諮詢機會承攬生意的可能。 

水利局李金靖副局長： 

依照水土保持法，惡意違規部分將會同警察機關，如規勸不

聽會當場扣押機具。另「水土保持技術服務團」是由專業水

土保持技師組成，除偕同承辦人員到現場勘查以外，也免費

提供民眾諮詢。 

主席(蔡副市長代理)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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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山坡地的不當使用將造成低窪地區逢大雨必淹，正

確的利用及有效的管理是山坡地保育的準則，103

年水利局採取多項創新作為，兼顧城市發展及水土

保持，讓美麗的自然環境成為臺中市重要的施政目

標，請水利局繼續努力。 

（二） 針對劉委員的意見請水利局加以重視。 

（三） 餘備查。 

三、 本府 103 年 7 月份「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工作檢討

會 

（少年警察隊）：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蔡副市長代理)裁示：  

（一） 提醒各局處務必在期限內以百分百作為達成目標，

爭取最好的成績。 

（二） 餘備查。 

柒、 綜合討論（臨時動議）： 

蔡國洲顧問： 

民間組織團體常借用公共場所於假日舉辦活動，不知政府是

否有針對一大早的噪音做規範及管控？ 

環境保護局莊永松副局長： 

舉辦大型活動必須製作友善環境計畫送至本局，再由本局轉

知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為一般活動則於接獲噪音檢舉時

前往處罰。 

主席(蔡副市長代理)裁示：  

活動主辦機關無論是自行承辦或委外辦理，活動計畫中就要

做好噪音防制，讓噪音降到最低。 

捌、 羅主任檢察官提示： 

  感謝臺中市政府各局處及單位長期以來對本署各項政策的

支持與配合，以下僅就新法規定及統一法律見解相對應其他相關

單位可能須與本署配合的部分做簡單的說明，首先是關於通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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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及監察法（以下簡稱通保法）第 11 條之 1 第 3 項，最輕本刑

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如強盜、搶奪、詐欺（包含常業詐欺）、

恐嚇（包含恐嚇取財）、擄人勒贖、違反人口販運防制法、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懲治走私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以上 12 項列舉部分，均屬於檢察官得依職權調取

或同意司法警察官調取通訊紀錄的部分，調取票規則是先向承辦

檢察官聲請，再由主任檢察官核章；其餘部分再向地院法官聲請。 

  通訊監察作業部分，本署有新的例稿，有加上「偵查案號」

及「持機人與申請人是否一致」；另審核監察案件的部分，必須

附上受通訊監察人電話的申請資料，以上是本署必要的規定，假

設還是持舊例稿的話，請與本署索取新例稿，避免來回奔波浪費

時間。依據通保法第 1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如發現其他案件內

容有證據利用價值，必須在 7天內補陳法院，經法院審查核可，

否則會喪失證據能力。因此請特別注意與配合本署相關作業，尤

其監察程序終結後，警察職務報告一定要押上日期，來起算這 7

天內陳報法院的時間，免得先前的作業全都付之一炬，到院方去

在證據上被認為是否定的，沒有證據能力。 

  有關選舉查察的部分，依據刑法第 146 條第 2 項規定：「意

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

票……」這種妨害投票的犯罪，在實務上簡單的說明其要件是為

了要支持候選人而遷徙戶籍；第 2是在投票日前 4個月遷入，大

約是在 7 月 29 日前遷入，且被列入選舉人名冊；第 3 是沒有居

住的事實，第 4 是使候選人的得票數（率）、選舉人數、投票率

發生不正確的結果。但是最近的統一見解，第 4個要件幾乎已被

最高法院否定，換句話說，只要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而有遷徙

戶籍的動作，犯罪就成立了。例如一戶有多戶籍的設立、一戶有

多寄居人的設立，或無正當理由說明為何設立在此戶籍等客觀上

事實，都有可能成立未遂犯罪，直到投票即是犯罪既遂完成。 

  另院方認為酒駕吹氣僅是初步篩檢，有被告以此理由抗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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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更仔細方法檢驗，因此如嫌疑人一開始就否認酒駕，是否能

於抽血後，用「頂空氣相層析分析法」確認，避免將來起訴後到

院方被判無罪，也無證據補救方法。  

玖、主席(蔡副市長代理)結論： 

請大家於辦案或從事相關工作時，遵循並注意主任檢察官的提

示，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散會。 

拾、散會（上午 11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