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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78次市政會議─103年第 9次 

治安會報及公安會報聯合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9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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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地檢署李主任檢察官翠玲、3位副市長、秘書長及各位同

仁大家好。今天召開本市第 178 次市政會議-103 年第 9 次治

安會報及公安會報聯合會議，從警察局提供的各項統計數據

顯示，臺中市的治安在平穩中持續進步，感謝警察同仁、相

關單位的配合、支持及民間力量的全力發揮。 

二、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前內政部部長，也是臺大名教授李鴻源先

生列席，李部長不但是國內有名的防洪治水專家，也曾是全

國治安最高負責人，他能與會我非常感動與高興。 

三、 這次餿油事件中的勇農，憑著一股正義感，花費 6 萬餘元添

購監視攝影器材蒐集證據，並前來臺中報案，警察同仁不但

不因非發生於本轄而拒絕受理，更於接受報案後數次南下屏

東調查。有次為了監測，更連續 24小時躲在鴿舍內，不僅天

氣燥熱、氣味難聞，還不知能否蒐集到足夠證據，而他們的

努力帶給了民眾能有更好食用油的希望，我再次感謝。 

四、 偵查佐張宏彰在逮捕「松聯資源回收場強盜案」犯嫌的過程

中，遭開槍擊中腹部，經醫院全力搶救及警察同仁的悉心照

顧下，現已平安回家，將來還要繼續上前線為本市治安努力；

而本市警察局獲得內政部警政署中區柔道、跆拳道雙冠軍，

這些都是好消息。 

五、 另外，公園派出所有警察同仁自掏腰包 6 仟元，濟助民眾度

過難關，但我們有公益捐款、社會局有基金可以挪過去，不

能讓警察同仁個人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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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最近有竊嫌習慣性從南部前來本市偷竊，之前已被抓過，但

因不符法律要件，未能聲押，這次又來本市犯案，警察同仁

在 24小時內就從監視器辨認出犯嫌並緝捕到案。媒體常在案

發後 5到 10小時就報導，有時還會說，市長沒交代就破不了

案，我很佩服邱局長不只要求「有案必破」，最近更做到「有

案速破」──最近幾件案子都在不到 24小時內就破案。但面

對社會的要求及期許，我們仍要努力往「有案速破」的目標

邁進，求進步是無止盡的，請大家繼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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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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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偵查隊偵查佐吳治明等人積極

查緝餿水油事件，應透過各方管道多加宣傳讓民眾知曉，另

獎金部分，員警獎金與民眾獎金相較之下落差大，應給予相

關有功人員更高獎金，以鼓勵辦案人員投入更多心力，為民

眾之食品安全把關。 

主席裁示： 

一、 警察獎金之頒發皆有嚴謹的審查制度，故是否提高獎金，

請警察局錄案研議。 

二、 餘備查。 

肆、 例行工作報告： 

一、 本市 103年 8月份治安狀況分析暨防制汽機車竊盜成效與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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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警察大隊張錦聰副大隊長： 

103 年 9 月 14 日凌晨於臺北夜店發生幫派份子聚眾毆警致

死案，本局旋即針對轄內幫派經營、圍事，或有經營販毒之

PUB、KTV、酒店等飲酒行業，主動規劃連續 3天之擴大臨檢

掃蕩勤務，打擊並壓制黑幫囂張氣焰，並於 9月 24日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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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配合內政部警政署規劃，執行全國大掃蕩打擊黑幫行動，

此次專案共臨檢目標處所 536處、出動警力 1,727 人、檢肅

治平專案主嫌 3 人、拘提共犯 31 人，另查獲各類犯嫌 57

人、改造槍械 1枝、子彈 4顆及毒品安非他命 1,170.1公克。

另本局將於近期規劃連續 10日之「打擊黑幫掃堂行動」，針

對轄內幫派堂口據點、經營圍事行業及其他成員經常聚集處

所，連續實施密集掃蕩臨檢，以徹底打擊黑幫勢力、掃蕩槍

械毒品及犯罪。 

主席裁示： 

（一） 臺北市汽機車竊盜案一路走來發生數都比本市少很

多，97年該市汽車竊盜案發生數僅 1,726 餘件，本

市卻有 4,032 件，雖然現已下降至 612 件，減少 8

成多，但臺北市及新北市也持續減少，且成績比本

市好，而機車竊盜案發生數也大致如此。是否有理

由說明為何臺北市汽車不比本市少，但汽車竊盜案

發生數卻較少的原因？汽機車及自行車失竊都是百

姓關切的案件並影響治安感受，雖然本市治安數據

改善度名列前茅，但見賢思齊，參考看看臺北市及

新北市的作法，看有哪幾個工作措施是他們有而我

們沒做的，有哪些地方能參考改進。  

（二） 備查。 

二、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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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0 月份聯合稽查日程

表報告、102年度及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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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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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備查。 

陸、 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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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4 臺中爵士音樂節，治安、交通兼籌並顧」專題報告

（警察局第一分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文化局曾能汀副局長： 

本局於各式文宣中，均鼓勵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如 BRT前往參

加活動，並已接洽中正國小提供機車停車位、忠明高中提供

80-100 部汽車停車位。另除本府攤商外，有觀光旅遊局委

外之草悟公司及誠品共 3 處攤位，關於清潔及攤位識別部

分，已於協調會中達成共識。 

觀光旅遊局張大春局長： 

10 月 10 日至 12 日國慶連假，除感謝協助之警察局、交通

局、建設局及民政局幫助，也要在這裡拜託交通警察大隊及

相關分局，如烏日、清水及大甲分局，請相關同仁多加協助

本局辦理。 

主席裁示：  

（一） 國慶煙火當天可能有 50萬至 100萬人間，無法事先

預測，且集中在 10月 10日及 11日 2天，接下來應

該要再開一次會議，希望能再增加可就地觀賞煙火

的停車場數量，其餘部分請參考警察局第一分局的

報告，研究是否採取相關作為。 

（二） 每年爵士音樂節遇週末假日，市民廣場都會塞車，

停車問題解決應以大眾交通工具為主，商借臨時停

車場地為輔，並請交通局及警察局研究如何疏導塞

車問題。 

（三） 餘備查。 

二、 地下管線之管理及災害應變專題報告 

（建設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劉俊昌委員： 

（一） 我曾於幾年前提出，為何不將臺中工業區於忠勇路

地下口徑 2 公尺之廢水排水管懸吊在高鐵兩旁，如

漏水大家都可看到，當時答覆該水管為經濟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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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後來設置了監測井，不知目前排放汙水運作情

形如何？有否前往監測？ 

（二） 地下管線除本府埋設外，還有第四臺、臺電等會埋

設管線，且並不是一個單位承包就做到底，還會有

下包的部分。有次我發現住家附近有承包商施作結

束後路面凸起，便另請包商處理，該包商處理了 2

天，卻未將障礙燈開啟，民眾騎車撞到就跌倒，為

避免此情形，市府將來對於施工的主要承包商有無

更嚴格的要求？ 

建設局吳世瑋局長： 

忠勇路排放廢水之管線水利局均有監測；另所有單位要挖設

管線前均須提出交通維持計畫，且施作時間須避開早上 7

時至 9時及下午 17時至 19時之尖峰時間，而有時施作商在

挖掘時會發現地下管線與所知圖資不符，需另變更設計，造

成工程延誤，此部分會繼續改善圖資的正確性；至於暫停施

工時的安全措施部分會再加強巡邏。 

主席裁示：接下來 3個局報告完後再一起討論。 

三、 地下管線之管理及災害應變專題報告 

（建設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四、 防範臺中市公寓大樓天然氣氣爆事件因應課題及對策 

（經濟發展局提報）：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五、 管線爆炸災害應變作為 

（消防局提報）：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都市發展局沐桂新局長： 

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於 101 年 11 月 7 日修正

第 79條，規定瓦斯管線須設為明管，民國 82年後，內政部

曾以解釋令方式要求安全梯內不得設置瓦斯管線，本局現正

簽報公寓大廈老舊設施改善之補助，明年修訂辦法時，會把

瓦斯管線納入補助範圍。 

李鴻源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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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中市是否有瓦斯以外的石化管線？另建設局提出

了共同管線的報告，但問題在於有無針對非設置於

共同管道的管線擬訂應變計畫？除了必須蒐集地下

管線的資料外，還要擬訂共同管道外的定期檢測計

畫。臺中市針對瓦斯有自動遮斷設備，那其他管線

呢？這些資訊有無交給消防局？再由消防局針對可

能發生的災害擬訂訓練計畫、備齊裝備。如消防局

無法處理時，還有哪些單位能幫忙？ 

（二） 建議臺中市將所有大樓的建築設計圖建檔，讓消防

單位平時就能熟悉該棟大樓逃生消防設備及出入口 

（三） 從中央至地方，因災害防救法的關係，會變成一個

災害卻要 3 個局做 3 個報告，且各縣市災害應變中

心均是臨時任務編組，發生災害時從每個局調派人

員，這僅對救災有用處，因人員平時各自業務繁忙，

無餘暇處理防災事宜。建議臺中市政府以直轄市層

級打破災害防救法限制，於市長室下成立專責防災

辦公室，由專業人員幫每個局訂出防災計畫，包含

資料蒐集、訓練計劃至萬一發生災害時如何於最短

時間進入狀況等。這樣的宣示會讓大家覺得臺中市

政府很專業，其實我看了很多地方的防災計畫，像

最近高雄因氣爆提出了防災計畫，該計畫仍落於災

害防救法的窠臼中，因此存有許多盲點，成立過程

如需協助，我均非常樂意，如此一來，臺中市將成

為全臺灣真正最安全的都市。 

金文森委員： 

民國 88 年 921 地震時我住在南區的公寓大樓，當時臺中市

沒有發生火災，反觀日本每次大地震幾乎都有火災，表示當

時一定有很好的措施或管理辦法，如當時的承辦官員還在，

希望能將經驗及智慧傳承下來。 

王文芳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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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都市發展局重新訂定全市道路中心樁的高程，依據建築

法規定，建築物於指定建築線時，應一併指定其高程，過去

省政府時代也三令五申要求訂定高程。訂定道路中心樁高程

對於都市排水水利坡降、管線埋設深度、道路臨無障礙人行

道側通行等，均有重大影響，目前都市發展局於指定建築線

時，授權建築師指定高度，但建築師並不了解道路實際高

程，任意指定將導致建築物高低不平，導致騎樓人行道設置

無法順平，且部分中心樁間的道路訂得很高，導致排水溝修

繕時溝面浮起、排水不順，因過去受到道路施工的影響，道

路不正確，故無法訂定高程，未來指定建築線希望能依據建

築法訂定高程，讓建築師有所遵循。 

都市發展局沐桂新局長： 

在都市計畫圖中並無高程，如要全市來做高程指示，會有相

當大的經費壓力，因此現與建設局配合，依個案於設計過程

中下去核對道路現有高程，再依個案調整。 

建設局吳世瑋局長： 

臺中市除瓦斯及中油的石油管線外，無其他石化管線，本局

會再研擬道路下管線發生災害的 SOP，目前可能發生的有兩

種災害，其一是瓦斯漏氣，另一是自來水大規模爆管，目前

作法是由建設局先維持交通，並請各管線單位前來會勘，把

氣關掉或把水止住，再督促相關單位儘速修復，最重要的是

請各管線單位來看是否會影響各自的管線，並儘速修復管線

及路面。 

消防局曾進財副局長： 

目前搶救漏氣遇到的問題不在瓦斯，因消防單位處理瓦斯漏

氣經驗豐富，且天然氣公司也會迅速抵達現場止漏；問題在

於可燃性氣體，目前使用的氣體探測器有 3種，分別是氣體

漏氣探測器、瓦斯漏氣探測器及五用氣體偵測器，最常用的

五用氣體偵測器僅能測知該氣體是否可燃及濃度數值，但無

法得知氣體種類及是否會爆炸，故疏散範圍難以確定，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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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時止漏，此問題已反映消防署。 

主席裁示： 

（一） 建設局考慮年底於原臺中市的 8 區恢復統一挖補，

以使道路順平，但統一挖補做了十幾年，市民對於

路平還是不滿意，在此提出反面觀點，希望實施之

前能再仔細考慮過此舉是否真能達到路平的目的。 

（二） 建設局提到有包商施工時意外發現其他管線，表示

當初管線未照圖施工，應針對此情形建立 SOP，並

追查該管線埋設在此原因，同時考慮請其補正、提

供正確埋設圖等，協助正確圖資建立，並避免管線

亂埋情形再度發生。 

（三） 資料第 114頁第 2段提到，依據天然氣事業法第 51

條，天然氣事業輸氣管線因發生腐蝕或其他現象，

有影響安全之虞者，事業應立即汰換。之後提到每

年均委託專業機構查核，但未提到查核情形，建議

統計共查核幾次、糾正幾次、改善幾次，有實效才

能增加大眾信心。 

（四） 我們應該整理一個包括天然氣及石油管線的資料

庫，其中包括軍方提供的資料，儘量建置到「完整

無誤」，避免圖資分散，救災時緩不濟急，並於完整

的管線資料庫完成後，以棋盤式的方格將大臺中分

區塊，找出人口密集之處嚴加防範。 

（五） 請經濟發展局盡全力提高微電腦瓦斯錶換裝比率，

本府也可協助編配合款，以保障市民安全。 

（六） 之前氣爆演習時，我發現氣爆區有不明人士自由進

出，消防局一定要劃設好警戒區，禁止人車進入。 

（七） 李部長所提對於大樓設計圖的了解，對於救災很有

幫助，至少應從本市的大社區開始。  

（八） 感謝李部長提醒如何將組織定型化及找出各單位間

尚未磨合處。請秘書長召集研考會及主要的 3、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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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開會，找出防災工作還有哪些可補強之處，只

有透過專案小組才會去編經費，才有預算完成這件

事。 

六、 臺中市防汛治水專案報告 

（水利局提報）：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林俐玲委員： 

做排水設施時，因上中下游採用之評議年度不同，造成銜接

問題，如山坡地滯洪池排放以 25 年為限，區排以 5 年、10

年為限，造成大雨來時不及排放。建議改善區排，並於開發

時檢討排水問題。 

水利局劉振宇局長： 

舉目前的南山截水溝工程為例，竹林南溪、竹林北溪、北勢

溪、南勢溪於規劃設計時均採同一標準，本局並要求顧問公

司將上游水保標準與下游區排標準一致化，老舊的區排也會

逐步檢討改善，讓標準達到一致。 

李鴻源顧問： 

這套水利系統是我目前所見最完善的，建議再結合民政系

統，並與消防單位有良好的夥伴關係，以發揮系統的最大功

效，將災害減至最低。此外，大甲溪、大安溪及筏子溪是臺

中市最麻煩的 3條溪，水利署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也需與

水利署保持良好的夥伴關係。另建議臺中有這麼多大學，而

市政需有很強的專業支撐，市府不妨與 1、2 所大學成立夥

伴關係，把市府需求與大學的研究做密切結合，使雙方互利。 

經濟發展局王誕生局長： 

建議水利局於易淹水點設置網路攝影機，讓民眾能隨時於臺

中水情 APP點看。 

水利局劉振宇局長： 

目前本局防災系統建置與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及防災中心有良好的聯繫。而水位監測部分，本局目前已設

置 69 座易淹水區域之水位站，除可同時提供即時畫面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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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高度，並能隨水位高度提供紅黃綠 3種不同燈號的警示；

另本局針對主要路口同時也是易淹水路口，介接警察局監視

攝影機，另也介接公路總局省道即時影像及水利署河川水位

監控影像，以掌控水位。 

主席裁示： 

（一） 自主防災社區是很重要的觀念，目前有 36處，以大

臺中 600 多個里來說，仍有許多推動空間。自主防

災社區評鑑獲獎也希望能給實質上的獎勵。 

（二） 餘備查。 

柒、 綜合討論（臨時動議）：農業局推廣龍眼（略）。 

捌、 李主任檢察官提示： 

  從屏東食用油風暴案件，我看到第一線基層同仁勇於任事，

臺中市有這麼好的治安環境，要給治安團隊按一個很大的讚，感

謝大家共同努力。另從市民角度看防災報告，應以零容忍、零發

生的精神繼續努力。 

  再 2個月就是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舉，8月 28日行政院院

長於會議中指示：「除應力求整體治安環境穩定外，也要特別加

強幾件事情，包括全力維護各候選人人身、競選總部、服務處、

住（居）所的安全及選舉時投開票所秩序。」臺中地檢署及各分

區（檢、警、調的部分），已完成包含座談及分區宣導等選舉查

察業務，接下來如轄區發生重大選舉暴力、選舉賭盤或影響選舉

公正的賄選事件，請儘速與臺中地檢署分區查察主任檢察官聯

繫，並抱持最佳努力度過選舉工作，感謝大家的共同付出。 

玖、主席結論： 

謝謝各位，我們一同加油！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散會。 

拾、散會（上午 11時 1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