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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80次市政會議─103年第 10次 

治安會報及公安會報聯合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 10月 27日上午 9時 0分 

地點：本府市政大樓惠中樓 9 樓市政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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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封信及報導我一定要唸給大家聽，表示感激，多獎勵才

有資格要求嚴格。報紙報導第三分局勤工派出所警員鄭誌銘，

為幫 95歲阿嬤找當年的鄰居友人，不但與戶政單位聯繫，並

於鄰里之間多日奔走，終於達成阿嬤的心願。 

二、 接下來是來信內容，第一封信是年邁退休公務員所寫，因住

郊外，也不會騎交通工具，造成生活上的不便，所以有時候

要影印或去超市，都請派出所志工幫忙，他見到媒體報導，

有名女士遭肇事者違規逆向大力衝撞，造成車輛嚴重損壞，

因對方是年輕人，身上又刺青，該名女士緊張之餘，打 110

報案，不到 4 分鐘，太平分局交通分隊分隊長蔡興邦，親自

帶隊臨場處理，給人好印象，不僅速度快、效率高、態度好，

讓兩造當事人都有好感，到了交通分隊後，蔡隊長還親自奉

茶招待，令被害人更有信心並感到溫馨，沒有報導所說吃案

的情形，警察有經驗、智慧及好態度，會令雙方都感激。這

封信要表揚的是蔡分隊長及張竣凱警員。 

三、 第二封信是寫信者回到老家發覺遭小偷洗劫，打 110 報警，

來到家裡的 2 名警察非常親民，陪著被害人一間間房間鉅細

靡遺查看，一位警察在樓上鑑識，一蹲就將近 1 小時；另一

位年輕警察在樓下照顧我的小兒子，這 2 位警察分別是清水

分局沙鹿分駐所的陳彥融及偵查隊偵查佐陳仁雄。 

四、 民眾對警察的作為及態度有感才會不斷寫信，另一封信內容

是感謝和平分局督察簡文育警官及谷關派出所所長林欽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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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尋找來信者患有中度憂鬱症有自殺疑慮的友人，讓家屬

在焦急無助的狀況下，得到最大的溫暖，希望能在適當時機

予以 2位員警肯定，讓善良及正面循環持續下去。 

五、 還有一封信是大陸東北女生寫的，這個月她前往豐原第一市

場時遇到一些事情，當天早上投訴到市府，下午豐原派出所

的員警馬上就來和她面談，事情馬上解決，這樣的態度讓她

覺得市政府有在做事。服務這位市民的 2 位員警分別是豐原

派出所巡佐邱光志及警員駱國賓。 

六、 最後一封信要表揚的是大甲分局交通分隊警員張進豐，在路

上看到來信者駕駛的小客車左後輪沒氣，跟了一大段路後，

在大甲國小附近攔下他的車，並請他趕快去檢查車後輪。這

雖然只是一個小動作，卻讓民眾覺得張姓員警真是一位熱情

的人民保母。以上的案例，如果還沒有獎勵，請警察局再斟

酌給予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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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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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指)示事項第 1案，本人認為本市捷運工程支撐柱鋼

筋間距施工未符合內政部營建署相關法規，臺灣省土木技師

公會鑑定結果似有疑慮，建議另請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

本案應繼續列管。 

交通局林良泰局長： 

本案由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公正公開公平，建議

解除列管，金委員之疑慮，將再召開相關會議並請金委員列

席共同研商。 

主席（徐副市長代理）裁示： 

一、 本案先予解除列管，另請交通局召開相關會議邀請相關單位

與金委員列席提供意見。 

二、 餘備查。 

肆、 例行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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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市 103年 9月份治安狀況分析及查處重利犯罪成效與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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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國慶煙火慶典活動期間本局配合觀光旅遊局動員烏

日分局、清水分局及刑事警察大隊，並透過保安科總合各相

關單位，以縝密交通安全及相關勤務規劃，終於順利完成任

務。雖觀賞群眾高達百餘萬人，仍未發生塞車、嚴重交通事

故及扒竊案件，去除 12 年前交通大阻塞的記憶。除 BRT 發

揮效果外，本局的努力也獲得社會大眾及內政部警政署之讚

賞。另有關市長在退警協會上所指示，對於員警從優辦理敘

獎一事，本局已全數辦理完畢。 

主席（徐副市長代理）裁示： 

10月 23日聯合新聞網綜合報導一篇標題名為「選舉數據擂

臺，臺中真的是治安最爛城市嗎？」特別指出：「臺中改善

的幅度令人驚訝！」，從曲線圖來看，從 2007至 2009年底，

臺中改善幅度居全國之冠，臺中曾發生重大治安事件，因此

不時會被媒體提出當參考標準，但從客觀數據指標來看，臺

中市是個居住安全的城市，這都要歸功於警察同仁的努力。 

二、 103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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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份聯合稽查日程

表報告、102年度及 103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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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臺中市電影院公共安全維護專案報告（新聞局）：如會議資

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徐副市長代理）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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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提供清楚資訊讓前往電影院觀眾了解 AED 設置位

置。 

（二） 餘備查。 

二、 103年新社花海行交通疏導工作報告 

（警察局東勢分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交通局林良泰局長： 

目前正在研究是否能比照國慶煙火活動，提供大型接駁車專

用道以疏散人潮；另北屯線平日也加開接駁車以分散人潮及

車潮。 

觀光旅遊局張大春局長： 

針對 11月 29日新社花海閉園休館，將加強新聞媒體宣傳，

並提醒各縣市的旅行公會及旅遊單位。另上山人數超過管控

時（均發生在假日），將請電臺配合廣播提醒民眾人數超量，

勿再上山。 

主席裁示： 

（一） 國慶煙火活動接駁成功是很重要的經驗，前往新社

要民眾不開車不容易，只能大力宣導換搭接駁車，

研究類似「不接駁、就塞車」的口號，並請觀光旅

遊局研究如何鼓勵民眾非假日前往。 

（二） 餘備查。 

三、 毒性化學物質防災體檢計畫 

（環境保護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 

（一） 不僅火災、爆炸、運送會造成大型災害及威脅，資

料冊第 152 頁提到不能讓毒性化學物質進入商品、

玩具、食品、食品容器、農藥、西藥、化粧品、環

藥、飲用水等，因這些項目造成的災害不容小覷，

請環保局完成報告並分類後簽出來，如有必要請召

開會議，並列出主管單位檢討。作為院轄市，不能

只等待中央，還是要直接處理民眾受到的威脅並避

免傷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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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餘備查。 

柒、 綜合討論（臨時動議）： 

一、 文化局葉樹姍局長： 

爵士音樂節於昨日閉幕，參加人次高達 108萬 3千多人次，

整體來說，攤販、攤位、停車、交通秩序等，都比往年大幅

改善，在此特別感謝所有警察同仁的幫忙。在過去 3個月以

來，不管是正在進行的明華園、紙風車、巡迴 29 區的藝術

卡車，或是已經結束的爵士音樂節、搖滾音樂、逍遙音樂町

及 11 月 1 日即將登場的臺中歌劇院周邊活動，每個警察分

局都有協助本局，在此特別感謝所有分局長的幫忙及所有警

察同仁的辛苦。 

二、 建設局吳世瑋局長： 

本局成立路平專案指揮中心，要求較小坑洞於 4小時內補完，

如遇地下管線下陷或地下箱涵破裂等較複雜情況也要於 3

至 7日內修補完成，成立兩個多月以來，共受理 204件案子，

高達 90％於 4小時內修復。另今年票選十大爛路進行修補，

至 9月為止，動用經費 9億 5仟 9佰萬元，共翻修 240萬平

方公尺，而臺中市道路面積共有 5 仟 1 佰萬公尺，換算每

20 條路就修復 1 條路，而道路平整滿意度也從去年第 4 季

的 25％，提升至今年第 3 季的 30.9％。此外，路不平而發

生的國賠，從 101 年 52 件、102 年 41 件，到今年 10 月 36

件也逐步改善。另上星期市區道路管理養護績效結果出爐，

本市成績為六都第 4名，也是全國第 4名，內政部在報告中

提到，臺中市及嘉義市是今年進步最多的 2個城市，本市並

從去年的甲等進步到今年的優等，努力獲得內政部讚賞。 

徐副市長： 

臺中市道路有部分是公路局養護道路，路況不甚理想，建議

與公路局協調，如人力不足是否委託本局辦理，以增進修復

效率。 

建設局吳世瑋局長： 

本市道路有九成是本局及各公所管養的道路，省養道路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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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總局維修，如有坑洞會立刻與之聯繫。  

主席裁示： 

（一） 建設局路平專案獲得的成績請提供新聞局協助宣導。

另請建設局了解其他縣市道路修復數量與本市相比

如何？ 

（二） 餘備查。 

三、 衛生局及教育局食安補充報告：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衛生局黃美娜局長： 

有人問：「為何王品於 10 月 18 日坦承疏失，本局卻在 10

月 22 日才召開食安會議？」主因是此段期間有大量資料湧

入本局，為秉持勿枉勿縱的原則，本局均逐一進行清查比對，

但因無專人進行此項工作，所以花費較長時間，而不合格的

食品，該公司在第一時間也已下架，未再提供民眾食用。另

本局食安經費僅次於臺北市，為五都第 2名；食安人力僅次

於臺北市及高雄市，為五都第 3名。  

教育局吳榕峯局長： 

本局針對高雄正義公司影響到臺中家禽運銷合作社下游 12

家廠家流入學校團膳業者及學校進行清查，經查有 5所學校

曾使用過正點雞塊，提供的學校包括：長億高中 5、6 月各

使用 1 次，太平國中 6 月使用 1 次、大華國中 6、9 月各使

用 1 次、爽文國中 5、6 月各使用 1 次、豐東國中 6 月使用

1 次，總計 8 次，絕對沒有所謂「8 成學校淪陷」的情形。

本局已要求各所學校不得使用成品及半成品油炸食品，並請

48 位營養師再次審核各校菜單，後續求償問題也會請法制

局協助。 

法制局局長： 

自從正義油品及後續事件以來，消保官均站在消費者立場，

要求所有業者能對消費者提出退費等賠償機制，臺中市業者

絕大部分能與消保官互相配合，提出適合的退費機制，但有

幾家，例如松青超市提出的退費機制消保官不滿意，要求重

新再提，要加 3倍違約金及 500元賠償，而松青超市也已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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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王品總公司在臺中，所以王品在全國的退費機制是由

臺中的消保官主談，對於王品目前提出的退費機制覺得不夠

友善，還會繼續與之溝通，希望王品能珍惜消費者對該公司

的肯定。另有許多業者也表達他們也是受害者，也向消費者

一樣不希望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因此本局也發布新聞請所有

盤商或業者向上游或最上游廠商請求損害賠償，若遇到法律

困難或疑義，都可來本局請求協助，臺中市律師公會也配合

提供免費律師諮詢。如未來有訴訟需要，儘量集體請求律師

協助，以節省律師費用及相關訴訟費用，希望此事件中，業

者及消費者均能得到合理的補償。 

主席裁示： 

（一） 此次食安事件請相關局處全力以赴，並與媒體妥為

溝通，以免新聞出來後對本府有誤解，並傷害民眾

對食品的了解。另請衛生局對於問題食品要馬上預

防性下架，而教育局將營養午餐做到衛生又營養。 

（二） 餘備查。 

捌、 郭主任檢察官提示：  

在座各位目標都是讓臺中市變得更好、更適於居住，因不同機關

職責不同，地檢署及警察局在犯罪偵查方面責無旁貸，而傳統犯

罪上面，本署也與警察局配合良好。另民眾較為關心的食品安全

衛生部分，本署也與衛生、教育、環保局等加強配合，使食品安

全無虞，讓市民對於治安改善及居住環境品質提升更有感。 

玖、主席結論： 

非常感謝地檢署平日對臺中市治安的關切與協助，市府有許多業

務均得到地檢署全力幫忙，緩起訴經費也幫忙我們在臺中市做慈

善公益事業，非常感謝，散會。謝謝各位的辛勞，讓我們加油！ 

拾、散會（上午 10時 5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