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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議會第 19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24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5 日上午 9時 30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張  峻  潘月霞  張美慧   魏嘉彥   謝國榮  楊華美    

          林宗昆  徐子芳  李秋旺   吳東昇   莊枝財  鄭寶秀   

   邱光明  黃  馨  張懷文   徐雪玉   張正治  黃振富   

  林源富  葉鯤璟  吳建志   黃玲蘭   李正文  笛布斯‧顗賚    

周駿宥  蔡依靜  賴國祥   陳建忠   哈尼‧噶照       

田韻馨  簡智隆   高小成 

列  席：代理秘書長張逸華、民政處處長林金虎、財政處處長劉台文、建

設處處長鄧子榆、觀光處處長張志翔、農業處處長吳昆儒、地政

處處長吳泰焜、社會處處長陳加富、原住民行政處處長陳建村、

教育處代理處長饒忠、客家事務處處長彭偉族、行政暨研考處副

處長葉俊麟、主計處處長阮靜如、人事處處長吳黎明、政風處處

長何定偉、警察局局長蔡丁賢、消防局局長林文瑞、地方稅務局

局長呂玉枝、衛生局局長朱家祥、環境保護局副局長饒慶龍、文

化局局長吳勁毅 

本會秘書長陳德惠   主任潭進成   主任余玉琳   劉秘書宋彬 

主  席：張議長峻 

記  錄：蔡詩淇、陳雍升 

    甲：報告事項 

秘書長陳德惠報告：本會第 19 屆第 5次定期大會二讀會，開會時間已到， 

                  議員簽到人數已過半，請主席宣佈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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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早上會議現在開始。潘副議長、張秘書長、各位局處首長、本 

          會陳秘書長、各位議員大家早安。花蓮縣議會第 19 屆第 5次定 

          期大會，因新冠疫情警戒提升為第三級而停會，為了讓縣府在 

          防疫作戰期間無後顧之憂、縣政能持續推動，所以議會決定繼 

          續開會，今天早上議程是二、三讀會，現在照議程進行。 

     乙：緊急動議 

莊議員枝財：這次疫情花蓮也被波及，在衛生局朱家祥局長帶領團隊及第 

            一線的醫護人員，包括消防局、警察局，對這次防疫非常努 

            力、辛苦，請為所有人鼓掌。為了讓議員能了解後續如何防 

            疫及往後疫情如何防治、因疫情百業蕭條如何紓困、之後疫 

            苗要如何來施打，建議縣長至大會報告。 

主席張議長峻：針對張枝財議員的緊急動議大家有無覆議?我們在三讀會後 

              討論。 

     丙：二、三讀會、綜合討論議案、臨時動議。 

一、本次定期大會縣府提案 

    民政類第 1-19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財政類第 1-2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建設類第 1-5、7-10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教育類第 2-3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農業類第 1-18 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保安類第 1-2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以上縣府提案計 53 案照小組審查意見通過。 

   建設類第 6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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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縣府提案計 1件照案通過。 

   教育類第 1、4-5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以上縣府提案計 3件三讀照審查意見通過。 

二、議員提案 

   潭主任進成：大會報告，謝國榮議員提案訂定並制定花蓮縣議會使用遠 

距視訊方式開會規則草案，經 24 位議員過半連署。 

   一般性提案 

   民政類第 1-4、6-20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財政類第 1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建設類第 1-7、9-18、20-37、39-40、42-43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教育類第 1-6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農業類第 1-36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保安類第 1-14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議員提案專案 

   民政類第 5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建設類第 8、19、38、41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三、調查報告 

   民政類第 1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保安類第 1-2 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農業類第 1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四、考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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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類第 1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教育類第 1號案（詳如議事錄上冊）。 

   

主席張議長峻：現在先來討論莊枝財議員的緊急動議請縣長來議會做說 

              明，大家有何意見。 

(一) 李秋旺議員：目前是二、三讀會，在體制上來說，縣長不會出席議會， 

            之前的代理縣長也沒出席，現場有縣府的秘書長及各局 

            處長，都可以由他們來做說明，所以本席認為不需要請 

            縣長來做報告。 

 

(二) 楊華美議員：這次因為疫情，縣府每天都有召開記者說明會，各媒體 

            也都能提出意見，從 5月 15 日三級警戒至今，議會因 

            此停會，所以許多問題不知窗口是誰，代表民意的議會 

            無法跟縣府做溝通，現在已經是會期的倒數第二天，議 

            會提出請指揮官至會做說明有這麼困難嗎？所以我建 

            議星期一縣長來跟議會做溝通。 

      

(三) 林源富議員：目前是綜合討論，我覺得是不是秘書長或者朱局長就能 

            來做答覆，畢竟他們因為防疫每天都有跟縣長做聯繫， 

            對於防疫流程 SOP 及如何來因應未來的防疫現在就能做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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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邱光明議員：有關這次疫情，縣府團隊真的非常用心，將整個疫情控 

                 制住，本席認為由他們報告會比縣長更清楚。 

(五) 笛布斯議員： 

1. 今天開會是為了要讓縣政順利推動，所以開二、三讀會議，其實今

天我們已經是群聚了，在裡面專業的應該是衛生局局長，有問題今

天就可以就教於朱局長，這樣面對面溝通會比較快一點，我覺得不

要為了請縣長專案報告，星期一請她來大家再聚一次，這樣不妥當。 

2. 有個問題就是剛剛指揮中心宣布，現在開放 30 歲以上候補殘餘疫

苗，很多人都在關心，請朱局長說明關於殘餘疫苗，是不是可以候

補排隊趕快施打，這是比較重要的議題。 

(六) 莊枝財議員：在座的大家都是議員，現在是定期會縣長本來就要來， 

            尊重一下好不好？秘書長來報告能做決策嗎？誰說定 

            期會縣長可以不用到，民眾心聲希望縣長來做說明。 

主席張議長峻：希望縣長 6月 28 日星期一來做專案報告的請舉手，好，先 

              請張逸華秘書長針對疫情還有紓困方面向大家報告。 

縣政府代理秘書長張逸華： 

    有關新冠狀肺炎疫情防疫作為，屬全國一致性的問題，中央疫情指揮

中心三令五申的要求各地方政府，三個原則，第一說法一致、第二作法一

致、第三腳步一致，各地方政府不得有違背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政策作為。

第二，這次所有的防疫作為，在法的依據部分，完全依照傳染病防治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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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地方制度法，所以在法的依據是傳染病防治法，在政策作業部分是中央

疫情指揮中心 CDC 決策一切，包括能不能買疫苗、包括哪個行業可以先打

疫苗、包括幾歲可以先打疫苗，花蓮縣可以決定嗎？徐縣長可以決定嗎？

不行，是要 CDC 決策，大前提是這樣，跟大會作報告。花蓮縣從 5月 15 日

下午 1:30 各局處長招開準三級防疫專案會議之後，後續再進入三級的緊戒

防疫作為，花蓮縣政府從 5月 21 日出現第一例確診病患後，整個花蓮縣政

府防疫團隊分成 5個層面、5個管道，5管齊下。第一，確診者送部立花蓮

醫院，部花醫院是屬於專責醫院，所以確診者一律送部花醫院，如果送部

花醫院署重症者，立即轉慈濟醫院做重症治療，到現前為止確診 68 人，超

過一半以上到三分之二陸續出院，所以有關於確診者他的醫療作為，完全

按照我們目前的做法，得到很細心、很專業的照顧，所以確診者陸續出院，

但是也很不幸有 2位因為本身有慢性病史，有兩位在 PCR 部分呈現陰性，

但是他們器官經不起病毒還是往生，這部分也有做後續處理，所以第一個

層面是確診者醫療做為很明確。第二，一但有確診者，凡是與他有共餐、

共住的相關事實者，展開疫調足跡的調查，凡是疫調足跡有跟他相處超過

15 分鐘以上者，我們一律隔離，包括在家居家隔離或在防疫旅館，目前政

策作為是到防疫旅館做隔離，在防疫旅館的部分，目前有 6家，房間數綽

綽有餘，我們採超前部署，所以防疫旅館也沒有問題，對於本身已經是陽

性的 PCR 患者，我們都用消防局車載，採取比較完整的醫療作業，將他送

防疫旅館或是醫院，在防疫旅館要到部花醫院去做 PCR 篩檢者也都是由專

車接送，一般的我們也都有請防疫計程車加入服務行列，所以防疫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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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到位了，針對需要居家隔離者或是防疫旅館者，包括一但確診，他的疫

調足跡是屬於公共場所者，由環保局展開先期的清消，包括居家如果願意

讓環保局進去做清消，環保局也會進入家裡面做清消，因為目前為止我們

發現，有人在家做隔離剛開始 PCR 是陰性，後來變陽性，所以這二個就是

所謂的隔離者。第三，就是一般的篩檢者，針對熱區部分有熱區的篩檢，

一般就是在花蓮市衛生局有一般性篩檢，從外縣市回來或是到縣縣市出差

回來，可以到衛生局做篩檢，端午節就在火車站月台來做篩檢，最近花蔬

的問題，我們也在花蔬門口設篩檢站，這叫做專案的篩檢。第四，就是疫

苗接種，疫苗的來源來自中央分配，中央規定該打幾歲就打幾歲，中央規

定甚麼類型可以打，我們就打甚麼類型，每一劑的疫苗都被管制，非徐縣

長所能去做政策改變。第五，就是紓困作為，現在整個紓困由中央相關部

會直接跟花蓮縣相關局處做紓困作為，花蓮縣政府本身也有紓困作為，記

者會、媒體、縣長臉書有廣告，花蓮縣政府各局處所有紓困作為，資訊是

透明的，也都跟花蓮縣所有縣民做報告，以上是花蓮縣政府針對這波疫情，

5管齊下、5個層面的防疫作為，向大會作報告。 

(一) 莊議員枝財：目前中央正在推動綠能政策，也就是太陽能，花蓮縣已 

                 經有業者要來開發，開發後對花蓮縣的就業機會非常 

                 大，所以組專案來了解。 

(二) 黃振富議員：看到大家參與專案很踴躍，在這邊要提醒，如果還是在 

                 三級緊戒期限內，10 幾位議員群聚在專案現場，是不 

                 是適合？請議事組要注意，今天二、三讀會之所以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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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麼大規模的聚會，那是攸關於全縣在短期內的重大議案 

                 及預算，所以不得不在這裡群聚，可是如果說是地方型 

                 的各個議案提案，要不就是排在三級警戒解除之後，如 

                 果說效率太快了，在警戒期間就要進行專案考察會勘， 

                 想提醒人數限制的問題。 

(三) 楊華美議員：對於這次疫情控制，也知道各位的辛勞，民眾也非常清 

            楚，但面對議會所要提出來的問題、意見，如何交流， 

            我認為這是基本該尊重的，也要尊重每一個議員代表的 

            民意及需求，在此重申一次，謝謝。 

 

    丁、臨時動議： 

(一)黃馨議員： 

1.對這次疫情縣府努力給予肯定，但是根本解決之道就是施打疫苗。 

2.目前百業蕭條，議員都很關心，要如何做才能讓百姓安心，這部分我 

  希望縣府能加以體諒及輔導觀光產業如何度過這難關。 

3. 因疫情關係，議會前段有總質詢，後段改為書面質詢，今後如果有

這種情形，議員該如何質詢，視訊方面是否也應完備，提供更好的

問政空間。 

    4.這次疫情學校無法上課，必須使用視訊，我書面有提出 110 年因疫

情老師筆電問題，但縣府回答 106 年採購已經有了，但是電腦只有

級任老師有，課任老師沒有，目前有產業捐贈縣府電腦，能否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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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或是編列預算採購。 

     

(二)莊枝財議員： 

1. 現在百業蕭條，請縣長來是互相交換意見，反映基層的心聲。 

2.目前是三級緊戒，連一戶四人打麻將都不行，但為何吉安鄉長假借宣 

  傳防疫名義，將 18 村的村長、代表會、農會全面召集來公然群聚， 

  宣傳可像花蓮市長一樣用清潔車宣傳，請縣府回去能聯絡 13 鄉鎮市 

  長注意。 

(三)鄭寶秀議員： 

1. 因疫情無法及時召開專案會議，請縣府能儘速幫助承購青年住宅無

法貸款到 8成的住戶解決困難。 

2. 6 月 17 日崇德有位民眾確診，當時鄉長、代表會主席有打電話給縣

府，希望能進行快篩，得到答案卻是只有一人還太少，之後請立委

才進行快篩，這種觀念非常不好。 

(四) 張美慧議員： 

1. 在這防疫過程議會跟縣府的溝通管道不暢通，所以才會支持縣長到

會報告。 

2. 縣府跟盛宏集團的MOU採購疫苗案，65萬劑是如何計算出? 是 32.5

萬人口乘於 2，是這樣子算出來的嗎? 花蓮縣已經有 25,324 人接種

了，扣掉已經接種的人數，再扣掉不打疫苗的 0-11 歲大約有 2萬

9000 多人，扣下來的數量，65 萬劑這個數量會不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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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慈濟要捐 500 萬劑疫苗，有無辦法請慈濟捐贈花蓮? 

4. 剛開始疫調足跡太亂，導致民眾罵翻，花蓮縣的防疫政策是三長來

決定還是一長決定?這是我們很期待能夠了解的。 

5. 14 臨時會有提出有關路樹修剪的作業辦法，建設處目前到什麼狀況

我想了解。 

6. 寵物公園因疫情的影響不知何時才能完工，這邊提到寵物公園要 

有遮陰、種樹，希望縣府能納進後續要施作或者增加來施作。 

(五) 楊華美議員： 

1. 想了解採購疫苗預算編列多少?是不是有規劃了?還是只先簽MOU沒

有規劃? 

2. 兒少婦保的社工，有無優先規劃施打疫苗? 

3. 花蓮有很多庇護安置的機構，這些庇護安置機構都是群聚、共同生

活的況狀，在疫苗施打上有沒有規劃? 

4. 有關於紓困的部分，因為很多內用的餐廳，已經無法因應這一波緊

戒，除了中央的紓困方案，花蓮有沒有提出自己的紓困方案，除了

減免稅金之外，有沒有其他的。對於這些餐飲業者我們有沒有提出

有效的輔導及其他支持的方案? 

5. 這次縣府有很多方案很好，包括防疫書箱以及社會處在 0-2 歲彈性

托嬰，有很多好的政策以及貼近民意的政策，需多溝通。 

     6.議會總質詢改為書面質詢，我認為是要有因應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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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吳建志議員： 

1. 大家都在談慈濟要捐 500 萬劑，但是中央認為管道太多可能妨礙到

工作進行的採購，也就是說慈濟這 500 萬劑可能是遙遙無期，甚至

已經沒有，不要在期望。 

2. 同樣作第一線的清潔人員，正式可以施打疫苗，約聘僱不能施打? 

3. 7 月 12 日要解封，疫苗施打數那麼低，怎麼可能解封，建議疫苗

應施打年輕人，老年人都是被年輕人傳染的。 

4. 經濟慘淡活不下去了，還沒被病毒害死先餓死，現在經營相當痛

苦，無法群聚、無法營業買東西，民不聊生。獎補助紓困案，該紓

困的沒有發，不需要紓困的已經先領到，要苦民所苦。 

主席張議長峻：會後請縣府針對每位議員提出的臨時動議儘速回復，早上 

               的會議結束，下午及 6月 28 日議程變更為蒐集資料，散 

               會。 

散會：110 年 6 月 25 日  上午 12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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