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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議會第 19屆第 22次臨時大會第 2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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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笛布斯．顗賚 

李正文   周駿宥   蔡依靜   賴國祥   哈尼．噶照 

陳建忠   田韻馨   簡智隆   高小成 

請  假： 

列  席：本會秘書長陳德惠   主任潭進成   秘書劉宋彬 

主  席：議長張峻 

記  錄：劉秀鳳 

甲、報告事項 

秘書長陳德惠報告：本會第 19屆第 22次臨時大會二三讀會，開會時間已到，議

員簽到人數已過半，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張峻議長報告：早上會議現在開始。  

乙：二、三讀會、綜合討論議案、臨時動議。 

莊枝財議員：今年度的追加預算，從去年度來做比較，去年度縣庫追加 1 億 4 千  

             多萬，今年 111 年追加 9 億 7 千多萬，增加的幅度是 577％，活動 

             費就增加 6 千萬，尤其是在建設類，建議縣長到議會說明以後再來 

             審查追加預算。 

主席議長張峻：因今年少了礦石稅稅收，縣府應該節流開支，111 年的追加預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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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縣政府在活動費上大舉的追加，是不是年底選舉的考量或有 

               其他的原因，又加上我們縣政府有幾位局處長對本會一度的不尊 

               重，在答詢議員的問題，不僅拉高聲量更以言語宣洩自己的情 

               緒，以反質詢的傲慢，絲毫不接受議員的質詢與建議，那情緒管 

               理完全失控，導致沒有議員想要發言，那如果連聽取民意的修 

               養都沒有，那怎可擔當局處首長的重任，官員如此之態度要議會 

               如何來審查預算。 

               本席認為所有的預算只有徐縣長最清楚，請徐縣長到議會說 

               明，但因目前徐縣長確診中，本次縣府提案 24 案就延至下個會 

               期再審。 

丙、緊急動議： 

    楊華美議員：請陳加富處長上台 

            各位花蓮縣政府的局處首長，以及現場所有的議員、同仁及媒 

            體先生女士大家早，今天會請陳處長上台必有原因也請陳處長在回 

            應本月 7 月 14 日,花蓮某托嬰中心發生一起 3 個月的幼兒呼吸中止 

            的悲劇。小嬰兒從老師發現無生命跡象,到送醫搶救恢復呼吸心跳,中 

            間約有 30 分鐘以上缺氧，經醫院搶救,必須採低溫療法後才能評估保 

            留多少身體功能。院方在 72 小時回溫後，評估嬰兒狀況,告知家屬 

            嬰兒必須靠呼吸器維生、神經功能大量受損,狀況相當不樂觀。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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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 7 月 21 日日拔管離世。這起死亡事件,是花蓮 10 多年來第一 

            托嬰中心造成嬰兒死亡的揪心悲劇。社會處處長你做何感想，你知 

            道事件發生後應該要怎麼做？ 

陳處長加富：關於 7月 14日我們社會處同仁也都深感遺憾，事情發生托嬰中心第 

            一時間有聯絡救護車送到醫院，經過治療的階段不幸小朋友就去世 

            了！這個過程我們都有依照相關程序來啟動，同仁啟動行政調查、 

            社工調查，過程也隨著案情變化而發展，邀請各領域專業老師來做 

            指導。 

楊華美議員：請花蓮縣政府社會處長陳加富必須釐清這起事件發生的前因,包括托 

            嬰中心的訪輔、稽查,乃至於意外發生時對嬰兒家屬的訊息告之闕 

            漏。此外,悲劇發生後的追究、問責及可檢討的機制,主管機關也必須 

            擔起責任,不能讓這樣的事件在花蓮重演。 

            整起事件發生的原因及後續處理,接下來會進到司法程序調查,但有 

            些具體缺失不用等到判決出爐才改善。事件發生後,完全無能為力的 

            家長在得知孩子送醫後,除了等待,對於想知道發生什麼事,以及後續 

            接踵而來的問題,都沒有得到該有的協助,甚至還感受到過程中的重 

            重阻礙。 

           家長得知訊息後,除了了解醫療狀況,第一個想了解的就是到底發生什 

           麼事?但在本次事件中,家屬事發當天第一時間要求保存證據。獲得社 

           會處長答覆為檔案太大處理困難,因此無功而返。雖幾經波折看到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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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影像,但社會處始終未回答第一時間取得證據有什麼難處理。這樣的 

           態度,對於焦急的家屬無疑是更添焦慮。家長至今沒有取得任何影像。 

           事件發生後,嬰兒在加護病房,該不該報案?能不能報案?報案需要哪些  

          資料?家屬如何取得那些資料?嬰兒的救護狀況的不同、到底是事發就報 

          案,還是孩子拔管才報案......諸多困擾家屬的問題,直到事件發生的第四 

          天,才獲得社會處統一窗口,由社工和督導來服務家屬。同樣的孩子在醫 

          院急救時,專業醫療術語家屬不全然了解,該負責協力家屬的政府未介 

          入,都是經過反覆詢問才得知整體流程。 

          許多縣市依衛福部規範,也制定了危機或突發事件的「處理流程」讓轄 

          內的業者以及主管機關遵循,有一套整合的 SOP。六都的台北市、高雄 

          市都有相關資訊,非六都的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 

          等,相關處理流程的資訊都可以找得到，請花蓮縣政府社會處確實訂 

          定出一套花蓮縣托嬰中心面對危機或突發事件的「處理流程」,確實輔 

          導業者也建立「處理流程」,並納入事件相關的各部門提供專業支持。    

          除了危機或突發事件的「處理流程」,本席更要求縣府比照性侵害案件 

          通報、校安事件通報案模式,當事件一發生就組成應變小組,或將緊急應 

          變機制制度化由一站式的單一專責窗口處理托嬰中心的突發緊急事 

          件。這個制度化的小組,可以是常設組織或任務編組,成員由熟悉緊急事 

          件處理的各領域專門人員組成,當然也必須依事件情節分級規劃相對應 

          的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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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悲劇凸顯,仍然有許多結構性的問題要解決,尤其前端托嬰中心的 

          機構運作結構、評鑑制度、危機應變能力、專業訓練課程提升、托育 

         人員支持體系甚至到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都有強化的必要性,地方政府法 

         規建置更是根本問題。 

         隨著雙薪家庭越來越多,少子化情形也愈來愈嚴重,托育制度必須要更加 

         周全,目前在 0 至 2 歲幼兒的部分,雖然有「擴大育兒津貼」及「建立 

         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機制」兩大策略,但是對家長來說,最重要的是孩子 

         是否能平安成長。在托育機構的平價、優質、安全這幾個基本目標中, 

         安心與安全是首要,這種人命關天的錯誤絕對不能發生,必須從個案中務 

         實檢討,才能讓孩子平安成長、讓家長安心托育,也讓來不及長大的小天 

         使不會白白犧牲,避免悲劇再發生! 

         本案本席要求籌組專案全面檢視花蓮縣嬰幼兒的托育問題。 

 

吳東昇議員：這一次的預算是不是全部延到下一次會期，許多的預算有他的急迫 

            跟需求性，如衛生局防疫經費，我們可逐一審查，有疑慮的地方， 

            請各局處說明，甚至改善，議員是不是可以經由表決的方式決定。 

主席張峻議長：等徐縣長身體康復以後會跟她協調開會的時間，只要縣長願意來 

              說明，本會就馬上開會。 

              縣長對這個預算應該會了解，局處首長我們在詢問的時候就是那 

              個態度，我們沒有辦法去審這個預算，如果局處首長願意配合， 

              議會會審這個預算，但現在稍微問一下就不高興，跟銀行貸款也 

             要看銀行的臉色，等縣長康復以後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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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旺議員：議長有相關的考量，但吳東昇議員所講的也沒錯，很多局處不是單 

            一的狀況，預算在執行上有他的時效，所以我們先休息 5分鐘再思 

            考一下。 

主席張峻議長：好休息 5 分鐘。 

主席張峻議長：繼續開會，審議議員提案  

議事組潭主任：大會報告議員提照往例通過。  

丁、議員提案(共計 52 案)： 

    (一) 民政類第 1-7 號案（詳如議事錄）。 

    (二) 財政類第 1-4 號案（詳如議事錄）。 

    (三) 建設類第 1-15 號案（詳如議事錄）。 

    (四) 教育類第 1-5 號案（詳如議事錄）。 

    (三) 農業類第 1-16 號案（詳如議事錄）。 

    (四) 保安類第 1-5 號案（詳如議事錄）。 

鄭寶秀議員：我們議會是合議制的，對於 7月 15 日本席参加專案會議，決議沒把 

            本席提出之意見納入會議裡面，而開會主題是不對的，地是市公所 

            而非縣政府的。 

主席張峻議長：好，請潭主任去了解處理。 

教育處副處長專案報告：如附件 

莊枝財議員：教師考試比考到高考還困難，流浪老師是多少？好不容易考上了， 

            沒有幾個鐘頭你就把他拉下來，打擊是多大，考到了也公告了，有 

            問題是不是都有記錄？考生 8點就報到了 8：30 分就在休息區，等 

            候你們叫抽題，工作人員是不是要到休息室去叫，而且唱名三次沒 

            來為什麼還讓他考，那麼重大的事件，黑箱作業你不是在製造另外 

            一個議題嗎？你現在要何處理，你如果公告另一個上去一個又有意 

            見，你現在要如何處理？這個事關心到他們的前途，那麼草率我建 

           議兩個都上去，你拉一個上去一個下來另外一個又抗議，那麼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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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你們可以事緩則圓，大家討論後再做決策，趕快找一個解決的方 

           法。 

主席張峻：請教育處針對議員的問題要妥善處裡。 

四、臨時動議    

 (一)張美慧議員：1.我已經提了好多次，在辦了幾次的會勘，就是關於在花蓮 

                  火車站前維護工作，花蓮是觀光城市，花蓮火車站又是很重 

                  要的門面，在站前管理單位那麼多，權責很難釐清，環境維 

                  護、設施維護、景觀維護，那麼長的時間再處理，本席的意 

                  見都是緩慢的都看不到成效，這個改善成效我建議應該權責 

                  統一，應該由縣政府要來統整，由觀光處來統整處理，當地 

                  里長及里民都有很大的反應，路燈的照明都覺得很昏暗如果 

                  統一的話再爭取相關的經費上，才有利於計畫提出與經費的 

                  爭取，在建構基礎設施觀光的門面，在工作上的分配跟釐清 

                  前，縣府觀光處要來承擔統籌並負責，基礎先做好，優於每 

                  年花大錢看不到成效。 

                2.另外一個問題是在小組會議也問了建設處有關於立體平交道 

                  花蓮火車站到干城之間鐵路立體化工程，因為建國路的平交 

                  道要做高架確有困難，建議縣府多面的尋求，有沒有辦法突 

                  破，立體化的工程上最重要的是建國路段因車流非常大，尤 

                  其是花蓮市跟吉安鄉，花蓮火車站到建國路的距離不夠長還 

                  有爬升坡度的規定，所以這個平交道目前聽起來是沒辦法高 

                架化，從花蓮到火車站到干城立體工程上最重要的就是建國路 

                平交道這一段，但又沒辦法立體高架化所以這個成效一定大打 

                折扣，最重要的一段反而不能立體高架化，這次的鐵道局雙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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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程，中華路就會高架化，本席建議縣府繼續尋求找出一個 

                執行的方法，現在可能提出的是地下化，可是中山路地下化兩 

                旁的商家都是沒落的，這邊建議縣府積極的尋找建國路立體高 

                架化可行的方案。 

(二)賴國祥議員：請問農業處九號牧場的養殖登記證是什麼時候發的，什麼時候 

               開始的，你們當初設置「畜牧場自治條例」有何用！大型的養 

               殖場在部落設置是不是要經過諮商同意權，你們有幾次在部落 

               做諮商同意權？做過有兩次，被部落推翻就沒去了！請問環保 

               局他們周邊設施都做好了嗎？我希望你們能下去看一下水污、 

               空氣污染設立標準能不能達標，最近部落要豐年祭了！年輕人 

               已經在問為什麼要養牛，什麼時候養牛的，可是已經進來怎麼 

               辦！你們周邊設施做好了嗎？你們做一些違法的事情，請警察 

               局去看一下！那麼小的道路甲類車可以進來嗎？現在已經聞到 

               牛大便的味道，有最近一個黑水虻的事情在部落發生，昨天有 

               兩個非常優秀的小朋友，只是個高中生，徒步到我們部落一家一 

               家去問對黑水虻的意見和反應，當然我們的部落沒有一個願意  

               在部落設置黑水虻養殖場，我們知道黑水虻是一個很好的分解 

               者，但是廚餘要經過我們部落很臭，環保局在做溝通協調的時 

               候，我說過如果有大型會議要做溝通或是發許可證之前一定要 

               到部落去說明，竟然那次會議是一個科長去，部落抗議後嚇得 

               半死，下次麻煩處長如果有部落會議請處長下去，千萬不要派 

               科長或科員去，他們沒有決策權就像現在狀況一樣，怎麼辦？ 

               豐年祭快到了我相信我們部落的年輕人不排除會發動抗議的行 

               為，廚餘養殖黑水虻是要好幾噸需經過我們的部落，誰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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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環保局和相關單位正視這個問題以上報告。 

(三)鄭寶秀議員：7月 15日專案調查報告請收回修改，這土地是市公所而非縣 

                政府所有，而市公所出席人員也寫錯了！我也是承租戶，發文 

               出去卻無我發言的意見，請本會收回更改。 

(四)黃馨議員：1、議員有重要專案會議時，因承辦人能力所及沒有辦法記錄到位 

                請潭主任針對議題方面來做決議會比較完整。 

         2、干城村的村長跟老百姓都在反應自來水都無預警的停水，自來 

            水說電力公司因用電的控制水壓沒辦法再繼續供應，電力公司 

            則說水自來公司的管線老舊等等原因，因此建議大會在定期會 

            的時候，請我們的縣內重要的中央單位來列席，老百姓的反應 

            可以做直接的表達，在村裡面的反應，不能得到他們的重視， 

            大會再請他們來列席說明。  

(五)田韻馨議員：鐵路旁邊的拱門和平到加灣部落都在積水及沙子，農民都無法耕 

               田，請我們縣政府轉達至鐵路局。 

主席張峻議長：今天上午會議結束，7月 28日下午及 29 日議程改為蒐 

              集資料，散會。 

五、散會：111年 7月 28日上午 10 時 45分。 

 



花蓮縣議會審議 110年度花蓮縣總決算、附屬單位

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審議書 

壹、 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 110年度花蓮縣總決算審核報告照案

通過。 

貳、 歲入、歲出審定數如後： 

一、歲 入 決 算 數：244億 2仟 597萬 7,978元 

二、歲 出 決 算 數：227億 6仟 015萬 4,243元 

三、歲入歲出 餘 絀： 16億 6仟 582萬 3,735元 

參、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照案通過。 

肆、附帶決議事項： 

    一、110年度花蓮縣總決算審核報告各章節內，其中提供花蓮縣政

府決定施政方針之建議意見共計 5項(請參閱審核報告書乙-4

頁至乙-9頁）及重要審核意見共計 29項(請參閱審核報告書乙

-9頁至乙-33頁），請花蓮縣政府積極落實改善後，將辦理情

形逕復花蓮縣審計室並復知本會。 

二、本會議員對於審計室之審核報告所提之各項建議，請審計室以

書面將審核結果函送本會及有關單位。 

   

 

議 長 張 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07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