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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議會第 18 屆第 21、22、23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臨第 1號案             類  別：農 業 

動議人：陳光輝         附議人：曹嘉豪、林茂明、張瀚天、許書維 

               蕭文雄、林宗翰、黃玉芬、張春洋 

               陳一惇                                                                              

案 由：為預防本縣禽場疫情之擴散，建請縣府制定「禽場傳染病防治

管理自治條例」，以維國人健康案。  

說  明： 

    一、「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及公告「動物運輸車輛及裝載箱籠清

洗消毒措施」，明訂動物運輸業者於進入禽場前，須完成箱籠

清洗消毒作業。 

  二、經了解，目前蛋品洗選業者台北計 2家、清洗業者桃園計 1家

運輸業者設有清洗消毒設備縣內計 2家，其總產能未達本縣散

裝蛋北運 1/10。因此，許多北部盤商運輸業者僅依法規向蛋農

苛扣清洗費用，然而卻未實際執行清洗工作，致民眾屢向本服

務處陳情。 

  三、爰此，建請縣府應針對縣內現況需求，輔導業者落實箱籠或物

流箱之清洗消毒工作，並制定有效可行之罰則予以規範。畢竟

禽場是最弱勢的一環，如果無法澈底抗衡盤商、運輸、稽查人

員時，不如全面取消稽查，以免打擾農民，期以遏止歪風漫延，

維護國人身體健康。 

辦    法：同案由。 

大會決議：送縣府研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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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議會第 18 屆第 21、22、23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臨第 2號案              類  別：民 政 

動議人：賴岸璋          附議人：曹嘉豪、許書維、尤瑞春、葉國雄 

                                賴清美 

案 由：建請縣府向中央建議增設新住民議員席次，以落實族群平等，

並擴大其公共參與案。 

說  明：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我國新住民的人數已經超過 52 萬

人，已成為繼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及原住民四大族群之外

的第五大新興族群，而本縣的新住民人數也有 8,000 多人，為

落實族群平等，建請縣府向中央建議增設新住民議員席次，以

擴大其公共參與之權利。 

辦    法：同案由。 

大會決議：送縣府研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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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議會第 18屆第 21、22、23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臨第 3號案           類  別：工 務 

動議人：吳淑娟          附議人：黃正盛、林宗翰、尤瑞春、曾世勇 

                                蕭淑芬、葉國雄、張雪如、葉麗娟 

案 由：建請縣府儘速拓寬縣道 143線大城鄉至芳苑鄉草湖段，以維護

民眾通行安全，俾利城鄉發展案。 

說 明： 

一、 旨揭路段係附近鄉、鎮民眾往來之交通要道，因路面狹窄

會車困難，致通行民眾險象環生頻傳車禍，造成無數民眾生命

財產重大損失。 

二、 為改善彰化西南角交通動線，疏解交通瓶頸，完善地區整體交

通系統，提升用路人安全，確保人民生命財產，並促進地方觀

光產業與區堿發展繁榮，建請縣府儘速拓寬縣道 143 線大城鄉

至芳苑鄉草湖段，以提供安全、快捷、便利之交通網路。 

辦   法：同案由。 

大會決議：送縣府研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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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議會第 18 屆第 21、22、23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臨第 4號案             類  別：教 育 

動議人：張瀚天         附議人：林茂明、劉景滄、林宗瀚、黃正盛 

案 由：建請縣府於縣內國中小學視力檢查回條中增列「驗光所及驗光

人員可協助執行視力複檢」，並督促學生至少每週戶外活動需

超過 11小時，以守護縣內學童視力案。  

說  明： 

 一、目前國中小學生數與眼科醫師之醫病比例僅 0.1%，每逢開學前

夕，各地眼科診所均因學生必需在開學後繳交視力複檢回條，

致眼科診所經常大排長龍，不但浪費學生時間，更徒增家長諸

多不滿與抱怨。據瞭解，本縣合格驗光所約計 124 家，且 105

年通過驗光人員法後，眾多通過國家考試合格的驗光師、驗光

生已有能力加入驗光行列，確實能及時協助視力複檢及轉診工

作，相信定能解決當前醫病不均之現象。 

 二、政府應將就醫決定權還給學生家長，並停止教育單位造成醫界

以變相的就醫績效來綁考績等獎懲制度。同時更應落實校園教

育角色責任，積極改善校園環境採光、課桌椅高度、課程與休

息時間、推動戶外運動並加強學校護理人員初級預防醫學的專

業功能。 

  三、國民健康署證實下課教室淨空，施以每週 11小時戶外活動(走

廊、樹蔭下戶外活動)，相信對近視者的度數控制有著 30%的改

善效益。 

辦    法：同案由。 

大會決議：送縣府研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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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議會第 18 屆第 21、22、23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臨第 5號案             類  別：社  會 

動議人：黃玉芬         附議人：李浩誠、凃淑媚、賴清美、劉惠娟 

                               劉景滄、黃正盛、張春洋、吳淑娟 

                               歐陽蓁珠  

案 由：建請縣府就縣內老年人及身心障礙者可折抵計程車乘車費、就

診部分負擔及掛號、鐵路搭乘等費用，研擬相關長青卡功能之

擴充，以增進長輩及身心障礙者生活便利案。  

說  明： 

一、本縣於 104年開辦之「長青幸福卡」、「長青國民旅遊卡」皆配

合使用者乘車便利性，與悠遊卡、一卡通結合，惟其補助僅有

千元，功能頗受侷限，有鑑於未來智慧交通及行動支付之趨

勢，本席建議相關局處應研議長青卡功能之擴充方案，以使老

人長輩及身心障礙者享有更周全之便利保障。 

二、建請縣府就縣內老年人及身心障礙者可折抵計程車乘車費、就

診部分負擔及掛號、鐵路搭乘等費用，研擬相關長青卡功能之

擴充，以增進長輩及身心障礙者生活便利。 

辦    法：同案由。 

大會決議：送縣府研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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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議會第 18 屆第 21、22、23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臨第 6號案            類  別：警  察  

動議人：黃玉芬        附議人：李浩誠、凃淑媚、吳淑娟、賴清美       

                              劉惠娟、劉景滄、黃正盛、張春洋 

                              歐陽蓁珠  

案 由：建請縣府就交通標示號誌之直覺識別功能進行優化及更新規

劃，深化官能效能，並進行整體交通電腦模擬總體檢及提出通

盤改善計畫，以保障縣內重要幹道之用路人安全案。  

說  明： 

一、縣內重要幹道之「道路標示號誌」各式標誌交錯紊亂，常使駕 

駛人和用路人產生識別及夜視風險。 

二、建請縣府就交通標示號誌之直覺識別功能，應重新計算尖峰區

整體交通流量之大數據後進行優化及更新規劃，深化官能效

能，並進行整體交通電腦模擬總體檢及提出通盤改善計畫，以

保障縣內重要幹道之用路人安全。 

辦    法：同案由。 

大會決議：送縣府研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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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議會第 18屆第 21、22、23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臨第 7號案          類  別：環  保 

動議人：黃玉芬         附議人：李浩誠、凃淑媚、吳淑娟、賴清美       

                               劉惠娟、劉景滄、黃正盛、張春洋 

                               歐陽蓁珠  

案 由：建請縣府就加強監測密度及本席前已提出之空污相關提案之 

進度提出報告書案。 

說 明： 

一、 縣內廢置垃圾處理場燃燒戴奧辛之野火，時有所聞，縣府應就

可能燃燒戴奧辛等有害人體之化學物質之危險區域，建立有效

嚴格管控機制，並於境內各校園普及裝置 PM2.5空氣監測器。 

二、 本縣境內惡劣空氣品質之監測，應作更有效率之新聞發布，本

席建議設置相關之大彰化空污指數手機 APP，以提供民眾即時

查詢空污資訊。 

三、 本席之前提案，建請縣府應研擬發給民眾空污健康檢測津貼

500元，以鼓勵民眾主動檢測乙案，現今縣府應考量境內空污

之惡化程度提高為 1,000元。 

四、 建請縣府就加強監測密度及本席前已提出之空污相關提案－

改進縣內空污之現況提出檢測報告、境內各校園普及裝置

PM2.5空氣監測器、建立民眾主動檢測機制 3案之進度提出報

告書。 

辦   法：同案由。 

大會決議：送縣府研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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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議會第 18 屆第 21、22、23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臨第 8號案             類  別：勞  工 

動議人：黃玉芬         附議人：李浩誠、凃淑媚、吳淑娟、賴清美       

                               劉惠娟、劉景滄、黃正盛、張春洋 

                               歐陽蓁珠  

案 由：建請縣府協助境內 40歲至 60歲中壯年失業人口轉業，並特別 

        補助每人每月待業津貼（基本保障生活工資）最少一年 12個 

        月，以維持其家庭生活案。  

說  明： 

一、有鑑於本縣就業人口外移及中壯年人口中年失業嚴重，縣府除

應創造中壯年人口再就業機會外，更應關懷這些年輕時期為台

灣打拼之彰化人因大環境惡劣而面臨之中年失業轉業問題。 

 二、建請縣府協助境內 40歲至 60歲中壯年失業人口轉業，並特別

補助每人每月待業津貼（基本保障生活工資）最少一年 12個

月，以維持其家庭生活。 

辦    法：同案由。 

大會決議：送縣府研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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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議會第 18 屆第 21、22、23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臨第 9號案             類  別：工  務 

動議人：黃玉芬         附議人：李浩誠、凃淑媚、賴清美、劉惠娟       

                               劉景滄、黃正盛、張春洋、吳淑娟 

                               歐陽蓁珠                                                                 

案 由：建請縣府就提升本縣公共運輸機能、降低壅塞、釋放交通效能

進行長短期規畫及提出說明書案。  

說  明： 

    一、縣府應規劃於縣內易壅塞尖峰區段、各市鎮中心及都心郊區增

建地下停車場之長期目標。 

  二、近期目標為規劃實施縣市內公車 8公里~10公里免費，以增加

公共運輸替代率，降低縣市內汽車運輸量。 

    三、建置停車效能 APP 與大彰化即時動態停車地圖，以利汽車就 

近尋找可用停車格。 

四、利用雲端運算計算本縣市內學生及機車使用者流量，規劃增加 

收費機車格。 

    五、建請縣府就提升本縣公共運輸機能、降低壅塞、釋放交通效能

進行長短期規劃及提出說明書。 

辦    法：同案由。 

大會決議：送縣府研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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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議會第 18 屆第 21、22、23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臨第 10號案             類  別：文  化 

動議人：黃玉芬          附議人：李浩誠、凃淑媚、賴清美、劉景滄       

                                劉惠娟、黃正盛、張春洋、吳淑娟 

                                歐陽蓁珠  

案 由：建請縣府就縣定古蹟彰化鐵路醫院（原高賓閣）之古蹟修復工

程進度及未來文創活化之規畫，提出計畫及說明案。  

說  明： 

一、本縣文化局於 105年開始進行縣定古蹟彰化鐵路醫院（原高賓

閣）為期 2年的古蹟修復工程，對於活化高賓閣之文創規劃，

本席建議參考台中市政府所規劃之臺中都心計畫/文化城中城

對審計新村之文創活化過程之他山之石，而非閉門造車。 

二、建請縣府就本縣文化局 2年前已進行之縣定古蹟彰化鐵路醫院

（原高賓閣）之古蹟修復工程進度及未來文創活化之規劃，提

出計畫及說明。 

辦    法：同案由。 

大會決議：送縣府研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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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議會第 18 屆第 21、22、23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臨第 11號案            類  別：城  觀   

動議人：黃玉芬         附議人：李浩誠、凃淑媚、賴清美、劉景滄       

                               劉惠娟、黃正盛、張春洋、吳淑娟 

                               歐陽蓁珠                                                             

案 由：建請縣府研擬開放本縣公共自行車（YouBike）前 1小時免費

騎乘，以鼓勵民眾使用低污染、低耗能之公共自行車作為短程

接駁運具，進而達到改善市區道路交通擁擠及促進樂活經濟

案。 

說  明： 

    一、本縣公共自行車自 105 年 2 月 1 日起每次借車前 30 分鐘由 0

元改為自費 5元，有違原設置目的及鼓勵民眾使用低污染、低

耗能公共自行車之初衷。 

二、建請縣府研擬開放本縣公共自行車（YouBike）前 1 小時免費

騎乘，以鼓勵民眾使用低污染、低耗能之公共自行車作為短程

接駁運具，進而達到改善市區道路交通擁擠及促進樂活經濟。 

辦    法：同案由。 

大會決議：送縣府研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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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議會第 18屆第 21、22、23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臨第 12號案         類  別：工  務 

動議人：黃玉芬         附議人：李浩誠、凃淑媚、劉惠娟、賴清美       

                               劉景滄、黃正盛、張春洋、吳淑娟 

案 由：建請縣府針對未來彰化火車站鐵路高架後之火車站特區，包括

商業空間、綠色廊道、完整交通接駁系統、地下停車場建構風

險等，進行具前瞻性之完整都市規畫及檢討，並提出進度及說

明案。 

說 明： 

一、 彰化火車站特區之規畫應就以下幾個面向進行檢討及嚴格檢

視，包括地下停車場建造成本高；彰化車站附近之地質結構，

其建置地下工程之安全疑慮；地面上方鐵路高架之載體結構總

重量將提高地下停車場結構安全風險；火車站離八卦山斷層太

近之地下結構工程風險等。 

二、 建請縣府就針對未來彰化火車站鐵路高架後之火車站特區，包

括商業空間、綠色廊道、完整交通接駁系統、地下停車場建構

風險等，進行具前瞻性之完整都市規畫及檢討，並提出進度及

說明。   

辦   法：同案由。 

大會決議：送縣府研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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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議會第 18屆第 21、22、23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臨第 13號案         類  別：水  資 

動議人：黃玉芬         附議人：李浩誠、凃淑媚、劉惠娟、賴清美 

                               吳淑娟、劉景滄、黃正盛、張春洋 

                               歐陽蓁珠 

案 由：建請縣府就境內地層下陷、易淹水風險區進行常態式防洪電腦

計算模擬總體檢，並於彰化人口密集區（如彰化市、員林市）

尋覓校園、公園、開放空間建置透水鋪面，以建構生態滯洪地

下水庫案。  

說 明： 

一、 為因應極端氣候之衝擊，地表滯洪池有可能因地貌改變，而改

變地表逕流流向，失去滯洪功能，地表滯洪池平時若已有雨水

充滿將降低滯洪功效，縣府應研擬透水鋪面，以建構生態滯洪

地下水庫，使彰化成為一個會呼吸的綠色城市，以及無洪害、

無旱災、永續發展之智慧城。 

二、 建請縣府就境內地層下陷、易淹水風險區進行常態式防洪電腦

計算模擬總體檢，並於彰化人口密集區（如彰化市、員林市）

尋覓校園、公園、開放空間建置透水鋪面，以建構生態滯洪地

下水庫。  

辦   法：同案由。 

大會決議：送縣府研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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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第 14號案        類  別：法  制   

動議人：許書維        附議人：李俊諭、賴岸璋、黃育寬、陳秀寳 

                              賴清美 

案 由：建請縣府研議制定相關自治條例，禁止縣內懸掛中國國旗案。  

說 明：中國有 2,600多顆導彈對準台灣，是台灣的敵對國家，因此建

議制定本縣相關自治條例，禁止縣內懸掛中國國旗，以維護社

會公平正義及台灣的國家尊嚴，台灣與中國的國旗，必須要有

尊嚴的對等原則，如果中國不准台灣的國旗出現在它的土地

上，那台灣的土地也不該出現中國的國旗。     

辦   法：同案由。 

大會決議：送縣府研究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