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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灣區域治理平台 110年度七縣市首長會議 

 

議程表 

 

 
  

活動時間 活動流程 備註 負責單位 

09:30-09:50 
報到 
(貴賓與媒體記者簽到) 

 
南投縣政府計畫處

南投縣政府新聞及

行政處 

09:50-10:00 首長及貴賓入場 介紹首長 南投縣政府計畫處 

10:00-10:05 
首長會議- 
年度議案成果報告 

南投縣政府長官

報告 

南投縣政府計畫處 

10:05-10:10 暖場表演 國際藝術家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南投縣政府計畫處 
10:10-10:15 

簽署共同聲明 :「聯合防
疫 共同守護中臺灣」  

首長致詞順序(1 人

約 3~5分鐘)： 

南投縣 林明溱縣長 

臺中市 盧秀燕市長 

彰化縣 王惠美縣長 

苗栗縣 徐耀昌縣長 

新竹縣 楊文科縣長 

雲林縣 張麗善縣長 

嘉義市 黃敏惠市長 

10:15-10:50 七縣市首長致詞 

10:50-11:10 
中臺灣自行車聯合行銷活
動-「七城騎跡」啟動儀式 

11:10-11:20 媒體聯訪 

11:20-11:30 攤位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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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合作提案簡表 

序號 組別 提案機關 提案名稱 頁碼 

1 環保空

污組 

南投政府環保局 建請臺中市政府及彰化縣政府

若有餘力，請協助處理南投縣

(區域合作)垃圾案。 

P8 

2 環保空

污組 

南投政府環保局 推動跨區域減少露天燃燒管制

行動。 
P10 

3 環保空

污組 

南投政府環保局 簽訂中火減煤合作備忘錄(共

同監督合作意向書) 。 
P11 

4 經濟發

展組 

嘉義市政府建設處 七縣市共同推廣行銷「110 嘉

義市購物節」。 

P13 

5 經濟發

展組 

南投縣政府建設處 七縣市共同辦理「地方型 SBIR

聯合成果展」。 

P14 

6 經濟發

展組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七縣市共同行銷「臺中購物

節」。 

P15 

7 經濟發

展組 

南投縣政府建設處 建請中央編列預算協助地方政

府挹注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

金。 

P16 

8 交通建

設組 

南投縣政府工務處 臺中捷運相關規劃作業參與

案。 
P17 

9 交通建

設組 

南投縣政府工務處 建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核給

南開科技大學營運補貼案。 
P19 

10 交通建

設組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建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核給

臺中市市區公車駛進校園路線

營運人次績效獎勵案。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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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別 提案機關 提案名稱 頁碼 

11 觀光旅

遊組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臺

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中台灣觀光活動聯合行銷復甦

與振興計畫。 
P21 

12 觀光旅

遊組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 發行中台灣旅遊電子書。 
P22 

13 觀光旅

遊組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結合踩線團辦理聯合推介活

動。 
P23 

14 農產行

銷組 

南投縣政府農業處 共同查報取締山坡地違規開發

案件。 
P24 

15 農產行

銷組 

南投縣政府農業處 建立中臺灣各縣市農特產品聯

合外銷資訊窗口。 
P25 

16 衛生安

全組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建立各縣市辦理教育訓練之資

源共享。 
P26 

17 衛生安

全組 

雲林縣衛生局 提供各縣市醫院急診緊急聯繫

窗口，供夜間居家檢疫個案需

緊急處置用。 

P28 

18 衛生安

全組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為持續共同守護民眾食品安

全，請中台灣縣市協力支援緊

急特殊食安事件之檢驗。 

P30 

19 衛生安

全組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建立藥癮者友善企業名冊，以

提升藥癮者就業之機會，協助

復歸社會，降低毒品犯罪案件。 

P32 

20 衛生安

全組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建請中央統一律定「糖尿病繼

續教育」課程之研習、證書格

式展延時數認定之規定。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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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別 提案機關 提案名稱 頁碼 

21 衛生安

全組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建請國民健康署於癌症篩檢系

統（大乳口專用）放寬讓「乳癌

確認診斷醫療院所」也能做為

乳攝篩檢結果「4」、「5」個案

之「手術及治療醫院」。 

P35 

22 衛生安

全組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建議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徵

用一般醫用口罩及外科手術口

罩回歸市場自由機制，由各院

所自行採購或逕行由廠商配送

至醫療院所。 

P37 

23 其他議
題組
(地方
創生) 

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建立中部地區地方創生交流聯

繫群。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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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01 

一、 案由：建請臺中市政府及彰化縣政府若有餘力，請協助處理南

投縣(區域合作)垃圾案。 

二、 提案單位：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三、 案件類別：跨縣市合作 

四、 說明： 

(一) 109 年起至今，臺中市已完全停止收受南投縣家戶垃圾，

是造成南投垃圾處理困難最大的原因之一，進而造成南投

縣垃圾堆置情形日益嚴重。建請臺中市政府於所屬焚化廠

整改後，依環保署規劃調度量及行政契約量，鼎力協助南

投縣家戶垃圾去化，並補足前幾年少收之垃圾量。 

(二) 另水利署辦理鳥嘴潭人工湖計畫斥資 2 百億元，提供彰化

地區及南投縣(草屯)每日約可供地面水 25萬公噸，其中僅

有 4 萬噸供應南投(草屯)地區外，其餘水量(介於每日

14.7~21 萬噸之間) 都將優先供應彰化地區，為興建及完

成鳥嘴潭人工湖計畫造福彰化地區用水事宜，水利署要求

南投縣政府須於 2 年半之期間完成草屯垃圾移除計畫，基

於互惠原則，建請彰化縣政府大力協助處理南投縣家戶垃

圾去化。 

(三) 南投縣係一般廢棄物執行機關，核屬廢清法所規範焚化爐

應優先處理之對象且為環保署因應焚化爐停建配套措施統

一調度之對象，臺中市及彰化縣所屬焚化廠應優先處理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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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機關一般廢棄物後，倘有餘裕量始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

物，係廢清法清楚揭示之處理原則。 

(四) 建請臺中市及彰化縣所屬焚化廠現階段應排除一般事業廢

棄物進廠，依法落實優先處理指定清除地區內、區域性聯

合及跨區域合作處理、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調度之一般廢棄

物後，始得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 

五、 具體落實方案： 

(一)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8 條第 6 項規定，略以「…執行機關受

託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應於處理下列一般廢棄物後，

仍有餘裕處理能量，始得為之。 

1. 屬指定清除地區內者。 

2. 屬依第七條及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之區域

性聯合及跨區域合作處理者。 

3. 屬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調度者。 

(二) 復依同法第 28 條第 8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於不影響執行

機關處理第六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一般廢棄物情形下，於必要

時得統一調度使用現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被調度者不得

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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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02 

一、 案由：推動跨區域減少露天燃燒管制行動 

二、 提案單位：南投縣環境保護局 

三、 案件類別：跨縣市合作 

四、 說明： 

南投縣草屯鎮與彰化縣芬園鄉、南投縣名間鄉與彰化縣二水鄉，

屬兩縣鄉鎮因地理位置相鄰，常遭民眾陳情露天燃燒之情事，為

釐清露天燃燒案件所屬管轄區之責任歸屬，特建置此連繫平台

相互通報機制，提供相關權責單位辦理管制作業。 

五、 具體落實方案： 

(一)推廣減少露天燃燒 

於一、二期稻作收割期前，針對臨近外縣市鄉鎮露燃管制地

區，透過各農政單位合作，進行減少露天燃燒暨農業廢棄物

或稻草多元化再利用宣導。 

(二)建立通報連繫平台 

與鄰縣露天燃燒專案計畫建立聯繫平台，當接獲民眾陳情案

件時，可記錄燃燒地點及燃燒定位點照片等資訊，上傳至連

繫平台互相通報，以即時確認露天燃燒之情事所屬管轄責

任，以供權責單位辦理後續行政程序處理。 

(三)加強相鄰縣市區域巡查工作 

於一、二期稻作收割期間，加強巡查鄰近縣市區域之主要道

路兩旁農田及溪畔等露天燃燒高潛勢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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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03 

一、 案由：簽訂中火減煤合作備忘錄(共同監督合作意向書) 

二、 提案單位：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三、 案件類別：跨縣市合作 

四、 說明： 

(一) 報載中火於 110 年 4 月 5 日，重啟 3 號燃煤機組，經臺中

市政府環保局依法重罰 300 萬並命停止操作，惟台電並不

遵行停工命令，仍開始投煤發電，致再度重罰 2,000 萬元。

於空氣品質不良季節，台電公司仍於全國供電充裕呈綠燈

等級，備轉容量率 10%以上情形下，強啟燃煤發電，致對空

氣品質有惡化之虞，忽視中台灣民眾對空氣品質改善之渴

切。 

(二) 惟環保署新聞稿表示「臺中市環保局 108年 12月廢證的行

政處分，已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撤銷，因此，台中電

廠 3 號機操作許可已回到展延審查狀態，而且依空污法規

定，展延審查期間，原許可繼續存在。」 

(三) 中央及地方顯然不同調，持續處罰恐仍遭撤銷，台電公司

仍將持續燃煤發電；又近期報載立法院提出「2035 中火燃

煤全部除役」之決議，臺中市政府表示，不能只增不減，

新建 2 部燃氣機組的同時，10 部老舊燃煤機組「至少拆 4

部」建議，後續未知。 

(四) 期共同發聲支持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減煤行動，共同反

映中臺灣各縣市之民意，持續與中央協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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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具體落實方案： 

建請臺中市政府聯合平台內各縣市政府共同商議簽訂中火減煤

備忘錄，共同發聲監督中火用煤減量，共同反映中臺灣各縣市渴

求空氣品質改善之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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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04 

一、 案由：七縣市共同推廣行銷「110嘉義市購物節」 

二、 提案單位：嘉義市政府建設處 

三、 案件類別：跨縣市合作 

四、 說明： 

(一) 本府於 109 年辦理首屆嘉義市購物節，亦結合各式年度大

型活動，達到相當消費人次及購買力；為延續其購物節活

動熱力，本府持續辦理 110 年嘉義市購物節，活動時間將

於 110 年 11 月 1 日至 111 年 1 月 2 日止，讓全台灣知道

雲嘉南休閒觀光消費城市在嘉義。 

(二) 串聯本市各類消費型產業，吸引民眾來嘉義市消費、觀光

旅遊，好玩、好買、好旅行。除實體店消費外，也結合線

上購物商城，讓民眾在家也能購買，打造線上、線下通路

的嘉義市購物節。 

(三) 嘉義市購物節期許帶動民間參與、聯合行銷，促進本市經

濟力，增進活動效益。 

五、 具體落實方案： 

由嘉義市政府建設處函請七縣市協助活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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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05 

一、 案由：七縣市共同辦理「地方型 SBIR聯合成果展」 

二、 提案單位：南投縣政府建設處 

三、 案件類別：跨縣市合作 

四、 說明： 

(一) 中彰投苗竹雲嘉等七縣市自 104 年起至 109 年已連續六次

分別由 彰化縣、台中市、南投縣、苗栗縣主政辦理地方型

SBIR 聯合成果展，每年約有 50~60 家廠商參與，並邀請經

濟部長官及縣市首長出席活動，除讓各縣市之廠商展示創

新研發推動計畫執行的成果，同時也促進各縣市廠商交流

與互動，均獲得參與活動廠商之好評。 

(二) 110 年本活動由南投縣主政辦理。 

五、 具體落實方案： 

由七縣市每年輪流辦理，自 110年起，辦理順序為南投縣、新竹

縣、苗栗縣、嘉義市、雲林縣、彰化縣、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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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06 

一、 案由：七縣市共同行銷「臺中購物節」 

二、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三、 案件類別：跨縣市合作 

四、 說明： 

為落實盧市長「貨出去，錢進來，全力拚經濟」的市政願景，並

於後疫情時代積極提振本市商業活動，本府經發局訂於今（110）

年 9月 16日至 110年 12月 15日辦理「110年度臺中購物節」，

為帶動外縣市民眾參與，以提升活動效益，請各縣市政府協助宣

傳。 

五、 具體落實方案： 

函請七縣市於轄管單位對外場所、跑馬燈、資訊平台（網站、

facebook 社團、粉絲專頁…等）或其他管道協助宣傳 110 年臺

中購物節(本府將提供臺中購物節主視覺意象相關圖檔、音檔及

影片，各縣市政府可自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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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07 

一、 案由：建請中央編列預算協助地方政府挹注產業園區開發管理

基金 

二、 提案單位：南投縣政府建設處 

三、 案件類別：請求中央協助 

四、 說明： 

為繁榮經濟，地方政府依據產業創新條例開發產業園區，並依該

條例第 49條成立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以利產業園區之營運管

理;又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49 條第 6 項，倘該管理基金金額不足

時由政府編列預算挹注，惟因各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建請中央編

列預算協助地方政府挹注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之不足，提案

如獲通過，後續將由南投縣政府發函經濟部提出請求。 

五、 具體落實方案： 

建請中央編列預算協助地方政府挹注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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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08 

一、 案由：臺中捷運相關規劃作業參與案 

二、 提案單位：南投縣政府工務處 

三、 案件類別：跨縣市合作 

四、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108 年初步進行路廊分析，臺三線

適合採高架捷運系統，此路廊途經中興大學、大里聯合行

政中心、台中軟體園區、霧峰市中心、立法院中部辦公室、

亞洲大學、光復新村、草屯市中心、中興新村、南崗工業

區、南投市中心、南投縣政府等重要旅次進出點，總路線

長度約 30 公里，預定設置 20 站。雖後續臺中市提案可行

性研究計畫未獲中央核定，但為持續推動南投縣捷運路線

成型，請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協助提供該案路線分析及規劃

(含路線圖及選定站址等)相關資料。 

(二) 臺中捷運延伸南投有助於臺中與南投交通連接，對於兩縣

市的通勤、通學、觀光等旅次都有極大幫助，並透過此路

線與臺中軌道路網銜接，使中臺灣大眾運輸網路成形，共

創區域治理榮景；惟因臺中捷運路線規劃(除已通車之綠線

外)近年來歷經多次變更，又南投縣政府目前尚無專責公共

運輸主管機關，尚無自行規劃軌道運輸之專業人力，爰惠

請臺中市政府交通局於辦理霧峰地區捷運路線規劃相關會

議時，知會南投縣政府派員與會，以利掌握未來捷運路線

延伸南投縣境內之進度，並適時配合相關行政作業程序。 



110年度七縣市首長會議 

 

18 
 

五、 具體落實方案： 

(一)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於 108 年提案爭取中央補助 1680 萬元

經費辦理「臺中捷運藍線延伸南投可行性研究」，並初步規

劃於南投縣境內設置 20站位，請臺中市政府協助提供延伸

南投轄區之行經路線圖以及預計站點地址(或座標)。 

(二) 後續若臺中市政府交通局有霧峰地區相關捷運路線規劃會

議，惠請知照南投縣政府派員出席，以利掌握臺中捷運規

劃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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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09 

一、 案由：建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核給延駛至南開科技大學營運

補貼案 

二、 提案單位：南投縣政府工務處 

三、 案件類別：請求中央協助 

四、 說明： 

(一) 為提供彰化市、芬園鄉、草屯鎮地區等就讀南開科技大學

之學生便捷之大眾運輸服務，本府協請彰化縣政府調整所

轄「【17 路】彰化─芬園(經縣庄)─草屯」路線延駛至南開

科技大學，並已於本(110)年 2 月 26 日完成路線會勘。 

(二) 為使本案路線延駛計畫順利推行，以維護學生交通安全，

完善大眾運輸服務，擬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核給彰化縣

政府「【17 路】彰化─芬園(經縣庄)─草屯」延駛至南開科

技大學公車進校園營運補貼計畫。 

五、 具體落實方案： 

爭取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補助彰化縣政府「【17 路】彰化─芬園

(經縣庄)─草屯」延駛至南開科技大學公車進校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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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0 

一、 案由：建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核給臺中市市區公車駛進校園

路線營運人次績效獎勵案。 

二、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三、 案件類別：請求中央協助 

四、 說明： 

(一) 為維護臺中市地區各高中及大專院校學生交通安全，降低

學生交通事故數，本府配合中央公車進校園政策，積極協調

客運業者調整公車路線駛入校園，以提供學生更便利、安全

之大眾運輸服務及乘車環境。 

(二) 目前本市共有 17條市區公車路線駛入朝陽科技大學(131、

132、133、151及 158路)、中臺科技大學(1、68及 922路)、

東海大學(358 路)、亞洲大學(108、151、201、243、282 路)、

靜宜大學(162 路)、嶺東科技大學(40 路)、南開科技大學

(108 路)、龍津高中(199 路)、光華高工(956 路)等 9 所學

校，為鼓勵各客運業者積極投入相關路線駛入校園之意願，

擬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核給臺中市政府市區補助公車駛

進校園之營運人次績效獎勵。 

五、 具體落實方案： 

爭取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補助臺中市政府 17條市區公車駛進校

園之人次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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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1 

一、 案由：中台灣觀光活動聯合行銷復甦與振興計畫 

二、 提案單位：南投縣政府觀光處、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雲林

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三、 案件類別：跨縣市合作 

四、 說明： 

目前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旅遊市場亟待振興及行銷，

響應交通部觀光局「2021 自行車旅遊年」觀光政策，希望經各

縣市共同討論，能推出共同宣傳行銷活動，例如台灣好行的聯合

行銷、自行車主題活動、溫泉區或觀光工廠等的聯合行銷。 

五、 具體落實方案： 

(一) 透過中台灣各縣市共同資源，以集章概念串聯，凡完成 7縣

市政府推薦之行程與指定條件，即可兌換 7 縣市政府共同規

劃之特色伴手禮，增加民眾前來中台灣旅遊的機會。 

(二) 透過活動串聯 7縣市旅遊資源，強化行銷力道，與在地觀光

產業業者合作，豐富中台灣旅遊行程，委託專業廠商執行辦

理，並由各縣市配合預算交由提案縣市統一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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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2 

一、 案由：發行中台灣旅遊電子書 

二、 提案單位：南投縣政府觀光處 

三、 案件類別：跨縣市合作 

四、 說明：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各地旅遊產業受創頗深，為加

強各縣市深度景點推廣，擬共同編製發行中台灣旅遊電子書，搭

配活動時對外行銷，以吸引更多遊客前來中台灣觀光。 

五、 具體落實方案： 

(一) 推出中台灣精選遊程電子書，由各縣市提供行程素材，編

製電子書並以互動式方式呈現。 

(二) 由各縣市共同分攤預算，交由主政縣市發包委請專業廠商

規劃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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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3 

一、 案由：結合踩線團辦理聯合推介活動 

二、 提案單位：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三、 案件類別：跨縣市合作 

四、 說明： 

近期受到疫情影響旅遊業者重心轉移至國內旅遊產品包裝，配

合苗栗縣內年度大型活動之辦理，預計 9月份將辦理「音樂佳餚

節」活動將安排旅行業者結合活動與縣內景點踩線，透過踩線活

動之辦理結合中臺灣旅遊資源推介，吸引業者包裝中台灣旅遊

行程。 

五、 具體落實方案 

(一) 配合地方重要活動(如:音樂佳餚節)安排之旅行業者踩線

活動規劃 1 場中臺灣觀光旅遊推介會，藉由推介會的規劃

推廣中臺灣旅遊資源，吸引旅遊業者包裝遊程。 

(二) 由各縣市共同派員參與推介，向旅遊業者推廣中臺灣旅遊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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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4 

一、 案由：共同查報取締山坡地違規開發案件 

二、 提案單位：南投縣政府農業處 

三、 案件類別：跨縣市合作 

四、 說明： 

山坡地水土保持與民眾生命財產及自然生態平衡息息相關，山

坡地管理除針對合法開發案進行一系列之監督管理之外，另一

個重點是山坡地在遭受不當使用時能透過查報取締機制建立系

統，確實制止不法之違規行為發生，對於確屬違規案件施以適

當之處罰，以防止山坡地遭違法使用。 

五、 具體落實方案： 

考量各縣市轄區交界部分橫跨多個縣市，部分違規開發位於交

界點附近，為避免有漏網之魚，建議須建立聯合查報取締平台，

7縣市共同組成查緝小組，即時通報及轉知所屬各縣市政府承辦

人員，必要時一同至現場辦理會勘及釐清違規區域位置，能即時

予以制止山坡地遭受不當開發使用，以避免違規行為造成環境

之破壞，並適時進行水土保持處理維護作業，儘速回復原有風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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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5 

一、 案由：建立中臺灣各縣市農特產品聯合外銷資訊窗口 

二、 提案單位：南投縣政府農業處 

三、 案件類別：跨縣市合作 

四、 說明： 

因應我國主要出口國家中國大陸近期之限制農產品措施，及未

來開拓新市場如日、韓、美、澳等國家，彙總各縣市農特產品項，

以互相合作拓展農特產品外銷市場，減少農特產品盛產之行銷

壓力，進而增加中台灣區域農民收入。 

五、 具體落實方案： 

建立各縣市農特產品外銷資訊聯繫窗口，以聯合外銷： 

(一)統計各縣市外銷農特產品項、產季、銷售數量等資料。 

(二)提供優良貿易商名冊。 

(三)彙整供貨農民團體名冊等資料，以供聯合外銷。 

  



110年度七縣市首長會議 

 

26 
 

編號 16 

一、 案由：建立各縣市辦理教育訓練之資源共享。 

二、 提案單位：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三、 案件類別：跨縣市合作 

四、 說明： 

(一) 衛生局所業務相關人員教育訓練 

1、 有關醫政、藥政、食品等管理涉及醫事、藥事、食品、

行政罰法、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規，其相關法規修法

頻繁，藉由教育訓練提升衛生局所業務相關人員專業知

能。 

2、 礙於本縣資源不足及人員異動頻繁經驗斷層，鑒請經費

資源充足的縣市能夠辦理業務相關人員技巧…等課程，

藉由教育訓練課程區域內各縣市業務相關人員可以互

相交流外並可以經驗傳承，以利業務之推動，並可節省

各縣市公帑，資源共享。 

(二) 相關業者教育訓練 

1、有關「食品業者教育訓練」 

(1) 食品從業人員，每年至少應接受 8 小時食品衛生安

全相關訓練時數；如遇食物中毒案件，相關食品從

業人員接受至少 4 小時之食品中毒防治衛生講習。 

(2) 然食品業者常因工作忙碌、人力排班、新進人員等

因素，安排人員全數受訓有困難，鑒請中臺灣區域

治理平台縣市開放名額供鄰近縣市食品業者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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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資源共享及共同提升食品業者專業知能。 

2、有關社區營養師培訓課程 

(1) 因應社區營養業務推廣及需求，提供社區民眾所需

的營養服務，藉由營養課程引導與實務應用分享，

期透過課程提升營養師教案設計能力及成效評估，

使社區營養教育推廣能夠更加普及，達到讓民眾將

正確營養知識落實於生活中之目的。 

(2) 依「社區營養師應具備之核心能力及民眾社區營養

教育課綱」之建議內容擬定培訓課程。 

(3) 鑒請區域內各縣市衛生局辦理社區營養師培訓課程

時，開放名額供鄰近縣市營養師參加，以達資源共

享及提供鄰近縣市社區營養照護服務量能及品質。 

(三) 鑒請區域內各縣市衛生局辦理相關教育訓練之課程時，將

資訊轉發予區域內各縣市衛生局，並開放名額供鄰近縣市

衛生業務相關人員或相關業者參加，以達資源共享及共同

提升專業知能。 

五、 具體落實方案： 

各縣市辦理年度訓練時預留 10%名額予鄰近縣市衛生局，額滿為

止或於審查參加資格時盡量開放名額予其他縣市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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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7 

一、 案由：提供各縣市醫院急診緊急聯繫窗口，供夜間居家檢疫個

案需緊急處置用。 

二、 提案單位：雲林縣衛生局 

三、 案件類別：跨縣市合作 

四、 說明： 

因本縣醫院夜間急診缺乏眼科及耳鼻喉科，因此遇到居家檢疫個

案急需緊急處置時，皆須透過鄰近縣市衛生局協調，才能轉送至

鄰近縣市醫院做緊急處理，若遇突發狀況發生於夜間，時常打擾

到鄰近縣市衛生局同仁休息，希望能提供各縣市醫院急診緊急聯

繫窗口，如遇突發狀況時，可直接與各醫院急診聯繫，隔日立即

通知醫院所在地衛生局，以避免夜間驚擾該醫院所在地衛生局同

仁。 

五、 具體落實方案： 

(一) 請各縣市衛生局提供 24小時聯繫電話，以利居家隔離/檢

疫個案緊急醫療處置用。 

(二) 依嚴重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引辦理。 

(三) 建議跨區轉院就醫機制： 

1、 典型(疑似 COVID-19)個案需緊急醫療處置，由轄區

應變醫院收治住院，倘需轉院治療，由轄區衛生局報

請疾管署區管中心，經指揮官同意轉院後，由轄區衛

生局聯繫他轄衛生局同意後，轉他轄醫院治療。 

2、 非典型個案(如：外傷或大出血等) 需緊急醫療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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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由轄區急救責任醫院收治住院，倘需轉院治療透

過院際間轉診機制進行跨區轉院。並由轄區衛生局聯

繫他轄衛生局同意後，轉他轄醫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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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8 

一、 案由：為持續共同守護民眾食品安全，請中台灣縣市協力支援

緊急特殊食安事件之檢驗 

二、 提案單位：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三、 案件類別：跨縣市合作 

四、 說明： 

(一) 現今國際間貿易交流越趨頻繁，食品種類及型態更為多元，

加上新興農藥及動物用藥之使用，檢驗方法須不斷修正更

新，因應新檢驗項目開發訂定，亦須持續強化檢驗資源，

然本縣因預算有限，高階精密檢驗儀器匱乏(為中台灣縣市

唯一尚未具有液體層析串聯質譜儀之縣市)，恐使檢驗效能

降低。地方政府衛生機關為第一線查察管理者，若遇特殊

緊急食安事件如牛豬產品含瘦肉精等突發事件之檢測需

求，囿於委由民間檢驗機構代為執行之時效性較低，因此

擬請中台灣鄰近縣市除聯合分工檢驗項目外，在檢驗能力

許可下，協力支援突發緊急食安事件之檢驗。 

(二) 食品流通並非僅侷限於單一縣市，若食安管理不足仍有各

式食品銷售至全國各地之風險，如此將使民眾食之不安，

並增加後續查察管理所需耗費之各項資源。食品安全衛生

直接攸關民眾健康，且為社會大眾高度關注之議題。為持

續替民眾之食安進行把關，地方彼此協助，分工合作相輔

相成，以期達到共同維護民眾食安之最終目的。 

五、 具體落實方案： 



110年度七縣市首長會議 

 

31 
 

除聯合分工檢驗項目外，遇特殊緊急食安事件之檢測需求，請

各縣市衛生局提前聯繫支援縣市衛生局以便瞭解須提供之協助

與安排支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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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9 

一、 案由：建立藥癮者友善企業名冊，以提升藥癮者就業之機會，

協助復歸社會，降低毒品犯罪案件。 

二、 提案單位：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三、 案件類別：請求中央協助 

四、 說明： 

(一) 藥癮者倘若能有正當的就業職場規律生活，應能降低受到

毒品的誘惑。 

(二) 又目前中部生活圈已成形，跨縣市就業情形普遍，各縣市

輔導並建立藥癮者友善企業，由毒防中心協助轉介媒合，

協助藥癮者進入職場就業，賦歸社會。 

五、 具體落實方案： 

(一) 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轉請縣市政府負責勞工就業之單

位，開發輔導轄內友善企業，並調查企業是否願意提供外

縣市之藥癮個案職缺，以媒介藥癮個案跨縣市就業之機會。 

(二) 函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轉知各分署及各縣市政府負責勞

工就業之單位，配合媒介跨縣市藥癮者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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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0 

一、 案由：建請中央統一律定「糖尿病繼續教育」課程之研習、證

書格式展延時數認定之規定 

二、 提案單位：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三、 案件類別：請求中央協助 

四、 說明：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醫事人員認

證基準第四點申請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醫事人員認證之展

延，醫師、護理、營養、藥事等專業人員應於認證有效期

限內，參加「糖尿病繼續教育」課程，且須符合下列時數

標準：(1)醫師或藥事專業人員：修習 48小時，(2)護理或

營養專業人員：修習 72 小時，(3)繼續教育修習時數之有

效期限為 6年(如附件)，合先敘明。 

(二) 惟在執行面各申請人檢附之證書及時數格式不一，有些為

小時，若是公(學)會多為學分，部分為兩者併列，因呈現

不一致衛生局採計上困難，且和申請人溝通時造成諸多抱

怨。 

(三) 爰建請中央統一律定證書格式、時數認定統一(採時數或學

分制)及目前受訓學分和小時間之互採原則，並協助函發各

辦理機關公(學)會依內容辦理，俾利各縣市衛生局辦理展

延證書作業之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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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具體落實方案： 

建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統一律定各辦理訓練之機關團體、

公(學會)等糖尿病繼續教育證書格式及修習時數及修習學分之

採計方式展延採認條件之規定，並於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醫事人

員認證基準第四點中，增列時數標準內備註 1學分等同於多少

小時，以利各縣市衛生局辦理展延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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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1 

一、 案由：建請國民健康署於癌症篩檢系統（大乳口專用）放寬讓

「乳癌確認診斷醫療院所」也能做為乳攝篩檢結果「4」、「5」

個案之「手術及治療醫院」。 

二、 提案單位：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三、 案件類別：請求中央協助 

四、 說明： 

(一) 現行國民健康署癌症篩檢系統（大乳口專用）中設定乳攝

篩檢結果「4」、「5」個案之「手術及治療醫院」需為經

國民健康署審核通過之「乳癌確認診斷及治療醫院」，民

眾若非在上述醫院手術或治療，系統無法結案。 

(二) 「乳癌確認診斷及治療醫院」需具有「專任乳房外科醫師、

專任放射線診斷專科醫師、專任內科腫瘤專科醫師、專任

或兼任病理科專科醫師、專任或兼任放射線腫瘤科專科醫

師及連續(近)三年確診及治療乳癌達 50 例以上(癌登

class1+class2)」條件才能申請，本縣轄內多為區域、地

區型醫院，因人員資格及病例數等因素目前皆未能取得此

項資格，故依現行癌症篩檢系統（大乳口專用）設定，本

縣乳攝篩檢結果「4」、「5」個案需至外縣市之「乳癌確

認診斷及治療醫院」手術治療，系統才予以結案，否則視

為未完追。 

(三) 查本區域內部分縣市地區地處偏鄉，交通不便，若癌症個

案需至其他縣市治療及手術，除舟車勞頓對民眾體力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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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外，也會造成家人照護不便，且縣內已有 6 家醫院取

得國民健康署「乳癌確認診斷醫療院所」，院方也表示具

專業之醫師並亦願意提供醫療服務，建請國民健康署放寬

癌症篩檢系統（大乳口專用）設定。 

五、 具體落實方案： 

建請國民健康署(1) 於癌症篩檢系統（大乳口專用）放寬讓

「乳癌確認診斷醫療院所」也能做為乳攝篩檢結果「4」、「5」

個案之「手術及治療醫院」。(2) 組成專家學者審查會，針對各

縣市特殊專案陽性個案進行審查，可經由審查後系統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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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2 

一、 案由：建議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徵用一般醫用口罩及外科手

術口罩回歸市場自由機制，由各院所自行採購或逕行由廠商配

送至醫療院所 

二、 提案單位：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三、 案件類別：請求中央協助 

四、 說明： 

(一) 現行國內口罩基本量能已能滿足國民及醫療機構需求，爰

建請由醫療機構逕行採購。 

(二) 倘仍維持現狀由衛生局配發將造成人力浪費，且本年度因

應新冠肺炎疫苗接種，預計未來地方衛生局人力將更為吃

緊。 

五、 具體落實方案： 

建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現行新冠肺炎徵用醫用口罩配送

至各醫療(醫事)機構，回歸自由市場機制；由醫療(醫事)機構

逕行洽購廠商，倘仍維持現狀徵用政策，則建請採逕撥醫療機

構方式辦理，減少衛生局人力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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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3 

一、案由：建立中部地區地方創生交流聯繫群 

二、提案單位：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三、案件類別：請求中央協助 

四、說明： 

國家發展委員會預計於今（110）年成立北、中、南、東各地區

地方創生輔導團，協助各區發掘地方 DNA，凝聚在地共識，訂定

各區地方創生願景，彙整提出地方創生事業提案。本府自 108 年

起即著手推動地方創生工作，先成立「地方創生專案辦公室」作

為資源整合平臺，由地方創生服務團隊與縣府共同成立輔導團，

以跨局處、跨地域、跨部門的方式來執行，迄今並已提送 9 鄉

（鎮、市）地方創生提案至國家發展委員會，本府樂於分享地方

創生執行經驗，期望藉由中部地區地方創生交流聯繫群之建立，

共同打造中部地區地方創生願景。 

五、具體落實方案： 

藉由各地方政府地方創生執行單位與相關承辦人員先行成立

line交流討論群組，分享與交流地方創生經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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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灣區域治理平台」合作案執行情形(簡表) 

序號 組別 提案機關 提案名稱 執行情形 

108年提案 

1 空污環保組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推廣低污染車輛-建置綠能

電動車輛充電環境 

解除列管 

2 空污環保組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雲林縣環保局 

共同監督中火用煤減量、污

染減排、精進空污防制措施

並定期公開生煤使用量 

繼續列管 

3 空污環保組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中彰投共同推動污染削減

合作提升烏溪水質 

解除列管 

4 空污環保組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協助處理新竹縣堆置垃圾 解除列管 

5 空污環保組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推動七縣市宗教場所節能

減碳作為-宗教場所低碳認

證標章 

解除列管 

6 空污環保組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建請台電編列經費執行中

部地區民眾健康檢查及風

險評估工作 

解除列管 

7 空污環保組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建議麥寮汽電廠納入火力

發電廠空品應變調配降載

對象 

解除列管 

8 空污環保組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建請中央支持烏溪等各大

流域污水下水道及現地汙

水處理設施建設經費(包含

鳥嘴潭人口湖取水口上游

範圍)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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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別 提案機關 提案名稱 執行情形 

9 經濟發展組 彰化縣政府經濟暨綠能

發展處 

七縣市共同辦理「地方型

SBIR聯合成果展」 

解除列管 

10 經濟發展組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七縣市共同行銷「臺中購物

節」 

解除列管 

11 經濟發展組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建請中央調高「全國國土計

畫」產業用地分派量，以符

地方產業發展 

解除列管 

12 經濟發展組 彰化縣政府經濟暨綠能

發展處 

建請經濟部能源局「縣市共

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之經

費執行率計算方式，採受理

申請補助經費為計算標準 

解除列管 

13 交通建設組 彰化縣政府工務處 新闢沿台 74 線彰化市至臺

中朝馬轉運站市區公車路

線 

解除列管 

14 交通建設組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中彰投聯合交通協控管理

平台 

繼續列管 

15 交通建設組 苗栗縣政府工務處 建請中央推動臺鐵西部幹

線海線鐵路雙軌化 

解除列管 

16 交通建設組 雲林縣政府工務處 建請闢駛斗六至臺中新烏

日規劃臺鐵快捷直達車 

解除列管 

17 交通建設組 新竹縣政府交通旅遊處 建請中央改善客運業經營

環境，維持民眾行的權利 

解除列管 

18 觀光旅遊組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共同設置 ITF臺北旅展中臺

灣展區入口意象 

解除列管 

19 觀光旅遊組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共同行銷 2020臺灣燈會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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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別 提案機關 提案名稱 執行情形 

20 觀光旅遊組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共同於各縣市旅遊網站行

銷中臺灣旅遊資訊 

解除列管 

21 觀光旅遊組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請求中央於規劃 2020 臺灣

燈會國內外踩線團行程時，

擴大納入中臺灣遊程，以利

提振中臺灣整體觀光效益 

解除列管 

22 農產行銷組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共同參與「中臺灣農業博覽

會」農特產品行銷活動 

解除列管 

23 農產行銷組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共同參與「2020臺灣燈會」

農特產品行銷活動 

解除列管 

24 農產行銷組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共同參與「2019遼寧國際投

資貿易暨特色產品採購洽

談會」 

解除列管 

25 農產行銷組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建請中央協助中、彰、投、

苗 4縣市共同辦理之「中臺

灣農業博覽會」經費補助新

台幣 1,950萬元 

解除列管 

26 農產行銷組 苗栗縣政府農業處 建請中央於野生動物保育

法增訂「瀕臨絕種保育類野

生動物-石虎保護」專章 

解除列管 

27 環保空污組 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共同防制生雞糞不當流出，

避免危害環境與孳生蒼蠅

影響環境衛生 

繼續列管 

28 環保空污組 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擴大以善代金響應管道，中

部七縣市聯合共同與超商

洽談利用互動式資訊服務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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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別 提案機關 提案名稱 執行情形 

系統(例如 7-11便利商店之

ibon、全家便利商店之

FamiPort、萊爾富便利商店

之 Life-ET 及 OK 便利商店

之 OK.go)提供民眾以善代

金捐款服務 

29 經濟發展組 南投縣政府建設處 中台灣區域產業園區招商

治理平台機制 

解除列管 

30 經濟發展組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七縣市共同行銷「臺中購物

節」 

解除列管 

31 經濟發展組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七縣市共同辦理「地方型

SBIR聯合成果展」 

解除列管 

32 交通建設組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2020 台灣燈會交通資訊宣

導行銷 

解除列管 

33 交通建設組 南投縣政府工務處 爭取續辦闢建縣道 137線南

延段工程 

解除列管 

34 農產行銷組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為落實執行「農作物農藥殘

留監測與管制計畫」及使用

農藥者安全用藥教育案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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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別 提案機關 提案名稱 執行情形 

35 其他議題組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各縣市衛生局連結開放「家

庭暴力安全防護網分科分

級訓練架構」共同科目及衛

政分科科目課程，以達共享

講師資源並節約公帑之效 

解除列管 

109年提案 

1 環保空污組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各縣市推動生煤工業鍋爐

改用低污染燃料 

繼續列管 

2 環保空污組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中部機車及柴油車聯合攔

查(檢)稽查作業 

繼續列管 

3 環保空污組 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稻草分解菌推廣 繼續列管 

4 環保空污組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共同推動焚化廠飛灰再利

用管理方式法令儘速通過 

解除列管 

5 經濟發展組 嘉義市政府建設處 七縣市共同行銷「2020嘉義

市購物節」 

解除列管 

6 經濟發展組 彰化縣政府經濟暨綠能

發展處 

建請工業局免收轄管工業

區內之污水處理使用費，以

減輕防疫期間廠商之財務

負擔，協助廠商持續營運 

解除列管 

7 經濟發展組 彰化縣政府經濟暨綠能

發展處 

建請科技部減收科學園區

管理費 

解除列管 

8 經濟發展組 彰化縣政府經濟暨綠能

發展處 

建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

助經費予各縣市政府，辦理

地方產業行銷活動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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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別 提案機關 提案名稱 執行情形 

9 交通建設組 南投縣政府工務處 建議「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

升計畫」針對基本民行公車

(幸福巴士)汰舊換新購車

補助上限部份比照離島地

區 

解除列管 

10 交通建設組 苗栗縣政府工務處 建請中央增加補助「交通部

公路總局公路公共運輸多

元推升計畫－幸福巴士」收

費機制 

解除列管 

11 交通建設組 彰化縣政府工務處 因應台 61 線中部路段已開

闢完成，建請交通部公路總

局規劃公車路線，以帶動沿

海地區的觀光產業及地方

發展 

解除列管 

12 交通建設組 彰化縣政府工務處 建議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

建設計畫，用地費應比照工

程費補助比例並恢復直轄

市(除臺北市外)用地費補

助制度 

解除列管 

13 觀光旅遊組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

局、彰化縣政府城市暨

觀光發展處、新竹縣政

府交通旅遊處 

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後，中台

灣觀光活動聯合行銷復甦

與振興計畫 

解除列管 

14 觀光旅遊組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分享觀光踩線團 解除列管 

15 觀光旅遊組 彰化縣政府城市暨觀光

發展處 

日本修學旅行—中部 7縣市

遊程規劃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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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別 提案機關 提案名稱 執行情形 

16 觀光旅遊組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重整中臺灣觀光產業資源

串連跨域遊程推廣方案 

繼續列管 

17 觀光旅遊組 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邀請雲林縣政府、嘉義市政

府及新竹縣政府加入「中臺

灣觀光推動聯盟」 

解除列管 

18 農產行銷組 彰化縣政府農業處 共同參與平台內各縣市主

辦之大型農業推廣活動 

解除列管 

19 農產行銷組 彰化縣政府農業處 建立平台內各縣市行銷據

點場地租借優惠方案 

解除列管 

20 農產行銷組 苗栗縣政府農業處 中臺灣區域農特產品聯合

展售活動 

解除列管 

21 其他議題組 新竹縣政府農業處 七縣市共同辦理「水土保持

服務團聯合組訓暨業務研

討會」 

繼續列管 

22 觀光旅遊組 彰化縣政府城市暨觀光

發展處 

建請中央刪除「公共建設計

畫及周邊整合規劃申請與

審查作業要點」第六點自償

率門檻規定 

解除列管 

23 農業行銷組 彰化縣政府農業處 建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糧署禁止有機質肥料(禽畜

糞堆肥)進口或提高進口稅

率，以減少國產有機質肥料

產銷衝擊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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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組別 提案機關 提案名稱 執行情形 

110年提案 

1 環保空污組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建請臺中市政府及彰化縣

政府若有餘力，請協助處理

南投縣 (區域合作 )垃圾

案」。 

本次新增 

2 環保空污組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推動跨區域減少露天燃燒

管制行動 

本次新增 

3 環保空污組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簽訂中火減煤合作備忘錄

(共同監督合作意向書)  

本次新增 

4 經濟發展組 嘉義市政府建設 七縣市共同推廣行銷 110嘉

義市購物節 

本次新增 

5 經濟發展組 南投縣政府建設處 七縣市共同辦理「地方型

SBIR聯合成果展」 

本次新增 

6 經濟發展組 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七縣市共同行銷「臺中購物

節」 

本次新增 

7 經濟發展組 南投縣政府建設處 建請中央編列預算協助地

方政府挹注產業園區開發

管理基金 

本次新增 

8 交通建設組 南投縣政府工務處 臺中捷運相關規劃作業參

與案 

本次新增 

9 交通建設組 南投縣政府工務處 建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

核給延駛至南開科技大學

營運補貼案 

本次新增 

10 交通建設組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建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

核給臺中市市區公車駛進

本次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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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路線營運人次績效獎

勵案。 

11 觀光旅遊組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臺

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中台灣觀光活動聯合行銷

復甦與振興計畫 

本次新增 

12 觀光旅遊組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 發行中台灣旅遊電子書 本次新增 

13 觀光旅遊組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結合踩線團辦理聯合推介

活動 

本次新增 

14 農產行銷組 彰化縣政府農業處 共同查報取締山坡地違規

開發案件 

本次新增 

15 農產行銷組 南投縣政府農業處 建立中臺灣各縣市農特產

品聯合外銷資訊窗口 

本次新增 

16 衛生安全組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建立各縣市辦理教育訓練

之資源共享。 

本次新增 

17 衛生安全組 雲林縣衛生局 提供各縣市醫院急診緊急

聯繫窗口，供夜間居家檢疫

個案需緊急處置用。 

本次新增 

18 衛生安全組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為持續共同守護民眾食品

安全，請中台灣縣市協力支

援緊急特殊食安事件之檢

驗 

本次新增 

19 衛生安全組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建立藥癮者友善企業名冊，

以提升藥癮者就業之機會，

協助復歸社會，降低毒品犯

罪案件。 

本次新增 

20 衛生安全組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建請中央統一律定「糖尿病

繼續教育」課程之研習、證

本次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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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格式展延時數認定之規

定 

21 衛生安全組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建請國民健康署於癌症篩

檢系統（大乳口專用）放寬

讓「乳癌確認診斷醫療院

所」也能做為乳攝篩檢結果

「4」、「5」個案之「手術及

治療醫院」。 

本次新增 

22 衛生安全組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建議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徵用一般醫用口罩及外

科手術口罩回歸市場自由

機制，由各院所自行採購或

逕行由廠商配送至醫療院

所。 

本次新增 

23 其他議題組

(地方創生

組) 

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建立中部地區地方創生交

流聯繫群。 

本次新增 

108年至 110年合計提案 81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