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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議會第 19屆第 1次臨時會－縣長施政報告 

謝議長、許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各位媒

體先進，大家好! 

欣逢  貴會第 19 屆第 1 次臨時會開議，
惠美
應邀提

出施政報告，深感榮幸。首先要向各位議員表達祝賀之

意，恭賀各位眾望所歸，在競爭激烈的選戰中脫穎而

出。 

承蒙鄉親的厚愛與肯定，讓
惠美
有機會為彰化服務，

每張選票的背後都是縣民的重託及期待，未來 4年，敬

請各位議員給予
惠美
寶貴意見和支持，能讓縣政順利推

展。 
惠美
自去年 12月 25日就任以來，除聽取各局處之業

務簡報，瞭解目前縣政推展情形，也召開重大工程專案

會議，積極研擬辦理各項競選政見。
惠美
堅持施政以民意

為依歸，以廉能為核心價值，縣府團隊將展現效率、執

行力，齊心協力將彰化打造成幸福城市。 

鑒於地方永續發展，需要有穩健財政基礎，考量目

前縣府財政困境，未來將積極開拓財源與加強財務控管

，
惠美
已要求各局處檢視過往及進行中的重大計畫，審慎

評估檢討其效益，透過資源整合，以最有效率、最節約

資源的方法完成施政目標。
惠美
的競選政見是縣府未來施

政重點，除了要加速充實縣內基礎建設、建構完整的運

輸路網，還要發展區域的驅動力、創造優質產業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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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以達成「美好彰化，希望城市」的縣政願景，讓彰

化成為許多台灣人的新故鄉，讓大家過著在地就業的好

生活。 

在全球城市發展的競爭下，彰化需要改造具有前瞻

的未來，為此對於縣政的整體發展，縣府已擬定十項施

政發展目標，作為今後縣政推動努力的方向，分別為建

構完整運輸路網、活絡區域都市更新、創造優質產業環

境、厚植農業經濟實力、營造樂活宜居環境、投資教育

多元發展、有感照護安心守護、建構社會安全網絡、深

耕文化創意行銷、便民服務廉能政府，各項政策細部計

畫已由各局處著手進行規劃，未來將逐步落實。期望各

位議員全力支持，共同為彰化鄉親開創美好未來。 

現謹就未來推動縣政的目標、重點發展計畫簡要報

告如后，敬請不吝指教。 

 

一、建構完整運輸路網 

彰化市鐵路高架化是確保彰化結合鄰近鄉鎮，達成

均衡區域發展的重要交通設施。目前本府已完成修正可

行性評估報告，俟台鐵局提供確認函後提報行政院，將

積極與交通部及國發會協商，加速本案審查作業時程。 

臺中捷運綠線延伸彰化案，已納入行政院前瞻軌道

建設，彰化段全長約 2.8 公里，經費約 68.3 億元。在

彰北捷運路網部份，已完成「彰化縣大眾捷運系統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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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網評估計畫案」，並送交通部鐵道局審議中，未來將

優先推動捷運鹿港線，串聯彰化市鐵路高架化、經彰化

市中心，帶動打鐵厝綜合開發專區、水五金產業區、彰

濱工業區等重大產業園區之發展。在彰南捷運路網部份

，規劃銜接現有的臺鐵員林站、高鐵彰化站、溪湖、田

尾，形成彰南「一環一樞紐」捷運系統，優先路廊為「員

林－埔心－溪湖－二林線」。 

為完善生活圈道路系統，目前施工中之工程有彰

129線拓寬工程、台 76 線埔心交流道至員林 30 米園道

北側新闢工程、縣道 146 線中正西路拓寬工程、148 線

拓寬改善工程、152線拓寬工程、洋仔厝溪第一標北岸

標工程、彰化縣烏溪堤岸設施改善工程等案。 

    另也爭取台 76 線東西向快速道路延伸至西南角，

路廊自台 19 線至西濱快速公路芳苑交流道，將增設 3

個交流道，目前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工程設計作業。

另外為完善埔鹽、福興及鹿港地區公路路網，在埔鹽鄉

增設之新水交流道位置確認後，本府將配合編列經費辦

理銜接平面道路的可行性評估，後續爭取納入交通部

104－111年生活圈交通建設計畫辦理。 

    又為解決鹿港地區公車停靠站點紛亂，及臺鐵田中

站前路幅狹小，無公車停靠月台問題，刻正辦理「鹿港

地區公車轉運站」及「臺鐵田中站車站周邊轉乘環境優

化計畫」工程，另溪湖轉運站部分也正研擬申請補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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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各轉運站成後將提供民眾優質有效率的公共運輸服

務。 

 

二、活絡區域都市更新 

針對本縣整體空間發展結構、農工產業競合、農地

資源總量、未登記工廠、氣候變遷、國土保育、城鄉成

長管理等議題，配合各主管機關訂定未來至民國 125年

的空間發展計畫、成長管理計畫及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等。

為促進本縣國土利用，將優先辦理彰化交流道特定區通

盤檢討轉型活化，檢討既有的農業區使用型態，評估轉

型發展可行性，以輔導適當區位轉型變更為產業發展專

區或住商使用分區。另在都市計畫內工業區土地轉型發

展方面，也將透過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或個案變更方式，

把不適宜工業區調整變更為最適分區，以順應地方發

展。 

為引導彰化市整體發展，改善居民生活環境，目前

正辦理擴大都市計畫，將彰化市東區部分非都市土地納

入都市計畫管理。另外本縣高速鐵路彰化車站特定區計

畫，自 100年 3月公告發布實施並完成區段徵收作業至

今年將屆滿 6年，為符合現況與都市發展，將辦理第一

次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以活化土地使用。在促進產業發

展部分，已啟動多項產業專區計畫，如推動彰化水五金

田園生產聚落特定區計畫、新訂中科二林園區特定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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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畫，將引導周邊土地使用發展，活化地區產業及提

升環境品質。 

 

三、創造優質產業環境 

本府已規劃各項重點工作，首先是「引進國際電商

，設置中小企業行銷平台」，電子商務是目前產業通路

的發展趨勢，正積極與外貿協會及經濟部洽接，引進國

際電商，同時推動產官學合作，設置中小企業電商服務

平台，以協助本縣產業拓展海外市場。 

在產業在地化方面，積極推動「產業園區」，包括

在彰化高鐵特定區打造「綠色智慧產業園區」；在鹿港

打鐵厝推動「物流產業園區」及「綠色醫療產業園區」

，期盼新型園區為地方注入新活力。未來在縣內各交流

道等重要交通動線區域，將透過彰化縣國土計畫，規劃

適合土地，招商引進物流業進駐，加速農工產品快速流

通，創造更大經濟產值。 

商圈是地方民生經濟與特色的展現，為輔導商圈發

展，規劃各鄉鎮商圈構成彰化四大區域特色商圈群：半

線慢城商圈群、經典美食商圈群、高鐵農創商圈群及海

風故事商圈群，成立商圈行銷輔導團隊，促進商圈自主

提案，推動商店街行銷發展，並爭取中央經費挹注輔助

商圈，帶動區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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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厚植農業經濟實力 

為提升彰化農業競爭力，設計「彰化優鮮」品牌向

國內外行銷本縣農產品，積極輔導農民生產高品質農產

品，並輔導小農合作建立具規模的經營團隊。為促進農

業永續經營，建立閒置農地媒合平台，協助青農回鄉務

農。與行政院農委會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合作規劃的「中

臺灣高科技農業產業園區」，未來將提升為國家級產業

園區，本園區完成將引領本縣農業育成、農業科技、農

業物流及農業加工各項設施之快速發展。 

花卉也是本縣重要農產品，為打造國家級花卉拍賣

中心，將積極輔導花卉合作社強化充實花卉交易設備，

以利拍賣品質提升，確保花卉品質，創造花農最大利

益。 

 

五、營造樂活宜居環境 

為打造彰化好環境，在各鄉鎮市人口稠密地區持續

推動汙水下水道建設，改善排水環境品質及河川水質。 

本縣公共污水下水道截至去年底接管戶數為 4,050

戶，未來期許四年內本縣的接管戶數能一舉超越過去累

積的戶數，讓彰化更潔淨更宜居。近年暴雨強度頻率增

加，將透過都市排水檢討，優先在易淹水地區興建滯洪

池及雨水下水道，藉由快速吸納逕流洪峰以減少淹水，

本縣各鄉鎮易淹水地區，也將配合中央逐步辦理雨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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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改善工程。 

在景觀建設方面，建設計畫包括「鹿港溪再現再造

水岸景觀計畫」、「溪湖綠色生活基盤營造計畫」、「田尾

迎賓之心規劃計畫」、「彰化縣烏溪堤防水岸遊憩廊道串

連計畫」、「八卦山大佛風景區公共設施檢討規劃案」、

「建設八卦山民族新村公園」、「彰化市人本城區環境改

善計畫」及打造縣內兼具友善及共融特色公園，藉由這

些計畫的完成，讓彰化成為兼具優質樂活與觀光休閒的

好環境。 

協助青年就業創業，讓縣民在地好生活，是
惠美
重要

的縣政目標之一，為協助本縣青年在職涯發展及求職階

段，找到自己職涯方向，並協助青年提升專業技能及培

養自信，規劃設立「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培力青創人

才，開創更多就業機會，提高青年就業率。今年將辦理

一系列青年就、創業促進方案，使青年適才適所，並將

結合全國大專院校之彰友會，建立企業與轄內青年交流

平台，安排在外地求學之大專院校學生參訪縣內事業單

位，實際了解職場文化，提高青年返鄉服務意願。 

維護良好空氣品質是政府的重要職責，本府將透過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7條好鄰居監督條款，擬定空氣污染

防制計畫會商機制，督促中火燃煤四年實質減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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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資教育多元發展 

為妥善照顧學生營養健康及減輕家長經濟負擔，今

年將持續辦理國中小免費營養午餐。另持續推動「平價

優質」公共化教保服務，以減輕家長育兒負擔，提升教

保服務品質。 

建置「新住民及子女」新苗共學中心，鼓勵新住民

及其家庭共同參與相關課程，運用其語言及文化優勢，

積極激發潛能，結合學校與社區資源建構多元文化交流

與終身學習社會，並規劃辦理新住民子女語文活動及競

賽，以提升學生學習新住民語文動機。 

為營造學校國際化氛圍，強化學生國際視野，持續

推動國際學校認證計畫，藉由課程規劃與實施，以及國

外學校夥伴關係建立，提供學生文化學習與國際交流的

機會。另為提升偏鄉學校學生英語學習動機，鼓勵偏鄉

國中小申請數位英語學習教室計畫，配合數位科技融入

英語教學，使學習更趨多元活潑，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七、有感照護安心守護 

因應人口快速老化，積極向中央爭取「前瞻基礎建

設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補助款共 8億3,750萬6,000

元，將布建 39 處長照服務據點，以提升長期照顧資源

發展，整合所有長照服務之需求，設置單一窗口，提供

便利之服務。另推動「友善高齡好城市，敬老尊長好本

事」，透過「遠端照護高齡，科技管理健康」、「友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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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樂活，守護失智長者」、「守護獨居長輩，落實老人保

護」等專案計畫守護本縣長者，建立友善高齡生活圈。 

此外，在友善育兒空間部份，積極爭取中央經費增

設「托育資源中心」、「平價友善托育家園」，以提供民

眾平價友善高品質托育服務。 

鑒於癌症對國人的危害，除提供中央政府 4 項癌症

（大腸直腸癌、子宮頸癌、乳癌、口腔癌）篩檢以外，

今年持續提供低劑量電腦斷層肺癌篩檢，並積極向衛福

部國民健康署爭取肺癌篩檢試辦計畫，提供高危險群早

期篩檢及適當治療，此外也透過與縣內各大醫療院所、

醫事團體合作，加值提供胃癌、肝癌及肺癌篩檢，辦理

「推動社區民眾肝癌防治、肝硬化、脂肪肝三合一篩檢

服務計畫」、「胃癌防治暨胃幽門桿菌篩檢服務計畫」。 

 

八、建構社會安全網絡 

提供縣民安全的生活環境是政府首要責任，為建構

社會安全網絡，將加強「維護社會治安，杜絕毒品危害

、打擊詐欺犯罪、檢肅非法槍械」。為「打造安全交通

環境」，將推動「護老交通安全專案」、「易肇事路段會

勘診斷」、「號誌優化改善及運用轄內公益團體資源」等

措施，並加強宣導，建立民眾守法觀念，養成正確用路

習慣。 

在保護婦幼安全方面，整合現有社政、衛政、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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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民政及戶政等系統，藉由警政深入地方及在地

社區與民間團體力量串聯，經由社區治安會議、民防人

員訓練，宣導婦幼安全，鼓勵社區及鄰里「人人都是吹

哨者」，即時通報介入，以預防家暴、兒虐及性侵害等

案件發生。 

 

九、深耕文化創意行銷 

彰化建縣 296年，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為充實民眾

藝文涵養，持續辦理「傳統音樂戲曲傳習計畫」及「彰

化國際傳統戲曲節」，邀請全國各地優秀館閣團隊齊聚

彰化，以提升傳統戲曲能見度。 

為鼓勵青年投入文創產業，並推動閒置空間活化再

利用，以「公益換租」概念，甄選文創及藝文工作業者

進駐，打造文創及青創示範基地。為行銷彰化文化之美

，本府推動「卦山 3號」文創市集，免費提供市集展售

平台，邀請文創及手作業者、街頭藝人共襄盛舉，鼓勵

在地人用創意分享彰化人的精采文化。 

為強化本縣文化資產保存與活化再利用，積極向中

央申請經費，獲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 1 億 1,571 萬

2,000元，辦理古蹟與歷史建築之修復及再利用。另為

發揚在地傳統工藝，將積極推動設立工藝博物館，目前

規劃以縣內現有館舍為基地，介紹主題工藝、展示各類

工藝作品及推動工藝教學，以活化傳統工藝，進而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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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傳承、發揚之目標。 

 

十、便民服務廉能政府 

為推動便民服務廉能政府，擬定「戶政組織再造」

、「假日及夜間律師法律諮詢服務」、「檢討員額配置，

人力精實管理」、「落實績效考核，激勵優質員工」、「貫

徹公務紀律，確保依法行政」、「建置民眾申請案件透明

化查詢系統」、「落實行政效能與政策導向培訓機制」、

「公開透明，依法行政」、「加強查核公共工程品質」、「建

立多元繳稅管道，強化便民服務措施」等多項廉能便民

服務政策，期盼能在短期內脫胎換骨，成為最有效率、

最便民、最貼心也最廉能的政府。 

 

今天非常感謝大會給
惠美
機會提出施政報告，懇請議

長、副議長暨全體議員給予
惠美
和縣府團隊支持與指正，

我們將全力以赴，努力打拚，改造彰化，翻轉我們的命

運，讓彰化成為一個幸福宜居的好地方。 

敬祝 

大會圓滿成功！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平安健康、萬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