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論壇 
International Forum 

 

 

主持人： 

陳立剛 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主講人： 

日本會議全國地方議員連盟 

菲律賓議員聯盟 

印尼萬隆地方市議會 

吐瓦魯富那富提市宗族代表會議 

馬來西亞檳城州立法議會 

台灣地方議員聯盟 

主講題目： 

後疫情時代（各國及地方政府）的超前部署議題與策略 

 

國際論壇 YouTube 影音全紀錄（內容自 3:52:04 開始） 

日本地方議員聯盟發表資料 

印尼萬隆地方市議會發表資料 

吐瓦魯國議會發表資料 

 

陳立剛（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大家午安！各位貴賓，各位女士，歡迎來到我們的各國首席論壇，首先，我

要利用這次的機會，歡迎所有的國際的講者，今天我們有不同國家，總共有八個

(左起) 趙永茂教授、王威元理事長、林晉章榮譽理事長、陳立剛教授 

https://youtu.be/yfS4W2FhbzI
http://www.tcforum.org.tw/20220307114916.pdf
http://www.tcforum.org.tw/20220307111946.pdf
http://www.tcforum.org.tw/2022030712313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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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代表與會，有七個國家的代表會發言，因為我們日本的代表，還要趕到其

他的地方，所以，我們就首先歡迎日本的栗山欽行議員，先跟我們分享。 

栗山欽行（前東京都議會議員／日本會議全國地方議員連盟）： 

  大家好！今天在這個活動裡頭，非常感謝剛才的講者，有這樣一個演講，這

個演講，有非常值得參考的案例，也同時跟各國分享這樣的案例，我覺得是很棒

的演講。 

  現在我利用這個

機會跟大家報告，但

是因為時間有限，我

只能跟各位，簡單的

報告我們日本的對策

方案，在 2019年的十

二月，中華人民共和

國湖北省武漢市，發

生了原因不明病毒性

肺炎，就是 COVID－19，

一開始的時候，因為資訊的傳達有所延遞，造成了全世界的大規模感染，也造成

了各國的恐慌。 

  2020年三月十一號，WHO秘書長譚德賽說，這次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應該

在剛開始的時候就進行封鎖，但是實際上是不容易做到的，WHO沒有發揮他成立

目的的功能，他感到非常的遺憾，全世界各個國家，包括今天參加這個會議的國

家，都依照各國的法律制度，非常努力的要去防範疫情，不只是自己的國家，世

界各個政府和各種的組織，都想努力的去防止疫情的擴散，有關這點，容我像在

場的各位，致上最誠摯的敬意。 

  至於日本的防疫策略，因為我們的憲法和其他國家不一樣，由於我們的憲法，

對於危機管理和保障，沒有相關的規定，所以我們在進行防疫工作時，不具有強

制力，所以，我們對地方政府，只能以勸導的方式，請他們打疫苗，請他們戴口

罩，手部消毒等等，所有的防疫措施，只能依賴國民的配合意願。 

  現在我們透過疫苗，身上的免疫力也顯著的上升，我們新的首相告訴我們，

他會盡早達成全國國民的疫苗接種，我們現在接種的疫苗，有輝瑞、莫德納以及

AZ三種。 

  截至昨天為止的數據是，第一劑的接種已經接近一億人，占百分之七十九，

第二劑的接種是，九千七百多萬人，占百分之七十七點三，明年年初，我們會對

醫療從業人員，作第三劑的提前優先接種，接著，我們也會讓我們全國的民眾第

栗山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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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劑來接種，現在，到昨天為止，已經有兩萬多位的醫療人員，作了第三劑的接

種，加上今天的人，整個接種人數將再提高。未來全國國民，將接著準備施打第

三劑疫苗。 

  對於疫情，我們的政府會怎麼處裡？首先我們會檢查苗，和治療藥物的補給，

強化治療的流程，同時預想最糟糕的狀況，防範下一次疫情擴大。今年(2021年)

夏天，我們發生感染的高峰，從這次爆發的疫情當中，我們也學習到經驗，未來

如果病毒的感染力，如果變成兩倍的話，我們也要先作防範，強化我們的醫療提

供體質，還有強化我們的疫苗接種，還有治療藥物，透過這樣的方法，我們希望

能夠防止重症的發生，並確保我們的病床，不會有供不應求的狀況，就算感染擴

大，也能避免國民的健康，和生命受到傷害。 

  未來再遇到這種狀況，我們希望能夠減少感染的風險，然後盡可能持續去維

持，我們經濟日常的活動，去實現一個全新的日程，假設我們病毒的傳染力超過

兩倍，或者甚至到三倍，壓迫到我們醫療的時候，我們就可能就必須限制國民的

行動，或是作有彈性的限制，並使用公權力，去限制除了新冠病情以外的一般醫

療，然後設置緊急的病床，這些具體的方案和對策，我們都準備好了。 

  現在又出現 Omicron的變異株，對於這種不斷變異的病毒，我們希望盡快去

處理，和今年年初比較，現在我們臨時的醫療設施，已經擴充了四倍左右，同時

我們的公立醫院，也有專責的病床，專責的醫療團隊人才也已經建立，為防範未

來疫情的擴大，我們會充分運用 IT 的大數據能力，核實病床數目，我們政府，

也會將全國醫療機構，病房狀況、醫療人員的狀況、人工呼吸器、醫療設備等資

源，透過 G-MIS設備傳輸，作一個機動合適的管理，調控分配。 

  我們也有在研發相關的疫苗和治療藥物，但是因為我們的藥事法律的規定跟

其他國家比起來，比較的嚴謹，所以研發的時間比較慢，未來我們計畫投入二十

億日圓，去研發口服的治療藥物，我們希望在今年內完成研發實用化。 

  這這次因為有 Omicron變異株，假設他的傳染力變兩倍的話，有可能輕度變

重度，患者可能需要三十五萬劑份，假設感染力變成三倍的話，我們需要準備五

十萬劑的藥物，所以我們希望在今年，可以準備好二十萬份，同時，在明年三月

底前，能夠準備好四十萬，加起來總共準備六十萬劑，提供給醫療現場，今年的

冬天，我們要作中期的防疫措施，所以今年冬天，我們也會準備一百萬劑的口服

藥物，加上剛剛的疫苗六十萬劑，共有一百六十萬劑的治療藥物，這是政府提出

的宣言。 

  現在不只政府有對應，未來我們地方的自治單位，也必須要協助我們，也要

國民的配合，國民必須要徹底實施衛生管理，同時去攝取正確的資訊，一起防範

新冠疫情，這也應該是全世界共同的事情，其實講到衛生，是日本人創造的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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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清朝之前，是沒有衛生這個用詞的，日本創造衛生這個漢字，然後流傳到

海外去，其實衛生這兩個字，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對於新冠肺炎，沒有人對他有正面的看法，但是換個角度來看，新冠肺炎讓

我們對人的價值觀，對生活型態，學習的方式，造成很多的改變，這是一種不同

的變革，這點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新冠疫情的擴散，造成了國家地區，還有溝通

的分裂，我們可以把這個當作是一個負面的案例，藉此創造出一個全新的社會和

政治上的協調，全球的所有人在這種維繫狀況下，大家應該會重新感受到，社會

其實非常貼近自己的生活，國家、地方政府、醫療機構以外所有的人也是一樣，

一般人也必須要去配合協調，一起度過這個難關，大家應該要理解到這個的重要

性。 

  全球現在是無縫接軌的，例如中國那邊的人力物流，現在如果中斷了，那我

們日本的觀光產業，還有製造業，全球的供應鏈，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日本也

是會受到影響，而且是無法迴避這樣的影響，這個影響未來可能會長期化的，同

時會在各個領域上，造成一些避險的動作產生。 

  在後疫情時代的國際社會，我們必須去共享一些政治理念，還有法律體系，

還有適當的資訊公開，然後再次建構現代國與國之間的信賴依存關係，這是非常

重要的課題。 

  特別是根據現代這種案例的發展情況來看，未來有可能再發生全球規模的這

種生化恐怖攻擊，關於這種防疫的部分，我們必須要特別強化，同時，我們還沒

有找出，這次疫情發生最根本的原因，這也是我們今後很重要的課題，國際社會

必須要去聯繫，找出這個問題的真正的原因，然後去建置出一個環境，防範狀況

再次發生。 

  我相信特別是跟與會國家維持健全的關係，還有維持穩定的國家權力這個部

分，還有保護供應鏈，這些都是在經濟安全的保障上，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這

讓我再一次感受到，亞洲地方議員論壇的意義還有重要性，所以我也祈禱我們的

會議，更加成長茁壯，以上，是我的發言，謝謝！ 

陳立剛（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非常感謝您的簡報跟分享，談到日本政府如何對抗疫情，您也提到很多不同

的機制，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能去採取這些防疫的措施。 

  我想藉這個難得的機會，向您致上謝意，自今年的六月跟七月，本政府捐贈

了三百四十萬劑的 AZ 疫苗給台灣的人民，我們要再次感謝日本政府跟人民，我

相信這也是日本人民，跟台灣人民之間，友誼的最佳展現，同時也再次感謝您的

分享，謝謝您的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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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二場的簡報，是來自菲律賓，由主席來進行報告，他會是我們第二位

的簡報人，我們現在請您來開始報告，謝謝！不知道菲律賓的代表準備好了嗎？ 

Gina Gulanes PEREZ（菲律賓議員聯盟代表）： 

  我們的主席有連線的問題 

陳立剛（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請問有其他的代表可以代表發言嗎？ 

Gina Gulanes PEREZ（菲律賓議員聯盟代表）： 

  我們要請我們的前會長 Maybelyn Dela Cruz－Fernadez，ACF 的發起人之

一，她會代表我們的國家主席來發言。 

陳立剛（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謝謝，歡迎 Maybelyn 我們的老朋友、好朋友歡迎 Maybelyn。 

Maybelyn Dela CRUZ－FERNADEZ（前菲律賓議員聯盟全國會長）： 

  謝謝大家！午安！王理事長，林榮譽理事長，全國會長大家午安！非常感謝，

能再一次在 ACF上面來發言，我知道菲律賓即將主辦第六屆大會，我們也要感謝

大家，對我們的支持，感謝所有亞洲地方議員論壇 ACF的成員，我希望待會 PCL

的主席，能夠連上線，在此同時，是不是先請其他的代表來發言 

陳立剛（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謝謝 Maybelyn 謝謝您的建議，我們第三位的代表應該是來自印尼的

Dr.H.Edwin Senjaya,SE.,MM.，Dr.Edwin請。 

Dr.H.Edwin SENJAYA,SE.,MM.（副主席／印尼萬隆地方市議會）： 

  大家好！大家午安！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要特別感謝大會，讓我有這個

機會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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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感謝今天

所有的講

者跟與會

代表，我

是

Bandung 

City 

Council

的副主席，

今天我要跟大家說明的是，我們的家庭跟社區為基礎的都會食品安全。COVID－

19 的疫情，在各個國家，都造成不同程度，不同面向的影響，同時我們看到各

國，也都採取了很多的限制作為，防疫的措施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大家很多

的活動都在家進行，這也導致了社區行為的改變，這樣的行為，變得更加的個人

主義，另外，疫情帶來的影響，就是恐慌性的購買，社區他們覺得很害怕，所以

他們在家中囤放這個日常用品，盡可能在疫情開始之前，能夠存放物資，這種恐

慌性的購買，其實也造成了對其他人的忽視，而對於食物的需求也與日俱增，很

多人都希望能確保他們每日的需求，尤其是在這個封城之戰，能夠飲食無虞。另

外一個影響，就是失業率上升，因為很多的公司和企業，都被迫停業，但是，這

個疫情也會帶來一些正面的影響，他提升社區人類對於疾病脆弱性的認知，同時，

人們可以去使用健康的飲食，規律的運動，能夠有更好的睡眠，能夠更規律的健

康檢查。 

  在克服食物

的 問 題 方 面 ，

BANDUNG市也推動

了一個計劃，叫做

BURUNA SAE，他試

圖去運用空曠的

空地來種植，滿足

家庭食物的需求，

包括教大家在自

已家中種菜種水

果，還又去種一些

具有藥效的植物，

還有養魚，養家禽，進行有機或者是家庭廢棄物的管理、播種，最後就把這些過

程當中，製造出來的產物，轉為高經濟價值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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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期間，我們和很多的利益相關者來合作，包括大學，還有社區，媒體，

還有全國性國際性 NGO組織，以及印尼的國軍，還有印尼的警察單位，在這個過

程當中，這樣一個措施，不僅滿足了各個家庭的需求，也能進一步推進社區的生

計跟活動。我們試著社區的復甦，我們有一個家庭綠手指的計畫，可以增進我們

開心的指數，還有加強了免疫系統，另外能讓身心更快樂，所以在未來，我們不

只是用 GDP成長，來衡量國家的進步，另外還有 GDH，也就是我們國家的幸福指

數，還有 GDW，是有關我們國家人民福祉的指數。 

  投影片上就是我們相關的活動的照片，他們去種植不同的蔬菜，去滿足每日

的需求，也提供社區一些健康的食品，另外就是在疫情期間，可以供應在地的需

求，甚至如果有多的話，還可以去提供給周邊的地區，我報告就到這邊，謝謝大

家的聆聽，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歡迎跟我聯繫，希望我們這個計畫，可以提供

大家參考，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陳立剛（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謝謝 Dr.H.Edwin 您的簡報，是有關印尼這邊的食品充足的部分，另外在食

品的供應問題，在其他很多的國家都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很有趣很有意義的活動，

從一個社群出發，然後來提供我們社群相關的食物的需求，很有趣的一個計劃。 

  Dr.H.Edwin 副主席是第一次來參加我們亞洲地方議員論壇，我們謝謝您的

分享，未來我們也歡迎您加入我們亞洲地方議員論壇 ACF的大家庭。 

  我完全同意您剛剛簡報的內容，其實這個新冠疫情，是一個危機，但是他也

反映出，我們是不是應該有不同的想法，作一些不同的事情，譬如說，在社群裡

面增進我們的互動，改善我們食品的供應，當然，針對食物這一塊，其實對全球

來講都是很關鍵的議題，不管是在印尼，在菲律賓，在其他的國家，都會有同樣

的情況，謝謝你跟我們分享，謝謝！未來，也希望您能持續的參加我們的活動，

謝謝您！ 



國際論壇 
International Forum 

 

我們下一個講者來自吐瓦魯，吐瓦魯因為比較遠，我們在聯絡上比較困難，所以

我們用一個預錄的影片來發言，吐瓦魯雖然比較遠，但是，這是這位議員，第三

次來參加我們的活動，讓我們歡迎吐瓦魯的 Siliga Atiake Kofe 酋長。 

Siliga KOFE（議長／吐瓦魯國富納富提宗族代表議會）： 

  其實我們吐瓦魯這邊，還沒有甚麼樣的疫情，接下

來，我會跟大家分享，政府如何去作防疫，另外分享我

們在疫情結束之後，我們有甚麼樣的計畫。 

  如果說一旦有了疫情之後，我們要如何預防，我們

在地的經濟被影響，首先，我們吐瓦魯，有一個政府規

定不得進入的地區，除非是我們吐瓦魯的公民，而且已

經接種過疫苗之後，就是你前三天有接種過疫苗，才能

夠來到吐瓦魯，一旦他們來到之後，會被隔離十四天，

會在集中的防疫設施作隔離，這是政府提供的。 

  商業飛行都已經禁飛，除非是食物或者是醫療物資的運送，或者是歸國的公

民，所以我們主要是用船運生質燃料，還有我們生活的食物等物資，只能來到我

們的首都，我們所有的物流運輸的監管，都是由我們國家新冠肺炎委員會來負責，

這個工作小組做物資配給的工作，確保大家都能買到物資，到目前的話，我們這

個工作小組是有達到保障國民健康的任務。 

  通常有這些傳染病的時候，需要有自我隔離的情況，有將近六百人在政府資

助下搬到我們的離島，因為食物等物資都仰賴海上運輸，脆弱性比較高，所以反

而增進我們在家種植水果蔬菜的活動，同時有更多的人願意去做在地的生產，也

願意更專注在國內的相關營養健康的議題上面。 

  其實新冠疫情，完全影響到我們生活的方式，我們所謂的新常態，大家都在

學習如何調整，如何去與病毒共存，當然也因為我們的生活成本，有這些封鎖的

關係而變高了，所以我們有更多在地食物生產的需求，也因為更高的風險，更多

的成本，所以，在我們的生產線上更多的服務，都變得更昂貴了。 

  至於未來，我們的封鎖也會結束，隔離的時間可以縮小到三天，我們的政府

在隔離設施裡面，會提供食物，還有一些治療等等，另外就是輕症，我們可以讓

他在家療養，重症當然就要住院，我們的衛生部門，其實是意識到，我們還有更

多的事情要做，因為畢竟總有一天，也有可能會有突破性的感染，比如說，像是

很多的人要離開吐瓦魯，要離境了，他們是不是有相關的疫苗，他們離開後，相

關服務業，或是在一些醫療業是有人力不足的情況，如果有疫情發生，我們在考

量一些離島是要全面封鎖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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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剛（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謝謝 Siliga Kofe 分享吐瓦魯這邊的情況，還有面對新冠疫情的一些措施，

讓我們很高興聽到，在吐瓦魯這邊，有一點與世隔離，有點像人間仙境，幾乎是

沒有甚麼疫情，而且隔離只要三天，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你剛剛有提到在地的經濟跟食物供應，在地自給自足的情況，我覺得這是很

重要的一點，我們總是要考量到是在地的生產，而且成為我們一個草根的活動，

是從下到上的，去做食物的在地生產。 

  接下來，我想要邀請馬來西亞這邊的代表，讓我們歡迎李凱倫議員。 

李凱倫（議員／馬來西亞檳城州立法議會）： 

  首先要謝謝大會的邀請，邀請我來參加這個論壇，謝謝林晉章榮譽理事長，

還有王威元理事長，今天我是代表檳城州議會議長，劉子健先生出席這場第五屆

亞洲地方議員論壇年會，非常高興，也非常榮幸，能跟各個國家，跟台灣的朋友，

有這樣的機會交流。 

  我剛剛聽了陳時中部長，跟邱淑媞

教授的演說，讓我受益不淺，特別台灣

的抗疫經驗，有很多方面，對我們馬來

西亞檳城，具有參考的作用。我們都知

道，這次 COVID－19的疫情，我們馬來

西亞，在去年年初（2020 年），抗疫工

作做得還不錯的，當時，我們馬上就封

城，我們國家所有的經濟社會活動都被

停止，每一個人都要留在家中，所以那

個疫情在開始的時候，是非常的受控制，

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但是到今年（2021年）年初開始，我們的病例，就一天最高可以高達兩萬五

千人染疫，那個時候，疫苗接種的計劃還沒有開始，我們的疫情是非常的嚴重，

死亡率也非常的高，甚至還沒有送到醫院就過世，現在疫情有一點趨向好轉，我

們現在的情況，相對台灣接近清零的情形，還是控制在每天四至五千的確診案例，

所以疫情相對來講，還很嚴重。 

  只是我們馬來西亞疫苗的接種率還是蠻高的，我們成人的接種率，有到百分

之九十七點二，青少年十二歲到十七歲，我們接種率，也百分之八十六點六，我

們中央政府，已經準備了兩百六十萬第三劑疫苗，我們的疫苗接種的範圍和速度

算是蠻大、蠻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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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又出現 Omicron 的變異株病毒，使得我們原來明年初，要開放國門的計

畫，可能又要被擱置了，因為疫苗對於 Omicron的防護程度，充滿不確定性，剛

剛邱淑媞教授，形容得很好，疫苗如同是一把傘，不是萬靈丹，不要期待他能完

全隔絕病毒。 

  我們原本希望，這個傳染病在 2022 年能夠過去，或者變成一個區域性的傳

染病，目前看起來，好像沒那麼有把握，這個是目前我們面對的重大挑戰，目前

既不能開放封鎖，所以能做的，只有不斷的提高疫苗界接種率，尤其是第一線抗

疫的醫護人員，更要加強疫苗的接種。 

  在後疫情時代，我們亞洲地方議員論壇，將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面對疫情，

我們檳城議員的服務處，一時之間，都變成一個聯繫中心，對於居家隔離的民眾，

我們會跟他們聯繫，詢問生活上，包括物資財務等等，是否有任何需要我們服務

的地方？另外有關家暴的問題，隨著疫情嚴重程度，居家隔離的人越多，而家暴

案件數量也跟著上升，我們的議員服務處，對於家暴案件也和警方連線，隨時提

供家暴受害者的援助。 

  另外在疫情當

中，資訊科技變得

很重要，所以在疫

情之下，我們議員

的服務處，也成為

提供資訊服務的中

心，隨時提供民眾

需要的資訊服務，

以上三方面的功能，

我們議員服務處都

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各位在座的貴賓，身為議員民意代表，面對這樣的疫情，我

想全世界都一樣，如何幫因為疫情受困的民眾能夠解困，是我們都要面對的重大

挑戰，至於政府如何及時的提供保護傘，並且滿足回應民眾的需求，未來我們要

積極的，去找出具體的方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謝謝大家！ 

陳立剛（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謝謝馬來西亞的李凱倫議員，他分享了地方議員可以做為這種客服電話中心

的角色，同時也能提供家庭問題、家暴的救助跟諮詢，同時，也可以做為一個數

位的資訊中心，提供很多疫情的資訊。我知道馬來西亞一直在調整政策，尤其是

碰到新的變種病毒的時候，調整一些相關的做法，謝謝您的分享。 

  檳城當然是以美食，跟文化的多元性來著稱的，非常感謝您的分享，菲律賓

李凱倫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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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Maybelyn要不要代表來講幾句話？ 

Maybelyn Dela CRUZ－FERNADEZ（前菲律賓議員聯盟全國會長）： 

  大家午安！

這個簡報原本

是會長要來負

責的，我們知道，

疫情為我們帶

來了很多的挑

戰，影響我們生

活的每一個層

面，也對我們國

家經濟造成了

影響，在經濟的

影響方面，我們必須跟各個單位合作，來解決這些問題，同時，我們也希望能夠

去提升經濟的復甦，同時能夠去建立更好的一個軔性，同時也能去打造更好的社

會。 

  這次的疫情，讓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光明面，在此同時，中央跟地方政府，能

夠彼此合作出回應，同時，我們也在各個層面做出回應，我們也建立防疫的相關

的措施政策與協定。 

  菲律賓這個緊急傳染病工作小組，在 2021 年成立以來，確認防疫方面的措

施，去年三月七日，菲律賓發現了第一個確診的案例，全國到了三月二十五日，

就進入了緊急狀態，我們已經確認了疫情的散播，所以我們從三月開始，就進行

整個封城的措施，一開始的防疫隔離，連續了相當長的時間。 

  在此之後，我們也進行了一系列的評估，來進行措施的調整，包括了一個隔

離的區域，我們有一個 ECQ，也就是升級的社區隔離，在某些地區，我們會去進

一步限制民眾的移動，只有跟重要經濟活動相關的公共運輸才能繼續，在過程當

中，我們也有相關的人員，能夠確保這種升級的社區防疫措施，能夠確實的執行。 

  所以在疫情開始的前兩個月，全國執行 ECQ，之後，我們看到這個所謂的 ECQ

跟 GCQ，也就是稍微放寬的社區防疫措施，自此之後，活動跟移動性進一步的放

寬。 

  因為製造業雇用了全國大概百分之五十的人口，所以製造業能夠繼續的營運。

在公共運輸方面，同樣也存在一定的限制。在各別的民眾活動方面，大眾運輸系

統也進一步實施社交隔離的措施，我們能去確保相關的產業，在做好防疫措施的

情況之下，能夠繼續運作，這也是我們看到，這 ECQ跟 GCQ之間的轉換，在這個

Maybelyn Dela Cruz－Fernad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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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我們確保能夠維持一定的水準跟條件，政府也頒發了一系列的措施，來進

行防疫的工作。 

  現在我們非常的感恩，在 Omicron這個變種病毒被發現之後，我們目前只有

很少的變種病毒案例，這段時間我們將會繼續密切的觀察後續的發展情形。或許

是過去大規模的疫苗接種計畫，使得目前這種變種病毒案例相對低，所以我們也

將繼續進行，這種疫苗施打的計畫。 

  我們也看到更多的民眾，願意來施打疫苗，過去民眾施打的意願比較低，後

來出現這種變種病毒之後，才提高民眾施打疫苗的意願，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菲

律賓人來施打疫苗，我們看到確診病例正在減少中，這個部分，我們是非常感恩

的。 

陳立剛（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謝謝 Maybelyn 的分享。 

Maybelyn Dela CRUZ－FERNADEZ（前菲律賓議員聯盟全國會長）： 

我在這裡要跟大家說聲抱歉，我們的理事長，其實他是很想跟各位做交流，我本

來只是一個與會者而已，我也謝謝請我來分享。 

陳立剛（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我還記得，當初您和林理事長和松田會長，我們在 2016 年，菲律賓舉辦的

年會上共聚一堂，也感謝您當年對我們的熱情接待，您有一個很棒的團隊，接待

我們亞洲地方議員論壇的所有與會者，再次的謝謝你們！ 

Maybelyn Dela CRUZ－FERNADEZ（前菲律賓議員聯盟全國會長）： 

  沒錯，我們菲律賓也非常的歡迎各位，也希望你們明年能再回來。 

陳立剛（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我們也很期待 2022年可以再拜訪菲律賓。 

Maybelyn Dela CRUZ－FERNADEZ（前菲律賓議員聯盟全國會長）： 

  我們 PCL這邊想要補充一點東西。 

陳立剛（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好，請發言。 

Gina Gulanes PEREZ（菲律賓議員聯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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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 Omar市議會代表，想要跟大家分享，在地疫情回應的措施。 

陳立剛（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好，我們現在請這位議員。 

Lalaine MARCOS（議員／菲律賓 Omar市議會）： 

  很榮幸能來參加亞洲地方議員論壇，我本來只是一個與會者，我不應該來做

分享，我是來自 Omar 市，在菲律賓不是一個很大的城市，我們有二十四萬的人

口，其實現在已經有五天的零確診了，我們很高興能達到這樣子的成果，雖然我

們知道會有下一波的疫情，但是我們的市長，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領袖，我們去

年三月十三日，首先封鎖了城市，比全國杜特蒂總統宣布封鎖還早兩天，所以我

們很快的就封鎖了邊境。 

  我們的居民只能回來，但是他回來必需要自我隔離，除了自我隔離以外，我

們也有集中隔離場所，但是那時候這個 BOT還沒有交付給使用方，我們把他臨時

的挪用，作為隔離的設施，所以在過往的一年，不管你回來的城市有沒有疫情，

回到我們的家鄉的時候，都必須要做十四天的隔離，政府會提供食物和設施，到

目前為止，我們的統計共有三千多位確診，這是過去兩年的數字，最近已經慢慢

到零確診。 

  現在我們已經達到百分之九十的疫苗接種率，在菲律賓所有的城市裡面，算

是表現得比較好。另外就是，我們當時決定自行購買我們自己的疫苗，來確保我

們的人都能施打疫苗，這就是為什麼會有百分之九十的疫苗施打率的原因，甚至

我們第三劑的疫苗也準備好了，另外五歲到十一歲，也要開始接種了，希望可以

加速施打，讓我們未來，很快就可以能有實體的接觸。 

  就我們的經驗來說，我們之前也有食物供給的問題，因為在封鎖的時候，大

家都沒有了工作，所以，我們是每一戶提供兩袋白米，希望在封鎖的這幾個月，

能幫助他們有物資，另外，就是鼓勵他們自給自足，還有以物易物，譬如說蔬菜

的交換，另外也有一些外部物資的引進，現階段已經達到零確診，我們都很高興。

謝謝大家！ 

陳立剛（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謝謝 Omar 市議員的分享，您剛剛有提到，很多的在地政府，都很積極主動

的去自主行動，去獲得充分的物資和充分的疫苗，這真的就是我們地方議員的責

任，這真的是很棒的表現。 

  邱署長剛剛也講台灣雙北市的市長，也是主動的去照顧全民的健康，您剛剛

跟我們分享的，是菲律賓的例子，譬如說提供每戶兩袋白米等足夠的物資，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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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分享，很棒的案例。 

  我們剛剛巴基斯坦的議員，有在線上嗎？如果有，歡迎發言！如果還沒有在

線上，我們下一位要邀請的，是我們台灣王威元理事長。 

王威元（理事長／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新北市議會議員）： 

  各國的好

朋友大家好，我

們準備了十分

鐘的簡報，要跟

大家報告我們

新北市，對於新

冠肺炎疫情的

一些狀況，我先

做一個背景的

介紹，台灣在這

一次新冠肺炎的侵襲之下，全台灣最嚴重的城市，就在新北市，這次在市長侯友

宜的領導之下，我們採取超前部署和滾動式檢討的方式，將整個市政府，甚至把

整個警政的系統，納入這次防疫過程，因為時間的關係，我簡短的跟大家做報告。 

  我們這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徹底阻斷病毒的傳染源，因為我們相信，阻

斷了傳染源之後，才能夠讓我們的醫療院所降低負擔，不然，以這次新冠肺炎的

疫情，病毒的傳染力非常的強，通常是一傳八，一傳九，一傳十，大概是以這樣

子的速度和頻率做擴散，所以我們最主要是要阻斷傳染源。 

  在阻斷傳染源的過程當中，我們最重要的事情是做疫調，也就是我們要知道

每一位確診者的足跡，這個時候，我們的警政系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也有

賴於我們市長，曾經擔任過警政署署長，所以這一次，我們新北市警察局，幾乎

是以抓通緝犯的方式在監控，找出每一個接觸者，只要跟接觸者接觸過的，我們

都會利用系統找到，然後帶到醫療院所做檢疫，已確認是呈現陰性還是陽性反應。 

  即使是陰性反應，我們還是會要求隔離一段時間，然後再做第二次檢驗，通

常只要跟確診者有接觸過，或者有互動者，我們都會要求要隔離十四天，第一天

我們會做檢驗，到第十四天的時候再做檢驗，確保都是陰性的時候，才能夠解除

隔離，也就是說，透過這個方式，很有效地把這個可能的傳染源都找出來，這是

第一部份。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用前進熱區的方式，以科學判斷，看確診者的足跡跟

地點，看他的熱源分布在哪裡，然後我們就把篩檢站，直接進駐到熱源中心。在

社區裡面，我們要求所有的民眾，都來做篩檢，我們最高一天可以做到一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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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篩檢，讓每一個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如果是陰性，當然就沒有問題，但如

果是陽性反應，我們也不避諱的趕快去做跟他接觸過的疫調，最重要的是他的家

人及同事。 

  透過這樣的過程，我們主動出擊，主動的面對，找出所有可能性的感染源，

這樣我們才能夠締造在一百零八天當中，把這個如火如荼的疫情清零，能夠清零

之後，相對我們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我們在邊境做好管控，盡量沒境外移入的本土案例，我想我們的防疫，就能

接近告一個段落，以上是我簡單的分享。 

  今天早上和下午，台灣很多地方政府機關及地方議會同仁，對防疫的部分，

跟大家做了分享。對台灣而言，現在幾乎可以說是解禁了，但是我們還是繼續確

實要求在外出的時候，要落實戴口罩和手部的清潔工作，還有保持社交距離跟環

境清潔，希望疫情早日結束，能夠恢復正常的生活。謝謝 

陳立剛（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謝謝王理事長的分享，我們所有的貴賓，都有提到在地的議會跟在地的政府，

其實是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面對疫情，我們也看到很多新的生活模式，新的經

濟活動，新的食物供給來源，我相信我們在地的社群，在地的政府，會帶來新的

抗疫的方法，我們再一次謝謝大家的分享，也謝謝所有的在地代表政府的代表，

也謝謝大家的參與，我們論壇就在這裡宣告結束，告一個段落。謝謝大家的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