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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人用「第一名」的

支持率來支持馬總統

，希望他能對選票負責，

支持花蓮人要蘇花高的民

意；而在蘇花高完工前，

改善東部交通不能停滯，

全台灣只剩東部沒有快速

道路、花東線鐵路不能跑

太魯閣號，請馬總統趕快

把政見變成政策、落實成

預算來支持花蓮人，興建花東快速道路、將東幹線

鐵路電氣化。

　並希望他能趕緊推動成為台灣「無毒農業島」政

策。此外，赤柯山林班地已規劃解編，後續配套措

施、公共設施一定要做好，趕快解編。

支持花蓮人要蘇花高

趕快建蘇花高！這是我

對馬總統最大的期望

；另應加緊改善東部交通

，早年規劃的「新中橫公

路玉里玉山線」需要再提

出來討論；台九線整條都

須拓寬為卅米道路。

　請馬總統注重原住民族

處境，四年五百億重建原

住民家園經費要趕快落實

；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計畫應積極宣導並延長申請

期限至民國一一○年；此外，原住民為台灣的公共

建設付出無數勞力，用血汗在社會底層打拼，故應

提高原住民敬老津貼、為原住民創造就業機會、並

停止引進外勞來搶原住民飯碗！

要加緊改善東部交通

希望馬總統真正落實他

在競選期間說過的話

，先改善交通問題，東部

尚未建構完善交通網，花

東縱谷快速道路和東幹線

鐵路電氣化，都是中南區

民眾極需要的建設。花蓮

縣最須解決的是民生問題

，新總統須讓老百姓過著

現代化、富足的生活。

　四年五百億的重建原住民家園與推動國土保育經

費要確實落實，務先趕緊召開部落會議，改善山區

農路，讓原住民種植的農產品運得出來，而不必再

用人力搬運形同剝削原住民勞動力；此外，請馬總

統特別重視原住民高等教育及高等人才的培育。

蕭萬長從博鰲論壇回來

時，馬英九的表現像

個「主持人」而不是總統

，自己的地位被搶走了都

不自知，他確實準備好了

沒有？我也希望馬英九不

要得意忘形，四年很快就

到，好好的幹，不然就請

你下台。

　族群一定要融合，別都

讓外省籍的人當政；且不要酬庸式地進用年老閣員

，希望他的行政團隊組織是有活力的，把台灣帶向

健康、活潑、年輕化的國家。還有個問題，若是陸

資投資觀光旅遊事業專做陸客生意，那台灣人只有

替他們撿垃圾的份了。

勿酬庸進用年老閣員

馬英九競選總統時提出

「愛台十二建設」的

政見，希望他能兌現。雖

然「蘇花高速公路」的興

建未列在他的政見裏，但

希望他能深刻了解花蓮人

的需求，盡速興建，定可

大幅提高花蓮經濟發展。

　另外，對於原住民保護

部分，許多原住民工作機

會被外勞所取代，而民進黨政府之前引進外勞過程

中，出現許多弊端，希望新政府能重新檢討，還給

原住民工作權。並要從教育著手，建立長遠規劃政

策，讓更多的原住民能接受高等教育，替族人爭取

福利。

盼還給原住民工作權

此次總統選舉會再次出

現政黨輪替，就是因

為民進黨政府經濟政策失

敗，八年來讓台灣經濟大

幅下滑，對外成為亞洲四

小龍之末，對內經濟不振

自然產生社會、治安、家

庭、教育問題。

　馬英九上任，首先要做

的是安定人心，要安定人

心就要「拚經濟」，包括

副總統蕭萬長在內都深具經濟專才，相信馬蕭一

定會把台灣帶向經濟大國。而花蓮目前最需要的

就是要有便捷、安全的聯外交通道路，希望新政

府聽見花蓮民眾的心聲，及早讓願望實現。

首要之務是安定人心

馬蕭上任的第一要務就

是將台灣的經濟搞

好，藉以改善民眾生活，

讓花蓮民眾得以享有新政

府的德政。

　另外花蓮縣屬窮縣份，

每年財政缺口均超過二十

億元，而年度總預算多數

依賴中央的支援，馬政府

上台後能繼續給予協助，

如永續農業、無毒農業、觀光行銷等預算，促成花

蓮成為國際觀光都會。

　馬英九尚未上任，但是民眾已對馬英九執政充滿

信心，經濟也有復甦的明顯現象，希望新政府以經

濟政策為導向，帶給民眾安定富裕的生活環境。

經濟搞好是首要工作

民主政治的最高理想，

就是服從多數，尊重

少數，對於選舉的結果，

一定要支持與認同，但是

我希望國民黨的總統當選

人馬英九，一定要兌現競

選的承諾，不要患「當選

失憶症」，使支持者失

望。

　我希望馬英九總統當選

人能改善兩岸關係，恢復商業交流，使台灣經濟能

盡快復甦，改善台灣經濟體質。

　對於最近馬英九總統當選人處理「府」、「閣」

人事問題，一直沒有「當機立斷」，造成社會諸多

的困擾，令人懷疑馬英九總統當選人的治國能力。

一定要兌現競選承諾

政黨政治是一種服從多

數，尊重少數的政

治，馬英九獲得多數選民

的支持當選總統，除給予

由衷的祝福外，也呼籲民

眾尊重全體民意的選擇。

但是馬英九政府也要落實

參選政見，好好執政，不

要辜負選民們期望。

　我認為馬英九總統當選

人確實擁有七百五十餘萬選民的支持，相對的也

須對這些選民的期許負責。

　對於國民黨執政後一定要滿足民眾的期許，不

要辜負民眾的期望，否則會再度發生政黨輪替的

現象，如何避免？完全考驗馬英九政府的智慧。

不要辜負民眾的期望

新總統馬英九將上任，

我對其寄予厚望，希

望能透過有建樹的政策及

各項公共建設，讓經濟好

轉，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我認為花蓮是農業大縣

，許多農產品都要透過蘇

花公路運送到台北果菜市

場拍賣，但往往一遇到豪

雨、颱風或地震，蘇花公

路就出現落石坍方，寸步難行，讓人叫苦連天。　

　花蓮民眾只想要一條安全便捷的蘇花高速公路，

讓農產品能順利運輸出去，讓花蓮子弟能安全返鄉

，因此希望能盡快動工興建，讓農產品能暢行無阻

，也讓花蓮有一條便捷的交通發展觀光產業。

興建蘇花高發展觀光

馬總統在選前曾允諾，

四年任內將投資五百

億元用於原住民部落的建

設，這張支票不能跳票。

　行政院原民會主委能起

用女性的章仁香，我很支

持；我也相信出身台東的

章仁香，會對花蓮的原住

民盡更多的心力。　另外

，馬總統的原住民政策白

皮書中，並未提出「文化政策」，希望馬總統在五

二○上任前能夠完成，讓原民會在未來施政時能有

個依據。

　還有，馬總統選前承諾的開放花蓮機場直航大陸

，也一定要兌現。而花蓮地方積極爭取的設置「觀

光博弈娛樂場」，也希望馬總統能大力支持。

要落實建設原民部落
藍軍重新執政，花蓮的

鄉親們都很高興，尤

其是榮民叔叔伯伯們，許

多人都激動落淚；而馬總

統承諾開放花蓮機場直飛

大陸，對榮民叔叔伯伯們

更是最大的喜訊，未來榮

民叔叔伯伯們回大陸探親

或旅遊，就不必再受中途

轉機之苦了。

　設置觀光賭場對花蓮發展觀光業有正面的助益，

不僅可增加地方稅收、增加就業機會，更能吸引國

內外遊客到花蓮旅遊，希望馬總統要正視。　

　馬總統在選前也非常支持花蓮的海洋深層水產業

，希望在上任後能增撥更多的經費，協助地方業者

快速發展。　

讓花蓮設置觀光賭場

馬蕭團隊即將上任，花

蓮鄉親們都抱持著相

當大的期許，希望馬總統

不要讓花蓮人失望。　

　花蓮可以怎麼做？除了

天然美景，濃郁的原住民

文化、溫泉、泛舟、賞鯨

與全台最長的海岸線，都

可與溯溪、飛行傘、自行

車、賽車、賽馬等休閒活

動相結合，加上度假與健

康醫療中心等，都可讓花蓮「升等增值」。

　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中央經費的挹注，因為地

方政府真的沒錢，馬總統若真的重視花蓮的發展，

就應該責成各部會全力支援花蓮的地方建設。

請全力支援花蓮建設

馬蕭團隊還沒上任，行

政院原民會就已經傳

出好消息，宣布開辦「原

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

，有資金需求的原住民可

向在地鄉鎮市公所原住民

行政課洽談，並向土地銀

行、合作金庫以及地區農

會申請辦理，包括房屋裝

修、教育就學、出國留學

、醫療費用等，或購置生產設備、租用營業場所或

營運週轉金等的資金融通問題，都可以提出申請。

　台灣的原住民族群長期處於弱勢，是中央的政策

使然。我希望馬蕭團隊上任後要特別給予原住民關

照，讓原住民有更好的教育品質與生活品質。

希望特別關照原住民

每天開放萬名陸客來台

我有兩項建議，一是台

灣到底要走「內閣制

」還是「總統制」，請馬

總統要優先確認，不要像

現在，總統沒人管得到；

希望馬總統上任後優先修

憲，確認到底選擇「內閣

制」還是「總統制」，不

能打馬虎眼。　

　另一項建議是，藍、綠

從來都不重視花蓮，藍營認為反正每次在花蓮都可

拿到七成以上的選票，綠營則認為不管怎麼對花蓮

人示好，最多只能拿到三成的選票，因此藍綠都不

在乎花蓮人的心聲。希望馬英九上任後，對花蓮人

的態度要改變，要對花蓮鄉親們更好。

要對花蓮鄉親們更好

要落實推動國土保育

觀光和「蘇花高」是花蓮未來發展的兩項重點，馬蕭團

隊允諾上任後每天將開放三千名大陸遊客到台灣旅遊

，我非常支持，因為花蓮是大陸團必定停留住宿的一個旅點

，花蓮的觀光飯店、旅館、餐廳、藝品店與名產店等，都必

然受惠；花蓮業者現在要思考的是，如何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絕不允許哄抬價格，才是可長可久之道。

　我期許馬團隊，如果可以進一步每天開放一萬名大陸旅客

到台灣旅遊，學者專家預估每年可以增加○‧五％ＧＤＰ；

花蓮的觀光業者也要有心理準備，萬一真的每天有一萬名大

陸遊客抵達花蓮時，我們有足夠的能力承攬接待嗎？

　在交通方面，「蘇花高」就不必再贅言了，馬團隊應該非

常清楚花蓮鄉親們的期盼，希望馬英九一定要特別重視，「

蘇花高」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宣布動工，馬團隊的施政

能力將被花蓮鄉親們嚴重質疑。　

　另外，對於新內閣名單中，已有不少女性入閣，包括法務

部長、勞委會主委、青輔會主委、原民會主委及行政院主計

長等，我也給予高度的肯定；馬團隊在選前曾允諾閣員會有

四分之一以上的女性，我希望這項承諾不要「跳票」。

雖然馬英九總統對於「

蘇花高」興建與否並

沒有給予明確的答案，但

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花蓮

人期待一條「安全回家」

的路，敦請馬總統正視民

意需求，不要辜負開出全

台最高得票率――花蓮人

的期盼，給花蓮民眾興建

蘇花高的承諾。

　此外，花蓮縣幅員狹長近兩百公里，往往南區民

眾至縣政府洽公時，要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舟車勞頓

才可抵達，耗時耗力，如果可以在花蓮開闢一條「

沒有紅綠燈」的快速道路，對於花蓮民眾將是一大

福音，請馬總統記得花蓮選民對您的期許。

請記得花蓮人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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