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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
花蓮縣議會廣告

張  峻

張峻議員此次第二次參

選，也是競選連任，

他這次的政見很簡單，就是

要提升花蓮整體經濟發展，

藉由文創產業，帶動觀光。

　由於張峻擔任議員期間，

很務實的在地方為民服務，

尤其他善於協調，許多地方

難以解決的問題，到他手裡

都迎刃而解，尤其光復地區

種植檳榔的農民很多，他尋

求農業處、農改場參與，現在已有超過十六公頃的

檳榔園轉作子彈蓮霧。張峻也主動關懷弱勢，調動

資源幫助民眾，甚至北部的大企業透過張峻的臉書

，得知地方需求，也遠道而來。

藉由文創產業帶動觀光

登記參選花蓮市第一選區縣議員的現任議長楊文值在

花蓮市二十多位里長及代表、及近百名支持幹部鄉

親的簇擁陪同下，完成登記，希望楊文值的再出發，能旗

開得勝，繼續監督縣政，服務鄉親。

　楊文值向支持鄉親表示，從政二十多年來，感謝花蓮鄉

親好友的鼓勵與支持，這份託付，讓他絲毫不敢怠忽，這

份期許，讓他知道任重道遠，二十幾年來，他始終都以瓦

斯行業務員的工作準則為標竿，認真服務選民，亦即「隨

叫隨送，隨送隨到」，劍及履及，絕不遲疑。

　一向重視基層心聲的楊文值說，關懷鄉親，服務人群，

是畢生不變的信念與堅持，有了選民的支持，再多的波折

，再多的委屈，他都不遲疑，也絕不退縮，他始終深信「

月亮是故鄉的明，朋友是老的好」。未來，花蓮仍有許多

建設亟待努力爭取推動，包括農漁觀光產業的提升，老人

婦幼及新住民、榮民榮眷福利之加強，推動全民體育風潮

，改善市區尖峰交通，及營造優質教育環境，提升花蓮子

弟升學就業競爭力，花崗山運動場鋪設PU跑道等，拜託鄉

親能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當天，將神聖的一票，寶貴的一票

，支持他，鼓勵他，為花蓮的建設與幸福，一起攜手努力

打拚。

尋求五連任的議員謝國

榮推出 「服務ＬＩＮ

Ｅ我，萬事ＯＫ」擴大服

務選民！

　此次尋求五連任，謝國

榮戰戰兢兢不敢輕忽，並

提出紮實的政見來爭取選

民的支持，包括 爭取「一

社區一特色」使社區特色

化。爭取「You Bike微笑

單車」花蓮市景點趴趴走。爭取花蓮市景點「提供

free Wi-Fi」，讓市民及遊客隨時上網拍照打卡。 

爭取「花蓮市童玩節」。重視「榮民榮眷」福利，

提升生活品質。不分族群竭誠服務，不畏權勢為民

喉舌。

服務ＬＩＮＥ我 萬事ＯＫ

關懷鄉親 服務人群 畢生不變的堅持

未來當選後，將持續提

升原住民族地位與維

護原住民族主權。爭取花

蓮市、吉安鄉、新城鄉等

部落興建集會場所。爭取

年輕原住民回鄉服務的機

會，並提供多元就業的輔

導課程及失業青年的就業

媒合。建立部落原住民老

人照護體系，讓原住民長

者老有所終推展原住民族教育學校，催生原住民

族教育部門。

　爭取各類原住民族藝術創作及舞團展演機會，

催生舉辦國際多元文化藝術節。新世代原創工藝

及設計人才的培育。持續關注原住民勞工權益，

並免費提供法律諮詢。

持續提升原住民族地位

此次參選秀林鄉長將會

盡最大的力量為鄉

親、桑梓服務，透過基礎

建設的積極興設、觀光、

農特產、部落特色文化的

推展，以及鄉民應有福

利、權益的爭取，打造秀

林鄉為幸福園地。

　我從民國六十三年即服

務公職，四十年來在地方

努力、奉獻，為鄉親盡喉舌之力。

　再次投入鄉長選舉，將持續爭取原住民土地權

益、做好鄉內各部落基礎建設、改善產業道路、

創造更好的社會福利、爭取富世村興設文化園

區、提供鄉親就業機會、充裕鄉庫收入。

做好鄉內部落基礎建設

為再提升花蓮鄉親的生

活品質，當選後將持

續監督縣政各項事務，落

實親民訴求，解決民困。

　教育方面，監督校務校

長素質品格及師資專業，

尤其縣市母語老師應謹慎

遴聘之重要性。並鼓勵原

住民青年才俊投入警政工

作，積極爭取最優福利而

達到信賴，與因語言的差異造成誤判，建構正常

的司法管道讓原住民在尋求司法救助時，也不會

因語言而造成誤會，同時督促縣府持續對長照、

老人、身心障礙、單親家庭及中低收入戶之申請

手續簡化，並向中央反映盡速修法之必要性。

落實親民訴求解決民困

花蓮觀光產業要成長，

橫貫東西的交通網絡

絕不可少，因此，爭取東

西快速道路的興建，是未

來任期的重要工作之一。

　花蓮觀光最為依賴的交

通建設，也在各級政府的

支持下大有進步，但都是

南下或北上的鐵公路設

施，東西向的交通，仍是

脆弱的台八線中橫公路。

　西部民眾要到花蓮旅遊除非自己開車，若是團

體同遊，搭乘大型遊覽車就必須繞遠路，遊程消

耗在路途上，降低前來意願，為了增加誘因，有

必要興建一條東西向的快速道路。

爭取興建東西快速道路

落實原住民傳統領域土

地早日歸還，且增劃

保留土地，建議政府在年

底前結束山地保留地申請

。政府要落實舉辦原住民

婦女技藝訓練並積極輔導

，並尊重原住民文化，保

存原住民精神，並培育、

發掘原住民體育人才。另

外，政府要加強重視警政

人員各項福利措施，以提振士氣。

　而豐濱鄉沿海地區長年被海水侵蝕，土地嚴重流

失約三十公頃，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的權益，應盡

快在立法院通過土海法案，以保障土地所有權人的

權益。　

早日歸還原民傳統領地

原住民福利、就業是大

問題，希望青年回鄉

就業，政府部門應訂定原住

民就業職缺比例，不只公部

門有原住民職缺，民間企業

、工廠都應設置職缺，依照

當地人口比例分配設置，希

望相關法令能夠落實。

　原住民族人才培訓應更加

多元、多樣，符合花蓮推展

所需的人才，進行重點培訓，讓青年留在故鄉就業

。

　另外，原住民傳統文化要不斷延續，如馬冷冷大

道，可將大道兩側設置族群文化特色，以特色意象

的方式呈現，讓大家可以廣泛了解原住民文化。

解決原民福利就業問題

邱永双是農家子弟出

身，以農民代言人

自居，針對農業發展，縣

政府推動的五年全面契作

應完成，並且將花蓮農產

品打造成為台灣第一的農

產精品，提升花蓮農特產

品價值，以提高農民收益

改善生活；同時也針對仁

里消防分隊的辦公廳舍已

不符需求，建議搬遷到花蓮舊菸場，另外，舊菸

廠為國有土地，卻疏於管理，雜草叢生，嚴重影

響環境觀瞻，我若當選，將積極督促政府有效運

用，別再讓這塊土地資源繼續荒廢下去。

將督促有效運用舊菸廠

爭取連任的縣議員潘富

民參選政見：一、

加速推動花東高速公路的

建設。二、要求政府重視

農民，受天災時農損補助

能加速。三、中央管河川

須立即疏浚，開源東部沙

石。四、積極推動溫泉開

發及都計發展。五、金針

花季繼續補助開花引進旅

遊人口。六、推動良好社服關心老弱婦孺，提升

醫療品質。七、發展培育鄉土藝術人才。八、推

動全民運動，加強運動設施。九、重視婦女家政

班、媽媽教室、婦女新知等各項職訓服務。十、

重視新住民來台補助教育訓練融入臺灣社會。

推動建設花東高速公路

花蓮觀光在縣政府推動

下，已經看到起飛，

希望未來迎接二○一六年

蘇花改通車後，花蓮交通

進行通盤考量，讓交通順

暢不打結，讓觀光的點、

線、面連結，不論到北中

南都有其特殊景點，行銷

整體花蓮。

　打造觀光地帶，如鯉魚

潭的紅面鴨、水幕表演，可以打造一個意象鯉魚潭

或意象花蓮，比照西湖的表演模式。另外，警察工

作勤務相當繁忙，勤務編排可較合理化，讓員警能

有回家的時間，而警察的職務繁重，超勤津貼應合

理發給，不要比其他縣市還要低。

日本明星大學社會學碩

士的縣議員王燕美，

縱橫政壇十餘年，一向以剛

正不阿、直言不諱聞名，一

些不合情理的事情，往往在

她大力爭取下撥亂反正，本

屆議員選舉她拿下南區最高

票，就是獲得廣大鄉親支持

的明證。王燕美無黨無派，

反而沒有負擔、包袱。王燕

美目前大力爭取的就是「南北平衡」，也就是因為

她的大力爭取，已經陸續解決不少重北輕南怪象。

　王燕美也有柔情萬千的一面，花蓮南區有許多關

懷弱勢族群的活動，也都有她默默行善的身影，曾

經受過她恩澤的人大有人在。

阿美族縣議員陳修福

在阿美族人的支持

下，他連續歷任第十三、

十四、十五、十六屆玉里

鎮民代表，以及第十七屆

玉里鎮民代表會副主席，

接著經歷花蓮縣議會第十

七屆議員，在政壇表現優

異，任內爭取老人活動中

心、托兒所等等各項基層

建設績效卓著，並主張大力培育族人學習各項技

藝，在他的努力促成下，各部落處處充滿希望與

生機。他也是一位全天候服務的縣議員，族人的

小事就是他的大事，這次南區平地原住民選舉，

他穩紮穩打，他相信「好人才不會被埋沒！」

交通須做到順暢不打結

縣議員

暢談參選

政見與理念

持續大力爭取南北平衡

族人小事就是我的大事

我們希望台灣社會更良

善、更美好，追求

卓越。更希望好好守護花

蓮，這塊培育我們的母親

大地。

　一、增進花蓮各鄉鎮就

業工作機會。

　二、推動觀光產業發

展、吉安溪大改造。

　三、監督縣政。

　四、推銷農產，維護農民、勞工權益。

　五、推動裝設各路口監視器。

　六、注重改善各地區「路平、燈亮、水溝通」

基層問題。

　七、督促解決治安、竊盜、停車位不足問題。

增進各鄉鎮的就業機會

一、發展城市便利交通

系統。

　二、全力促成南溫泉、

北纜車興建。

　三、協助地方政府發展

觀光人潮倍增計畫。

　四、利用花蓮優勢以及

觀光深層海水專區。

　五、全力支持有機無毒

政策。

　六、發展、督促建立國際行銷網路。

　七、持續推動南北濱海岸，建設成黃金海岸。

　八、力促教育在地化，文化本土化。

　九、全力督促政府如期完成蘇花改通車。

　十、督促政府加強公共造產。

發展城市便利交通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