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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

魏嘉賢

九十一年在鄉親的支持

下高票當選萬榮鄉

長，擔任鄉長八年期間，

如期建設完成各村多功能

活動中心，提供鄉親辦理

各項大型活動及遊樂設

施，另外，在任期快結束

前興建一座可容納一二○

○塔位的納骨塔。

　農業是萬榮鄉最主要的

經濟來源，但鄉親除了休耕及林務的補助外，僅

能依靠南區的箭筍及山葫椒，北區的山蘇、蕗蕎

大宗等經濟作物，收入還顯薄弱，導致年輕一輩

均往都市討生活，因此，如何提高農業產品價

值，留住年輕人，是未來的爭取主軸。

力求提高農業產品價值

以原住民權利及福利為

優先考量，原住民族

相關法規尚未完善，未來將

為原住民的權益來爭取，得

到公平應有權利、福利，協

助原住民族就業，讓他們習

得一技之長，保障工作權利

。而核心問題，因從教育面

著手，讓學子有良好上課環

境得到良好教育，培育他們

一路到大學，出了社會即能擁有專業知能，改善生

活品質。

　原住民基本法長年推動，但尚未明文條例，希望

透過議會持續推動，讓各界重視且可確切落實，若

是無原住民基本法，原住民權利無法推行。

爭取完善原住民族法規

花蓮推動觀光活動的經

濟效益快又明顯，可

帶動整體產業，而客家的傳

統文化、美食，都有著其特

色，但就是缺乏行銷、廣告

，將文化透過故事的方式來

傳達，加以行銷推展，即可

達到良好觀光效益。如文化

結合運動，將運動、美食、

景點串聯起來，規劃相關遊

程，可以騎乘自行車等，尤其花蓮擁有獨特風景，

推展自行車是很好的運動項目。

　今年熱氣球翱翔季在環保園區辦理相當不錯，但

是應該規劃長期性，不要只開暑假，可以發展成遊

樂園，讓環保園區的空間，得到最好的活用。

行銷推展客家傳統文化

張正治議員在近五年的

任期內爭取經費完成

了多個社區監視網架設，

並長期關照弱勢族群，熱

心參與公益活動，結合各

鄉、里長以「走動式服務

」之方式，主動發掘問題

謀求解決之道，獲得選民

的認同與支持，此次參選

獲得中國國民黨花蓮縣黨

部保薦第三選舉區候選人。

　張正治強調，「我不是處處第一，但可以時時努

力、雖不能做到人人滿意，但可以做到盡心盡力」

，請大家全力支持，將神聖的一票投給願意做事的

人。

做事可以做到盡心盡力

花蓮因受到交通影響，工商業長期以來一直無法有長足

的進展，也因此造成花蓮擁有得天獨厚、未受任何工

業污染的清新環境，是發展觀光最大、最有利的資源。

　花蓮縣政施政重點一直重視觀光發展，在施政中嚴格要

求所有對花蓮環境有汙染的行業均不准到花蓮施設，尤其

是對山坡地破壞的任何建設與開發也都不准，煙囪工業更

是免談，但只要是觀光方面的發展，縣政府一定全力支持

，更會給予諸多協助，發展觀光的決心可見一斑。

　縣政府多年來對觀光發展的行銷，主要是要將花蓮行銷

出去，讓世界都能看見花蓮，讓花蓮的觀光獲得世界的認

同與喜愛。

　花蓮已辦理多年的原住民聯合豐年節、部落豐年祭已深

深打動遊客到花蓮觀光的心，每場的原住民豐年祭都吸引

廣大遊客參與，已建立觀光品牌；另舉辦多年的夏戀嘉年

華，每年遊客數遽增，已豎立「北貢寮、南春吶、東夏戀

」商標，加上縣政府積極的推廣，已經讓世界真正看見花

蓮了。

　花蓮在世界觀光界已打響知名度，除夏季由縣府所舉辦

的一連串行銷活動外，對於花蓮境內各渾然天成的觀光景

點，除須積極的對外行銷、宣傳外，各觀光景點的串聯及

硬體設備的加強也須重視，花蓮發展成觀光縣指日可待。

發展觀光 舉辦活動 把花蓮行銷出去

「改變，會更好！」花

蓮縣南區縣議員龔文

俊參選鎮長，他籲請鄉親

們大力支持與提拔深耕玉

里的在地子弟!他的參選

政見：一、協助玉里鎮農

友提升各項農產品品質，

拓展市場通路及銷售以增

加獲利。二、推動玉里鎮

在地各項產業升級、提高

商品價值，提升競爭力，增加年輕人就業機會。

三、擬定及規劃各項產業與人文環境特色以帶動

整體發展。四、促使與協助玉里鎮各里改善生活

環境及提升生活品質，使玉里成為適合且百姓願

意長期居住的城鎮。五、爭取玉里三大醫院增加

醫療設備以符合民眾需求。

五大政見讓玉里更美好

卓溪鄉布農族縣議員呂

必賢參選卓溪鄉長。

他參選的政見如下：一、

走入部落教室、村辦公室

行動服務，親民服務。

二、打造部落特色，協助

部落自主規劃、營運，創

造就業、增加收入。三、

規劃安全、便捷的農路。

興建南北集貨場，強化產

銷班組織功能，提高農民收入。四、打造八部合

音及編織彩虹的故鄉，讓世界找到卓溪。五、重

視各級學校教育的基本能力，利用第三學期辦理

族語、英語的人才培育。

打造部落特色創造就業

縣議員陳英妹關心地

方農路、堤防、排

水溝、自來水、護坡及橋

樑等基礎建設，將所彙集

到南區民意的需求反映給

縣府相關局處，希望縣府

應積極向中央單位反映，

尤其應多向原民會爭取經

費，加強縣內堤防或農

路、排水溝等基礎建設的

落實。陳英妹議員也關心花蓮體育的發展，希望

縣府能大力協助花蓮縣體委會等體育推展單位，

編列更多預算扶助花蓮的運動發展，以培育出花

蓮的黃金球隊；希望縣府能培養國中生學習一技

之長，修腳踏車、機車或火車都可以。

加強落實縣內基礎建設

民意代表最重要的工

作就是堅持監督，

因為錯誤的政策影響重

大，禍延多時，民意代表

更要認真為民服務，在民

眾需要時，不分貧富、認

識與否，都要給予協助。

上天因為無法照顧到每個

子民，所以給了我們父

母，政府也因無法服務到

每個人民，因此花蓮鄉親需要認真的民代，劉曉

玫願意傾聽您的心聲、用心為您做事、為您把

關、監督無懼。

堅持監督認真為民服務

蔡啟塔勇政「戰」出

來，參選花蓮縣長，

要為花蓮人贏得令全國尊

敬的花蓮奇蹟，因為只要

勇敢，就有改變花蓮的力

量。如果贏得勝選，叫做

「翻盤」，似乎勝利永遠

屬於淘空集團，蔡啟塔就

是不願意整個花蓮全都被

一個人霸占在手裡，因此

在此呼籲花蓮鄉親，凝聚團結所有花蓮人的心，

為花蓮這塊土地，請支持疼惜花蓮，也請支持蔡

啟塔。

要為花蓮贏得全國尊敬

自從受縣民所託，監

督縣政四年多來，

施慧萍堅持以專業、理性

問政，並關心民眾大小

事，力促縣政府善用資

源，注重社區整體規劃、

老婦幼福利、公共建設、

文化深耕、青少年教育、

關懷偏鄉弱勢等，以營造

健康城市、幸福花蓮為目

標。施慧萍認為除了堅守工作崗位，還必須不斷

充實專業職能，並將所學加以運用。秉持說一堆

不如做一堆，勤走勤作，再次參選爭取連任，施

慧萍將仍秉持理念不變、初衷不變、清淨選舉不

變，為捍衛清淨家園而盡一分心力。

秉持理念不變初衷不變

魏嘉賢再次參選爭取

連任，推出八項政

見，分別是（一）全面改

善眷村生活環境。（二）

縮短城鄉醫療衛生差距。

（三）督促政府重視全民

體育，加強各單項體育之

設施。（四）促請政府開

發觀光據點，結合商業

行銷發展觀光。（五）推

動建立災害預警設施，有效減低災害帶來傷害。

（六）落實推動老人福利措施，保障弱勢團體基

本權益。（七）開啟雲端智慧城市發展，展現花

蓮魅力商機無限。（八）深耕節能減碳環保教

育，攜手維護環境長久永續。

八項政見爭取連任議員

徐雪玉政見：

　一、加速推動治山

防洪解決水患全面檢測低

窪地區排水系統。

　二、積極推動農業精緻

化及觀光休閒化。

　三、強化老人、婦女、

青少年需求各項軟硬體設

施。

　四、力促榮民養護、醫

療眷屬就業規劃。

　五、加速爭取花東快速道路修建。

　六、提振花蓮中區產業發展，縮短城鄉差距，

帶動花蓮。

　八、為年輕人爭取回鄉工作機會。

推動治山防洪解決水患

一、監督創造優質的教

育環境。

　二、持續關心北迴鐵路

一票難求議題。

　三、督促興建花蓮運輸

系統與觀光連結。

　四、督促行政機關依法

行政。

　五、嚴格把關縣府預

算，避免財政浪費。

　六、爭取高科技低污染工業東移花蓮。

　七、督促縣府單位，許花蓮一個向上提升的未

來。

監督創造優質教育環境

一、促進整體建設。

二、爭取農民軟硬體

設施。

三、充實教育設施。　

四、爭取保障婦女權益。

五、凝聚花蓮觀光產業界

力量，積極發展海洋觀

光、休閒觀光產業。

　這次尋求連任，美雲

仍然積極投入為吉安、

壽豐、鳳林、萬榮、光復、豐濱六鄉鎮服務，全

力配合中央與地方推展觀光與產業，增加地方收

益，這次尋求連任美雲更是抱持戰戰兢兢如履薄

冰心情，提出紮實的政見，不分族群竭誠服務，

不畏權勢為民喉舌，懇請鄉親繼續支持。

提出紮實政見為民喉舌

我曾經擔任縣議會第十

六屆、第十七屆縣議

員，今年我即將交棒給我

的兒子林宗達，懇請吉安

鄉親支持第一選區鄉代參

選人林宗達，延續我的服

務理念與熱忱，深入基層

為大家服務。

　我會督促宗達跟大家一

起守護吉安鄉的好山、

好水、好人文，吉安鄉是農業大鄉，宗達如果能

夠獲得大家支持，順利當選鄉民代表，我與宗達

更將會全力支持鄉公所與農會，推廣有機無毒的

優質農特產事業，以提升農民收入及照顧民眾健

康。

林宗達將延續服務理念

政府要照顧的，不只是

老人的生活，就連老

人健康都要一併重視，因

此在長者照護方面，我希

望縣府能編列預算，包括

定額補助花蓮縣六十五歲

以上長者裝置義齒，以提

升縣內長者生活品質。縣

府去年編列的一八○多萬

元，要照顧弱勢長者的健

康，經費顯然偏低，無法有效提升長者的生活品質

，花蓮縣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有四四二六八人，需裝

置假牙的長者有八八五四人，每人以三萬元來計算

，只需要兩億六五六二萬元，讓弱勢長者方便咀嚼

食物，更能增進健康。

定額補助長者裝置義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