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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
花蓮縣議會廣告

爭取連任的國民黨提名

縣議員第三選區登記

５號候選人張峻競選總部成

立，地方行政首長、各級民

代及近二千人熱情參加。

　張峻表示，上次選舉感謝

鄉親、好友支持，讓他在第

三選區以最高票當選縣議員

，四年多來，他不敢懈怠，

積極努力爭取鄉親權益。

　張峻表示，四年多的議員生涯他走過所轄各鄉鎮

大街小巷，了解民瘼，對於鄉親生活上的問題，都

盡力協調官方給予妥善的解決。此次再度披掛參選

，希望鄉親、好友繼續給予支持，讓他能有機會繼

續留在議會，當大家的靠山，為鄉親分憂解勞。

積極努力爭取鄉親權益

爭取縣議員六連任、議長四連霸的

現任花蓮縣議長楊文值競選總部

成立大會，場面熱烈，出席的各界首長、社團幹部、地方人

士及支持鄉親一千多人塞爆活動會場；由於今年花蓮縣議會

議長選舉部分，已經是暗潮洶湧，縣長傅崐萁為楊文值站台
時，特別強調，他支持楊文值連任議長寶座。

　沸騰的人潮展現楊文值議長在政壇服務二十多年穩健經營

的超強人氣，各路支持鄉親熱情助陣造勢，國民黨中常委姚

江臨及劉大貝兩人代表黨中央為楊文值打氣加油，也請支持

鄉親從今天起，全力幫助有情有義的楊文值高票當選縣議員

，並力挺楊文值連任下屆議長。

　尋求六連霸的縣議員候選人楊文值感性的舉出五項成績向

鄉親報告，一、歷經十幾年的爭取，並有花蓮港務公司蕭董

事長的大力支持，終於在前年完成北濱砂石車外環專用道的

興建啟用。二、北濱黃金海岸的養灘工程，經過十多年不斷

的向中央提案建議，目前已爭取到經濟部水利署編列五千萬

經費興造北濱凸堤，工程將以沉箱基礎工法進行施作，明年

起就可開始進行施工。三、北濱鄉親多年來一直期待有一個

多功能的研習活動場所，經過努力，在今年夏天已經完成北

濱社區活動中心的修繕並啟用。四、為了有效改善花蓮市的

治安，這兩年當中，補助花蓮市各里，裝設重要路口監視系

統，已經超過七○○支的監視器。五、花崗山運動場是鄉親

喜歡去運動的地方，他建議鋪設PU跑道，提高早晚運動鄉親

的安全，這筆一五○○萬元預算已在議會通過，即將施工。

交出五項成績 爭取選民再次支持

謝國榮在四屆議員任內

，除了竭力為榮民、

榮眷來發聲並爭取應有福祉

與權益，針對舊市區淹水問

題，以及自由街改建為日出

香榭大道，謝國榮多次質詢

要求縣府務必重視一併根除

舊市區水患問題。

　謝國榮數度質詢促使縣府

環保單位務必正視環保公園

及市立垃圾場未來污染問題，他倡議將濱海地區包

括環保公園、市立垃圾場、台肥以及港埠用地，變

更為觀光遊憩區，引進民間無窮力量將環保公園、

市立垃圾場地底陳年垃圾移除，翻轉土地從垃圾場

變身成為觀光遊憩用地，打造花蓮市黃金海岸。

竭力為榮民、榮眷發聲

王燕美近年因故離開民

進黨後，不再加入政

黨成為無黨籍縣議員，但

是各黨派看上她的服務熱

忱與政治長才，不斷邀請

她加入，她都不為所動，

自由自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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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認為花蓮建

設都重北輕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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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美除了在政壇

上表出現鐵娘子風範，其實她也有柔情萬千的一

面，花蓮南區有許多關懷弱勢的活動，都有她默

默行善的身影，曾經受過她恩澤的人大有人在。

大力爭取花蓮南北平衡

爭取連任的縣議員潘

富民，現任玉里鎮

客屬分會長、玉里鎮體育

會理事長、縣議會黨團副

書記長等職務，平日熱心

公益、公在地方，有口皆

碑。這次參選第十八屆議

員，服務即將邁入三十

年，願以豐富的行政和問

政經驗，替鄉親們服務，

更與政府行政部門搭起橋梁，以溝通和監督技

巧，謀鄉親最大的福祉，絕不辜負鄉親栽培連任

七屆的恩情。他參選政見包括加速推動花東高速

公路的建設縮短城鄉差距，要求政府重視與天博

鬥的農民受天災時農損補助能加速。

絕不辜負鄉親栽培恩情

阿美族縣議員陳修福

早年投身軍旅，他

勤奮向上、努力不怠，服

務軍中六年，退役後返鄉

務農，躬耕農田，但是他

服務鄉親熱忱不減，經常

熱心幫忙大家，逐漸嶄露

頭角。在阿美族人的支持

下，他任內爭取老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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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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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無論大小事

物，都可以看到他熱心參與和經營的身影！

族人小事就是我的大事

新秀地區的觀光資源更

是地方重要據點，

為此，在縣議員任期間積

極向相關機關爭取建設經

費，有相當的成果，包括

興建七星潭大橋、一九三

縣道拓寬工程及交通、教

育、水溝、路燈、路面等

經費超過十三億元。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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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新秀地區未來的經濟發展更是重視的課題，

新的任期將積極發展地方建設，並能達到觀光、

遊憩、農業、玉石等產業並重，提升生活品質。

重視新秀未來經濟發展

擔任兩屆縣議員為地方

爭取沙基拉雅撒固兒

休閒步道、太昌村日光步道

由花蓮縣政府農業處專案撥

款改善產業道路、農用一○

○噸蓄水池灌溉農產、東昌

村原營區占地歸還部落用地

等重大建設。

　未來將持續關心佐倉花園

公墓禁葬違法案、原住民一

條街營運方案監督規劃案、重慶路舊有阿美建設協

會要如何做有利於原住民商機重建並監督規劃案、

監督縣府對部落耆老、頭目、婦女領袖、宗教信

仰、青年才俊回鄉就業之尊重與輔導案等。

監督規劃重建原民商機

秀林鄉是祖先留下來的

寶地，有義務及責任

維護這塊寶地，並傳承給

代代子孫，未來當選秀林

鄉長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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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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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鄉親就業機

會、充裕鄉庫收入。

持續爭取原民土地權益

為原住民族人服務、提

升就業機會、改善生

活品質，是從政以來一貫

的理念，也是積極爭取的

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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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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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鄉親多數以務農維生，但

未能獲得應有的收益，為了爭取原住民農民應有

權益，建議在原民部落成立有機無毒野菜專區，

扶植原住民產銷合作社，爭取農路闢建。

扶植原住民產銷合作社

花蓮縣要留住青年人才

，針對各項專業職能

開設課程，培訓原住民年輕

人，像是地政測量、卡車司

機、怪手人才等專業能力，

多開立窗口進行重點培訓，

讓青年留在花蓮縣就業。

　現在花蓮縣人口老化愈來

愈嚴重，應該針對族群文化

建立原住民長照中心，原住

民長者相互聚在一起，風俗習慣相同，較有話聊，

也可以減少他們老年失智。另外，設立原住民產業

特色合作社，建立完善的平台行銷原住民農產、手

工藝等。

設法留住花蓮青年人才

花蓮縣以觀光立縣，希

望全縣各鄉鎮打造淨

化、綠化、美化，將閒置

用地空間活化，如社區、

學校閒置用地，避免造成

髒亂死角，讓社區活化起

來，才符合觀光立縣的主

軸。

　而花蓮縣大力推動觀光

，系列活動相當多，造成

員警額外工作負擔，花蓮縣員警本來就嚴重不足，

再加上活動眾多，員警相當辛苦，在勤務工作以外

，能夠有超勤津貼，希望員警編排能人性化，有足

夠時間休息，破案獎金也要公平，基層員警最辛苦

，制度更應該落實。

要活化各鄉鎮閒置用地

豐濱鄉沿海地區長年被

海水侵蝕，土地嚴重

流失約二十公頃，為保障

土地所有權人的權益，應

早日在立法院通過土海法

案，遭海浪侵蝕流失之私

有土地，已有多年，百姓

的損失無法估計，並請中

央早日以國有土地，以地

易地來補助，維護土地所

有權人權益，來保障私有財產。且相關單位應全力

監督，全面實施治山防洪建設，保障鄉親生命財產

安全。政府應落實舉辦原住民婦女技藝訓練，並輔

導就業，培育、發掘、加強訓練原住民體育人才，

為國爭光。

全面實施治山防洪建設

農家子弟出身的邱永

双爭取連任，以農

民代言人為辛勞的農民發

聲，要求花蓮縣政府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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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高農

民收益改善生活；另外花

蓮舊菸場為國有土地，卻

疏於管理，雜草叢生，嚴

重影響市容觀瞻；政府應積極有效運用，不能再

讓這塊土地資源繼續荒廢，同時藉由開發，可以

把辦公廳舍已不符需求的仁里消防分隊也遷到舊

菸場，以利空間使用。

提升花蓮農特產品價值

這次參選連任，懇請

鄉親集中選票繼續

支持，第一選區13號施金

樹。我的政見如下:

　一、督促政府加強公共

造產，嚴格把關預算合理

分配。二、督促政府落實

教育福利。三、監督政府

全力加強社會福利。四、

積極爭取花蓮市地重劃完

整性。五、積極營造美麗街道特色。六、強力要

求改建花蓮火車站為百年經典車站。七、打造國

際石雕公園。八、持續推動南北濱海岸，建設成

黃金海岸。九、力促教育在地化。十、全力督促

政府如期完成蘇花改通車。

十大政見爭取選民認同

希望大家共同扮演社會

進步的角色，以身為

公民社會的一份子來推動

進步，且這次選舉特別緊

繃，因為選舉的結果常出

意料之外，希望過去的努

力，不要被買票的歪風擊

倒，懇請第三選區不要惡

質選風影響，集中選票守

護進步的力量，讓4號黃

振富在第三選區延續田智宣的建設與服務。主要

政見如下：一、增進花蓮各鄉鎮就業工作機會。

二、推動觀光產業發展。三、監督縣政。四、

維護農民、勞工權益。五、推動裝設各路口監視

器。六、改善各地區路平、燈亮、水溝通問題。

集中選票守護進步力量

縣議員

暢談參選

政見與理念

張  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