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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
花蓮縣議會廣告

魏嘉賢

爭取連任第三選區十四

號縣議員候選人張正

治競選總部成立時，雙膝

下跪由母親披掛綵帶，她

的母親不捨的表示，「張

正治雖不是強人，但他非

常孝順、非常顧家、更愛

親人及兒女，但是，社會

需要他，她不自私，要張

正治不要回頭，勇敢向前

行，貢獻社會，放心去服務鄉親吧。」

　張正治表示，四年任內，他積極爭取經費，完成

多個社區監視網，並長期關照弱勢族群，結合各鄉

村長、里長，以「走動式服務」的方式，主動發掘

問題謀求解決之道，獲得選民的高度認同與支持。

走動式服務獲鄉親支持

戰鼓響起、戰旗飄揚、人氣沸騰，花蓮縣議員第二選區

候選人２號賴進坤競選總部就在這士氣鼎盛的氣氛中

成立，近千名地方人士、鄉親到場表達支持之意，展現賴進

坤在地方上的好人氣，並分別由縣長傅崐萁授戰旗、工商界
大老贈吉祥物，現場氣勢高亢，加油、凍蒜聲不絕。

　賴進坤擔任副議長近五年來為新秀地區鄉親爭取不少的大

小型建設，他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在執行議事工作上促進

府會間的合諧有為有守，常見西部縣市有府會爭吵不休，縣

政難已推動，但在賴進坤的調和折衝下，縣政事務才有現今

亮麗的佳績，他呼籲鄉親們大力支持，讓賴進坤高票當選連

任，與縣府一起攜手為花蓮打拚。

　王廷升、蔡啟塔等人稱讚賴進坤任職期間積極為民服務、

主動爭取地方建設的精神深獲地方肯定，大家應再次給予支

持，讓他繼續為地方造福。

　賴進坤是一名有魄力、有毅力，更有能力的民意代表，服

務鄉親不分黨派、族群，為人信守承諾，值得大家再給予支

持。

　賴進坤感謝鄉親們的熱情參與，他指出，在地方鄉親的不

吝指教下，讓他有動力為家鄉出力，任期間為民服務案件近

六○○件，爭取建設提案一四○餘件，不辜負鄉親當初的寄

託，未來將加倍努力，為地方、民眾創造更大的福祉。

爭取大小建設 保證未來加倍努力

南區縣議員龔文俊參選

玉里鎮長。他的參選

政見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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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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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青人就業機會；擬定及

規劃各項產業與人文環境

特色以帶動整體發展；促使與協助玉里鎮各裡改

善生活環境及提升生活品質，讓玉里成為適合且

百姓願意長期居住的城鎮，爭取玉里鎮應有的公

平正義――玉里為花東第二大城鎮，應爭取玉里

三大醫院增加醫療設備以符合民眾需求等等。

讓玉里成花東第二大城

布農族縣議員呂必賢參

選卓溪鄉長，他一向

勤學不倦，飽讀詩書、文

采縱橫。在經歷上更是豐

盛無比，曾任國小教師、

主任、校長計三十四年，

目前還在國立東華大學原

住民族學院擔任講師十二

年。他校長退休後轉而從

政，曾任第十六、十七屆

縣議員，校長議員、議員校長的尊稱不徑而走。

他參選鄉長的政見包括：走入部落教室村辦公室

行動服務親民服務、打造部落特色協助部落自主

規劃營運創造就業增加收入、規劃安全、便捷的

農路等等。

協助部落營運創造就業

縣議員陳英妹曾經擔任

瑞穗鄉第十五屆、十

六屆、十七屆鄉民代表，

以及花蓮縣第十六屆、十

七屆縣議員；她關心地方

農路、堤防、排水溝、自

來水、護坡及橋梁等基礎

建設，將所彙集到南區民

意的需求反映給縣府相關

局處，希望縣府能盡速派

員到場會勘，並籌措經費滿足民眾的需求；她也

建議縣府應積極向中央單位反映，尤其花蓮原住

民人數是全國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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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落實縣內基礎建設

縣議員任期間致力改

善原鄉地區農產品

運輸道路，加強水土保持

及部落基礎設施，爭取

連任就是要協助整合原鄉

地區農業、文化、及觀光

資源，推動傳統文化產業

化、觀光化，為原鄉、族

人創新機。

　重視原住民鄉鎮學校體

育活動推展，希望留住原住民體育人才，也在縣

府為原住民爭取擴大補助農民肥料、苗木及生產

設備，減輕原住民負擔，另外針對於桂竹、箭筍

栽培，生產行銷等產業經濟，多次要求縣政府寬

列經費重視部落產業經濟，改善原住民生活。

要求縣府重視部落產業

此次縣長選舉，是蔡啟

塔一人力戰對手二人

的組合，戰局對蔡啟塔相

當不公平，期盼大家同心

協力，全力動員，為蔡啟

塔拉票，讓花蓮「藍天再

現」，並在蘇花改、花東

快速道路、鐵路雙軌化等

工程陸續完竣後，未來朝

觀光大縣邁進。

　此次幸運抽中「嘎您掛保證」的６號，這也是

他所推出的十大保證，即將實現的幸運的預兆，

他請鄉親再忍耐，有信心一定能為花蓮的鄉親討

回公道，因為花蓮就要「出頭天」了。

有信心讓花蓮藍天再現

連續多起食安事件發

生，讓民眾不知什

麼食品才是安全的，我認

為必須督促縣政府成立食

安監督小組，對有疑慮的

食品，即能夠送相關檢驗

單位進行檢測，也能保障

民眾食的安心，更不定期

進行抽查檢驗，不僅對大

間餐飲、食品公司，更包

含路邊攤、夜市等小販店家，所使用醬料包裝等

都必須符合食品安全標準，讓民眾能放心外食。

同時也要對所有的食安都能夠做有效的管理與檢

測，讓民眾食得安心與放心，也讓來花蓮觀光客

享用最好的美食與在地的特產。

督促縣府成立食安小組

擔任縣議員任內，秋旺

充分運用財經專業，

監督縣政、審查預算、反

映民眾需求。針對四十年

來縣府私設公有地，卻無

力徵收、漠視民眾權利一

事，極力向縣府尋求解套

方案，如今也都獲得中央

等單位重視，露出一線曙

光。此外，針對花蓮市郊

區如大陳一、二村，豐川十六股、田頭新村等區

域，也極力向縣府和中央建議，如改善當地對外

交通建設、規劃舊屋重建、進行適宜的土地變更

等，希望能營造這些地區的新風貌。

運用財經專業監督縣政

施慧萍除了維持積極

服務、理性問政、

清淨家園的理念外，將在

社會福利、教育傳承、環

境教育、文化深耕、民生

經濟、衛生健康、永續觀

光、公共建設、就業機會

及安全社區十個面向上進

行監督與建議。諸如協助

安心就業、推動公共托育

中心建立以及長者友善城市，並關注婦幼生活環

境，尤其需要建立飲食健康管理策略。也希望推

動青年優惠購屋方案，並促進在地就業機會，鼓

勵年輕人根留花蓮。另外，繼續推動品格教育、

環境教育並充實學校教學設備，建立友善校園。

監督與建議涵蓋十面向

一個民意代表最 重

要 工 作 有 兩 個 ，

（一）監督、（二）服

務。人都有盲點，更何況

是一個龐大的行政機關，

而一個錯誤的政策，可能

會影響非常深遠，所以我

們需要一個認真的民意代

表，來替我們監督這個政

府；至於服務，當人民有

需要的時候，這個民意代表不管認不認識你，或

者你貧富與否，她都會在盡可能的狀態下，給你

最大的協助；而曉玫一直秉持著這個原則，只要

你有需要，曉玫一定都在。

一直秉持監督服務並行

原住民的保留地申請將

到年底截止，申請應

該為常態性的業務，不能截

止，許多鄉親尚未申請，這

將會影響到他們的權力，申

請工作應該為常態性的。

　豐濱鄉具有好山好水好海

洋，景致相當美麗，相關單

位應該全力來發展，促進觀

光脈絡，才能帶動周邊產業

，活絡地方。並重視阿美族的豐年祭典，讓文化傳

揚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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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取完善原住民族法規

環保科技園區辦理熱氣

球活動相當成功，可

是只有舉辦一、二個月，

實在可惜，應該要長遠規

劃，發展輕航機、飛行傘

等活動，熱氣球會受天候

影響，而輕航機跟飛行傘

受影響層面較小，鄰近馬

太鞍的堤頂可做為輕航機

跑道，環保科技園區做為

保養場、飛行教室等。以前都是從陸地上看花蓮美

景，現在從天空看，很不一樣，更可以吸引遊客到

訪。環保科技園區應該全年無休經營，別人暑假二

個月，科技園區的暑假十個月。

環科園區需要長遠規劃

這次參選連任，懇請

鄉親集中選票繼續

支持，第三選區12號徐雪

玉。政見如下:一、強化老

人、婦女、青少年、需求

各項軟硬體設施。二、力

促榮民養護、醫療眷屬就

業規劃。三、爭取花東快

速道路修建。四、提振花

蓮中區產業發展。五、為

年輕人爭取回鄉工作機會。六、蘇花改完工前，

聯外道路施作配套要周全。七、爭取鯉魚譚水舞

重現。八、加速推動治山防洪解決水患。九、積

極推動農業精緻化及觀光休閒化。十、全心全力

讓中區成為觀光、科技、文化及精緻農業區塊。

懇請集中選票繼續支持

進步的城市，政治需要

平衡，懇請鄉親集中

選票支持縣議員第一選區2

號莊枝財、市民代表第一

選區1號胡晉源、第三選區

4號胡仁順、第四選區1號

傅國淵。

　莊枝財強調他連續二屆

縣議員在教育委員會，就

是為了捍衛孩子受教權，

以及提升教育品質，懇請鄉親讓細心、專業、懂

得持續追蹤服務選民的年輕人有機會進入市代

會，也懇請鄉親把莊枝財留在縣議會監督縣政，

他同時呼籲所有本土支持者，支持胡仁順與尋求

連任的市代傅國淵、美崙區市代參選人胡晉源。

持續捍衛孩子的受教權

這次尋求連任，美雲在

第三選區抽中1號，

懇請吉安、壽豐、鳳林、

萬榮、光復、豐濱六鄉鎮

鄉親，全力支持1號游美

雲。

　游美雲將全力配合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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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紮實的政見來爭取選民的

支持，美雲不分族群竭誠服務，不畏權勢為民喉

舌，懇請鄉親繼續支持，讓美雲有機會延續服務

理念，與群眾站在一起。

全力配合推展觀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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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2號林宗達，「一人

當選、兩人服務」。

　我在地方服務數十年，

在地方廣結善緣，紮下穩

健的基礎，未來將會帶領

宗達向縣政府以及鄉鎮公

所爭取經費，全新打造吉

安鄉成為最適合人們居住的優質鄉城，同時要求

地方政府做好蘇花高開通後的規劃，希望便捷花

蓮交通，以帶動花蓮經濟的繁榮，與國際接軌。

　希望鄉親疼林春生，牽成2號林宗達，讓我的兒

子林宗達順利當選，延續我的服務熱忱。

交棒兒子延續服務熱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