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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布斯‧顗賚

黃振富 余夏夫

秋美感謝各位鄉親的支

持與愛護，自秋美從

政以來，兢兢業業，努力

學習，為民服務，秋美照

顧鄉親，也受到很多鄉親

的照顧，這屆不再參選，

秋美想要暫時停下腳步，

再沉潛，再學習，希望活

到學到老，與鄉親一起再

進步，服務人民，並不只

限於投身政治，秋美相信，雖然秋美沒有參選，

一樣有很多方式與人民鄉親站在一起，繼續為鄉

親們服務。期待再相逢！鄉親多保重！

用其他方式服務鄉親們

禮臺在花蓮從政二十多

年來，從未離開我的

故鄉花蓮新城鄉，新城的

一草一木，新城的人文地

理，都在禮臺的腦海裡。

如何讓新城更幸福，讓花

蓮更美好，是禮臺從政、

服務人群的信念與初衷，

這一屆禮臺將從縣議員轉

戰新城鄉鄉長選舉，鄉親

的支持與託付是禮臺最大的信心。花蓮會更好！

新城更幸福！

要讓新城鄉親更為幸福

夏夫一直以來受到鄉親

朋 友 們 的 支 持 與 鼓

勵，投身政治、服務族人，

這屆選舉，夏夫備足戰力，

勇往直前，感謝鄉親朋友繼

續的支持與愛護，夏夫參選

是為了創造鄉親族人更好的

未來，只要有需要，夏夫一

定為鄉親族人服務奉獻，為

原住民發聲，夏夫會繼續努

力。

繼續努力為原住民發聲

選舉戰火火熱開跑，笛

布斯．顗賚堅信，

她多年來的建設與政績，

絕對讓選民看得到，無論

在文化、體育、產業、工

藝、教育經濟等等面向，

都有她長年關心與建議的

成果。尤其這幾屆10幾年

議員任內，爭取地方中央

超過三億的經費，人脈廣

闊，基層深耕，雖然選舉都沒有樁腳，每次依然

獲得第五選區選舉最高票數的肯定。這次，雖然

對手個個財力雄厚，有備而來，她還是希望選民

不作他想，依然堅定支持縣議會最好、最棒議員

的不二人選笛布斯．顗賚。

希望選民繼續堅定支持

畢生馳騁政壇、戰功彪

炳的潘富民，因為生

涯規劃已決定淡出政壇，

改由他的妻子潘月霞接棒

參選縣議員，展開「一人

當選、兩人服務」的政壇

新歷程。目前擔任國民黨

玉里鎮黨部主任委員的潘

月霞，當選後將把玉里鎮

營造成為一個跨越黨派的

服務場域，希望玉里鎮今後沒有黨派、歧見，只

有鄉親與融合，讓玉里鎮成為不分你我、鄉親土

親的人間樂土。潘月霞也是玉里鎮安通溫泉觀光

協會的理事長，多年前經營山灣水月溫泉會館，

擁有國際級的設備與水準，由於山灣水月的開

張，也讓安通溫泉區的水平躍居國際水準。

潘月霞將跨越黨派服務

爭取連任的縣議員陳建

忠，年輕有幹勁，問

政用心、深入，對於地方

上的大小事都知之甚詳，

他一切作為都是以服務選

民、為地方建設、為族人

權利來著想。他經常思考

原住民的需要是什麼？如

何來照顧他們？部落老人

化的問題非常嚴重，要如

做好老有所養？原住民青少年教育問題，希望政

府能夠重視這個問題。原住民文化傳承，政府有

義務去推展，部落口述歷史、文獻，他懇請部落

鄉親們多多支持，集中選票投給他，讓他有繼續

為大家服務的機會。

懇請部落鄉親多多支持

希望花蓮北區的連外交

通要大力建設，中南

區的更要加倍經營，目前花

蓮縣的火車、公車都是各自

跑各自的，時刻也沒連動，

景點也沒接續，沒有交通工

具的遊客，還真的不能推薦

他們坐公車。要發展觀光就

要針對觀光業的需求來走，

目前交通部觀光局已經有台

灣好行的觀光巴士在運行，但是對於花蓮的部分最

南端只有到光復鄉大榮大富平地森林公園，往南就

沒了。期望政府能輔導業者開發銜接北花蓮、南花

蓮的觀光巴士，結合飯店、特產店開發套裝行程來

降低營運成本，並增加遊客的便利度及吸引度，景

點活絡起來，當然商機、金流也會跟著進來。

希望大力建設花蓮交通

前議長楊文值在政壇

服務三十年穩健經

營的超強人氣，各路支持

鄉親熱情助陣造勢，希望

長年來支持楊文值的力量

，從今起，全力幫助「代

夫出征」的徐子芳高票當

選縣議員。

　徐子芳表示，花蓮需要

更多的努力，過去三十年

陪同夫婿楊文值學習如何服務民眾，也學會了對

於民眾有利的事一定要堅持，進而接觸了更多的

民眾，了解了更廣泛的婦女議題、教育議題與經

貿問題。

徐子芳會堅持服務民眾

議員謝國榮尋求連任

幸運連莊抽中三號

，尋求民字頭市代連任的

謝宜萱則抽中五號。議員

謝國榮與市代謝宜萱這對

父女檔，此次以「我的堅

持，來自你的支持！」為

競選主訴求，強勢尋求選

民的支持與力挺！ 　

　謝國榮、謝宜萱父女倆

認真、踏實的選民服務及亮麗的問政績效，受到

花蓮市民鄉親的普遍肯定！龍鳳公園是美崙市民

重要的運動休憩場所，謝國榮、謝宜萱兩人努力

爭取公園內老舊路面改善，各項運動休憩設施增

設；大美崙地區多處人行道遭路樹路根撐裂，謝

國榮、謝宜萱各自爭取經費逐一改善。 　

　

父女服務績效普獲肯定

花蓮人到底要什麼，花蓮縣議會議

長賴進坤就說，花蓮人其實要的

很簡單，花蓮除了是有機農業大縣之外，各鄉鎮的風景觀光

區也聞名海內外，還有要推動原住民部落文化及產業，這樣

才能給原住民可以自主注入活水，年輕人才不會流落他鄉討

生活，並且，議長賴進坤，希望政府來協助各項觀光產業行

銷，花蓮人才不會過著飄鳥生活。

　台灣東部地區這裡有著氣勢磅礡的高山之美、田園景緻的

綠色大地、還有一望無際的藍色海岸線，可以說花蓮台東一

帶擁有豐富的大自然奧妙，倚山傍海的秀麗景色也是很多人

流連忘返捨不得離開的地方，也成為外界人常說花蓮是人間

淨土，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已經是花蓮的代名詞。

　賴進坤表示，台灣近來引人關注的話題之一是，國民旅遊

似乎大減，大家更喜歡到國外玩（尤其是有廉航以及日幣貶

值之後）。而寄予厚望的國際觀光客，成長動能又似乎展現

疲態，來客人數上似乎還可以，但平均消費力下滑。

　很多人說，這是因為陸客少了的緣故。但這僅是諸多原因

之一。就以觀光大縣花蓮為例，身為一個老花蓮人，事實上

，我看到觀光業欲振乏力的現象數十年來一如以往。照道理

來說，如花蓮人常常自豪的，花蓮擁有世界一流的自然環境

，太魯閣國家公園是世界10大景點，花蓮人的友善好客更是

不輸一般台灣人，有這些優異條件，花蓮怎會不吸引觀光客

呢？

　賴進坤強調，但我們必須承認，雖然來客一直都有，但花

蓮的確沒有「特別」吸引觀光客，尤其是回流客人。我們常

自我讚嘆，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花蓮除此之外還有最美

麗的天然風景。這兩個條件固然不能說沒有意義，但若要當

飯吃（這裡指的是一個可以長期、穩定地養活很多人的經濟

產業），我們的確還缺了很多。要了解這些，需要從旅客的

角度來看問題。

提振花蓮觀光 要從旅客角度看問題

尋求連任抽中８號的第

三選區縣議員黃振富

提出「吉安鄉和花蓮市行

政區域大合併」等8項主要

政見，要讓民眾幸福生活

一路「發發發」。

　黃振富提出八項主要政

見參選：

　一、推動吉安鄉、花蓮

市行政區域合併。二、增

進花蓮各鄉鎮工作機會。三、推動觀光產業發

展。四、監督縣政、改善機關行政效率、關懷弱

勢。五、推銷農產，維護農民、勞工權益。六、

改善各地區「路平、燈亮、水溝通」問題。七、

解決治安、交通阻塞、停車位不足問題。八、維

護客家、原住民等各族群文化傳承。

提出八項政見爭取支持

邱永双強調，票投邱展

謙展現吉安民意，讓

吉安鄉脫離藍綠的框架，

大家用選票支持邱展謙，讓

吉安的未來會更好。邱展謙

政見包括：長者照顧好，擴

大幼兒公托，讓年輕人全力

拚經濟，就可以達成這個目

標，邱展謙願意將一生所學

奉獻吉安。

　邱永双感謝前花蓮縣客屬會理事長彭明德支持

邱展謙發揮客家精神，打拚為鄉親服務。

　邱永双也引用邱展謙以愛因斯坦的名言「這世

界不會被那些作惡多端的人毀滅，而是毀滅在袖

手旁觀者的手中。」期望大家將沈默的力量化為

選票，勇敢投下智慧的選擇，翻轉吉安。

支持邱展謙翻轉吉安鄉

尋求連任第三選區縣議

員葉鯤璟表示，長

年選擇議會保安小組，主

因是警政、消防、環保、

衛生業務都與基層民眾生

活息息相關，此次尋求連

任，提出的十二項政見都

是基層鄉親所需，基層

建設當務之急，其中，義

警、義消、巡守隊三大協

勤民力，是當前警、消人力嚴重不足，最重要的

好幫手，所謂「民力無窮」，就是這個道理。

　葉鯤璟指出，原本日夜守護鄉親生命財產安全

主要是警察與消防人員，義警、義消、巡守隊三

大協勤民力適時填補警察、消防人員人力嚴重的

不足。

提出鄉親所需�1�2項政見

長期投入民主運動的施

金樹，感謝立委蕭美

琴前往為他加油、打氣與

加持，不僅肯定他長期為

花蓮民主的奉獻，也讚揚

他在縣議員任內的問政績

效，以及熱心為民服務的

具體成果，並預祝他競選

六連任成功。

　施金樹是民進黨最資深

議員，在白色恐怖年代就投入民主改革運動，出

錢出力，無私的奉獻精神，獲得鄉親高度信任。

　蕭美琴支持施金樹並肯定他，問政績效及為民

服務成果斐然，這次爭取六連任，蕭美琴呼籲鄉

親全力支持，讓他繼續在議會為花蓮爭取更多的

建設，讓花蓮成為更優質的城市。

無私奉獻鄉親高度信任

感謝秀林鄉親支持，讓

淑銀深耕秀林擔任二

屆鄉長、二任縣議員，這

是再度尋求連任也懇請鄉

親一起疼惜鄉長候選人王

玫瑰，讓秀林鄉可以透過

資源連結與合作，落實服

務與建設。

　許淑銀感謝族人一路走

來的支持，未來希望做好

服務平台，成為族人在國會的後盾，跨黨派的服

務，為守護原住民的權益而繼續努力。

　許淑銀說，她為原住民權益的努力，不分黨派

全力守護秀林鄉親，而未來希望做好服務平台，

成為族人在縣議會的後盾，跨黨派的服務，為守

護原住民的權益而繼續努力。

全力落實秀林服務建設

任期將屆
談政見
說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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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美雲

林宗昆

發 燒 話 題

能代表民進黨出馬角

逐這次的花蓮縣長

選舉，是人生中意外的旅

程。這代表著承擔和勇氣

，也是過去二十一年來，

我參與公共事務、允諾花

蓮鄉親的理念！

　今年，民進黨將帶著改

變花蓮的堅定決心，參與

這一場代表「改革和反改

革、進步與退步」價值之

爭的選戰！為了縣政的長遠發展，我承諾，縣府

絕不會浪費公帑，拒絕任何虛華不實的形象工程

和活動；不會賤賣和炒作土地、威嚇企業。我會

讓大家的血汗錢，確實投資在花蓮的永續發展，

也讓企業在安心的環境下經商。

「慈悲城市、幸福城市」為題，從臺灣人口老化將從高

齡社會邁入超高齡社會，如何打造高齡幸福城市，盼

能推動從老年環境機能、老年營養、老年運動、老年人文

照護主要方向來預防老化、活躍老化，一起打造不老青春

。臺灣在全世界安寧照顧，排名第六名，張峻希望未來持

續以愛與關懷，推動花蓮「慈悲城市」。

　「在地安養，無憂向晚」「回歸家庭與社區」是國人核

心觀念與價值。生命意義的開闊，廣與深由自己來創造，

這就是醫療。張峻希望行政院於民國九十四年核定「建立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社區營造及社區自主參與

為基本精神，鼓勵民間團體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

在地的初級預防照護，連結社區照顧、機構照顧及居家服

務等各項照顧措施，建置社區中連續性長期照顧服務與落

實弱勢者照顧服務社區化，計畫人力資源發展、問題與解

決、評鑑與輔導等。發現關懷據點的設置嘉惠許多老人，

且在志工中不乏健康老人。關懷據點讓老人有機會得到他

助，自助、互助、助人。

　張峻建議落實在地老化，需要配備並建立在地老化服務

系統，花蓮的醫療與人文深度開闊扎根，更期待醫療互相

分享，為時代做見證，為人類寫歷史，企盼花蓮醫療以「

不為自己求安樂，只要眾生得離苦」的精神，繼續前進，

朝著「創新研發、慈悲人文」前行。

雪玉自從政以來，一直

與鄉親們站在一起，

為民服務，是雪玉投入政治

的初衷，花蓮與雪玉的生命

情感密不可分，雪玉對花蓮

這塊土地始終懷抱著一份使

命感，為人民服務，為鄉親

發言，為花蓮的進步而奉獻

己力，這都是雪玉每次參選

的最大成就感，希望鄉親再

度支持雪玉，讓雪玉用最大的服務熱忱回饋鄉親。

從政之路，並不好走，

但美雲很幸運的是

有這麼多鄉親的支持與愛

護，讓美雲一路走來並不

孤單，美雲為鄉親服務，

為父老兄弟奔走，是因為

美雲知道，鄉親們的每一

票都是珍貴的，都是支持

美雲的力量，美雲絕對不

能也不會讓鄉親們失望。

這一屆，希望美雲有機會，繼續有飽滿的力氣，

為鄉親朋友服務。

絕對不會讓鄉親們失望

最大服務熱忱回饋鄉親這是場進步與退步之戰

持續以愛與關懷 推動花蓮慈悲城市

感謝大家將近九年的支

持與關心，在今年初

慧萍決定不再爭取連任，

主要原因是另有生涯規

劃；再來，因為從政期間

認識了諸多好友，都能協

助當初慧萍競選的初衷-

關注社會弱勢，反映社會

基層的聲音。因此，即便

卸任，仍有很多好友可以

為民喉舌、努力發聲，願意協助慧萍持續關心鄉

親問題與推動公益。慧萍由衷感謝關心、扶持我

的好朋友，讓我這九年可以得到付出的喜悅，能

為社會盡棉薄之力，將來慧萍仍會持續做公益，

推動造就社會祥和的工作。卸任是職責的結束，

但不會更改做公益的初衷，謝謝大家。

不從政仍會持續做公益

感謝花蓮這些年來給

我機會回饋鄉里並

逐步實現為民服務的初

衷，除了努力解決民困委

屈之外，也幫助各鄉鎮基

礎建設爭取經費，無論是

監視器設備建置、道路改

善、排水溝渠整治或學校

社區軟硬體添購及設施改

善等，都有張正治努力服

務的績效。近六年來，正治持續辦理高國中小學

張正治獎助學金的發放，已嘉惠幫助五千多位學

子，默默付出，只期望花蓮的未來更繁榮更祥

和。距離投票日僅剩卅五天，面對第三選區遼闊

的地區，一號張正治抱定決心，一步一腳印，拜

訪選區每一位鄉親，爭取支持當選連任。

為花蓮未來更繁榮打拚

吉安的過去，從我的父

親擔任吉安慶豐村

長開始，阿照的兄長和家

族服務鄉親超過一甲子，

吉安的現在，阿照從擔任

鄉代表時與我們最敬愛也

最懷念的田鄉長一起為吉

安鄉打拚，感謝田鄉長為

吉安帶來的改變，以及打

下的根基。吉安的未來，

大家都知道吉安是全花蓮唯一人口穩定成長的鄉

鎮，也是北花蓮最具有潛力的行政區域，從今天

開始，鄭乾龍（阿照）要和吉安一同迎向新未

來。而這次選擇參選吉安鄉長，懇請鄉親支持一

起打拚，實踐阿照的十大吉安施政主軸。

實踐十大吉安施政主軸

宗昆在擔任議員這四

年，無論在問政、選

民服務、或是爭取更多建

設及推廣城市觀光上，皆

秉持民胞物與的態度，期

望能夠讓我們所生活的城

市變得更好更安全，但是

只有我一個人的力量是無

法達到目標的，需要您們

每一個人凝聚能量，用手

中的選票讓宗昆繼續為大家服務，相信有各位的

支持，我們可以一起讓花蓮更好！

　過去四年在議會殿堂的成績單總計建設類六十

三案、警消類四十九案、教育類三十七案，此番

再度參選縣議員，宗昆提出友善城市６＋政見，

希望和選民們攜手實踐理想、打造更好的花蓮！

我們一起讓花蓮縣更好

歷任花蓮市民代表、花

蓮一信董事長及縣議

員豐富資歷，服務鄉親這

麼多年來，無時不是戰戰

兢兢，期許自己不要辜負

鄉新所託。不僅關切幼托

免費入學、學生營養午餐

措施，對教育發展的重視

不遺餘力，更提請政府規

畫景點設施以留住觀光客

源，同時建請高鐵列入花蓮重大建設，改善花蓮

對外交通問題，督促台鐵解決一票難求現象。

　此番再次參選，李秋旺以財經專業、民意悍

將、監督縣政、服務鄉親為政見，希望選民們將

選票投給「認真會做事，打拚肯服務；拚經濟！

拚治安」的11號第一選區縣議員候選人李秋旺。

認真會做事打拚肯服務

選舉到了，謠言滿天

飛！外界言之鑿鑿

的流傳我為了爭取房產繼

承，把父親張宏煙痛打一

頓，由於謠言愈傳愈兇、

愈傳愈走樣，因此我不得

不出面主動澄清，我和父

親張宏煙已經到富里鄉義

民廟、義聖宮敬拜神明秉

告說絕無外傳的逆倫此

事，如果再有人言之鑿鑿、繪聲繪影的惡意喧染，

歡迎一起到義民廟、義聖宮請神明仲裁。張智冠

說，他在議會的薪水一直都被扣款是事實，不過這

是他幫岳父做保人所致，不過不會因此影響他的財

務狀況，他的財務狀況一向很好。希望謠言止於智

者，大家不要聽信謠言，也不要再傳播謠言了！

懇請大家不要聽信謠言

蘇忠亮任內，新上任

的縣政府教育處長

劉美珍說要去拜訪他，蘇

忠亮要求劉美珍應該先

拜訪、認識鄉內的各校校

長，了解偏遠山地鄉各校

的處境才對，至於有沒有

拜訪他並不重要；此舉讓

族人相當敬佩，認為蘇忠

亮真心真意的關心他們，

有如黑暗裡的一盞明燈，照亮鄉民的心，溫暖鄉

民的心，也照亮鄉民的未來前程。臺灣基督長老

教會卓溪教會連外道路過去遲遲無法打通，地方

各界翹首殷盼始終無解，也是蘇忠亮積極召集縣

政府、縣議會、鄉公所、村辦公室等單位一再協

商，終於解決數百教友無路可走的窘境。

真心真意關心照顧族人

爭取連任的花蓮縣南

區阿美族籍縣議員

陳英妹，認真傾聽鄉親的

心聲，仔細記錄鄉親的建

言，然後把這些心聲與建

議，全部放在情人袋內，

把鄉親當成情人來熱情服

務，裝滿無限關懷的情人

袋，已經成為她熱情服務

政壇的註冊商標。陳英妹

服務選民時，情人袋從不離身，能夠傾聽的就記

在心裡，如果建議較多，她就會從情人袋內拿出

筆記本來記錄，鄉親都認為她不僅熱情，更兼具

熱忱、善良與用心。服務鄉親上山下海、不分族

群，更是她從政的宗旨和特色。服務鄉親從不怕

累與苦，只要有心、用心，付出就是收穫。

有心用心付出就是收穫

陳長明是第九選區縣議

員，地處花蓮縣偏

遠、交通不便的中區。普

悠瑪列車十月二十一日在

宜蘭縣東山至蘇澳間出軌

釀成重大死傷案件，不少

旅客是花蓮人，再次突顯

花蓮縣連外交通的不便和

險峻。連接花蓮縣與南投

縣的國道六號開闢經濟價

值，絕對比蘇花高來得高，政府應該早日興建。

國道六號公路是從花蓮通到埔里，是走東西向直

接通行到西部的南投縣，車程才三十公里左右，

既快速又便捷，亦可彌補蘇花、南迴公路之不

足，因此希望政府能夠趕快開闢！

希望趕快開闢國道六號

任期將屆
談政見
說感謝

從縣議員轉戰吉安鄉長

選舉抽中二號的游淑

貞，感謝鄉親與國民黨支

持，讓他有信心延續吉安

鄉長黃馨的施政與服務，

配合一號縣長徐榛蔚，二

號鄉長游淑貞，支持者喊

出「縣鄉同心‧勝利在

望」口號。

　游淑貞提出四大願景

―「大步發展的吉安」、「文化觀光的吉安」、

「安全幸福的吉安」、「產業平衡的吉安」來

「貞」愛吉安，做為競選政見主軸。

　游淑貞強調，除了要延續重要的交通建設，貫

通吉安東西向交通環節，更推崇不同族群的文

化，並藉此推展文化觀光動能。

提出四大願景貞愛吉安

感謝立委蕭美琴肯定參

選縣議員的莊枝財與

市代候選人謝豪杰。

　蕭美琴推薦花蓮市國字

頭市民代表的候選人謝豪

杰，曾任她服務處專員，

年輕有熱忱，熱心投入公

共事務，如鄰家男孩般的

好態度，深獲基層民眾肯

定。

　立委蕭美琴更盛讚莊枝財「敢講、敢拚，發揮

監督的力量」。莊枝財則疾呼「一生懸命，監督

家族霸權」、「盡心盡力，不負選民所託」，近

九年來的花蓮，民眾和鄉親受霸權壓制，不缺對

權力阿諛奉承的人，但非常需要無懼發揮監督力

量的民意代表。

盡心盡力不負選民所託


	議政20181101出版
	12_20181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