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ohsiung City Council

縣市合併一起拼經濟
高雄市議會歡喜迎新
Kaohsiung City and County
Working Together for Economic Growth:
Kaohsiung City Council Welcomes the Future
為迎接 12 月 25 日高雄縣市合併的日子，二百多萬高雄市民在 11 月
27 日投下手中神聖的一票，選出縣市合併後第一屆的高雄市長、市議員及
里長為大家服務，也見證大高雄建設發展歷史性的一刻，啟旺身為高雄市
議會議長，除了恭賀當選人外，也歡迎來自高雄市各個地區，深獲選民肯
定支持的首屆議員加入高雄議會這個大家庭，今後大家也將不分彼此，共
同為促進縣市合併後的大高雄發展作出貢獻，回饋市民對我們的期待。
改制後的高雄議會議員人數從原來的 44 名議員，增加到選後的 15
個選區 66 名新科議員，為此高雄市議會調整議員座位空間，迎接新科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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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們報到。
高雄縣市合併後，不只是議會在人數及代表區域上有所改變，還將面
臨很多問題，包括財政來源的劃分、公共建設的規劃、預算的分配、經濟
發展策略等，千頭萬緒，都有賴議員嚴格的監督，才維持良好的施政品質。
隨著選舉的激情已告一段落，但就高雄市民的經濟及生活層面而言，
高雄的高失業率是不爭的事實，高雄市議會期待市府團隊積極開創產業投
資的機會、拓展觀光、吸引觀光客的同時不僅能刺激高雄的消費，提供稅
金減免等足夠的誘因讓廠商有意願到高雄設廠，增加工作機會，市民的生
活才能過得更好。以更高的行效率和前瞻性的發展策略，少意識形態、多
經濟、多交流，走出台灣、走向世界，大高雄才有發展性。

Preface by Speaker of Kaohsiung City Council

議長序

By voting in the special municipality election on November 27, the 2 million plus residents of
Kaohsiung City elected the first mayor, city councilors and borough chiefs for Greater Kaohsiung,
which will come into existence following the merger of Kaohsiung City and County on December
25.
As the speaker of Kaohsiung City Council,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elcome all
the new councilors from districts around the city, who are now part of our extended family. In future
we must strive to overcome divisions and work together to make the merger of Kaohsiung City
and County as big a success as possible. That is the only way we can truly repay the faith of the
electorate in voting us into this chamber.
Following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s that underpin this merger, the number of councilors in
Kaohsiung City Council will increase from 44 to 66, with 11 new electoral district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is change we have reorganized seating arrangements in the council chamber to ensure our
new members are as comfortable as possible.
After the merger, the Council will not only have to deal with an increase in councilors and
electoral districts, it will also face a whole range of new issues and problems, including the divis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the planning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budgetary alloca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etc. Only by strictly executing their supervisory responsibilities can councilors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Council’s work reaches the highest standard possible.
Although the passion of the election is fading, the residents of Greater Kaohsiung now face the
reality of high unemployment that currently plagues our city. To this end, Kaohsiung City Council
very much hopes that the city government will be more proactive in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business startups and work to attract more investment to Kaohsiung. For example, developing
tourism and attracting more tourists will certainly help to stimulate consumption, but providing such
incentives as tax reductions and exemptions would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f firms to build more
plants locally, thereby creating mor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directly helping to improve life
for local residents.
We believe that a more efficient and forward-look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one that refuses to be
distracted by ideology but rather focuses on economics, expands exchanges and makes a name for
Kaohsiung beyond Taiwan, is the best way to ensure Greater Kaohsiung realizes its full potential.

為大高雄立下百年大計
Looking to the Future of Greater Kaohsiung
11 月 27 日全台眾所矚目的五都選舉終於落幕，高雄縣市合併後
的第一屆市長、議員也在市民的支持中當選。大高雄市成立，土地面
積與人口數都大幅增加，如何克服原有的縣市城鄉差距，利用地理環
境優勢，發展產業特色以繁榮地方，高雄市議會 66 位新科議員同仁，
都將肩負起監督市政、促進大高雄永續發展的重責大任。
回顧過去這 4 年，由於全球氣候變遷，天災不斷，環保議題更加
受到各界關切。台電大林廠燃煤電廠擴建一案，在本屆議會支持下迅
速通過不得增加二氧化碳的決議，而中油高雄煉油廠的如期遷廠，也
在市民堅決捍衛居住的環境品質與身體健康，用選票支持具環保理念
的民意代表，讓政府更要信守承諾。未來中油遷廠後的國有土地，由
於地處整個大高雄地理的中心位置，交通便捷，適合新府會中心的興
建與使用，期許新高雄市政府能站在都市永續發展的視野，儘早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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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再利用與復育，以謀求市民最大福祉。
過去 88 水災與 919 水災的慘況令人心有餘悸，災害的主因即在
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的破壞，面對重大環境生態問題時，執政者更要省
思大高雄的整體規劃，發展與環境相容、社會生活緊密結合的產業，
進而保護海岸、山林與農地。我們仍要繼續為環境與市民的健康做最
嚴格的把關，市府執政團隊也要有環保與生態永續的決心與作為，共
同朝向「生態永續的環保城市」邁進，為大高雄百年大計展現無比的
魄力。
On November 27, the people of Taiwan voted in five special municipality elections, as a result
of which the people of Kaohsiung elected the first mayor and councilors for Greater Kaohsiung,
which will be formed from the merger of Kaohsiung City and County, later this month.
The establishment of Greater Kaohsiung greatly increases the city’s geographical area and
population. How to overcom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ity and county, urban and rural areas,
how to optimize our 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advantages and develop industry in a way
that underpins local prosperity, is now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66 councilors elected to sit in the
Greater Kaohsiung City Council. It is their task to supervise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eater Kaohsiung.
Looking back over the last four years, changes in global climate have led to constant reports
of natural disasters, which have in turn attracted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For example,
a resolution was quickly passe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ouncil stipulating that any expansion
of Taipower’s Talin coal-fired power plant must not increase CO2 emissions. In addition the
promised relocation of China Petroleum Corp’s Kaohsiung refinery has also been underlined
through the ballot box, with residents pointedly electing environmentally-conscious councilors
to defend their desire for a healthier living environment. This is also a way of ensuring the city
government keeps its promises. Once the refinery has been relocated, the fact that public land on
which it stands is in the center of Greater Kaohsiung City and extremely convenient in terms of
transport, makes it the perfect location for a brand new city council building. We very much hope
that the new government of Greater Kaohsiung will embrace a vis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quickly set in motion plans for the reuse of the area, in way that optimizes the benefits to the
local population.
In many cases recent fatal floods and landslides have, at least in part, been the product of
serious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In the face of such problems those in government need to
plan for Greater Kaohsiung as an integrated whole, ensuring that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sustainability are compatible over the long-term, which means protecting coastal areas, forests
and arable land.
We promise to do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ensure that the environment and health of local
residents are given priority in all policy consider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city government also
need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way, we can work together towards the goal of “An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city,” dedicating ourselves to the creation of a better tomorrow for Greater Kaohsiung
City.

副議長序 Preface by Deputy Speaker of Kaohsiung City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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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Topics

2010 高雄市第 1 屆議員選舉結果

文 / 張筧

2010 高雄市縣合併之後，高雄市議會、縣議會合併成為五都的第 1 屆市議員選舉，
全市共分為 15 個選區，共有 134 人登記參選，角逐 66 席應選席次（62 席分區，4 席
原住民），不過因為縣市合併後市議員席次大幅減少，也意味著當選門檻提高，總席次
比合併改制前市議員、縣議員加總後減少 32 席，現任議員除了得面臨議會重新洗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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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首屆合併市議員的改選，不乏鄉鎮長換跑道、政治世家二代接棒、新人角逐的挑
戰，使得本屆選舉戰況特別激烈，當選率約只有五成，而且除了原住民 4 個選區之外，
各選區當選票數必須破萬，高雄市 5 個選區大車拚 34 席議員 51 人搶翻天，縣議員名
額甚至打到五折之多。

高 雄市議會換新血
由 於 合 併 後 市 議 員 席 次 大 幅 減 少， 因
此儘管首屆大高雄市議員選舉，15 個選區
66 席 議 員 中， 只 有 16 名 新 任 議 員， 僅 佔
議員人數的二成四，但卻造成 32 位現任議
員落選，政壇新人大有斬獲，6 年級生的新
人成為未來議會主體。新議會可說是大換血。
但在 16 名新任議員中，卻大多是政治
閱歷豐富的超級候選人轉換跑道，特別是鄉
長及鄉代表換跑道的候選人展現了雄厚的地
方實力。

鄉 鎮長、代表會主席 4 人成功換跑道
高雄縣市合併，地方制度重新調整後，區長將
改為派任，而原本透過選舉產生的鄉、鎮長及代表會
代表在地方上原本就擁有雄厚的基層實力，加上任期
將屆，因此合併後的第一戰原高雄縣有 8 位鄉鎮長
及代表會正副主席轉換跑道，投入市議員選舉，其中
大社鄉長張勝富、大寮鄉長黃天煌、林園鄉長韓賜村
及鳳山市代表會主席楊見福等 4 人，挾豐厚基本盤，
順利當選。
鄉鎮長部分，林園鄉長韓賜村、大寮鄉長黃天
煌和林園鄉代會副主席黃兆呈還同時投入競爭最激烈
的 11 選區，13 人角逐 4 席，韓賜村、黃天煌挾現
任鄉長優勢成功上壘。
大社鄉長張勝富在 10 席選 4 席的第 5 選區，
以五百票險勝現任議員許慧玉。投入第 9 選區的楊
見福也面臨 18 席選 8 席的硬仗，最後也以一萬兩千
多票順利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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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學歷．年輕化
蔡金晏與李眉蓁都是政壇第二代，兩人除了
年輕外，都具備高學歷的條件，蔡金晏是成功大
學博士、李眉蓁是中山大學碩士，雙雙初選勝出，
被視為國民黨世代交替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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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1 屆議員的年齡較之過去已大
為降低，各政黨在提名上傾向高學歷、年輕化十
分明顯。在第 3 選區參選的陳政聞只有 33 歲，卻
以年輕、清新、高學歷形象，贏得不少年輕游離
選票認同、好感；此外第 2 選區的蘇琦莉、第 4
選區的李眉蓁、第 6 選區的蔡金晏、第 7 選區的
曾俊傑、第 9 選區的李靜雅、第 10 選區的陳致中，
年齡都在 35 歲以下，年輕一代輩出，六年級生逐
漸入主議會。年紀最長的則是鄭新助，今年 69 歲。
年輕高學歷是本屆市議會的特色，新議會中
有 2 位博士、碩士近 20 人，前高雄市環保局長張
豐藤是美國加州大學機械工程博士、國民黨蔡金
晏是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博士。新人民進
黨籍陳政聞是中山大學政治學碩士、國民黨李眉
蓁是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無黨籍陳致中是
美國紐約大學法學碩士。

大幅提升當選率，連原本不被看好的第 3 選區（岡
山、橋頭），也在藍營強敵環伺下，二席全上。
相對的，國民黨的高額提名，且不服黨提名
者脫黨參選者眾，大大分散票源，加上市長選情的
懸殊，難以發揮群體的戰力，使得國民黨當選席次
不如預期，在小黨部分，親民黨吳益政在第 8 選
區搭上末班車，吊車尾擠入市議會，為親民黨在市
議會保住一席香火，未來將發揮什麼樣的政治效
能，各界都在期待。
這次市議員選舉中，有 38 名女性參選，一口
氣當選 23 席，占議會總席次的 34％，較上屆縣
市女性總席次比率 29％增加 5％，女性在大高雄
新議會的實力不容小覷。
最引人注目的，前總統陳水扁兒子陳致中得
票數衝高，順利進入高市議會。

克 紹箕裘
政 黨席次消長

勢均力敵

第 1 屆高雄市議會 66 席議員，國民黨拿下
29 席，民進黨表現也不遑多讓，硬是攻下 28 席，
藍綠險些打成平手，是歷屆高雄縣市議會，藍綠
席次最接近的一次。也象徵著市長得票過半後，
民進黨距離府會完全執政的目標不遠了。
第 1 屆高雄市議會選舉結果出爐，66 席議
員，藍綠皆未過半，國民黨雖然仍保住最大黨的
面子，但僅以一席之差領先民進黨，是高雄市、
縣議會前所未見。
此外，無黨籍參選情況雖多，但在兩黨夾殺
下，僅當選 8 席，比率僅 12.1％，較本屆縣市的
24％大幅滑落。
民進黨採取保守提名策略，縣市只提名 33
席，當選 29 席，當選率超過 9 成，大獲全勝。
民進黨市黨部評估，此次大勝除保守提名策
略成功，陳菊市長「母雞帶小雞」的戰術奏效，

二代接棒

政治及基層的實力是需要長期經營及時間累
積的，在本屆市議員的選舉顯示，許多具有服務
選民基礎背景的候選人，也有克紹箕裘的志願和
拼勁，2 選區：蘇琦莉之父就是曾任路竹鄉長蘇清
鴻；3 選區：陳政聞，岳父是現任高雄市議員黃昭
星；翁瑞珠丈夫黃萬全，曾任高雄議員；4 選區：
李眉蓁的父親李榮宗，曾任高雄市議員；陳玫娟
的父親陳清玉，曾任高雄市議會副議長；5 選區：
林芳如的丈夫黃登丕曾任高雄縣議員；6 選區：蔡
金晏的父親蔡松雄，曾任高雄市議會副議長；陳
美雅的父親陳明吉曾任高雄市議員；7 選區：曾俊
傑的父親曾長發，曾任高雄市議員；黃柏霖的堂
叔黃啟川，曾任高雄市議會議長；8 選區：周玲妏
的父親周平德，曾任國大代表；9 選區：陳慧文的
伯父是陳三思，曾任國大代表。顏曉菁父親顏文
章，曾任立法委員；10 選區：林宛蓉的丈夫是現
任立委郭玟成；陳麗娜的丈夫楊敏郎及公公楊振
添都曾任高雄市議員；陳致中的父親就是前總統
陳水扁；曾麗燕的丈夫是前立委林宏宗。
他們在選戰中固然有優勢，卻非唯一的入門
票，事實上高學歷、清新的形象，讓他們更搶眼。

議員當選名單如下：
第 l 選舉區：林富寶（民）、朱信強（無）、李鴻鈞（國）
第 2 選舉區：李長生（國）、張文瑞（民）、陳明澤（民）、蘇琦莉（國）
第 3 選舉區：陳政聞（民）、許福森（國）、翁瑞珠（民）、陸淑美（國）、曾水文（國）
第 4 選舉區：陳麗珍（國）、林瑩蓉（民）、張豐藤（民）、陳玫娟（國）、黃石龍（無）、
李眉蓁（國）、藍星木（國）、周鍾 （國）
第 5 選舉區：林芳如（民）、錢聖武（民）、吳利成（國）、張勝富（民）
第 6 選舉區：李喬如（民）、連立堅（民）、蔡金晏（國）、陳美雅（國）
第 7 選舉區：黃柏霖（國）、黃淑美（民）、康裕成（民）、鄭新助 ( 無 )、洪平朗（民）、
童燕珍（國）、曾俊傑（國）、林武忠（民）
第 8 選舉區：郭建盟（民）、周玲妏（民）、莊啟旺（國）、蕭永達（民）、許崑源（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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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益政（親）
第 9 選舉區： 顏曉菁（民）、陳慧文（民）、張漢忠（民）、劉德林（國）、李雅靜（國）、
楊見福（無）、陳粹鑾（國）、蘇炎城（無）
第 10 選舉區： 陳致中（無）、林國正（國）、曾麗燕（國）、李順進（無）、鄭光峰（民）、
林宛蓉（民）、陳麗娜（國）、陳信瑜（民）
第 11 選舉區：韓賜村（民）、蔡昌達（民）、黃天煌（國）、洪秀錦（國）
第 12 選舉區：俄鄧 ‧ 殷艾（Eteng‧Ingay）（民）
第 13 選舉區：柯路加（Istanba Ciban）（國）
第 14 選舉區：伊斯坦大 ‧ 貝雅夫 ‧ 正福（Istanda‧Paingav）（無）
第 15 選舉區：孫慶龍（Tanobake‧Apaolithi）（國）

政黨
中國國民黨
民主進步黨

席次 得票數
得票率
29 601,083 39.08%
28

564,397

29 人

36.7%

28 人

無

親民黨

1

30,335

1.97%

台灣團結聯盟

0

27,171

1.77%

新黨

0

1,317

0.09%

無黨籍及未經政黨
推薦者

8

313,586 20.39%

8人
1人

國民黨 29 人
民進黨 28 人
無黨籍 8 人
親民黨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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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ors’ Quotes

註：本單元議員政見取自高雄市第 1 屆選舉公報。

選區

1

桃源區
那瑪夏區
甲仙區
六龜區
杉林區
內門區
旗山區
美濃區
茂林區

農業與觀光為主軸
高雄縣市合併後首屆市議員選舉第 1 選區範圍涵蓋
了中央山脈、山麓與高屏平原臨接的地區鄉鎮，也就是
桃源、那瑪夏、甲仙、六龜、杉林、內門、旗山、美濃、
茂林等昔日高雄縣的九大鄉鎮，除了旗山、美濃兩地是
人口密度較高的鄉鎮外，大多是以農業及觀光產業為主
軸的山城。

人口數│ 132,975 人
選舉人數│ 108,507 人
投票率│ 73.87%
應選人數│ 3 人
候選人數│ 7 人

第 1 選區 7 人投入選戰，應選出 3 席，選舉結果出
爐由民進黨籍的林富寶、國民黨籍的李鴻鈞及無黨籍的
朱信強勝出獲選成為第 1 選區高雄市首屆市議員。當選
3 人都有豐富的經驗和資歷，李鴻鈞是連任兩屆縣議員，
擁有南藝大的碩士學位和兼任講師資格；林富寶是現任 P. 9
縣議員；打出“農民代言人”的無黨籍朱信強則有農會
系統的奧援，果然在選舉中勝出。

旗山是高雄縣三山之中的觀光起點，因此有許多景點都是要經過旗山再前往，
旗山本身也是個百年的山城，旗山老街更是融合了百年來不同建築形式的特色。而美
濃則是著名「客家莊」，富於客家文化之美，美食、古蹟、山城小鎮的風光令人流連。
而桃源區、那瑪夏區、甲仙區、六龜區、杉林區、內門區和茂林區，地處山林，
人口相對較少，風光優美，但同時也是環境敏感帶，部分鄉鎮曾在八八風災中重創，
除了發展觀光產業，如何透過環境保育、地方建設和防災機制，保障地方的安全，是
未來高雄市政府嚴峻的挑戰。

1. 重視環保，保護旗山地區淨土。
2. 改善旗美地區交通網，建請捷運輕軌連通。
3. 加強社會福利，重視老弱勢問題。
4. 加強產銷制度教育，輔導精緻農業。
5. 提昇鄉村教育問題，縮小城鄉差距。
6. 加強旗山地區醫療服務品質。

林富寶
政黨：民進黨
年齡：55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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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在地本土認同，發展幸福農村，農村是我們的家，也是我們成長的故鄉。在地
本土化是我們認同的根本，發展幸福農村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不論耕作的農民，小
生意的服務業者，文化產業的藝術家，或是盡守本分的公教人員，都要生活幸福。
第（一） 發展綠色農業、輔導安全、無毒又養生的生態耕作模式，強化消費者對農
產品信心。
第（二） 活絡產銷物流，廣設都會假日農產市集，公部門及學校優先採購在地農產
品。結合都會休閒旅遊與農村產業交流，並進一步爭取擴大外銷市場。
第（三） 健全拍賣制度，比照台北果菜市場，成立高雄果菜市場拍賣制度，維護合
理農產銷售價格。

朱信強
P. 10

政黨：無黨
年齡：42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第（四） 農業低利貸款，賡續辦理農業低利貸款，簡化行政手續及徵信，要求增加
回鄉創業，弱勢團體，農村婦女，災區重建等貸款優惠。
第（五） 保障社會福利，65 歲以上老人每年定期免費健檢，廣設老人休閒兼護理
中心，並提供外籍或單親媽媽行政及法律諮詢服務。
第（六） 農村整體規劃，輔導聚落保存，文化祭典，生態旅遊辦理，尤其重視農村
水圳灌排系統，農水路景觀及維護規劃等農村基礎建設。
第（七） 協助災區重建，要求以政策全方位的面向，災民意願為主體的立場，支持
災區的重建與產業的復原。
最後阿強與鄉親共同疼惜家園、捍衛鄉土，建立幸福農村。

李鴻鈞
政黨：國民黨
年齡：44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1.

強化社福─加強老人日托福利措施，爭取身障者社福補助、保障弱勢權益。

2.

農業振興─建立特色農產品優勢，提升農經產值；開發行銷通路，振興農村。

3.

運動城市─爭取親水運動公園建設，營造青少年及民眾健康休閒運動，打造
優質生活空間。

4.

藝文發展─爭取旗美區多功能展演廳，發展藝文活動，提升文化質量。

5.

深耕教育─督促市府重視教育多面向發展，拉近城鄉教育差距。

6.

健全醫療─督促政府重視旗美地區醫療品質，保障民眾就醫及救護的權益。

7.

文化觀光─發展藝文觀光，深耕在地文化，再創旗美地區觀光旅遊風華。

8.

安全交通─要求市府落實旗美區基礎建設、打造便利交通路網。

9.

重建災區─督促政府災後交通建設及流域整治，解決淹水問題及加速復建工程。

10. 關懷家園─持續關懷永久屋基地住民權益，加強各項建設、建立安全新家園。
11. 優質服務─以熱忱、努力、誠信之一貫信念，為鄉親提供專業服務。

選區 1 桃源區、那瑪夏區、甲仙區、六龜區、杉林區、內門區、旗山區、美濃區、茂林區

選區

2

茄萣區
湖內區
路竹區
阿蓮區
田寮區
人口數│ 152,448 人
選舉人數│ 119,424 人
投票率│ 77.07%
應選人數│ 4 人
候選人數│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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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山又包海ㄟ所在
高雄市首屆市議員選舉第 2 選區包括了昔日高雄縣路竹、湖內、阿蓮、田寮、
茄萣等 5 個具有農、林、漁、牧的產業鄉鎮。也因為地緣的特性，地方上也有所謂
「山線」、「海線」之分。
山線是以阿蓮、田寮兩鄉為主，而海線就是比較靠海的湖內和茄萣。夾在中
間的則以是蔬菜專業區聞名的路竹區。但就人口數而言，海線人口雖具優勢，但路
竹區則是該選舉山、海必爭之地。首屆高雄市議員選舉 9 搶 4 競爭相對激烈，最終
由國民黨籍的李長生、蘇琦莉（女）及民進黨籍的張文瑞、陳明澤獲選，4 人都是
現任高雄縣議員，在激烈的選舉中展現了現任優勢。
第 2 選區山線的阿蓮、田寮一帶地質上稱之為青灰岩，遇水就順流而下，成
為陡峭的蝕溝和角度甚大的坡面，表面寸草難生，而且難以通行，稱為「惡地」形
成的特殊地質景觀，在明月當空之際，倒映在靜靜的溪水中，有著淒涼荒漠之美，
恍如廣月寒宮，因而被稱為「月世界」。
以月世界惡地景觀聞名全台的田寮，境內擁有泥火山、大小崗山等豐富的觀
光資源，特殊的土質，也孕育出甜美可口的棗子與芭樂，蜿蜒的山路上都是蔥翠的
龍眼樹，醞釀的龍眼花蜂蜜，更是遠近馳名，獨特的地形與植物，放養山羊，肉質
特別鮮美有嚼勁。
大崗山更是阿蓮的精神象徵，超峰寺與光德寺等百年古剎林立，是南台灣佛
教聖地，芒果、釋迦、蕃茄、蜂蜜與芭樂，香甜多汁。
與阿蓮緊鄰的路竹地勢平坦，氣候溫和，蔬菜、水果是路竹的主要物產，雞
蛋產量更是聞名全省，而接近興達港的地方有牡蠣、虱目魚、吳郭魚、石斑魚、草
蝦的養殖。
湖內區與茄萣區毗鄰而居，僅以二仁溪與臺南市相隔，屬於傳統產業為主的
兩個鄉鎮都有著濃濃的鄉村景緻，湖內大多以農漁業為主，傳統特產還有煙燻鴨、
九層糕、雙糕潤及皮蛋等美食，而茄萣區除了以石斑養殖聞名全台，主要特產有烏
魚子、扁魚乾、香魚片、鯊魚翅以及鯊魚皮，在茄萣的大街小巷，幾乎可以隨處見
到漁產曝曬。興達漁港的觀光漁市有最新鮮生猛的海產店、茄萣情人碼頭的浪漫風
情等是體驗漁村遊憩的最佳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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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力爭取田寮、阿蓮、路竹、湖內、茄萣地方建設，促進城鄉
均衡發展。
2. 督促市政改善水利設施，解決各鄉水患，加強便民措施並加強
公共工程管理。
3. 爭取二仁溪全面整治完成堤防興建。
4. 爭取高雄縣因業務需要所聘任二仟多位約聘僱人員工作權，以
免影響高縣業務推動。
5. 爭取高雄縣現有各區鄉鎮公共建設回饋金合併後不能比現在
少，以免影響地方權益。

李長生
P. 12

6. 爭取擴大舉辦地方特產傳統文化活動，建立農漁產品品牌，提
高促銷能力。例如茄萣烏魚子、田寮阿蓮蜂蜜及水果、路竹蕃
茄及蔬菜、湖內燻鴨產品，增加農漁民所得。

政黨：國民黨
年齡：54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1. 爭取闢建高鐵橋下阿蓮至岡山平面道路，改善交通網路。
2. 爭取高雄捷運延伸至路竹，帶動地方繁榮發展。
3. 協調路竹科學園區廠商，優先僱用鄰近鄉鎮員工。
4. 整治二仁溪，創造第二冬山河。
5. 全力打造環保生態，加強農村建設，發展農村新魅力。

張文瑞

6. 配合市長施政，落實全民福利，加強弱勢幼兒之照顧。

政黨：民進黨
年齡：60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選區 2 茄萣區、湖內區、路竹區、阿蓮區、田寮區

1. 捷運儘速核定到路竹並延伸至湖內，未來與大臺南都會銜接。
2. 小港機場應遷移，在彌陀海岸興建新的南部國際機場。
3. 縣市合併後，應加強高雄縣的基礎建設部份，平衡縣市落差。

陳明澤
政黨：民進黨
年齡：47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4. 全力爭取大高雄都國中小學童營養午餐政府補助。
5. 協助高雄科學園區招商，帶動就業人口與繁榮。
6. 推動興達港遊艇專業區，帶動海洋休閒產業，闢建海上藍色公路。

1. 落實辦理全民社會福利，督促政府照顧身心障礙、弱勢族群，提供救
助管道，並加強老人、兒童福利。
2. 促進婦女參與社會活動，保障婦女權益與安全，推動兩性平權，並發
放婦女生育補助津貼。
3. 消除教育亂象，建立優質教育環境，改善校園與教室設備。
4. 強化治安工作，全面推動重要路口監視系統，使 e 社區化。
5. 促進農漁民福利，推動農漁民政策，推動地方農業休閒活動。
6. 加強路竹科學園區開發及招商，以增加就業機會，並要求路竹科學園
區廠商聘用在地子弟。
7. 積極督促政府儘快延伸高雄捷運到路竹、湖內，闢建阿蓮至路竹科學
園區的聯絡道路，以提昇交通便利性，促進區域繁榮。
8. 推動二仁溪整治計劃，防範污染與淹水；儘速改善排水問題，徹底解
決低窪地區排水不佳的問題，提昇居民生活品質。
9. 敦促發展觀光，整合茄萣情人碼頭、湖內自行車道、路竹科學園區、
阿蓮宗教文化園區及田寮月世界觀光資源，整體行銷創造商機。

蘇琦莉
政黨：國民黨
年齡：33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10. 要求鄉鎮現有各項回饋金專款專用於地方建設與鄉鎮民福利，不由政
府統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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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高雄的重心

3

選區

高雄縣市合併後首屆市議員選舉第 3 選
區包括了永安、岡山、燕巢、彌陀、梓官、
橋頭等六鄉鎮，其中包括人口密度較高的岡
山與橋頭及農、漁鄉鎮。9 名候選人搶 5 席
的局面，讓選情格外緊張，而在激烈的戰況
中國民黨籍的許福森、陸淑美、曾水文等 3
位以現任議員獲選，而民進黨籍的陳政聞、
翁瑞珠則以新人之姿順利上榜，讓地方上的
政治實力出現洗盤的情況。

永安區
岡山區
燕巢區
彌陀區
梓官區
橋頭區

永安和彌陀是高雄縣養殖漁業的大本
營，一年四季供應著鹹水虱目魚、石斑魚、
鯛魚、吳郭魚與白蝦的鮮美滋味，石斑最是
美味，還可以順道逛逛這一帶漁塭閒靜的漁
鄉風景。
P. 14

岡山區是大岡山地區 11 鄉鎮的首善之
區，三條老街就是岡山商業文化發展過程的
主軸，岡山區同時也是台灣螺絲產業重鎮，
全國 70% 的螺絲業集中在此，產量也占全球
16%，是根留台灣的代表性產業。

人口數│ 234,524 人
選舉人數│ 182,924 人
投票率│ 78.28%
應選人數│ 5 人
候選人數│ 9 人

橋頭舊稱仕隆，現為高雄捷運紅線的
終點，以緊鄰捷運車站的糖博館園區聞名，
橋頭糖廠迄今已有百年歷史，糖廠前的橋南
路，是橋頭發展最早也是最熱鬧的街市，走在橋南路好比走進一個時光隧道，附近允龜橋是市集的中心，也是
橋仔頭地名的由來。
燕巢區群聚了高雄師範大學第二校區、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皆集中於此，
有大學城之稱，農作則以棗子，芭樂聲名大噪。
梓官區東鄰橋頭、南有高雄，居民農漁參半，漁產、農產均極豐富，蚵寮漁港以及周邊的海岸線景點，經
赤崁至南寮海堤，全線約 2 公里，稱為黃金海岸，午後漁船陸續返航入港卸貨，各種海鮮擺滿拍賣場，人聲鼎沸，
是採買的好去處。

1. 堅持「台灣、中國，一邊一國」信念。持續推動以「台灣主體意識」為本
之在地意識。
2. 縮短城鄉發展差距，合理分配預算資源，打造各具魅力與福利之區域特色。
3. 整合改造永安、彌陀、梓官等海線漁港風貌，引進日本築地傳統觀光市場、
美國舊金山漁人碼頭、西雅圖派克市場等地之營造概念，串連成創造鉅額
觀光產值之海岸休閒文化園區。
4. 整治土庫、典寶溪、阿公店溪等河川，徹底解決水患及蚊蠅孳生問題，並
營造親水河岸地帶，提供民眾更多假日休憩空間。

陳政聞
政黨：民進黨
年齡：33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5. 爭取國家級藝文展演中心設於岡山，開發小崗山成為自然生態園區，打造
岡山區成為藝文生態休閒重要示範區。
6. 整合燕巢大學城與農產觀光旅遊資源，打造一個具備深度人文風格的自然
渡假專區。
7. 推動橋頭新市鎮開發，爭取大高雄行政中心設置。

選區 3 永安區、岡山區、燕巢區、彌陀區、梓官區、橋頭區

1. 加強岡山及大遼區域重點排水整治力促完成。
2. 阿公店溪全域排水系統之清理整治應限期完成，讓區域居民永除水患。
3. 高雄捷運 R24 站 ( 岡山站 ) 落實建置完成。
4. 積極開發橋頭新市鎮，促成新都行政中心遷建本區。
5. 全面招商，謀造民眾就業機會。
6. 推動精緻農、漁業並協助農、漁產品銷售。
7. 推展新都觀光產業、教育、文化之提振。
8. 弱勢民眾、老人福利及就業之保障及提昇。
9. 優生養、教育工作應儘速落實。
10. 力促老舊社區更新、提昇農村居住品質。
11. 推動「新都」行政區域之整併期能順利完成。

許福森
政黨：國民黨
年齡：60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上列各點是為現階段之部份工作抱負；人生以服務為目的，期盼在爾後的歲月
中竭盡所能為鄉親作最完美的服務。讓「新都」的建設突飛猛進，成為全國首
善之都。

1.
2.
3.
4.
5.
6.
7.
8.
9.

力挺陳菊市長，打造進步幸福高雄都。
尊重民意、服務隨叫隨到並 24 小時服務。
清潔選舉，不收任何紅包。
燕巢通往橋頭與田寮之鄉道建請完成闢建。
農路闢建與維護應落實以嘉惠農友農作。
巡守隊應加強安全配置。
各類志工政府應編列預算加以補助。
各項社會福利工作與經費編列應比照高雄市不能對高雄縣厚彼薄此。
針對弱勢團體比如老人、婦女、貧困、急難、殘障、幼童、生育等等補助應加
以提高。
10. 岡山捷運站應如期完工。
11. 高雄市公共汽車應通往各鄉鎮。
12. 針對水患政府應本救災如救火精神並不計代價優先詳細妥善規劃並即行整治
完成。
13. 進口外勞減少本勞就業機會政府應妥善評估利弊。
14 電線與電桿應全面地下化。
15. 電信局、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煤氣公司等常因政府監工單位無妥善規劃聯
繫、致使開闢或維護道路時造成民怨，應行徹底防止。
16. ECFA 雖已完成換文程序但政府不經全民公投決定將反對到底。
17. 政府應每一鄉鎮有一大型公園以利鄉民運動休閒。
18. 建請規劃闢建梓官、彌陀、永安等三鄉海岸車道與觀光休閒。
19. 海上觀光遊艇建請延伸到彌陀南寮與永安永新漁港以期海洋觀光時代的來臨。
20. 建請橋頭新市鎮應續行開發，使之和糖廠、高雄都會公園、捷運站等形成優質
生活圈。
21. 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農漁業特產、為農漁民創造最大經濟效益。

翁瑞珠
政黨：民進黨
年齡：60
出生地：臺灣省嘉義縣

2010 年 12 月│ 67 期

P. 15

1. 專職民代、效率服務、反映民意、造福市民。
2. 嚴審市府預算，改善財政赤字。
3. 爭取勞工權益，關心失業問題。
4. 主張男女工作平權，提高婦女社會地位。
5. 因應經濟政策，反應農民心聲，爭取農業轉型政策輔導。
6. 監督工業區、垃圾焚化廠、科學園區之環境污染。

陸淑美
P. 16

政黨：國民黨
年齡：48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7. 建議市府加速開發興達漁港以及積極規劃永安、彌陀、梓官等沿海地區
發展休閒觀光漁業，改善城鄉差距。
8. 促請市府儘速完成燕巢大學城特定區計畫，配合未來大高雄城市發展。
9. 建請重新檢討橋頭新市鎮綜合開發計畫案，以利未來大都會區之發展。
10. 爭取高雄捷運紅線延伸至高雄科學園區，以改善大眾運輸，俾利地方長
遠之發展。

1. 秉持熱情百分百，服務最勤快的精神，為地方和鄉親打拼。
2. 縣市合併，鄉鎮行政劃改制為區，未來將於岡山、燕巢、橋頭、梓官、
彌陀、永安區設立服務處，服務鄉親。
3. 爭取學童營養午餐免費。
4. 建議警政單位成立專責巡邏的警力，強化社區治安維護。
5. 以 BOT 的方式強化，提升社區監視器功能，建構治安無死角的社區環境。
6. 要求市政府於各區公所設立就業諮詢、服務中心，提供鄉親完整、迅速
的就業資訊。
7. 爭取提升老人、婦女、殘障朋友、單親家庭、中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的
福利。

曾水文
政黨：國民黨
年齡：50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8. 要求全面改善易淹水地區的水患，讓地方脫離淹水的夢魘。
9. 全力為農、漁民鄉親爭取權益，主張市政府應建立完善產銷制度，未來
農業局應致力發展農漁業、提升農漁民收益。
10. 監督高市捷運如期興建完成 R24 岡山捷運站，更應在岡山區六鄉鎮建構
完善、便捷的捷運接駁車交通。
11. 主張打造岡山為北高雄地區的科技、環保、產業重鎮、拼經濟、創造繁榮、
提升勞工朋友就業率。
12. 加速燕巢大學城開發進程，繁榮地方。
13. 加速建設橋頭新市鎮、於新市鎮設立第二市政行政中心。
14. 完整規劃梓官、彌陀、永安等海岸線觀光休閒設施，全面發展海洋觀光
產業，同時致力帶動當地漁業發展，造福漁民鄉親。

選區 3 永安區、岡山區、燕巢區、彌陀區、梓官區、橋頭區

選區

4

楠梓區
左營區
人口數│ 360,540 人
選舉人數│ 268,929 人
投票率│ 70.05%
應選人數│ 8 人
候選人數│ 13 人

P. 17

左楠發展前景可期
大高雄市第 4 選區左營、楠梓區席次由 10 席減為
8 席。因為席次的減少，使得現任議員也面臨了相互排
擠的命運。在 13 名選將登記參選下應選 8 人，但其中
婦女保障名額 2 席，加上具有實力的老幹新枝頭角崢嶸，
選情緊繃，由於第 4 選區的的左楠，有龐大的眷村人口，
長期被視為國民黨的大票倉，經過一番角力，國民黨搶
下 5 席，民進黨提名 3 席當選 2 個席次，國民黨在第 4
選區可說是成績耀眼。
在 8 名議員當中，除了男、女各半之外，有 6 名連
任者，2 名為新科議員。其中黃石龍、周鍾 均已連任
多屆，十分資深，年僅 31 歲的李眉蓁是本屆高雄市議
會最年輕的議員之一，是前議員李榮宗的愛女；而民進
黨新科議員張豐藤則為前市長謝長廷時期的政務官，時
任高雄市政府環保局長。
選情是個“藍大於綠”的票盤，藍營選情固然相對
地較為寬鬆，加上這裡是黃昭順的傳統地盤，市長、市
議員“綑綁投票”的情況會比較緊密；越是如此，想要
當選至少要有“安全票數”15,000 票，可說是誰要選都
相當吃力。

提起左營，許多人就會聯想到蓮池潭，是觀光客
來到高雄必遊的景點。但近年來隨著重劃區的開發及台
鐵、捷運、高鐵三鐵共構、巨蛋現代化綜合體育館、世
運主場館等公共建設的挹注下，左營區早已成為高雄市
人口成長快速的地區，人口也趨於年輕化，開拓票源為
新、舊選將的當務之急。
同屬第 4 選區的楠梓，原本在高雄市區位置上較為
偏遠，但近年來因為高雄捷運的通車，改變了楠梓地區
交通上的便利性，也帶動了地方上的發展。特別是在高
雄縣市合併後，楠梓區北接橋頭、岡山、旗山等地，回
復到古談「三山歸一坑」（意指楠梓坑）的區位條件，
特別是極力訴求高雄中油五輕須於民國 104 年遷廠的無
黨籍身分黃石龍議員再獲連任，將再度展現他促使中油
遷廠，轉型的意志，使得楠梓的發展倍受矚目。
隨著後勁溪整治及綠美化有成、捷運帶來的便利交
通等因素下，楠梓的生活機能也趨於完善，加上三所國
立大學院校，以及都會公園綠與美的環境，為楠梓帶來
健康、知性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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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監督市政府對內認真規劃大高雄經濟投資發展，對外用心推動城市行銷全力招
商。創造繁榮，提高就業機會。
2. 爭取興建勝利國中，有效解決左營地區國中新生總量管制問題。推動小學生全
面採用電子書包及Ｅ化教學，減輕小學生書包重量，並且方便學校、家長聯繫。
3. 繼續爭取北高雄長青中心設置，提供鄉親長輩休憩聚會、展演多功能場所。要
求市政府在楠梓區設立青少年活動中心，提供青少年多樣化用途，培養正確人
生觀。
4. 督促市政府積極爭取「蓮潭文化園區」設立，帶動左楠地區觀光產業。督促市政
加強楠梓區、大社交接處河川整治，降低水污染，提昇居民生活品質。

陳麗珍
P. 18

政黨：國民黨
年齡：44
出生地：高雄市

5. 繼續爭取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在楠梓地區設立，創造地方文化產業，繁榮區域。
6. 爭取親屬幫忙托育照顧幼兒，應該發給托育補助費，讓民眾無後顧之憂，增進
家庭和諧。建議單親家庭子女，優先就讀公立或國小附設幼稚園，減輕單親家
庭負擔。
7. 要求警察局在治安顧慮重要地點、重要路口增設監視系統防範犯罪、有助偵查。
爭取行人紅綠燈號誌全面加裝倒數計時器，以利年長行人判斷穿越道路時間。
8. 爭取翠華三期國宅預定地，變更為公園預定地兼設地下停車場，提供民眾綠地
和停車空間。全力爭取改善果貿國宅大樓電線、管線頂樓漏水、消防設施及外
牆美化。
9. 繼續爭取台１７線向海軍軍區借道，並協調軍方拆移左營軍區東側圍牆，儘快
疏解右昌、援中港地區交通。

經濟建設
交通建設

綠能建設

林瑩蓉

地方建設

政黨：民進黨
年齡：45
出生地：臺灣省臺南縣

教育主張

選區 4 楠梓區、左營區

1. 楠梓加工區轉型為楠梓科技園區
2. 大眾捷運系統串聯楠梓科、本洲科、路竹科，形塑高科技經濟廊道
1. 鐵路地下化延伸至楠梓段
2. 興建右昌捷運支線或 BRT（公車捷運化）
3. 博愛路型及安全島統一，改善交通塞車動線
4. 大中高架橋強化隔音牆，定檢橋墩安全
5. 道路監視器提高區域安裝密度並增設夜間攝影功能
1. 公共自行車據點密度增加
2. 各圖書分館更新加入綠能設備
3. 打造楠梓都會公園為綠能主題示範公園
4. 政府免費提供電動機車電池並廣設更換站
5. 政府補貼汽車安裝氫油節能設備
1. 左營楠梓舊巷弄門牌重新整編
2. 形塑明誠路、裕誠路為日本表參道
3. 高鐵站前新光三越設電影娛樂中心
4. 蓮池潭增設太陽能觀光船，劃設蓮池潭觀光文化專區
5. 左營眷村文化園區再造
6. 左營第一公有市場退場轉型
7. 左營大路電線電纜地下化
1. 國民義務教育延伸至學齡前５歲托兒教育
2. 提高幼教補助經費及扶養兒童免稅額
3. 第一、二胎每月補助經費及健保自付額至學齡前４歲
4. 六歲學齡孩童牙溝縫封填全面免費
5. 增加身心障礙資源班特教老師數量
6. 明訂霸凌事件獎懲處置流程，嚴重霸凌者安置專責輔導班級

1. 嚴格監督市政，看緊人民荷包，落實市民參與的幸福城市。
2. 嚴格監督大高雄環保問題，打造大高雄成為綠能環保的優質城市。
3. 成立高雄煉油廠遷廠再造推動小組，推動遷廠後之土地復育與都市規劃，引進
低汙染產業，包括綠能科技、設計及文化創意等產業，為在地年輕人創造就業
機會。
4. 串聯北高雄大學院校，推動輕軌通勤捷運，在６萬師生生活、就學、就業的帶
動下，打造左楠區成為高雄都會發展，引領產業在地生根的「大學生活城」示
範區域。
5. 整合蓮池潭周邊宗教文化資源，利用孔廟週邊廣場，定期舉辦民俗技藝或戲劇
表演，為左楠地區創造文化觀光產值。
6. 爭取左營新社區設立藝文展演中心，提升北高雄文化生活。
7. 爭取崇德路打通至自由路，讓居民出入更方便。
8. 增加社區長病老人日間照護時數，讓年輕人安心工作賺錢。

張豐藤
政黨：民進黨
年齡：49
出生地：臺灣省新竹市

9. 增加育兒津貼，出生津貼提高至二萬元，養育津貼三歲前每月三千元，減輕年
輕夫婦育兒負擔。
10.推動輔導社區及大樓開設互助安親中心，讓家長都安心。

在清廉參選、專業問政、認真服務的堅持下，玫娟將以「讓繁榮從左楠出發」的
信念，和左楠鄉親共同打拼。
1. 爭取市政新都心設於左楠區－左楠區交通、腹地寬廣、文教興盛、可快速連
接大高雄各地、縣市合併後應將市政新都心設於左楠區。
2. 鐵路地下化及輕軌延伸到楠梓、右昌，督促左楠縫合計劃－鐵路地下化１０６
年完工，左營計劃可消除崇德路、華榮路、明誠路三處平交道、騰空廊道１０
公頃，市府應將鐵路地下化及輕軌延伸到楠梓右昌、並規劃左楠縫合計劃。
3. 爭取蓮池潭整體開發為文化觀光園區－蓮池潭應結合左營舊城，洲仔濕地、
週邊廟宇、強化周邊交通及建設、開發多元水上活動、整體開發為國家級文
化觀光園區。
4. 爭取國圖南館在楠梓、致力保留眷村文化－爭取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在都會
公園設置。眷村改建不損及眷村文化及住戶權益、改建品質要有保障、明德
基地應列為全國十大眷村文化園區之一。
5. 要求左楠新台十七線截彎取直立即動工－台十七線路曲折、交通壅塞、９７
年已取得土地、完成規劃、市府應立即動工、不可一拖再拖。

陳玫娟
政黨：國民黨
年齡：48
出生地：高雄市

6. 全面取消博愛路分隔島－博愛世運大道設計不良、汽機車分隔島路型不一，
嚴重威脅行車安全、市府應儘速全面取消分隔島。
7. 提高文教經費、保障老弱婦幼－爭取逐年提高文化教育預算、強化教育競爭
力、豐富市民心靈，社會資源優先照顧老人、弱勢、婦女、幼童，打造溫暖
城市生活。並爭取北區長青活動中心設立。
8. 督促老舊公園更新、以供市民安全舒適的休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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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重教育，促請政府增加教育經費，改善學校軟、
硬體設備，提昇教學品質。
2. 關心環保，督促政府確實執行取締污染，把乾淨的
居住環境，還給市民。
3. 促請政府增闢公園綠地，給市民更多休閒場地，提
昇生活品質。

黃石龍
P. 20

政黨：無黨
年齡：56
出生地：高雄市

4. 節能減碳，促請政府增闢自行車道，以安全、便捷
具地方特色為設計主軸，讓騎士高興出門，平安回
家。
5. 督促政府將市政中心遷移至左楠世運主場館週邊，
以符合縣市合併後的需求。

1. 推廣行銷左楠休憩生活觀光圈，規劃蓮池潭成為觀光水上新樂園，增加就
業機會及觀光收入。
2. 向市政府爭取經費更新各級學校教室設備並爭取運用閒置國小教室，增設
公立幼稚園提升教育品質，減輕家長負擔。
3. 爭取、保障婦幼、老人、勞工、弱勢團體之權益。
4. 積極推動乾淨、舒適生活圈計劃，強力驅除病媒蚊杜絕流行病的漫延。

李眉蓁
政黨：國民黨
年齡：31
出生地：高雄市

5. 爭取經費落實社區及路口監控系統普遍化降低犯罪率，提高破案率以保障
人民安樂業。
6. 對老舊眷村改建、復光及永清新村違建戶，爭取應得之權益。
7. 持續推動義民、舊城兩巷之住戶遷建並維護權益。
8. 翠華三期國宅預定地，地上公園化，地下興建停車場。

選區 4 楠梓區、左營區

1. 重視弱勢族群，健全福利安養。
2. 關懷勞工就業，保障勞工權益。
3. 推動地方建設，督促市府重視傳統市場的更新與活化。
4. 規劃交通網絡，全力監督鐵路地下化進度。
5. 提高教育水準，爭取增加市立幼稚園班級和名額。
6. 改善治安狀況，提昇居住品質。
7. 提昇社區醫療資源，落實社會福利政策。
8. 整治排水系統，降低災害損失。
9. 落實兩性平權，提高婦女地位。
10. 堅持認真、用心的專業服務。

藍星木
政黨：國民黨
年齡：62
出生地：高雄市

1. 全力爭取儘快規建燕巢線輕軌捷運工程。
2. 積極爭取高雄新的都會區行政中心建設在左楠。
3. 儘早興建通往右昌、高雄大學等社區捷運支線工程。
4. 大力爭取儘早全面施做左楠區電線電纜地下化工程。
5. 監督政府充實蓮池潭風景區國際級觀光遊樂設施案。
6. 儘早興建海軍軍區中正路經右昌連通援中港新台十七線西濱公路工程。
7. 即刻興建左營段鐵路地下化工程，並向北延伸至岡山、路竹段。
8. 繼續督促寬列預算普設監視錄影系統，確實改善社區治安環境。
9. 即刻興建北區長青綜合活動中心，期能落實照顧老人福利。
10. 繼續整治後勁溪中上游各排水溝，並開始規劃清疏整治典寶溪。
11. 儘速籌設柴山國家自然生態公園，並全面徵收開闢尚未開發的公園綠地。
12. 積極爭取幼稚園大班五足歲幼童免費義務教育政策。

周鍾
政黨：國民黨
年齡：55
出生地：高雄市

2010 年 12 月│ 67 期

P. 21

5

選區

大社區
仁武區
鳥松區
大樹區

人口數│ 189,615 人
選舉人數│ 149,366 人
投票率│ 74.48%
應選人數│ 4 人
候選人數│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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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工商並重的鄉鎮
高雄市議員第 5 選區包括緊臨高雄市區的仁
武、大社、鳥松、大樹四個鄉鎮，人口密集、各黨
派角逐者眾，僅管如此，第 5 選區還有二名新科議
員，兩名獲得連任，選舉結果跌破地方人士眼鏡。

鳥松區由於近高雄市，支援高雄都會區色彩依舊，
尤其是西邊的村落呈現出偏向都市化之社會結構及生
活型態。鳥松區良好的居住環境、知名的遊憩點澄清湖
等，是衛星城市的要件。

由於該選區長期以來國民黨、民進黨始終勢
均力敵，因此兩黨各提名 3 席，加上無黨籍 4 人
參與角逐，形成 10 搶 4 的局面，不過選舉結果出
爐顯示，在本區選舉地緣扮演著重要的關鍵。

大樹區位於高屏溪以西，是高雄都會區及屏東生
活圈的分水嶺，境內多丘陵山坡地，但因特有土質及水
質，出產鳳梨特別好吃，所以大樹區迄今仍有鳳梨王國
之美譽。近年來大樹積極發展觀光產業，包括高屏大橋
至舊鐵橋以北高灘地，面積廣達 120 公頃的舊鐵橋溼
地生態公園、具有文創產業基調的三和瓦窯、雅植香草
園、姑山倉庫產業文化休閒園區等，而全台聞名的佛光
山是南台灣最大的佛教道場，也正是位在大樹。

第 5 選區民進黨提名的林芳如（大樹）、錢
聖武（仁武）、張勝富（大社）選前頻頻喊出「支
持在地人」戰術奏效，3 席全上，而國民黨提名僅
吳利成在大樹保住基本盤，順利連任。
仁武區北臨大社區，西鄰高雄市三民區、左
營區、楠梓區，東鄰大樹區，南接鳥松區。近年來
因仁武工業區的設置，各種工廠林立，使本區的產
業型態由農業逐漸轉型為工商業。仁武區幅員廣
闊，尤其是轄內澄清湖特定區，已形成所謂高品味
的住宅區，居民人數激增，位於仁慈路旁的仁慈公
園、仁雄路旁的仁和公園、仁勇西巷旁的仁愛公園
及澄和路旁的澄觀公園形成的公園群，是社區居民
休憩的好去處。
選區 5 大社區、仁武區、鳥松區、大樹區

大社區開發甚早，是個農、工、商並重之區，最
富盛名的農產品為棗子和芭樂；另外，也是高雄縣最大
酪農區，牛奶產量居全縣之冠。「觀音山」是南部有名
的風景區。隨著南二高開通，以及附近的義守大學、樹
德科技大學及義大醫院相繼帶來數萬名消費族群，均以
本區為其生活便利商圈，原先以舊部落三角湧為主的
商業中心地位，已經被觀音山的外圍道路 - 中山路所取
代，人文生態較往昔更為熱絡與多元化。隨著地方發
展，大社區已儼然成為工商業、農業、觀光的好地方。

＂小手拉大手，鄉村向前走＂幸福活力大進步。芳如用心、用愛為大樹、鳥松、
仁武、大社勾勒發展願景，並將全力督促市府實現完成。
1. 振興農業：發展精緻休閒農業，結合文化節慶活動行銷特色產品，創造農
業附加價值及競爭優勢，降低 ECFA 衝擊，提升農民收益。
2. 保障勞工：鼓勵勞工進修及轉換第二專長訓練，提升就業能力。積極協助
勞資爭議調解，保障勞工權益。
3. 幸福社區：落實福利化社區理念，健全婦女、老人、兒少及身心障礙者全
面關懷系統。
4. 平安家園：改善野溪、區排及地方排水設施，加強政府防、救災能力，保
障家園安全。
5. 深耕文教：推動英語與本土母語教學及全民閱讀，培養學生在地化及全球
化視野。
6. 便捷交通：整合公車接駁系統，聯結高鐵、捷運及臺鐵大眾運輸，成為高
雄共同生活圈。
7. 美麗河川：加速高屏溪整治疏濬，解決水患及農民耕作河川區土地受限問
題，並兼顧河川復育與水資源保護。

林芳如
政黨：民進黨
年齡：42
出生地：臺灣省南投縣

8. 綠色旅遊：保存鄉村農園風貌，結合人文、自然及宗教觀光景點，推廣有
機生態、健康慢活之綠色旅遊。
9. 發展地方：撥用軍方營區閒置土地，闢建生態、文化或產業各類主題園區，
加速地方發展。
10. 回饋鄉里：主張各鄉鎮現有回饋金，繼續保留供地方興辦公共建設與文化
福利事業。

1. 推動四鄉（仁武、大社、鳥松、大樹）聯盟，共同繁榮發展。
2. 以「交通新仁武」為核心，建構交通網路，作為對外發展門戶。
3. 以「健康觀音山」帶動大社鄉人潮，營造運動＆農產集散專區。
4. 以「觀光澄清湖」舞動鳥松優勢，行銷觀光熱潮景點。
5. 以「農業玉荷包」發展大樹鄉農產，建構暢銷通路，讓農民辛苦有代價。
6. 六十五歲以上長輩，免交健保費，免費裝假牙，免費坐捷運，交通行動無
障礙。
7. 關懷隔代教養及弱勢家庭子女，推動陪讀安親服務，讓其也能贏在起跑點
上。
8. 全面推動國中小免費營養午餐。
9. 繁榮產業，經濟起飛，社會福利有保障。
10.提高生育補助津貼及幼稚園兒童就讀補助。
11.反映民意、造福市民、爭取農民、勞工權益。
12.協助市政，推動地方建設。

錢聖武
政黨：民進黨
年齡：53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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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心奉獻、不計利害，為民服務。
2. 督促政府改善治安維護人民權益。
3. 監督政府提升為民服務品質，改善人民生活環境。
4. 督促政府提高教育品質，防制毒品、暴力流入校園。
5. 促請政府落實就業輔導及工安維護。
6. 促請政府加速強化農漁業發展，增進民間經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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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利成

7. 促請政府落實觀光產業發展，提升高雄都會區域生活條件。

政黨：國民黨
年齡：41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9. 督促政府依法行政，加速都市建設提高國際競爭力。

8. 促請政府積極推行社會倫理建設及人民生活文化品質。

10. 強力監督政府保障合法、公平落實市民各項福利措施。

1. 整合行銷「一溪二湖雙山」文化觀光帶
強化高屏溪河濱公園、觀音湖生態公園、澄清湖風景區、觀音山
風景區、佛光山宗教文化區觀光建設，行銷具湖光山色、宗教文
化、自然生態、農園休閒等特色的「一溪二湖雙山」文化觀光帶。

2. 爭取國道增設交流道，「武松樹社」聯外更暢通
爭取國道十號增設八卦寮交流道、國道三號增設大樹交流道，強
化仁武、鳥松、大樹、大社東西向聯絡道路，加上１０６年完工
的國道七號，四鄉聯外通勤將更暢通。

張勝富
政黨：民進黨
年齡：38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3. 爭取設置農業局，加強農特產品行銷
牛奶、芭樂、蜜棗是大社三寶，大樹鄉的荔枝、鳳梨、龍眼遠近
馳名，未來大高雄市政府應增設農業局，發展休閒農業、加強農
特產品行銷，並提昇農村建設、保障農民權益、落實老人福利、
推廣農村文化，創造優質的農村新生活。

4. 加強社區建設，提振文教水準
爭取一里一公園，一區一活動中心，藝文活動要下鄉，爭取辦理
皮影戲節等具地方特色的節慶活動，而中山大學第二校區在仁武
西營區設置後，將爭取增設市立高中，方便「武松樹社」學子就
近就讀。

選區 5 大社區、仁武區、鳥松區、大樹區

選區

6
鼓山區
鹽埕區
旗津區

人口數│ 187,884 人
選舉人數│ 147,847 人
投票率│ 71.19%
應選人數│ 4 人
候選人數│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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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地區發展潛力大
高雄市議員第 6 選區包括旗津、鼓山、鹽埕區，

旗津、鼓山、鹽埕是高雄市較早開發地區，傳統

在首屆選舉中，議員席次從原本的 5 席減為 4 席，加

色彩濃厚，特別是旗津區和鹽埕區，由於都市更新不

上參選人不是十分資深就是形象好、拼勁十足的青壯

易，即使市政建設大幅進步，但此一區塊人口變動並

派，使得選情一開始就十分膠著。經過激烈的角逐，

不大，原本保有基本盤的選將在開拓票源上不易，再

當選的四位議員包括民進黨籍李喬如、連立堅以及國

加上席次壓縮，候選人紛紛轉戰北鼓山。

民黨籍的陳美雅、蔡金晏，都是具有政黨奧援的候選
人，形象佳、年輕化更是關鍵。
高雄市旗津、鼓山、鹽埕地形南北走勢，從左營
尾到旗津，過去被認為是傳統色彩濃厚的地區，每個
候選人對於選票基本盤的掌握度高，變化不大。但近
年來，隨著高雄美術館園區的開發，大樓林立、人口
集中，且選票年輕化下，為該選區的選情投下變數。
國、民兩黨在上屆選舉中，就已經推出較年輕的候選
人上陣，本屆還加入了前副議長蔡松雄之子蔡金晏投
入選戰，使得兩位沒有政黨奧源的資深議員飲恨。
第 6 選區當選 4 席議員，國民黨、民進黨各半，
李喬如戰績輝煌，連任 4 屆市議員，堪稱資深老戰將，
地方經營已久，實力堅強。連立堅則是律師出身，又
是現任市議員，基層服務口碑好，積極開拓新興選票，
陳美雅為現任市議員，蔡金晏父親為前副議長蔡松雄，
長期深耕地方。

北鼓山以美術館週邊新開發為核心，在高雄市是
一個人口遷入明顯成長的地區，帶給年輕選將許多機
會，因此大多候選人以主攻大樓及社區服務的口碑作
為鞏固票源的方法。
旗津是高雄市最重要的觀光地區，近年來在各項
建設的挹注下，遊憩品質提高許多。而鹽埕區也因為捷
運的通車，交通更便利。但旗津、鹽埕面臨的問題是，
該區域開發較早，仍舊為舊聚落樣貌、人口多外移，
旗津還有觀光消費的人口支撐，而鹽埕的市況近年來
仍不見起色。
相對之下，北鼓山則顯得生氣勃勃，主要重劃區
及美術館、中都溼地的開發等，大規模的街廓、綠地、
新建大樓，吸引新興人口的魅力十足，雖然生活機能
稍稍不足，卻是一個可以打政績牌的處女地，也是一
個高潛力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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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堅持國小兒童營養午餐免費繼續實施並擴大至國中營養午餐比照辦理。
2. 爭取職業婦女職場安全與性別平等問題要求市府提供更多的保障婦女就業措施
並以更完善的公立托育服務以及托育補助，讓職業婦女安心工作，無照顧小孩
之後顧之憂。
3. 善用高雄縣市合併土地充分之優勢，主張引進高科技龍頭產業並帶動相關下游
產業，並要求政府訂定獎投條例吸引外資進駐高雄增加工作就業機會並要求職
訓與就業市場連結，結訓後即可上工以降低失業率並建立勞資雙方充分溝通的
平台與機制。
4. 主張市府廣建青年住宅提供青年低價、低利率租屋或購屋並建議由市府自行編
列首次青年購屋優惠貸款，讓青年脫離「無殼蝸牛」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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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喬如

5. 主張善用高雄港灣城市在鹽埕、鼓山、旗津山海河天然景觀之要件發展獨特碼
頭文化並引進已發展文創產業推動無煙囪之觀光城並結合鼓山、鹽埕、旗津現
有歷史文化天然景觀結合太陽能觀光輪提升旗鼓鹽之觀光產值為高雄之首。

政黨：民進黨
年齡：53
出生地：臺灣省屏東縣

6. 加速推動鼓山農 21 以及中鼓山台泥整體開發於 2013 年之前完成開發成功銜接
台鐵臨港西線 2016 年完工帶動鼓山區之發展提升鼓山區為高雄市最適合居住
之行政區。
7. 爭取市府常態性編列文化預算強化農十六凹仔底森林公園及美術館園區之文化
藝術創作之表演活動。
8. 爭取地方政府編列預算補助滿 65 歲以上者之勞動工作者 5000 元老工生活補助
金 ( 凡勞動工作者滿 65 歲以上勞退無工作者稱老工生活補助對象之。)
9. 爭取開辦美術館雙語國小於龍鎂國中旁之國小預定地。

1. 堅持台灣優先。
2. 堅持弱勢優先。
3. 推動鴨子船隊、觀光纜車、旗津觀光大島、振興觀光產業。
4. 爭取加速捷運、輕軌路網交通系統。
5. 推動綠能、減碳、遊艇及文創產業。
6. 加強婦幼安全，增加生育、托育補助。
7. 關懷外籍配偶，提供就業、學習 ... 等福利措施。
8. 加強辦理老人文康活動，增加老人照護設施及福利。

連立堅
政黨：民進黨
年齡：47
出生地：臺灣省臺北縣

9. 持續推動駁二文創特區，擴大能量振興鹽埕。
10. 推動鹽埕、哈瑪星間高雄港站土地設置鐵道博物館。
11. 捍衛旗津離島居民固有權益 ( 渡輪免費、生育、喪葬、結婚、學齡前兒童補助、
助學金、身障者營養 ...)。
12. 爭取將農 16 停車場用地建設為多功能共構大樓，提供社區民眾福利、休憩、
閱讀、停車及照護等設施。
13. 爭取美術館特區、農 16 社區設立圖書館。
14. 爭取美術館特區設立國家圖書館分館。
15. 爭取美術館特區加速設立龍美國小。

選區 6 鼓山區、鹽埕區、旗津區

1.

改善鹽埕公共建設，再現港都風華。

2.

強化鼓山區域發展，爭取民眾權益。

3.

解決旗津排水問題，重整都市計劃。

4.

增進高雄港競爭力，打造海洋首都。

5.

徹底改進用水品質，保護柴山壽山。

6.

完善高雄河川整治，永續水岸發展。

7.

旗鼓鹽文創觀光特區，老社區重生。

8.

街巷增加巡邏警力，保護夜歸婦女。

9.

加強學生心理教育，反霸凌進校園。

蔡金晏
政黨：國民黨
年齡：32
出生地：高雄市

10. 增進社會福利政策，照顧弱勢族群。

美雅宣言：用國際視野專業問政，捍衛婦幼安全，保障學童教育環境、打造
高雄海空經貿國際城，增加高雄就業機會、全力爭取國家電影文
化中心南館、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設在美術館區、尊榮長輩設樂
齡 ( 老人 ) 學習中心，爭取大型體育賽事在高雄舉辦，爭取《運
動公園》在旗津、鼓山、鹽埕設置。
1. 左岸鼓山風雲再起、塑造高雄巴黎，打造優質凹子底森林公園、增設凹子底
停車場、全力推動鐵路全面地下化活化平面交通、帶動內惟地區全面發展。
2. 鹽埕商圈變新東京城，風華再現：都市更新、成功爭取拆除大公路陸橋、
成功興建鹽埕綜合社會福利館、爭取經費補助推動城市再造。
3. 旗津海洋樂園為高雄夏威夷：推動貝殼館設立、旗后市場整體規劃、國際
觀光飯店設立、打造國際級觀光旗津新樂園。
4. 建構安全社區，塑造安心環境：爭取社區監視器 ( 鼓山區增設 978 支、鹽
埕增設 432 支、旗津區增設 219 支 )。
5. 推動打造亞洲最大太陽能產業，帶動高雄就業機會。
6. 爭取新設美術館小學，便利學童就近上學。
7.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設立 : 重視生態園區，好山好水，造福子孫，保留高雄
自然生態，成為港都新鮮空氣之肺。

陳美雅
政黨：國民黨
年齡：40
出生地：高雄市

8. 繼續爭取學童免費營養午餐、兒童托育津貼補助。
9. 強化綿密公車網，連接內惟、美術館區、瑞豐地區民眾搭乘捷運路線，組
成快捷網，提高民眾搭乘意願。
10. 尊榮長輩，增設社區樂齡 ( 老人 ) 學習中心，以利老人終身就近學習，開
放學校空間設施，提供老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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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選區

三民區

人口數│ 352,947 人
選舉人數│ 274,442 人
投票率│ 70.18%
應選人數│ 8 人
候選人數│ 14 人

P.P.P.
28
28
28

人口眾多 商圈聚落也多
高雄市議員第 7 選區是原本高雄市最大的行政區─三民區，光是這一區應
選席次就多達 8 人，但因為席次減少，角逐者眾，戰況激烈，空間受到嚴重壓縮。
選舉結果出爐後 8 名當選人都是連任者，新血挑戰失敗，特別是市長陳菊發揮
「母雞帶小雞」效果，在三民區最明顯，民進黨揮出四席全壘打，包括鄭新助，
5 席全上。四年前最高票國民黨黃柏霖，這次依舊是三民區最高票。三民區雖有
兩席婦女保障名額，但 3 名現任女議員統統上榜，以英雌之姿領先多名男將。
三民區今年選舉人數比 4 年前多出約 7,000 票，包括無黨籍在內各黨派勢
均力敵，三民區有 14 人參選，不但有 10 名現任議員爭 8 席，還有新人挑戰，
雖然也視為民進黨的大票倉之一，但這次選舉，國民黨只上 3 席，造成的藍、
綠版塊的大位移讓各界感到訝異。
高雄市三民區幅員廣大，呈東西向走勢貫穿高雄市，東在澄清路與過去的
高雄縣接壤，西至緊鄰美術館園區一帶的中都地區，九如路、建國路、同盟路、
明誠路貫穿三民區幾個重要的新、舊部落。其中河堤社區是三民區最大社區，
都是大樓，選民結構以年輕人居多，選舉人數就足夠選出一名候選人。
三民區包括三塊厝、新大港、灣仔內、寶珠溝、本館、獅頭、覆鼎金等七
大部落。原名三塊厝，臺灣光復後，取建設「三民」主義模範區之義，而改稱
今名。
三民區內有縱貫線公路及中山高速公路通過，交通極為便利，吸引許多外
地人口遷入定居，因此，成為全市人口最多之行政區。區內以住宅社區為主，
不過近火車站的如三鳳中街、專營服飾批發的安寧街、三鳳宮附近的青草街等
特色街都在三民區，近年來更因為愛河的整治，沿著同盟路的愛河之心、客家
文物館、光之塔、中都溼地等，不但大大改變三民區的風貌，也成為高雄市的
新景點。
三民區人口多，也擁有相當多的社教機構，包括九如上的國立科學工藝博
物館、高雄市兒童活動中心、婦女館等。但也因為過去位於縣市交界，焚化爐、
淹水等問題往往成為地方上抗議反彈的議題，尤其本和里一帶的水患，也對高
雄市這次三合一的選舉造成極大的衝擊。

選區 7 三民區

問政成績單：
1. 提升城市治理，每年節省市庫數億元支出。
2. 全國首創「環狀 168 幹線公車」。
3. 推動文化愛河打通河堤路及設立河堤文化園區，闢建檨仔林埤生態公園，調
整中都濕地公園。
4. 老舊公園廣場改善計劃 ( 建民、彩虹、陽明、河堤、寶華公園、正順廣場
20、褒揚廣 30 廣場 )。
5. 舉辦 50 場市政公聽會，提升高雄競爭力。
6. 與 KISS 電台製作 320 輯城市發展願景。
7. 協助取回三民國小，河濱國小新校地，建設新校園。
8. 增設 100 位值班副所長，增強警察為民服務效果。
9. 推動國道末端貨櫃車專用道路興建工程，改善交通品質。

實現幸福高雄，海空經貿城：

黃柏霖
政黨：國民黨
年齡：43
出生地：高雄市

1. 強化交通運輸系統、推動產業振興與再生、開發新產業腹地、舊港區與舊市
區再生、強化環境治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2. 爭取高雄設立中央研究機構、提升綠能、雲端，造船業產業價值鍊。
3. 設立高雄經營學校、全面提升傳統產業及中小企業經營理能力。
4. 全面提升高雄綠能和智能、市政發展“加值“加速“。

真心美一天、市政鎖螺絲。市政好幫手，市民好管家。
1. 民生：市民生活好管家，環境優化無障礙，人人安心享樂活。
2. 兒福：家暴防護守護員，推動托兒好制度，人人安心顧生養。
3. 財政：產業招商好幫手，經濟投資新高雄，人人安心迎未來。
4. 婦女：性別平等守護員，夜間托育高津貼，人人安心做自己。

黃淑美
政黨：民進黨
年齡：51
出生地：高雄市

5. 環保：綠能減碳好推手，伸張環境高正義，人人安心深呼吸。
6. 治安：社會安全守護員，配備更新有保障，人人安心保平安。

2010 年 12 月│ 67 期

P. 29

1. 為老弱婦幼辯護，打造友善城市。
2. 為社會福利辯護，打造幸福城市。
3. 為民生建設把關，打造進步城市。
4. 持續監督路面不平、停車位不足、校園安全 ...，打造優質空間。
5. 持續監督鐵路地下化如期完工，促進三民繁榮。
6. 以專業為武器以理念為勇氣以熱忱為動力，這樣的信念永不改變。

康裕成
P. 30

政黨：民進黨
年齡：54
出生地：臺北市

1. 續為弱勢族群代言人，關懷維護弱勢者權益與尊嚴。
2. 如獲當選，議員公費所得將全部投入社會公益服務。
3. 續督促大高雄區所有 65 歲以上市民免繳健保費。
4. 建議政府再加強照顧老人、婦幼福利措施。
5. 建議大高雄區國小學童營養午餐免費政策，確實執行。
6. 督促市政府建立大高雄海港、空港經貿園區、活絡大高雄經濟。
7. 挺扁顧臺灣，團結顧大局。

鄭新助
政黨：無黨
年齡：69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選區 7 三民區

1. 守護高雄，穩定議會，做好府會溝通橋樑。
2. 繼續爭取學童營養午餐免費，減輕家長負擔。
3. 繼續爭取增設監視系統，杜絕犯罪，維護治安。
4. 捍衛弱勢權益，督促政府落實單親、婦幼、老年人全方位照護。
5. 結合愛河美景，推動中都都市更新、爭取編列專案經費解決老舊國
宅問題。
6. 督促寶華里防洪工程早日完工，解決地區水患問題。
7. 再造三民東區商圈風華、活絡地區生活機能。
8. 打造金獅湖新景觀、成為高雄觀光新地標。
9. 督促政府鐵路地下化早日完工、儘早規劃後驛地區新風貌、再造後
驛商機。

洪平朗
政黨：民進黨
年齡：55
出生地：臺灣省澎湖縣

10. 要求市府增加警政預算添購警用新型設備，激勵基層員警士氣、
有效預防與打擊犯罪，打造市民安心居住環境。

1. 監督河堤國小興建事宜，提供最完善的學習環境。
2. 規劃退休人力資源、擴大社會服務。
3. 補助成立婦女就業訓練班，協助婦女經濟獨立能力。
4. 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提昇市民文化內涵。
5. 推行雙導師制度，提高整體教育品質。
6. 鼓勵落實英語教育環境，提昇學生國際競爭力。
7. 爭取科工館校外教學免費券，充實學生學習資源。
8. 重建中都商圈，再現繁華景象。
9. 完善規劃自行車道，提供居民優質休憩環境。
10. 爭取設立三民區社區大學，帶動居民學習環境。
11. 爭取設立金獅湖為國家級風景區。

童燕珍
政黨：國民黨
年齡：57
出生地：臺灣省嘉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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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從三民開始。」先父曾長發連任三民區市議員七屆三十年，將重責交給
俊傑傳承，俊傑在議會四年的表現，不敢辜負鄉親的交代與寄望，全力服務，搰
力打拼，無暝無日，俊傑絕對不會忘恩背義，父老鄉親疼惜「在地囝仔」俊傑，
俊傑誓言犧牲小我，改變三民，造福咱鄉親：
1. 鄉親的事，沒有小事，攏是我的大代誌。俊傑受咱鄉親栽培，絕對用生命回報，
用真情相挺，用真心來服務。
2. 繼續以 7-11 的服務精神，24 小時無斷付出，絕對不會推托拉扯，保證不會敷
衍，歡喜服務，甘願承受。
3. 腳踏實地，爭取建設，鄉親都看到。河堤國小催生、第六十八、六十九期土地
重劃及中都濕地公園完成、鐵路地下維護權益，對鄉親有交代。

曾俊傑
P.P.32
32

政黨：國民黨
年齡：34
出生地：高雄市

4. 推動金獅湖再造，串聯道德院、覆鼎金保安宮、三鳳宮、玉皇宮、褒忠義民廟
等，規劃宗教之旅，促進觀光。
5. 克服景氣陰霾，強化行銷三民區特色商店街，配合陸客觀光，吸引人潮，增加
買氣收入，恢復往昔繁榮商機。
6. 創造三民區獨特觀光特色，包括碩果僅存繡莊、三民街佛像藝術、客家文物展
等，結合宗教之旅，再造榮景。
7. 協助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爭取建設補助，落實里內基礎建設，爭取高額活
動經費，強化並提升文化水平。
8. 強力爭取河堤社區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及表演音樂廳。
9. 強力監督海空經貿城之興建。
懇請各位鄉親支持讓認真的人被看見讓會做事的人有事做。

1. 民意最優先、服務最快樂。
2. 一通電話，行動服務，馬上處理。
3. 關懷弱勢！用心關櫰協助中低收入戶清寒家庭、身心障礙人士、獨居老人、街
友等弱勢族群，遇到重大事故，發揮愛心急難救助。
4. E 化安全社區！要求在街巷增設彩色、解析度高之全新數位警民聯防監視系
統，防止竊盜案發生，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5. 要求市府每年編列預算，補助各區里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6. 比照巴黎鐵塔，在金獅湖風景區興建一座象徵高雄特色，具有指標性的「高雄
鐵塔」，促進觀光商機，提升高雄市在世界的能見度。

林武忠
政黨：民進黨
年齡：55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7. 現有果菜運銷中心轉型成為大高雄市「果菜觀光運銷服務中心」，使大高雄市
有「水果之都」美譽。
8. 大高雄市需要一座現代化、科技化及零污染之屠宰場。
9. 體恤基層人員辛勞！要求全面更換、增加基層警察、消防隊員、清潔人員之個
人裝備，並更換逾齡車輛。
10.百年教育！嚴格監督政府，全面防杜毒品、幫派入侵校園，積極輔導中輟生重
回校園升學。

選區 7 三民區

8

選區

前金區
新興區
苓雅區

人口數│ 267,936 人
選舉人數│ 216,797 人
投票率│ 70.24%
應選人數│ 6 人
候選人數│ 8 人

加速老舊社區更新
為重要課題

P. 33

高雄市議員第 8 選區含蓋的新興、前金、苓雅，不但是高雄市政府所在的地
區，更是高雄市人口最密集、商業活動最熱絡的超級戰區。候選人個個實力雄厚，
包括現任議長莊啟旺及國民黨團總召集人許崑源等，都被認為對選情具有舉足輕重
的影響力。
第 8 選區被視為公教行政區，過去國民黨在該區有深厚的經營，在 8 人搶 6
席的有限席次下，民進、國民兩黨各提名 3 席，加上親民黨、無黨籍，全都是現
任議員及曾任議員的戰將。因此除了周玲妏、王齡嬌議員搶婦女保障名額外，民進
黨更採聯合作戰的策略，大打形象牌，以致 3 席全上。郭建盟更以高票回鍋市議會，
而形象好、問政品質頗受好評的吳益政也為親民黨保住高雄市唯一的席次。
第 8 選區商業繁榮、人口密集，是高雄市中心所在，近年來高雄市政府花不
少精力在愛河景觀的美綠化、城市光廊的規劃，讓核心商業地帶的景觀煥然一新。
不過因為北高雄大批重劃區土地的釋出和開發，吸引許多人口，使得許多社區面臨
人口外流的問題。這個問題也反映在近三屆以來高雄市議會應選席次上，因為選舉
人數減少的關係，應選席次從原來的 9 席減為 8 席，再經過縣市合併的規劃，第 8
選區只剩下 6 席的應選空間，使得競爭更為激烈。
前金、新興、苓雅在高雄長期扮演文化、政治、經濟上龍頭的角色，在捷運
施工期間，人口卻朝新興重劃區流動，更因為市區老化，面臨治安及生活品質惡化
的困境。許多候選人在觀察到此一趨勢的同時，也都積極訴求加速老舊社區的更
新，讓市中心的人口回流。
高雄捷運紅、橘兩線串連高雄市新興、前金與苓雅區等行政區及經濟核心地
帶，沿線重要商圈包括大統、大立商圈、新崛江商圈、大圓環、南華夜市、六合夜
市、中正金融大道、愛河沿線等，幾乎囊括了高雄最重要的休憩、購物中心。在傳
統市場方面，像是自強夜市、青年路的國民市場，都有非常悠久的歷史，這些市場
數十年來面貌沒有多大的變化，但仍是附近民眾生活的補給站，並與社區民眾生活
緊密結合，也扮演著情感連結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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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支持陳菊連任市長及未來施政。
力推主題經濟，再創新興、苓雅、前金經濟繁榮，確保高雄城中心龍頭地位！
婚紗主題城「打造城中心婚紗產業鏈，創造億元產值」
新世代購物主題城「藉五福路交通改造，讓新崛江消費產值大幅成長 3~4
成」
百貨商圈主題城「橫向連結六大百貨業，同時垂直整合異業，確保新興苓雅
前金為百貨精品龍頭地位。」
精緻美食主題城「主打六合，拉抬忠孝、文橫、自強、武廟市集再現城中心
夜市風華」
運動賽事主題城「以官方資源鼓勵運動業者辦理活動，吸引全國運動愛好者
參與賽事」
藝術文創主題城「提供平價硬軟體平台，鼓勵文創產業於城中心生根發展！」

郭建盟
P. 34

政黨：民進黨
年齡：40
出生地：臺北市

海洋流行影音主題城「為全國音樂家、影歌星、追星族打造最完美的影音饗
宴城！」
會展經濟主題城「配合世界級世貿會展中心落成，積極建構周邊產業鏈，確
保城中心發展優勢！」
續行走遍新興、苓雅、前金 121 里服務到家傾聽民意。
市政推動重點
打造綠能高雄
銀髮保健醫療
弱勢權益、學童教育
結合中央民代修法，任滿 20 年里長支領退休金

1. 發展綠能、文創、會展、觀光、運動休閒及遊艇產業並創新加值既有傳統製造業。
2. 推動產官學合作平台，弭平就學及就業間落差，普查產業需求，開設合適職訓
課程。
3. 建構友善校園，加速淘汰不適任教師，推動校園反霸凌。
4. 投注最多資源幫助學習落後孩子，縮短偏遠地區學習落差。
5. 打造婦女友善職場，提供平價優質公立托育服務，重視夜歸婦女安全。
6. 因應高齡社會到來，全面開辦銀髮運動保健課程，各區開設長壽門診，發展老
人志工平台，建構友善舒適的安全活動空間。
7. 加強多元管道通報，整合民間市府社福資源，協助邊緣弱勢家庭。

周玲妏

8. 幹線公車串聯縣市各大生活圈，實現半小時通勤通學。

政黨：民進黨
年齡：43
出生地：高雄市

10. 引領低碳生活模式，鼓勵消費貼有碳標籤商品，推行社區綠化建物屋頂、樓面
及公共空間，再造亞洲花園城市典範。

9. 合理規劃路邊路外多元停車需求，發展動態停車資訊系統方便你我日常停車需要。

11. 伸張環境正義，建立地方環境公害聯防機制，支持通過高雄市碳稅徵收自治條例。
12. 推行高雄「熱情微笑運動」，具體落實友善城市理念，整合縣市觀光資源，積
極邁向亞洲觀光大城。
13. 推動加入聯合國外圍常設組織，申請各項重要認證，參與各式城市國際評比，
提升大高雄國際競爭力。

選區 8 前金區、新興區、苓雅區

1. 傾聽市民心聲，市民的小事就是莊啟旺的大事。
2. 堅持清廉、問政專業、服務認真、關懷弱勢、重視教育。
3. 拼經濟！貫徹中央「高雄海空經貿城計畫」，打造高雄市成為臺灣曼哈頓。
4. 全力推動創意產業、綠能產業、銀髮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建構成為高雄
特有經濟產業。
5. 爭取大型企業在高雄設廠，帶動群聚效應，增加就業機會。
6. 產業在地化，讓外地工作高雄子弟回流，留住在地人才在高雄服務。
7. 嚴格監督市政，督促市府加速行政效率，做好便民服務工作。
8. 打造苓雅區成為大高雄市港商業中心。
9. 推動新興區成為 E 世代流行購物 ‧ 休閒美食天堂。
10. 延續前金區成為政治、商業、金融、文化中心黃金地段。

莊啟旺
政黨：國民黨
年齡：56
出生地：高雄市

永達來自教育界，具有科技專業背景，長期關心臺灣前途，當高雄面臨全球暖
化、氣候變遷、產業經濟轉型，及中國威脅時，提出綠色戰士宣言：
綠高雄 ---落實節能減碳，追求永續發展！地球暖化造成氣候變遷與災難常態化，
讓節能減碳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高雄是臺灣的工業重鎮，二氧化碳
排放量高於臺灣平均值的兩倍，永達主張，應參考《京都議定書》國際
協議，訂立減碳目標與機制，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建構永續發展
的綠色城市。
綠能源 ---讓高雄成為臺灣綠能產業的核心發展基地！科技產業是臺灣的強項，綠
能產業又是科技產業的明日之星，永達為高雄經濟發展把脈，主張全力
發展綠能產業，以現在的高雄市為基地，高雄縣為腹地，將捷運延伸到
路竹，建構綠能產業科技廊帶，打造高雄成為臺灣綠能科技之都。
綠政權 ----

蕭永達
政黨：民進黨
年齡：45
出生地：臺灣省基隆市

建立臺灣主體性，喚起年輕人重視臺灣歷史！「公義和平 228，從高雄
中學自衛隊出發」，永達發動萬人連署，主張將高雄中學自衛隊的故事
拍成電影，以 228 事件當中的年輕人，也就是高雄中學自衛隊成員的視
野，重新詮釋 228 事件，用族群融合取代族群分裂，建立符合現代意義
的臺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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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搶救經濟危機：整合社區資源、擴大就業機會、提振都會商機、開發經貿園區、
招商重大投資、開創社區繁榮。
2. 促進族群融合：消弭族群對立、平息政爭惡鬥、深耕族群和諧、引領政治清流、
淨化社會風氣、再造高雄團結。
3. 保障勞工權益：促進勞資和諧、改善勞保政策、加強勞資協調、充實職訓教育、
預防工安事故、健全福利制度。
4. 關懷弱勢團體：扶助弱勢族群、落實社會救助、善督婦幼安全、廣置殘障設施、
協助就業服務、提升人性尊嚴。
5. 研議交通對策：宣導大眾運輸、宏規都會運輸、擴建大停車場、拓展捷運商機、
提升交通效率、保障交通安全。

許崑源
P.P.36
36

政黨：國民黨
年齡：53
出生地：高雄市

6. 改善社會治安：強化警民聯防、廣設監視系統、宣導里鄰互助、增添警力裝備、
加強社區巡守、宣導法律常識。
7. 健全教育制度：根除教育亂象、推動外語教學、維護校區安全、充實教學設備、
獎勵師資研修、改善教育環境。
8. 拓展觀光產業：開發觀光資源、增建主體公園、導覽文物古蹟、強化景觀特色、
擴建休閒設施、發展社區觀光。
9. 貫徹環保政策：改善環境污染、加強資源回收、全面綠化環境、淨化空氣水質、
宣導環保教育、落實社區環保。
10. 開創高雄願景：凝聚族群共識、貫徹民主政治、全民參與決策、邁向多元發展、
促進國際交流、致力革新願景。

1. 發展低碳產業，協助傳統勞工轉型從事綠能產業。
2. 獎勵太陽能屋頂政策，增加透天厝使用面積。
3. 保存舊眷村、舊倉庫、歷史建物，作為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基地。
4. 保存傳統市場，包含公有、民有、攤販臨時集中場。
5. 大高雄增加一千輛節能公車、三萬輛免費公共自行車。
6. 廣設自行車、人行斜坡橋，(1. 連接彩虹社區經凱旋里、同慶里至師大文化中心
社區 2. 連接正義衛武里至衛武營文化中心。)
7. 確保國中、國小每一位學生都有發展體育、美術、音樂、才藝的學習機會。

吳益政
政黨：親民黨
年齡：47
出生地：臺灣省屏東縣

選區 8 前金區、新興區、苓雅區

8. 建立高雄健康幸福住宅，獎勵住家廁所及陽台分別增加兩坪不計入容積，並給
予綠建築獎勵。
9. 迎接銀髮族世代來臨，長青學院社區化，讓長輩生活幸福久久。
10. 因應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極旱、暴雨 M 型氣候，市府應全面檢討建築法規、救災
設備和訓練，同時加速建立高雄成為低碳產業及低碳生活的城市。

9

選區

鳳山區
人口數│ 338,638 人
選舉人數│ 261,346 人
投票率│ 71.51%
應選人數│ 8 人
候選人數│ 18 人

積極轉型與高雄市接軌
鳳山是昔日高雄縣的首善之地，也是最主要的選票集中地，但在併入高雄
市以後，首屆的市議員選舉，應選 8 席，實際登記參選者竟然達到 18 人之多，
其中除了 12 席現任縣議員全部或由所屬政黨提名外，抑或自行以無黨籍身分參
選，通通都要爭取連任，再加上市代會主席楊見福和前縣議員捲土重來、政治
世家第二代、新人等搶奪 8 個席次，大家票源互相拉扯，競爭空前激烈。也是
全高雄市所有選區淘汰率最高的一個選區。
高雄市第 9 選區結果出爐，民進黨陳慧文、顏曉菁、張漢忠三人順利當選，
國民黨提名 4 人，劉德林、陳粹鑾、李雅靜（新任）勝出，比較難得的是在兩
大黨的壓縮下，以無黨籍上場的鳳山市市民代表會代表主席楊見福及連任了五
屆的資深縣議員蘇炎城雙雙當選，展現基層的雄厚實力。
鳳山區北接鳥松區，再往北至仁武 、大社區；南與小港緊臨，往東則與大
寮區相接，可通往林園與屏東市，是高雄縣生產製造業與金融業的中心精華區。
在高雄捷運通車後，與高雄市的發展更加緊密。
鳳山區生活圈鄰近高雄市區，不但人口眾多，工商業發達，成為大高雄都
會區很重要的一環，已經與高雄市區成為同一個生活圈。鳳山區由於開發的很
早，市內留下許多古蹟，如：龍山寺、鳳儀書院、城隍廟、東便門等，隨著近
年來對鄉土文化的提倡，以及觀光的發展，這些深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景點，都
成為招攬觀光客的重要資產，可說是一個兼具有古老歷史文化，卻又十分現代
化的都市。
鳳山區目前從北到南共有三個主要商業活動集中區：文山、鳳山、五甲，
各自有自己的消費生活圈，但一般民眾觀念裡所謂鳳山市區範圍係指捷運橘線
鳳山站南側之中山路商圈一帶。
近年來鳳山在公共建設上有明顯的成長，包括鳳山溪整治後續與接管、衛
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與大東藝術文化園區，都為鳳山轉型與高雄市區接軌作好了
充分的準備。
位於鳳山與市區交界的衛武營──國際藝術及流行音樂中心計畫更具指標
性，這處被定位為國際級表演場域的「南台灣兩廳院」，預計民國 101 年啟用，
主體建築包含戲劇院 2500 席、小劇場 500 席、音樂廳 2000 席、演奏廳 800 席及
相關服務設施，將使鳳山成為高雄市新興的表演藝術場地及藝文中心，進而以表
演藝術文化帶動區域發展，及周邊產經成長，藉此擴增南台灣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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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生活在高雄，建立美麗的高雄品牌】
1. 推動鳳山成為古蹟、觀光、小吃、旅遊的最佳城市。
2. 改善鳳山溪、曹公圳水質與易淹水地區，建構綠與水的休閒空間。
3. 加速鐵路地下化，完成都市更新，打造綠廊帶環繞的商業空間。
4. 督促大東文化藝術園區與兩廳院盡速完工，行銷衛武營都會公園。
5. 要求拓寬交通要道，打通瓶頸路段，建立公車、捷運、自行車的連結路線，讓
市民擁有友善的行的空間。
6. 改善人行道、路燈招牌、公園綠地、城市家具等，促進城市景觀升級，讓市民
擁有一流的舒適空間。
7. 要求政府釋出閒置空間，結合城市景觀、意象概念推動全市綠化；鼓勵引進低
碳產業，打造乾淨的綠能城市。

顏曉菁

8. 要求完成寬頻管道建置，設立商務、網路無國界的無線城市。
9. 鼓勵企業發展低污染、高產值、具潛力與高雄特色的在地產業。
10. 督促政府鼓勵企業深耕設計、研發與行銷，輔導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轉型升級。

P. 38

政黨：民進黨
年齡：36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11. 要求政府以民為尊，落實政府電子化、產業知識化、生活數位化。
12. 鼓勵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培育藝術人才、推廣鄉士教育。
13. 落實老人、原住民、身心障礙、特殊境遇家庭、婦幼、勞工等弱勢團體照顧，
並加強職訓與生活補助。
14. 要求健全幼兒托育環境、檢討教育品質，讓父母安心工作、讓孩子快樂成長。
15. 落實社會福利、獎勵社區力量整合民間資源，讓市民都成為快樂的志工。
16. 要求政府設置與年輕人對話平台，鼓勵年輕人參與公共事務，讓高雄成為最年
輕、活力的城市。

1. 推動電動公車及低排碳大眾運輸，邁向無碳城市目標。
2. 提高生育、托育補助津貼，鼓勵生兒育女。
3. 推動高雄市國中小全面免費營養午餐。
4. 降低國中小班級人數、增加教師需求量。
5. 單親、中低收入、隔代教養、等弱勢家庭提供免費安親課輔。
6. 廣設社區老人關懷據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7. 將鳳山市區招牌更換成節能精緻減碳招牌。

陳慧文

8. 鳳山溪以北沿岸及曹公圳整治美化並加強管理維護。

政黨：民進黨
年齡：36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10. 促進高雄投資環境、增加就業機會。

9. 建立農產品的行銷通路，使鳳山成為農產品的行銷集散地。

11. 推動社區營造，將國有或閒置空地綠化，優質我們的生活環境。
12. 主張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ECFA 要公投，人民做主。
13. 打造文化、觀光、產業的鳳山城。

選區 9 鳳山區

1. 拆除鳳山體育場，擴大鳳山發展空間。
2. 因應鐵路地下化，督促鳳山縫合發展計劃。
3. 爭取鳳山為大高雄新都心。
4. 推動都市更新，提昇鳳山建設品質。
5. 持續河川整治，打造都市花園。

張漢忠
政黨：民進黨
年齡：57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1. 誓願成為本黨政策辯護，推動及開展之基層代言急先鋒。
2. 全心全力監督市政，讓地方百姓繳納的稅款真正做到取之於
民、用之於民。
3. 維護公益，照顧弱勢，扮演官與民之間的橋樑，盡全力消弭
兩造之間因認知誤差所產生的不公不義之情事。
4. 監督平衡城鄉之總體發展，督促市政單位用心經營各城鄉之
地方特色，促銷觀光文化以推動地方之經濟。
5. 重視環境保護及水資源的利用，縣市合併後，大高雄的水質
問題及鳳山溪的整治已不再有跨縣市之問題，一定要徹底解
決，還百姓一個潔淨清澈的家園。

劉德林
政黨：國民黨
年齡：49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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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新都新人新氣象的理念，堅持健康、乾淨、快樂的選舉。競選政見如下：
1. 新都心、新核心：力爭合併後大高雄市政中心在衛武營園區興建、大高雄新議
會於目前縣會原址設立，掌握契機推動脫胎換骨建設，讓新鳳山成為大高雄新
都心、南臺灣新核心。
2. ECFA 向前行：力挺持續推動 ECFA 督促政府落實照顧弱勢產業，擴大 ECFA
經濟效益；爭取大高雄設立台商回流專區。
3. 競爭力大躍進：發揮大高雄山海河港優勢條件，力促中央落實海空經貿城建設
政策，讓大高雄躍登國際，全面提升城市競爭力。
4. 拼經濟、顧腹肚：主張大高雄設招商局，吸引國際資金錢進高雄、繁榮產業經
濟，降低失業率；督促政府落實照顧勞工福利，縮短貧富差距。

李雅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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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國民黨
年齡：33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5. 文化新旗艦：掌握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及大東文化園區興設契機，扶植南方藝
文團體及創意產業，打造鳳山成為文化核心走廊；推動大高雄設置電影城，帶
動群聚效應，成為文化起飛的新旗艦。
6. 眷村大放送：積極保存眷村歷史及文化風貌，結合大高雄各眷村輪流規劃舉辦
眷村文化季活動，建立眷村光榮感並擴大行銷效果。
7. 古城風華再現：持續推動鳳山溪、曹公圳疏濬及景觀再造，充實休閒設施，媲
美韓國清溪川模式；督促儘快完成鐵路地下化及地面景觀綠美化，規劃古蹟導
覽路線，推動觀光美食護照，再現鳳山古城風華。
8. 婦女最幸福：推動婦女友善就業環境，工作場所落實設置哺乳及托育場所，爭
取提高生育及育兒津貼，大幅提高婦女幸福指數。

楊見福
政黨：無黨
年齡：58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選區 9 鳳山區

1.

監督市政，再造鳳山新風貌。

2.

推動地方公共藝術建設，保存地方文化資產。

3.

推展軟硬體公共建設，建立數位化行動城市。

4.

展現地方產業特色，發展地方形象商圈。

5.

推動都市更新，改善投資環境。

6.

推動社會福利政策，落實照顧弱勢族群。

7.

爭取市區監視系統設立，推動社區警民聯防。

8.

推展學校小班化教學，落實學校資源有效運用。

9.

爭取勞工權益，增進就業機會。

10. 關懷流浪貓、狗問題，尊重動物生命及人道關懷。

1. 重視非自願性失業勞工問題並協助重返職場，以解決生活困境。
2. 關懷身心障礙、單親、老弱婦孺等弱勢族群，簡化補助申請手續，落實
社會福利政策。
3. 增設正當休閒場所，引導青少年參與社區體育活動，以降低青少年犯率。
4. 爭取經費聯結中崙社區與鳳甲等重劃區的聯外道路，以利交通便利，促
進地方發展與繁榮。
5. 要求中央增設高雄直飛對岸重要城市機場，在高雄也能實現兩岸一日生
活圈的便利。
6. 重視臺灣人口老化問題，加強老人日托福利政策，設置公立老人日托安
養中心讓家屬能安心就業拼經濟。
7. 建請市府鼓勵本市市民生育每胎補助參萬元；0 到 5 歲以下兒童每月發
給育嬰津貼參仟元，以提升國家未來的競爭力並降低人口老化問題。

陳粹鑾
政黨：國民黨
年齡：44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8. 打擊犯罪、改善治安，督促警局徹底執行維安巡邏，以保障人民生命財
產安全。

勞工福利：
督促政府落實工安檢查、強化勞資爭議處理機制、建立惡性關廠保護勞工措
施、加強勞動市場，第二、第三專長訓練及訓用合一職訓功能，有效整合區
域人力資源、提升就業率。
社會福利：
督促政府落實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安養照護政策、建立兒童及少年保護網路、
廣設青少年休閒活動場所，促進青少年身心健全發展、加強單親家庭就學及
就業扶助、普設托兒所，解決家庭托育問題。
教育文化：
督促政府組成全方位轉導青少年身心健康諮詢輔導體系、加強生活教育功
能、強化身心障礙教育師資與設施、建立單親家庭與低收入戶學童學費及營
養午餐全額補助、落實推動學校學習資源及校園規劃社區化。
交通建設：
爭取建設與高雄都會區結合之大鳳山城生活圈交通網及鐵路地下化民國 106
年完工通車。
綠色休閒：
爭取設立衛武營都會森林公園、全面開發。

蘇炎城
政黨：無黨
年齡：58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水利環保：
爭取全面建設下水道工程及改善區域排水，有效預防水患；積極督促政府整
治高屏溪防止水污染，改善飲用水水質；積極監督政府有效管理廢棄物，防
止自然生態及環境污染。
國宅規劃：
督促政府完成中崙社區全方位公共設施及完整道路規劃，爭取優先建設大鳳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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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選區

前鎮區
小港區

人口數│ 348,449 人
選舉人數│ 271,396 人
投票率│ 73.41%
應選人數│ 8 人
候選人數│ 15 人

經貿優勢前景看好

P. 42

高雄市議員第 10 選區小港、前鎮，應選 8 席，15 人登記，10 名現任市議
員全都尋求連任，前總統陳水扁之子陳致中也在此區參選倍受矚目，除了競爭相
當激烈，也使得本選區成為在全台五都大選中最受關切的市議員選區。
第 10 選區選舉結果出爐，以無黨身份參選，首度接受民意洗禮的前總統陳
水扁之子陳致中果然以該選區第一高票當選，而民進黨、國民黨也各自保有 3 席
的空間，另一名無黨籍參選的李順進也獲得連任，新人只有陳致中擠上榜。
前鎮、小港地區政治版圖向來「綠大於藍」，堪稱綠營票倉，民進黨提名林
宛蓉、鄭光峰、吳銘賜及陳信瑜等 4 名現任議員，雖是滿額提名，原本 4 席全上
機會極大；不過，在陳致中宣布參選後，民進黨候選人在選戰過程中備受壓力。
國民黨方面提名林國正、陳麗娜、曾麗燕及蔡武宏，都是現任市議員。陳麗
娜及曾麗燕延續先生政治事業，蔡武宏繼承父親衣缽，人脈豐厚；林國正雖然在
組織方面居於劣勢，但這幾年建立的犀利問政形象，讓他具有極高知名度，民調
也在領先地位。
高雄市小港區臨海，居民原以農漁業為主，後因高雄國際機場、第二港口、
臨海工業區的設置，使得小港區工作機會增加，人口快速成長，成為國際門戶及
工業重鎮，迅速邁向都市化，早已是高雄市最重要的生產基地。
而高雄國際機場邊緣土地受到禁建限制，影響土地開發利用，故多為單純的
農耕用地。機場跑道旁 150 公尺，由於能就近欣賞飛機起降，近年來吸引許多遊
客與市民前往，小港區農會以「看飛機」作為當地區域性的休閒主題，協助區內
農民發展休閒農業，也因此機場跑道周圍許多咖啡館和休閒農場因應而生。
小港市區位於二苓重劃區，漢民路、宏平路、二苓路為小港最繁榮的地段，
為小港人的生活圈。近年來，山明里內新社區大樓林立，繁榮地區有逐漸往南拓
展的趨勢。空氣污染及交通建設的改善是第 10 選區議員們問政長期奮鬥的目標。
而同樣是台灣最著名工業重鎮和漁港所在的前鎮區，因為比小港更靠近市中
心，加上近年來隨著三多商圈成形，緊鄰苓雅區的獅甲部落轉型為高雄市百貨業
重鎮，而前鎮河的整治加上原有的港灣特質，也為南高雄的觀光發展帶來樂觀的
前景。「多功能經貿園區」內的夢時代開幕、高雄會展中心等建設一一浮現，及
挾帶海港、機場等優勢，未來願景欣欣向榮。

選區 10 前鎮區、小港區

主張【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堅決捍衛台灣的國家主權獨立，反對
兩岸統一。
反對兩岸 ECFA 的簽訂與實施，民進黨一旦重新執政應廢除 ECFA，
依終止條款終止 ECFA 的執行。
反對公部門僱用派遣勞工，規範民間企業訂定合理僱用上限，並加強
勞檢，保障派遣勞工的工作條件。
推動電子化候車系統，提高市公車載客效能。
結合周邊腹地，擴大國際花卉中心，成為農產品行銷推廣專區與大高
雄市民農場。
活化山坡地利用，推動大坪頂觀光休閒產業，打造【高雄貓空】。
規劃以前鎮漁港、前鎮河沿岸為軸，具地方特色的觀光產業。
推廣在地特色公園，回復崗山仔公園言論廣場，並更名為【崗山仔民
主公園】。
全面實施【國中、小學童】免費營養午餐與學齡前幼兒教育券，加強
對單親、外籍配偶家庭子女的優先照顧。

陳致中
政黨：無黨
年齡：31
出生地：臺北市

爭取公有地釋出為綠地與休閒公園，增加【都市之肺】，以改善本區
空氣品質。

選市議員，要選就選最好的！縣、市合併後的新高雄都需要最認真、最
專業的市議員，沒有完整的學識訓練及多元的專業經歷根本就無法勝任。
國正自擔任高雄市議員迄今，在高雄市議會的監督問政表現，無論在專業
度、認真度及問政品質上，均連續獲得「高雄市公民監督公僕聯盟」評鑑
為「整體問政品質最佳」、「問政議題領域最專業」的市議員。國正在此，
懇請您再度惠賜寶貴的神聖一票，讓您、我共同承擔開創新高雄都的美好
大未來！
1. 反貪污腐敗，要清廉改革；積極追查政府官員有關人謀不臧、官商勾
結等等市政舞弊。追查因官員貪瀆所浪費之巨額人民血汗錢，找回真
正的公理、正義之核心價值。
2. 嚴格監督市政府、妥善規劃婦幼、勞工、農漁民、身心障礙、榮民榮
眷等弱勢團體的社福政策，並積極落實保障軍、公、教、警等公教人
員的基本權益。
3. 大幅度限縮外勞進駐高雄市工作的名額，爭取高雄在地勞工的就業機
會，並放寬失業職訓生活補助津貼的發放標準。
4. 積極推動海空自由貿易園區、經貿物流園區、雲端科技園區、學術研
發園區、進行大高雄的經濟轉型，提供更多高雄市子弟的就業機會。

林國正
政黨：國民黨
年齡：44
出生地：臺灣省臺中縣

5. 高雄市政府的資源預算配置，長期重「北區」輕「南區」！爭取市政
預算依人口、佔地比例及被工業污染程度合理地公平分配，改善前鎮
區、小港區長期的落後發展。
6. 勤走基層，傾聽民意，認真問政，改善民瘼，增進市民之權益福祉，
並恪盡一個專職議員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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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誓為專職、專業、專責民意代表，監督市政，為民喉舌。
2. 嚴審市府預算，改善財政赤字。
3. 充分反映民意，爭取市民權益。
4. 提升市民生育補助，每胎至少 2 萬津貼。
5. 要求中油大林廠不得擴廠營運，高雄後勁廠不得於民國 104 年遷至南星計畫。
6. 搶救高雄市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協商國營事業盡量僱用當地失業者。
7. 利用高雄港優渥資源，結合地方區域特色，發展出帶狀觀光景觀，開發高雄觀
光事業。
8. 嚴格監督捷運，除加速建立網狀系統外，還要建立方便的轉乘系統。

曾麗燕
P. 44

政黨：國民黨
年齡：57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9. 打破市府長期重「北區」輕「南區」的資源預算分配，以補強前鎮、小港長期
落後的發展。
10. 繼續為四年前「活力高雄、平安城市」的競選願景打拼。

1. 強化監督縣市合併後大寮、林園併入高雄市，高污染鄉鎮區之環境品質監控與
防治。
2. 強烈要求市府儘速興建捷運延伸小港、大林蒲、沿海、林園 R1R2 動工案。
3. 督促高雄市政府加強對勞安、勞檢、勞工權益之確保。
4. 協調前鎮、小港、大寮、林園各公私工廠提供工作機會予地方解決地方失業問
題。
5. 比照德國盧爾工業區的開發，發展南高雄觀光與工業旅遊，讓南高雄前鎮、小
港有發光的機會。
6. 加強督促教育局結合警政單位，將毒品趕出校園。

李順進
政黨：無黨
年齡：52
出生地：高雄市

7. 改善草衙貨櫃專用道路設置不當情形，確保用路人、汽、機車行之安全與住戶
安寧。
8. 督促市長加強救助貧民，放寬中低收入戶之照顧。
9. 督促市長針對紅毛港遷村協立自救會 ( 洪小姐 ) 不平不公陳情案。
10. 監督儘速開發漢民公園 ( 漢民、大鵬路口 ) 開闢案。
11. 堅決反對國道七號之三五櫃聯外高架道路行經小港區平和東、西路、宏平路、
高松路生活圈案。
12. 推動新舊草衙十二里社區都市更新案，反對公部門對新舊草衙「行政暴力」並
保障社區全體 ( 自購、非自購 ) 住戶權益 (5000 戶 )，非自有住戶權益應受保障。
13. 建議高雄市府立即辦理「優惠協議價購或以地易地之大林蒲沿海各里遷村公
投」案。
14. 解決前鎮河畔淹水，增設抽水設備疏浚河道污泥。
15. 推動與鼓勵市府辦理前鎮、小港招商活動，促進經濟發展與繁榮關心地方建設。
16. 全力爭取新紅毛港地區有關居民漁保，國中小學戶籍寄居學區，公園綠地不足
待解決案。

選區 10 前鎮區、小港區

1. 推廣社區志工及健康操，結合醫療、社服及衛生單位，共同營造「健康幸福
社區」，攜手為市民健康把關。
2. 建立友善就醫環境，爭取行動醫療服務車，落實照顧行動不便老人，及醫療
資源不均地區，維護年老安康的完善生活。
3. 建立健康社區，結合地方開業醫、藥局，落實保健及用藥安全常識，提升健
康生活品質。
4. 嚴格監督食品衛生，確保市民飲食安全。
5. 推動節能環保政策，打造綠能城鎮。
6. 每校設立專任輔導老師，強化教育品質，促進校園安全。
7. 建立在地化高雄文創產業，提升市民人文環境。
8. 爭取於小港中正體育場，設立體育休閒館，開拓民眾多元化休閒生活品質。
9. 振興高雄觀光產業，促進前鎮經貿園區繁榮，提升在地就業機會。

鄭光峰
政黨：民進黨
年齡：44
出生地：臺灣省嘉義縣

中央打拼、地方服務，用心連線打造高雄都。全方位服務團隊以真誠、行動力、
優質服務，讓前鎮、小港成為生活好所在。
1. 阻止政治與經濟立場傾中，確保台灣主權獨立，促進台灣經濟發展。
2. 遷移二 O 五兵工廠，催生遊艇專業區，創造就業機會、帶動商機，繁榮南高雄。
3. 督促興建中山四路跨越凱旋四路行人及自行車天橋，成為高雄新地標。
4. 力爭市立圖書館總館在前鎮區設立；監督興建新草衙社區閱覽室。
5. 監督興建前鎮國中第三期校舍及市立圖書館草衙分館共構，提升草衙地區人
文素養。
6. 爭取前鎮高中第二期校舍改建，持續督促仁愛、樂群國小老舊校舍拆除重建。
7. 堅決反對國道七號高速公路之三五櫃專用道經過宏平路、高松路。
8. 搶救前鎮區允棟社區淹水問題，儘速增設閘門式抽水機，解決允棟社區水患。
9. 打造大坪頂為優質社區；持續解決小港、前鎮的積水問題。
10. 鼓勵草衙舊部落都市更新，以最優惠誘因，嘉惠地方。
11. 爭取高雄花卉公司設置『多功能市民農園』，成為親子教學園區，也讓老年
人享受田園之樂。

林宛蓉
政黨：民進黨
年齡：50
出生地：臺灣省屏東縣

12. 持續力爭國中小學全面實施免費營養午餐。
13. 持續推動健康飲食新生活，環保顧地球。
14. 爭取免費老人送餐服務及日間照護；協助中年婦女二度就業。
15. 全面推動高中職、國中小通學步道，校園裝設監視系統，保障學童安全。
16. 力促高雄機場遷移南星計畫區，建全小港、前鎮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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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承擔是一種幸福」為信念，陳麗娜將以專業、真誠、勤奮，為實現小港前鎮
的共同願景而努力：
1. 督促市府化「紙上計劃」為實際行動。
前鎮、小港有全高雄最多最大、超過十年以上歷史的「紙上計劃」，如南星、
海空雙港、多功能經貿園區、高坪特定區、新草衙更新計劃等，卻都看不到具
體行動，市府應限期檢討、依期程開發。
2. 遷離太平營區彈藥庫，確保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聯勤所屬太平營區與高雄餐旅大學僅一路之隔，近年高松地區發展快速，住宅
與營區距離已拉近到「火藥庫就在我家隔壁」，軍方應立即將彈藥庫遷離，以
保居民安全。
3. 爭取少康營區興建臨時性公園設施

陳麗娜
P. 46

政黨：國民黨
年齡：40
出生地：臺灣省宜蘭縣

位於營口路之陸戰隊少康營區面積達 27 公頃，戰備功能低而少有使用，應予
遷離開發；若暫時未能遷離，應興建臨時性公園綠美化設施，或比照龍潭大廣
場模式供居民運動休閒使用。
4. 反對三五貨櫃聯絡道經過小港住宅商業區
行政院計劃興建國道七號直抵南星計劃區，陳麗娜堅決反對支線之三五貨櫃聯
絡道經過小港住宅商業區，以免傷害居民利益、阻礙地方發展。
5. 督促市府落實舊部落都市更新
新草衙、籬仔內、崗山仔等舊部落生活機能不佳，公設、綠地、道路建設嚴重
落後，市府不能拖而不決，應拿出魄力、落實都市更新。
6. 提昇教育文化，優先照顧婦幼弱勢
持續爭取提高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經費，讓學生快樂學習，市區文化飄香，
弱勢獲得保障。

1. 重視家庭生活與學校教育，催促市府制定新生兒與育兒津貼，降低少子化衝
擊，並爭取中低收入戶、單親家庭、失親兒與老人福利。
2. 關注外籍配偶與新住民的教育、成長與生活適應，讓新台灣之子有健全的成長
空間和品質。
3. 監督公共工程施工品質與進度，將擾民的部份降到最低，爭取金福路延伸跨港
口，加速貨櫃物流。
4. 整合高屏區醫療資源，提升整體醫療服務品質，並健全各級醫療照護網絡。輔
導醫療機構提升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協助辦理基層醫事人員繼續教育及非醫
事人員教育訓練，並輔導醫療機構施行整合性照護與雙向轉診制度，建構以病
人為中心的照護模式。

陳信瑜
政黨：民進黨
年齡：42
出生地：高雄市

5. 發展大高雄特色的質與量，要求相關單位持續綠美化高雄，加強行銷，把高雄
之美讓全世界知道；研究發展山、海、河、港套裝行程，吸引來高雄觀光的朋
友可以延伸至前鎮、小港區，在高雄多停留一晚，讓高雄的觀光產業持續發光
發熱。
6. 建立優質健全的體育人才培育環境和制度，邀請世界級專業教練和防護員，讓
有心在體育界發展的教練及選手，可以得到最完善的照護，並安心接受最專業
的訓練，為國增光、創造佳績。
7. 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監督市政，加強各項便民措施，極力爭取市民應得的權益
和福利。

選區 10 前鎮區、小港區

11

選區

大寮區
林園區

人口數│ 177,491 人
選舉人數│ 137,932 人
投票率│ 74.14%
應選人數│ 4 人
候選人數│ 13 人

工業重鎮 環境問題受考驗
第 11 選區林園、大寮應選 4 席，包括 1 席婦女保障名額，卻有 13 人登記
參選，由於大高雄市議員第 11 選區林園、大寮兩鄉公民數相差三萬人，被認為基
本條件不對等，加上各候選人的在地經營，使得林園參選人格外戰戰兢兢。
在提名策略上，國民黨及民進黨都鎖定有現任優勢的候選人參選。選舉結果
出爐，分屬國民黨及民進黨陣營的大寮鄉長黃天煌及林園鄉長韓賜村都順利轉戰
首屆市議員成功，而洪秀錦、蔡昌達則是由縣議員順利連任。
緊臨鳳山市的大寮，隔著高屏大橋和高屏溪與屏東相望，自古以來居民以溪
埔土地肥沃的土壤從事農作，屯墾，並以蔗糖建寮，共分四處：溪埔寮、潮州寮、
頂大寮、下大寮，後來四寮合一，稱為大寮，迄今老一輩人多數沿用舊名。然而
今日的大寮從北邊的義和村界直接延展到林園，河堤外仍是產量豐盛的稻浪、紅
豆田、香蕉園，過去幾年大寮更以冬季作物紅豆為名舉辦了『紅豆文化節』，50
公頃花海將鄉村田園點綴得繽紛艷麗，吸引不少民眾觀賞拍照。
但大寮除了農業之外，大發工業區也帶來了產業與工作機會，但近年來也連
年因為工安及污染事件，環境問題飽受爭議，解決污染也成為解決大寮人生活品
質的關鍵。
林園位於台灣西南部沿海，居高雄縣最南端的高屏溪出海口，北接大寮鄉，
西倚鳳山丘陵接高雄市小港區，東隔高屏溪鄰屏東縣新園鄉，西南濱台灣海峽與
琉球鄉（小琉球）遙遙相望。
林園有 24 個里，人口 7 萬多人，本區地勢平坦，適宜農耕，同時擁有中芸、
汕尾兩大漁港，漁獲量豐富，養殖漁業亦發達。
中芸漁港是林園區最大的漁港，由於漁船作業形態相當多樣化，每天早晚各
有一次新鮮魚貨交易，若想要品嚐新鮮漁貨，可到中芸港來走一趟，隨著人潮越
聚越多，漁販家也相對不斷增加，因此形成人聲鼎沸、熱鬧非凡的新的觀光熱點。
1973 年起政府推動十大建設，在此興建「林園工業區」發展石油化學工業，
使本區由「魚米之鄉」轉變為台灣石化工業的重鎮。
位於潭頭村鳳凰山麓（潭頭山）的清水岩風景區，是珊瑚礁石灰岩所構成，
在日據時期是高雄州八景之一，山明水秀，詹岩異石，靈泉幽谷，風景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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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爭取捷運、輕軌及市公車路網延伸至林園，活絡林園、大寮地區之繁
榮發展。
2. 爭取台 88 快速道路及國道 7 號經大寮延伸至林園。
3. 積極推動林園、大寮大坪頂特定區之開發，與高雄市合併接軌。
4. 爭取建構全國第一座石化工業博物館，帶動提升林園、大寮觀光產業
商機。
5. 加速林園清水巖風景區開發，提升觀光產業。
6. 加速開發林園 8.2 公里沿海風景區及中芸、汕尾漁港整體建構，打造
林園觀光漁村新風貌。

韓賜村
P. 48

政黨：民進黨
年齡：51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7. 積極投入人力及物力輔導林園養殖漁業發展。
8. 加速林園、大寮道路、公園綠地及機關學校用地徵收並建構各社區里
民活動中心、圖書館。
9. 維護林園、大寮社區安全，全面構建社區監視系統，改善交通、治安。
10. 全力爭取林園、大寮地方回饋金不縮水，積極要求縣市合併後仍比照
原有福利發放並照顧老人及弱勢團體。
11. 推動市府全力輔導林園、大寮企業發展，促使產業升級。
12. 全力爭取林園、大寮老舊校舍改建，提升教學設備。

蔡昌達問政服務、使命必達，為實現大寮、林園「愛幸福，要進步」的理想，特提
出六大主張和鄉親共同努力，作伙前進高雄都：
1. 鳳凰展翅，生態觀光要起飛
鳳凰山橫跨林園與大寮，觀光潛力不下於柴山。蔡昌達主張市政府優先解
決亂葬、工業廢棄物問題，讓鳳凰山展翅起飛，成為大高雄都最耀眼的生
態觀光區。
2. 打通任督二脈，聯外道路要暢通
林園、大寮聯外交通受鳳凰山的阻隔，為快速串接市中心，蔡昌達將要求
市府爭取國道七號增闢林園、大坪頂交流道，並興建讓大寮林園直達市區
的環狀快速道路，帶動地方發展。
3. 青青河海岸，休閒農漁要發展

蔡昌達
政黨：民進黨
年齡：40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大寮、林園擁有河川和海洋景觀，蔡昌達將爭取市政府移植愛河整治經驗，
在高屏溪岸、中芸港邊發展農漁休閒產業，辦理經常性活動，創造觀光新
焦點。
4. 社福升級，基層福利要照顧
高雄縣升格後，原有社會福利也要具有都會區水準，教育、醫療、弱勢照
顧、婦幼扶助、老人福利等要優先提昇，服務品質要更好。
5. 提昇環境，居住空間要營造
居住環境品質也要升格，蔡昌達將監督市政府加強控管三輕及大發工業區
的公安、空污、環保等問題，社區基礎建設水準應比照都市計劃區辦理。
6. 爭取都市節慶活動在大寮、林園
大寮、林園擁有河濱、丘陵、田野、漁村等自然資源，營造新形象、新定位。
7. 汕尾漁港要清淤養灘
汕尾漁港淤沙嚴重，應定期清淤，抽出海砂作為養灘用途，為民眾創造休
憩的海埔新樂園。

選區 11 大寮區、林園區

1. 爭取老人、婦女、兒童、殘障、弱勢團體等福利津貼補助。
2. 爭取捷運延伸到林園。
3. 爭取有工業區的鄉鎮，督促政府編列健康守護險補助。
4. 爭取大寮花卉農業轉型觀光持續推動。
5. 爭取設立漁貨中心，打造林園純樸漁村樂。
6. 爭取設立一里一休閒公園。

黃天煌
政黨：國民黨
年齡：48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7. 爭取設立林園大寮大型農漁人文藝術展演館。

1. 爭取捷運大寮總站附近農業區開發繁榮地方。
2. 爭取捷運延伸到林園。
3. 爭取三隆國小設立以確保學童上學安全，造福地方。
4. 爭取雨水下水道興建以減少淹水現象，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5. 爭取八米以上道路開闢、造福地方。
6. 爭取一里一公園開闢、造福地方。
7. 保障婦女勞工農民榮民漁民等弱勢團體權益。
8. 保障外籍新娘工作權。
9. 爭取昭明國小及新厝分校學校用地徵收。

洪秀錦
政黨：國民黨
年齡：49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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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高雄市之平地原住民

居 住 那 瑪 夏 區、 甲 仙
區、杉林區、內門區、
旗山區、茄萣區、湖內
區、路竹區、永安區、
彌陀區、梓官區、楠梓
區、左營區、三民區之
山地原住民

人口數│ 10,423 人
選舉人數│ 6890 人
投票率│ 59.25%
應選人數│ 1 人
候選人數│ 3 人

選區

14

居住桃源區、六龜區、美濃區、
阿蓮區、田寮區、岡山區、燕巢
區、橋頭區、鼓山區、鹽埕區、
前金區、新興區之山地原住民

P. 50

人口數│ 6,200 人
選舉人數│ 4,235 人
投票率│ 77.43%
應選人數│ 1 人
候選人數│ 4 人

13

選區

人口數│ 6,274 人
選舉人數│ 3,931 人
投票率│ 71.58%
應選人數│ 1 人
候選人數│ 2 人

15

居住茂林區、大社區、大樹區、
仁武區、鳥松區、鳳山區、大寮
區、旗津區、苓雅區、前鎮區、
小港區、林園區之山地原住民

人口數│ 6,433 人
選舉人數│ 4,041 人
投票率│ 74.66%
應選人數│ 1 人
候選人數│ 3 人

原住民選區
跨山地部落與平地都會 幅員廣大
這次市議員原住民選區 12 到 15 選區，國民黨採開放參選態度，讓 7 名有意
參選者加入競爭行列，民進黨則採精英策略，徵召 2 名參與角逐，由於選區人口
都非常分散，候選人拼選舉也格外辛苦。選舉結果出爐，國民黨 2 席、民進黨 1 席、
無黨籍 1 席。
第 12 選區，現任高雄市政府原民會主委俄鄧 ‧ 殷艾成功挑戰當選第 12 選
區議員。俄鄧具備豐富行政人力，加上高雄市平地原住民人口比高雄縣多，長期
經營高雄市狀況下，使得代表民進黨出馬的俄鄧 ‧ 殷艾順利勝出。
第 13 選區包括居住那瑪夏區及甲仙區等 14 區之山地原住民，主要山地區域
為那瑪夏區 ( 原三民鄉 )，超過 8 成為布農族，依次為南鄒族，還有少數的排灣、
泰雅、魯凱及阿美等各族。曾從事教職的柯路加住在那拉瑪夏區，村內子弟多受
教於他，與村人頗有淵源，基層實力頗為雄厚，成為 13 選區的贏家。
第 14 選區，居民以布農族最多，社群維持以家族族長為主，其中姓氏「伊斯
坦大」為一大家族，於高雄縣、屏東縣、台東縣及南投縣等縣山地部落均有其成
員。依票源分佈，山區約有 3200 票、平地約有 1000 票，決戰關鍵在桃源區。桃
源國中主任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為無黨籍，在這 4 位參選人中脫穎而出。
第 15 選區，在 4 個原住民選區中屬於超級戰區，3 人參選、同黨異伐，選情
異常激烈下，國民黨孫慶龍以連任優勢勝出。依票源分佈，山區約有 1200 票、
平地約有 2800 票。當選關鍵並非在原鄉山地部落，而是散居在高雄市都會區的
原住民，相對之下參選人必須往返於山地、都會區固守票源！

選區 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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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區

1. 設置高雄市原住民基金會。
2. 爭取家戶購置電腦補助金。
3. 設置原住民特色商街。
4. 設置原住民都會菜園。
5. 開辦原住民微型保險。
6. 辦理原住民老人免費健康檢查。
7. 辦理乙、丙級證照訓練班，提高就業競爭力。
8. 開設原住民產業微型貸款，輔導原住民發展經濟事業之運作。
9. 爭取原住民專屬棒壘球場，提供安全標準場地，以提升球員運動品質。
10. 爭取原住民運動獎勵輔導措施，落實國小、國中、高中、大學原住民運
動人才培訓，並爭取原住民專業教練就業保障名額。

俄鄧 殷艾
政黨：民進黨
年齡：45
出生地：臺灣省花蓮縣

13

選區
1. 提升職場競爭，建置原住民就業服務，設立原住民觀光產業諮詢委員，闢
建原住民假日文化市場。
2. 南島文化新首都，爭取原住民子女學前教育免費，提供原住民大學學生助
學貸款優惠，設立民族學院及原住民社會大學，興建原住民文化中心打造
南島文化首都。
3. 健康營造好福利，增編原住民社政專業人員，建構兒童、婦女及老人救助
機制，開設原住民法律諮詢顧問，定期舉行原住民都市論壇。
4. 家園重建好安定，敦促政府修建災區部落主要聯外道路，強化部落社區基
礎建設拉近城鄉差距，爭取災難紀念教育園區積極造林復育，促請政府放
寬永久屋登記資格限制，協助災民安身立命。

柯路加
政黨：國民黨
年齡：56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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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大 ‧
貝雅夫 ‧ 正福
政黨：無黨
年齡：54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1. 貫徹原民意志自治主張，要求政府承認公告原鄉山區傳統領域自主管理權。
2. 要求政府立即復建勤和至梅山道路及吊橋工程案。
3. 原民失業潮影響原民生計，要求政府都會原民各戶保障永續就業一名。
4. 強硬要求政府對災區勤和堤防、上勤和、樂樂永久屋、寶山 38 甲地、梅山口安
全堤防、高中美蘭部落橋樑、阿其巴橋樑立即執行重建。
5. 要市政府對原民社團及教會或各同鄉會提高活動補助經費。
6. 要求都會政府擬定原民籍國中小教師、主任、校長、體育教練獨立甄選辦法。
7. 要求市政府訂定原民大專、高中職、國中小獎助學金辦法，貫徹原民國中小學
子營養午餐全免。
8. 要求市政府職訓與市場就業安排一體成效。
9. 協助永久屋爭取商業區就業社區民主管理機制。
10. 要求政府於高雄、鳳山、旗山設點規劃原民特產、藝品行銷街行銷網。
11. 要求政府原民區公所一級主管任用原民籍公務人員並對原民優秀警政、保
安、消防保障升遷管道。
12. 要求市政府訂定原鄉農民水管、蓄水池、農機補助，農路維修補助計畫方
案及天災農損補助辦法。
13. 要求市政府於旗山開設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第二辦公室服務原鄉行政、農工權益。
14. 要求市政府每二年辦理原住民運動大會及族群祭典歌舞民俗競賽活動。
15. 要求政府建立岡山、阿蓮、橋頭、燕巢、美濃、鼓山、鹽埕、新興、前金
等區原民就業資訊保障公私國營民營就業權。
16. 協助六龜孤兒院爭取修繕補助活動經費。
17. 協助長份社區排灣、魯凱就地合法居住權。
18. 提高單親、肢體殘障、婦女權及醫療補助。

15

選區

1. 落實監督市政確保市民權益。
2. 爭取每區編配一輛復康巴士以維護原住民老人健康。
3. 爭取成立巡山、巡河員之編制由在地原住民擔任，提供就業機會更保護山林原貌。
4. 建議請中鋼中船中油中化等公司僱用賦閒在家的原住民同胞。
5. 建議區公所設置律師顧問服務台，協助解決原住民法律疑義。
6. 爭取興建茂林隧道以加速地方發展。
7. 爭取將壽山動物園移設在茂林自然保護區，提昇茂林鄉觀光發展並增加在地居民
之就業機會以達雙贏策略與效果。
8. 建議在高雄市區內設置原住民專屬球場方便球員使用。
9. 爭取經費設置萬山公共停車場。

孫慶龍
政黨：國民黨
年齡：58
出生地：臺灣省高雄縣

選區 12 15

10. 爭取經費盡速修建農用吊橋，以使農產運銷造福農民。
11. 為照顧原住民同胞就業及其他諮詢便利，建議高市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以下之單
位多晉用原住民身份擔任。平地區公所應設置原住民服務窗口，以減少原漢慣
習之差異所造成之負面評價。
12. 爭取經費盡速重振茂林鄉觀光產業，造福區民。

大高雄向前行

P. 53
文 / 王雅湘

第 1 屆大高雄議會已經出爐了，面對人口倍數增加、面積大幅提
升，過去城鄉發展差距，將如何拉近兩地的差距，在財政困窘的條件
下，資源又將如何合理分配，各區域發展定位為何，差距懸殊的社會

大高雄擁有海港優勢，在腹地增加
後，如何厚植城市競爭力，趕上國際
城市的水準。

福利又將從何處著手，處處顯示需要更宏觀、更具前瞻性的思維，必
須以跨局處、更有效率以及更創新的作為來面對此一挑戰，那麼，議
會又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與市政府攜手開創大高雄的新格局。

加 速推動經濟發展
對於新議會的誕生，高雄縣工業會總幹事蘇
正國寄予厚望，他希望未來議會站在督促與協助
市府的立場，儘快推動大高雄的經濟發展，讓大
高雄的經貿動起來。蘇總幹事表示，大高雄的經
濟發展已經落後先進國家，他以世界其他城市的
競爭力評比來看，高雄一直在退步當中，他說高
雄港的吞吐量排名一直往下掉，許多攸關經濟發
展的指數也在下滑當中，而許多新興城市已然超
越我們的經濟成長，面對世界的城市競爭，我們
要急起直追，在有限的時間內，主政者與民意代
表要加速推動高雄的經濟動能，提升高雄的競爭
力。
目前不論是高雄縣市，工業區的用地不足，
蘇總幹事指出，這是府會應共同努力的部份，他
說，不論是大陸台商回流，或者在地企業現在都
得面臨工業用地的問題，他期待在都市發展的土
地規劃上，提供更多工業發展的空間。

蘇總幹事也認為，議會督促市府在行政效
率、輔導上，要有更積極的作為，他強調，目前
景氣逐漸回溫，期盼政府多一些輔導與協助，取
代開罰的手段，給予廠商更大的生存空間，他也
建議，政府應協助各產業進行節能減碳的工作，
並且協助企業改善製程，提高能源的有效利用，
對於傳統產業給予技術升級的輔導，而企業品牌
的建立及強化行銷等方面公部門應多使力，當然，
這也有賴民意機構的監督與關心。
高雄縣市的發展條件不同，蘇總幹事建議民
意代表協助市府建立具前瞻、整體的規劃，縣市
產業分工要明確，那些行政區內發展那些產業，
如市區發展金融業、服務業等，而高雄縣則選擇
哪些產業發展為主軸，要能明確劃分，訂定確實
的目標儘速為大高雄的經濟向前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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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防洪的

拉 近城鄉社福資源
P. 54

功能已是

勢在必行

。

縣市合併土地變大、人口數變多，對此，
心路基金會副執行長張美英表示，我們懷抱著期
待，期待一個全新的大高雄誕生。在大高雄的
社會福利資源上，張副執行長期待縣市能有對
等的福利，她說，都會區原有的福利多於鄉鎮、
偏遠地區，我們期待高雄市原有的福利能推及到
高雄縣，而面對幅員廣大的考驗，高雄市在社會
福利的資源網絡建立得相當完整與綿密，盼能依
此相對地提供予高雄縣的身心障礙者。

於鳳山地區有設點服務，對於有 5、6 千名成
人智能障礙者的高雄縣是不夠的，政府要如何
克服交通的問題，讓他們也能予高雄市的智能
障礙者一樣獲得學習，將是嚴峻的考驗。

相較於學前或學齡階段之發展遲緩與障礙
兒童，張副執行長特別提到成人智能障礙者的服
務不足，他說這一類智能障礙者以 30 歲左右，
體力與能力有限，往往待在家中，但他們需要
學習成長的場所，目前心路與公部門合作，選在
高雄縣鳳山、新興、左營、三民等區設置，由於
場地大小不一，提供了 50~300 人的學習空間。
她認為對於這些成人智能障礙者必須提供終身
教育的學習處所，但就目前為止，高雄縣也僅止

對於這些弱勢團體，提出更體貼的交通措
施勢在必行，目前高雄市大眾運輸系統結合低
底盤公車提供身障者在交通上更便利，張副執
行長認為將此作法再擴大服務範圍，她也特別
強調，社會福利政策不是光以補貼錢來協助他
們，而是推動更便利、更貼心的政策，才能真
正幫助到這些人。

張副執行長同時也建議在高雄縣利用附近
的社區發展協會、教會的空間提供身心障礙者
學習處所，或者利用廢棄的公有設施、抑或國
小的閒置空間等，都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合併後的工業區用地仍有不足之虞。

重工業將往那個方向走，大高雄產業的未來必須明確定位。

以 區域發展考量資源的公平性
城鄉之間如何互補，如何均衡發展成為大
高雄資源分配的重要課題，地球公民協會執行
長李根政表示，過去直轄市資源多，現在加入
了山林部落，如何合理分配成為未來施政的關
鍵，他強調公平發展的核心價值在於永續發展
而非破壞，他期待民意代表在爭取合理資源的
同時應思考區域永續的發展，並且應該考慮到
選區人才及社區組織的培力，發揮真正由下而
上的民主機制，同時在選民服務的方向以公共
性的思考為主。
而民意代表除了謀求選區的福利外，他也認
為要具備有全市的、全國的、國際的格局與視野。
高雄縣市重工業多，李執行長表示，過去
縣市的執政者對產業遠景有落差，合併後要有一
新的定位，是全面朝向低碳城市還是另訂其他的
目標，他建議府會應共同來討論，透過政策的辯
論為產業發展尋求定位。
至於在環境管理層面，面對石化、煉鋼、
空污、水污的管理，李執行長表示，要加強工廠
管理，以免再發生工廠爆炸、毒氣外洩等工安事
件。過去水污與空污，往往在縣市交界處，難以
管理，合併後，經過區域與業務整合，在高雄市
既有的管理經驗下，在通盤的考量下，建立一體
適用的監測機制，他也強調環保局將身負重任。

大高雄的未來將呈現什麼樣的新面貌，各界都在期待。

為能了解工業區附近居民所承受的汙染
量的多寡，進而要求企業在污染減量上更為
精確，李執行長期盼民意代表能為這些民眾
爭取健康風險評估以及流行病學的調查，藉
此，環保單位才能更進一步制定管理模式，
他也提起過去議會曾提出課徵碳稅的自治條
例，他建議議會應投入更多的資源與經費研
究碳稅的自治法規，以便掌握更多有利資訊，
爭取中央的認同。
長期觀察水資源問題的李執行長，也提
出大高雄在水資源管理上的態度，他認為不
論是豐水期與枯水期，高雄市都將面臨缺水
的問題，因此他認為應限制高耗水產業的擴
張，還有在建築規範、家庭用水等，都要朝
節約用水的方向努力，廢水的再利用，污水
處理廠處理後的水再升級等，都可著手努力。
至於水患問題，應在區域計畫、都市規劃方
面加以避災的思考、防洪的考量，多闢建綠
地，公園的設置要有滯洪的功能、減少農地
的流失等，都是可行的作法。
最後，他強調，大高雄地區有許多鄉鎮
工業區與農業區混雜，工業區破壞農漁業的
生產，造成食品安全的疑慮，需要各局處統
合行事，才能發揮管理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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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邀民眾參與健走及路跑運動

P. 56

一年一度議會舉辦的健走活動又來了！
11 月 6 日在統一夢時代百貨前廣場聚集了來
自各方愛好運動的民眾，準備邁開步伐向前
走，向來支持運動的議會大家長莊啟旺議長表
示，希望藉由活動培養出愛好健走及路跑的市
民選手，也期盼市府能編更多預算舉辦全民都
能參加的體育活動。
一如以往，清晨 6 點夢時代廣場早已擠滿
了來自各界的英雄好漢以及喜歡運動的民眾，
不僅是來參與健走這項有意義的運動，有些選
手更是摩拳擦掌準備拿下好成績。比賽前，莊
啟旺議長及黃石龍副議長也帶著參加活動的市
民一起做熱身操，場面十分熱鬧。

健走要求走路跨大步、速度敏捷、雙臂擺動、抬頭挺
胸，比慢跑安全，也比散步有效運動。

莊啟旺議長、黃石龍副議長以及林宛蓉、陳麗娜議員一起
為健走開跑鳴槍。

莊議長開跑前致詞指出，高雄市議會已經連
續四年在統一夢時代前廣場舉行健走及路跑活動，
獲得市民熱烈的響應，許多市民也維持四度參加
健走或路跑的紀錄，希望藉由此活動培養出體育
健身的好習慣，除了議會帶頭舉辦體育活動之外，
他強調，市府也能重視全民運動，多舉行類似活
動提供市民參加。
常慢跑養生的黃副議長則希望市民們都能培
養經常運動的好習慣，他認為營造高雄市為健康
城市，市民應培養健康運動的習慣，而市府應多
舉辦體育活動，同時他也鼓勵參加此活動的選手
們都能拿到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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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別依依，情緣長存
由於 99 年 12 月 25 日高雄市縣議會合併，
在人員精簡的措施下，市議會的 3 位資深同仁
─專門委員黃德和、趙玉興及組員蔡福利均提
前辦理退休，另外，專門委員張寬裕則適逢屆
齡榮退，因此，這 4 位前輩將在合併的同時，
卸下重擔，離開服務已久的工作崗位。
他們 4 人在公務界服務年資都已超過 30
年，將畢生精華時間全部貢獻給政府機關，居
功厥偉，如今功成圓滿，即將邁入人生另一階
段。雖然少了他們，公務界就少了資深前輩，
但退休後的他們，可享受悠閒自在的生活，有

更多時間陪伴
家 人， 共 享 天
倫， 莫 不 為 可
賀之事。
市議會頓
時少了４位好
同 事， 全 體 員
工難掩不捨之情，因此於 12 月 21 日中午舉辦歡
送會，並祝福他們榮退後，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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