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法節約　選賢與能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新北市第1屆議員選舉（第11、12選舉區）選舉公報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新北市第1屆議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
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
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第11選舉區（平地原住民）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 生 地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夷將．拔路兒
Icyang . Parod

49
年
12
月
02
日

男
臺灣省
花蓮縣

民主進步黨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畢業
私立台北縣淡江中學畢業

1.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2.台北縣原住民族行政局長
3.台北市政府原住民委員會專門委員
4.�為爭取原住民族權利遭司法迫害入獄
一年
5.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長

1.制定保障就業、教育、文化、經濟、住宅等權利之新北市原住民族基本法。
2.立法創造工作機會，市府機關、民間企業規定進用3%原住民勞工。
3.原住民族學生從學齡前到大學學雜費全免、專案培植原住民族運動人才。
4.購屋者利息補貼、租屋者租屋補助，向政府承租住宅之住戶以租代購建立家園。
5.以就地安置原則解決河濱部落長期居住問題。
6.督促市政府加強與各教會的夥伴關係，共同推動原住民族的發展。
7.增加社團預算強化各頭目、協進會、同鄉會以及藝術團的文化傳承使命。
8.編列預算進用專職族語老師，擔任學校及語言巢的族語教學工作。
9.興建可舉行文化藝術活動、集會研習及手工藝品展售之原住民族綜合大樓。
10.要求市政府在各鄉鎮市設立原住民族行政課。

2 楊春妹

50
年
02
月
19
日

女
臺灣省
花蓮縣

無
●致理商業專科畢
●花蓮國風國中
●花蓮明義國小

●新莊市民代表
●立法委員楊仁福國會辦公室助理
●立法委員章仁香國會辦公室助理
●�臺北縣政府原住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
委員
●中華民國婦女會聯合會諮詢委員
●新莊市體育委員會理事
●新莊市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榮譽顧問
●�新莊市關懷原住民族松年福利協會榮
譽顧問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急救員
●正業代書業務主任

新北市、新議員、開創原住民新福利：
●議員每年配合款1200萬元（4年4800萬元），全部用於原住民福利及活動補助。
●�督促政府編列55歲以上原住民長者裝假牙、配老花眼鏡全免費，擴大發放老人
津貼，每月伍仟元。
●�促請政府增加補助原住民托育、安親班、托兒所、幼稚園及國小至大學所需費
用，最終達到免費。

●�研訂「新北市促進原住民就業條例」，各機關（含區公所）、學校及公營機構
約僱人員、駐衛警、技工、工友、駕駛、清潔隊員、巡山員、收費管理員等，
應進用百分之五以上原住民。
●設「原住民職場論壇」，聽取族人的經驗與心聲，徹底解決族人就業與職場困境。
●原住民團體、同鄉會舉辦活動時，促請政府免費提供或補助場地費及活動費。
●督促政府於各公所設原住民族服務窗口，僱用原住民專責服務各區族人。
●推動原住民廉價住宅，並促請政府正視各河濱部落居所問題，召開原民、政

　府、學界三方會談，尋求共識及解決方案。
●�爭取宗教信仰相關推行經費，讓信仰的力量帶動社會善良風氣，促進族群和
諧。
●督促政府培育原住民體育運動人才，訂定獎勵辦法，推動原住民體育活動。
●�督促政府編列生育津貼補助每胎三萬元，5歲以下兒童每月發放育兒補助伍仟
元，3至7歲幼兒幼教補助每年三萬元。
●督促政府編列頭目津貼每月伍仟元。
●�推動「傳承族語，精進華語，提升英語」三語教育，根植母體文化，培育現代
社會的語文能力與競爭力，並提高族語老師的預算。
●�督促政府積極輔導原住民族觀光事業、並增設民族商場，振興民族經濟；簡化
與放寬創業貸款手續與資格，解決族人創業資金不足問題。
●�促請強化「原住民企業輔導團」，聘請專業經理人等專家學者組成，扶助原住
民中小企業發展經濟。

3 黃來富

38
年
06
月
03
日

男
臺灣省
花蓮縣

無

1.新社國小
2.鳳林初中
3.花蓮農校
4.屏東農專

1.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司法警察2.財團
法人國泰綜合醫院總領班3.新亞建設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師4.板橋市民代表
會第九、十屆市民代表

1.解決新北市4處原住民違建，承租國有土地，平價租屋及耕作地的政策結合。2.文化與觀光產業的結合，文化與觀光產業鏈帶，再創原住民就業商機。3.推動中央原
住民部落產業通路與都會就業、租屋政策。4.輔導及補助原住民社團組織。5.原住民勞健保制度保障。6.建立原住民互助合作福利政策：成立新北市原住民福利基金，
推展原住民福利事業，扶植原住民志工組織及民間社團，建立原住民互助合作福利體系。7.貫徹原住民族教育政策：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加強幼兒、婦女、親職、老
人及家庭教育，提高弱勢及單親家庭子女補助，爭取設立原住民中學，普及原住民文化及語言教育。8.維護原住民文化政策：維護原住民傳統領袖制度，舉辦原住民傳
統祭典，獎助原住民文化藝術團體，規劃興建原住民藝術文化創意園區，促進文化創新與發展。

4 陳家梅

52
年
10
月
20
日

女
臺灣省
臺東縣

中國國民黨

一、�桃園縣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
業學校

二、花蓮縣富里鄉富北國中畢
三、花蓮縣富里鄉東竹國小畢

一、樹林市第三屆市民代表
二、�臺北縣原住民婦女服務協會第三、
四屆理事長

三、�臺北縣原住民文化產業推廣協會常
務理事

四、豐年文化藝術團團長
五、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分班
六、臺北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七、臺北縣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委員

一、嚴格監督新北市政府推行市政建設，打造新北市原住民新原鄉。
二、�打造原住民希望工程爭取各項社會福利、老人、婦女、兒少、身心障礙者等。
三、推動原住民職業訓練及多元就業，保障原住民就業工作權。
四、推動原住民文化產業行銷及傳統多元藝術推向國際化。
五、落實原住民婦女權益及各項社會政策參與。
六、落實原住民族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

七、爭取行政區域各設立原住民行政課。
八、爭取原住民醫療補助健保自付保險費。
九、爭取原住民兒童至大學教育獎助金、托育及營養午餐等補助。
十、爭取公共建設及設置原住民活動中心。
十一、爭取興建原住民產業文化館及推動文化藝術產業建設經費。
十二、設立新北市原住民事務幹部組織並有工作協助費。

5 田春枝

39
年
01
月
27
日

女
臺灣省
花蓮縣

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畢業

花蓮縣光復國中及台北縣福和國中教師
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秘書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會委員。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公共工程委員會、新聞局性
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
台北縣原住民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督導。

一、爭取年滿五十五歲以上新北市原住民申領敬老卡。
二、爭取原住民育兒津貼未滿十二歲以下每月三千元。
三、爭取原住民生育補助每胎三萬元。
四、爭取有關單位代替失業原住民繳交勞健保費。
五、�爭取有關單位依家長申請導師核定方式予都會區高中職以下原住民學生營養
午餐補助。

六、�爭取新北市原住民提前實施十二年國教，原住民學生一律分發公立高中高職
就讀、第一學年結束時依學生適性輔導其轉學到合適之學校學科。

　七、�爭取劃定都會原住民部落社區，成立部落社區發展協會，部落社區活動中
心，協助輔導辦理部落社區婦女老人居民休閒、家政、社教等活動。

　八、爭取區公所設置原住民課與原住民服務員，為原住民提供立即服務。
　九、推展原住民少棒、青少棒運動。
　十、辦理原住民青年論譠，分項輔導原住民青年，培植原住民青年領袖精英。
十一、籌設新北市原住民救助機構，為急難原住民提供濟助。
十二、督促依社會需要辦理可立即就業職種職業訓練、落實原住民就業輔導。

6 黃宸鈺

68
年
06
月
30
日

女
臺灣省
花蓮縣

無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無

1成立原住民急難救助基金會。
2積極爭取興建「原住民專屬文化集會所」。
3主張中小學學童免繳學雜費及營養午餐費。
4重視原住民婦女權益。讓每個部落設立婦幼溫暖關懷據點。
5爭取原住民體育人才培育計畫之所有經費。

7 張天明

47
年
03
月
06
日

男
臺灣省
花蓮縣

親民黨 台北市立體育專科畢業

1.原住民自治聯盟總召集人
2.頭目協會創辦人
3.原住民棒壘裁判協會創辦人
4.原住民工商協會創辦人
5.關懷都會原住民協會創辦人
6.北縣樹仁家商教職
7.花蓮縣府體保課公職
8.台北縣產經大學碩士班結業

　　原住民的知識水平，早就提升到水準以上，只因政府的壓榨，而不能有權益。
　　我們的民意代表都是國民黨或民進黨養的，都是在任期間沒辦法建設為原住民做事，只在選舉期間猛請客，很會拉攏民眾非常不負責任。
　　本人，貳拾幾年來服務基層，協助基層不遺餘力，不曾邀功，成立頭目協會提升尊嚴，成立工商協會及各協會為提升競爭力。台北科大修土木工程學分及產業經
營學分是為加強服務能力。
　　目前本人為原住民自治法推動聯盟北區總召集人，是為原住民提升為一等國民，因為中華民國在三十八年流亡到台灣至今六十年，佔用原住民平地或山地或海
域，沒有賠償還在壓榨，聯合國早在九十六年間已發佈原住民自治法、政府則不為之，該是補償的時候了，全世界都在做，唯獨中華民國政府裝笑為。大家注意這一
點。
　　本人當選新北市議員，決定能帶動原住民的下一代。非常負責任的更努力服務，更有執行力懇請拜託。請大家給我機會，請利用我。　拜託！拜託！
　ＰＳ此次選舉委員會若再疏失，選舉公報未寄達或送達情事，三人舉証以上，本人將提出選舉不公之賠償壹仟萬圓以上。因為原住民選舉權受損。

8 宋進財
Falong . Opa

39
年
07
月
03
日

男
臺灣省
花蓮縣

無
一、花蓮玉里鎮德武國小。
二、省立花蓮初中。
三、花蓮四維高中。

一、�現任台北縣議會第16屆議員，曾任
台北縣議會第11、13～15屆議員。

二、現任天主教博愛基金會常務董事。
三、�曾任財團法人天主教弘道仁愛之家
第七、八屆董事長。

四、�曾任天主教花東旅北信友傳協會會
長、首席顧問等職。

五、輔仁大學哲學系肄業。

1.建構都會原住民族文化部落：建設文化活動場域、健全頭目制度、提昇住宅優惠措施。
2.推動都會原住民族創意產業：發展特色產業，爭取設置展售商場。
3.建立原住民族多元學習環境：雙語學前教育、部落社區大學、爭取設立都會原住民實驗中學、族語家庭化、年齡階級。
4.健全原住民族福利保障體系：老人照護、婦幼權益、生育補助、意外保險、健保優惠、扶助單親家庭。
5.�落實原住民族工作權益保障：全力培育青年人才、促進就業或創業、增加軍、公、教人員升遷比率、督促政府機關採購原住民產品及勞務、爭取成立原住民族工程
處。
6.爭取成立原住民族法庭：培育原住民族司法人員，保障司法人權。

9 忠仁．達祿斯

50
年
01
月
27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中國國民黨
台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畢業，私
立輔仁大學體育學系畢業

國家級壘球教練
遠東區軟式少棒賽冠軍教練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台北縣代表隊總教練
教育部第一期棒球專任教練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丹鳳教會長老
台北縣模範教師
台北縣土城/清水/義學國中教師
台北縣泰山鄉模範青年
台北縣議會北台灣問政會執行長
台北縣原住民體育發展協會理事長

●免費原住民長者裝置假牙
●免費原住民長者健康檢查
●免費原住民長者居家供餐
●免費原住民兒童托育
●免費原住民社會住宅（借住）
●免費原住民家用國民電腦每戶１台
●免費原住民學生電子書包每人１台
●補助原住民每人2000元購置傳統服飾

●補助原住民每月500元交通費
●補助原住民低價租住社會住宅
●原住民優先就業：保障法定就業機會並限制外勞比例
●原住民自立工場：廣開馬上就業機會並結合藝術觀光
●原住民文化園區：增加在地就業機會並保留傳統文化
●原住民學生免費運動訓練及社團活動
●原住民學生免費每月１本課外讀物

10 拔耐．茹妮老王

60
年
12
月
29
日

女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臺北縣私立莊敬高職服裝科畢業

一、人民火大行動聯盟發起人二、現任
人民火大行動聯盟原住民小組召集人
三、現任台灣倉儲運輸業工會聯合會總
幹事四、從事社會運動22年之久。

我離開部落到台北已二十多年。原住民一直被騙被欺負，不管哪位族人當選，從
來都沒有改變過。我的參選就是要把權利拿回來！落實人民老大參政運動理念請
參閱人民火大行動聯盟網站www.nobnog.org.tw。
一、原民局重新定位：不要輔導，還我自治！
原民局其實是輔導局，輔導族人適應漢人社會；這種輔導讓我們離自治越來越
遠！當選後將推動原民局調整為「原住民權利發展局」，發展原住民各項基本權
利；推動原民局局長之推薦、任命應由原住民集體推選共決！
二、加強勞動與生存安全：反對都市原住民奴工化！
當選後將推動都市原住民勞動與家庭普查，改變低工資、高職災無勞健保、就業
歧視、社福申請困難等問題；並成立原住民勞資爭議服務窗口，降低受害族人求

助門檻。
三、反迫遷、反過度開發，還我居住權！
反對政府以「都發、都更」之名，行「賣地炒樓」之實。我要爭取「公有非公用
土地」如河岸、廢河道、山坡地、市區空地的使用權，讓經濟弱勢居住（如社會
住宅）、維生（如農作生產）、活動（如原住民聚會所）。
四、原住民預算，原住民審議！當選後推動「預算自決」：每年由原民局編列之
概算應由原住民公決。當選後議員每年高額之「地方民代配合款」亦由原住民參
政團共議共決。
五、文化傳承與自我認同，設置部落小學堂：文化傳承與自我認同要從小做起，
當選後將推動廣設部落小學堂。

第12選舉區（山地原住民）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 生 地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張金榮

40
年
09
月
05
日

男
臺灣省
臺北縣

無 一.省立屏東師範專科學校畢業。

　本人出生並成長於烏來鄉，民國60年
畢業於屏東師專後一直服務在家鄉，擔
任過13�14兩屆縣議員也擔任烏來鄉兩屆
鄉長，其間曾任中國國民黨台北縣委員
會委員，烏來鄉黨部常委，也曾擔任烏
來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烏來鄉：一、爭取原住民土地受限利用補償金。二、落實原住民長期工作保障權（巡山，巡溪清潔隊員等）。三、設立忠治、烏來、信賢、福山部落多元化原住民商
場、以利經濟發展。四、劃設各村農業區，推動一村一休閒，促進部落觀光產業經濟發展。五、依據溫泉法，強力爭取收益費50%回饋烏來鄉民。六、設立烏來鄉西羅
岸泰雅生態文化休閒園區。七、以 新景點、新烏來 的創新理念，從新包裝、行銷 新烏來 ，再創都市人一再想來的美麗烏來八、訂定烏來鄉原住民林木產物處分
辦法。九、原住民土地有效利用，強力建議：放寬原住民土地限制法規。十、積極爭取林務局應歸還積欠烏來鄉原住民6百多公頃土地。十一、溫泉及自水來共同管線
盡速完成，使溫泉、自來水走入每位鄉民家戶，公平享用溫泉、自來水資源政策。十二、完成西羅岸至信賢村的聯絡景觀道路。十三、成立都會區烏來鄉農特產手工
藝的銷售展場。十四、爭取烏來鄉至宜蘭縣聯外景觀道路，以利地方發展。十五、爭取在烏來辦理台北縣原住民各族群傳統文化祭典交流活動。十六、爭取在烏來全
面推動母語 語言巢 示範鄉。都會區：一、設立兩處服務處二、增設律師服務組三、不分族群，一體服務四、設立祭典活動場所五、設立各區公立原住民托嬰、托
兒、強化 少年福利法 。六、設立新北市原住民族 語言巢 。七、獨立編列各族群文化祭典活動預算。八、設立原住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九、各項福利權益資
源，應保障山地原住民名額十、強立爭取原住民申請各類福利津貼手續簡化、降低條件十一、扶持原住民族各類中小企業體十二、依地方制度法，爭取都會區增額山
地原住民議員席次，以保障原住民參政權。

2 王建章

47
年
03
月
28
日

男
臺灣省
臺北縣

中國國民黨
省立臺北師範專科學校畢。
臺北縣烏來國民中小學畢。

第16屆臺北縣縣議員。臺北縣義勇警察
大隊新店山地義勇警察隊隊長。基督教
新店行道會執事。基督教新店行道會第
二牧區區長。臺北縣北新國小教師。臺
北縣中正國小教師。臺北縣福山國小教
師、組長。臺北縣永安國小教師。

一、推動新北市基礎建設，營造一個更美麗、更多元的生活環境，提升生活品質。二、保障原住民工作權、基本就業機會。落實監督原住民工作權益保障法。成立原
住民就業資源中心，統整服務資源。輔導建立轄區原住民服務平台緊密結合都會原住民服務資源。三、落實推展原住民福利制度。提高創業、住宅貸款融資。編列充
足原住民災害紓困基金專款。積極推動部落營造，發展生態休閒產業，建構部落歷史，期觀光事業再提升，並提供就業機會。爭取都市原住民各項優惠措施，俾利生
存發展。全力爭取原住民國宅興建，達到住者有其屋的境界，提升居住品質。爭取各區興建老年休閒養護中心，使長者得老有所終之對待。四、落實原住民教育改
善。提升原住民教育及補助，振興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強化都會地區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全力推動部落資訊化學習，促進原住民生活邁向資訊數位化境界。積極推動
設立部落大學，成為原住民文化教育精神指標，傳承原住民文化。積極推動新北市13所市立高中成立「原住民專班」。積極推動新北市原住民比照金馬地區試辦「12
年國民義務教育」五、規劃由省自來水公司配置共同管路，尋求充分水源，解決忠治、烏來村給水難題。規劃現有烏來全區為「國家級風景區」。推動烏來區內「一
里一特色」，營造在地特有文化創意園區。積極突破現有土地法規限制，爭取烏來原住民保留地合理利用之自主權。六、推廣原住民全民體育、辦理新北市原住民休
閒娛樂競賽活動。爭取鄉內興建運動休閒多功能場館

3 陳勝榮

45
年
03
月
12
日

男
臺灣省
臺北縣

無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研究所碩
士畢業。

1、國民小學主任、教師、校長2、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族語認證委員3、臺北
縣終身教育委員會委員4、臺北縣原住民
教育審議委員5、臺北縣原住民族發展委
員會委員6、臺北縣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
講師。

１建置原鄉及都會區聯合服務網絡、擴大推動各項服務。
２落實保障原住民工作就業政策、整合政府資源爭取全縣族語教師薪資福利法制化；辦理整合式微型意外保險，保障全市原住民生命安全、安定生活。
３敦促政府辦理各族群辭典編輯事宜，搶救族語文化流失。
４加速推動各地區原住民文創事業發展，結合觀光休閒生態旅遊政策，編列充足經費預算支援產業經濟之發展，並成立原住民企業發展基金，協助原民企業經營。
５積極敦促政府推動原住民福利各項政策、提高各項優惠補助改善生活品質：幼托、老人安養、青壯年就業之普及工作等績效應具體落實；住宅貸款補貼要全面實施。
６積極推動原住民終身教育，設置原住民完全中學，增進原住民學子就讀高等教育機會，全力培育原民各項人才。
７強力敦促政府擴大原民部大學預算、實施多元整合的課程，全面提昇各地原住民學習資訊、科技邁向提升數位、科技化的競爭力發展。
８爭取水源區飲水權益、提供安全衛生的飲用水；提高回饋金之補助，補償居民各項生存發展限制及損害。
９強力敦促政府辦理原住民傳統領土地漏、增編及換地歸還之工作，以保障原住民生存空間的活動發展。
10積極敦促政府推動原住民土地分區使用之通盤檢討，以適現階段原住民部落社區之生存發展，保障基本人權。
11將強力敦促政府重視原住民長期消失之人權、生存權及教育權，以挽回原住民的基本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