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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第3屆市長
臺中市議會第3屆議員選舉 選舉公報 第一選舉區(大甲區、大安區、外埔區)

臺 中 市 選 舉 委 員 會  編 印

臺中市第3屆市長選舉及臺中市議會第3屆議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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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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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臺南市 無
臺灣大學哲學系、政治

大學東亞所

族繁不及備載，摘要如下

外交部24年外派韓菲史瓦濟蘭印度

12年。期間主導臺灣的保釣戰略及

2005年美國的反恐大戰略，讓美國

2007年大獲全勝。2010年退休後主

導2012年臺灣大選的三國演義、

2014年九合一選舉及2016年的臺灣

大選及年底的美國大選，百戰百勝

翻轉美國選情，震驚全世界

轟動武林、驚動萬叫，臺中的黃金時代將來到！

兩岸橋樑移臺中，台海隧道通通通，臺中未來就看我，臺北都要攏叮咚

1、�中國國家主席唯一支持，國台辦、全中國力挺，全體台商一致鼓掌叫好。

2、�【歡迎陸客】:「兩岸關係好，臺中百姓才會好，臺灣才會有前途」，金廈通水，金門百業興旺，

臺中店家普遍生意爛到要爆炸，缺人潮啦！我歡迎陸客，陸客以後會以我的臺中為首選。

3、�【兩岸橋樑】：已洽獲同意，我勝選後「臺中就是兩岸的橋樑」，取代新加坡！「川金會」為何還

是新加坡？北韓和新加坡有何關係？因為馬習會、九二會談都是新加坡，為何1992年會選新加坡？

其實是我1979年上書小蔣的啦，沒想到美國到現在都在照辦，新加坡就這樣成為兩岸的橋樑了！所

以這26年都是新加坡，我勝選後臺中的國際知名度會不會超過新加坡？比砸錢辦花博、捷運、亞青

運、BRT還要有搞頭。

4、�【台海隧道】: 已洽獲同意「台海隧道通臺中」，臺中得天獨厚，通南通北通花東，加上臺中港、

清泉崗，陸海空全面大三通，任督二脈全打通，要不發也難。在我的帶領之下，臺中能不能超過臺

北？這可是我的最大政見，其他縣市不甩這條隧道，我可是搶著要，只有我當選才有的哦，被我率

先訂下來了。這條劃時代、史無前例、轟動武林、驚動萬叫、全世界都要狂呼尖叫、CNN都要爭相

報導的兩岸交通大動脈只認證我哦！

5、�【取代兩會】: 我的臺中市政府可取代陸委會和海基會的業務，有關預算交給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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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臺北市
民主
進步黨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博

士、碩士、人文哲學碩

士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博士生、碩士、學士

臺中市長

立法委員

總統府副秘書長

行政院新聞局長

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

民進黨中央黨部秘書長

國大代表

聯合國大學訪問研究員

美國Fulbright訪問學人

中正大學助理教授

台中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台灣智庫董事長

台中市雲林、彰化同鄉會副理事長

林佳龍 2018連任台中市長政見 

標準：10*18公分、字級 8號、最小行距 0.2公分 
【進步台中，連結共好】4年來，「人本、永續、活力台中」的基礎已經奠定；未來4年的

市政發展方向，為「國際、文化、智慧台中」： 

一、打造台中成為中都。立法院遷建台中，部分中央部會南遷，落實台灣北、中、南三核

心之發展戰略。 

二、加速雙港國際化。打造台中國際機場為「中部航空城」，配合中央計畫，推動軍民航

務分離、強化機場周邊建設，連結航太零組件及智慧機械產業之發展；打造台中港成

為「多功能國際港」，建置綠能風電產業物流園區、籌設大型郵輪及遊艇碼頭及農產

品物流中心。 

三、邁向智慧城市。以人工智慧強化市政治理；推動市民卡，以區塊鏈技術，建構智慧市

民平台；公私協力共創水湳智慧城，如期完成五大亮點建設，打造智慧交通示範區，

提供自駕車及無人載具運行場域。 

四、再造文化城。全力申辦2022世界設計之都、爭取進入全球百大會議城市、續推「國際

非政府組織中心」、持續舉辦國際藝術節慶活動，打造「盛會城市」；積極扶植在地

演藝團隊、完善文化展館、加速古蹟活化再利用，發揚在地文化。 

五、續推大台中山手線（山海環線），分期加速完成山手線和捷運藍、綠線，並爭取延伸

至大坑、大里、太平、霧峰、南投，及通往苗栗之舊山線復駛；串聯大台中三環公路

網，含台74內環、國三及國四中環，及台61等外環；推動iBike 600，以完成的iBike 369

為基礎，再增設300個租賃站、延伸自行車道至1,000公里；推動路平專案2.0，進行汰

管、人本步道、路平三合一工程。 

六、擴大舊城新生。續推綠柳川全流域整治及大車站計畫、加速都更；並擴大都市再生之

區域，將山、海、屯等歷史老舊城區以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地方創生手段，重新

賦予活化動能。 

七、公園綠地普及化，打造一區一花園、一里一綠地。改造百座老舊公園、遊具全面去塑、

親子共融、樂齡友善；每年10座以上公墓公園化；推動運動健康大草坪，落實市民運

動權。 

八、營造水與綠環境，推動惠來溪、潮陽溪、梅川、麻園頭溪、筏子溪，旱溪大康橋與葫

蘆墩圳之水環境營造。2022年，雨水下水道建置率達80%，污水接管戶數達30萬戶。

九、持續減煤減排減污，台中空氣品質達成國家標準每立方米15微克。 

十、環保志工員額、福利升級。增加志工隊員額上限20%、5,000名志工，以及相關預算。

十一、升級托育一條龍。銜接中央托育準公共化政策，擴大臨托、增設100所以上公托、公

幼及非營利幼兒園。 

十二、優化托老一條龍。擴大敬老愛心卡使用範圍至計程車、看病掛號及國民運動中心等；

推動跨專業整合的無縫長照；廣設照顧生活館及巷弄長照站；廣設溫馨老人共餐處。

十三、深耕青年希望工程。推動「青年加值方案」，提供低收中低收家庭之青少年2-3萬元

就業加值補助。 

十四、推廣新五農政策，成立中台灣農創園區，發展中台灣農產品加工、冷鏈物流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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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臺灣省
基隆市

中國
國民黨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學

士。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

略所碩士。

華視中部採訪中心主任兼省政特派

員。

金鐘獎最佳採訪獎得主。

臺灣省議員（第10屆）

立法委員（第4-9屆）

立法院教育、國防外交、財政委員

會主席。

公督盟評鑑14次優秀立委。

獲邀參加美國國務院外國領袖計劃

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副秘書長。

台中市愛心媽媽副大隊長。

台中市學前教育協會名譽理事長。

我們以「陽光、空氣、水」為主軸，期盼揭除時弊，

讓臺中城市競爭力完美升級!

一、�陽光政治，效能政府：揭露黑箱檔案，剷除市政

時弊，所有市政資訊及MOU均遵循「政府資訊公

開法」接受議會監督、供民眾查閱；開放大數據

挹注民間共享經濟。

二、�空氣環保，低碳城市：強力整治空污、停止中電

北送、導正能源政策，保障市民呼吸健康人權。

推動公車2.0計畫、擴增大眾運輸人口，推廣電

動車。在地農產就近供應學童營養午餐，減低運

銷碳足跡。

三、�活水經濟，競爭力提升：制訂財稅優惠自治條

例，啟動「青創2.0」，提供一站式產業服務，

吸引國際投資，舉辦城市論壇，引進國際藝文產

業。續推優惠租屋、房貸、社會宅措施。興建國

際會展中心、闢建產業園區，解決五缺問題，加

強農產品外銷。

「台中PLUS+」，邁向新創智慧城升級策略：

1.�轉運任意門：建構大臺中轉運中心，完善高鐵海空

交通系統，完成國4豐潭段、東豐快、臺74線接國1

並增設草湖交流道、大里北出及六順橋南入匝道。

打通市政路、東光路及太平振文路等。保證完成捷

運綠線通車營運，續推各線捷運。

2.�幸福宜居城：新設「兒童安全及教育委員會」，增

設公托及公幼。孕婦產前補助，長者居家協助、增

設長照據點及人力，恢復老人健保補助，加強身心

障礙及弱勢民眾補助及照護，增設兒童及國民運動

中心，建立本市健康App。

3.�全人品格新世代：提振國中小品德教育，強化外語

及資訊能力。豐富高中職類型及特色，發展前瞻技

職教育，促進產業與在地大學合作。擴充學校行政

人力，增置教師員額。落實校園安全，反毒反幫派。

4.�城市新風格：訂定都市美學法規，更新城鄉綠美

化，落實路平燈亮水溝通。

 選前買票有企圖，選後當選必貪污。　 遵守選舉法令，宏揚法治精神。

 選前受賄不是福，賄選人士必貪污。　 踴躍投票，慎重圈選勿用私章。

選舉人請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於投票時間內
� 前往指定的投票所投下您神聖的一票～臺中市選舉委員會提醒您



第1張背面(共3張)

投票時間、地點、方法及投票應注意事項
一、投票時間：民國107年11月24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一)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87年11月24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

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107年7月24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107年
11月23日繼續居住者，有市長、市議員、原住民區長、原住民區民代表、里長選舉投票權。前項居住期

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107年8月16日含當日)
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二) 原住民選出之市議員，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者

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一)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二)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

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三)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

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四) 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

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五)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

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六)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七) 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八)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

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新臺幣ㄧ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九)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

　　(十)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

樣）：

四、選舉票顏色： 
　　(一)市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二)區域議員選舉票為白色。

　　(三) 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綠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

加印「山地原住民」字樣。

　　(四) 平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藍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

加印「平地原住民」字樣。

　　(五)原住民區長選舉票為金黃色。

　　(六)原住民區民代表選舉票為淺橘色。

　　(七)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圈選二人以上。

　　(二)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三)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四)圈後加以塗改。

　　(五)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六)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七)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八)不加圈完全空白。

　　(九)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一)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助選或罷免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

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

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

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

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

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

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

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

以下罰金：

　　　　　　　 一、 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

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  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有提議權人或有連署權人，使其不

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

二項或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者，以文字、圖畫、

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

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 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

事處或住、居所。

　　　　　　　 二、 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

務或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

續為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

票、選舉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第一百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

項所定辦法中關於登記設立及設立數量限制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或敘明刊播者之姓

名，法人或團體之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

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

第五十六條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

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

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罷免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

款規定者，依第五項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委託人或受託人為政黨、法人或非法

人團體者，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

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

者，免除其刑；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

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

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

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

二百七十八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

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

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

各該人員之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由該管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

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

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

員為之。

第一百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

第三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二)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四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

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七、附註：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第一、五、六、七項：

　　第一項： 選舉委員會應彙集各候選人之號次、相片、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推薦之政黨、學

歷、經歷、政見及選舉投票等有關規定，編印選舉公報。

　　第五項： 第一項候選人及政黨之資料，應於申請登記時，一併繳送選舉委員會。

　　第六項： 第一項之政見內容，有違反第五十五條規定者，選舉委員會應通知限期自行修改；屆期不修改或修

改後仍有未符規定者，對未符規定部分，不予刊登選舉公報。

　　第七項： 候選人個人及政黨資料，由候選人及政黨自行負責。其為選舉委員會職務上所已知或經查明不實

者，不予刊登選舉公報。推薦之政黨欄，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應刊登其推薦政黨名稱；非經政黨

推薦之候選人，刊登無。

八、反賄選宣導相關資料：

　　(一)淨化選舉，檢舉賄選：

1. 查獲得票數逾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二條第四項第二款之直轄市市長候選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

件給與獎金新臺幣一千萬元。

2. 查獲得票數逾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二條第四項第二款之直轄市議員候選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

件給與獎金新臺幣五百萬元。

3. 查獲鼓勵檢舉賄選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以外之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新臺幣

五十萬元。

　　(二)檢舉專線電話：

政府為便於民眾檢舉賄選案件，設有檢舉專線電話，隨時接受民眾檢舉賄選案件。檢舉專線電話：

0800-024-099撥通後再按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舉賄選專線：04-22296203、傳真：04-22245567、
檢舉專用信箱：臺中郵政第222號、檢舉電子信箱：tccn@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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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臺中市
中國
國民黨

大甲鎮順天國小

臺中縣立日南國中

嶺東科技大學國際貿易

科畢業

嶺東技術學院企業管理

系畢業

臺中市大甲正勤愛心協會理事

臺中市動物保護協會理事

臺中市民防大隊大甲中隊長

臺中市大甲民眾服務社理事長

外埔區青年工作會會長

300C2區安甲獅子會2016~2017會長

臺中市體育發展基金會理事

臺中市議員楊永昌服務處特助

1.恢復老人健保補助。

2.反對水井徵收費用。

3.�改善大甲交流道交通壅塞問題，開闢替代道路紓解甲后路車潮。

4.�結合甲安埔文化觀光(大甲媽祖文化季、外埔花博園區及大安媽祖文化園區)，促進

文化觀光產業的發展，增加地方經濟效益。

5.�爭取鐵砧山公園活化，結合產業及文化推動相關經濟活動，並加強建設親子活動設

施。

6.�推動大甲美人山運動公園建設，結合外埔區第一公墓遷葬，規劃、建構優質生活空

間。

7.�大甲、外埔納骨塔塔位、祖先牌位一次到位。新建大安納骨塔。規劃完整各宗教專區。

8.�爭取大甲、外埔新建公立幼兒園，守護幼兒政策與教育。

9.�監督落實長照政策規劃，深化社區銀髮服務，擴大共餐與健促。

10.�建設大安媽祖園區周邊設施，串連沿海觀光藍帶景點，帶動區域文化及觀光效益。

11.�擴建大甲幼獅工業區，增加就業機會。

12.爭取道路管線地下化共同管道。

2
施
志
昌

73
年
4
月
4
日

男
臺灣省
彰化縣

民主
進步黨

國立中興大學法學碩士

　畢業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

策學系畢業

國立文華高中畢業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　國會特助

臺中市道卡斯青年工作會　創會理

事長

臺中市經濟發展研究協會　第六屆

理事長

臺中市甲安埔社區大學　講師

臺中市海灣故事文化創意協會　常

務監事

臺中市食材安全促進協會　副榮譽

理事長

財團法人春雨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

東海大學學生會　會長

【肯定蔡其昌，牽成施志昌！給沒有背景、十年在地打拚的年輕人一個機會】 

政見—行距 0.2cm(13.67點),8號字 

標準：10*18公分、字級 8號、最小行距 0.2公分 
 

◎長幼有托、甲安埔要宜居 

一、讓孩子照顧無虞：增設公立幼兒園、結合社區保母制度、增設假日

臨時托嬰中心。 

二、讓青年成家無慮：廣設公營出租住宅、青年首次購屋優惠利息補貼

加碼，貸款額度提高。 

三、讓長輩生活無礙：日照托老照顧、各別居家照護，建立長者健康追

蹤系統。擴充敬老愛心卡服務功能，納入老人購買保健食品。 

◎交通、翻轉甲安埔 

一、海線鐵路高架化：消除平交道，讓通行更安全。 

二、海線鐵路雙軌化：增加海線火車班次，尤其普悠瑪號一天可增至

4~5 班，讓外出子弟返鄉孝親更便利。 

三、大台中山手線─大甲后里「彩虹線」推動，藉由大眾運輸系統將都

市縫合，並縮短大台中的城鄉差距。 

四、抒解大甲東交流道與甲東路、大馬路及甲后路交叉路口交通壅塞，

爭取從公墓管理中心新闢聯外道路，改善交通亂象。 

五、增設客運轉運中心，解決觀光及長途客運民眾轉乘需求，積極發展

區域型公車路網，縮短長者等車時間，提高公車乘載率。 

六、填平民生地下道：里民出入安全，讓外地人進入大甲市區更方便。

七、爭取大甲溪北地區─泰安火車站公車路線，交通帶動日南觀光。 

 

◎空間再造、甲安埔變美綠 

一、大甲市區設停車場：大甲火車站後方(台糖土地)、大甲郵局對面廢棄

營區、順天國小操場下新闢停車場、溫寮溪施設景觀停車平台、經國路

台電大甲所旁國有土地新闢停車場(經國盛世、花園城社區使用主)。 

二、大甲鎮瀾宮、第一市場改建、第二市場周邊攤販環境改善工程。 

三、大甲文昌公園二期綠美化工程。 

四、西濱(大安大甲段)高架橋下空間利用，增設停車場、公園綠地等。

五、鐵砧山五期計畫，鐵砧山風華再現，成里民在地運動休憩後花園。

六、大安興建納骨塔，公墓綠美化；打造五甲、塭寮觀光休憩漁港。 

七、結合外埔省農會牧場，興建甲安埔第一座親子大型溜滑梯。 

八、督促市府配合中央儘速完成鐵山營區興建國際壘球運動園區。 

九、外埔區消防分隊辦公室及救災車輛使用空間不足，爭取覓地興建。

十、外埔區公所對面市場用地變更為機關用地，改建為老人長照中心，

並增設地下停車場。 

◎ 文創發展、甲安埔好藝文 

一、文創甲安埔：大甲火車站前文創園區計畫，規劃台鐵八間日式宿舍。

二、品牌甲安埔：推廣在地糕餅、米食、芋頭、蔥、火龍果等在地產品。

三、藝文甲安埔：利用閒置教室、空間增設圖書室、親子館。爭取兒童

劇團每年來甲安埔演出，邀約藝文展到甲安埔舉辦如恐龍展、卡通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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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献
宗

52
年
11
月
21
日

男 臺中市 無
大甲致用高級商工

外埔國中國小

陳水扁總統甲后區後援會會長

中華民國製酒促進發展協會創會長

臺中市政府市政顧問

臺中市外埔文化協會理事長

外埔鄉鄉民代表　農會理事

臺中市陳姓宗親會　監事

台灣生態教育農園協會　常務理事

致用高中校友會　監事

台灣農墾會　常務理事

國立中興大學農學院休閒管理系園藝

輔仁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製酒

大葉大學　釀酒

　　　　献宗已爭取數仟億建設甲安埔，平民參政，監督政府施政，創造富麗農村，與鄉親共同落實建設甲安

埔，共創中台灣幸福城市。

一、�公共建設：爭取大甲及后里鐵路雙軌高架及興建捷運山手線彩虹線。本市室內自由車綜合體育館(巨蛋)。外

埔花博對外聯絡道路向北延伸至大安溪堤防道路，新闢拓寬18米道路。國道4至甲后路外埔花博園區。溫寮

溪南沿岸設置景觀人行、自行車專用道。國道3大甲外埔交流道新闢聯外道路至西濱快速道路大安媽祖文化

園區，監督設立。

二、�照顧農民：甲安埔花博(農創)永續館周邊力挺60甲地青農科技園區，建立健全的農業福利制度，將農產品行

銷世界。

三、�國際機場：爭取國際機場在大安港，串聯周邊大安媽祖文化園區，大甲鎮瀾宮大甲媽祖，外埔花博花果原鄉酒

香，海空雙港合一，觀光客倍增，增加就業率，創造中台灣經濟繁榮效益。

四、�治安維護：詐騙集團猖獗，加強治安宣導165反詐騙專線，補足警力打擊犯罪，提高警察勤務加給，讓市民

安居樂業，實現幸福城市。

五、�社會福利：育兒津貼提高，增編兒童教育預算，廣辦公托增額，幼兒就學補助及營養津貼。加強落實長期照

護需要，整合社區老人關懷據點，協助弱勢免費技職訓練，保障新住民權益。

六、�城鄉均衡發展：甲安埔已編訂農業特定區需鬆綁，監督市政府解編外埔山坡地保育地之平地，水源保護區解

編，將推動工商均衡發展。

七、�中央級協會(中華民國製酒協會創會長陳献宗)中科用水回饋金，提案甲安埔自來水管設管免費，監督設施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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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敏
濟

45
年
7
月
6
日

男 臺中市
民主
進步黨

台大農機研究所畢業、

嘉義農專、台中高農

兩屆市議員、民進黨團總召、台灣

農機研發中心兼任研究員、宜蘭大

學兼任講師、台中市籃球推廣協會

理事長、大甲扶輪社長、兩屆大甲

鎮民代表、推動法國及紐西蘭姊妹

市外交、舉辦耕德盃籃球賽十三

年、國家體育推手獎、扶輪社世界

人道救援計劃主持人、青年獎章及

青年研究著作獎、著有自動育苗套

籃系統等六本書

一、爭取甲安埔東西向高架快速道路，連接國3大甲交流道與台61線，疏解交通。二、

爭取甲安埔區域型公車，照顧偏鄉市民。三、爭取媽祖文化園區後續建設、砂雕美術

館，連結南北園景觀橋，促進大安觀光。四、爭取建設鐵砧山劍井區、櫻花林、雕塑

公園、生態大草原，並以第一條挑戰型自行車道串連，讓鐵砧山風華再現。持續爭取

經費鞏固鐵砧山北側崩山區域。五、爭取國小普設幼兒園，提升幼兒園公私比減輕家

長負擔，並全面推展品德教育。六、爭取學校新課綱所需之設備，培養學生核心素

養，持續爭取老舊校舍改建。七、爭取普設關懷據點、長照2.0，增加老人共餐，爭

取提高市民生育及育兒津貼。八、爭取甲安埔興建社會住宅，讓中低收入者及年輕人

安心成家。九、爭取大宗農作物保險，農發基金納入病蟲害救助，開放農業外勞補勞

動力不足。十、爭取外埔桐花步道開闢停車場，增植桐花樹，帶動觀光發展，行銷本

地農產品。十一、爭取山坡地解編，部分特定農業區解編為一般農業區，擴建大甲幼

獅工業區。十二、爭取大甲東外埔第一公墓遷葬後，改建立體停車場及運動公園。

十三、落實食品餐飲業安全源頭管理，要求市府加強稽查，保障市民的飲食安全。

十四、爭取海線鐵路雙軌高架化，建議市府於大甲市區進行都市更新。並以機四用地

興建複合式行政中心，內含商辦、購物中心及立體停車場。

5
李
榮
鴻

38
年
6
月
23
日

男 臺中市
中國
國民黨

培元高級中學畢業。

臺中市議會第三任國民黨書記長。

臺中市議員第一、二屆。

臺中縣議員第十五、十六屆。

大甲體育會理事長。

臺灣省汽車貨櫃聯合會第七屆理事

長。

1.�爭取國道三號大甲交流道分流擴建車道及人行景觀天橋，以紓解大甲交流道系統壅

塞問題。

2.�爭取舊大安溪橋修復工程，將其規劃唯一徒步景觀意象橋，供民眾於橋上觀景及游

憩，以振興溪北觀光吸引青年返鄉工作。

3.�爭取大安媽祖文化園區周邊景觀建設及大安濱海樂園遊憩設施，讓大安成為一旅遊

勝地。

4.�響應環保及西部沿岸風飛沙問題，爭取加強綠化中部西海岸，種植防風林以美化、

綠化海岸。

5.�爭取大甲、大安、外埔各區自來水延管工程，以維護民眾飲水安全。

6.�爭取大甲、大安、外埔區各區農路建設，以利地方農業發展。

7.�積極振興地方觀光，外埔區馬鳴里神秘洞景觀工程、六分里山步道串聯工程、跨縣

市自行車道(松柏漁港至苗栗縣)，廣設ibike租賃車站，強化地方深度旅遊。

8.�爭取增設聯合托育中心，減少青年負擔，以利青年就業及創業。

9.�爭取中型巴士路線，以利偏遠地區婦孺耆老往返市區。

10.�爭取大甲運動公園，以利民眾運動迎接健康生活。

 選前買票有企圖，選後當選必貪污。　 遵守選舉法令，宏揚法治精神。

 選前受賄不是福，賄選人士必貪污。　 踴躍投票，慎重圈選勿用私章。



第2張背面（共3張）

臺　中　市第3屆市長
臺中市議會第3屆議員選舉第一選舉區（大甲區、大安區、外埔區）暨全國性公民投票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
投開票所
編　　號

區　別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選舉人範圍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0001 大甲區 文昌國小（1） 育德路113號 朝陽里 全里

0002 大甲區 文昌國小（2） 育德路113號 大甲里 全里

0003 大甲區 順天國小（1） 經國路168號 順天里 1,3,5-12鄰

0004 大甲區 順天國小（2） 經國路168號 順天里 13-19鄰

0005 大甲區 大甲文昌祠管理所 文武路116號 孔門里 全里

0006 大甲區 文昌國小（3） 育德路113號 平安里 1-6鄰

0007 大甲區 文昌國小（4） 育德路113號 平安里 7-13鄰

0008 大甲區 順天國中（1） 大安港路67號 庄美里 1-7鄰

0009 大甲區 順天國中（2） 大安港路67號 庄美里 8-15鄰

0010 大甲區 順天國小（3） 經國路168號 新美里 1-2,4-9鄰

0011 大甲區 順天國小（4） 經國路168號 新美里 10-16鄰

0012 大甲區 順天國小（5） 經國路168號 新美里 17-22鄰

0013 大甲區 大甲國小（1） 育德路233號 岷山里 1-5鄰

0014 大甲區 大甲國小（2） 育德路233號 岷山里 8,10-12鄰

0015 大甲區 東陽國小（1） 甲東路520號 中山里 1-8鄰

0016 大甲區 東陽國小（2） 甲東路520號 中山里 9-17鄰

0017 大甲區 東陽國小（3） 甲東路520號 中山里 18-23鄰

0018 大甲區 大甲高中（1） 中山路1段720號 南陽里 全里

0019 大甲區 大甲高中（2） 中山路1段720號 薰風里 全里

0020 大甲區 台萬機械辦公室 中山路1段625號 義和里 1-8鄰

0021 大甲區 永芳五金空廠房 中山路1段292號 義和里 9-15鄰

0022 大甲區 武陵社區活動中心 文曲路81號 武陵里 全里

0023 大甲區 文曲社區活動中心（新） 東安路497巷18號 文曲里 全里

0024 大甲區 大甲體育場休息室（1） 大安港路2號 武曲里 1-6鄰

0025 大甲區 大甲體育場休息室（2） 大安港路2號 武曲里 7-11鄰

0026 大甲區 大甲國中（1） 育英路186號 文武里 1-5鄰

0027 大甲區 大甲國中（2） 育英路186號 文武里 6-16鄰

0028 大甲區 大甲國中（3） 育英路186號 文武里 17,19-23鄰

0029 大甲區 大甲國中（4） 育英路186號 文武里 24-28鄰

0030 大甲區 大甲國中（5） 育英路186號 奉化里 1-2,10-11鄰

0031 大甲區 奉化社區活動中心 賢仁路68-16號 奉化里 3-9鄰

0032 大甲區 德化國小（1） 和平路290號 德化里 1-6鄰

0033 大甲區 德化國小（2） 和平路290號 德化里 7-11鄰

0034 大甲區 江南社區活動中心 東西六路一段111號 江南里 全里

0035 大甲區 紫竹寺 中山路1段1158巷46號 頂店里 1-7鄰

0036 大甲區 新頂店社區活動中心 彈正路51巷1號之10 頂店里 8-15鄰

0037 大甲區 頂店集會所 彈正路37號之1 頂店里 16-22鄰

0038 大甲區 太白社區活動中心 通天路110號之2 太白里 全里

0039 大甲區 日南國中（1） 中山路2段69之11號 孟春里 1-6鄰

0040 大甲區 日南國中（2） 中山路2段69之11號 孟春里 7-11鄰

0041 大甲區 日南國中（3） 中山路2段69之11號 孟春里 12-17鄰

0042 大甲區 幸福社區活動中心 東明路127號之1 幸福里 5-8,10-12鄰

0043 大甲區 日南國小（1） 中山路2段568號 幸福里 1-4,9,13鄰

0044 大甲區 日南國小（2） 中山路2段568號 日南里 1-4鄰

0045 大甲區 華龍國小（1） 工2路1號 日南里 5-8鄰

投開票所
編　　號

區　別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選舉人範圍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0046 大甲區 華龍國小（2） 工2路1號 日南里 9-13鄰

0047 大甲區 華龍國小（3） 工2路1號 日南里 14-19鄰

0048 大甲區 龍泉社區長壽會館 渭水路20號 龍泉里 1-5鄰

0049 大甲區 大甲幼兒園 渭水路22號之2 龍泉里 6-10鄰

0050 大甲區 西岐里活動中心（1） 順帆路56-2號 西岐里 1-5,11鄰

0051 大甲區 西岐里活動中心（2） 順帆路56-2號 西岐里 6-10鄰

0052 大甲區 銅安里活動中心 長壽路79之6號 銅安里 全里

0053 大甲區 福德社區活動中心 順帆路194號 福德里 全里

0054 大甲區 建興社區長壽會館 如意路25之10號 建興里 全里

0055 大安區 南埔社區活動中心 南廟路53號 南埔里 全里

0056 大安區 南庄社區活動中心 南海路24號 南庄里 全里

0057 大安區 大安國小體育館（一） 中山南路296號 中庄里 1-7鄰

0058 大安區 大安國小體育館（二） 中山南路296號 中庄里 8-14鄰

0059 大安區 東安社區活動中心 福東一路95號 東安里 全里

0060 大安區 福興社區活動中心 興安路212號 福興里 全里

0061 大安區 三光國小三里薪傳館（一） 中松路297號 龜売里 1-5鄰

0062 大安區 三光國小三里薪傳館（二） 中松路297號 龜売里 6-12鄰

0063 大安區 頂安社區活動中心 東西一路70巷36號 頂安里 全里

0064 大安區 永安社區活動中心 東西三路263號 永安里 1-7鄰

0065 大安區 臺中區漁會大安辦事處 五甲南路121號 永安里 8-10鄰

0066 大安區 福德社區長壽俱樂部 南北七路162巷7號 福住里 全里

0067 大安區 海墘國小活動中心 大安港路1100號 海墘里 全里

0068 大安區 楊柳社區活動中心 東西七路二段105巷36號 西安里 1-3鄰

0069 大安區 西安社區活動中心 南北八路52號 西安里 4-8鄰

0070 大安區 松雅社區活動中心 松一街1號 松雅里 全里

0071 外埔區 永豐里活動中心 六分路90號 永豐里 全里

0072 外埔區 外埔台福基督教會 外埔路775號 六分里 1-3,12-14鄰

0073 外埔區 六分社區活動中心 六分路中興巷17號 六分里 4-11鄰

0074 外埔區 外埔國小 外埔路878號 大同里 1-2,5-6,20,26-29鄰

0075 外埔區 外埔區農民研習中心 外埔路950號 大同里 7-12,14-15,30鄰

0076 外埔區 外埔區老人文康中心 外埔路952號 大同里 3-4,16-19,21-25鄰

0077 外埔區 大東社區活動中心 大馬路373號 大東里 1-2,4,6-11,14-15鄰

0078 外埔區 外埔區公墓管理中心 甲東路1號 大東里 13,26-32鄰

0079 外埔區 陳智菁居家護理所 甲后路五段128巷66號 大東里 12,19,24-25,33-35鄰

0080 外埔區 陳秀順宅（倉庫） 甲后路五段298號 大東里 16-18,20-23鄰

0081 外埔區 三崁社區活動中心 五穀路19號 三崁里 全里

0082 外埔區 水美社區活動中心 水美路129號 水美里 9,17-19鄰

0083 外埔區 水美國小（1） 二崁路390巷63號 水美里 1-2,4-8,11-12鄰

0084 外埔區 水美國小（2） 二崁路390巷63號 水美里 13-16,20-22鄰

0085 外埔區 鐵山國小（1） 長生路576號 鐵山里 1-4,6-10鄰

0086 外埔區 鐵山國小（2） 長生路576號 鐵山里 11-18鄰

0087 外埔區 中山里活動中心 大馬路196號 中山里 全里

0088 外埔區 馬鳴社區活動中心 大馬路2號 馬鳴里 全里

0089 外埔區 土城社區活動中心 土城路118號 土城里 全里

0090 外埔區 臺中市外埔幼兒園廍子分班 廍子路59-1號 廍子里 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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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
金
福

40
年
9
月
17
日

男
臺灣省
花蓮縣

親民黨

一、修平科技大學

二、陸軍第一士官學校

三、花蓮縣瑞穗初中

四、�花蓮縣瑞穗富源國

小

一、台中市第一、二屆直轄市議員

二、台中縣第15、16屆縣議員

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族群委

員

四、台中縣原住民部落大學校長

五、天主教旅中同鄉會會長

六、�逢甲大學都市計劃空間資料學

系

一、爭取都市原住民結婚補助、不孕症檢查及人工受孕補助。

二、力推爭取都市原住民住宅園區、提昇環境生活品質。

三、強化都市原住民職訓技能及創業輔導。

四、簡化輔導都市原住民創業、貸款好夢成真。

五、力推規劃都市原住民老人、親子照護中心。

六、力推爭取各區原住民人口達2500人、設立活動中心。

七、極力爭取都市原住民射箭場、排球、籃球運動場。

八、�活化台中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改造周邊空間、增設商場市集、發展觀光

產業、創造原住民經濟。

九、極力爭取都市原住民創業基金設置、從彩券盈餘分配5%。

十、全力捍衛原住民福利權益。

2
黃

　仁

51
年
4
月
13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中國
國民黨

竹湖國小，新生國小，

長濱中學，國防空軍航

空技術學院專科，環球

科技大學企管系學士，

環球科技大學企管所碩

士。

台中市環球科技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環球科技大學校務顧問，台中市原

住民體育總會理事長，第16屆台中

市議會議員，第一屆直轄市議會議

員，台中市部落大學校長(99-101)

年

我要為鄉親強力實現的目標

1.居住正義(獨立建蓋原住民社會住宅)

2.落實原住民長照計劃(自治條例)

3.設立台中29個行政區，增設原住民社福工作人員(增例條文)

4.增建原住民族商城市場，市集(創造觀光商機)

5.�重返運動精神，推動各項活動(建蓋原住民族主題運動公園，棒壘球場，傳統

競技射箭場)。

6.爭取原住民國小、國中、高中、大學學費全額補助(中央....台中市政府承擔)

7.�幼兒托育一條龍政策要落實，少子化....提議針對原住民生育補助政策──

　�①第一胎3萬元(依據桃園市)②第二胎5萬元③第三胎7萬元(依據澎湖縣)依此

類推。如雙胞胎5萬元，第二胎為雙胞胎10萬(依據新竹市)

3
温
建
華

45
年
11
月
2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1.�國立暨南大學原住民

社會推廣教育學士學

分班專科畢業

2.�省立員林農工園藝果

權班畢業

省立員林農工園藝果樹科畢業

國立新北市空中大學園藝學分班

日本中央聯盟棒球學校裁判畢業

國立暨南大學社會工作學分班畢業

中華職棒元年招考專業裁判第一名

台中市議員第十五、十六屆市議員

台中市原住民服務協會─理事長

台中市政府顧問

一�支持促成立法院遷都在台中市。

二�爭取台中原住民青年社會住宅比率分配，青年晉用工作機會。

三��爭取提案：台中海線、屯區、山線、太平區、霧峰區原住民族活動文化中心

增設。

四�射箭場地及多功能文化母語教室、技藝、開辦部落大學。

五�爭取青年生育津貼、重視原民婦女權益、中高年齡晉用工作再進職場工作。

六�促成台中市原住民勞工勞安安全法律詢諮申訴專線1955權益。

七�長期照護、老人福利、原住民租屋、修繕補助、失依兒童權益。

八�促成108年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在台中市主辦權，落實文化運動政策。

九�提案促成台中市都會原住民教會、信仰教育、增編經費重視牧師傳道權益。

4
江
愛
珍

66
年
3
月
27
日

女
臺灣省
臺東縣

軍公教
聯盟黨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畢

業

輔英科技大學護理科畢

業

炬昊創意管理顧問公司人資副理

輔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健康管理師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健康管理師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急診護理師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急診室護理師

(一)原民幸福養計畫：

　　1.�提高婦女生育補助金及育兒補助，減輕家庭負擔。

　　2.�增加設立公托及非營利幼兒園，減輕生活開銷。

　　3.�力求未來原民聚落社區，設置托育空間及養老中心，

達成老幼共融。

(二)原民幸福學計畫：

　　1.�推動設置或建構學生宿舍，增加原民學生就學意願及

減輕家庭開銷。

　　2.��補助成績優異之原住民學生出國留學助學金，學成歸國

需返原鄉服務三年，增加學習意願及拉近城鄉差距。

　　3.�推動原住民各族群之族語文化，採用雲端學習，來優

化學習模式與學習時段。

　　4.�推動原住民職涯發展學習中心，輔導原民產業再造及

二度就業技能。

　　5.�由政府入股提供原民青年創業基金，媒合重要業界人

士輔助，提供創業資源與訓練課程。

(三)原民幸福行計畫：

　　1.�闢建原住民族群文化園區，以保障優良原住民傳統文

化內涵及促進就業。

　　2.�推動興建原住民傳統文化射擊射箭場所，為保障原住

民傳統狩獵之文化技藝。

　　3.�力爭都會區原民三節返鄉專車（如春節、豐年祭、中

秋節），增加返鄉意願及減少塞車潮。

　　4.�促進兩岸文化經貿交流機制，增加經濟產值及文化交流。

(四)原民幸福好計畫：

　　1.�推動原住民社會福利APP程式，利於追蹤案件承辦程

序，以便於原民案件查詢。

　　2.�推動設置原住民緊急補助金（由急難救助金撥款），提

供原民於緊急時刻的救助金協助（限原住民使用）。

　　3.�推動原住民農特產中心經銷集散中心設置（如農產

品、手工藝品等），並建構農特產品內外銷及新南向

機制。

(五)原民幸福家計畫：

　　1.�推動原住民優先租購的青年住宅，使原民在能負擔的

價格內，承租或承購適居好宅。

　　2.�推動廢棄舊校舍或蚊子館建築設施再利用，規劃設置

都會區原住民照顧服務中心及關懷據點，也可增加原

住民休閒活動場域。

1
黃
永
光

49
年
10
月
19
日

男 臺中市 無

1.台中縣博愛國小

2.台中縣東勢國中

3.省立台中師專

4.國立台北師範學院

5.�私立逢甲大學經營管

理研究所

1.松鶴社區理事長

2.�德芙蘭原住民文化經濟協會理事

長

3.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傑出校友

4.世界和平獅子會創會會長

5.環球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一、整合行政資源　全面關照原民發展

原民議題主流化；擴編原民會組織；建立原住民資料庫(人才、觀

光、文化)助益族人各項發展；設立原住民發展基金，支持族人交

流活動及各項發展。

二、強化居住正義　建構健全生活環境

興建原住民國宅，彰顯多元都市特色；提高原住民居住補助；協

助部落遷村；改善部落道路設施；落實部落污水處理，改善部落

供水系統；部落設立納骨牆以達綠美化之效；整合地方中央經

費，積極改善中橫通車。

三、發展部落經濟　提升整體產業產能

落實原住民基本法，協助部落成立部落會議；發展休閒觀光產

業；協調國營事業單位與部落會議協商，提供一定比率回饋與就

業機會，落實原住民轉型正義之發展；整治部落水圳、步道系

統，促進部落觀光產業發展。

四、精進部落農業　增加產業銷售網絡

訂定原住民農業專門人才培育制度；普查危險及不良農路；推動

友善耕作並結合農業觀光行程，提昇農業附加產值；編列預算成

立獵人巡狩隊，以減少野生動物破壞；補助電網設施，節省農民

駐點看守時間；擴編農業機具補助，建立由下而上機制提出需

求，符應農民實際需要。

五、完整支持系統　家庭個人全面照護

提供法律服務與諮詢之救助，協助勞資糾紛暨調解事宜；教會是

原住民信仰中心，在設備暨修繕上給予教會經費支持；建立長照

統一窗口，提供車輛接送，以利長者參與照服課程；都會暨原鄉

增設家婦中心，協助原住民急難救助；尋找合宜場所推動食物銀

行工作；山區醫療資源不足，增設夜間醫療門診；扶助長期居住

安養機構之身障弱勢族人，督促政府給予原民家屬最優惠補助，

減少家庭經濟負擔。

六、精進教育文化　提升原住民教育水平

建構部落、學校、教會、學習族群文化的環境；按時發放族語教

師鐘點費；建置民族文化網路平台有效提供教育資源；督促教育

局增加原住民師資培育名額；加強原住民傳統技藝教學，以利文

化傳承暨生根發展。增取預算補助，以扶植原住民歌舞團隊永續

發展。

七、培養青年能力　挹注部落未來希望

建構青年議會平台；鼓勵青年創業，建構支持系統；增加原住民

短期出國進修名額；提高育兒津貼增加兩歲至學齡前補助費用；

辦理原住民特考專班補習班；增加警消、軍職、環保晉用原住民

名額；增取預算補助，扶植原住民歌舞團隊永續發展，並參與國

內外表演或比賽。

2
林
榮
進

36
年
7
月
26
日

男 臺中市
中國
國民黨

1.�台中縣和平鄉平等國

小。

2.�南投縣立山地農業職

業學校。

3.省立豐原高中。

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

育學系。

1.台中市立大德國中教務主任。

2.台中縣議會議員。

3.台中縣和平鄉鄉長。

4.台中市議會議員。

1.�督促政府盡速修復中橫(台八線)谷關─德基路段以早日恢復其榮景並促進山城

地區產業之發展。

2.敦促市府全面改善和平區簡易自來水水質以保障居民健康安全。

3.�爭取深化綜合原住民文化特色與特有產業，依族群特色辦理文化活動帶動全市

原住民運動風氣與文化傳承。

4.�積極爭取關懷原住民婦幼、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之福利，讓真正有需要的弱勢受

到照顧確立在可長可久的機制。

5.�積極推動成立「原住民完全中學」讓原住民學生適性適才適所的學習環境發揮

其潛能及專長。

6.全力推動原住民社會住宅，以減輕經濟負擔解決其居屋問題。

7.全力捍衛本市原住民勞工的權益及工作機會以利其生存發展空間。

8.�爭取寬列經費維修原住民地區既有農路及聯外道路、公共建設以利推展觀光休

閒產業。

 選前買票有企圖，選後當選必貪污。　 遵守選舉法令，宏揚法治精神。

 選前受賄不是福，賄選人士必貪污。　 踴躍投票，慎重圈選勿用私章。



第3張背面(共3張)

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所佈置圖例（選舉與公投同時辦理）

 
 

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所佈置圖例（選舉與公投同時辦理） 

 

 

 

 

 

 

 

 

 

 

 

 

 

 

 

 

 

 
 

說明： 

  一、選舉人（投票權人）先領選舉票、圈票、投票，次領公投票、圈票、投票。 

  二、僅領公投票之投票權人，由投票所工作人員引導，沿選舉領票、圈票、投票動線至公投票領票處領

票。 

  三、圈票處遮屏缺口朝外（朝向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四、工作人員視實際狀況調整配置。 

  五、投票匭旁之適當位置設置座椅，管理員原則應坐於座椅上執行職務，嚴防選舉人（投票權人）攜出

選舉票（公投票）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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