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舉區 播出時間 播放頻道

市長候選人

號次：(1,2,3,4,5)

直播：

11月16日(三)18:30

重播：

第1場：11月17日(四)09:00

第2場：11月18日(五)15:00

第3場：11月21日(一)12:00

全市有線電視第3台

直播：

11月19日(六)18:30

重播：

第1場：11月22日(二)07:30

第2場：11月24日(四)18:00

第3場：11月25日(五)18:00

第十二選舉區候選人

(平地原住民)

號次：(1,2)

第1場：11月23日(三)11:00

第2場：11月24日(四)15:45

第3場：11月25日(五)15:30

第十三選舉區候選人

(山地原住民)

號次：(1,2,3)

第1場：11月23日(三)12:00

第2場：11月24日(四)16:45

第3場：11月25日(五)16:30

第一選舉區候選人

(後壁區、白河區、東山區、鹽水區、新營區、柳營區)

號次：(1,2,3,4,5,6,7,8,9)

第1場：11月17日(四)11:00

第2場：11月19日(六)15:00

第3場：11月21日(一)18:00

溪北地區有線電視第3台
第二選舉區候選人

(北門區、學甲區、將軍區、七股區、佳里區、西港區)

號次：(1,2,3,4,5,6,7)

第1場：11月17日(四)15:00

第2場：11月19日(六)11:00

第3場：11月22日(二)18:00

第三選舉區候選人

(下營區、六甲區、麻豆區、官田區、大內區)

號次：(1,2,3,4,5,6)

第1場：11月18日(五)18:00

第2場：11月20日(日)15:00

第3場：11月22日(二)11:00

第四選舉區候選人

(楠西區、南化區、玉井區、左鎮區)

號次：(1,2)

第1場：11月19日(六)11:00

第2場：11月21日(一)15:00

第3場：11月23日(三)18:00

溪南地區有線電視第3台

第五選舉區候選人

(善化區、安定區、新市區、山上區、新化區)

號次：(1,2,3,4,5,6,7,8,9)

第1場：11月20日(日)11:00

第2場：11月21日(一)16:00

第3場：11月23日(三)19:00

第七選舉區候選人

(永康區)

號次：(1,2,3,4,5,6,7,8,9,10,11,12,13,14,15)

第1場：11月19日(六)12:00

第2場：11月21日(一)18:45

第3場：11月24日(四)07:30

第十一選舉區候選人

(仁德區、歸仁區、關廟區、龍崎區)

號次：(1,2,3,4,5,6,7,8)

第1場：11月23日(三)08:30

第2場：11月24日(四)12:15

第3場：11月25日(五)13:30

第六選舉區候選人

(安南區)

號次：(1,2,3,4,5,6,7,8,9,10,11,12,13,14)

第1場：11月18日(五)10:30

第2場：11月20日(日)15:00

第3場：11月22日(二)16:00

原臺南市地區有線電視第3台

第八選舉區候選人

(北區、中西區)

號次：(1,2,3,4,5,6,7,8,9,10)

第1場：11月20日(日)11:00

第2場：11月21日(一)15:00

第3場：11月22日(二)20:15

第九選舉區候選人

(安平區、南區)

號次：(1,2,3,4,5,6,7,8,9,10,11)

第1場：11月22日(二)09:40

第2場：11月23日(三)15:00

第3場：11月24日(四)09:00

第十選舉區候選人

(東區)

號次：(1,2,3,4,5,6,7,8,9,10)

第1場：11月22日(二)13:10

第2場：11月23日(三)18:45

第3場：11月24日(四)12:45

臺南市選舉委員會辦理第4屆市長市議員選舉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日程表

第十三選舉區（居住臺南市各區山地原住民）候選人
號次

姓名 伍宗康 性別 男

學

歷

東方設計大學附設進修學院設

計行銷系2
出生地 臺南市

出  生
年月日 67年7月23日 推薦之

政   黨 無

經

歷

國民黨台南市東區黨部副

主委。國民黨台南市府城

青工會南原青工會長。國

民黨台南市原住民委員會

主任委員。

長榮大學EMBA碩士班研究

生

政

見

一、於台南市溪北區設立服務處，關懷偏遠地區原住民族需求並協助資源連結，全面性

服務大台南地區原住民。

二、掌握台南各區辦理課後輔導班之各單位資訊，轉介需要課後輔導之原住民學子，並

爭取課後輔導費用減輕家庭負擔。

三、辦理具原住民特色或是專業技能之職訓課程，以及創業輔導、行銷管理、財務管理

等課程。除增加工作技能拓展就業機會，積極輔導原住民創業，並設立台南市原住

民商家平台及網絡，促進原住民商業活動和經濟效益。

四、協助民間單位及教會增設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鼓勵原住民長者老有所學，增加自

信。

五、活絡札哈木公園，參考如鐵花村或文創園區等模式，於未來規劃常態性商家進駐。

六、積極獎勵原住民人才，提高族語比賽奪獎師生及參加各項運動奪牌選手之獎勵金。

七、協助成立台南市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建構原住民族社會福利安全網絡，由專業社

工為提供需求服務，作為「關懷原住民的社福單位」與「衛福窗口」，關懷台南市

原住民。

 

 

 

 

 

 

 

 

 

基本理念：莫忘初衷 跨越族群  超越黨派  捍衛原權 原民優先 
壹、 民族權益 加強族群主流化政策，督促務實族群政策，廣邀各族群代表參與原住民                
                 委員會定期會議。 
貳、 教育提昇  1.族語師資及課程，保存民族語言，增加教學器材用具爭取適合教學場所。                  
參、 文化傳承  1.擴大舉辦都會原住民各族群祭典。 

              2.爭取特殊教育、培訓人才「運動健康、傳統原舞、特殊專長等」。 
              3.爭取設置原住民專用運動體育作大型傳統競技及戶外活動之用。 
              4.協助原住民各教會及社團辦理活動之經費補助。 

                  5.分區設置原住民聚會所。 
肆、    住屋保障  1.建構便宜、安全便利之租購屋服務平台，讓族人安居樂業實現居住正義。 
伍、    創業就業  1.監督市政單位臨時約聘雇用人員，保障台南市原住民人員一定比例聘請。 
陸、    社服保障  1.爭取原住民歲時祭儀交通補助。 
                  2.爭取都會原住民平安意外保險(免費)。 
                  3.爭取生育及育兒津貼補助，老人自費安養補助，提高急難、醫療、死亡救  
                    助金，並檢討各項補助申請限制。 
                  4.落實健康站功能，增加設備及專業照護人員。 
 

號次
姓名 李美素 性別 女

學

歷

真理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學

系學士畢

真理大學休閒遊憩事業學系

碩士畢1
出生地 臺灣省臺東縣

出  生
年月日 58年7月21日 推薦之

政   黨 無

經

歷

曾任

臺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

會族群委員

現任

台南市原住民文化發展協

會理事長

社團法人大臺南發展促進

會理事

政

見

號次
姓名 賴惠美 性別 女

學

歷
台灣首府大學—管理學學士。

1
出生地 臺南市

出  生
年月日 60年5月27日 推薦之

政   黨 無

經

歷

現任：臺南市隆田儲蓄互

助社社務員。

歷任：國泰人壽保險股份

有 限 公 司 服 務 員 2 6 年 退

休。

政

見

一、建立都會原住民族社會福利體系。

二、減免都會原住民族全民健康保險費。

三、發給都會原住民族婦女生產育兒津貼。

四、興建都會原住民族國宅 。

五、設置都會原住民族幼兒學前教育學費及托育費。

六、全額補助都會原住民族社會教育費。

七、建立都會原住民族托育撫老安養制度。

八、加強都會原住民族法律服務，輔導原住民人力資源及賡續僱用法律服務員，辦理都會原住民族訴訟

案件費用補助（包括通譯等）。

九、設置都會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十、辦理都會原住民族中低收入家庭兒童暨 少年暨重病醫療補助。

十一、強化都會原住族民老人福利：

1、辦理中低收入戶家庭老人醫療補助。                                 

2、辦理中低收入戶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3、辦理老人住宅改善。                                               

4、辦理老人居家服務。                                               

5、規劃原住民中低收入戶老人發給生活津貼相關規定。

號次
姓名

施余興望
Tjakumay Tagaw

性別 男

學

歷

康寧大學管理學碩士學位

南臺工專電機科畢業3
出生地 臺灣省屏東縣

出  生
年月日 57年3月3日 推薦之

政   黨 無

經

歷

日商山陽工程技術股份有

限公司協理

臺南市政府原住民族傳統

競技諮詢委員

臺南市原住民教育文化發

展協會理事長

屏東縣原住民族身體文化

發展協會理事長

全國排灣族旅北同鄉會理

事暨春日鄉會長

屏東縣春日鄉瑪拉粟親鄉

會會長

屏東縣春日鄉旅外族人南

部地區聯絡人

原住民族南排灣語中級認證

政

見

1.   成立台南原住民0-6歲幼兒托育照顧中心，增取相關托育補助，以減輕家庭照顧及經濟上的負擔，同時引進族語文化教育以達到傳

承文化語言之功能；

2.   健全原住民長者照顧政策，除廣設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協助關照長者的身心健康之外，也積極爭取長者之健康醫療補助，讓長

輩老有所依；

3.   爭取建置「原住民族聚會所」，營造一個適合族人聚會與活動之溫暖安全的「家」，可做為部落大學、幼兒托育、長輩安養等生

活的場域，達到幼有所養、老有所依、老幼共學的目標；

4.   爭取設置「原住民體育公園」或戶外適合大型傳統競技及球類體育活動之設施及空間，以積極推動族人健康運動之目標；

5.   協助原住民各教會及社團辦理活動，以及增加相關補助經費，以積極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及體育等各項活動，有助於族人身心

靈的健全照顧與發展；

6.   建置台南原住民完善之健康醫療政策，尤其針對勞動之中壯青年族人部分，除了加強相關醫療與健康的宣導與補助之外，亦增進

相關社會福利補助之措施，以建構安全穩定之家庭照顧服務平台；

7.   建置台南原住民勞工在就業機會、職能輔導、勞資協調、法律諮詢與溫暖陪同等全面性的服務平台，讓族人安心就業與生活，尤

其針對原住民青年及婦女就業部分提供更多的就職選擇與機會；

8.   持續推動與建構更完善之民族教育政策，以及提供幼童免費之課後輔導，並爭取擴大學生就學（國中小及大專院校）相關補助以

及獎學金金額及名額提高，另外針對多元才藝的孩子給予多元智能培訓獎勵金，達到鼓勵與協助培育原住民多元人才的發展；

9.   建構安全、便宜及便利之租屋平台服務，並爭取建立原住民安全社會住宅政策，讓族人安居樂業，實現居住正義。

10. 持續推動「台南札哈木原住民族文創園區」工程，積極發展原住民族傳統與現代之文化、藝術、歌謠與舞蹈，並建構原鄉與台南

原住民農特產銷平台與據點，成為台南新亮點。

號次
姓名

穎艾達利
Ingay Tali

性別 男

學

歷
輔仁大學法律系法學組畢業

2
出生地 臺灣省花蓮縣

出  生
年月日 62年3月6日 推薦之

政   黨 無

經

歷

• 臺南市第三屆市議員

• 臺南市議會2019-2022

法規委員會召集人/委員

• 臺南市議會2019-2022

民政委員會委員

• 臺南市政府低碳調適及

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

• 札哈木部落大學法律文

化議題講師

• STBA新聞自律委員會諮

詢委員

政

見

 
 

 

 

 

 

 

 

 

 

 

 

 

 

 

 

 

 

2018年，Ingay 背負大家的支持進入議會，為族人、為市民發聲。入陣的初衷，Ingay 一刻不敢忘，兢兢業業推進參選的承諾、監督市政。

2022年，Ingay 與伙伴們將持續努力，與臺南市族人共同攜手打造更友善的城市。 
【經濟就業】 
持續為族人創造工作機會、培養職能。 
持續爭取族人產業輔導育成計畫，協助職能產品升級。 
持續爭取族人職技能訓練專班，增進就業競爭力。 
【住宅安居】 
持續爭取寬列租屋補貼戶數與額度，改善族人安居環境。 
持續依建案監督社會住宅優先比例戶數，保障族人安居需求。 
持續爭取簡化改善補助手續，便利族人申請需求。 
【公共參與】 
啟動原住民公共參與實作知能，引導新世代政策參與的即戰力。 
爭取原住民個人與團體資源與培力資源及經費，提高公共參與能量與聲量。 
啟動分區交流分享團聚，提供直接參與公共政策機會。 
【文化尊嚴】 
持續爭取族群與文化的主體自主性，取回族人自己的詮釋權 。 
持續推動公私部門對族群多元的認識與尊重，推展族群敏感度觀點，從基礎打造未來族群主流化的可能。 
持續爭取推動結合數位資源與文化的平台與管道，增加多元學習環境。 
【教育傳承】 
持續爭取並監督基於原住民文化主體性的教育及運動政策落實。 
持續爭取資源及完善訓練空間，以培育在地優秀體育、藝術原住民族人才，保障職涯出路。 
【健康長照】 
持續爭取寬列原住民長者裝置假牙補助經費與配合院所。 
持續強化巡迴醫療服務與服務項目，維護各區族人健康權。 
 
Ingay 與團隊在臺南市37個區、市府28個局處有更多的出力成果與念想，在各種行業、各局處業務所做的制度改善，都是希望能讓在這個城市

居住、工作、求學、生活的大家能有更好的環境與機會，這當中自然包含原住民族人，所以從「臺南好，原住民才會好」的問政角度出發、

以「原住民好，可見臺南真的好」的角度檢視，堅持「不要停、慢慢走、就會到」的信念，與族人共同奮進。 

臺南市議會第4屆議員選舉第十二、十三選舉區選舉公報
臺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南市第4屆議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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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選舉區（居住臺南市各區平地原住民）候選人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勿用私章 選前受賄不是福   賄選人士必貪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