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鄉鎮市別 選舉區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推薦政黨 得票數

太保市 太保里 張振祥 男 36/02/15 963

太保市 後庄里 楊明卿 男 43/01/01 229

太保市 前潭里 林俊哲 男 47/02/25 880

太保市 後潭里 蔡樹福 男 40/03/02 576

太保市 梅埔里 官德發 男 39/08/04 354

太保市 春珠里 李福強 男 50/03/20 474

太保市 崙頂里 林家村 男 34/11/09 541

太保市 東勢里 龔海明 男 47/02/25 中國國民 黨 461

太保市 新埤里 呂柱 男 31/04/17 447

太保市 舊埤里 戴清漳 男 43/10/08 552

太保市 田尾里 陳復明 男 43/08/25 339

太保市 港尾里 詹連溢 男 37/05/19 264

太保市 過溝里 劉有德 男 41/07/10 855

太保市 麻寮里 侯水波 男 44/02/10 2066

太保市 南新里 葉全成 男 59/01/23 1098

太保市 北新里 葉許香 女 40/07/13 830

太保市 埤鄉里 林峯名 男 43/03/20 363

太保市 安仁里 陳政龍 男 52/02/10 701

朴子市 安福里 林岳平 男 57/11/13 757

朴子市 平和里 蘇黃寳玉 女 46/02/26 908

朴子市 內厝里 黃國升 男 31/08/27 321

朴子市 開元里 趙榮標 男 26/11/25 172

朴子市 順天里 吳博鈺 男 48/06/25 274

朴子市 中正里 蘇俊偉 男 67/10/13 296

朴子市 博厚里 陳蕊 女 54/10/25 295

朴子市 文化里 楊石旭 男 51/03/10 535

朴子市 永和里 李志偉 男 59/01/15 864

朴子市 竹圍里 施志穎 男 66/11/25 1310

朴子市 新寮里 黃頌堯 男 27/12/19 355

朴子市 雙溪里 侯明雄 男 42/09/18 327

朴子市 溪口里 張六 男 36/03/20 341

朴子市 德興里 侯茂昆 男 46/11/10 517

朴子市 仁和里 歐陽富永 男 32/02/08 411

朴子市 大鄉里 涂國和 男 39/02/16 1021

朴子市 大葛里 涂鋒良 男 42/08/30 中國國民 黨 965

朴子市 佳禾里 何玉合 男 37/02/07 371

朴子市 竹村里 郭武艦 男 40/10/27 421

朴子市 崁前里 方松林 男 41/11/26 397

朴子市 順安里 黃有義 男 35/10/01 122

朴子市 崁後里 王文賀 男 36/04/08 262

朴子市 德家里 黃玉寬 男 41/12/08 354

朴子市 新庄里 王春風 男 43/03/06 308

朴子市 梅華里 陳嘉文 男 28/11/08 320

朴子市 松華里 吳宗憲 男 56/02/22 732

朴子市 南竹里 陳崑備 男 40/11/20 235

布袋鎮 岱江里 蔡維瑞 男 48/05/05 275

布袋鎮 九龍里 蔡武雄 男 32/02/02 192

布袋鎮 岑海里 柯博賢 男 27/06/12 899

布袋鎮 興中里 蕭維漢 男 61/05/28 590

布袋鎮 光復里 蕭惠麗 女 51/08/07 1086

布袋鎮 見龍里 黃清基 男 44/10/20 406

布袋鎮 新厝里 蕭明展 男 70/01/24 291

布袋鎮 龍江里 蕭吳王珠 女 52/03/01 351

布袋鎮 新岑里 蔡長雄 男 34/06/08 民主進步 黨 436

附件一         嘉義縣第19屆村里長選舉當選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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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鎮 新民里 洪福來 男 36/04/10 338

布袋鎮 復興里 蘇清鴻 男 49/01/02 1362

布袋鎮 好美里 顏金鐘 男 36/11/20 411

布袋鎮 永安里 柯明珠 女 39/09/12 民主進步 黨 579

布袋鎮 東港里 林榮泰 男 51/01/10 1081

布袋鎮 江山里 翁振家 男 63/06/18 182

布袋鎮 菜舖里 蔡明仁 男 62/06/14 177

布袋鎮 考試里 陳泰和 男 45/04/23 中國國民 黨 144

布袋鎮 振寮里 蕭清埤 男 40/05/26 361

布袋鎮 西安里 陳福地 男 36/04/02 471

布袋鎮 東安里 陳兩傳 男 39/01/07 653

布袋鎮 中安里 李福度 男 36/04/13 中國國民 黨 580

布袋鎮 樹林里 王翠雯 女 45/07/22 中國國民 黨 238

布袋鎮 貴舍里 張文香 男 43/02/20 341

大林鎮 東林里 陳源祺 男 42/01/27 245

大林鎮 西林里 鄒志雄 男 46/10/24 395

大林鎮 吉林里 蔡耀程 男 65/05/19 371

大林鎮 平林里 鄭紹宗 男 37/11/21 1617

大林鎮 明華里 江志明 男 60/01/09 604

大林鎮 明和里 陳太拍 男 44/03/04 572

大林鎮 排路里 張永欽 男 23/06/16 328

大林鎮 西結里 陳建昌 男 51/07/24 382

大林鎮 湖北里 劉章 男 30/02/13 370

大林鎮 大糖里 蕭淑芬 女 54/07/05 113

大林鎮 大美里 簡慶煌 男 32/07/15 957

大林鎮 過溪里 簡溪河 男 46/04/24 843

大林鎮 中坑里 劉清源 男 40/05/20 589

大林鎮 上林里 簡和代 男 31/05/02 481

大林鎮 中林里 林繼輝 男 38/04/10 525

大林鎮 三和里 簡春山 男 52/02/10 792

大林鎮 溝背里 簡牛 男 39/08/07 505

大林鎮 義和里 簡國坤 男 51/06/07 341

大林鎮 內林里 簡和仁 男 41/09/10 349

大林鎮 三角里 簡榮木 男 41/11/21 294

大林鎮 三村里 劉清岩 男 28/11/20 315

民雄鄉 東榮村 林賢德 男 41/03/02 591

民雄鄉 中樂村 洪源漳 男 55/07/12 722

民雄鄉 西安村 江源發 男 56/12/16 1115

民雄鄉 寮頂村 何銘壹 男 40/08/24 741

民雄鄉 福權村 何坤龍 男 41/02/10 民主進步 黨 600

民雄鄉 東湖村 林滄浪 男 47/05/04 703

民雄鄉 頂崙村 李朝正 男 45/07/26 456

民雄鄉 菁埔村 何明春 男 40/03/16 民主進步 黨 669

民雄鄉 中和村 何石生 男 45/03/02 476

民雄鄉 平和村 姚在 男 34/05/21 421

民雄鄉 西昌村 吳銘塘 男 45/05/15 394

民雄鄉 豊收村 劉萬重 男 43/06/08 781

民雄鄉 三興村 莊柏桐 男 45/06/08 253

民雄鄉 東興村 張永泉 男 34/02/18 中國國民 黨 264

民雄鄉 鎮北村 張英梓 男 54/11/01 303

民雄鄉 興中村 姚鋒鍾 男 50/01/28 516

民雄鄉 興南村 金宏癸 男 53/07/27 736

民雄鄉 福興村 劉文渠 男 43/06/26 755

民雄鄉 文隆村 謝土城 男 39/08/14 843

民雄鄉 山中村 賴蔡美玉 女 40/05/06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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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雄鄉 中央村 劉興標 男 41/08/13 520

民雄鄉 北斗村 謝志宏 男 66/01/28 1658

民雄鄉 雙福村 黃慶鐘 男 42/05/20 688

民雄鄉 大崎村 陳谷全 男 46/10/05 中國國民 黨 945

民雄鄉 秀林村 吳森助 男 32/07/13 民主進步 黨 936

民雄鄉 松山村 張汝川 男 41/05/20 681

民雄鄉 金興村 白武弘 男 46/04/10 825

民雄鄉 福樂村 何孟璋 男 45/04/18 1448

溪口鄉 溪東村 謝陸成 男 39/10/01 500

溪口鄉 溪西村 陳獻仁 男 62/06/18 297

溪口鄉 溪北村 鄭道雄 男 27/10/15 281

溪口鄉 游東村 邱清男 男 32/11/13 民主進步 黨 369

溪口鄉 游西村 孫氷露 男 23/03/15 470

溪口鄉 柴林村 王日生 男 42/07/02 389

溪口鄉 林腳村 陳源溪 男 46/09/30 353

溪口鄉 美南村 陳清國 男 36/10/15 497

溪口鄉 美北村 吳杉壹 男 38/10/03 432

溪口鄉 本厝村 葉得祿 男 36/03/26 670

溪口鄉 柳溝村 劉献章 男 41/08/20 498

溪口鄉 疊溪村 劉慶維 男 37/08/24 480

溪口鄉 妙崙村 張文昇 男 53/02/05 303

溪口鄉 坪頂村 劉陳佐 女 27/09/17 397

新港鄉 宮前村 邱聰益 男 51/12/30 794

新港鄉 宮後村 陳圳岸 男 25/11/21 838

新港鄉 大興村 黃清權 男 26/10/12 584

新港鄉 福德村 郭正欽 男 45/10/16 508

新港鄉 古民村 郭忠和 男 46/08/25 482

新港鄉 中庄村 張秀安 男 46/02/10 868

新港鄉 大潭村 王昭順 男 46/08/04 570

新港鄉 西庄村 何蒼林 男 22/03/01 405

新港鄉 埤子村 張世立 男 42/02/21 324

新港鄉 南崙村 王張素女 女 43/10/26 576

新港鄉 北崙村 陳素卿 女 47/03/02 268

新港鄉 海瀛村 黃清城 男 43/10/16 207

新港鄉 月眉村 林金泉 男 38/12/19 665

新港鄉 月潭村 李冠樟 男 59/12/05 687

新港鄉 溪北村 李明棟 男 55/08/28 593

新港鄉 三間村 李志鵬 男 62/05/31 386

新港鄉 中洋村 蕭來傳 男 37/01/02 431

新港鄉 菜公村 范姜鎮興 男 40/07/01 382

新港鄉 安和村 吳清埤 男 24/12/18 367

新港鄉 潭大村 江錦澤 男 48/05/20 715

新港鄉 南港村 鄭錦煌 男 48/05/27 396

新港鄉 板頭村 杜徐灑 女 33/12/21 355

新港鄉 共和村 何花 女 38/02/26 409

六腳鄉 蒜頭村 呂松助 男 51/07/06 469

六腳鄉 蒜東村 黃衍增 男 21/11/30 270

六腳鄉 蒜南村 黃明堂 男 28/08/01 322

六腳鄉 工廠村 黃江正 男 44/12/06 83

六腳鄉 灣南村 陳國志 男 46/09/02 551

六腳鄉 灣北村 陳日炎 男 50/10/17 621

六腳鄉 雙涵村 陳鶴松 男 42/12/07 423

六腳鄉 塗師村 侯淵輝 男 36/12/27 298

六腳鄉 三義村 黃有常 男 28/08/26 355

六腳鄉 港美村 林哲祥 男 51/07/02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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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腳鄉 豐美村 黃在崎 男 50/09/26 431

六腳鄉 六斗村 康珍 男 42/02/01 567

六腳鄉 崙陽村 黃榮輝 男 48/01/10 422

六腳鄉 蘇厝村 蘇庭芳 男 47/07/23 978

六腳鄉 竹本村 陳寶賢 男 49/11/20 328

六腳鄉 永賢村 侯勝堂 男 55/01/03 295

六腳鄉 魚寮村 陳瑞珍 男 52/03/28 368

六腳鄉 潭墘村 侯水順 男 37/11/10 345

六腳鄉 正義村 林麗珍 女 49/05/26 603

六腳鄉 溪厝村 柳宏仁 男 48/11/30 281

六腳鄉 六腳村 陳餘慶 男 55/07/10 538

六腳鄉 六南村 楊益 男 30/05/30 254

六腳鄉 崩山村 謝英彬 男 36/10/10 中國國民 黨 458

六腳鄉 古林村 吳嘉旺 男 48/09/27 民主進步 黨 237

六腳鄉 更寮村 蕭明正 男 40/07/01 298

東石鄉 東石村 吳春福 男 50/02/01 842

東石鄉 猿樹村 吳蔡愛 女 48/01/24 488

東石鄉 型厝村 顏銘源 男 51/01/10 724

東石鄉 塭港村 陳傳義 男 43/01/06 692

東石鄉 三家村 高江滿 男 33/11/11 754

東石鄉 永屯村 陳嘉文 男 38/03/05 中國國民 黨 492

東石鄉 海埔村 曾金能 男 35/11/10 中國國民 黨 252

東石鄉 龍港村 吳振德 男 57/10/25 538

東石鄉 副瀨村 林泰平 男 34/04/29 676

東石鄉 下揖村 張美燕 女 57/08/03 422

東石鄉 頂揖村 謝賢金 男 51/05/14 204

東石鄉 溪下村 張水順 男 36/01/30 614

東石鄉 港墘村 嚴玄明 男 55/09/20 629

東石鄉 蔦松村 余福來 男 48/10/17 318

東石鄉 圍潭村 莊讚芬 男 46/01/07 中國國民 黨 287

東石鄉 洲仔村 鄭春喬 男 41/08/15 449

東石鄉 東崙村 陳秀文 男 31/05/25 364

東石鄉 西崙村 唐林祝 女 27/08/20 429

東石鄉 塭仔村 陳明川 男 36/04/01 422

東石鄉 網寮村 戴慶堂 男 46/12/05 530

東石鄉 掌潭村 林火炉 男 29/01/01 324

東石鄉 港口村 鄭文斌 男 41/10/06 中國國民 黨 202

東石鄉 鰲鼓村 李銘春 男 44/03/20 619

義竹鄉 岸腳村 翁黃幸栢 女 42/08/23 482

義竹鄉 義竹村 翁山鳳 男 35/08/25 664

義竹鄉 六桂村 翁男勳 男 42/11/08 中國國民 黨 642

義竹鄉 仁里村 翁文宏 男 50/03/30 中國國民 黨 647

義竹鄉 傳芳村 翁璋賜 男 44/05/20 535

義竹鄉 頭竹村 黃明昌 男 32/09/27 624

義竹鄉 五厝村 顏凱雄 男 31/08/27 278

義竹鄉 中平村 謝添丁 男 38/08/08 中國國民 黨 239

義竹鄉 埤前村 呂權智 男 39/04/13 中國國民 黨 365

義竹鄉 平溪村 陳山峰 男 48/03/01 201

義竹鄉 後鎮村 張耿豪 男 54/03/12 中國國民 黨 177

義竹鄉 北華村 蔡明賢 男 48/04/17 193

義竹鄉 新店村 陳清典 男 42/12/12 591

義竹鄉 東過村 康榮郎 男 45/01/10 314

義竹鄉 西過村 曾旭村 男 60/11/06 319

義竹鄉 官和村 王天賜 男 31/01/05 361

義竹鄉 官順村 郭三榮 男 55/06/02 中國國民 黨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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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竹鄉 新富村 黃德義 男 29/01/05 244

義竹鄉 東光村 趙崇福 男 60/03/24 336

義竹鄉 東榮村 丁勝義 男 33/02/06 200

義竹鄉 龍蛟村 黃翁美珍 女 46/01/30 257

義竹鄉 溪洲村 顏永順 男 31/08/31 367

鹿草鄉 後寮村 汪宗生 男 49/04/24 223

鹿草鄉 鹿東村 陳重安 男 47/11/11 407

鹿草鄉 鹿草村 黃家榮 男 59/07/12 322

鹿草鄉 西井村 黃德旺 男 47/09/18 604

鹿草鄉 豊稠村 王清松 男 32/11/10 227

鹿草鄉 重寮村 張育勝 男 48/07/02 465

鹿草鄉 施家村 施青宏 男 54/09/12 301

鹿草鄉 下潭村 蘇倉南 男 24/09/21 565

鹿草鄉 光潭村 傅名田 男 45/01/02 469

鹿草鄉 碧潭村 林水受 男 40/01/04 521

鹿草鄉 松竹村 林正和 男 50/01/01 423

鹿草鄉 竹山村 蔡鴻章 男 44/06/15 中國國民 黨 489

鹿草鄉 後堀村 陳信同 男 47/02/24 690

鹿草鄉 三角村 黃福明 男 32/11/18 657

鹿草鄉 下麻村 張煌輝 男 22/03/02 278

水上鄉 水上村 蔡宗河 男 50/03/10 1310

水上鄉 水頭村 黃石坤 男 42/02/10 955

水上鄉 大堀村 黃三倧 男 33/03/18 579

水上鄉 大崙村 沈建村 男 48/05/20 776

水上鄉 塗溝村 呂銘珍 男 48/07/10 398

水上鄉 粗溪村 黃寶珍 男 41/05/03 中國國民 黨 790

水上鄉 下寮村 劉俊成 男 61/02/07 685

水上鄉 三和村 鍾文一 男 47/05/03 中國國民 黨 692

水上鄉 回歸村 李福來 男 44/11/12 中國國民 黨 214

水上鄉 三鎮村 林志忠 男 46/07/01 260

水上鄉 靖和村 蘇慶光 男 48/10/10 268

水上鄉 南和村 翁金典 男 33/12/03 647

水上鄉 龍德村 陳水茂 男 40/04/06 654

水上鄉 溪洲村 劉勝利 男 37/07/03 418

水上鄉 柳林村 林溪連 男 35/08/11 753

水上鄉 柳鄉村 黃義坤 男 39/12/08 902

水上鄉 柳新村 毛聖鑫 男 56/08/29 433

水上鄉 寬士村 黃榮郎 男 47/01/02 1050

水上鄉 民生村 何英銘 男 50/10/28 1336

水上鄉 忠和村 李元和 男 49/04/14 618

水上鄉 中庄村 張新德 男 46/07/11 中國國民 黨 687

水上鄉 南鄉村 謝魏雪鳳 女 42/11/13 民主進步 黨 446

水上鄉 三界村 賴永成 男 45/04/18 418

水上鄉 國姓村 劉志成 男 63/11/02 492

水上鄉 內溪村 黃文正 男 49/07/16 466

水上鄉 義興村 王清涼 男 45/02/21 364

中埔鄉 中埔村 游淑貞 女 47/04/20 564

中埔鄉 塩舘村 林炳梧 男 34/08/10 中國國民 黨 318

中埔鄉 龍門村 張清安 男 30/04/15 312

中埔鄉 裕民村 翁永德 男 44/02/12 469

中埔鄉 金蘭村 楊慶瑞 男 35/12/01 490

中埔鄉 富收村 范國興 男 62/12/18 873

中埔鄉 和睦村 嚴添福 男 36/02/01 763

中埔鄉 和美村 黃茂榮 男 52/10/31 1136

中埔鄉 和興村 洪禾明 男 52/09/15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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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埔鄉 隆興村 何金壽 男 47/10/25 852

中埔鄉 義仁村 羅瑞正 男 41/02/13 541

中埔鄉 社口村 龔政忠 男 62/11/20 731

中埔鄉 灣潭村 林木松 男 39/03/02 352

中埔鄉 石硦村 葉榮貴 男 57/06/25 492

中埔鄉 頂埔村 賴仙仁 男 38/03/11 350

中埔鄉 同仁村 田成伍 男 42/11/15 1045

中埔鄉 瑞豐村 陳章瑞 男 61/11/18 329

中埔鄉 沄水村 陳順得 男 43/01/03 293

中埔鄉 三層村 賴燦北 男 45/02/20 253

中埔鄉 深坑村 劉德政 男 47/10/20 304

中埔鄉 東興村 凃文以 男 45/11/20 183

中埔鄉 中崙村 林文智 男 50/05/16 131

竹崎鄉 竹崎村 李健明 男 58/03/01 801

竹崎鄉 和平村 陳茂寅 男 38/01/10 873

竹崎鄉 坑頭村 蕭吳青 女 38/04/04 365

竹崎鄉 沙坑村 林裕淞 男 40/09/21 358

竹崎鄉 獅埜村 莊金桐 男 34/03/01 800

竹崎鄉 義和村 鄭隆興 男 55/01/06 311

竹崎鄉 義仁村 林伯達 男 38/11/16 469

竹崎鄉 灣橋村 陳永權 男 40/01/05 1757

竹崎鄉 鹿滿村 陳良玉 男 44/05/13 545

竹崎鄉 紫雲村 蕭清白 男 55/07/27 585

竹崎鄉 內埔村 張玉芳 女 52/02/12 436

竹崎鄉 昇平村 黃文華 男 38/08/01 694

竹崎鄉 白杞村 林秋吉 男 24/12/13 321

竹崎鄉 桃源村 林傳茂 男 49/11/18 518

竹崎鄉 塘興村 林宏漳 男 45/11/28 349

竹崎鄉 義隆村 林豐茂 男 49/08/22 260

竹崎鄉 龍山村 李樺鑫 男 41/05/02 826

竹崎鄉 文峯村 林素蘭 女 40/07/11 288

竹崎鄉 金獅村 林炳煌 男 44/05/26 273

竹崎鄉 復金村 陳崑明 男 45/04/02 701

竹崎鄉 緞繻村 許明學 男 50/06/20 399

竹崎鄉 仁壽村 温龍德 男 41/04/27 110

竹崎鄉 中和村 李智順 男 51/08/02 352

竹崎鄉 光華村 鄧德勝 男 59/03/17 235

梅山鄉 梅東村 林木川 男 40/01/08 1050

梅山鄉 梅南村 張登焜 男 50/01/05 393

梅山鄉 過山村 林忠松 男 36/12/07 民主進步 黨 261

梅山鄉 梅北村 郭頂 男 19/10/24 民主進步 黨 843

梅山鄉 圳南村 陳良湖 男 38/10/28 244

梅山鄉 永興村 蔡清乾 男 39/04/08 217

梅山鄉 半天村 張國鎮 男 35/01/09 197

梅山鄉 圳北村 陳奉鈴 男 44/02/16 220

梅山鄉 大南村 許應州 男 36/08/10 594

梅山鄉 雙溪村 李金和 男 30/06/02 361

梅山鄉 安靖村 李明君 男 45/05/10 375

梅山鄉 太平村 嚴清雅 男 45/02/23 243

梅山鄉 碧湖村 沈溪 男 32/07/27 109

梅山鄉 太興村 簡玉寬 男 46/08/14 217

梅山鄉 瑞峰村 黃文中 男 35/12/20 301

梅山鄉 瑞里村 陳振山 男 52/06/29 347

梅山鄉 太和村 許元舜 男 50/03/12 491

梅山鄉 龍眼村 陳明我 男 20/10/08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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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路鄉 江西村 陳福明 男 25/08/26 558

番路鄉 內甕村 廖新欣 男 24/11/27 173

番路鄉 新福村 許榮儀 男 44/10/26 572

番路鄉 番路村 許名川 男 38/11/25 426

番路鄉 民和村 蔡宏武 男 66/12/30 416

番路鄉 觸口村 林再入 男 53/12/23 637

番路鄉 大湖村 邱振聲 男 39/09/20 376

番路鄉 公田村 鄭進利 男 42/09/30 313

番路鄉 公興村 張俊國 男 49/08/26 241

番路鄉 草山村 鄧友義 男 44/12/23 272

大埔鄉 大埔村 阮必成 男 39/03/23 中國國民 黨 554

大埔鄉 和平村 吳宗霖 男 61/07/30 311

大埔鄉 永樂村 陳金長 男 49/08/20 305

大埔鄉 茄苳村 林茂盛 男 54/02/23 400

大埔鄉 西興村 林新澈 男 42/09/24 中國國民 黨 393

阿里山 中山村 劉志雄 男 55/06/28 118

阿里山 中正村 林孝州 男 49/09/10 122

阿里山 香林村 徐子豪 男 50/08/21 78

阿里山 十字村 許瑞文 男 48/03/04 175

阿里山 來吉村 陳有福 男 63/10/21 139

阿里山 豐山村 陳建富 男 54/11/01 147

阿里山 達邦村 浦維德 男 59/07/17 526

阿里山 樂野村 梁英偉 男 43/08/20 270

阿里山 里佳村 楊重志 男 51/04/11 120

阿里山 山美村 莊信義 男 52/02/02 199

阿里山 新美村 汪堅雄 男 49/10/15 100

阿里山 茶山村 廖文調 男 61/03/19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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