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款

公告事項：臺東縣各鄉鎮巿第19屆村里長選舉當選人名單如下：

鄉鎮市別 村里別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推薦之政黨 得票數

文化里 鄭秀雲 女 48/01/08 中國國民黨 245

民權里 余岱沅 男 60/11/20 中國國民黨 391

四維里 楊耀乾 男 40/10/10 174

中華里 廖弘雅 男 32/12/12 中國國民黨 550

仁愛里 廖朝琴 男 50/11/27 256

強國里 王文卿 男 52/12/24 255

大同里 吳佳真 女 61/02/21 中國國民黨 400

成功里 葉誌讀 男 39/02/01 351

建國里 周連圳 男 49/03/26 494

中正里 張豐真 男 45/05/28 423

中山里 吳金蓮 女 44/01/05 360

興國里 黃啓川 男 50/03/13 310

鐵花里 陳錦河 男 52/07/17 179

復興里 郭榮娟 女 57/03/07 213

復國里 陳惠敏 女 55/10/24 中國國民黨 340

民族里 陳雪貞 女 43/04/04 529

自強里 陳源松 男 44/02/22 898

民生里 余振維 男 68/05/15 970

寶桑里 黃柏隆 男 43/05/25 中國國民黨 278

新生里 陳嵩志 男 42/01/19 1,255

中心里 余一峰 男 48/02/02 中國國民黨 660

馬蘭里 黃正彥 男 30/03/07 中國國民黨 484

富岡里 曾阿粉 女 50/06/12 中國國民黨 537

富豐里 莊慶龍 男 36/05/10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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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榮里 鍾秀蜜 女 54/01/05 中國國民黨 525

岩灣里 陳俊魁 男 60/02/08 390

卑南里 陳志雄 男 49/01/03 871

南王里 陳聰智 男 47/07/10 365

東海里 陳  嬰 男 33/08/06 中國國民黨 961

新興里 詹益森 男 53/05/09 388

光明里 晋志宏 男 51/12/18 516

豐年里 莊智凱 男 65/05/24 728

豐樂里 李忠明 男 40/05/24 401

永樂里 謝旺昌 男 43/05/15 521

康樂里 張清標 男 39/11/20 589

豐榮里 林松柏 男 65/09/05 中國國民黨 2,196

豐谷里 莊新榮 男 40/04/01 中國國民黨 1,070

豐里里 侯忠順 男 46/02/03 874

豐原里 尤增雲 男 41/03/07 398

豐田里 殷武男 男 34/03/19 733

新園里 陳輝宗 男 41/09/04 470

建和里 盧松源 男 37/09/25 325

建興里 林秀春 男 31/10/18 319

建業里 王正元 男 47/08/07 中國國民黨 564

知本里 饒龍順 男 44/03/25 中國國民黨 511

建農里 聶約翰 男 55/07/15 中國國民黨 443

信義里 洪進榮 男 48/06/11 696

和平里 吳泰山 男 32/02/18 236

忠仁里 吳清展 男 43/07/07 1,162

忠智里 林聰傑 男 47/01/16 1,068

三民里 吳明光 男 39/07/15 912

三仙里 王信隆 男 41/01/28 292

忠孝里 陳文俊 男 49/04/01 中國國民黨 330

博愛里 葉聰義 男 50/03/01 中國國民黨 158

里壠里 潘顯堂 男 40/10/02 中國國民黨 972

中福里 黃昭仁 男 44/10/15 中國國民黨 387

豐泉里 黃綱榮 男 41/05/15 623

新福里 羅桂榮 男 39/01/01 中國國民黨 311

德高里 戴運連 男 33/12/30 538

月眉里 鄒秀清 男 42/10/22 357

電光里 潘寶瑩 女 58/11/14 中國國民黨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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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源村 羅再銘 男 43/04/12 180

富山村 黃文明 男 46/12/17 中國國民黨 291

利吉村 何國基 男 55/09/19 150

賓朗村 古文誠 男 45/05/04 中國國民黨 681

太平村 賴榮豐 男 41/05/11 中國國民黨 556

利嘉村 黃學臺 男 51/12/01 478

泰安村 楊平南 男 56/04/22 361

溫泉村 廖金增 男 51/04/12 232

東興村 胡進德 男 44/10/20 中國國民黨 402

嘉豐村 沈藤叁 男 37/01/02 225

初鹿村 陳良誌 男 52/08/02 中國國民黨 553

明峰村 林永傑 男 24/05/10 698

美農村 吳文耀 男 43/08/01 356

鹿野村 張英宏 男 42/07/02 中國國民黨 378

龍田村 陳濯源 男 39/07/25 361

永安村 陳振川 男 33/06/13 中國國民黨 452

瑞隆村 黎萬和 男 52/12/15 中國國民黨 449

瑞源村 陳光湧 男 52/10/05 211

瑞和村 徐智雄 男 45/12/14 中國國民黨 245

瑞豐村 王青松 男 30/10/18 298

褔原村 劉亦松 男 42/12/19 中國國民黨 440

褔文村 潘興義 男 42/08/14 中國國民黨 649

大埔村 謝東成 男 42/01/20 291

新興村 許金興 男 59/11/07 236

慶豐村 李玉伍 女 46/08/19 262

大坡村 潘順傳 男 27/05/24 103

錦園村 李文源 男 53/11/18 172

萬安村 魏榮增 男 54/09/15 204

富興村 羅菊妹 女 53/01/23 中國國民黨 233

振興村 張壯鑑 男 54/01/01 中國國民黨 135

都蘭村 陳重勝 男 28/07/07 754

興昌村 林憲身 男 45/12/03 中國國民黨 358

隆昌村 陳啟杉 男 45/09/26 185

東河村 林榮輝 男 40/09/27 中國國民黨 287

泰源村 吳占勝 男 44/07/20 中國國民黨 609

北源村 李重民 男 51/12/29 中國國民黨 627

尚德村 陳其清 男 43/08/14 中國國民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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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原村 章雅豐 男 50/05/05 中國國民黨 285

三間村 黃勝勇 男 48/02/17 361

長濱村 王崑亮 男 54/09/20 中國國民黨 484

忠勇村 張興龍 男 49/05/30 156

竹湖村 周光福 男 50/01/24 中國國民黨 371

寧埔村 林勝雄 男 47/07/09 中國國民黨 307

美和村 陳明輝 男 66/09/27 467

三和村 李忠川 男 48/01/07 中國國民黨 391

華源村 張順福 男 55/03/15 278

北里村 王輝煌 男 42/12/01 中國國民黨 237

大王村 李森 男 27/09/05 641

泰和村 賴美連 女 54/07/01 423

香蘭村 余東龍 男 55/05/29 中國國民黨 223

金崙村 陳李雲清 男 50/11/02 中國國民黨 389

多良村 馬光輝 男 47/10/06 中國國民黨 416

大竹村 張德海 男 47/02/28 中國國民黨 351

大鳥村 唐中興 男 42/10/23 中國國民黨 568

大武村 董炎輝 男 37/08/15 中國國民黨 684

尚武村 李明燦 男 50/11/02 中國國民黨 599

南興村 林姚如 女 54/02/04 中國國民黨 429

南寮村 蘇振茂 男 51/10/08 中國國民黨 709

中寮村 洪富村 男 42/06/15 311

公舘村 王勝德 男 55/09/12 中國國民黨 259

海端村 邱蓮德 男 42/11/30 中國國民黨 190

霧鹿村 古振英 女 55/09/27 中國國民黨 142

利稻村 古明良 男 45/01/02 中國國民黨 110

廣原村 王春發 男 55/07/08 中國國民黨 219

崁頂村 胡天國 男 45/12/09 中國國民黨 215

加拿村 江金福 男 40/02/20 中國國民黨 197

桃源村 蔡文豪 男 59/08/02 中國國民黨 412

紅葉村 胡再福 男 42/07/02 中國國民黨 182

永康村 余進坤 男 59/09/24 中國國民黨 127

武陵村 王義忠 男 41/07/02 294
鸞山村 邱士貴 男 39/04/01 中國國民黨 219

嘉蘭村 林教廣 男 51/01/28 中國國民黨 633

正興村 姜東明 男 47/11/07 中國國民黨 206

新興村 季孝德 男 46/04/10 中國國民黨 380

賓茂村 林明治 男 52/10/10 中國國民黨 154

長濱鄉

金峰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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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坵村 邱江南 男 34/01/31 中國國民黨 180

南田村 高富源 男 47/01/27 140

森永村 林孟潤 男 50/03/01 中國國民黨 138

安朔村 汪淑惠 女 47/07/03 中國國民黨 202

新化村 陳碧茹 女 41/12/06 94

土坂村 廖新一 男 53/12/28 309

台坂村 吳金修 男 42/06/27 中國國民黨 328

椰油村 鍾金川 男 49/06/07 200

紅頭村 謝阿生 男 42/04/03 中國國民黨 141

東清村 鄭福利 男 44/08/10 236

朗島村 郭惠妹 女 52/09/18 中國國民黨 189

代理主任委員    莊  炯  文

金峰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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