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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選舉委員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9年 6月 6日 

 

發文字號：東選一字第 0991850152號 

主     旨：公告臺東縣各鄉鎮巿第 19屆村里長選舉候選人名單，競選活動期間 

之起止日期及每日競選活動之起止時間。 

依     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8條第 1項第 4款、第 40條第 1項第 3款、 

第 2項，同法施行細則第 22條第 4款、第 24條。 

公告事項： 

  一、臺東縣各鄉鎮巿第 19屆村里長選舉候選人名單： 

鄉鎮市別 村 里 別 候 選 人 姓 名 

臺東市 

文化里 （1）鄭秀雲。 

民權里 （1）余岱沅。 

四維里 
（1）楊耀乾、（2）温榮義、（3）彭泰詳、 

（4）陳來福。 

中華里 （1）廖弘雅、（2）王娃。 

仁愛里 （1）林美玲、（2）廖朝琴。 

強國里 （1）王文卿、（2）王玉雲。 

大同里 （1）吳佳真。 

成功里 （1）葉誌讀、（2）陳進忠。 

建國里 （1）王榮洲、（2）周連圳。 

中正里 （1）張豐真。 

中山里 （1）歐惠雄、（2）吳金蓮。 

興國里 （1）吳振貴、（2）黃啓川。 

鐵花里 （1）陳錦河、（2）陳守斌。 

復興里 （1）郭榮娟。 

復國里 （1）陳惠敏。 

民族里 （1）吳宗益、（2）陳雪貞。 

自強里 （1）吳明吉、（2）陳源松、（3）黃華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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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里 （1）余振維。 

臺東市 

寶桑里 （1）黃光輝、（2）黃柏隆、（3）張水發。 

新生里 （1）陳嵩志、（2）簡俊斌。 

中心里 （1）龍玉嬌、（2）温賓斌、（3）余一峰。 

馬蘭里 （1）黃賢隆、（2）黃正彥、（3）曾翊婷。 

富岡里 （1）呂源明、（2）曾阿粉。 

富豐里 （1）莊慶龍。 

南榮里 （1）鍾秀蜜、（2）蔡富蕙、（3）夏慶喆。 

岩灣里 （1）方宗佑、（2）陳俊魁、（3）劉齊之。 

卑南里 （1）陳建隆、（2）侯宗興、（3）陳志雄。 

南王里 
（1）陳富賓、（2）陳聰智、（3）鄭總明、 

（4）鄭玉嬌、（5）彭靖凱。 

東海里 （1）陳嬰。 

新興里 （1）詹益森、（2）曾明輝。 

光明里 （1）曾淑美、（2）晋志宏。 

豐年里 （1）莊智凱、（2）張瑞武。 

豐樂里 （1）李忠明、（2）陳振昌。 

永樂里 （1）張克帆、（2）謝旺昌。 

康樂里 （1）張清標。 

豐榮里 （1）林松柏。 

豐谷里 
（1）洪俊彬、（2）賴生福、（3）韓效愈、 

（4）莊新榮。 

豐里里 （1）方木仟、（2）侯忠順。 

豐原里 （1）尤增雲、（2）張樹泉。 

豐田里 （1）殷武男、（2）張榮華。 

新園里 （1）王文興、（2）陳輝宗、（3）林志孝。 

建和里 
（1）盧松源、（2）王錦昂、（3）林天財、 

（4）林維忠。 

建興里 （1）林秀春、（2）黃慶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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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業里 （1）王正元、（2）吳國壽。 

知本里 （1）李東輝、（2）饒龍順。 

臺東市 建農里 （1）伍欣華、（2）廖志聰、（3）聶約翰。 

成功鎮 

信義里 （1）吳添安、（2）洪進榮。 

和平里 （1）吳泰山、（2）張花。 

忠仁里 （1）吳清展。 

忠智里 （1）林聰傑。 

三民里 （1）鄭富美、（2）吳明光。 

三仙里 
（1）林忠發、（2）王信隆、（3）潘泰江、 

（4）陳甲立、（5）胡文清。 

忠孝里 （1）陳文俊、（2）林金忠、（3）孫文富。 

博愛里 
（1）楊明通、（2）葉聰義、（3）楊昌枝、 

（4）曾金德。 

關山鎮 

里壠里 （1）潘顯堂。 

中福里 （1）羅金英、（2）黃昭仁。 

豐泉里 （1）黃綱榮。 

新福里 （1）羅桂榮、（2）白光輝。 

德高里 （1）戴運連、（2）黃振富、（3）張文清。 

月眉里 （1）鄒秀清。 

電光里 （1）潘寶瑩、（2）羅偉壽。 

卑南鄉 

富源村 （1）羅再銘、（2）劉天龍。 

富山村 （1）黃文明。 

利吉村 
（1）何國基、（2）李朝春、（3）張英崇、 

（4）張嘉仁。 

賓朗村 （1）古文誠、（2）李文吉。 

太平村 
（1）李秀琴、（2）侯金興、（3）李勝利、 

（4）廖碧惠、（5）賴榮豐、（6）許逢霖。 

利嘉村 （1）黃學臺、（2）范台川。 

泰安村 
（1）姜文震、（2）黃秀琴、（3）張耻、 

（4）楊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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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村 
（1）黃金定、（2）顏永生、（3）廖金增、 

（4）邱榮泉。 

東興村 （1）杜松次、（2）胡進德、（3）歐正義。 

卑南鄉 

嘉豐村 （1）沈藤叁、（2）張勝福、（3）楊積。 

初鹿村 （1）陳良誌、（2）廖聰和。 

明峰村 （1）林永傑。 

美農村 （1）吳文耀、（2）陳治東。 

鹿野鄉 

鹿野村 （1）張英宏、（2）李鴻文。 

龍田村 （1）陳濯源、（2）陳正定。 

永安村 （1）陳志輝、（2）陳振川。 

瑞隆村 （1）黎萬和。 

瑞源村 
（1）曾東峯、（2）陳光湧、（3）劉進金、 

（4）李鐵強。 

瑞和村 （1）徐智雄、（2）鍾阿財。 

瑞豐村 （1）陳經山、（2）王青松。 

池上鄉 

福原村 （1）劉亦松、（2）林建宏、（3）吳金添。 

福文村 （1）潘興義。 

大埔村 （1）吳盛國、（2）鍾健考、（3）謝東成。 

新興村 （1）許金興、（2）邱富松、（3）林昌欽。 

慶豐村 （1）李玉伍、（2）吳阿森。 

大坡村 （1）潘順傳、（2）陳阿祥、（3）陳嘉賢。 

錦園村 （1）李文源。 

萬安村 （1）魏榮增。 

富興村 （1）羅菊妹。 

振興村 （1）潘貴菁、（2）張壯鑑、（3）潘寶生。 

東河鄉 

都蘭村 （1）陳宗卿、（2）陳重勝。 

興昌村 （1）胡清德、（2）林憲身。 

隆昌村 （1）陳啟杉、（2）吳金瑛、（3）陳榮華。 

東河村 （1）王加須、（2）吳先得、（3）林榮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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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源村 （1）吳占勝、（2）王延欽。 

北源村 （1）陳榮喜、（2）范村雄、（3）李重民。 

尚德村 （1）呂仁聘、（2）陳其清、（3）邱仙增。 

長濱鄉 樟原村 （1）李秋三、（2）陳招治、（3）章雅豐。 

長濱鄉 

三間村 （1）黃勝勇、（2）林春景、（3）吳春男。 

長濱村 
（1）孫治宇、（2）潘聰道、（3）王崑亮、 

（4）池祥鈺。 

忠勇村 （1）潘金枝、（2）林秀英、（3）張興龍。 

竹湖村 （1）周光福、（2）王清興。 

寧埔村 （1）徐萬順、（2）李武發、（3）林勝雄。 

太麻里鄉 

美和村 （1）陳明輝、（2）林鼎紘。 

三和村 （1）李忠川。 

華源村 （1）張順福、（2）張順城、（3）蘇文雄。 

北里村 （1）王輝煌、（2）李萬轉。 

大王村 （1）李森、（2）蔡宜政。 

泰和村 
（1）王俊雄、（2）巫萬得、（3）李崑明、 

（4）賴美連。 

香蘭村 （1）余東龍、（2）許素卿、（3）利明德。 

金崙村 
（1）白光亮、（2）陳源生、（3）蔡東照、 

（4）陳李雲清。 

多良村 （1）郭慶豊、（2）馬光輝。 

大武鄉 

大竹村 （1）鄭振雄、（2）張德海。 

大鳥村 （1）王福成、（2）唐中興。 

大武村 （1）董炎輝、（2）劉胡靖邦。 

尚武村 （1）劉台榮、（2）李明燦。 

南興村 （1）林姚如。 

綠島鄉 

南寮村 （1）蘇振茂。 

中寮村 （1）洪富村、（2）陳永興。 

公館村 （1）王勝德、（2）陳劍清。 



 6 

海端鄉 

海端村 
（1）古天來、（2）黃淑君、（3）王定邦、 

（4）邱蓮德。 

霧鹿村 （1）古振英。 

利稻村 （1）邱強永、（2）古明良。 

廣原村 （1）王春發、（2）王明輝、（3）余忠學。 

崁頂村 （1）胡尾旺、（2）胡天國。 

海端鄉 加拿村 （1）王秋月、（2）江金福。 

延平鄉 

桃源村 （1）胡德正、（2）蔡文豪。 

紅葉村 （1）胡永澄、（2）胡再福。 

永康村 （1）余進坤、（2）邱育南。 

武陵村 （1）王義忠。 

鸞山村 （1）邱士貴、（2）胡余金妹。 

金峰鄉 

嘉蘭村 （1）林教廣、（2）孟來發。 

正興村 （1）姜東明、（2）陳進興。 

新興村 （1）季孝德。 

賓茂村 （1）林明治、（2）高永輝。 

歷坵村 （1）邱江南、（2）羅進東。 

達仁鄉 

南田村 （1）張志信、（2）高富源。 

森永村 （1）林正義、（2）林孟潤、（3）宋光德。 

安朔村 （1）簡勇福、（2）汪淑惠、（3）呂金貴。 

新化村 
（1）林新義、（2）陳碧茹、（3）邱嘉半、 

（4）陳復興。 

土坂村 （1）廖新一、（2）朱武雄、（3）陳勇修。 

台坂村 （1）林正福、（2）吳金修。 

蘭嶼鄉 

椰油村 
（1）李紀滿、（2）夏曼馬呢熱、（3）鍾金川、 

（4）賴源發。 

紅頭村 

（1）施露竹、（2）蕭春英、（3）周一光、 

（4）謝阿生、（5）朱生財、（6）廖金龍、 

（7）周朝清。 

東清村 （1）曾佑雄、（2）鄭福利、（3）張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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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廖明德。 

朗島村 （1）郭惠妹、（2）李宇真、（3）謝加輝。 

 

二、競選活動期間之起止日期及每日競選活動之起止時間： 

     （一）日期：中華民國 99年 6月 7日至 6月 11日。 

     （二）時間：每日上午 7時至下午 10時。 

 

代理主任委員    莊  炯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