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選舉委員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年 11月 23日 

發文字號：竹市選一字第 1033150139號 

附件：如文 

 

 

主旨：公告臺灣省新竹市第 20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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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第 22條第 1項第 4款、第 24條。 

公告事項： 

一、 臺灣省新竹市第 20屆里長選舉候選人名單。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東區育賢里 (1) 張清豐  (2) 周本裕 

東區親仁里 (1) 李臺生 

東區東門里 (1) 廖建福  (2) 蘇竹勝 

東區成功里 (1) 林俊縢  (2) 連家姍 

東區榮光里 (1) 張雲錦 

東區中正里 (1) 孫宗塏  (2) 戴金河 

東區錦華里 (1) 葉光宏 

東區文華里 (1) 曾錦福 

東區復中里 (1) 王峯清  (2) 余素鑾 

東區復興里 (1) 張浩燃 

東區三民里 (1) 范姜財  (2) 黃元   

東區東園里 (1) 何文德  (2) 潘銘燦 

東區公園里 (1) 林志雅  (2) 鄭敬益 

東區建華里 (1) 徐良芳 

東區東山里 (1) 姜瓊崎  (2) 劉國棟 

東區綠水里 (1) 黃文政 



東區光復里 (1) 鍾清銓 (2) 吳建銘 

東區東勢里 (1) 林錦全 

東區前溪里 (1) 温文泰 (2) 吳榮聲 

東區水源里 (1) 黃源甫 (2) 彭秀婉  (3) 黃金海 

東區千甲里 (1) 劉得鏡 (2) 曾資強 

東區豐功里 (1) 翁秀瓊 

東區武功里 (1) 呂長   (2) 周普天  (3) 顏文豹  (4) 陳海鋒 

東區軍功里 (1) 李尚騏 (2) 沈保辰  (3) 潘柏璋 

東區立功里 (1) 郭天寶 

東區建功里 (1) 邱漢奇 (2) 顏學鑫   

東區光明里 (1) 趙強   (2) 林庭筠 

東區龍山里 (1) 羅玉珍 (2) 陳萬福 

東區科園里 (1) 徐兆生 (2) 潘嬰娣 

東區埔頂里 (1) 陳慶田 (2) 彭江 

東區新莊里 (1) 謝文烽 

東區關東里 (1) 羅霖棟 (2) 徐水蓮 

東區關新里 
(1) 楊惠鈴 (2) 黃雅卿  (3) 張金滄  (4) 曾文濤 

(5) 謝萬宗  

東區金山里 (1) 曾信男 (2) 吳慶杰 

東區仙水里 (1) 林明志 

東區仙宮里 (1) 莫克雄 (2) 張水源 

東區關帝里 (1) 鄭欽銘 (2) 彭德和 (3) 莊金福  (4) 陳冠帆 

東區南門里 (1) 沈雄輝 

東區南市里 (1) 石添益 

東區福德里 (1) 陳哲夫 

東區振興里 (1) 呂賢輝 (2) 陳求文 

東區新興里 (1) 朱建成 

東區寺前里 (1) 鄭錦章 (2) 黃燦麟 

東區竹蓮里 (1) 鄭銘勳 (2) 鄭煥堃 



東區下竹里 (1) 葉伯罕 (2) 莊子緩  (3) 任福居 

東區頂竹里 (1) 黃木土  

東區南大里 (1) 姜義水 

東區新光里 (1) 何智昌 (2) 陳麗英 

東區光鎮里 (1) 林朝坤 (2) 莊金清 

東區高峰里 (1) 郭朋鑫 (2) 巫倉琳 

東區湖濱里 (1) 葉柏良 (2) 呂連村 

東區柴橋里 (1) 李永乾 (2) 黃桂蘭 (3) 廖世煒 

東區明湖里 (1) 江為煇 (2) 黃筑芸 

北區西門里 (1) 曾再霖 (2) 許逸民 (3) 林國雄 

北區潛園里 (1) 莊榮文 

北區中央里 (1) 彭垂東 

北區石坊里 (1) 彭陳玉真 

北區仁德里 (1) 曾文澂 (2) 王文昌 

北區崇禮里 (1) 鄭陳淑貞 

北區興南里 (1) 楊賜濱 

北區育英里 (1) 張仁堃 (2) 郭銘澤 

北區台溪里 (1) 謝金財 (2) 林振男 

北區曲溪里 (1) 廖成章 (2) 劉德芳 

北區西雅里 (1) 廖火桂 (2) 駱純婕 (3) 吳凱文  (4) 林淑靜 

北區客雅里 (1) 韋麵   (2) 吳啟川 (3) 洪振榮 

北區中雅里 (1) 童文鑅 (2) 鄔滬生 (3) 傅萊生 

北區南勢里 (1) 曾長森 (2) 郭文銘 

北區大鵬里 (1) 王立業 

北區大同里 (1) 韋宗賢 (2) 楊長翰 

北區中山里 (1) 陳澤雯 (2) 郭瑞誠 (3) 陳淑女 

北區中興里 (1) 洪熒  (2) 魏綸岒 

北區新民里 (1) 張金潔 

北區長和里 (1) 楊金土 



北區北門里 (1) 吳鉉輝 (2) 鄭欽耀 

北區民富里 (1) 沈朝旺 

北區磐石里 (1) 邵清福 (2) 林輝雄 

北區新雅里 (1) 胡金意 (2) 洪炳坤 (3) 廖佐華 

北區文雅里 (1) 李元汀 (2) 劉興增 

北區水田里 (1) 許明霞 

北區光田里 (1) 莊火炎 

北區光華里 (1) 張慶榮  

北區金華里 (1) 李文中 

北區湳雅里 (1) 杜榮輝 (2) 洪有川 

北區金雅里 (1) 韓榮春 (2) 陳清福 

北區湳中里 (1) 江玉寶 

北區舊社里 (1) 戴錦燦 

北區金竹里 (1) 鄭燦崑 (2) 塗夢龍 

北區武陵里 
(1) 馮雙雙 (2) 魏志明  (3) 黃世禮  (4) 李思民 

(5) 孟成龍 

北區福林里 (1) 鄭榮一 (2) 楊克夫 (3) 江福湘 

北區境福里 (1) 侯金川 (2) 曾發 

北區士林里 (1) 林石樹 (2) 呂鳳珠 (3) 黃偉文 

北區古賢里 (1) 李正明 (2) 王明中 

北區南寮里 (1) 彭木泉 

北區康樂里 (1) 林再興 

北區中寮里 (1) 彭燦蓮 

北區海濱里 (1) 彭永泰 (2) 彭天麟 

北區港北里 (1) 曾欽裕 

北區舊港里 (1) 蔡松根 

香山區頂埔里 (1) 張建發 (2) 沈復環 

香山區頂福里 (1) 吳烈如 

香山區中埔里 (1) 陳添財 (2) 歐仲乾 (3) 蔡根火 



香山區牛埔里 (1) 羅嘉鈴 

香山區埔前里 (1) 蔡煌斌 

香山區樹下里 (1) 吳國亮 (2) 曾傳居 

香山區浸水里 

 

(1) 楊錫淇 

香山區虎林里 (1) 黃郁淳 (2) 楊振星 

香山區虎山里 (1) 林耿輝 

香山區港南里 (1) 韋宗洲 (2) 蘇瑞林 

香山區東香里 (1) 湯燕明 

香山區香村里 (1) 吳春生 

香山區香山里 (1) 張發來 (2) 蔡進國 (3) 吳瑞霖 

香山區大庄里 (1) 陳德川 (2) 洪添財 

香山區美山里 (1) 陳居財 

香山區朝山里 (1) 王文福 

香山區海山里 (1) 陳文賢 (2) 許德財 

香山區鹽水里 (1) 陳文榮 

香山區內湖里 (1) 王斌展 

香山區南港里 (1) 林木吉 

香山區中隘里 (1) 邱煥彬 

香山區南隘里 (1) 邱坤源 (2) 黃柏梧 

香山區大湖里 (1) 鄭國延 

香山區茄苳里 (1) 吳聲相 (2) 古秀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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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中華民國 103年 11月 24日起至 103年 11月 28日止。 
（二）時間：每日上午 7時起至下午 10時止。 
 
 

主任委員   吳  宗  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