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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蘭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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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選一字第 1033150155 號 

 

 

 

 

主旨：公告宜蘭縣第 20屆鄉鎮市民代表暨宜蘭縣第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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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暨同法施行細則第 22條第 4款、第 24條。 

公告事項： 

 一、宜蘭縣第 20屆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候選人名單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宜蘭市 

第 1選舉區 

（1）陳煌治 （2）游國良 （3）莊秋亮 （4）林麗 

（5）陳美玲 （6）郭燈和 （7）張榮輝 

宜蘭市 

第 2選舉區 
（1）林飛身 （2）吳建基 （3）余溪明 

宜蘭市 

第 3選舉區 

（1）李孟潔 （2）鄭吳阿霞（3）林柏男 （4）唐璟誼 

（5）王阿水 

宜蘭市 

第 4選舉區 

（1）林泳和 （2）林智勇 （3）陳明鍾 （4）何光榮 

（5）康思源 

羅東鎮 

第 1選舉區 
（1）李錫欽 （2）黃泰坤  

羅東鎮 

第 2選舉區 
（1）林聰文 （2）何建東 （3）游德全 （4）賴雲木 

羅東鎮 

第 3選舉區 

（1）張榮華 （2）謝家倫  （3）呂惠卿 （4）陳世揚 

（5）陳司衡 （6）莊漢源 （7）賴秀鑾 （8）陳順益 

羅東鎮 

第 4選舉區 

（1）林美滿 （2）李錫参 （3）劉承賓 （4）許俊仁 

（5）黃玉琴 （6）楊振益 

蘇澳鎮 

第 1選舉區 
（1）張竣喨 （2）吳慶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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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 

第 2選舉區 
（1）李茂豐 （2）洪秀璪 （3）曾太山 

蘇澳鎮 

第 3選舉區 

（1）黃琇蓉 （2）陳萬仁 （3）張美皇 （4）林中亮 

（5）陳錦添 （6）張正義（ 7）黃漢宗 

蘇澳鎮 

第 4選舉區 

（1）陳志明 （2）林森豪 （3）陳映蓉 （4）王明義 

（5）吳淑貞 

頭城鎮 

第 1選舉區 
（1）林張秀娥（2）林錦梅 （3）林樂賜 （4）林坤樹 

頭城鎮 

第 2選舉區 
（1）曾錫章 （2）甘錫賢 （3）柳萬順 （4）蔡財丁 

頭城鎮 

第 3選舉區 
（1）林連生 （2）游錫財 （3）賴良洲 

頭城鎮 

第 4選舉區 
（1）簡英俊 （2）陳宥豪 （3）尤瑞傑 

礁溪鄉 

第 1選舉區 

（1）林金朝 （2）張素雲 （3）游見璋 （4）藍信惠 

（5）張永德 （6）吳朝煌 

礁溪鄉 

第 2選舉區 
（1）林森枝 （2）吳俊連 （3）吳日隆 （4）賴惠敏 

礁溪鄉 

第 3選舉區 
（1）游三郎（2）簡阿忠（3）游印壽 

礁溪鄉 

第 4選舉區 

（1）吳秋玟 （2）吳昌喜 （3）李朝棟 （4）李竹村 

（5）莊漢銘 

壯圍鄉 

第 1選舉區 
（1）張錫鏞 （2）陳木坤 （3）黃金海 （4）王明 

壯圍鄉 

第 2選舉區 

（1）林立賢 （2）林萬固 （3）林榮華 （4）劉永城 

（5）林忠孝 

壯圍鄉 

第 3選舉區 
（1）詹旺彬 （2）游正欽 （3）林進凱 

壯圍鄉 

第 4選舉區 

（1）吳慶賜 （2）林國棟 （3）游正忠 （4）林听洲 

（5）吳旺水 

員山鄉 

第 1選舉區 

（1）楊金來 （2）陳俊   （3）劉燦輝 （4）鄭春美 

（5）游五郎 （6）藍萬義 （7）楊金旺 （8）游寶玉 

員山鄉 

第 2選舉區 
（1）謝萬得 （2）曾繁文 （3）張基煌 （4）吳嘉惠 

員山鄉 

第 3選舉區 

（1）李正銘 （2）李文熙 （3）許芳明 （4）曾再忠 

（5）陳蒼穎 

員山鄉 

第 4選舉區 
（1）黃能財 （2）李漢洲 （3）江文亮 （4）張宜樺 



 3 

冬山鄉 

第 1選舉區 

（1）黃萬金 （2）黃強呈 （3）許美素 （4）游閔吉 

（5）李清祈 

冬山鄉 

第 2選舉區 
（1）李正煌 （2）林振棋 （3）楊弘旻 （4）江益源 

冬山鄉 

第 3選舉區 
（1）楊弘仲 （2）李木田 （3）林俊甫 

冬山鄉 

第 4選舉區 
（1）陳鏗芳 （2）游智慧 （3）陳光隆 

五結鄉 

第 1選舉區 
（1）陳長泉 （2）鄒春龍 （3）羅淑惠 （4）沈信雄 

五結鄉 

第 2選舉區 
（1）簡宏奇 （2）簡石木 （3）廖啟賢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五結鄉 

第 3選舉區 

（1）陳啟生 （2）萬美麗 （3）陳奕穎 （4）陳林煌 

（5）陳正順 

五結鄉 

第 4選舉區 

（1）黃火東 （2）吳明吉 （3）林裕淵 （4）黃武助 

（5）何秀美 

五結鄉 

第 5選舉區 
（1）李柏瑨 （2）郭輝陽 （3）陳美華 

三星鄉 

第 1選舉區 

（1）温慶華 （2）林璧玉 （3）宋毅祥 （4）謝文通 

（5）林清風 （6）游正義 

三星鄉 

第 2選舉區 
（1）江美香 （2）吳承修 （3）張榮華 

三星鄉 

第 3選舉區 
（1）曾茂照 （2）蘇東啓 （3）陳真勇  

三星鄉 

第 4選舉區 
（1）陳世玉 （2）陳換廷 （3）陳文新 （4）游國明 

大同鄉 

第 1選舉區 
（1）馮武雄 （2）胡炳章 

大同鄉 

第 2選舉區 
（1）楊金源 （2）謝耀寬 （3）王進生 

大同鄉 

第 3選舉區 
（1）鐘進財 （2）李培正 

大同鄉 

第 4選舉區 
（1）呂萬福 （2）潘文雄 （3）高萬年 （4）何勝立 

南澳鄉 

第 1選舉區 

（1）葉振福 （2）吳玉龍 （3）李元亮 （4）江添盛 

（5）林秋花 （6）王碧雲 （7）高裕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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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鄉 

第 2選舉區 

（1）林士帆 （2）何育芙 （3）林金助 asaw yukan batu 

（4）松為山 

南澳鄉 

第 3選舉區 
（1）韋文輝 （2）馮再成 （3）吳長福 （4）游約翰 

南澳鄉 

第 4選舉區 
（1）廖俊傑 

 

 二、宜蘭縣第 20屆村里長選舉候選人名單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宜蘭市神農里 （1）郭寶簧 （2）賴春旺 （3）黃文龍 

宜蘭市民權里 （1）尤榮淋 

宜蘭市進士里 （1）陳正達 （2）楊漢州 

宜蘭市南橋里 （1）林阿柏 （2）林慶雲 

宜蘭市建業里 （1）李永  （2）郭淑惠 

宜蘭市南津里 （1）林聰明 

宜蘭市凱旋里 （1）林振雄 （2）許燈波 

宜蘭市黎明里 （1）林正義 

宜蘭市東村里 （1）林讚生 

宜蘭市延平里 （1）林水蓮 （2）莊麗津 

宜蘭市七張里 （1）林忠勝 

宜蘭市慈安里 （1）黃正修 （2）周阿通 

宜蘭市新民里 （1）陳文彬 （2）張佑阡 （3）黃茂林 （4）沈政修 

宜蘭市東門里 （1）邱明芳 （2）李茂庚 

宜蘭市小東里 （1）徐佳庭 （2）黃建樹 

宜蘭市菜園里 （1）簡茂隆 

宜蘭市孝廉里 （1）吳常治 （2）吳健義 （3）程奕軒 

宜蘭市新生里 （1）蔡錦濤 （2）黃正雄 

宜蘭市茭白里 （1）藍炎灶 （2）王溪東 

宜蘭市北津里 （1）吳榮華 （2）吳阿松 

宜蘭市梅洲里 
（1）李敏雄 （2）張榮貴 （3）張榮  （4）吳世偉 

（5）林沂棣 （6）陳慶宗 

宜蘭市北門里 （1）羅碧文 （2）陳棟樑 

宜蘭市中山里 （1）黃正次 

宜蘭市西門里 （1）林銘信 

宜蘭市南門里 （1）林承蔡 （2）王紹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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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市負郭里 （1）黃萬枝 （2）劉正田 

宜蘭市民族里 （1）游泳林 

宜蘭市建軍里 （1）潘茂申 （2）劉坤銘 

宜蘭市思源里 （1）曾南國 （2）羅光榮 

宜蘭市文化里 （1）游鴻智 （2）陳志鴻 

宜蘭市復興里 （1）蕭壽金 （2）謝瓊玉 

宜蘭市成功里 （1）楊振乾 （2）薛龍翔 

宜蘭市新東里 （1）林吉雄 

宜蘭市七結里 （1）游景清 （2）簡月雲 （3）吳建成 

宜蘭市泰山里 （1）謝煥堂 （2）吳銘釗 （3）魯孝忠 

宜蘭市大新里 （1）侯佩婷 

宜蘭市中興里 （1）蕭順天 （2）陳鄧崧 

宜蘭市擺厘里 （1）林龍池 （2）楊德源 （3）黃水池 （4）楊基山 

羅東鎮大新里 （1）陳榮華 

羅東鎮東安里 （1）吳刁彥 （2）林捷肇 

羅東鎮新群里 （1）林錦洋 

羅東鎮羅莊里 （1）許文川 （2）張正路 

羅東鎮南昌里 （1）林碧霞 （2）林櫻子 

羅東鎮南豪里 （1）林春輝 （2）林聰雄 

羅東鎮成功里 （1）陳琇眞 （2）蔡朝金 

羅東鎮仁德里 （1）黃建銘 （2）林啓東 

羅東鎮漢民里 （1）廖士謀 （2）官錦祈 

羅東鎮西安里 （1）林忠文 （2）劉文富 

羅東鎮北成里 （1）陳忠志 （2）陳黃秀齡 

羅東鎮賢文里 （1）洪秀謹 （2）游本全 

羅東鎮公正里 （1）林豐裕 （2）洪朝聰 

羅東鎮集祥里 （1）謝茂川 

羅東鎮信義里 （1）許萬治 （2）曾連枝 

羅東鎮竹林里 （1）薛榮文 （2）黃永和 （3）黃德勝 

羅東鎮仁愛里 （1）林邱鳳鶯（2）陳漢松 （3）邱一峰 （4）楊寬亮 

羅東鎮樹林里 （1）林忠發  

羅東鎮國華里 （1）張蕙蘭 （2）方錦田 （3）陳志明 

羅東鎮維揚里 （1）陳章琳 （2）江添其 （3）許嘉仁 

羅東鎮開明里 （1）蔡茂發 （2）莊添鐘 

羅東鎮中山里 （1）許桂郎 （2）黃政雄 （3）林阿需 

羅東鎮仁和里 （1）陳圳茂 （2）駱李娟娟 

蘇澳鎮龍德里 （1）池長銳 （2）林新益 （3）張文欽 （4）張文金 

蘇澳鎮頂寮里 （1）林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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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鎮永榮里 （1）陳信夫 

蘇澳鎮存仁里 （1）蕭阿添 

蘇澳鎮港邊里 （1）張正田 （2）林茂松 

蘇澳鎮隘丁里 （1）張正榮 

蘇澳鎮新城里 （1）林錦明 （2）陳樹福 

蘇澳鎮聖湖里 （1）鄭再興 （2）劉福元 

蘇澳鎮蘇西里 （1）楊光華 （2）賴金河 

蘇澳鎮蘇北里 （1）黃文財 （2）陳添琪 

蘇澳鎮蘇南里 （1）吳柏祺 （2）林朝風 

蘇澳鎮蘇東里 （1）陳進明 （2）藍蔚芬 

蘇澳鎮長安里 （1）薛兩福 （2）張朝鹿 （3）何昌輝 

蘇澳鎮永光里 （1）戴芳雄 （2）劉金德 

蘇澳鎮永春里 （1）張盛國 （2）劉垂柳 

蘇澳鎮永樂里 （1）高瓊玲 （2）李竑樟 

蘇澳鎮南安里 （1）林金源  

蘇澳鎮南正里 （1）林敏宏 

蘇澳鎮南成里 （1）林文烽 （2）張誠烋 （3）莊何秀麗 

蘇澳鎮南興里 （1）方智彥 （2）林秋池 （3）池玉成 

蘇澳鎮南寧里 （1）游林秀微（2）楊彩緹 

蘇澳鎮南建里 （1）陳宣娟 （2）吳金龍 

蘇澳鎮東澳里 （1）陳定富 （2）陳德男 

蘇澳鎮南強里 （1）李富松 （2）黃兆盛 （3）陳鑑庭 

蘇澳鎮朝陽里 （1）李順義 

蘇澳鎮聖愛里 （1）洪文瑞 （2）范國祥 （3）陳文財 

頭城鎮石城里 （1）沈應陞 （2）沈榮華 

頭城鎮大里里 （1）尤添丁 

頭城鎮大溪里 （1）沈瑞雲 （2）陳色雄 

頭城鎮合興里 （1）張正益 （2）簡信益 （3）沈枝萬 

頭城鎮更新里 （1）陳繼錫 （2）林木貴 

頭城鎮外澳里 （1）藍福來 （2）石錫煌 

頭城鎮港口里 （1）李隆吉 

頭城鎮武營里 （1）蘇鎮雄 （2）游國添 

頭城鎮大坑里 （1）陳錫華 

頭城鎮城東里 （1）陳錫寶 （2）莊樹龍 （3）李明珠 

頭城鎮城北里 （1）陳明海 （2）李木連 

頭城鎮城西里 （1）李新桐 （2）李長鎮 

頭城鎮城南里 （1）林春三 

頭城鎮竹安里 （1）林材樹 （2）陳森銘 （3）莊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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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新建里 （1）陳彥吉 （2）劉清德 （3）劉春明 （4）藍榮華 

頭城鎮拔雅里 （1）官序倲 （2）吳水發 

頭城鎮福成里 （1）鄒榮富 

頭城鎮金面里 （1）劉榮華 

頭城鎮金盈里 （1）黃國楨 （2）林漢龍 

頭城鎮頂埔里 （1）江源茂 （2）陳阿灶 

頭城鎮下埔里 （1）林太源 

頭城鎮中崙里 （1）蕭建明 

頭城鎮二城里 （1）張金連 

頭城鎮龜山里 （1）陳宏益 （2）黃聰福 

礁溪鄉白雲村 （1）陸天賜 

礁溪鄉玉石村 （1）游松棋 （2）游錦寅 

礁溪鄉德陽村 （1）林弘堅 （2）何衍財 

礁溪鄉大忠村 （1）林榮山 （2）張介壽 

礁溪鄉大義村 （1）曹啓宏 （2）林祥傳 

礁溪鄉六結村 （1）阮雪芳 （2）林如柱 

礁溪鄉二龍村 （1）林義成 

礁溪鄉時潮村 （1）顏玉桂 

礁溪鄉玉田村 （1）游新爐 （2）吳俊傑 

礁溪鄉三民村 （1）吳錫祺 （2）林阿連 

礁溪鄉林美村 （1）游有德 （2）游棠海 

礁溪鄉白鵝村 （1）江錦崑 （2）游壬癸 

礁溪鄉玉光村 （1）游景華 （2）莊春土 

礁溪鄉光武村 （1）林文進 

礁溪鄉吳沙村 （1）吳正二 （2）賴增田 

礁溪鄉龍潭村 （1）吳文生 （2）李志文 

礁溪鄉匏崙村 （1）許崧睆 （2）黃朝明 

礁溪鄉二結村 （1）李銘達 （2）李朝福 

壯圍鄉吉祥村 （1）朱峰毅 （2）黃坤  （3）陳正宗 （4）陳長壬 

壯圍鄉美福村 （1）李茂男 

壯圍鄉新南村 （1）葉慶文 （2）林秀戀 

壯圍鄉東港村 （1）潘建淵 （2）林駿勝 （3）陳振輝 

壯圍鄉復興村 （1）林桂   （2）陳秀英 （3）吳恩如 

壯圍鄉過嶺村 （1）郭進德 （2）李清泉 

壯圍鄉永鎮村 （1）李照福 

壯圍鄉忠孝村 （1）莊朝明 

壯圍鄉古亭村 （1）鄭文展 （2  

壯圍鄉功勞村 （1）林金虎 （2）林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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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圍鄉美城村 （1）游忠信 （2）吳橜達 

壯圍鄉新社村 （1）周汶靚 

壯圍鄉大福村 （1）陳新添 

壯圍鄉古結村 （1）賴建國 

員山鄉員山村 （1）鄭惠正 （2）楊榮振 

員山鄉尚德村 （1）林文昌 （2）林朝城 

員山鄉惠好村 （1）黃永乾 （2）陳煥璋 

員山鄉七賢村 （1）高明芳 

員山鄉深溝村 （1）謝阿牛 

員山鄉蓁巷村 （1）陳清全 

員山鄉內城村 （1）朱火金 

員山鄉中華村 （1）周文科 （2）許正東 

員山鄉永和村 （1）游錫峰 （2）陳志豊 （3）陳温良 

員山鄉頭分村 （1）陳聰文 （2）羅春海 （3）石田中 

員山鄉枕山村 （1  （2）李朝成 （3）張文章 

員山鄉同樂村 （1）張正昌 （2）林駿愿 

員山鄉湖東村 （1）鄭金釧 

員山鄉逸仙村 （1）林春煌 （2）李水金 

員山鄉湖北村 （1）李文添 

員山鄉湖西村 （1）張明昌 

冬山鄉武淵村 （1）張梓柱 

冬山鄉珍珠村 （1）林自強 

冬山鄉補城村 （1）賴文農 （2）蕭東原 

冬山鄉三奇村 （1）戴旺傳 

冬山鄉大興村 （1）陳松根 （2）張惠珍 

冬山鄉東城村 （1）張天卷 （2）羅水樹 （3）李傳丁 

冬山鄉香和村 （1）劉金獅 （2）林錫標 

冬山鄉南興村 （1）賴雲坤 

冬山鄉冬山村 （1）林松輝 （2）林錦海 

冬山鄉安平村 （1）陳金來 

冬山鄉太和村 （1）游興昌 （2）游源崇 

冬山鄉八寶村 （1）林炳楠 （2）張森田 （3）賴木枝 

冬山鄉丸山村 （1）李文銅 （2）游博良 

冬山鄉中山村 （1）李振福 

冬山鄉順安村 （1）林正欽 

冬山鄉永美村 （1）詹素華 

冬山鄉群英村 （1）薛呈祥 （2）林阿東 （3）廖政國 

冬山鄉清溝村 （1）林興家 （2）曾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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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山鄉鹿埔村 （1）江清祥 （2）江榮波 （3）朱炳乾 

冬山鄉得安村 （1）陳世英 （2）黃松南 

冬山鄉廣興村 （1）張明煌 

冬山鄉廣安村 （1）江文龍  （2）廖德明 

冬山鄉柯林村 （1）蔡東海 

冬山鄉大進村 （1）藍細川  （2）劉銀樹 

五結鄉三興村 （1）鐘芳章  （2）蔡文郎 

五結鄉二結村 （1）簡汝育 

五結鄉鎮安村 （1）張朝松 

五結鄉上四村 （1）林證梧  （2）簡瑞和 

五結鄉中興村 （1）李碧真  （2）吳正騫 

五結鄉四結村 （1）陳逸德  （2）陳鋕淮 

五結鄉福興村 （1）藍木樹  （2）張新華 

五結鄉五結村 （1）黃文宏  （2）黃少洋 

五結鄉大吉村 （1）游進芳  （2）林秀英 

五結鄉協和村 （1）黃鐙山 

五結鄉孝威村 （1）曾秋萍  （2）林圳源 

五結鄉錦眾村 （1）林錫興  （2）邱政富 

五結鄉利澤村 （1）張惠恩  （2）林何良 

五結鄉成興村 （1）謝火木  （2）張金發 

五結鄉季新村 （1）林勇丞  （2）林炎坤 

三星鄉員山村 （1）周豐助  （2）林進興 

三星鄉天山村 （1）鄭玉寅 

三星鄉天福村 （1）宋隆欽  （2）羅慶文 

三星鄉雙賢村 （1）楊正雄 

三星鄉人和村 （1）廖熖    （2）李清發 

三星鄉義德村 （1）曾運玉  （2）林圳祥 

三星鄉集慶村 （1）謝正統  （2）彭正賢 

三星鄉月眉村 （1）王全龍  （2）梁連福  （3）陳靜波 

三星鄉拱照村 （1）俞智凱  （2）鄭阿財  （3）宋仁貴 

三星鄉大隱村 （1）范期勛 

三星鄉行健村 （1）張文章  （2）張美 

三星鄉萬德村 （1）張阿財  （2）陳長森 

三星鄉貴林村 （1）吳建興  （2）張浩增 

三星鄉萬富村 （1）張仲謹  （2）羅惠恩 

三星鄉大義村 （1）鄭坤宗  （2）劉茂益 

三星鄉尚武村 （1）游萬鐘 

三星鄉大洲村 （1）陳潮雄  （2）陳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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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鄉尾塹村 （1）張越登  （2）張呈漢 

大同鄉寒溪村 （1）孫英花  （2）李淑敏  （3）胡芳榮 

大同鄉崙埤村 （1）黃水火  （2）卡文米內 

大同鄉松羅村 （1）高國華  （2）何傳正 

大同鄉復興村 （1）陳金旺 

大同鄉英士村 （1）張阿玉 

大同鄉樂水村 （1   （2）張朝松  （3）楊芷依 

大同鄉太平村 （1）李銘宜 

大同鄉四季村 （1）黃金海 

大同鄉南山村 （1）許松波  （2）林春雄 

大同鄉茂安村 （1）陳有為 

南澳鄉南澳村 （1）松亞倫  （2）林昭輝 

南澳鄉碧候村 （1）林德富  （2）蘇靈后 

南澳鄉東岳村 （1）黃天來  （2）黃誠福 

南澳鄉金岳村 （1）李忠信 

南澳鄉武塔村 （1）白健勝  （2）黃美穗 

南澳鄉金洋村 （1）劉瑞明  （2）范守臣 

南澳鄉澳花村 （1）仲愛嬌 Sicyang．Isaw  （2）黃守義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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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同年 11月 28日止 

 （二）時間：每日上午 7時起至下午 10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