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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第 1屆里長選舉候選人名單 

桃園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桃園區文化里 (1)歐陽瀚 

桃園區文明里 (1)黄文義   (2)朱國銘 

桃園區武陵里 (1)謝翔安 

桃園區大林里 (1)牛阡源 

桃園區忠義里 (1)陳永杉 

桃園區會稽里 (1)鄭麗花   (2)陳珊珊 

桃園區長美里 (1)邱愛香   (2)呂進益 

桃園區民生里 (1)林富明 

桃園區永興里 (1)葉昆展 

桃園區汴洲里 (1)林見寅   (2)楊鑫坤 

桃園區永安里 (1)莊育達 

桃園區東埔里 (1)江慶尚   (2)李培鈺 

桃園區東門里 (1)林李寶鶴 (2)趙世獻 

桃園區東山里 (1)莊忠諒 

桃園區萬壽里 (1)王學義   (2)張桃 

桃園區長安里 (1)李石川   (2)謝曉華   (3)陳俊亨 

桃園區中埔里 (1)陳連敏   (2)彭麗珠   (3)李阿進 

桃園區西埔里 (1)林正慶 

桃園區西門里 (1)陳美卿   (2)涂首妹 

桃園區中和里 (1)許水來   (2)李麗凰 

桃園區文昌里 (1)陳銘福   (2)林岳德 

桃園區新埔里 (1)官正平   (2)郭雲輝 

桃園區中山里 (1)李元宏   (2)徐麗美 

桃園區慈文里 (1)許忠興   (2)錡春發 

桃園區西湖里 (1)廖千嘉   (2)呂淑靜 

桃園區南門里 (1)吳宏泰 

桃園區南華里 (1)林献堂   (2)陳舜源 

桃園區玉山里 (1)魏國鈞   (2)何漢威 

桃園區中成里 (1)潘萬益   (2)韋惠民   (3)呂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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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區中正里 (1)盧敏惠   (2)黃家齊 

桃園區北門里 (1)蕭日青   (2)簡忠信   (3)林俊羽 

桃園區雲林里 (1)游秋明   (2)藍阿杉 

桃園區福林里 (1)李振華 

桃園區光興里 (1)楊鳳儀   (2)邱秀 

桃園區龍山里 (1)林曾麗環 

桃園區龍岡里 (1)陳永松   (2)周玉樹 

桃園區成功里 (1)簡瑞鏞   (2)李秀蓮 

桃園區青溪里 (1)游萬金 

桃園區朝陽里 (1)卓林秀蘭 

桃園區中興里 (1)邱辰勇   (2)廖心富   (3)藍俊德 

桃園區豐林里 (1)楊昌軒   (2)黃崇聖   (3)簡嘉佑 

桃園區建國里 (1)徐揚帆   (2)黃慧君 

桃園區大豐里 (1)彭俊衡 

桃園區福安里 (1)陳義樹 

桃園區三民里 (1)康進旺 

桃園區大興里 (1)何金成   (2)吳琍瑢   (3)游明嵩 

桃園區春日里 (1)呂梅鈺 

桃園區信光里 (1)江家羚   (2)陳慶順   (3)呂全發   (4)蔣三寶 

桃園區中寧里 (1)陳明輝 

桃園區同安里 (1)林盛漢   (2)林峻宇 

桃園區莊敬里 (1)李新萬 

桃園區文中里 (1)呂玉寶   (2)吳聲達   (3)湯燈雲   (4)柯文明 

桃園區泰山里 (1)游輝居   (2)陳邱碧娥 

桃園區中路里 (1)温淑惠   (2)温麗芳   (3)林堃明 

桃園區中德里 (1)蕭朝崧   (2)蔡秀星 

桃園區龍祥里 (1)李玲娟 

桃園區大有里 (1)張丁元 

桃園區寶山里 (1)林偉仁   (2)呂秀紋   (3)黃寬量 

桃園區龍鳳里 (1)黃進仕   (2)劉家源 

桃園區龍安里 (1)蕭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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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區自強里 (1)李朝貴   (2)邱清元 

桃園區中信里 (1)蕭文福 

桃園區長德里 (1)林李福   (2)黃平達 

桃園區中平里 (1)王福枝   (2)顏秀錦 

桃園區中原里 (1)陳幸妤   (2)張豐田 

桃園區中泰里 (1)蘇介一 

桃園區南埔里 (1)邱亦宣   (2)張寶鑾 

桃園區寶慶里 (1)陳泳銓   (2)汝志超 

桃園區北埔里 (1)何明來   (2)賴偏舟 

桃園區中聖里 (1)任同莊   (2)崔美瑛 

桃園區龍壽里 (1)林清涼   (2)王培強 

桃園區同德里 (1)張秀好 

桃園區明德里 (1)廖坤徽 

桃園區寶安里 (1)陳月花 

桃園區瑞慶里 (1)呂芳裕   (2)徐麗玉   (3)戴振家 

桃園區三元里 (1)陳章立   (2)陳永得 

 

中壢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中壢區龍平里 (1)林木勝   (2)羅文有 

中壢區龍昌里 (1)全宏志   (2)范金水 

中壢區仁德里 (1)謝享益   (2)詹家達   (3)林俊男    (4)吳導君 

中壢區永興里 (1)方明裕 

中壢區內壢里 (1)林勝傑   (2)黎文泉 

中壢區成功里 (1)廖進川   (2)謝文忠 

中壢區光明里 (1)林坤泉 

中壢區自立里 (1)李樸威   (2)董毓玥 

中壢區自強里 (1)許麗英   (2)黃省慶   (3)徐強文 

中壢區中堅里 (1)吳瑞柱 

中壢區龍興里 (1)徐秋妲   (2)許炎金 

中壢區仁美里 (1)古雲騰   (2)陳文雄   (3)洪文吉 

中壢區仁愛里 (1)陳中央   (2)林登基   (3)鄧立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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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區新街里 (1)莊金泉 

中壢區中央里 (1)楊萬焙   (2)彭盛焜 

中壢區普仁里 (1)鍾維陽   (2)張鳳凰 

中壢區普義里 (1)黃崇修 

中壢區忠義里 (1)簡秋榮   (2)張金樹   (3)劉世鑑 

中壢區中正里 (1)王財得   (2)丁愛梅 

中壢區興仁里 (1)李振榮   (2)王英侯 

中壢區東興里 (1)徐建土 

中壢區洽溪里 (1)李華順   (2)謝煥珍 

中壢區篤行里 (1)楊翊堂 

中壢區新明里 (1)盧肇興 

中壢區新興里 (1)徐永鑑   (2)劉展源   (3)彭錦添 

中壢區中原里 (1)沈清進 

中壢區內定里 (1)劉家順 

中壢區中壢里 (1)官鍾秀鳳 (2)陳璽中   (3)江德港 

中壢區龍岡里 (1)吳淑情 

中壢區仁祥里 (1)陳秀菁 

中壢區水尾里 (1)温永達   (2)詹昭燕 

中壢區青埔里 (1)張茂土   (2)陳月秀 

中壢區復興里 (1)李佳蓁   (2)謝秀姈 

中壢區文化里 (1)張文釧 

中壢區興國里 (1)陳年妹   (2)彭政銘 

中壢區忠福里 (1)邱垂連   (2)謝光輝   (3)詹文燿 

中壢區信義里 (1)謝紫郁   (2)吳義澄   (3)邱仁德 

中壢區石頭里 (1)黃柏誠 

中壢區龍東里 (1)張永隆   (2)陳家豐 

中壢區中建里 (1)李應偉   (2)陳正平 

中壢區興南里 (1)許宇辰   (2)葉青旺 

中壢區後寮里 (1)巫清詔 

中壢區過嶺里 (1)陳增昌 

中壢區五權里 (1)陳金興   (2)戴雲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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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區舊明里 (1)詹德信   (2)鄒富生   (3)游義欽 

中壢區芝芭里 (1)黃連應 

中壢區月眉里 (1)吳吉桂   (2)吳金盈 

中壢區三民里 (1)陳富豐   (2)游原堡   (3)劉邦奎  

中壢區山東里 (1)林清鎮   (2)莊麗玲 

中壢區中榮里 (1)張智閔   (2)許盛財   (3)劉文正 

中壢區內厝里 (1)陳富勇   (2)劉綵螢 

中壢區振興里 (1)董文昌   (2)吳餘忠   (3)朱土城 

中壢區普慶里 (1)鍾維朗 

中壢區興和里 (1)劉巫銀梅 (2)薛麗惠 

中壢區永光里 (1)戴朝枝   (2)黃雪珍 

中壢區復華里 (1)曾榮煥   (2)林福財   (3)王祥霖 

中壢區忠孝里 (1)游緣如 

中壢區福德里 (1)劉守榮   (2)王菁華 

中壢區和平里 (1)陳祈瑋   (2)盧栽寬 

中壢區普忠里 (1)謝新滿   (2)夏元慶   (3)吳善凱   (4)許志煒 

中壢區普強里 (1)江長榮 

中壢區明德里 (1)陳朝福   (2)鄭永昌 

中壢區至善里 (1)程正安   (2)梁惠鈴 

中壢區五福里 (1)林賴玉英 (2)侯力升 

中壢區龍德里 (1)鍾和貴 

中壢區正義里 (1)陳金財   (2)楊萬洲 

中壢區龍安里 (1)章光榮   (2)楊正亞   (3)高銀祝   (4)許祿禎 

中壢區中山里 (1)王寧政   (2)徐盛賢 

中壢區德義里 (1)許粉星   (2)楊建雲 

中壢區仁義里 (1)吳振槖   (2)張正忠 

中壢區華勛里 (1)朱夢奇 

中壢區仁福里 (1)喻榮興   (2)郭文通 

中壢區幸福里 (1)詹文增 

中壢區永福里 (1)黃寶貞   (2)戴興榮   (3)莊金糖 

中壢區仁和里 (1)陳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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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區華愛里 (1)陳能娟   (2)沈藏得 

中壢區莊敬里 (1)王致誠   (2)劉邦茂 

中壢區自治里 (1)吳宏駿   (2)劉希望 

中壢區健行里 (1)鍾火貴   (2)劉邦笙  

中壢區興平里 (1)劉進財   (2)吳尤麗雲 

中壢區中興里 (1)徐盛永 

中壢區龍慈里 (1)江富朋   (2)宋化森   (3)張秀鳳   (4)劉宏哲 

中壢區自信里 (1)徐瑞珍   (2)施學誌 

中壢區林森里 (1)廖寓堅   (2)劉得全 

中壢區金華里 (1)謝岩介 

 

大溪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大溪區一心里 (1)黃進賢 

大溪區一德里 (1)簡來發   (2)邱大山 

大溪區月眉里 (1)黃文中   (2)江衍猛   (3)黃玉美 

大溪區永福里 (1)王在義   (2)黃麒麟   (3)謝得勝   (4)蔡劉玉英 

大溪區田心里 (1)游秋蓉 

大溪區美華里 (1)蔡水木 

大溪區康安里 (1)李清結   (2)林其旺 

大溪區復興里 (1)邱焯勳   (2)倪源昌 

大溪區福仁里 (1)黃春成   (2)簡秀雯 

大溪區福安里 (1)許漢宗 

大溪區義和里 (1)楊金惠   (2)簡淵川 

大溪區新峰里 (1)郭振義   (2)葉建宜 

大溪區興和里 (1)邱財榮 

大溪區三元里 (1)黃永林 

大溪區仁文里 (1)周寶琴   (2)邱素月   (3)葉慧敏 

大溪區仁武里 (1)邱聰明 

大溪區仁和里 (1)黃賴裕   (2)黃智賢   (3)林美媛 

大溪區仁善里 (1)黃文君   (2)曾月娥 

大溪區中新里 (1)陳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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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區仁義里 (1)黃禎 

大溪區仁愛里 (1)藍英中 

大溪區光明里 (1)黃永龍 

大溪區南興里 (1)徐福全 

大溪區員林里 (1)徐金源   (2)尤連慶 

大溪區瑞源里 (1)王祥倜 

大溪區瑞興里 (1)林繼雄 

大溪區僑愛里 (1)羅鳳育   (2)田德華 

  

楊梅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楊梅區三民里 (1)張勝文   (2)羅采純 

楊梅區三湖里 (1)張修源   (2)鄧敦仁 

楊梅區上田里 (1)古錦章   (2)温福明 

楊梅區上湖里 (1)羅世隆   (2)張花樑   (3)詹前佑 

楊梅區大平里 (1)巫雙春 

楊梅區大同里 (1)彭金坡   (2)張原嘉 

楊梅區中山里 (1)朱秀娥 

楊梅區仁美里 (1)曾桂憲   (2)陳秋如 

楊梅區水美里 (1)曾肇國   (2)許霖雙 

楊梅區四維里 (1)羅文明 

楊梅區永平里 (1)陳寬賓   (2)廖文星   (3)楊嘉炮 

楊梅區永寧里 (1)黃耀昌   (2)蕭寶忠 

楊梅區光華里 (1)徐逢漳 

楊梅區秀才里 (1)涂慶雄   (2)徐麗貞 

楊梅區東流里 (1)劉定唐   (2)張新妹 

楊梅區金溪里 (1)孫鳳雲   (2)廖洺鋒   (3)彭慧蓮 

楊梅區金龍里 (1)彭馭雲   (2)洪榮富   (3)朱金泰 

楊梅區青山里 (1)吳美雪   (2)吳紘宇   (3)吳水登 

楊梅區紅梅里 (1)劉青嵩   (2)杜政霖 

楊梅區員本里 (1)陳奕霖 

楊梅區埔心里 (1)劉壽榮   (2)張仁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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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梅區高上里 (1)葉雲龍 

楊梅區高山里 (1)楊月蓮   (2)鄭豐慶 

楊梅區高榮里 (1)黃國興   (2)陳秀雲   (3)王興增   (4)鍾承圳 

楊梅區梅新里 (1)楊翔幀   (2)范姜彬鈔 

楊梅區梅溪里 (1)吳錦鴻 

楊梅區富岡里 (1)彭双火   (2)劉家聲 

楊梅區富豐里 (1)徐石全   (2)曾增有 

楊梅區新榮里 (1)林子齡   (2)洪順孝   (3)劉洪潤蘭 

楊梅區楊江里 (1)彭吉光   (2)鍾源華 

楊梅區楊明里 (1)陳儀桓   (2)鍾能錦 

楊梅區楊梅里 (1)陳琳生 

楊梅區瑞坪里 (1)張光生   (2)沈文秀 

楊梅區瑞原里 (1)葉佐陸   (2)彭盛山   (3)張家宏 

楊梅區瑞塘里 (1)鍾庭灶   (2)王興福 

楊梅區瑞溪里 (1)彭秀鳳   (2)林美慧 

楊梅區裕成里 (1)李鴻鈺   (2)吳文宗 

楊梅區裕新里 (1)林泓鈞   (2)蔡進園   (3)林順富   (4)陳葉菊 

楊梅區頭湖里 (1)唐瑞鳳   (2)劉俊明   (3)郝文會 

楊梅區豐野里 (1)張羅茶妹 (2)王廷俊 

楊梅區雙榮里 (1)陳欽振   (2)張萬福 

 

蘆竹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蘆竹區新興里 (1)呂宗聖 

蘆竹區中福里 (1)康文垂   (2)黃文錦 

蘆竹區新莊里 (1)王金榮 

蘆竹區大竹里 (1)黃榮祈 

蘆竹區蘆竹里 (1)謝茂源   (2)蔡清雲 

蘆竹區南崁里 (1)邱顯助 

蘆竹區錦興里 (1)童聯壽   (2)莊正忠 

蘆竹區五福里 (1)藍和順 

蘆竹區內厝里 (1)蔡安然 

蘆竹區山鼻里 (1)陳慶隆   (2)張寶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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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區山腳里 (1)徐石古   (2)蘇植樹 

蘆竹區外社里 (1)陳献達 

蘆竹區坑子里 (1)陳長江 

蘆竹區坑口里 (1)徐垂勇   (2)徐慶和   (3)楊全居 

蘆竹區海湖里 (1)鄭世寶   (2)王家慶   (3)徐式甫 

蘆竹區南榮里 (1)張長祿 

蘆竹區南興里 (1)謝佳秀 

蘆竹區長興里 (1)呂理粲 

蘆竹區錦中里 (1)李詩銘 

蘆竹區富竹里 (1)邱朝旺 

蘆竹區上竹里 (1)李政順   (2)李阿清 

蘆竹區宏竹里 (1)黃東明   (2)蘇瑞祿 

蘆竹區瓦窯里 (1)吳國勝 

蘆竹區營盤里 (1)楊國棟 

蘆竹區羊稠里 (1)林志評 

蘆竹區順興里 (1)薛春蓮   (2)陳淑媛 

蘆竹區福昌里 (1)徐承昌 

蘆竹區福興里 (1)陳太陽   (2)葉玲琳 

蘆竹區蘆興里 (1)陳淙志   (2)邱垂能 

蘆竹區長壽里 (1)陳文安   (2)廖健騰 

蘆竹區吉祥里 (1)蕭煥彩   (2)李進毅 

蘆竹區中山里 (1)黃淑芬   (2)翁啓三 

蘆竹區福祿里 (1)李勝輝   (2)朱建興   (3)洪瑞仁 

蘆竹區興榮里 (1)郭阿炎   (2)羅梅枝 

蘆竹區中興里 (1)姚泓均 

蘆竹區上興里 (1)詹益璋   (2)張燦堂   (3)蕭富全   (4)張金珠 

蘆竹區營福里 (1)夏榮發   (2)洪素秋 

 

大園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大園區大園里 (1)許文芳   (2)張萬枝 

大園區田心里 (1)黃興隆 

大園區溪海里 (1)賴建郎   (2)劉健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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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園區和平里 (1)梁垠錄   (2)許朝童 

大園區橫峰里 (1)徐德旺 

大園區五權里 (1)呂昭勝 

大園區埔心里 (1)李游彩雲 (2)游源和 

大園區大海里 (1)郭正明   (2)陳雲清 

大園區三石里 (1)沈萬枝   (2)李旺朝 

大園區菓林里 (1)胡永峯   (2)陳錫達 

大園區竹圍里 (1)陳義盛   (2)陳茂源 

大園區海口里 (1)楊清龍   (2)陳培鳳 

大園區沙崙里 (1)駱文章 

大園區後厝里 (1)林有財 

大園區圳頭里 (1)卓榮騰 

大園區內海里 (1)劉進益   (2)許程睿 

大園區北港里 (1)許阿鐘   (2)許良謀 

大園區南港里 (1)簡立宏   (2)許茂 

 

龜山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龜山區楓樹里 (1)簡千圃   (2)陳樹源 

龜山區龜山里 (1)許石義   (2)陳國銓 

龜山區兔坑里 (1)陳碧珠   (2)鍾國才 

龜山區大同里 (1)林明義   (2)鄭清木   (3)廖富雄 

龜山區山福里 (1)沈芳常   (2)劉德豐 

龜山區山頂里 (1)黃呈科   (2)林雪霞 

龜山區陸光里 (1)劉承毅   (2)聶哲淵 

龜山區精忠里 (1)吳陳巧珠 (2)張益豐   (3)李明哲   (4)潘建光 

龜山區公西里 (1)陳銀河 

龜山區樂善里 (1)陳建宅   (2)黃錦芳 

龜山區南上里 (1)陳黃淑霞 (2)陳鼎景 

龜山區大坑里 (1)游輝鐘 

龜山區中興里 (1)卓淑美   (2)許瑞峯 

龜山區山德里 (1)李金龍 

龜山區新路里 (1)呂學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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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區嶺頂里 (1)劉黃淑梅 (2)呂博夫 

龜山區龍壽里 (1)簡明發   (2)陳水賓   (3)陳專旭 

龜山區舊路里 (1)陳有財   (2)李松鶴 

龜山區大崗里 (1)陳清華   (2)卓進財 

龜山區文化里 (1)黃明助 

龜山區南美里 (1)黃雅蓉 

龜山區幸福里 (1)莊文進 

龜山區福源里 (1)呂傳亮   (2)顏福來 

龜山區龍華里 (1)吳添壽   (2)許水鈍 

龜山區迴龍里 (1)江清萬 

龜山區新嶺里 (1)陳文慶   (2)林明騰   (3)劉家霖 

龜山區大湖里 (1)蔡招治 

龜山區大華里 (1)陳龍芳   (2)潘素秋 

龜山區長庚里 
(1)薛家豪   (2)黃衍仁   (3)林俊源   (4)邱德安 

(5)曾琴文 

龜山區新興里 (1)陳洲輝   (2)呂儒淵 

 

八德區 選舉人姓名、號次 

八德區興仁里 (1)簡玉芳   (2)姚志倫 

八德區福興里 (1)呂錦城 

八德區瑞豐里 (1)呂學琪 

八德區瑞發里 (1)安照榮   (2)陳建上 

八德區瑞德里 (1)康秀雲 

八德區瑞祥里 (1)張是華   (2)林彩卿 

八德區廣興里 (1)簡銘賢   (2)吳家平 

八德區廣隆里 (1)陳文麟   (2)黃林月桂 

八德區竹園里 (1)劉榮貴   (2)王聖諸 

八德區霄裡里 (1)陳松銀 

八德區茄苳里 (1)林宜賢   (2)吳瑞芳 

八德區高明里 (1)呂峻安   (2)黃朝財 

八德區白鷺里 (1)黃慶玉 

八德區大湳里 (1)鄭桂林 



12 
 

八德區大安里 (1)廖黃玉英 (2)林坤煌 

八德區大興里 (1)呂理章 

八德區大和里 (1)夏發勝 

八德區大同里 (1)胡永達 

八德區大成里 (1)游能吉   (2)邱創海   (3)呂清山 

八德區大義里 (1)尤金源 

八德區大忠里 (1)邱和定   (2)李璋煇   (3)陳念慈   (4)劉銘勲 

八德區大福里 (1)呂學昌 

八德區大勇里 (1)張文枝   (2)劉信通 

八德區大信里 (1)陳虹樺   (2)王沛靜 

八德區大華里 (1)王福順   (2)張慧玲 

八德區大仁里 (1)張國平 

八德區大智里 (1)邱繼村 

八德區瑞泰里 (1)褚明賢   (2)羅清源 

八德區大昌里 (1)曾萬水 

八德區大正里 (1)郭明法 

八德區大強里 (1)陳春煌   (2)黃萬清 

八德區大發里 (1)謝長弘   (2)李東標 

八德區大明里 (1)呂新添 

八德區大竹里 (1)江正俊 

八德區大慶里 (1)陳建忠   (2)簡瑞山   (3)詹傳登 

八德區大千里 (1)呂黎靜   (2)林月貴 

八德區大榮里 (1)黃瀛德   (2)柯文良 

八德區茄明里 (1)葉梅香   (2)邱茂雄 

八德區高城里 (1)徐添發   (2)陳傳民 

八德區瑞興里 (1)林昆德   (2)邱淑勤 

八德區大愛里 (1)林永泰   (2)邱美鈴 

八德區大宏里 (1)楊萬得   (2)鍾定昌 

八德區大漢里 (1)陳朝全   (2)王彪權   (3)謝秀姗 

八德區廣德里 (1)吳在能 

八德區龍友里 (1)姜因龍   (2)邱竹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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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區陸光里 (1)白振雄   (2)何金鳳 

八德區永豐里 (1)劉彥宏   (2)趙令城   (3)劉勝峰 

八德區大順里 (1)張富     (2)徐顥晉   (3)簡建勲 

 

龍潭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龍潭區黃唐里 (1)劉修增 

龍潭區中山里 (1)賴永隆   (2)鍾秉樺 

龍潭區烏林里 (1)張明為   (2)邱創富 

龍潭區高平里 (1)羅盛添 

龍潭區凌雲里 (1)彭李林   (2)陳慶錦 

龍潭區八德里 (1)陳振國   (2)張運煥 

龍潭區三水里 (1)袁倫平   (2)林延能 

龍潭區上林里 (1)鍾泉芳   (2)黃金章 

龍潭區中正里 (1)張金汀   (2)陳淑麗   (3)姜健清 

龍潭區龍潭里 (1)鍾朝麟   (2)古銘洲   (3)曾順勇 

龍潭區高原里 (1)黃玉琴   (2)劉俊興 

龍潭區九龍里 (1)曾順堂   (2)游禮炳 

龍潭區中興里 (1)彭石松   (2)林永祥   (3)劉玉雙 

龍潭區佳安里 (1)江李桂春 (2)羅濟巧  

龍潭區三和里 (1)謝金棋  

龍潭區三坑里 (1)徐美惠   (2)黃勝松  

龍潭區大平里 (1)鍾國田   (2)鍾國鉉 

龍潭區三林里 (1)鍾瑞珍   (2)楊仕鉦 

龍潭區永興里 (1)朱龍翔   (2)徐貴玲 

龍潭區烏樹林里 (1)曾家富   (2)曾盛佳 

龍潭區百年里 (1)張一介   (2)張銘純 

龍潭區龍祥里 (1)彭春蘭 

龍潭區聖德里 (1)徐春淼   (2)鍾吉洪 

龍潭區龍星里 (1)張金財 

龍潭區上華里 (1)黃俊賢   (2)陳義麟   (3)廖榮興   (4)鄧玉珍 

龍潭區武漢里 (1)羅淑琴   (2)黃興漩   (3)吳昀璟 

龍潭區東興里 (1)張健華   (2)郭崇儀   (3)李盛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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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區北興里 (1)李世安 

龍潭區建林里 (1)蔡達雄   (2)張淑美 

龍潭區富林里 (1)邱淑華   (2)魏榮貴   (3)葉義風 

 

平鎮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平鎮區雙連里 (1)劉邦悌   (2)劉邦利 

平鎮區高雙里 (1)曾萬欽 

平鎮區復旦里 (1)李文俊 

平鎮區廣興里 (1)周清龍   (2)温秀英 

平鎮區義民里 (1)劉文華 

平鎮區宋屋里 (1)宋德燿 

平鎮區新勢里 (1)陳秀榮   (2)陳世湰 

平鎮區新富里 (1)梁瑞其 

平鎮區北勢里 (1)鍾豐貴   (2)張寶鈿   (3)李湘雄 

平鎮區北興里 (1)莊訓浴   (2)莊訓城 

平鎮區北貴里 (1)吳克釗 

平鎮區平鎮里 (1)涂源琴   (2)劉水國   (3)黃國盛   (4)劉貞煌 

平鎮區南勢里 (1)姜瑞英 

平鎮區莊敬里 (1)江羅淑娥 

平鎮區山峰里 (1)余聲幹   (2)陳進宏 

平鎮區湧光里 (1)黃志仁   (2)詹國興   (3)吳祥潤 

平鎮區龍恩里 (1)彭鼎淵   (2)胡李聰明 

平鎮區東社里 (1)劉進羿   (2)姜尾鳳 

平鎮區龍興里 (1)許金新   (2)葉有福 

平鎮區貿易里 (1)宋子毅 

平鎮區忠貞里 (1)黃月芬   (2)尹黃愛紅 (3)李祖嘉 

平鎮區中正里 (1)陳慶生   (2)曾淑梅 

平鎮區建安里 (1)劉邦有   (2)葉姜双鳳 

平鎮區東勢里 (1)葉雲星   (2)游鳳祿   (3)葉日斌 

平鎮區東安里 (1)劉興全   (2)戴珮宜 

平鎮區新安里 (1)葉佳凌   (2)吳善忠 

平鎮區鎮興里 (1)黃姵穎   (2)劉明喜   (3)黃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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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鎮區義興里 (1)張嘉玲   (2)湯發陽   (3)詹瑞梅 

平鎮區湧豐里 (1)李榮坤   (2)彭永富   (3)鄧浪安   (4)陳上建 

平鎮區湧安里 (1)陳金福   (2)張鶴騰   (3)黃瑞嬌 

平鎮區廣達里 (1)鄒貴發   (2)黃坤圳   (3)涂盛田   (4)黎煥春 

平鎮區福林里 (1)葉步清   (2)陳建宏 

平鎮區金星里 (1)程明泉 

平鎮區廣仁里 (1)李聰明   (2)黃秀滿 

平鎮區新貴里 (1)劉玉蓮 

平鎮區北富里 (1)蕭秋香   (2)林玉雪 

平鎮區新榮里 (1)鄧秀真   

平鎮區華安里 (1)王可仁 

平鎮區金陵里 (1)吳德光 

平鎮區北安里 (1)吳振春 

平鎮區北華里 (1)鄧爕墩   (2)戴振榮 

平鎮區復興里 (1)王燕惠 

平鎮區平興里 (1)宋鄧桂香 (2)余民宗 

平鎮區新英里 (1)張文瑞 (2)秦耀舜 

平鎮區平安里 (1)彭意蘋 

平鎮區平南里 (1)沈文生   (2)江珮瑩 

 

新屋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新屋區新屋里 (1)沈鳯立   (2)徐智遠 

新屋區新生里 (1)彭煥鈿   (2)鍾旭峯 

新屋區後湖里 (1)徐玉春   (2)姜禮德 

新屋區清華里 (1)宋文琪   (2)謝浩來 

新屋區頭洲里 (1)許國楣   (2)姜鳳嬌   (3)姜歐秀美 

新屋區埔頂里 (1)呂學茂   (2)劉村楠   (3)李美玉 

新屋區九斗里 (1)彭勝康 

新屋區社子里 (1)李木麟   (2)楊品潔   (3)邱瑞增 

新屋區東明里 (1)葉治政   (2)姜義泉 

新屋區石磊里 (1)徐智禧   (2)徐雲相   (3)許忠華 

新屋區下埔里 (1)葉倫湧   (2)胡慶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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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屋區下田里 (1)徐鏡清   (2)徐金祿 

新屋區石牌里 (1)黃金富   (2)劉得亮 

新屋區赤欄里 (1)彭韋仁   (2)姜義源 

新屋區永興里 (1)葉斯柳   (2)葉國傑 

新屋區永安里 (1)羅永昌   (2)郭先彰 

新屋區笨港里 (1)彭永涼   (2)黃仙枝   (3)張素秋 

新屋區深圳里 (1)徐李玉桂 (2)李子維 

新屋區蚵間里 (1)吳真洲   (2)許關蘇 

新屋區槺榔里 (1)羅鴻霖 

新屋區後庄里 (1)許根賛   (2)姜榮貴   (3)姜仁山 

新屋區大坡里 (1)劉清順   (2)陳欽貴 

新屋區望間里 (1)莊育全   (2)彭新金   (3)陳娘裕 

 

觀音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觀音區觀音里 (1)廖文君   (2)葉澄淼 

觀音區白玉里 (1)徐富強   (2)黃謀境 

觀音區廣興里 (1)廖運買   (2)許修斌 

觀音區大潭里 (1)彭珍湖   (2)彭振添 

觀音區武威里 (1)廖榮福   (2)廖介文 

觀音區保生里 (1)徐永煥   (2)黃秀雲 

觀音區三和里 (1)廖真鑑   (2)徐智芳 

觀音區新興里 (1)曾現隆   (2)羅文麃 

觀音區坑尾里 (1)陳順郎   (2)姜仁新 

觀音區金湖里 (1)李茂松   (2)沈騰景   (3)許大進   (4)黃張麗惠 

觀音區藍埔里 (1)温朝增   (2)陳奕欽   (3)李鴻湘 

觀音區大同里 (1)邱家義 

觀音區大堀里 (1)莊志評 

觀音區崙坪里 (1)詹益修   (2)梁興明 

觀音區富源里 
(1)張阿千   (2)范梅蘭   (3)范姜清治 (4)范姜振成 

(5)羅文樹 

觀音區上大里 (1)宋士林   (2)卓金助 

觀音區新坡里 (1)馮彩庭   (2)許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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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區廣福里 (1)許福川 

觀音區塔腳里 (1)郭朝明 

觀音區保障里 (1)簡春梅 

觀音區草漯里 (1)李隆障   (2)李清賀   (3)李添丁   (4)陳國周 

觀音區樹林里 (1)楊建忠   (2)吳進昌   (3)楊忠雄 

觀音區富林里 (1)鄭力得   (2)呂世名 

觀音區草新里 (1)李清賢   (2)陳秋雲   (3)郭金雄 

 

復興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復興區三民里 (1)薛榮裕   (2)羅統明 

復興區澤仁里 (1)姚文勇   (2)林秀傳 

復興區義盛里 (1)阮文芳 

復興區霞雲里 (1)楊耀國 

復興區長興里 (1)陳進誠   (2)黃再福 

復興區三光里 (1)林正光   (2)高翠華    (3)徐子英 

復興區奎輝里 (1)羅香蘭   (2)簡清雲    (3)高巫玉春 

復興區華陵里 (1)陳榮光 

復興區羅浮里 (1)王國治   (2)楊森美花 

復興區高義里 (1)黃恒貴   (2)姜巫玉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