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市選舉委員會新聞稿     107年 8月 31日 

嘉義巿第 10屆市長、市議員及里長選舉候選人登記，

自 8月 27日起至 31日截止，各種候選人登記結果： 

一、嘉義巿第 10屆市長候選人登記結果： 

序號 姓名 推薦之政黨 選舉區 

1 黃宏成台灣阿成世

界偉人財神總統 

無 嘉義市 

2 蕭淑麗 無 嘉義市 

3 黃敏惠 中國國民黨 嘉義市 

4 涂醒哲 民主進步黨 嘉義市 

二、嘉義巿第 10屆市議員候選人登記結果： 

(一)第 1選區市議員候選人登記結果：  

序號 姓名 選舉區 推薦之政黨 

1 張榮藏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2 郭明賓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3 黃盈智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民主進步黨 

4 張敏琪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中國國民黨 

5 張志翔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時代力量 

6 戴寧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7 林耿瑋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民主進步黨 

8 藍力凱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中國國民黨 

9 黃露慧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民主進步黨 

10 吳俊達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11 李奕德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12 徐國榮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13 陳家平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中國國民黨 

14 周秉駿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15 傅大偉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中國國民黨 

16 蔡永泉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台灣團結聯盟 

17 黃思婷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18 許家銘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19 鄭智仁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20 凌子楚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21 林瑞霞 嘉義市第 1選舉區   

 



(二)第 2選區市議員候選人登記結果：  

序號 登記日期 姓名 選舉區 推薦之政黨 

1 107/08/27 莊豐安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2 107/08/27 許明對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民主進步黨 

3 107/08/27 吳卷霖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4 107/08/27 譚國華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中國國民黨 

5 107/08/27 鄭光宏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中國國民黨 

6 107/08/28 蔡文旭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民主進步黨 

7 107/08/28 李忠曆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8 107/08/28 陳幸枝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民主進步黨 

9 107/08/28 陳姿妏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10 107/08/28 蘇澤峰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11 107/08/28 張秀華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中國國民黨 

12 107/08/28 蔡榮豐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13 107/08/28 林雪峰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中國國民黨 

14 107/08/28 吳上明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15 107/08/28 蘇慶良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16 107/08/29 江宗穎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17 107/08/29 廖天隆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18 107/08/29 蕭進惠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19 107/08/30 黃大祐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民主進步黨 

20 107/08/30 王美惠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民主進步黨 

21 107/08/30 孫貫志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22 107/08/31 葉冠宜 嘉義市第 2選舉區 台灣團結聯盟 

 

 

 

 

 

 

 

 

 



三、嘉義巿第 10屆里長候選人登記結果： 

(一)東區里長候選人登記結果： 

序號 選舉區 姓名 推薦之政黨 

1 嘉義市東區荖藤里 許雪賢   

2 嘉義市東區荖藤里 郭勝喜 中國國民黨 

3 嘉義市東區後湖里 洪献武   

4 嘉義市東區仁義里 吳敏德 民主進步黨 

5 嘉義市東區仁義里 許美雅   

6 嘉義市東區中庄里 黃純美   

7 嘉義市東區中庄里 陳春助   

8 嘉義市東區中庄里 孫百慶   

9 嘉義市東區頂庄里 秦鴻璽   

10 嘉義市東區頂庄里 莊天基 中國國民黨 

11 嘉義市東區圳頭里 楊文俊 中國國民黨 

12 嘉義市東區新店里 黃銘森   

13 嘉義市東區新店里 鄭苡芹   

14 嘉義市東區新店里 梁仁豪   

15 嘉義市東區後庄里 陳奕錡   

16 嘉義市東區王田里 馬久彥   

17 嘉義市東區王田里 侯家琿   

18 嘉義市東區東川里 葉寬鴻   

19 嘉義市東區東川里 黃台立   

20 嘉義市東區太平里 施欣成   

21 嘉義市東區太平里 謝宗霖   



22 嘉義市東區盧厝里 陳玩伶   

23 嘉義市東區盧厝里 呂純足 中國國民黨 

24 嘉義市東區盧厝里 侯博升   

25 嘉義市東區鹿寮里 謝金榮 中國國民黨 

26 嘉義市東區長竹里 江振章   

27 嘉義市東區長竹里 林政翰   

28 嘉義市東區短竹里 凃淑慧 中國國民黨 

29 嘉義市東區新開里 賴坤志 中國國民黨 

30 嘉義市東區新開里 邱繼賢   

31 嘉義市東區宣信里 黃女珍   

32 嘉義市東區宣信里 黃建順   

33 嘉義市東區興南里 盧麗惠   

34 嘉義市東區興南里 王昌梅   

35 嘉義市東區豐年里 唐瑞振 中國國民黨 

36 嘉義市東區豐年里 魏昭玲   

37 嘉義市東區芳草里 劉丙伍 中國國民黨 

38 嘉義市東區芳安里 蔣薪龍   

39 嘉義市東區芳安里 陳文彬   

40 嘉義市東區頂寮里 蔡振盛 中國國民黨 

41 嘉義市東區頂寮里 朱銘鏜   

42 嘉義市東區安寮里 呂文雄   

43 嘉義市東區興安里 郭茂忠   

44 嘉義市東區興村里 洪豐盛   

45 嘉義市東區興村里 藍俊偉   



46 嘉義市東區興村里 梁炳文   

47 嘉義市東區興村里 蔡大川   

48 嘉義市東區興仁里 呂文章   

49 嘉義市東區過溝里 賴正雄 中國國民黨 

50 嘉義市東區民族里 劉宗源 中國國民黨 

51 嘉義市東區朝陽里 董林淑治   

52 嘉義市東區朝陽里 吳盈憲   

53 嘉義市東區華南里 蔡國樑   

54 嘉義市東區華南里 陳文裕   

55 嘉義市東區東興里 楊秉榮   

56 嘉義市東區東興里 蔡天鈞   

57 嘉義市東區中山里 歐陽明   

58 嘉義市東區中央里 廖梅江   

59 嘉義市東區中央里 黄素娥   

60 嘉義市東區林森里 王廣禮 中國國民黨 

61 嘉義市東區北門里 洪義松   

62 嘉義市東區蘭潭里 林砡朱   

63 嘉義市東區文雅里 張文振   

64 嘉義市東區文雅里 盧文海   

65 嘉義市東區文雅里 王俞晴   

66 嘉義市東區文雅里 孫鵬程   

67 嘉義市東區安業里 連淑雲 中國國民黨 

68 嘉義市東區義教里 洪有慶   

69 嘉義市東區義教里 陳柏少   



(二)西區里長候選人登記結果： 

序號 選舉區 姓名 推薦之政黨 

1 嘉義市西區香湖里 郭劉秀珠   

2 嘉義市西區湖邊里 李高滿足   

3 嘉義市西區北榮里 黃福林   

4 嘉義市西區北榮里 莊惠斐   

5 嘉義市西區重興里 李正興   

6 嘉義市西區竹圍里 許文憲   

7 嘉義市西區竹圍里 蕭宗廷   

8 嘉義市西區竹圍里 邱威誠   

9 嘉義市西區新厝里 柯靜宜   

10 嘉義市西區新厝里 陳正育   

11 嘉義市西區保安里 賴永霖   

12 嘉義市西區保安里 李憲桐   

13 嘉義市西區保安里 黃憲卿   

14 嘉義市西區北湖里 謝銘亮   

15 嘉義市西區下埤里 洪嘉文   

16 嘉義市西區下埤里 許榮輝   

17 嘉義市西區竹村里 蕭慶順   

18 嘉義市西區大溪里 葉秋蘭   

19 嘉義市西區大溪里 邵燦欽   

20 嘉義市西區大溪里 賴永堂   

21 嘉義市西區福全里 蕭建林   

22 嘉義市西區西平里 洪麗雪   



23 嘉義市西區磚磘里 王張錦淑   

24 嘉義市西區港坪里 李茂山   

25 嘉義市西區港坪里 魏志軒   

26 嘉義市西區港坪里 侯景博   

27 嘉義市西區頭港里 鄭萬順   

28 嘉義市西區頭港里 高永諒   

29 嘉義市西區頭港里 游啓明   

30 嘉義市西區劉厝里 劉金章 中國國民黨 

31 嘉義市西區劉厝里 陳泰山   

32 嘉義市西區劉厝里 陳江圳   

33 嘉義市西區劉厝里 黃宇正   

34 嘉義市西區劉厝里 魏正城   

35 嘉義市西區新西里 楊文玲   

36 嘉義市西區新西里 許晋輔   

37 嘉義市西區書院里 蕭友林   

38 嘉義市西區書院里 龔太郎   

39 嘉義市西區書院里 蕭淑文   

40 嘉義市西區培元里 涂煌延 中國國民黨 

41 嘉義市西區培元里 蔡坤龍   

42 嘉義市西區垂楊里 黃琮榮   

43 嘉義市西區車店里 馬鳳凰   

44 嘉義市西區車店里 李忠卿   

45 嘉義市西區福民里 陳金川 民主進步黨 

46 嘉義市西區福民里 許宇鴻   



47 嘉義市西區福民里 李坤銘   

48 嘉義市西區福民里 黃鐘興   

49 嘉義市西區湖內里 黃正一 中國國民黨 

50 嘉義市西區湖內里 邱錦祥   

51 嘉義市西區美源里 羅鳳住   

52 嘉義市西區美源里 魏平寮   

53 嘉義市西區美源里 羅國銘   

54 嘉義市西區育英里 林峯輝   

55 嘉義市西區致遠里 宋燕生 中國國民黨 

56 嘉義市西區光路里 林昇賢   

57 嘉義市西區翠岱里 陳金虎 中國國民黨 

58 嘉義市西區自強里 蔡正平   

59 嘉義市西區永和里 蔡宗坤   

60 嘉義市西區新富里 廖淑玲   

61 嘉義市西區文化里 陳淑娥 中國國民黨 

62 嘉義市西區西榮里 林芳志   

63 嘉義市西區國華里 葉勝利   

64 嘉義市西區國華里 孫茂森   

65 嘉義市西區番社里 鄭秀玉   

66 嘉義市西區導明里 劉沛源   

67 嘉義市西區導明里 吳樹根   

68 嘉義市西區導明里 許伯男   

69 嘉義市西區導明里 蔡崇欽   

70 
嘉義市西區慶安里 蔡坤達   



71 
嘉義市西區慶安里 黃榮茂   

72 
嘉義市西區後驛里 陳其生   

73 
嘉義市西區福安里 莊文川   

74 
嘉義市西區福安里 吳金和   

75 
嘉義市西區獅子里 吳名城   

76 
嘉義市西區紅瓦里 蔡旻岳   

77 
嘉義市西區紅瓦里 王銀敏   

78 
嘉義市西區保福里 李振煌   

79 
嘉義市西區保生里 蕭蘇明珠   

80 
嘉義市西區北新里 吳永豐   

81 
嘉義市西區北新里 吳掌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