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 公告 

 
地址：97058花蓮市花蓮市介壽5街2-2號 

承辦人：田珍妮 

電話：03-8233425 

電子信箱：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1月23 日 

發文字號：花選一字第103315020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公告花蓮縣第20屆鄉鎮巿民代表及村里長選舉候選人名單與競選活

動期間之起、止日期及每日競選活動之起、止時間等事項。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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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及

第2項暨同法施行細則第22條第4款、第24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花蓮縣第20屆鄉鎮巿民代表及村里長選舉候選人名單(如后附

件)。 

  二、候選人競選活動期間之起、止日期及每日競選活之起、止時間：  

  (一)期間:中華民國103年11月24日至11月28日止。 

  (二)時間:每日上午7時起至下午10時止。 

 

代理主任委員 謝公秉 

 

 

 

 

 

 

 

 

 

 



 

公告事項 

一、花蓮縣第 20屆鄉鎮巿民代表選舉候選人名單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花蓮巿 

第一選舉區 

（1）胡晉源 （2）謝宜萱 （3）黃達祥 （4）董信妹    

（5）方平富 （6）蔣邦法  

花蓮巿 

第二選舉區 
（1）楊士弘 

花蓮巿 

第三選舉區 

（1）江奉宜 （2）許願神 （3）洪士閔 （4）胡仁順    

（5）魏嘉彥 （6）簡忠成 （7）范姜幸玲 

花蓮巿 

第四選舉區 

（1）傅國淵 （2）魏鈺晟 （3）吳東昇 （4）王火木    

（5）韓林梅 （6）李振瑋 （7）蘇美珠 （8）黃瑞文 

花蓮巿 

第五選舉區 

（1）李正文 （2）王乂航 （3）平島．部定       

（4）李光勝  （5）林明慶 
A．Ving   

新城鄉 

第一選舉區 
（1）邱光明 （2）陳金龍 

新城鄉 

第二選舉區 

（1）鄧可平 （2）陳秀玲 （3）郭彩寶 （4）林國賢  

（5）鄭寶秀 （6）鄭瑞榮 

新城鄉 

第三選舉區 

（1）梁玉華 （2）張美華 （3）張明忠 （4）兵壽旗  

（5）李秋男 （6）游象蓁 

新城鄉 

第四選舉區 

（1）張金生             (2）葛秋夫 
Usingcidal．Tono            Di．Han．Ulawer．Panay 

（3）田金峰 

秀林鄉 

第一選舉區 

（1）陳定澧 （2）連美惠 （3）許春蘭 （4）王金福  
                Yuli Taki   

（5）鍾華玉（6）賴俊傑 （7）郭新勇 （8）陳孝誠 

秀林鄉 

第二選舉區 

（1）朱必定 （2）林萬海 （3）徐美智 （4）林一郎  

    Lituk Abis                                         

（5）林素美 （6）金 律 （7）林智勇 （8）金云湘    

（9）巫佳霓 

秀林鄉 

第三選舉區 

（1）胡孝民 （2）池順盛 （3）蔡培火 （4）林日金      
Ting Ting A Tu           

（5）吳信義 

吉安鄉 

第一選舉區 

（1）張文聰 （2）林宗達 （3）黃登科 （4）黃志源   

（5）劉靜文 （6）蘇文將 

吉安鄉 （1）王淑娟 （2）徐三郎 （3）黃金發 （4）黃部聽   



第二選舉區 （5）高德安 （6）邱丁松 

吉安鄉 

第三選舉區 

（1）彭建華 （2）林源富 （3）陳棟樑 （4）徐德文   

（5）邱美雲  

吉安鄉 

第四選舉區 
（1）周俊宥 （2）陳進德 

壽豐鄉 

第一選舉區 

（1）謝如哲 （2）許凱彬 （3）邱美淑 （4）黃水龍   

（5）塗寶貴 （6）鄭美香 

壽豐鄉 

第二選舉區 
（1）林啟明 （2）李錦福 （3）周欽南 （4）張仁俊 

壽豐鄉 

第三選舉區 
（1）林瑞國 （2）張旗福 

壽豐鄉 

第四選舉區 

（1）古新松 （2）吳國民 （3）張玉妹  
Habay Ayal            Dungi Lu’uh 

（4）許天榮 （5）馬其山 （6）楊玉蓮 （7）林勝智   
Lasang Cilu 

（8）林晨延 

鳳林鎮 

第一選舉區 

（1）林建平 （2）林鴻志 （3）石明俊 （4）吳徐素美    

（5）郭岳霖 （6）徐登縣 （7）黃靜珠 （8）詹清忠    

（9）黃進銓 

鳳林鎮 

第二選舉區 
（1）許朝輝 （2）馮文光 

鳳林鎮 

第三選舉區 
（1）梁駿杰 （2）陳宇宏 

鳳林鎮 

第四選舉區 

（1）黃新德 （2）高進福  （3）劉玉珍   
Amid‧Apak        Nofo‧Mayaw       Fadah‧Iyong   

（4）連金福 

萬榮鄉 

第一選舉區 

（1）陳光明 （2）潘元基 （3）王若翰 （4）張明賢 
Bowxil‧Ragu     Hani‧Talug      Ayung‧Hidi 

萬榮鄉 

第二選舉區 

（1）賴淑鶯 （2）朝東榮 （3）鄭金榮 （4）郭林明楓 
                 Tusan‧Dora 

（5）李金明 （6）黃蓮玉 

萬榮鄉 

第三選舉區 

（1）宋虹儀 （2）馬光榮 （3）王金華 （4）古明光   

（5）陳林宗義（6）王振益 

光復鄉 

第一選舉區 

（1）鄭桂鐘 （2）謝絜羽 （3）李美塋 （4）廖翊鈞    

（5）鍾 瑊 （6）林淑清 （7）曾悅莓 

光復鄉 

第二選舉區 
（1）鍾玉清 （2）鍾蔚諮 （3）彭康壽 



光復鄉 

第三選舉區 

（1）蔡智輝 （2）楊榮川 （3）吳榮豊 （4）黃賢治    

（5）鄭萬正 
Ipay-Kaeti 

光復鄉 

第四選舉區 

（1）楊秀梅 （2）楊天明 （3）林金城 （4）吳輝明    
Cihek．Kaleting               Fono．Namoh  

豐濱鄉 

第一選舉區 
（1）古方新 （2）林長榮 

豐濱鄉 

第二選舉區 

（1）邱福順  （2）吳素英 （3）陳天高 （4）曾聰明  
Kacaw．Folaw     

（5）曾金水 （6）司玉花 （7）林俊榮  
Akiyok．Sawmah 

（8）嘎助．馬庫兒 
Kacu．Makur 

瑞穗鄉 

第一選舉區 

（1）陳廖安 （2）吳聲松 （3）陳美玉 （4）鍾志成    

（5）陳林雙燕（6）張文揚 （7）蘇丁財 （8）王麗娥    

（9）陳國政 （10）呂政軒 （11）林禹賢 （12）羅文騰

（13）林玉梅 （14）黃建華 

瑞穗鄉 

第二選舉區 
（1）鍾湧春 （2）楊錦添 

瑞穗鄉 

第三選舉區 

（1）鍾紫韻 （2）都承延 （3）陳秀蘭 （4）黃忠盛    

（5）許素馨 （6）吳偉諍 （7）林玉芬 （8）古阿宗    

（9）哈尼．噶照 （10）林英光 （11）黃忠治 
Hani Kacaw  

玉里鎮 

第一選舉區 

（1）鄧坤明 （2）邱顯達 （3）呂佳怡 （4）李敏聰    

（5）張明慧 （6）鍾素政 （7）呂理忠 （8）邱玉林        

玉里鎮 

第二選舉區 
（1）俞玉華 

玉里鎮 

第三選舉區 
（1）許進德 （2）林彩英 

玉里鎮 

第四選舉區 

（1）陳慶安 （2）葉微琪 （3）秀吉．撒夫洛      

（4）楊敏雄 

富里鄉 

第一選舉區 

（1）林玉珠 （2）潘武雄 （3）蘇琦芝 （4）黃正乾    

（5）徐秀枝 （6）陳振富 

富里鄉 

第二選舉區 

（1）何貴香 （2）簡明色 （3）詹金富 （4）簡明志    

（5）曾建榮 （6）杜金模 （7）張玉麗 

富里鄉 

第三選舉區 

（1）潘務本 （2）陳美齡 （3）陳盛發 （4）林同助 
Saw Mah                            Sawmah‧Kisa 



卓溪鄉 

第一選舉區 

（1）督溪．嗨岱 （2）王 敏 （3）田東昇       

（4）妲力禡．拿亥蘇嵐 （5）蘇貴妹 （6）王碧雪 
Talima．Naqaisulan          Kimi．Yuji 

卓溪鄉 

第二選舉區 

（1）石進燕 （2）吳玉蘭 （3）高小成 （4）潘秋香 
Qaisul．Tamapima  

（5）李桂英 （6）張秀春 
Savis Takis vilaian 

 

二、花蓮縣第 20屆村里長選舉候選人名單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花蓮巿民立里 （1）蕭文龍 

花蓮巿民運里 （1）蘇明發 （2）林美靜 

花蓮巿民族里 （1）張東耀 

花蓮巿主信里 （1）吳健澧 

花蓮巿主睦里 （1）黃榮康 （2）林金榮 

花蓮巿主和里 （1）黃義宏 （2）黃秋來 

花蓮巿國威里 （1）陳孟勇 

花蓮巿國風里 （1）黃秀霖 （2）鍾文宏 

花蓮巿民德里 （1）周玉寶 

花蓮巿民意里 （1）顏春有 （2）張宏浩 （3）陳吉錦 

花蓮巿民治里 （1）曾廣富 （2）鄧政明 

花蓮巿主義里 （1）潘文賢 

花蓮巿主工里 （1）姜梅蘭 

花蓮巿主農里 （1）劉冠宏 

花蓮巿國治里 （1）林添貴 

花蓮巿國富里 （1）莊萬來 

花蓮巿民政里 （1）姚臺林 （2）陳能瑞 （3）林志鵬 

花蓮巿民勤里 （1）黎新順 

花蓮巿民生里 （1）吳明崇 

花蓮巿主商里 （1）楊水泉 （2）張俊偉 

花蓮巿主學里 （1）彭秋美 （2）陳紀美雲 

花蓮巿國光里 （1）魏陽進 （2）楊永成 

花蓮巿國聯里 （1）莊春來 （2）許詩典 

花蓮巿國強里 （1）吳逸仁 （2）王木桂 

花蓮巿民心里 （1）孫華祥 （2）洪明良 

花蓮巿民樂里 （1）黃村吉 

花蓮巿民主里 （1）王文德 



花蓮巿主勤里 （1）賴正雄 

花蓮巿主力里 （1）林建成 

花蓮巿國安里 （1）陳忠和 

花蓮巿國魂里 （1）趙瑞平 

花蓮巿國慶里 （1）蔡貴宗 

花蓮巿民享里 （1）徐靖縈 （2）賴兩榕 

花蓮巿民有里 （1）王文通 （2）林逢萊 

花蓮巿民權里 （1）曾碧蓮 

花蓮巿主計里 （1）張憲聰 

花蓮巿主權里 （1）吳明星 （2）潘素裝 

花蓮巿國華里 （1）林淑梅 （2）李清華 

花蓮巿國防里 （1）黃文彬 

花蓮巿國福里 （1）游敬福 （2）康貴州 （3）呂啟明 

花蓮巿國裕里 （1）吳柏萬 （2）杜曉炬 

花蓮巿主安里 （1）詹益萬 （2）劉國添 （3）許時章 

花蓮巿國盛里 （1）張芝瑜 

花蓮巿國興里 （1）俞慧君 （2）張文雄 （3）陳志清 

花蓮巿民孝里  （1）邱末郎 （2）黃石貴 

新城鄉新城村 （1）林聖鈞 （2）胡國雄 

新城鄉順安村 （1）黃仲祥 

新城鄉康樂村 （1）林純宏 （2）賴明進 

新城鄉北埔村 （1）王秋香 （2）鄭秋濱 

新城鄉佳林村 （1）潘榮桑 （2）何禮飛 

新城鄉嘉里村 （1）董睿謙 （2）何禮鳳 

新城鄉嘉新村 （1）邱明雄 （2）翁東發 （3）余勁富 

新城鄉大漢村 （1）李添富 （2）劉錦城 （3）傅緯豪 

秀林鄉崇德村 （1）高陳宏明（2）李慧齡 
Tumun Mowkey 

秀林鄉富世村 （1）邱金成 （2）洛帝．尤道 

秀林鄉秀林村 （1）周賢德 （2）金清彩 
Tmang Sasak  

秀林鄉水源村 （1）譚家珮 （2）連文成 

秀林鄉銅門村 （1）池信始 （2）鍾明祥 （3）葉清賢 
Harung Tumun 

秀林鄉文蘭村 （1）陳阿梅 （2）田文才 （3）江仁邦 
Bunjay Tadaw 

秀林鄉景美村 （1）林春花 （2）金治雄 （3）游成男 （4）洪天賜 



秀林鄉佳民村 （1）李燕馨 （2）尤煥青 （3）林俊雄 

秀林鄉和平村 （1）連一龍 （2）江建成 （3）王美蘭 
Wilang Yudaw 

吉安鄉北昌村 （1）劉文賢 （2）黃加成 

吉安鄉勝安村 （1）陳倉周 （2）洪政雄 

吉安鄉太昌村 （1）張忠儀 （2）周明宗 

吉安鄉永安村 （1）郭仁添  

吉安鄉慶豐村 （1）鄭高富 （2）吳國權 

吉安鄉吉安村 （1）鄧双奎 （2）溫金勝 

吉安鄉福興村 （1）黃朝彬 

吉安鄉南華村 （1）蕭萬生 

吉安鄉干城村 （1）林宗勝 （2）林世昌 

吉安鄉永興村 （1）陳源忠 （2）嚴永輝 

吉安鄉稻香村 （1）黃松生 （2）鄧桂英 

吉安鄉南昌村 （1）陳振興 

吉安鄉宜昌村 （1）范來新 

吉安鄉仁里村 （1）楊昇達 （2）陳蓬生 

吉安鄉東昌村 （1）李春英 （2）魏錦添 

吉安鄉仁安村 （1）黃國明 （2）邱振文 （3）蔡文隆 

吉安鄉仁和村 （1）賴明章 （2）黃明華 

吉安鄉光華村 （1）沈育民 （2）葉光南 

壽豐鄉樹湖村 （1）彭榮華 

壽豐鄉溪口村 （1）温幸惠 （2）陳祥岳 （3）林輝雄 （4）梁錦源 

壽豐鄉豐山村 （1）雷國萬 （2）鄒秋蓮 

壽豐鄉豐裡村 （1）曾漢清 （2）張瑞源 （3）鍾曜宇 

壽豐鄉豐坪村 （1）李金芳 

壽豐鄉共和村 （1）黃見輝 

壽豐鄉壽豐村 （1）盧榮泉 （2）楊國亮 

壽豐鄉光榮村 （1）林健次 （2）林政民 （3）林輝雄 
Takiuy．Budar 

壽豐鄉池南村 （1）張清飛 （2）陳美妹 

壽豐鄉平和村 （1）張裕勝 （2）羅宇安 

壽豐鄉志學村 （1）劉國雄 （2）蔡漢東 

壽豐鄉米棧村 （1）吳靜枝 （2）李木發 （3）許炎煌 （4）吳進興 
Panay La’is   

壽豐鄉月眉村 （1）蘇哲雄 （2）高天成 (3）周光明 （4）林進財 
Lasang karang    ’Urad Dihang   



壽豐鄉水璉村 （1）吳士明 （2）蔡素月 

壽豐鄉鹽寮村 （1）龔志冠 （2）范光福 

鳳林鎮鳳仁里 （1）林錦昌 （2）曹文長 

鳳林鎮鳳義里 （1）沈增吉 （2）蕭文立 

鳳林鎮鳳禮里 （1）郭研希 （2）施明通 

鳳林鎮鳳智里 （1）戴銘鴻 （2）翁林瑞蘭 

鳳林鎮鳳信里 （1）徐蓬忠 （2）温天昇 （3）張振華 

鳳林鎮山興里 （1）洪福文 （2）黃齡逸 （3）陳玉蘭 
Kolang‧Iyong 

鳳林鎮大榮里 （1）詹國賢 （2）莊張港 

鳳林鎮北林里 （1）邱煥光 （2）李坤騰 

鳳林鎮南平里 （1）陳文乾 （2）張瓊真 

鳳林鎮林榮里 （1）陳嬌妹 

鳳林鎮長橋里 （1）周清豪 （2）張慧萍 

鳳林鎮森榮里 （1）謝玉珍 

萬榮鄉西林村 （1）陳添煌 （2）王依美 

萬榮鄉見晴村 （1）王菊妹 （2）顏樹雄 
Hanang‧Cyuki     Haning‧Ciyu 

萬榮鄉萬榮村 （1）伍曉凌 （2）張  良 

萬榮鄉明利村 （1）劉添順 （2）朝金生 

萬榮鄉馬遠村 （1）唐金里 （2）田智先 （3）馬平貴 

萬榮鄉紅葉村 （1）洪金耀 （2）嚴秋谷 （3）李水泉 
Ataw‧Maray                         Jiru‧Yudaw 

光復鄉大安村 （1）陳平復 （2）石惠美 

光復鄉大華村 （1）曾天滄 

光復鄉大平村 （1）林楊繼東 

光復鄉大馬村 （1）王梓安 （2）林秀美 （3）鄭開國 
Rngos．Ofo 

光復鄉大同村 （1）吳張義 

光復鄉大進村 （1）林長盛 （2）朱瑞玉 （3）林正立 （4）陳永強 

光復鄉大全村 （1）陳萬來 

光復鄉大興村 （1）許輩燕 （2）劉建榮 

光復鄉大富村 （1）江兆億 

光復鄉大豐村 （1）黃玉嬌 

光復鄉東富村 （1）黃建桐 （2）鄭金寶  
Kumod．Angan 

光復鄉西富村 （1）劉貴滿 （2）謝新福  



光復鄉南富村 （1）林萬德  
Kaniw．Fono 

光復鄉北富村 （1）汪文光 （2）萬中興 
Kumud．Mayaw  

豐濱鄉豐濱村 （1）江明生 （2）汪福盛  
Diway．Panay 

豐濱鄉新社村 （1）李文盛 

豐濱鄉磯崎村 （1）李貴良 （2）張金盛 （3）劉振生 
Pulu．Karo        Angaw．Karo       Tayto．Kacaw 

豐濱鄉港口村 （1）蕭清秀 
Sakuma．Kacaw 

豐濱鄉靜浦村 （1）李威寰 

瑞穗鄉瑞穗村 （1）王惠芳 （2）陳明發 （3）吳萬德 

瑞穗鄉瑞美村 （1）蘇院林 

瑞穗鄉瑞良村 （1）黃義雄 （2）高坤秀 

瑞穗鄉瑞祥村 （1）黃永奎 （2）黃崧庭 

瑞穗鄉瑞北村 （1）張進忠 （2）李孔忠 

瑞穗鄉舞鶴村 （1）黃武雄 （2）李旭文 （3）黃慶雲 （4）楊明林 

瑞穗鄉鶴岡村 （1）余新德 （2）陳彩妹 

瑞穗鄉奇美村 （1）蔣國雄 

瑞穗鄉富源村 （1）周玉梅 

瑞穗鄉富民村 （1）劉賢明 （2）曾建平 

瑞穗鄉富興村 （1）莊明州 （2）謝邱双 

玉里鎮中城里 （1）吳朝成 （2）陳榮財 （3）吳義郎 

玉里鎮啟模里 （1）陳文祥 （2）邱顯義 

玉里鎮永昌里 （1）趙琦文 （2）蔡寶珠 

玉里鎮泰昌里 （1）周嘉驤 （2）李家樑 

玉里鎮國武里 （1）顏秀美 （2）范富雄 （3）張炳亮 

玉里鎮源城里 （1）徐永成 

玉里鎮長良里 （1）劉傳玉 （2）吳光玉 

玉里鎮樂合里 （1）陳阿洲 （2）張珠兒 （3）林三浦 

玉里鎮東豐里 （1）曾國旗 （2）黎煥發 

玉里鎮觀音里 （1）陳榮福 （2）李貴福 （3）劉德壽 

玉里鎮松浦里 （1）林誠觀 （2）盧介民 
Yiofo‧Lakaw 

玉里鎮春日里 （1）鄭文隆 （2）陳青廉 （3）洪坤德 

玉里鎮德武里 （1）楊朝枝 （2）余榮富  



玉里鎮三民里 （1）彭新發 （2）巫昇錫  

玉里鎮大禹里 （1）張添富 

富里鄉吳江村 （1）徐添龍 

富里鄉東里村 （1）吳正信 （2）徐榮富 

富里鄉萬寧村 （1）鍾人良 

富里鄉新興村 （1）葉日信 （2）劉文祥 

富里鄉竹田村 （1）陳勝駿 （2）劉貴春 

富里鄉羅山村 （1）陳保財 

富里鄉石牌村 （1）楊文慶 （2）羅添壽 

富里鄉明里村 （1）陳正雄 

富里鄉富里村 （1）劉興森 （2）林瑞廣 

富里鄉永豐村 （1）潘勝華 （2）陳美月 

富里鄉豐南村 （1）曾金生 （2）王晉賢 

富里鄉富南村 （1）潘春長 

富里鄉學田村 （1）林春德 （2）朱明安 

卓溪鄉崙山村 （1）馬松進 （2）施鎮村 （3）陳玉春 
Qaisul．Sunavan 

卓溪鄉立山村 （1）胡秋華 （2）葉光明 
Umin．Havung 

卓溪鄉太平村 （1）田光輝 （2）田榮富 （3）王哲雄 

卓溪鄉卓溪村 （1）高發財 （2）林文德 （3）高德興 （4）高昌妹 

卓溪鄉卓清村 （1）張忠義 （2）何成忠 

卓溪鄉古風村 （1）張永華 （2）黃淑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