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門縣選舉委員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5日 

發文字號：金選一字第103315017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 

 

主旨：公告金門縣第11屆（烏坵鄉第9屆）鄉鎮長選舉、鄉鎮民代表及村

里長選舉當選人名單。 

依據：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38條第1項第6款暨同法施行細則第22

條第4款。 

公告事項：金門縣第11屆（烏坵鄉第9屆）鄉鎮長選舉、鄉鎮民代表及村

里長選舉當選人名單（如附件）。 

  



公告事項： 

      一、金門縣第 11 屆(烏坵鄉第 9 屆)鄉（鎮）長選舉當選人名單。 

選舉區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推薦之政黨 得票數 

金城鎮 石兆瑉 男 51.03.24 中國國民黨 7,826 

金寧鄉 陳成勇 男 51.01.26 中國國民黨 6,214 

烈嶼鄉 洪成發 男 41.07.28 中國國民黨 3,752 

烏坵鄉 蔡永富 男 60.09.17 中國國民黨 226 

金湖鎮 蔡西湖 男 48.08.02 中國國民黨 6,345 

金沙鎮 陳其德 男 58.03.01 中國國民黨 5,547 

 
      二、金門縣第 11 屆(烏坵鄉第 9 屆)鄉（鎮）民代表選舉當選人名單。 

選舉區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推薦之政黨 得票數 

金城鎮 林金英 女 54.06.05 中國國民黨 1,529 

金城鎮 陳天成 男 36.11.11 中國國民黨 1,480 

金城鎮 李錫瑜 男 53.06.18 中國國民黨 1,163 

金城鎮 許惠玲 女 62.11.16 無 1,158 

金城鎮 張含麗 女 37.12.22 中國國民黨 1,110 

金城鎮 翁根龍 男 53.03.12 無 1,046 

金城鎮 倪于媃 女 51.01.12 中國國民黨 950 

金城鎮 郭永隆 男 46.04.15 中國國民黨 946 

金城鎮 蘇碧浯 女 45.10.28 無 869 

金城鎮 胡凱宇 男 75.09.04 中國國民黨 816 

金城鎮 鄭志軍 男 72.09.18 無 799 

金寧鄉 李開陣 男 47.02.12 中國國民黨 1,279 

金寧鄉 楊水信 男 49.11.01 中國國民黨 1,066 

金寧鄉 辛愛華 女 33.07.29 中國國民黨 979 

金寧鄉 李正騰 男 57.07.20 中國國民黨 963 

金寧鄉 陳成泉 男 55.02.12 中國國民黨 934 

金寧鄉 林金月 女 64.02.28 無 865 

金寧鄉 陳秀金 女 49.07.28 中國國民黨 761 

金寧鄉 翁明惠 女 58.11.22 中國國民黨 758 

烈嶼鄉 洪若珊 女 67.11.20 中國國民黨 767 

烈嶼鄉 洪燕玉 女 52.08.07 無 600 

烈嶼鄉 方駿洋 男 56.06.10 中國國民黨 588 

烈嶼鄉 方水萬 男 34.02.05 無 521 

烈嶼鄉 陳秀治 女 41.02.01 中國國民黨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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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嶼鄉 洪雅明 男 55.06.06 無 456 

烈嶼鄉 吳福全 男 51.01.08 中國國民黨 452 

烏坵鄉 蔡金照 男 47.10.24 無 115 

烏坵鄉 陳興坵 男 43.03.20 中國國民黨 100 

烏坵鄉 黃金揚 男 49.10.05 無 86 

金湖鎮 謝鴻儒 男 30.10.19 中國國民黨 1,064 

金湖鎮 蔡乃靖 男 62.08.14 中國國民黨 961 

金湖鎮 呂瑞泰 男 51.04.10 中國國民黨 946 

金湖鎮 陳向鑫 男 66.06.24 中國國民黨 909 

金湖鎮 關志武 男 58.12.19 無 896 

金湖鎮 陳水德 男 45.08.16 無 840 

金湖鎮 蔡建立 男 62.12.01 無 838 

金湖鎮 李秀華 女 47.04.12 中國國民黨 581 

金湖鎮 林麗芬 女 51.12.18 中國國民黨 393 

金沙鎮 王石堆 男 54.01.27 中國國民黨 946 

金沙鎮 黃奕焮 男 48.05.26 中國國民黨 861 

金沙鎮 周水土 男 40.05.06 中國國民黨 861 

金沙鎮 蔡寶愛 女 36.11.02 中國國民黨 810 

金沙鎮 王秀玉 女 57.02.14 中國國民黨 774 

金沙鎮 黃聰成 男 44.12.04 中國國民黨 606 

金沙鎮 吳有家 男 53.12.09 中國國民黨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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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金門縣第 11 屆(烏坵鄉第 9 屆)村（里）長選舉當選人名單。 

選舉區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推薦之政黨 得票數 

金城鎮東門里 蔡祥坤 男 45.05.06 中國國民黨 1,446 

金城鎮南門里 楊耀芸 男 28.04.05 無 2,020 

金城鎮西門里 楊雨川 男 52.07.27 中國國民黨 3,532 

金城鎮北門里 許績才 男 61.04.06 中國國民黨 1,495 

金城鎮賢庵里 盧志嶢 男 38.09.15 中國國民黨 1,501 

金城鎮金水里 黃國民 男 31.05.01 中國國民黨 532 

金城鎮古城里 董華安 男 44.08.22 中國國民黨 749 

金城鎮珠沙里 歐贊隊 男 27.12.03 中國國民黨 562 

金寧鄉古寧村 李朝金 男 29.10.06 中國國民黨 1,065 

金寧鄉安美村 蔡輝進 男 31.10.05 中國國民黨 942 

金寧鄉湖埔村 楊振嵩 男 54.04.10 中國國民黨 1,120 

金寧鄉榜林村 楊龍傳 男 57. 01.31 中國國民黨 727 

金寧鄉盤山村 翁明海 男 56.07.17 無 757 

金寧鄉后盤村 許明吉 男 54.03.23 中國國民黨 313 

烈嶼鄉林湖村 林開興 男 46.02.10 中國國民黨 745 

烈嶼鄉黃埔村 方耀年 男 41.07.14 中國國民黨 574 

烈嶼鄉西口村 蔡福榮 男 60.09.05 中國國民黨 508 

烈嶼鄉上林村 林建進 男 59.06.02 中國國民黨 426 

烈嶼鄉上岐村 洪天南 男 55.10.15 中國國民黨 1,016 

烏坵鄉大坵村 林文彩 男 25.05.01 中國國民黨 148 

烏坵鄉小坵村 高金鳳 男 27.09.28 中國國民黨 112 

金湖鎮新市里 吳志成 男 49.05.24 中國國民黨 1,665 

金湖鎮山外里 陳晚開 男 40.06.10 中國國民黨 1,190 

金湖鎮溪湖里 呂光河 男 53.11.10 中國國民黨 265 

金湖鎮蓮庵里 呂玉華 女 50.09.14 中國國民黨 375 

金湖鎮料羅里 謝慶閣 男 47.12.08 中國國民黨 349 

金湖鎮新湖里 陳文顧 男 51.04.01 中國國民黨 2,467 

金湖鎮正義里 陳偃武 男 45.03.20 中國國民黨 563 

金湖鎮瓊林里 蔡顯明 男 31.10.15 中國國民黨 682 

金沙鎮汶沙里 張瀚龍 男 58.06.10 中國國民黨 1,899 

金沙鎮何斗里 陳金德 男 49.06.21 中國國民黨 332 

金沙鎮浦山里 周家才 男 45.08.08 中國國民黨 507 

金沙鎮西園里 黃木林 男 51.10.19 無 272 

金沙鎮官嶼里 楊恭勤 男 46.04.24 中國國民黨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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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鎮三山里 陳賜發 男 54.03.20 中國國民黨 351 

金沙鎮大洋里 吳有泰 男 49.03.12 中國國民黨 364 

金沙鎮光前里 翁麗治 女 55.06.22 中國國民黨 3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