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8日
發文字號：新北選一字第1073150457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一

主旨：公告新北市第3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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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第2項，同法施行細則第22條第4款、第24條。

公告事項：

一、新北市第3屆里長選舉候選人名單：如後附件。

二、候選人競選活動期間之起、止日期及每日競選活動之起、止

時間：

(一)起、止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9日起至11月23日止。

(二)每日競選活動之起、止時間：上午7時起至下午10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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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第1頁 共1頁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公告



新北市第 3 屆里長選舉候選人名單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石門區德茂里 (1)花文發    (2)陳鳳珠             

石門區富基里 (1)林茂森                 

石門區老梅里 (1)許寶祿    (2)鄭慶鋒             

石門區山溪里 (1)許阿煌    (2)王綸             

石門區石門里 (1)劉啟祥    (2)施宗南             

石門區尖鹿里 (1)邱朝欉    (2)呂金樹             

石門區乾華里 (1)曾清松                 

石門區茂林里 (1)練瑞旺    (2)簡義雄             

石門區草里里 (1)李金寶                 

三芝區八賢里 (1)楊振蜂                 

三芝區埔頭里 (1)陳盛      (2)簡錦隆             

三芝區古庄里 (1)葉秋蓮    (2)葉樹枝             

三芝區新庄里 (1)朱麒麟    (2)林文章             

三芝區埔坪里 (1)曾玉珍                 

三芝區茂長里 (1)林雙喜                 

三芝區橫山里 (1)傅明隆    (2)江憲明             

三芝區錫板里 (1)陳燕國                 

三芝區後厝里 (1)楊秀彥                 

三芝區福德里 (1)郭萬和                 

三芝區圓山里 (1)葉泓志                 

三芝區店子里 (1)戴文福    (2)盧俊生             

三芝區興華里 (1)杜國偵                 

淡水區中和里 (1)王文輝                 

淡水區屯山里 (1)李永得    (2)李永清             

淡水區賢孝里 (1)葉振昌    (2)翁清和             

淡水區興仁里 (1)盧仁澤                 

淡水區蕃薯里 (1)王壽喜    (2)潘文能             

淡水區忠山里 (1)李宏卿    (2)潘炳丁             

淡水區義山里 (1)林素      (2)蔡瀛        (3)葉水金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淡水區水源里 (1)張志楨                 

淡水區忠寮里 (1)蔣耿南                 

淡水區樹興里 (1)許秋芳    (2)周金城             

淡水區坪頂里 (1)許守任    (2)許惠卿    (3)郭建義    (4)張正德   

淡水區福德里 (1)郭清泉                 

淡水區竹圍里 (1)魏培文    (2)李啟源             

淡水區民權里 (1)江瑟媚    (2)郭添印    (3)鄭吉昌         

淡水區民生里 (1)陳李明緣                 

淡水區八勢里 (1)沈欽裕                 

淡水區竿蓁里 (1)湯鴻城    (2)王信崇    (3)黃丹琦         

淡水區崁頂里 (1)張耀正    (2)盧春安             

淡水區埤島里 (1)楊成俊    (2)蔡正忠             

淡水區水碓里 (1)孫麗明    (2)蘇鴻璋             

淡水區北新里 (1)許春榮                 

淡水區正德里 (1)黃俊雄    (2)張鈺雯             

淡水區新興里 (1)吳錦泉    (2)黃威翔             

淡水區新義里 (1)盧寶全    (2)陳木融             

淡水區新春里 (1)張書瑋    (2)莊志文             

淡水區新民里 (1)林聖傑                 

淡水區北投里 (1)張麗卿                 

淡水區鄧公里 (1)劉秋微    (2)邱美津             

淡水區幸福里 (1)盧文彬    (2)李佳倩             

淡水區學府里 (1)林文成    (2)何月霜             

淡水區中興里 (1)江慶發    (2)林舜傑             

淡水區長庚里 (1)陳崇煌                 

淡水區清文里 (1)張永松    (2)周文烈             

淡水區草東里 (1)黃逢晚                 

淡水區協元里 (1)蕭慶和    (2)許隆華             

淡水區永吉里 (1)謝安棋                 

淡水區民安里 (1)鄭英和                 

淡水區新生里 (1)洪正宗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淡水區文化里 (1)彭梅香    (2)周敬智             

淡水區油車里 (1)唐儷樺                 

淡水區沙崙里 (1)陳文仲    (2)鐘景來    (3)王麗珠         

淡水區大庄里 (1)林建仲    (2)管文忠             

八里區龍源里 (1)林俊德                 

八里區米倉里 (1)張恆                 

八里區大崁里 (1)林秀眞    (2)陳昇豐             

八里區埤頭里 (1)張淑玲    (2)鄭月雲             

八里區頂罟里 (1)洪志成                 

八里區舊城里 (1)陳天發    (2)陳森源             

八里區訊塘里 (1)張金貴                 

八里區荖阡里 (1)褚漢章    (2)楊萬福    (3)吳雨蓁    (4)盂國珍   

八里區長坑里 (1)洪啓誠                 

八里區下罟里 (1)汪金傳                 

林口區東林里 (1)陳洪賓                 

林口區林口里 (1)蘇夏宗                 

林口區西林里 (1)王國華                 

林口區菁湖里 (1)林益興    (2)許東山             

林口區中湖里 (1)陳國珍                 

林口區湖北里 (1)張文清                 

林口區湖南里 (1)林楊盛    (2)洪重銘    (3)黃清龍         

林口區南勢里 (1)陳國烝    (2)劉坤昇             

林口區仁愛里 (1)黃清松    (2)劉鴻橋             

林口區麗林里 (1)薛純良                 

林口區東勢里 (1)蕭煌柏    (2)蘇士軒    (3)李文基         

林口區麗園里 (1)黃添福                 

林口區頂福里 (1)蘇源和                 

林口區下福里 (1)李美玉                 

林口區嘉寶里 (1)黃建邦                 

林口區瑞平里 (1)駱阿標    (2)洪淑芬             

林口區太平里 (1)林佑嶸    (2)謝玉祥    (3)陳籐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五股區興珍里 (1)鄭國榮                 

五股區更寮里 (1)陳朝枝    (2)洪禮錝             

五股區集福里 (1)林聖欽    (2)葉玉芳    (3)陳秋玉    (4)吳全福   

五股區集賢里 (1)林正盛    (2)陳文賓             

五股區觀音里 (1)陳金全    (2)陳信             

五股區成州里 (1)陳林益                 

五股區成德里 (1)林儒瑤    (2)陳次芬             

五股區成功里 (1)楊水龍    (2)簡銘信    (3)楊隆義         

五股區成泰里 (1)潘明宏                 

五股區五龍里 (1)陳燕山                 

五股區五福里 (1)張仲文                 

五股區六福里 (1)謝從慧    (2)郭嘉模             

五股區五股里 (1)陳義銓    (2)曹素月             

五股區民義里 (1)陳柏樺    (2)陳添福             

五股區德音里 (1)洪金龍                 

五股區水碓里 (1)邱江永                 

五股區德泰里 (1)林永賢    (2)黃耀德             

五股區福德里 (1)楊三奇    (2)吳永村             

五股區貿商里 (1)蕭明霞    (2)戴相熙             

五股區陸一里 (1)鍾坤達    (2)王章鳳    (3)戴秀娟         

泰山區大科里 (1)黃金進                 

泰山區黎明里 (1)張楊銘    (2)施呈林             

泰山區山腳里 (1)王國超    (2)陳榮太             

泰山區福泰里 (1)柳建福    (2)劉丁源             

泰山區福興里 (1)張玉琴                 

泰山區楓樹里 (1)林大筆                 

泰山區同榮里 (1)古清輝    (2)葉淑玲             

泰山區全興里 (1)趙木山                 

泰山區義學里 (1)陳和榮                 

泰山區義仁里 (1)許火炎                 

泰山區明志里 (1)陳春祈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泰山區泰友里 (1)温來居    (2)莊永任             

泰山區新明里 (1)李國裕    (2)陳壬貴             

泰山區貴子里 (1)戴聯樹                 

泰山區貴賢里 (1)翁福德    (2)蔡鈴木             

泰山區貴和里 (1)盧東和    (2)余碧玉             

泰山區同興里 (1)詹明德                 

新莊區海山里 (1)張家精    (2)呂馮麗捐    (3)童滿金         

新莊區全安里 (1)蔡明祥                 

新莊區全泰里 (1)陳哲郎    (2)黃士賓             

新莊區忠孝里 (1)鄭曉婷    (2)林長川    (3)劉世仁         

新莊區文衡里 (1)王慶順                 

新莊區文聖里 (1)鍾春吉    (2)陳泰榮    (3)蔣添榮         

新莊區興漢里 (1)簡明德                 

新莊區榮和里 (1)黃希義    (2)宋愛芝             

新莊區文德里 (1)陳圓光                 

新莊區文明里 (1)張魏春花  (2)陳玉章             

新莊區化成里 (1)陳林秀花  (2)諸律均             

新莊區頭前里 (1)葉建宏    (2)葉張素秋  (3)黃國訓    (4)萬家森 

新莊區福基里 (1)王曜輝                 

新莊區福興里 (1)張福春    (2)楊明教    (3)葉宗鑫    (4)陳秀美 

新莊區昌平里 (1)藍玉鳳    (2)周阿換    (3)蔡玉真    (4)林玉華  

新莊區和平里 (1)蔡河彬                 

新莊區幸福里 (1)黃稜珽    (2)陳炳崑             

新莊區昌隆里 (1)黃家豐    (2)吳建和    (3)吳益昌         

新莊區信義里 (1)吳秋桂                 

新莊區昌信里 (1)柯明啓                 

新莊區昌明里 (1)呂嘉群                 

新莊區仁義里 (1)吳玉珍    (2)陳文一             

新莊區仁愛里 (1)吳俊聲                 

新莊區自信里 (1)林秋雲                 

新莊區自立里 (1)吳東杉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新莊區自強里 (1)柯蔡阿菜  (2)劉明山             

新莊區思源里 (1)高可欣    (2)沈明耀             

新莊區思賢里 (1)卓茂松    (2)楊祐全    (3)陳永華         

新莊區中華里 (1)陳敬波                 

新莊區中美里 (1)陳明卿    (2)黃政凱    (3)吳明芳         

新莊區恆安里 (1)蔡陳恒菊                 

新莊區立人里 
(1)吳碧麗    (2)彭作福    (3)陳秀雄    (4)黃傳輝  

(5)劉簡千枝 

新莊區立德里 (1)詹德盛    (2)莊玉雲             

新莊區中和里 (1)林孟鴻    (2)宋月瑞    (3)曾秀鳳         

新莊區中泰里 (1)郭樹琳                 

新莊區中宏里 (1)洪少欽                 

新莊區中全里 (1)陳柏廷                 

新莊區立志里 (1)施美娟    (2)陳立    (3)陳崑祥    (4)李佳穎     

新莊區立廷里 (1)許任銘                 

新莊區立基里 (1)張中貞    (2)林惠娟             

新莊區中誠里 (1)沈丁子                 

新莊區中港里 (1)許翠華    (2)唐宗汶    (3)楊智翔         

新莊區中信里 (1)桂健興    (2)李靜芬    (3)林阿元    (4)張國銘 

新莊區中平里 (1)兵宗憲    (2)林建良    (3)鞏台興         

新莊區中原里 (1)趙勇成    (2)李坤庭             

新莊區中隆里 (1)吳清標                 

新莊區立功里 (1)陳易澤                 

新莊區立泰里 (1)許文章                 

新莊區立言里 (1)沈根本    (2)劉進益             

新莊區豐年里 (1)林麗華    (2)歐士民             

新莊區國泰里 (1)陳金乾                 

新莊區泰豐里 (1)林玉娟    (2)鄭廖菊招             

新莊區瓊林里 (1)邱淑雯    (2)張乾隆    (3)吳佳擇         

新莊區福營里 (1)廖皇源                 

新莊區營盤里 (1)林宗暉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新莊區丹鳳里 (1)黃秋來    (2)林永傑             

新莊區合鳳里 (1)林永憲    (2)盧瑞發    (3)葉麗卿         

新莊區祥鳳里 (1)賴俊良                 

新莊區雙鳳里 (1)潘素娥    (2)鄭慶昌             

新莊區龍福里 (1)陳立維                 

新莊區龍鳳里 (1)吳恭騰    (2)林清原             

新莊區裕民里 (1)曾榆期                 

新莊區龍安里 (1)白秀絨    (2)吳庭妤    (3)蔡松田         

新莊區富國里 (1)許游美蘭  (2)高志華    (3)莊請         

新莊區富民里 (1)陳清泉                 

新莊區後德里 (1)劉臺鳳                 

新莊區萬安里 (1)李新林    (2)游綉蓮             

新莊區建福里 (1)林豐義    (2)劉金祥             

新莊區後港里 (1)盧瑞勤    (2)施明進             

新莊區四維里 (1)吳岳澤                 

新莊區南港里 (1)林朝基                 

新莊區建安里 (1)嚴文吉    (2)王永華             

新莊區民全里 (1)張文興                 

新莊區八德里 (1)程俊勲    (2)丁銀寶             

新莊區成德里 (1)王義寬                 

新莊區民安里 (1)許桎逢    (2)黃建隆             

新莊區民有里 (1)林大木    (2)陳肅肅    (3)賴政源         

新莊區民本里 (1)施宥均    (2)陳秋月             

新莊區光明里 (1)黃炳森    (2)廖榮裕             

新莊區光正里 (1)陳通助    (2)蔡長榮             

新莊區光榮里 (1)張湘琪    (2)謝鄭阿玉             

新莊區光和里 (1)李宛諭    (2)林光燦             

新莊區光華里 (1)呂芳錦                 

新莊區西盛里 (1)陳金田                 

蘆洲區光華里 (1)李鵬毅    (2)林利彥             

蘆洲區光明里 (1)陳文良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蘆洲區中路里 (1)張昭明    (2)張宗耀             

蘆洲區永安里 (1)李建興    (2)林永富             

蘆洲區九芎里 (1)李茂雄    (2)徐洪麗珠             

蘆洲區延平里 (1)張明德                 

蘆洲區中華里 (1)蔡宜峰    (2)林信志             

蘆洲區中原里 (1)熊正雄    (2)陳國連             

蘆洲區長安里 (1)丁連進    (2)王彥貴             

蘆洲區忠義里 (1)詹益正    (2)杜芝蓮             

蘆洲區正義里 (1)盧耀芳    (2)林志修             

蘆洲區南港里 (1)王珠香                 

蘆洲區永樂里 (1)李麗文    (2)李再富             

蘆洲區成功里 (1)林德義                 

蘆洲區永康里 (1)陳志清    (2)張富祈    (3)林世峯         

蘆洲區永德里 (1)陳宥安                 

蘆洲區樓厝里 (1)李煒寅                 

蘆洲區信義里 (1)郭騰芳                 

蘆洲區玉清里 (1)黃玉鳳    (2)楊敬喜             

蘆洲區復興里 (1)李源泉                 

蘆洲區福安里 (1)李文義                 

蘆洲區鷺江里 (1)周中堅    (2)楊筱葉    (3)侯凱文         

蘆洲區恆德里 (1)李常孝    (2)曾樺             

蘆洲區溪墘里 (1)李永芳    (2)蕭仰眞             

蘆洲區仁復里 (1)林榮宗    (2)李德勝    (3)郭宗輝         

蘆洲區仁德里 (1)張宏友    (2)古佳玉             

蘆洲區仁義里 (1)吳東燦    (2)何益銘             

蘆洲區得勝里 (1)蔡志選                 

蘆洲區得仁里 (1)李鳳嬌    (2)曾敏明             

蘆洲區保和里 (1)黃太陽    (2)楊總仁             

蘆洲區樹德里 (1)李芳龍                 

蘆洲區民和里 (1)李進誠    (2)杜易輿             

蘆洲區水湳里 (1)吳松標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蘆洲區水河里 (1)藍珮珊    (2)李文發             

蘆洲區仁愛里 (1)林宏典    (2)黃瑞豐             

蘆洲區忠孝里 (1)詹阿修                 

蘆洲區保佑里 (1)李時春                 

蘆洲區保新里 (1)黃素秋                 

三重區大有里 (1)董俊宏    (2)鐘林美珠             

三重區二重里 (1)呂誠發    (2)吳淑貞             

三重區博愛里 (1)陳嘉雯    (2)林廣    (3)范玉琦         

三重區頂崁里 (1)郭文屏                 

三重區谷王里 (1)張智能    (2)莊健昌             

三重區中興里 (1)陳大緯    (2)陳進發    (3)林深泉         

三重區德厚里 (1)呂秉亮    (2)李心儀    (3)李燕清         

三重區五谷里 (1)張振隆                 

三重區成功里 (1)鄭瑞欽    (2)陳世宗             

三重區福祉里 (1)陳天森    (2)林吉定             

三重區福民里 (1)范國華    (2)林麗枝             

三重區過田里 (1)林雲漢    (2)邱錦盛             

三重區錦田里 (1)陳民哲                 

三重區福德里 (1)吳叁寶                 

三重區重明里 (1)蔡淑玲                 

三重區光田里 (1)吳勝文                 

三重區光陽里 (1)許青菓    (2)江燕輝    (3)洪明輝         

三重區田心里 (1)廖興超    (2)謝文華             

三重區福田里 (1)羅香蘭    (2)林清圳             

三重區田中里 (1)詹貴洪                 

三重區田安里 (1)陳黃秀美                 

三重區三民里 (1)顔耀宗    (2)謝素玲    (3)詹銘海    (4)余能發 

三重區光明里 (1)陳名興    (2)李政達             

三重區光正里 (1)陳吉雄    (2)陳駿             

三重區同安里 (1)陳首清                 

三重區同慶里 (1)張絮淳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三重區菜寮里 (1)梁進益                 

三重區永春里 (1)李聰平                 

三重區中正里 (1)藍文龍                 

三重區吉利里 (1)蔡蕙如    (2)林福益             

三重區大同里 (1)葉榮福    (2)李錫旺    (3)林汝聰         

三重區中民里 (1)許滄敏                 

三重區平和里 (1)黃進行                 

三重區大安里 (1)羅家林    (2)張志明             

三重區仁德里 (1)陳明志    (2)張博銓             

三重區忠孝里 (1)劉子毓    (2)王美真    (3)陳秀蘭    (4)王永和  

三重區仁義里 (1)林武雄                 

三重區光榮里 (1)劉進明                 

三重區光輝里 (1)吳松春                 

三重區福星里 (1)紀信助                 

三重區福利里 (1)劉佩華                 

三重區清和里 (1)楊乾坤                 

三重區永興里 (1)李金壖    (2)李玉鳳             

三重區中山里 (1)郭晉                 

三重區大園里 (1)陳智全    (2)李宗霖             

三重區國隆里 (1)傅孫昇                 

三重區重陽里 (1)陳興農                 

三重區民生里 (1)陳海順    (2)游思恩             

三重區重新里 (1)李榮欽    (2)柯雲鵬             

三重區正德里 (1)賴樹林                 

三重區正義里 (1)黃烈山                 

三重區正安里 (1)高素梅                 

三重區自強里 (1)王鴻賓    (2)孫添火             

三重區文化里 (1)王錫榮    (2)陳福勝    (3)吳昌賢         

三重區中央里 (1)馮珮媗    (2)李柏陞             

三重區雙園里 (1)林秉熙    (2)藍裕舜             

三重區錦通里 (1)林煒財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三重區錦安里 (1)吳淑玲    (2)朱志平             

三重區長安里 (1)李宗烈                 

三重區光華里 (1)呂桂豐    (2)謝文彬             

三重區長生里 (1)王阿育                 

三重區開元里 (1)黃仁結    (2)潘素珍             

三重區大德里 (1)林慶賢    (2)陳素櫻    (3)詹達生         

三重區長元里 (1)梁聰明    (2)林再祥             

三重區長江里 (1)唐明聰                 

三重區長泰里 (1)陳文禮                 

三重區長福里 (1)林壽                 

三重區介壽里 (1)劉涓    (2)林志祥             

三重區萬壽里 (1)王淵贊                 

三重區錦江里 (1)江茂隆                 

三重區龍濱里 (1)曾添發                 

三重區龍門里 (1)吳献彰                 

三重區秀江里 (1)陳貴美                 

三重區奕壽里 (1)周楨錩    (2)陳東雲             

三重區三安里 (1)蔡政宗    (2)吳瑞彬             

三重區福安里 (1)施正通                 

三重區信安里 (1)陳育明    (2)江政洋             

三重區安慶里 (1)陳明昌    (2)林金兩             

三重區幸福里 (1)郭冬賜                 

三重區六合里 (1)陳錦沝    (2)陳銘豐             

三重區六福里 (1)許元柏    (2)洪順亮             

三重區順德里 (1)李鴻志                 

三重區承德里 (1)吳政權                 

三重區瑞德里 (1)陳楊月琴    (2)陳仕宏    (3)黃信靖         

三重區崇德里 (1)張秋月    (2)吳芳明    (3)蔡慶泰         

三重區厚德里 (1)陳榮楠                 

三重區維德里 (1)姚振芳    (2)章信雄             

三重區尚德里 (1)劉錫慶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三重區培德里 (1)蔡眛    (2)謝蕙鎂    (3)林文定         

三重區永德里 (1)陳冠霖                 

三重區永盛里 (1)侯錦足                 

三重區永福里 (1)呂宜興                 

三重區永清里 (1)陳慶宇    (2)黃良杰    (3)吳瑞發    (4)張巧儒  

三重區立德里 (1)陳金城    (2)周宗輝             

三重區永安里 (1)黃麗伃    (2)黃菱鈺             

三重區永煇里 (1)王遠嵐    (2)郭才福             

三重區溪美里 (1)陳雅玲    (2)葉仁德             

三重區永發里 (1)陳綉娜                 

三重區福隆里 (1)林桂蘭    (2)曾嘉斌             

三重區五常里 (1)趙陳芷羚  (2)王瑞華             

三重區永吉里 (1)洪長清    (2)蕭天鈣             

三重區五福里 (1)李福山    (2)葉順龍             

三重區仁忠里 (1)林麗菁    (2)黃演添             

三重區永豐里 (1)王進成    (2)黃冬茂             

三重區慈福里 (1)邱茂泉                 

三重區慈生里 (1)吳水木    (2)陳漢嘉    (3)吳瓊茹         

三重區慈惠里 (1)蔡清德                 

三重區永順里 (1)許嘉陣                 

三重區慈愛里 (1)李漢琦                 

三重區慈化里 (1)劉守濯    (2)張清泉             

三重區慈祐里 (1)楊清雄    (2)顏靜瑜    (3)蔡清山         

三重區五華里 (1)張鴻銘    (2)陳武雄    (3)楊志評         

三重區富貴里 (1)呂淑敏    (2)胡天龍             

三重區富華里 (1)宋美滿    (2)呂子隆             

三重區富福里 (1)陳江明    (2)陳惟國             

三重區碧華里 (1)林佳鴻                 

三重區福樂里 (1)劉騰湟    (2)蘇修賢    (3)謝豪能         

三重區仁華里 (1)洪國林                 

三重區五順里 (1)江文雄    (2)洪嘉仁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板橋區留侯里 (1)黃承亮                 

板橋區流芳里 (1)陳建雄                 

板橋區赤松里 (1)張仁義    (2)林文傑             

板橋區黃石里 (1)吳聰榮                 

板橋區挹秀里 (1)王添福                 

板橋區湳興里 (1)郭冠廷    (2)洪登賢             

板橋區新興里 (1)羅朝慶    (2)張志鴻             

板橋區社後里 (1)袁稜閎    (2)莊晉貴    (3)詹國昌         

板橋區香社里 (1)林勝隆    (2)賴秋河             

板橋區香雅里 (1)謝淑姿                 

板橋區中正里 (1)林煌益                 

板橋區自強里 (1)張雪嬰                 

板橋區自立里 (1)陳河清    (2)呂建同    (3)秦鳳嬌    (4)林冠鏵  

板橋區光華里 (1)周秀美                 

板橋區光榮里 (1)張豐和    (2)林水壽             

板橋區國光里 (1)陳素珍    (2)侯憲中             

板橋區港尾里 (1)沈志謙    (2)吳金瓊             

板橋區新生里 (1)王保利                 

板橋區金華里 (1)洪宗信    (2)王鈴源             

板橋區港德里 (1)江堡寬                 

板橋區民權里 (1)陳賓傑    (2)林筱清    (3)周碩財    (4)黃泰傑 

板橋區民安里 (1)陳文深                 

板橋區建國里 (1)吳金禧    (2)廖明勇    (3)李金城         

板橋區漢生里 (1)蕭水文                 

板橋區公舘里 (1)許國治    (2)陳黃逽             

板橋區新民里 (1)陳志煌                 

板橋區幸福里 (1)李逢春    (2)方秀月    (3)吳朝琦         

板橋區文德里 (1)賴錦賜                 

板橋區忠誠里 (1)陳玉蘭                 

板橋區陽明里 (1)吳文祺                 

板橋區百壽里 (1)劉懿萱    (2)林樹枝    (3)林華偉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板橋區介壽里 (1)方彥舜    (2)李昆晏             

板橋區新埔里 (1)陳芷庭    (2)陳淑玲    (3)蔡鈴福         

板橋區華江里 (1)黃發達                 

板橋區江翠里 (1)劉寶貴    (2)蔡明輝    (3)何春英    (4)連志成 

板橋區純翠里 (1)禇仁德    (2)林文崇             

板橋區溪頭里 (1)郭東勝    (2)許鼎弘    (3)黃建堯    (4)余柏緯 

板橋區聯翠里 (1)吳麗梅    (2)黃嬴飛             

板橋區文化里 (1)盧建智    (2)莊英杰             

板橋區宏翠里 (1)李錦源    (2)黃一晉    (3)蕭鳳玉         

板橋區仁翠里 (1)陳金泉                 

板橋區新翠里 (1)陳水杉    (2)鄭漢溪             

板橋區朝陽里 (1)莊生旺    (2)陳文成             

板橋區吉翠里 (1)陳清玉                 

板橋區德翠里 (1)張耀仁    (2)劉嘉又             

板橋區新海里 (1)黃春夏    (2)蔡慶發             

板橋區滿翠里 (1)張純綿    (2)蘇韻次    (3)林重光         

板橋區明翠里 (1)賴世岳    (2)沈德發             

板橋區松翠里 (1)林阿萬                 

板橋區柏翠里 (1)林陳秀菊    (2)王美卿             

板橋區龍翠里 (1)張振發                 

板橋區松柏里 (1)王宏志                 

板橋區華翠里 (1)謝福川    (2)江光輝             

板橋區莒光里 (1)林元崇    (2)戴圭柱             

板橋區忠翠里 (1)張慎芝    (2)陳景華             

板橋區嵐翠里 (1)林彥綱                 

板橋區文聖里 (1)楊仁瑰    (2)鄭素瓊             

板橋區文翠里 
(1)郭恩孝    (2)林文溪    (3)王永源    (4)蔡再添  

(5)許雅惠 

板橋區青翠里 (1)顏林蔭    (2)陳金木    (3)林森照         

板橋區懷翠里 (1)邱仁福    (2)洪明祥    (3)洪文化    (4)胡朝賢 

板橋區福翠里 (1)陳嘉生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板橋區港嘴里 (1)楊永坤    (2)林宗賢    (3)林鳳英         

板橋區振興里 (1)黃滄海    (2)黃清順             

板橋區振義里 (1)林智慧    (2)邱三益             

板橋區光復里 (1)吳建和                 

板橋區埔墘里 (1)曾啟瑜    (2)陳文標             

板橋區富貴里 (1)詹汝                 

板橋區長壽里 (1)李俊中    (2)蔡月鳳             

板橋區福壽里 (1)許明順    (2)蘇炎山             

板橋區居仁里 (1)郭新芳                 

板橋區海山里 (1)陳耀麟    (2)洪正明             

板橋區九如里 (1)李建重                 

板橋區正泰里 (1)黃吉雄    (2)羅祐祥             

板橋區玉光里 (1)曾國旃                 

板橋區光仁里 (1)謝昌佳                 

板橋區埤墘里 (1)陳乾禎    (2)蘇琮貴             

板橋區莊敬里 (1)戴清芳                 

板橋區永安里 (1)黃慶麒    (2)高導民             

板橋區雙玉里 (1)王聰震                 

板橋區廣新里 (1)黃明和                 

板橋區深丘里 (1)吳清禮    (2)陳廉誠             

板橋區香丘里 (1)蘇淑芳    (2)劉松耀             

板橋區西安里 (1)黃水盛    (2)黃承熙             

板橋區東丘里 (1)張家維    (2)林哲至    (3)張家來         

板橋區民生里 (1)楊學文    (2)潘旭昇             

板橋區長安里 (1)陳聰文                 

板橋區東安里 (1)許再成                 

板橋區福丘里 (1)謝徐金蓮                 

板橋區福祿里 (1)呂春蘭                 

板橋區民族里 (1)葉成和    (2)張進國             

板橋區國泰里 (1)陳宗修                 

板橋區後埔里 (1)林義壽    (2)藍貴春    (3)戴明村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板橋區福德里 (1)陳志榮    (2)劉慧琳    (3)范佐雲         

板橋區景星里 (1)李麗卿    (2)林志成             

板橋區福星里 (1)朱泰霖    (2)胡光華    (3)王幼蓉         

板橋區鄉雲里 (1)游心怡    (2)謝秀娥             

板橋區廣德里 (1)何守為    (2)周建和    (3)陳宗平         

板橋區大豐里 (1)張錦堂                 

板橋區重慶里 (1)陳宜昌    (2)許鳳霞             

板橋區仁愛里 (1)葉中正    (2)周建興             

板橋區和平里 (1)李蔡春花                 

板橋區廣福里 (1)趙桂菊    (2)沈美妙    (3)林健光         

板橋區五權里 (1)吳童      (2)余金城             

板橋區華興里 (1)劉憲鐘                 

板橋區華貴里 (1)林榮彩                 

板橋區華福里 (1)陳素玉    (2)林金明             

板橋區華德里 (1)陳寶銓    (2)宋瓊志             

板橋區華東里 (1)王典芳                 

板橋區信義里 (1)陳滿      (2)黃閎源             

板橋區浮洲里 (1)李家慶    (2)曾太吉    (3)吳金超         

板橋區華中里 (1)蔡木料    (2)黃榮煌             

板橋區僑中里 (1)李旻樺    (2)黃智能    (3)黃金民         

板橋區大觀里 (1)何明山                 

板橋區歡園里 (1)王國龍                 

板橋區中山里 (1)黃國洲    (2)林爽             

板橋區復興里 (1)郭宗輝                 

板橋區大安里 (1)闕君如    (2)林惠英    (3)陳勇鎬         

板橋區福安里 (1)紀懿容    (2)陳國貞    (3)吳秋金    (4)陳信 

板橋區聚安里 (1)曾良月    (2)蔡駿霖    (3)蔡世川         

板橋區龍安里 (1)黃春生    (2)黃正良             

板橋區崑崙里 (1)黃永裕    (2)魏烽智             

板橋區成和里 (1)鄧月茶                 

板橋區溪洲里 (1)王山崎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板橋區溪福里 
(1)李美蘭    (2)鄭福榮    (3)楊秋菊    (4)郝明德  

(5)嚴書墻 

板橋區溪北里 (1)黃炳南                 

板橋區堂春里 (1)劉世標                 

中和區中原里 (1)陳正德                 

中和區連和里 (1)林錦華    (2)朱榮凱    (3)陳椿香         

中和區連城里 (1)蔡崇城    (2)陳家穎    (3)林仁凱         

中和區力行里 (1)周聰明                 

中和區正行里 (1)陳盈君                 

中和區德行里 (1)陳靜宜                 

中和區枋寮里 (1)羅仕滄                 

中和區漳和里 (1)劉建盛                 

中和區廟美里 (1)曾秀美                 

中和區福真里 (1)張清水    (2)蔡昭發             

中和區福善里 (1)陳愷松                 

中和區福美里 (1)陳靜慧    (2)羅順隆             

中和區福祥里 (1)張昌期                 

中和區瓦磘里 (1)洪文龍    (2)林綺芳             

中和區福和里 (1)張鐘聲    (2)簡健翔             

中和區佳和里 (1)陳得福                 

中和區新南里 (1)程浚緯    (2)申文博             

中和區南山里 (1)紀忠和                 

中和區平河里 (1)葛色芬                 

中和區信和里 (1)邱瑞蘭    (2)許泰銘             

中和區仁和里 (1)姚玄謀    (2)林達             

中和區中正里 (1)呂嘉原    (2)李銀花             

中和區建和里 (1)張志弘    (2)江曉佩             

中和區中山里 (1)江雪嬌    (2)李慶財             

中和區碧河里 (1)賴清華                 

中和區正南里 (1)林明信    (2)游滿堂             

中和區頂南里 (1)謝森儒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中和區華新里 (1)楊錦煌                 

中和區東南里 (1)杭雲河    (2)李武雄    (3)楊宗翰         

中和區華南里 (1)林平發                 

中和區忠孝里 (1)呂秋東                 

中和區崇南里 (1)張繼有    (2)鄭茂盛             

中和區興南里 (1)呂明志                 

中和區景南里 (1)胡宇辰                 

中和區景本里 (1)呂裡祥    (2)賴謝碧蓮    (3)張林秀麗         

中和區橫路里 (1)呂星輝                 

中和區內南里 (1)曾金禧                 

中和區壽南里 (1)呂武雄                 

中和區福南里 (1)邱淑芬    (2)吳國強             

中和區外南里 (1)黃龍魁    (2)連顯達             

中和區中興里 (1)游志鴻    (2)李駿逸             

中和區吉興里 (1)陳成功                 

中和區復興里 (1)王萱蓉    (2)尤敏玉    (3)趙廖阿綢         

中和區和興里 (1)蔡璧如                 

中和區景平里 (1)游進興                 

中和區景新里 (1)蔣孝文    (2)游成家             

中和區景福里 (1)王坤茂                 

中和區景安里 (1)游任是                 

中和區景文里 (1)林東銘                 

中和區錦和里 (1)林進明                 

中和區錦昌里 (1)范文輝                 

中和區灰磘里 (1)林江鎮    (2)林鑫宏    (3)林阿郎         

中和區積穗里 (1)田麗華    (2)鄭明泉    (3)石淑鳳         

中和區民享里 (1)何炳蓬    (2)黃宗榮    (3)簡美蓮         

中和區員山里 (1)陳文慧    (2)何鈴玉    (3)藍國鐘         

中和區嘉穗里 (1)陳榮鐘                 

中和區文元里 (1)林德元    (2)吳欣怡             

中和區嘉新里 (1)林后福    (2)傅雪慧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中和區民安里 (1)張金鳳    (2)林永寧    (3)林永銅         

中和區安穗里 (1)周賜貴    (2)林信吉             

中和區瑞穗里 (1)陳美華                 

中和區明穗里 (1)何韋翰                 

中和區清穗里 (1)何家蓁    (2)王金定             

中和區自強里 (1)張興順    (2)王濃峰             

中和區德穗里 (1)詹文定    (2)藍維鼎             

中和區民生里 (1)徐建村    (2)朱朝鶯             

中和區國光里 (1)周天樂    (2)蘇俊琦    (3)張美惠    (4)黃錦源 

中和區壽德里 (1)呂坤翰    (2)張宗正             

中和區明德里 (1)侯鈞瀚    (2)羅總永             

中和區錦中里 (1)廖清羅    (2)范榮豐             

中和區錦盛里 (1)劉德安    (2)邱尾玟             

中和區民有里 (1)呂來                 

中和區員富里 (1)何祈增    (2)蔡宗霖    (3)陳宏榮         

中和區嘉慶里 (1)吳永華    (2)詹秀蘭             

中和區冠穗里 (1)郭祥億    (2)鄭經美             

中和區國華里 (1)童宥翔    (2)廖昭能             

中和區宜安里 (1)蔡秀真    (2)陳素貞             

中和區安樂里 (1)呂福來                 

中和區安和里 (1)王林阿對  (2)陳德靖             

中和區安順里 (1)陳振益    (2)周喜慶             

中和區安平里 (1)孫祥驥    (2)林芳飾             

中和區中安里 (1)林素媛    (2)李謙國    (3)袁孔琪         

中和區泰安里 (1)葉玉伴                 

中和區秀山里 (1)林秋宇    (2)黃雪美             

中和區秀成里 (1)汪開興    (2)吳金松             

中和區秀義里 (1)張文亮    (2)盧龍州    (3)潘永興         

中和區秀福里 (1)林江西                 

中和區秀景里 (1)陳可蒂    (2)李淙河             

中和區秀明里 (1)施義男    (2)林婉瑜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中和區秀峰里 (1)周存炎                 

中和區秀士里 (1)洪天佑    (2)黃源亮             

中和區秀水里 
(1)邱安祈    (2)陳禮貴    (3)陳炳男    (4)陳其祿  

(5)朱柏霖 

中和區秀仁里 (1)劉芳榜    (2)陳慶章             

永和區光復里 (1)林炳文                 

永和區網溪里 (1)黃盟宜    (2)孫德欽    (3)許煌昌    (4)劉邱麗專 

永和區復興里 (1)余天福    (2)葉斯修             

永和區竹林里 (1)王素娥                 

永和區桂林里 (1)陳映璇                 

永和區上林里 (1)余偉民    (2)謝金志    (3)林維楠         

永和區福林里 (1)莊水獅                 

永和區勵行里 (1)洪敏                 

永和區中興里 (1)蔡振凱    (2)林東誼    (3)曾文聖         

永和區永興里 (1)陳錦松                 

永和區正興里 (1)江貴滿    (2)陳茂煌             

永和區豫溪里 (1)廖亦芳    (2)簡炳南             

永和區光明里 (1)孫金樑    (2)呂嘉慧             

永和區福和里 (1)呂昶祺    (2)林家鋒    (3)宮玉梅         

永和區得和里 (1)蔡綉花    (2)陳秋福             

永和區永貞里 (1)薛凌亞    (2)張春明             

永和區永福里 (1)劉君驥    (2)唐媺琴             

永和區河濱里 (1)孫黃秋月  (2)薛祺玉             

永和區秀和里 (1)孫和連                 

永和區永元里 (1)呂卓春英                 

永和區民權里 (1)鄭文昌                 

永和區民族里 (1)張淑美    (2)李淑卿    (3)賴昀心         

永和區秀朗里 (1)沈賜是    (2)許丁旺             

永和區秀成里 (1)江煌崑    (2)黃瑋             

永和區秀林里 (1)宏達                 

永和區秀得里 (1)高欽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永和區秀元里 (1)饒金妹                 

永和區民生里 (1)黃新旺    (2)盧燕山             

永和區民本里 (1)林春花    (2)林山田    (3)曹麗莉         

永和區民富里 (1)洪凰娥    (2)林碧燕             

永和區民樂里 (1)潘慶忠    (2)劉善珍             

永和區民治里 (1)陳以樂    (2)蔡俊民             

永和區智光里 (1)劉素娟    (2)趙振丞             

永和區潭安里 (1)游源潭                 

永和區潭墘里 (1)沈易鈞    (2)阮汪淑華    (3)陳宣伶         

永和區店街里 (1)劉芸亘    (2)陳茂己             

永和區大新里 (1)朱文燦    (2)張鐵伸    (3)郭雨涵    (4)陳忠興 

永和區永安里 (1)陳欽宗                 

永和區永樂里 (1)曹雅婷    (2)許政鎧             

永和區水源里 (1)柯義和                 

永和區協和里 
(1)陳金堂    (2)侯建榮    (3)謝富宮    (4)唐龍哲 

(5)王啓鑌 

永和區雙和里 (1)黃珠珪    (2)黃四海             

永和區安和里 (1)潘靝福    (2)鄧長安    (3)沈江湖         

永和區前溪里 (1)方金源                 

永和區和平里 (1)林土城    (2)柳舒雲             

永和區保平里 (1)王春琇    (2)蕭世釧             

永和區中溪里 (1)謝春蘭    (2)吳春玉             

永和區保安里 (1)許承煬                 

永和區保順里 (1)伍家慧    (2)林葉成             

永和區下溪里 (1)林敏德                 

永和區大同里 (1)陳健蒼                 

永和區新生里 (1)李煙      (2)姜銀英             

永和區永成里 (1)周國良                 

永和區忠義里 (1)陳明法                 

永和區仁愛里 (1)彭賴清琴  (2)陳錢秀雲  (3)李天助         

永和區文化里 (1)林秋華    (2)陳水上    (3)劉淑美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永和區信義里 (1)莊瑞雲    (2)許志成    (3)周文榮         

永和區後溪里 (1)莊銘淵    (2)陳俊源             

永和區頂溪里 (1)蔡美娟    (2)黃麗玲             

永和區河堤里 (1)陳功明                 

永和區新廍里 (1)陳王綉緞                 

樹林區三興里 (1)王永村    (2)廖美雲    (3)周來好         

樹林區三福里 (1)藍添樹    (2)張鴻圖             

樹林區三多里 (1)吳謝秀琴                 

樹林區三龍里 (1)鄭玉澤    (2)周淑甘    (3)鄭昭淡         

樹林區獇寮里 (1)胡隆進    (2)曾世賢             

樹林區光興里 (1)何明峰    (2)陳仁雄             

樹林區金寮里 (1)楊淑惠                 

樹林區潭底里 (1)嚴之莨    (2)許萬來             

樹林區文林里 (1)王增文    (2)甘永昌             

樹林區保安里 (1)詹勳坤    (2)盧鋒瑋             

樹林區圳安里 (1)許進旺                 

樹林區圳福里 (1)蘇益和                 

樹林區圳民里 (1)王墘                 

樹林區圳生里 (1)簡敬豪    (2)藍進燦             

樹林區樹德里 (1)陳雲明    (2)王俊雄             

樹林區樹福里 (1)林游錦    (2)廖訂印    (3)葉文虎         

樹林區樹西里 (1)朱國豐    (2)羅煥滿             

樹林區樹興里 (1)詹美齡                 

樹林區樹人里 (1)邱世昌                 

樹林區育英里 (1)林正宗    (2)詹順吉             

樹林區樹南里 (1)邱垂章    (2)楊晨晧             

樹林區坡內里 (1)陳譽丰                 

樹林區樹東里 (1)王吉二                 

樹林區樹北里 (1)林俊明                 

樹林區彭福里 (1)廖金城    (2)黃彩蓮             

樹林區和平里 (1)陳文霖    (2)洪銀鏡    (3)洪崑松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樹林區彭興里 (1)賴文義                 

樹林區彭厝里 (1)黃嘉祥                 

樹林區大同里 (1)陳華宗                 

樹林區中華里 (1)張美珠    (2)曾崇哲             

樹林區太順里 (1)張梅仁    (2)蔣榮井             

樹林區東昇里 (1)詹麒叡    (2)洪國宬             

樹林區東陽里 (1)林耿邦                 

樹林區東山里 (1)翁鼎超    (2)高健市             

樹林區山佳里 (1)許建強    (2)陳志松    (3)湯明洲         

樹林區中山里 (1)簡炎輝                 

樹林區樂山里 (1)廖文斌                 

樹林區柑園里 (1)詹志昌                 

樹林區西園里 (1)陳振彥                 

樹林區南園里 (1)連煜驞    (2)吳振銘    (3)李培鈺    (4)鄭坤華 

樹林區東園里 (1)陳兩進                 

樹林區北園里 (1)王仲卿                 

鶯歌區建德里 (1)林真達                 

鶯歌區東鶯里 (1)陳君峯    (2)陳陸賀             

鶯歌區北鶯里 (1)李松進                 

鶯歌區西鶯里 (1)蘇炳輝                 

鶯歌區中鶯里 (1)蘇朝明    (2)楊國龍             

鶯歌區南鶯里 (1)許榮舉    (2)秦良傑    (3)王明義    (4)劉許漢 

鶯歌區建國里 (1)邱皇瑋    (2)林清得             

鶯歌區二甲里 (1)林水土                 

鶯歌區二橋里 (1)林祥銘    (2)李金量    (3)王勝立         

鶯歌區尖山里 (1)陳怡潔    (2)陳秋汝    (3)秦鑫標         

鶯歌區南靖里 (1)吳金定                 

鶯歌區同慶里 (1)林禹辰    (2)張素燕             

鶯歌區永昌里 (1)游武雄    (2)王朝益             

鶯歌區永吉里 (1)林茂哲    (2)許玉明             

鶯歌區鳳祥里 (1)曾勝利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鶯歌區鳳鳴里 (1)陳芷柔                 

鶯歌區鳳福里 (1)簡騰源    (2)呂金山             

鶯歌區大湖里 (1)王世演    (2)蕭鈴玉    (3)蕭明文         

鶯歌區中湖里 (1)廖婉如    (2)葉東建    (3)游昭斌         

鶯歌區東湖里 (1)呂阿添    (2)莊惠美             

土城區祖田里 (1)呂惠美                 

土城區頂新里 (1)林家豪    (2)許元皇    (3)余美珠    (4)盧文裕 

土城區頂福里 (1)顏義信    (2)林泰承    (3)廖恒毅    (4)蘇柔安 

土城區頂埔里 (1)林忠謀    (2)鄧木生             

土城區沛陂里 (1)王傳勝    (2)王進龍    (3)陳國友         

土城區永寧里 (1)周清芳    (2)吳曉琪    (3)江淑君         

土城區大安里 (1)張俊隆                 

土城區員仁里 (1)童聰信    (2)洪永富             

土城區埤塘里 (1)邱顯俊                 

土城區土城里 (1)徐信榮    (2)許英琪             

土城區長風里 (1)石忠利    (2)司家駒             

土城區員信里 (1)林美茹    (2)杜林秀英             

土城區員林里 (1)蔡黃地                 

土城區員福里 (1)黃崇煒    (2)陳時輝    (3)羅建溪    (4)粘靜順 

土城區日和里 (1)簡建裕    (2)李福源             

土城區日新里 (1)吳信坪    (2)李明財    (3)鍾菊枝         

土城區裕生里 (1)陳勝發    (2)楊忠富             

土城區貨饒里 (1)周根本    (2)許春騰             

土城區瑞興里 (1)陳明遠    (2)蔡萬合             

土城區復興里 (1)李世棟    (2)潘祝惠    (3)鐘健松         

土城區廣福里 (1)林阿圓    (2)丁科秀             

土城區學成里 (1)范發長    (2)戴有利             

土城區埤林里 (1)蔡志紅                 

土城區廣興里 (1)張淑玲                 

土城區樂利里 (1)黃銀片                 

土城區學府里 (1)廖家雄    (2)宮敬家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土城區明德里 (1)廖寅助    (2)呂理民             

土城區學士里 (1)黃志騰    (2)黃榮葵             

土城區柑林里 (1)張育誠                 

土城區中正里 (1)呂聰成    (2)劉信義             

土城區青雲里 (1)廖特青                 

土城區清和里 (1)張源寶                 

土城區清化里 (1)袁慧如                 

土城區清溪里 (1)王金芬    (2)彭兆鵬             

土城區青山里 (1)姚韋華                 

土城區清水里 (1)江純文                 

土城區永豐里 (1)黃榮沐                 

土城區永富里 (1)黃思儀                 

土城區廷寮里 (1)蘇千祝    (2)李月嬌             

土城區金城里 (1)林銘煌    (2)黃郁惠             

土城區峯廷里 (1)林献章                 

土城區延吉里 (1)楊季堂                 

土城區延壽里 (1)滕月蘭    (2)王福榮             

土城區延祿里 (1)藍文賓    (2)周婕             

土城區平和里 (1)戴文龍    (2)林芊蕙    (3)李秀琴         

土城區安和里 (1)古秋源                 

土城區延和里 (1)黃富源    (2)陳新波             

三峽區三峽里 (1)黃宗祥    (2)蘇錦文             

三峽區秀川里 (1)李楷瑞                 

三峽區八張里 (1)謝麗玲                 

三峽區中埔里 (1)林大椉    (2)李坊良    (3)林秀冬         

三峽區弘道里 (1)陳仁俊    (2)陳錦桐             

三峽區永舘里 (1)蘇正國                 

三峽區鳶山里 (1)周文美                 

三峽區龍埔里 (1)陳椿瑩    (2)黃林賢    (3)林姿佑         

三峽區龍恩里 (1)黃家賢                 

三峽區龍學里 (1)周秀鳳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三峽區礁溪里 (1)董耀琮    (2)周志鴻             

三峽區安溪里 (1)王曼甄    (2)吳進義             

三峽區介壽里 (1)王錫川    (2)周梓亭             

三峽區中正里 (1)陳志泉                 

三峽區大埔里 (1)陳永清                 

三峽區嘉添里 (1)李萬興    (2)王銘棠             

三峽區添福里 (1)陳水泉    (2)陳秉源             

三峽區金圳里 (1)陳冠霖    (2)邱金菊             

三峽區五寮里 (1)王金生    (2)黃清泉             

三峽區插角里 (1)林坤郎                 

三峽區有木里 (1)廖招      (2)呂雲霖    (3)胡幸姍         

三峽區二鬮里 (1)陳孝皇    (2)陳雴埏    (3)鄭惠君         

三峽區溪南里 (1)蘇伯聰                 

三峽區溪北里 (1)陳寳蓮    (2)周志勇    (3)林清明         

三峽區溪東里 (1)陳錫遠                 

三峽區成福里 (1)蔡文敏    (2)張首都             

三峽區竹崙里 (1)張博勇                 

三峽區安坑里 (1)李秋維                 

新店區新店里 (1)陳文德                 

新店區張南里 (1)林國榮    (2)周杰弘             

新店區國校里 (1)郭儒鈞    (2)李元婷             

新店區文中里 (1)劉閔禮    (2)謝炳科             

新店區廣明里 (1)張添財                 

新店區文明里 (1)卓振添                 

新店區中興里 (1)張正義                 

新店區新生里 (1)黃頌之                 

新店區新德里 (1)黃林鳳嬌  (2)姚淞哲    (3)陳炳漢         

新店區張北里 (1)鄭富濃    (2)歐宇帥             

新店區五峯里 (1)陳淑美                 

新店區長春里 (1)陳平洋    (2)李傳傑             

新店區新安里 (1)黃建福    (2)談木源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新店區忠誠里 (1)陳弘銘    (2)高子誼             

新店區中正里 (1)辜鳳琴    (2)陳萬頡    (3)陳鈺麟         

新店區中華里 (1)邱湘羚                 

新店區仁愛里 (1)林秀美                 

新店區建國里 (1)蘇高雪嬌                 

新店區百忍里 (1)陳建利                 

新店區百和里 (1)陳振傑    (2)劉素秋             

新店區福德里 (1)夏澤民    (2)張元亨             

新店區百福里 (1)陳正忠    (2)林燕玲             

新店區福民里 (1)盧浩賢                 

新店區中山里 (1)潘威志                 

新店區和平里 (1)閻培樞    (2)吳自明             

新店區中央里 (1)高文豹    (2)王志翔    (3)叢培雲         

新店區國豐里 (1)顏榮宏                 

新店區明德里 (1)許漢隆    (2)郭仁杰             

新店區大豐里 (1)張厚仁    (2)謝怡倩    (3)廖俊斌    (4)葉秀瓶 

新店區大同里 (1)俞賢明    (2)江裕烱             

新店區江陵里 (1)葉金珠                 

新店區復興里 (1)劉洪珠                 

新店區寶興里 (1)張嘉宏    (2)周宥竣             

新店區寶福里 (1)張季卿    (2)林清和             

新店區寶安里 (1)宋美雪                 

新店區信義里 (1)林木己    (2)林宏逵             

新店區忠孝里 (1)李約祥                 

新店區大鵬里 (1)喬廷彥    (2)詹舜堯    (3)黃適欽         

新店區太平里 (1)謝秉原    (2)高經綸    (3)李謝素珍         

新店區美城里 (1)翁智冠                 

新店區頂城里 (1)王明籐                 

新店區下城里 (1)周詩清    (2)程燕鳳    (3)廖瓊瑤         

新店區柴埕里 (1)王士棟    (2)洪士宏    (3)黃金憲         

新店區安和里 (1)劉淑美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新店區永安里 (1)張朝成    (2)章天賜    (3)林清一         

新店區新和里 (1)仇雅彤                 

新店區永平里 (1)林木山    (2)謝世欣             

新店區公崙里 (1)王章錦    (2)游炎嵐             

新店區安昌里 (1)范姜玉嬌  (2)呂淑椒             

新店區德安里 (1)丁萬貴                 

新店區達觀里 (1)金威      (2)桂天             

新店區明城里 (1)戴施素貞  (2)杜慶立    (3)唐玉明         

新店區小城里 (1)高文定    (2)郭仁澤    (3)張博青         

新店區雙城里 (1)黃燦煌    (2)朱永琪             

新店區香坡里 (1)劉文明                 

新店區日興里 (1)高志堅                 

新店區玫瑰里 (1)施天賜    (2)姚國光             

新店區吉祥里 (1)林永輝    (2)曾劉玉英             

新店區塗潭里 (1)邱秀雄                 

新店區華城里 (1)花秋賢                 

新店區青潭里 (1)林岑郁                 

新店區美潭里 (1)陳心青    (2)簡明峰             

新店區員潭里 (1)鄭朝棟    (2)施美女    (3)高世俊    (4)楊昌宗  

新店區雙坑里 (1)周興旺    (2)陳生樹             

新店區粗坑里 (1)周賢良                 

新店區屈尺里 (1)林雪琴    (2)唐萬居             

新店區龜山里 (1)潘瑞榮    (2)黃俊傑    (3)高義良         

新店區廣興里 (1)吳進興    (2)張永豐             

新店區直潭里 (1)王金財                 

深坑區萬順里 (1)許添丁    (2)楊文得             

深坑區萬福里 (1)鄭宗良                 

深坑區土庫里 (1)高太郎                 

深坑區賴仲里 (1)蕭麗玉    (2)黃世德             

深坑區深坑里 (1)黃建強                 

深坑區埔新里 (1)游貫中    (2)高蔡桂英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深坑區昇高里 (1)李傳震    (2)吳大偉             

深坑區阿柔里 (1)許建興    (2)羅定國             

石碇區石碇里 (1)陳將賢    (2)王銘勇             

石碇區潭邊里 (1)許淑富    (2)王萬紫             

石碇區烏塗里 (1)林却                 

石碇區彭山里 (1)許建長    (2)高秉生             

石碇區豐田里 (1)黃種奇    (2)萬利鈞    (3)陳萬長         

石碇區隆盛里 (1)謝根林                 

石碇區豐林里 (1)李煌義    (2)黃銘通             

石碇區中民里 (1)林冬成    (2)郭滄樑             

石碇區永定里 (1)陳宗平    (2)王金洞             

石碇區光明里 (1)楊萬益    (2)陳榮豐             

石碇區永安里 (1)高炳煌                 

石碇區格頭里 (1)陳秀蓉    (2)高國泰             

坪林區坪林里 (1)陳進來    (2)陳欣評             

坪林區水德里 (1)張文進                 

坪林區大林里 (1)林炳東    (2)李秋勝             

坪林區石𥕢里 (1)張秀霞    (2)陳進益             

坪林區粗窟里 (1)李志忠    (2)蕭泰隆             

坪林區上德里 (1)張名富                 

坪林區漁光里 (1)白明堂    (2)施聞璧    (3)陳添雨         

烏來區忠治里 (1)高建章    (2)黃忠信             

烏來區烏來里 (1)周至剛    (2)林春雄             

烏來區孝義里 (1)呂永豐                 

烏來區信賢里 (1)林美珍    (2)洪秋燕    (3)簡凱傑         

烏來區福山里 (1)陳春櫻                 

平溪區薯榔里 (1)潘隆裕                 

平溪區菁桐里 (1)鄭賢良    (2)楊明仁             

平溪區白石里 (1)賴明焜                 

平溪區石底里 (1)楊鄭財    (2)郭聰能    (3)王如鈺         

平溪區平溪里 (1)林慶賢    (2)闕清吉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平溪區嶺腳里 (1)陳銘哲    (2)林瑞祺             

平溪區東勢里 (1)李明宏    (2)潘良安             

平溪區十分里 (1)黃陳鳳珠  (2)陳元君    (3)鍾榮富         

平溪區望古里 (1)林寶玫                 

平溪區南山里 (1)林再來                 

平溪區新寮里 (1)胡兩泉                 

平溪區平湖里 (1)王月嬌    (2)林燈源             

瑞芳區龍潭里 (1)林厚信    (2)游宗霖    (3)陳淑霞    (4)陳生南 

瑞芳區龍興里 (1)黃錫基                 

瑞芳區龍鎮里 (1)林文義    (2)許政議    (3)林文清         

瑞芳區龍安里 (1)柯瑞和                 

瑞芳區龍川里 (1)賴鴻春                 

瑞芳區龍山里 (1)吳月霞    (2)陳志強             

瑞芳區爪峯里 (1)吳蔡寶春  (2)簡明慧             

瑞芳區新峰里 (1)黃茂峻    (2)許玟玉             

瑞芳區東和里 (1)周樹木                 

瑞芳區柑坪里 (1)許銘仁                 

瑞芳區弓橋里 (1)潘政信                 

瑞芳區猴硐里 (1)黃德源    (2)楊志德             

瑞芳區光復里 (1)廖建國    (2)周晉億             

瑞芳區碩仁里 (1)胡欣怡    (2)林富萬             

瑞芳區吉慶里 (1)黃俊強    (2)簡惠麗             

瑞芳區吉安里 (1)黃賴寶猜  (2)謝永昌             

瑞芳區上天里 (1)林瑞明    (2)顏東盛             

瑞芳區傑魚里 (1)潘天賜    (2)周清標    (3)黃阿森         

瑞芳區基山里 (1)石智能                 

瑞芳區永慶里 (1)王添來                 

瑞芳區崇文里 (1)江李美女                 

瑞芳區福住里 (1)蘇進益                 

瑞芳區頌德里 (1)林高白梅                 

瑞芳區瓜山里 (1)張英傑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瑞芳區銅山里 (1)陳嶽生                 

瑞芳區新山里 (1)周金柱    (2)吳苓芳             

瑞芳區石山里 (1)江韋儒    (2)吳乾正             

瑞芳區濓洞里 (1)陳美杏    (2)吳昇家             

瑞芳區濓新里 (1)黃瑞聰                 

瑞芳區南雅里 (1)吳顯煌    (2)吳君緯             

瑞芳區鼻頭里 (1)王坤吉                 

瑞芳區海濱里 (1)鄧麗華                 

瑞芳區瑞濱里 (1)杜清讚    (2)胡長安             

瑞芳區深澳里 (1)賴孟宏                 

雙溪區雙溪里 (1)盧燈煌                 

雙溪區新基里 (1)吳逢春    (2)俞秉仁    (3)李添貴         

雙溪區三港里 (1)葉俊郎    (2)康俐瑩             

雙溪區牡丹里 (1)連隆盛    (2)沈儒益             

雙溪區三貂里 (1)何林城    (2)連建昌             

雙溪區平林里 (1)黃添松                 

雙溪區上林里 (1)林啟明    (2)簡德福             

雙溪區外柑里 (1)賴明賢    (2)王崑燿    (3)楊文定         

雙溪區長源里 (1)陳資郎                 

雙溪區共和里 (1)李蓁芳    (2)魏雙傳             

雙溪區魚行里 (1)曹拯民    (2)呂瑞弘    (3)蔡大握         

雙溪區泰平里 (1)蘇文章    (2)吳南洋             

貢寮區貢寮里 (1)楊張翠華  (2)林重治             

貢寮區龍崗里 (1)黃朝銘    (2)林中志             

貢寮區吉林里 (1)蕭春益    (2)簡束卿             

貢寮區福連里 (1)吳家威    (2)吳文益    (3)周林裕         

貢寮區福隆里 (1)黃吉元    (2)吳憲彰             

貢寮區龍門里 (1)吳世揚                 

貢寮區真理里 (1)趙瑞昌                 

貢寮區仁里里 (1)吳勝福    (2)紀志樺             

貢寮區美豐里 (1)游慶榕    (2)周貝芳    (3)蕭水同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貢寮區和美里 (1)吳金發                 

金山區和平里 (1)張文輝                 

金山區大同里 (1)許振煌                 

金山區豐漁里 (1)許吉興                 

金山區磺港里 (1)許明熙    (2)王炳煌             

金山區美田里 (1)黃賜福    (2)黃賜民             

金山區金美里 (1)蔡龍豪                 

金山區五湖里 (1)李進發                 

金山區重和里 (1)賴蔡標                 

金山區兩湖里 (1)徐燈煌    (2)張金火             

金山區六股里 (1)蔡柏淵    (2)鐘鼎平             

金山區三界里 (1)許添坤                 

金山區清泉里 (1)陳麗蘭                 

金山區西湖里 (1)賴聰明    (2)吳水朝             

金山區萬壽里 (1)朱陳旺    (2)劉正行             

金山區永興里 (1)許瑞林                 

萬里區萬里里 (1)蔡濬宇    (2)黃克家    (3)王傑倫         

萬里區北基里 (1)鄧月嬌                 

萬里區龜吼里 (1)曾基成                 

萬里區野柳里 (1)陳進財                 

萬里區大鵬里 (1)李建才    (2)黃冠琇    (3)李崇敬         

萬里區磺潭里 (1)張宗基                 

萬里區雙興里 (1)郭嘉書    (2)周塗城    (3)郭鄧發         

萬里區溪底里 (1)吳連財    (2)許鄒錦隆  (3)郭宗麟         

萬里區崁脚里 (1)郭清標    (2)郭光能             

萬里區中幅里 (1)何寶環    (2)謝嘉陽             

汐止區仁德里 (1)吳清連    (2)李汶和    (3)李耀文         

汐止區義民里 
(1)吳俊清    (2)陳宏昌    (3)黃祖明    (4)吳佩銘 

(5)李文昌 

汐止區禮門里 (1)李朝發                 

汐止區智慧里 (1)黃智明    (2)謝獻輝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汐止區大同里 (1)黃翠華    (2)鄭富源             

汐止區信望里 (1)楊順德                 

汐止區新昌里 (1)蘇義展    (2)林碧霞             

汐止區福安里 (1)顏群宗                 

汐止區秀峰里 (1)蘇樹木                 

汐止區秀山里 (1)徐敏志    (2)廖烱華             

汐止區復興里 (1)蕭素真                 

汐止區自強里 
(1)陶宗雄    (2)李淑麗    (3)詹進興    (4)康金龍 

(5)甘鐘竣 

汐止區文化里 (1)余寶聰                 

汐止區白雲里 (1)許舜擧    (2)陳俊地             

汐止區茄苳里 (1)葉雅惠    (2)高世忠             

汐止區崇德里 (1)張虛心    (2)蘇宏杰    (3)陳玉林         

汐止區城中里 (1)廖福賢                 

汐止區橋東里 (1)陶威中                 

汐止區建成里 (1)黃信裕                 

汐止區長安里 (1)楊清風                 

汐止區保安里 (1)蘇忠吉    (2)蔡進發             

汐止區東山里 (1)霍秀珍    (2)林錦定    (3)王儀雯         

汐止區保長里 (1)賴宗福    (2)呂啟勝             

汐止區保新里 (1)吳明道    (2)許國新             

汐止區鄉長里 (1)蘇火土    (2)陳志勝    (3)曾俊華         

汐止區江北里 (1)謝祚敏    (2)蔡香蘭             

汐止區拱北里 (1)蘇聰賢    (2)謝文雄    (3)王裕耀    (4)高世國 

汐止區烘內里 (1)魏語徵                 

汐止區八連里 (1)周順益    (2)廖敏汝             

汐止區長青里 (1)許榮騰    (2)陳建興             

汐止區北峰里 (1)陳南海                 

汐止區金龍里 (1)陳美麗                 

汐止區樟樹里 (1)蔡聰銘    (2)林有財             

汐止區忠孝里 (1)丁彥伶                 



選舉區 候選人姓名、號次 

汐止區厚德里 (1)陳有諒    (2)張進生             

汐止區山光里 (1)徐玉清    (2)謝麗華    (3)陳永松         

汐止區中興里 (1)蔡振國                 

汐止區福德里 (1)林山永                 

汐止區興福里 (1)韓君灝    (2)蘇顏來美             

汐止區康福里 (1)曾淑蘭    (2)張靜宜    (3)李成         

汐止區湖光里 (1)柯慧貞    (2)陳黃彩雲  (3)夏潔書         

汐止區湖蓮里 (1)曾連福                 

汐止區湖興里 (1)王沛生    (2)吳麗華    (3)郭書成    (4)汪登財 

汐止區北山里 (1)林徵熊    (2)黃政源             

汐止區忠山里 (1)莊樹枝    (2)吳國全             

汐止區環河里 (1)杜璧娟    (2)黃福長             

汐止區橫科里 (1)詹清山                 

汐止區福山里 (1)謝志忠                 

汐止區宜興里 (1)陳清溪    (2)洪明秋             

汐止區東勢里 (1)賴一山    (2)楊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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