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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鄉 鎮 市 公 所 遊 說 專 責 單 位 及 人 員 聯 絡 資 料 表 

機關名稱 專責單位 
專責人員 

電      話 傳     真 
 

職稱 姓名 

宜蘭縣宜蘭市公所 民政課 課員 劉祐銘 03-9325164#302 03-9353455  

宜蘭縣羅東鎮公所 民政課 
里 幹

事 
林美悅 03-9545102#227 03-9565995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 民政課 課員 康麗珠 03-9973421#236 03-9960708  

宜蘭縣頭城鎮公所 民政課 課員 沈月英 03-9772371#225 03-9771124  

宜蘭縣礁溪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林錫鎔 03-9883489 03-9873660  

宜蘭縣壯圍鄉公所 民政課 村幹事 陳怡萍 03-9383018 03-9384238  

宜蘭縣員山鄉公所 民政課 課長 程文杉 03-9231991#351 03-9224733  

宜蘭縣冬山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游金蓉 03-9591105 03-9596738  

宜蘭縣五結鄉公所 民政課 村幹事 張明哲 03-9501115#65 03-9501122  

宜蘭縣三星鄉公所 行政室 村幹事 陳龍城 03-9892018#203 03-9893183  

宜蘭縣大同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林勇雄 03-9801004#195 03-9801935  

宜蘭縣大同鄉公所 民政課 課長 黃光輝 03-9801004#104 03-9801935  

宜蘭縣南澳鄉公所 民政課 保育員 陳淑如 03-9981915#233 03-9982397  

苗栗縣獅潭鄉公所 代理政風 隊長 湯鉦雯 037-931896 037-931951  

苗栗縣三灣鄉公所 財福課 課長 陳克益 037-831001轉 260 037-833098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民政課 課長 倪運勝 037-823115＃111 037-823277 

104.01

.01~10

4.03.3

1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財政課 課長 林玉光 037-823115＃112 037-821906 

104.04

.01~10

4.0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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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建設課 課長 陳泰明 037-823115＃113 037-821906 

104.07

.01~10

4.09.3

0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原民課 課長 曾新谷 037-823115＃126 037-821747 

104.10

.01~10

4.12.3

1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觀光課 課長 張志光 037-823115＃103 037-821747 

105.01

.01~10

5.03.3

1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行政室 主任 蘇廣生 037-823115＃125 037-824001 

105.04

.01~10

5.06.3

0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人事 
管 理

員 
劉元強 037-823115＃105 037-821906 

105.07

.01~10

5.09.3

0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清潔隊 隊長 張清龍 037-823115＃128 037-821747 

105.10

.01~10

5.12.3

1 

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秘書 徐士凡 0425892101 04-25894516  

苗栗縣大湖鄉公所  秘書 古石明 991111 037-994010  

苗栗縣頭份鎮公所 民政課 課員 徐鈺彩 037-689100 037-676673  

苗栗縣通霄鎮公所 民政課 課員 李喻文 037－752104＃222 037-759243  

苗栗縣頭屋鄉公所 秘書 秘書 徐月蘭 037-250078-12 037-251978  

苗栗縣銅鑼鄉公所 行政室 課員 劉珮筠 037-982130#54 037-984784  

苗栗縣公館鄉公所 政風室 主任 蘇郁雯 037-222210#112   

苗栗縣西湖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林正裕 037-921515-137 037-923251  



 3 

苗栗縣苗栗市公所 政風室 主任 傅卉棋 (037)331918   

苗栗縣後龍鎮公所 民政課 
約 僱

課員 
吳宗儒 037-723251   

苗栗縣泰安鄉公所 兼辦政風 課員 簡賢文 0922-499273 037-941298  

苗栗縣苑裡鎮公所 政風室 
代 理

主 任 
陳隆華 037-869899   

苗栗縣竹南鎮公所 秘書室 
主 任

秘書 
羅學文 037-470601   

苗栗縣造橋鄉公所 政風室 
代 理

主任 
龍瑞娟 037-542255 037-540979  

苗栗縣三義鄉公所 秘書室 秘書 宋國禎 （037）873851   

彰化縣芳苑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蔡忠孝 04-8983589-22 04-8983413  

彰化縣溪州鄉公所 政風室 主任 陳志忠 04-8896100-304 04-8898171  

彰化縣社頭鄉公所 民政課 課長 賴聰穎 04-8732621-131 04-8725739  

彰化縣埤頭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葉巾萍 04-8922117-142 04-8927320  

彰化縣埔心鄉公所 政風室 主任 黃家宏 04-8296253 04-8281945  

彰化縣田中鎮公所 政風室 主任 郭錚 04-8761122-255 04-8752592  

彰化縣永靖鄉公所 民政課 課長 林惠君 04-8221191-30 04-8229984  

彰化縣竹塘鄉公所 行政課 村幹事 陳家平 04-8972001-220 04-8971070  

彰化縣伸港鄉公所 鄉長室 秘書 周慶昌 0921-661589 04-7995825  

彰化縣田尾鄉公所 行政室 辦事員 黃雅玲 04-8832171 04-8835250  

彰化縣福興鄉公所 民政課 辦事員 許沛玲 04-7772066-310 04-7765053  

彰化縣芬園鄉公所 政風室 主任 夏秀靜 049-2528074   

彰化縣秀水鄉公所 民政課 課長 游宗霖 04-7697024-201 04-7683732  

彰化縣鹿港鎮公所 民政課 書記 張雅晴 04-7772006-1105 04-776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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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二水鄉公所 民政課 課長 何素芬 04-8790100-127 04-8791643  

彰化縣彰化市公所 市長室 專員 李逢時 04-7222141 04-7270451  

彰化縣花壇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黃卿爾 04-7865921-115 04-7869982  

彰化縣溪湖鎮公所 民政課 課長 巫銘仁 04-8852121-105 04-8819044  

彰化縣線西鄉公所 民政課 辦事員 吳美儀 04-7584012-124 04-7583246  

彰化縣和美鎮公所 民政課 課員 石淑滿 04-7560620-126 04-7562887  

彰化縣埔鹽鄉公所 行政室 主任 林東邦 04-8652301-201 04-8652412  

彰化縣員林鎮公所 民政課 課員 郭高蓁 04-8347171-122 04-8349636  

彰化縣北斗鎮公所 
 

主任秘

書 

陳世麟 
04-8884166-12 

04-8780221  

彰化縣大城鄉公所 民政課 課長 林美治 04-8942980-111 04-8946719  

彰化縣大村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林傳誠 04-8520149-108 04-8524844  

彰化縣二林鎮公所 民政課 課員 張勝凱 04-8966906-159 04-8955851  

南投縣南投市公所 行政室 專員 陳炳池 0911-755386 049-2244648  

南投縣埔里鎮公所 民政課 課員 許鎮濤 049-2984040＊118 049-2902358  

南投縣草屯鎮公所 政風室 主任 廖宜彥 049-2338161＊321 049-2311954  

南投縣竹山鎮公所 政風室 課員 
 鄭 涵

筠 
049-2651121 049-2651121 

 

南投縣集集鎮公所 政風室 主任 李英明 049-2760541 049-2764576  

南投縣名間鄉公所 政風室 主任 陳姝君 0920-395369 049-2731054  

南投縣鹿谷鄉公所 政風室 主任 黃燕坪 049-2755729 049-2755729  

南投縣中寮鄉公所 政風室 主任 李英明 049-2694205 049-2694205  

南投縣魚池鄉公所 政風室 
代理 

主任 
曾英信 049-2898988 049-2898988 

 

南投縣國姓鄉公所 政風室 主任 王建元 049-2724673 049-2724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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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水里鄉公所 政風室 主任 曾英信 049-2772142＊206 049-2871306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民政課 課長 何明德 049-2791515＊105 049-2792995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政風室 主任 洪堯昌 049-2801056 2802828  

雲林縣政府西螺鎮公所  主任 邱怡如 05-5863203-819 05-5869710  

雲林縣政府大埤鄉公所  
課員 

郭怡君 05-5912116 05-5911174 
 

雲林縣政府二崙鄉公所  村幹事 王永錩 05-5982001#124 05-5980428  

雲林縣政府崙背鄉公所 政風室 主任 張奕鋒 05-6967130   

雲林縣政府四湖鄉公所  書記 許時華 05-7872174 05-7875437  

雲林縣政府水林鄉公所  課員 呂淑雲 05-7850001#41 05-7855918  

嘉義縣太保市公所 
民政文化

課 
科員 陳有財 05-3711106＃102 05-3713003 

 

嘉義縣朴子市公所 行政室 主任 林振良 05-3705816 05-3704025  

嘉義縣布袋鎮公所 民政課 課員 蕭中黃 05-3475979 05-3476383  

嘉義縣大林鎮公所 行政室 課員 陳美坊 05-2653211#302 05-2659267  

嘉義縣民雄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林金珍 05-2262101轉 172 05-2269572  

嘉義縣溪口鄉公所 民政課 村幹事 陳靜怡 05-2695950＃30 05-2695937  

嘉義縣新港鄉公所 行政室 技士 鄭勝元 
05-3742104 分 機

229 
05-3747584 

 

嘉義縣六腳鄉公所 民政課 村幹事 郭亞君 05-3801121#109 3804819  

嘉義縣東石鄉公所 行政課 書記 黃舜育 05-3732201#60 05-3734627  

嘉義縣義竹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張慧伶 05-3411314 05-3418631  

嘉義縣鹿草鄉公所 秘書室 
代理秘

書 
黃國鴻 05-3752711 05-3755086 

 

嘉義縣水上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賴錦女 05-2602034 05-2689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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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中埔鄉公所 行政室 課員 陳韻如 05-2533321#215 05-2536717  

嘉義縣竹崎鄉公所 民政課 
主任秘

書 
游瑞明 05-2611010#217 05-2616310 

 

嘉義縣梅山鄉公所 民政課 村幹事 郭晏伶 05-2622121#175 05-2620236  

嘉義縣番路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柳秋燕 05-2591951-34 05-2591098  

嘉義縣大埔鄉公所 民政課 村幹事 林惠雯 05-2521310#21 05-2521906  

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 秘書室 秘書 高瑞芳 05-2562533 05-2562532  

屏東縣屏東市公所 民政課 辦事員 何麗敏 08-7516106 08-7517097  

屏東縣恆春鎮公所 民政課 里幹事 邱志弘 08-8898112#122 08-8893984  

屏東縣潮洲鎮公所 政風室 課員 黃俊杰 08-7882371 08-7800146  

屏東縣里港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尤俊勝 08-7752114 08-7750480  

屏東縣九如鄉公所 民政課 課長 楊勝裕 08-7392210 08-7395458  

屏東縣高樹鄉公所 民政課 機要 楊聖富 0975399729 08-7965947  

屏東縣麟洛鄉公所 行政室 主任 陳奕如 08-7222553#17 08-7220500  

屏東縣枋寮鄉公所 行政室 研考 魏丹伶 08-8782012#41 08-8784719  

屏東縣新園鄉公所 調解會 書記 李坤鴻 08-8681385-41 8987256  

屏東縣竹田鄉公所 行政室 主任 魏美芳 08-7711550#15   

屏東縣瑪家鄉公所 兼辦政風 
人事管

理員 
林秀芳 08-7992009 08-7991031 

 

屏東縣萬丹鄉公所 行政室 課員 林政輝 08-7772111#57 08-7773138  

屏東縣萬巒鄉公所 民政課 辦事員 林惠萍 08-7812460#42 08-7810576  

屏東縣來義鄉公所 民政課 村幹事 楊昇美 08-7850251#118 08-7850720  

屏東縣竹田鄉公所 行政室 主任 魏美芳 08-771150#15   

屏東縣長治鄉公所 民政課 課長 李鎮衛 08-7368215#15 (08)7368285  

屏東縣長治鄉公所 民政課 村幹事 鄭志賢 08-7368215#38 (08)736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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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林邊鄉公所 民政課 課長 陳雲英 08-8755123 08-8751009  

屏東縣新埤鄉公所 民政課 村幹事 潘美純 08-7973800 08-7973013  

屏東縣南州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陳麗印 08-8642196 08-8645690  

屏東縣枋山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林士美 08-8761107 08-8761555  

屏東縣滿州鄉公所 民政課 書記 李育彰 08-8801105#304 08-8802499  

屏東縣琉球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梁忠民 08-8612501#126 08-8613855  

屏東縣獅子鄉公所 行政課 村幹事 廖貞怡 08-8771129#17 08-8771703  

屏東縣內埔鄉公所 政風室 主任 黃榮泰 0928707886 (08)7782442  

屏東縣鹽埔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蘇郁涵 08-7932126#232 (08)7937125  

屏東縣東港鎮公所 政風室 主任 伍恆昭 08-8324131#118 (08)8338323  

屏東縣佳冬鄉公所 民政課 村幹事 陳旭芳 08-8662714 (08)8660813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  鄉長 邱登星 0933425549 (08)7830363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 秘書室 秘書 潘明利 0937575218 (08)7830363  

屏東縣枋山鄉公所 民政課 課長 阮建國 08-8761107 (08)8761555  

屏東縣牡丹鄉公所 人事室 
人事兼

辦政風 
陳蘭政 08-8831001#35 08-8831221 

 

屏東縣霧臺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柯仁雄 08-7902234*113 08-7902396  

屏東縣崁頂鄉公所 行政室 課員 蔡勝全 08-8631144 08-8634991  

屏東縣車城鄉公所 民政課 村幹事 王精來 08-882100＃302 08-8822427  

屏東縣三地門鄉公所 
行政課 辦事員 馬 吳 美

玉 

08-7991104#204 08-7994607  

花蓮縣花蓮市公所 民政課 里幹事 黃慧如 03-8322141*101 03-8342324  

花蓮縣鳳林鎮公所 行政室 主任 陳景新 8762771*120 03-8762148  

花蓮縣鳳林鎮公所 行政室 研考 李曼慈 8762771*125 03-8762148  

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秘書室 秘書 楊裕民 03-8883166*203 03-8882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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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新城鄉公所 人事室 
人事管

理員 
葉建朝 03-8267223*121 03-8260313 

 

花蓮縣吉安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游騰雄 03-8523126*158 03-8539021  

花蓮縣壽豐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楊運鴻 03-8652132*125 03-8652505  

花蓮縣光復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何雅婷 03-8702206*238 03-8703711  

花蓮縣豐濱鄉公所 民政課 村幹事 蔡忠志 03-8791350*123 03-8791184  

花蓮縣瑞穗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陶吉豐 03-8872222*137 03-8875547  

花蓮縣富里鄉公所 人事室 
人事管

理員 
薛博元 03-8831111*125 03-8831816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莊金妹 03-8612116 03-8611185  

花蓮縣萬榮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杜錦芳 03-8751321*33 03-8751513  

花蓮縣卓溪鄉公所 民政課 保育員 施慧玉 03-8883118 03-8883421  

臺東縣大武鄉公所 民政課 課長 蔡宗融 089-790015 089-702710  

臺東縣金峰鄉公所 秘書室 課員 董新華 089-751144＃137 089-751129  

臺東縣成功鎮公所 民政課 課員 章秦瑋 089-851004＃30 089-853036  

臺東縣延平鄉公所 研考 研考 紀博妃 089-561185＃235 089-561423  

臺東縣臺東市公所 民政課 課員 李健明 089-325301＃102 089-340408  

臺東縣達仁鄉公所 秘書室 研考 潘穎 089-702249＃107 089-702360  

臺東縣池上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李述奇 089-862041＃129 089-863891  

臺東縣卑南鄉公所 人事室 主任 李威仁 089-381368＃225 089-381368  

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 行政室 主任 李宜芬 089-781301＃36 089-782901  

臺東縣蘭嶼鄉公所 政風室 
人事主

任 
黃文瑞 089-731661＃106 089-732609 

 

臺東縣東河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李素禎 089-896200＃206 089-896261  

臺東縣綠島鄉公所 政風室 人事主 謝明德 089-672510＃25 089-67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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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長濱鄉公所 行政室 主任 林春容 089-831449 089-831449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 秘書室 研考 李淑娥 089-931370 089-931296  

臺東縣關山鎮公所 民政課 課員 鄧莉絹 089-811179＃10 089-811847  

臺東縣鹿野鄉公所 
行政暨財

稅課 

課員 

（ 研

考） 

洪飛騰 
089-552137＃65 

0982009311 
089-552134 

 

澎湖縣馬公市公所 行政課 書記 吳同堯 06-9272173#221   

澎湖縣湖西鄉公所 民政課 課長 盧富生 06-9921731#110 06-9923981  

澎湖縣白沙鄉公所 秘書室 課員 康祐鈞 06-9931001#177 06-9931031  

澎湖縣西嶼鄉公所 行政課 課員 吳寶玉 06-9982611#34 06-9982340  

澎湖縣望安鄉公所 行政課 村幹事 許聰引 06-9991311#70 06-9991585  

澎湖縣七美鄉公所 民政課 課員 劉耿名 06-9971007#32 06-9972021  

金門縣金城鎮公所 民政課 課長 蕭天沛 082-325057#201 082-328423  

金門縣金湖鎮公所 民政課 課長 黃景俊 082-332528 082-330706  

金門縣金沙鎮公所 政風 
里幹事

兼政風 
陳允義 082-352150#205 082-383885 

 

金門縣金寧鄉公所 民政課 課長 王四川 082-325610#102 082-328838  

金門縣烈嶼鄉公所 民政課 課長 林長固 082-364503 082-364112  

金門縣烏坵鄉公所  課員 楊美玲 0826-66039 0826-66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