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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鄉 鎮 市 民 代 表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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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宜蘭市民代表會  秘書 俞進南 03-9322243 03-9367489  

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  組員 陳鶴文 03-9562255~7 03-9562258  

宜蘭縣蘇澳鎮民代表會  秘書 李雅賢 03-9963531 03-9961780  

宜蘭縣頭城鎮民代表會  組員 鄭基誠 03-9771459 03-9777429  

宜蘭縣礁溪鄉民代表會  組員 陳碧慧 03-9882062 03-9880126  

宜蘭縣壯圍鄉民代表會  秘書 李美珠 03-9385431 03-9383236  

宜蘭縣員山鄉民代表會  組員 廖金花 03-9223520 03-9231573  

宜蘭縣冬山鄉民代表會  秘書 林文基 03-9593027 03-9593037  

宜蘭縣五結鄉民代表會  組員 林碧霞 03-9505209 03-9500352  

宜蘭縣三星鄉民代表會  組員 李月霞 03-9892040 03-9894012  

宜蘭縣大同鄉民代表會  秘書 饒正忠 03-9801171 03-9801244  

宜蘭縣南澳鄉民代表會  組員 楊懿芬 03-9981034 03-9982560  

苗栗縣頭份鎮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王森龍 0918-505755 037-682473  

苗栗縣頭屋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羅煥坤 037-250491 037-251724  

苗栗縣通霄鎮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劉美玉 037-752027 037-752727  

苗栗縣銅鑼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徐鳳珠 037-981069 037-983840  

苗栗縣苑裡鎮民代表會 代表會 組員 林惠英 037-861047 037-864903  

苗栗縣獅潭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謝其鴻 037-931355 037-932365  

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  秘書 張麗珠 04-25892053 04-25895871  

苗栗縣造橋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黃億峰 037-542870 037-540485  

苗栗縣大湖鄉民代表會  秘書 林育文 037-99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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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三義鄉民代表會  秘書 葉美玲 037-872069 037-872807  

苗栗縣公館鄉民代表會 代表會 秘書 江新雄 037-222725 037-233998  

苗栗縣苗栗市民代表會  秘書 涂進財 037-321841 037-355021  

苗栗縣後龍鎮民代表會  組員 洪國松 037-722404 037-731272  

苗栗縣泰安鄉民代表會  秘書 彭乾坤 037-941056 037-941652  

苗栗縣南庄鄉民代表會  組員 黃碧珠 037-822076 037-823981  

苗栗縣三灣鄉民代表會 代表會 秘書 羅興盛 037-831203 037-833603  

苗栗縣竹南鎮民代表會  秘書 王阿保 037-462830 037-461898  

苗栗縣西湖鄉民代表會  組員 林新雄 037-921049 037-920201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  秘書 梁斌成 04-7692814 04-7694229  

彰化縣溪湖鎮民代表會  組員 李美玲 04-8853125 04-8856275  

彰化縣彰化市民代表會  組員 陳麗芬 04-7222714 04-7255459  

彰化縣線西鄉民代表會  秘書 陳茂松 04-7585174 04-7853165  

彰化縣溪州鄉民代表會  秘書 章鐸議 04-8893341 04-8891202  

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  組員 鄧岳文 04-7552221 04-7556162  

彰化縣田尾鄉民代表會  組員 陳美恩 04-8831101 04-8835845  

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  組員 洪耀南 04-7761581 04-7765051  

彰化縣埔鹽鄉民代表會  組員 江彩勤 04-8653723 04-8656984  

彰化縣福興鄉民代表會  組員 李木源 04-7773794 04-7785441  

彰化縣二林鎮民代表會  組員 洪秋林 04-8960270 04-8960406  

彰化縣埤頭鄉民代表會  秘書 袁財旺 04-8922028 04-8929108  

彰化縣伸港鄉民代表會  組員 周妙欣 04-7982085 04-7998050  

彰化縣社頭鄉民代表會  組員 蕭仲訓 04-8732024 04-8725451  

彰化縣田中鎮民代表會  秘書 陳振星 04-8742318 04-8754057  

彰化縣二水鄉民代表會  組員 張士明 04-9790030 04-879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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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埔心鄉民代表會  組員 涂政雄 04-8291241 04-8299083  

彰化縣永靖鄉民代表會  秘書 徐傳恩 04-8221802 04-8230881  

彰化縣芳苑鄉民代表會  組員 洪堯孟 04-8983147 04-8983147  

彰化縣大城鄉民代表會  秘書 詹益川 04-8941037 04-8946415  

彰化縣北斗鎮民代表會  秘書 王百祥 04-8880275 04-8887179  

彰化縣芬園鄉民代表會  組員 李美瑩 049-2522095 049-2527403  

彰化縣員林鎮民代表會  組員 王俊儒 04-8321513 04-8363040  

彰化縣大村鄉民代表會  秘書 吳芳華 04-8524931 04-8532846  

彰化縣花壇鄉民代表會  組員 邱文聖 04-7862231 04-7875275  

彰化縣竹塘鄉民代表會  組員 詹江嘉 04-8972414 04-8971489  

南投縣南投市民代表會 議事組 秘書 鄒炳展 049-2237738 049-2244932  

南投縣埔里鎮民代表會 秘書處 組員 游振昇 049-2989801 049-2997160  

南投縣草屯鎮民代表會 秘書處 組員 林淑錦 049-2333410 049-2305410  

南投縣竹山鎮民代表會 議事組 組員 王玄妙  049-2656421 049-2656423  

南投縣集集鎮民代表會 總務組 組員 黃鐵雄 049-2762078 049-2762673  

南投縣名間鄉民代表會 議事組 組員 陳志崧 049-2732136 049-2738020  

南投縣鹿谷鄉民代表會 議事組 組員 邱佳慧 049-2752005 049-2751691  

南投縣中寮鄉民代表會 議事組 組員 洪建興 049-2691050 049-2693811  

南投縣魚池鄉民代表會 議事組 秘書 許馨允 049-2895915 049-2899087  

南投縣國姓鄉民代表會 議事組 組員 
歐陽麗

君 
049-2721367 049-2724762 

 

南投縣水里鄉民代表會 秘書組 組員 陳宗裕 049-2770016＊105 049-2778480  

南投縣信義鄉民代表會 人事組 組員 全妙霜 049-2791009 049-2791009  

南投縣仁愛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史春美 049-2802375 049-2801976  

南投縣仁愛鄉民代表會 議事組 組員 伍春鳳 049-2802375 049-2801976  



 4 

雲林縣二崙鄉代表會  組員 徐玉玲 05-5982019 05-5982073  

雲林縣褒忠鄉代表會  組員 沈素芬 05-6972075 05-6972589  

雲林縣元長鄉代表會  秘書 李秋遠 05-7882090 05-7880108  

雲林縣台西鄉代表會  組員 丁志華 05-6982059 05-6982129  

嘉義縣太保市民代表會   組員 顏居能 05-3711522 05-3715032  

嘉義縣朴子市民代表會   組員 趙瑞強 05-3792404 05-3792401  

嘉義縣布袋鎮民代表會   組員 李易聰 05-3472065 05-3473711  

嘉義縣大林鎮民代表會   組員 簡瑞本 05-2652133 05-2658959  

嘉義縣民雄鄉民代表會   秘書 林宏龍 05-2262521 05-2269910  

嘉義縣溪口鄉民代表會   組員 逄秀榕 05-2691029 05-2696029  

嘉義縣新港鄉民代表會   組員 曾添泉 05-3742051 05-3746861  

嘉義縣六腳鄉民代表會   組員 吳劍東 05-3802024 05-3805599  

嘉義縣東石鄉民代表會   組員 侯凱文 05-3732209 05-3730364  

嘉義縣義竹鄉民代表會   組員 翁振三 05-3412999 05-3417777  

嘉義縣鹿草鄉民代表會   組員 林良章 05-3752003 05-3752231  

嘉義縣水上鄉民代表會   組員 黃福銘 05-2682074 05-2684495  

嘉義縣中埔鄉民代表會   組員 曾忠信 05-2531006 05-2537360  

嘉義縣竹崎鄉民代表會   秘書 林弘彬 05-2612489 05-2617115  

嘉義縣梅山鄉民代表會   組員 劉啟安 05-2621145 05-2620400  

嘉義縣番路鄉民代表會   組員 張紜翠 05-2591154 05-2591292  

嘉義縣大埔鄉民代表會   組員 黃靖婷 05-2521223 05-2522102  

嘉義縣阿里山鄉民代表

會 
  組員 林偉雄 05-2562550 05-2562010 

 

屏東縣屏東市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黃大祐 08-7561858 08-7561373  

屏東縣恆春鎮民代表會 議事 組員 陳文進 08-8892150 08-889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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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東港鎮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廖志祥 08-8322631 08-8339693  

秘書室 組員 林念慈 08-8322631   

屏東縣潮州鎮民代表會  組員 賴儷月 08-7882425#12 08-7804798  

屏東縣內埔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主席 張村鎮 08-7932409 08-7930008  

秘書室 組員 鍾明穎 08-7792264 08-7794415  

屏東縣高樹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邱順錦 08-7967985 08-7965802  

屏東縣長治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王維生 08-7368582 08-7376373  

屏東縣麟洛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邱慧芳 08-7662635 08-7223836  

屏東縣車城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陳玟吟 08-8821003 08-8822265  

屏東縣林邊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李政道 08-8756886 08-8758759  

秘書室 組員 洪余翠

馨 

08-8756886 08-8758759  

屏東縣枋寮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蔡明正 08-8781524 08-8784826  

屏東縣新園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林岐山 08-8681501 08-8687324  

屏東縣枋山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羅強洲 08-8761105 08-8761335  

屏東縣崁頂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湯正大 08-8631034 08-8634351  

屏東縣琉球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蘇基城 08-8612544 08-8612142  

秘書室 組員 洪素春 08-8612544 08-8612142  

屏東縣南州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吳炳源 08-8642341 08-8641988  

屏東縣來義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宋慈蕙 08-7850183 08-7850265  

屏東縣春日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林文生 08-8781970 08-8781128 
 

屏東縣瑪家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陳美娟 08-7991113 08-7993045  

屏東縣三地門鄉民代表

會 
秘書室 秘書 十喜新 08-7991394 08-799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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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馮惠芳 08-8771485 08-8770406  

屏東縣泰武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黃善善 08-7833027 08-7834219  

屏東縣牡丹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袁湘堤 08-8831037 08-8831482  

屏東縣萬巒鄉民代表會  組員 潘慶文 08-7812243 08-7813398  

屏東縣鹽埔鄉民代表會 議事 組員 陳昭瑋 08-7932409 08-7930008  

屏東縣霧臺鄉民代表會  組員 潘永福 08-7902209 08-7902338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潘健圖 08-8801109 08-8802129  

秘書室 組員 陳淑美 08-8801109 08-8802129  

屏東縣新埤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洪國安 08-7971216 08-7971305  

屏東縣九如鄉民代表會 總務 組員 林東本 08-7390051 08-7390301  

屏東縣里港鄉民代表會  秘書 王旭彬 08-7752396 08-7753244  

屏東縣佳冬鄉民代表會 人事人員 組員 蕭志忠 08-8662045 08-8669029  

屏東縣萬丹鄉民代表會 代表會 組員 吳賜忠 08-7772054 08-7760314  

屏東縣竹田鄉民代表會  組員 曾文星 08-7710600 08-7712623  

花蓮縣花蓮市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黃菁萍 03-8322839 03-8355759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陳輝煌 03-8764257 03-8763347  

花蓮縣玉里鎮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謝明鈞 03-8882150 03-8885554  

花蓮縣新城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詹秀葱 03-8261886 03-8261887  

花蓮縣吉安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林益發 03-8539956 03-8539958  

花蓮縣壽豐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徐儷玲 03-8651021    

花蓮縣光復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吳金坤 03-8701132 03-8700609  

花蓮縣豐濱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林子翔 03-8791155 03-8791374  

花蓮縣瑞穗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黃兆祺 03-8870992#11 03-8870325  

花蓮縣富里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楊弘群 03-8831528 03-8830497  

花蓮縣秀林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王梅美 03-8611284 03-861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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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林已正 03-8751119 03-8751938  

花蓮縣卓溪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陳秀珠 03-8885308 03-8881610  

臺東縣大武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高吳春

妹 
089-791563 089-792378 

 

臺東縣金峰鄉民代表會 議事組 組員 王秀美 089-751011＃13 089-751417  

臺東縣成功鎮民代表會 議事組 組員 鄭丞凱 089-851243 089-853055  

臺東縣延平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余恩賜 089-561166 089-561632  

臺東縣臺東市民代表會 議事組 組員 豐文明 089-321654 089-321051  

臺東縣達仁鄉民代表會 議事組 組員 陳順利 089-702293 089-702646  

臺東縣池上鄉民代表會  秘書 陳武科 089-862059 089-864522  

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  組員 陳志賢 089-382018 089-381800  

臺東縣太麻里鄉民代表

會 
代表會 組員 黃久珍 089-781155 089-780498 

 

臺東縣蘭嶼鄉民代表會  秘書 黃顯智 089-731073 089-732377  

臺東縣東河鄉民代表會 議事組 秘書 徐應智 089-896280 089-896435  

臺東縣綠島鄉民代表會  組員 蘇志榮 089-672206 089-671108  

臺東縣長濱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李君萍 089-830120 089-830122  

臺東縣海端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秘書 余夢蝶 089-931225 089-931745  

臺東縣鹿野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趙家承 089-551205 089-550921  

臺東縣關山鎮公所 議事組 組員 楊春美 089-811283 089-811691  

澎湖縣馬公市民代表會 議事組 組員 吳孟宗 06-9270122 06-9272976  

澎湖縣湖西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洪淑華 06-9921074 06-9920442  

澎湖縣白沙鄉民代表會  組員 鄭翠華 06-9931003 06-9932918  

澎湖縣西嶼鄉民代表會

秘書室 
 組員 陳家全 06-9981404 06-998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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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望安鄉民代表

會 
秘書室 組員 楊翔涵 06-9991003#13 06-9991198 

 

澎湖縣七美鄉民代表

會 
秘書室 秘書 方雅萱 06-9971016 06-9971455 

 

金門縣金城鎮民代表

會 
秘書室 組員 何美卿 082-324463 082-372587 

 

金門縣金湖鎮民代表

會 
秘書室 秘書 陳翔景 082-332340 082-335506 

 

金門縣金湖鎮民代表

會 
秘書室 組員 呂政諮 082-332340 082-335506 

 

金門縣金沙鎮民代表

會 
秘書室 秘書 蔡顯城 082-353236 082-352647 

 

金門縣金寧鄉民代表

會 
秘書室 組員 楊志團 082-324919 082-322947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

會 
秘書室 組員 施人夫 082-363098 082-363416 

 

金門縣烏坵鄉民代表

會 
秘書室 秘書 林有進 082-666111 082-666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