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代表姓名 單位名稱 職稱 郵遞區號 通訊住址

1 陳文賓 彰化市民代表會 主席 500 彰化縣彰化市南興里南興街121巷34弄58號

2 鄭清龍 彰化市民代表會 副主席 500 彰化縣彰化市茄南里茄苳路1段246之12號

3 黃稜茹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介壽里中興路73號

4 楊雅鈞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萬壽里中正路2段125巷17號

5 薛志彬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延和里大埔路9巷18弄5號

6 林大傑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桃源里龍涎路60巷73弄9號

7 胡再和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桃源里公園路2段168號

8 江炳輝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里中正路1段477號

9 高龍奎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西興里彰草路26號

10 鐘芮妤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崙平里平和五街81號

11 周  平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里中正路1段477號

12 王世烈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里中華西路474巷11號

13 戴秋雲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崙平里建和街107巷12號

14 屈炳秋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萬壽里中正路2段128巷9號

15 葉永清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信義里成功路309巷18號

16 吳馬劦怜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新華里彰美路1段110巷12-2號

17 楊玉山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龍山里中山路2段796號

18 吳淑敏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永安東街46號

19 宋玅女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福山里彰南路1段300巷32號

20 林明賢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牛埔里彰南路3段450巷19弄5號

21 林深山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茄南里茄苳路2段1巷31號

22 韓德生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福山里福山街108巷2弄1號

23 張育彬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安溪里安溪路328巷1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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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林榮堯 彰化市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縣彰化市快官里彰南路5段142巷14號

25 王炫斐 鹿港鎮民代表會 主席 505 彰化縣鹿港鎮東崎里彰鹿路五段2巷10號

26 潘閔東 鹿港鎮民代表會 副主席 505 彰化縣鹿港鎮頂番里人和巷22號

27 施瑞隆 鹿港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5 彰化縣鹿港鎮東石里海浴路204巷６號

28 何麗觀 鹿港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5 彰化縣鹿港鎮大有里菜園路109號

29 郭熤水 鹿港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5 彰化縣鹿港鎮埔崙里永寧街232號

30 張雅晴 鹿港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5 彰化縣鹿港鎮東石里鹽埕巷30之32號

31 施義成 鹿港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5 彰化縣鹿港鎮街尾里金門巷127號

32 林獻章 鹿港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5 彰化縣鹿港鎮街尾里新興街87號

33 張愉婕 鹿港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5 彰化縣鹿港鎮草中里草港巷157之15號

34 吳豐滿 鹿港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5 彰化縣鹿港鎮草中里鹿草路四段5號

35 王麗雯 鹿港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5 彰化縣鹿港鎮洋厝里洋厝巷48之1號

36 許富足 鹿港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5 彰化縣鹿港鎮頂厝里明禮街17號

37 王建斌 鹿港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5 彰化縣鹿港鎮頭崙里埔尾巷10號

38 謝孟釗 鹿港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5 彰化縣鹿港鎮溝墘里棋盤巷29之1號

39 洪永川 鹿港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5 彰化縣鹿港鎮廖厝里學子巷48之28號

40 林金鐘 和美鎮民代表會 主席 508 彰化縣和美鎮嘉寶里新興路242巷臨25號

41 周保方 和美鎮民代表會 副主席 508 彰化縣和美鎮和西里道周路592巷23號

42 周君綾 和美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8 彰化縣和美鎮和西里平等路59巷14號

43 蔡佳君 和美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8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忠勇路43號

44 埕春美 和美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8 彰化縣和美鎮竹營里孝義路139巷12號

45 施承佑 和美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8 彰化縣和美鎮竹營里孝武路59號

46 高秀麗 和美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8 彰化縣和美鎮仁愛里和健二街20號

47 陳漢元 和美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8 彰化縣和美鎮詔安里建東路78號

48 林玉晴 和美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8 彰化縣和美鎮山犁里七寮路52號

49 柯振奇 和美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8 彰化縣和美鎮南佃里嘉佃路41巷42號

50 陳炳賢 和美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8 彰化縣和美鎮柑井里柑竹路403號



51 黃昱綺 和美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8 彰化縣和美鎮新庄里東發路192巷14號

52 蔡志嘉 和美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8 彰化縣和美鎮新庄里東發路172號

53 陳淑芬 和美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8 彰化縣和美鎮糖友里糖東二街5號

54 蔡長順 和美鎮民代表會 代表 508 彰化縣和美鎮月眉里和厝路一段232巷15號

55 劉國卿 北斗鎮民代表會 主席 521 彰化縣北斗鎮重慶里三民街1-1號

56 王俊超 北斗鎮民代表會 副主席 521 彰化縣北斗鎮文昌里中興街133號

57 陳瑞鑣 北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1 彰化縣北斗鎮中寮里中寮三路臨205號

58 陳樹 北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1 彰化縣北斗鎮大道里中山路二段527巷96號

59 林素珍 北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1 彰化縣北斗鎮西德里中山路一段260巷37弄11號

60 陳世凱 北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1 彰化縣北斗鎮大道里中山路二段527巷58號

61 易世朋 北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1 彰化縣北斗鎮五權里宮前街1-31號

62 張正在 北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1 彰化縣北斗鎮文昌里東斗路21號

63 張美芳 北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1 彰化縣北斗鎮重慶里三永巷8號

64 陳國展 北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1 彰化縣北斗鎮新生里興農路二段430號

65 陳大勝 北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1 彰化縣北斗鎮大新里中州路二段486號

66 賴東位 員林市民代表會 主席 510 彰化縣員林市三橋里三橋街133號

67 張國良 員林市民代表會 副主席 510 彰化縣員林市崙雅里員水路1段449巷51號

68 張徽澤 員林市民代表會 代表 510 彰化縣員林市振興里員水路1段192號

69 江憲政 員林市民代表會 代表 510 彰化縣員林市浮圳里浮圳巷23號

70 謝淑敏 員林市民代表會 代表 510 彰化縣員林市東北里山腳路6段東北巷224弄9號

71 吳政彥 員林市民代表會 代表 510 彰化縣員林市大饒里員集路2段386巷15弄104號

72 曹月碧 員林市民代表會 代表 510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里員水路2段21巷39號

73 吳宗頻 員林市民代表會 代表 510 彰化縣員林市惠來里日泰街80號

74 洪春美 員林市民代表會 代表 510 彰化縣員林市溝皂里柳橋路2段380號

75 王勝坪 員林市民代表會 代表 510 彰化縣員林市大饒里員集路2段244巷20號

76 林玟佑 員林市民代表會 代表 510 彰化縣員林市三信里育英路474巷85弄18號

77 張偉傑 員林市民代表會 代表 510 彰化縣員林市新興里中正路528巷12號



78 張嘉欽 員林市民代表會 代表 510 彰化縣員林市三多里興華街155號

79 陳文明 員林市民代表會 代表 510 彰化縣員林市三愛里大同路2段112號

80 張詠勝 員林市民代表會 代表 510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里民權街11號之1

81 馮明仕 員林市民代表會 代表 510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新生路488巷28號

82 黃瓊誼 員林市民代表會 代表 510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里雙景街49號

83 張淑靜 員林市民代表會 代表 510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南平一街19巷25號

84 彭惠敏 員林市民代表會 代表 510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里南和街8號

85 邱鳳蘭 溪湖鎮民代表會 主席 514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里忠溪路460巷臨一號

86 陳孟宏 溪湖鎮民代表會 副主席 514 彰化縣溪湖鎮大庭里崙子腳路32之37號

87 黃佳惠 溪湖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溪湖鎮西溪里立業街18號

88 劉晚玉 溪湖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溪湖鎮東寮里青雅路35號

89 黃盡春 溪湖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溪湖鎮東寮里興學街375號

90 施佩怡 溪湖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溪湖鎮湖西里華中街5號8樓之4

91 楊隆芳 溪湖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溪湖鎮東寮里彰水路四段臨21號

92 楊舒萍 溪湖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溪湖鎮東寮里彰水路四段482巷48弄18號

93 楊淑靜 溪湖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溪湖鎮湖西里二溪路一段217號

94 楊儒海 溪湖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溪湖鎮大突里二溪路88號

95 黃秀椿 溪湖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溪湖鎮大竹里西環路65號

96 陳興隆 溪湖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溪湖鎮媽厝里湳底路65號

97 蕭飛龍 田中鎮民代表會 主席 514 彰化縣田中鎮頂潭里崁頂路12號

98 曾福傳 田中鎮民代表會 副主席 514 彰化縣田中鎮三安里同安路333號

99 謝自強 田中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田中鎮新庄里中南路3段200號

100 陳瑞德 田中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田中鎮香山里東閔路1段460巷97號

101 陳吉安 田中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田中鎮南路里員集路2段271號

102 蕭家銘 田中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田中鎮北路里員集路2段627號

103 陳東傑 田中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田中鎮北路里中山街359巷25號

104 謝如鑾 田中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田中鎮西路里斗中路1段68巷4號



105 何在鎣 田中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田中鎮新民里四維街72號

106 葉賞 田中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田中鎮新民里民族2街107號

107 彭世和 田中鎮民代表會 代表 514 彰化縣田中鎮新民里民族2街57號

108 洪敏綺 二林鎮民代表會 主席 526 彰化縣二林鎮東和里照西路176巷20號

109 傅子瑋 二林鎮民代表會 副主席 526 彰化縣二林鎮東勢里東勢巷4號

110 洪自然 二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6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南安路378號

111 許秀治 二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6 彰化縣二林鎮北平里大安街73號

112 洪德彰 二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6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仁愛路315號

113 洪韻茹 二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6 彰化縣二林鎮後厝里太平路一段86號

114 洪啓佑 二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6 彰化縣二林鎮後厝里斗苑路四段385巷11號

115 洪武舜 二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6 彰化縣二林鎮廣興里廣東巷33號之2

116 吳聰明 二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6 彰化縣二林鎮梅芳里太平路32號之5

117 蔡宗伯 二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6 彰化縣二林鎮華崙里光復路16號

118 陳錫慶 二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6 彰化縣二林鎮華崙里二溪路七段347號

119 陳秀育 二林鎮民代表會 代表 526 彰化縣二林鎮振興里英才路70巷1號

120 王水波 線西鄉民代表會 主席 507 彰化縣線西鄉頂庄村沿海路2段410號

121 黃漢皇 線西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507 彰化縣線西鄉溝內村溝內路34號

122 黃章榮 線西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7 彰化縣線西鄉線西村線西路124號

123 黃嘉發 線西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7 彰化縣線西鄉線西村線西路123號

124 陳姿燕 線西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7 彰化縣線西鄉線西村線西路143號

125 黃宏明 線西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7 彰化縣線西鄉溝內村溝內路117號

126 鄭國慶 線西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7 彰化縣線西鄉頂犁村草豐路44巷56號

127 許富榮 線西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7 彰化縣線西鄉德興村興農路305巷10號

128 黃朝登 線西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7 彰化縣線西鄉下犁村下犁路128號

129 黃泯嘉 線西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7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寓埔路58號

130 廖宥淇 線西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7 彰化縣線西鄉頂犁村頂犁路158-2號

131 林其瑞 伸港鄉民代表會 主席 509 彰化縣伸港鄉海尾村海尾路41之1號



132 柯嘉換 伸港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509 彰化縣伸港鄉定興村定興路113號

133 陳軒樟 伸港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9 彰化縣伸港鄉全興村全興路81號

134 柯國雄 伸港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9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溪底路57號

135 王水泉 伸港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9 彰化縣伸港鄉什股村什股路155號

136 陳聿琦 伸港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9 彰化縣伸港鄉什股村什股路73號

137 林威遠 伸港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9 彰化縣伸港鄉泉州村泉州路112號

138 周宥棋 伸港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9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中興路一段372之1號

139 黃素月 伸港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9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新港路59巷9號

140 柯承翰 伸港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9 彰化縣伸港鄉汴頭村汴頭路50之5號

141 姚見興 伸港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9 彰化縣伸港鄉七嘉村中華路479號

142 洪振淞 福興鄉民代表會 主席 506 彰化縣福興鄉同安村同安巷46號

143 陳益昌 福興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506 彰化縣福興鄉番婆村彰鹿路6段206巷6號

144 陳秀玲 福興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6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大崙街14號-6

145 梁奕輝 福興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6 彰化縣福興鄉外中村外中街150號

146 葉宸郝 福興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6 彰化縣福興鄉秀厝村福三路三段478巷1號

147 粘文交 福興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6 彰化縣福興鄉頂粘村頂粘街289號

148 林淑銀 福興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6 彰化縣福興鄉二港村福正路26巷35號

149 徐惠鏡 福興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6 彰化縣福興鄉廈粘村廈粘街71號之28

150 鄧厚根 福興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6 彰化縣福興鄉橋頭村彰鹿路七段478巷21弄4號

151 洪石原 福興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6 彰化縣福興鄉沿海路5段153號

152 蔣憲忠 秀水鄉民代表會 主席 504 彰化縣秀水鄉安溪村平安路臨7-1號

153 鄭倫杰 秀水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504 彰化縣秀水鄉莊雅村秀中街70號

154 藍駿宇 秀水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4 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村花秀路99號

155 陳鑲萍 秀水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4 彰化縣秀水鄉莊雅村秀中街159巷39號

156 張玉龍 秀水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4 彰化縣秀水鄉義興村三塊巷82號

157 楊錦發 秀水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4 彰化縣秀水鄉馬興村仁協巷32號

158 蘇浚豐 秀水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4 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彰水路二段627巷36號



159 吳泳慧 秀水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4 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民意街240號

160 梁淑絹 秀水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4 彰化縣秀水鄉安東村彰水路一段157號

161 蘇蕙蘭 秀水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4 彰化縣秀水鄉安東村中山路215號

162 李政雄 花壇鄉民代表會 主席 503 彰化縣花壇鄉中庄村中橋街112號

163 沈文盛 花壇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503 彰化縣花壇鄉崙雅村彰花路151巷50號

164 唐楊罔市 花壇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3 彰化縣花壇鄉北口村中山路2段720號

165 翁啟祐 花壇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3 彰化縣花壇鄉文德村宏宅街80巷25號

166 顏許秀美 花壇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3 彰化縣花壇鄉岩竹村福德巷17號

167 許澤鈿 花壇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3 彰化縣花壇鄉金墩村金福街99號

168 曾文志 花壇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3 彰化縣花壇鄉中口村中山路2段499號

169 曹煙雯 花壇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0 彰化市中山路1段376巷56-10號

170 李永和 花壇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3 彰化縣花壇鄉灣東村隴西二巷161號

171 王淑欣 花壇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3 彰化縣花壇鄉永春村福德巷137號

172 陳新興 花壇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3 彰化縣花壇鄉永春村8鄰彰員路1段392巷8號

173 林忠誠 芬園鄉民代表會 主席 502 彰化縣芬園鄉大埔村義興路97號

174 黃瑞拱 芬園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502 彰化縣芬園鄉溪頭村彰南路1段147號

175 楊敏惠 芬園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2 彰化縣芬園鄉大埔村彰南路4段821號

176 洪千芸 芬園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2 彰化縣芬園鄉嘉興村芬草路1段183巷10號

177 林金堂 芬園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2 彰化縣芬園鄉茄荖村嘉北街433巷31號

178 江黃秀銀 芬園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2 彰化縣芬園鄉嘉興村嘉東街845巷17號

179 張松可 芬園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2 彰化縣芬園鄉社口村光復路26巷19號

180 黃良榮 芬園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2 彰化縣芬園鄉溪頭村彰南路1段150號

181 蘇文徹 芬園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2 彰化縣芬園鄉同安村山安路229號

182 許林心 芬園鄉民代表會 代表 502 彰化縣芬園鄉大竹村大彰路1段398號

183 游振府 大村鄉民代表會 主席 515 彰化縣大村鄉擺塘村擺塘橫巷9號

184 黃錫暉 大村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515 彰化縣大村鄉加錫村加錫一巷13號

185 吳廣助 大村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5 彰化縣大村鄉茄苳村茄苳路二段149號



186 賴志銘 大村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5 彰化縣大村鄉大橋村中山路三段90-1號

187 賴木道 大村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5 彰化縣大村鄉南勢村南二橫巷3-8號

188 陳祿福 大村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5 彰化縣大村鄉新興村港後巷12號

189 賴玟廷 大村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5 彰化縣大村鄉美港村中山路一段157號

190 賴慶昇 大村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5 彰化縣大村鄉平和村中正東路295號

191 賴瑞盛 大村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5 彰化縣大村鄉黃厝村美港路418巷4號

192 陳珮琳 大村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5 彰化縣大村鄉過溝村3巷16號

193 沈季稜 大村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5 彰化縣大村鄉大橋村慶安路173號

194 陳武騰 埔鹽鄉民代表會 主席 516 彰化縣埔鹽鄉南港村埔港路28之68號

195 陳慶達 埔鹽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516 彰化縣埔鹽鄉出水村埔港路53-9號

196 蔡素卿 埔鹽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6 彰化縣埔鹽鄉埔鹽村彰水路2段27號

197 吳素眞 埔鹽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6 彰化縣埔鹽鄉崑崙村彰水路一段82號

198 劉綉梅 埔鹽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6 彰化縣埔鹽鄉永樂村永樂路636號

199 李  善 埔鹽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6 彰化縣埔鹽鄉西湖村大新路2巷24號

200 李佳緣 埔鹽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6 彰化縣埔鹽鄉大有村員鹿路三段108號

201 翁斐慈 埔鹽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6 彰化縣埔鹽鄉瓦磘村光明路二段116號

202 施春貴 埔鹽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6 彰化縣埔鹽鄉新水村大新路8號

203 施文晢 埔鹽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6 彰化縣埔鹽鄉石埤村番金路91-25號

204 黃振榮 埔鹽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6 彰化縣埔鹽鄉太平村番金路56之2號

205 黃坤鼎 埔心鄉民代表會 主席 513 彰化縣埔心鄉二重村南昌東路185號

206 謝新春 埔心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513 彰化縣埔心鄉油車村柳橋西路580巷55號

207 張榮閔 埔心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3 彰化縣埔心鄉瓦北村明聖路4段267巷5號

208 吳柏杭 埔心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3 彰化縣埔心鄉太平村光明路120號

209 詹秀貞 埔心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3 彰化縣埔心鄉埔心村埔新路351號

210 謝翠屏 埔心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3 彰化縣埔心鄉義民村員鹿路2段504巷62號

211 張世宗 埔心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3 彰化縣埔心鄉經口村鎮國路71巷12號

212 邱德芳 埔心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3 彰化縣埔心鄉太平村明聖路1段269號



213 林淑華 埔心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3 彰化縣埔心鄉芳蕉村員鹿路5段246巷101號

214 黃雯臻 埔心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3 彰化縣埔心鄉羅厝村羅厝路2段86號

215 邱類思 埔心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3 彰化縣埔心鄉羅厝村文昌東路25巷3號

216 林大福 永靖鄉民代表會 主席 512 彰化縣永靖鄉同仁村東畔路156號

217 邱平舜 永靖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512 彰化縣永靖鄉新莊村永社路61巷21號

218 詹文惠 永靖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2 彰化縣永靖鄉崙子村九分路492-1號

219 賴玟諺 永靖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2 彰化縣永靖鄉崙子村九分路102巷16之1號

220 邱世明 永靖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2 彰化縣永靖鄉永興村永興路一段39巷1號

221 余秉峰 永靖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2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村瑚璉路107號

222 魏碩衛 永靖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2 彰化縣永靖鄉永南村開明路180號

223 吳國隆 永靖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2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村瑚璉路103號

224 詹雅婷 永靖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2 彰化縣永靖鄉東寧村浮圳路856號

225 邱柏彰 永靖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2 彰化縣永靖鄉竹子村竹後巷42之1號

226 朱賴春花 永靖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2 彰化縣永靖鄉永南村永福路一段55號

227 翁嘉壕 社頭鄉民代表會 主席 511 彰化縣社頭鄉朝興村山腳路二段578號

228 陶傳淮 社頭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511 彰化縣社頭鄉仁雅村民權路123號

229 張森波 社頭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1 彰化縣社頭鄉張厝村張厝一巷36弄64號之5

230 劉明進 社頭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1 彰化縣社頭鄉廣興村中山路一段473巷1號

231 莊詠晴 社頭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1 彰化縣社頭鄉清水村忠義路395巷86弄26號

232 謝宏志 社頭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1 彰化縣社頭鄉湳底村永興路5巷15號

233 劉榮宗 社頭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1 彰化縣社頭鄉橋頭村圳尾巷9號

234 張聰平 社頭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1 彰化縣社頭鄉廣興村中山路一段817巷6號

235 邱團財 社頭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1 彰化縣社頭鄉里仁村魚寮巷5之7號

236 陳慶福 社頭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1 彰化縣社頭鄉清水村清水岩路6-12號

237 劉金用 社頭鄉民代表會 代表 511 彰化縣社頭鄉協和村山腳路四段93號

238 藍世雄 二水鄉民代表會 主席 530 彰化縣二水鄉上豊村海豊路10號

239 張鳳修 二水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530 彰化縣二水鄉二水村員集路三段565號



240 謝己清 二水鄉民代表會 代表 530 彰化縣二水鄉十五村員集路五段523號

241 陳昭麟 二水鄉民代表會 代表 530 彰化縣二水鄉復興村水尾巷36號

242 羅森澤 二水鄉民代表會 代表 530 彰化縣二水鄉過圳村過圳路684號

243 賴國楨 二水鄉民代表會 代表 530 彰化縣二水鄉光化村光進二巷40號

244 黃燕雪 二水鄉民代表會 代表 530 彰化縣二水鄉五伯村過圳路310號

245 陳家祐 二水鄉民代表會 代表 530 彰化縣二水鄉惠民村山腳路一段188號

246 黃恆應 二水鄉民代表會 代表 530 彰化縣二水鄉修仁村福民巷37號

247 賴元恩 二水鄉民代表會 代表 530 彰化縣二水鄉源泉村員集路二段233號

248 陳木傳 二水鄉民代表會 代表 530 彰化縣二水鄉倡和村員集路二段70號

249 吳俊樑 田尾鄉民代表會 主席 522 彰化縣田尾鄉海豐村中正路三段396巷9號

250 傅喬鈺 田尾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522 彰化縣田尾鄉仁里村三溪路2段38-2號

251 劉美蘭 田尾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2 彰化縣田尾鄉饒平村光復路二段701巷27號

252 許淑美 田尾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2 彰化縣田尾鄉打簾村民族路1段573號

253 李建宏 田尾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2 彰化縣田尾鄉南曾村光復路2段440號

254 許世昌 田尾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2 彰化縣田尾鄉溪畔村溪畔巷3弄5號

255 王進峰 田尾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2 彰化縣田尾鄉田尾村光復路3段440號

256 顏清松 田尾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2 彰化縣田尾鄉豐田村光復路4段10號

257 陳孟杰 田尾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2 彰化縣田尾鄉睦宜村地政路157號

258 黃榮校 田尾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2 彰化縣田尾鄉新生村延平路317巷7號

259 陳振銘 田尾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2 彰化縣田尾鄉睦宜村聖德巷95號

260 張景舜 埤頭鄉民代表會 主席 523 彰化縣埤頭鄉庄內村光明路252號

261 陳國雄 埤頭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523 彰化縣埤頭鄉埤頭村埤頭路100-6號

262 許晋里 埤頭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3 彰化縣埤頭鄉和豊村斗苑東路315號

263 張春財 埤頭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3 彰化縣埤頭鄉興農村十號路446巷12-6號

264 楊松柏 埤頭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3 彰化縣埤頭鄉豐崙村豐崙村溪底路857號

265 陳俊清 埤頭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3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彰水路三段354號

266 劉瑋榕 埤頭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3 彰化縣埤頭鄉平原村稻香路496號



267 顏永吉 埤頭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3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文鄉路138號

268 陳亞楠 埤頭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3 彰化縣埤頭鄉平原村華泰西街37號

269 劉英科 埤頭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3 彰化縣埤頭鄉芙朝村中埔路126號

270 鄭麗玉 埤頭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3 彰化縣埤頭鄉庄內村彰水路一段172巷83號

271 洪松林 芳苑鄉民代表會 主席 528 彰化縣芳苑鄉仁愛村芳頂路42號

272 陳禮模 芳苑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528 彰化縣芳苑鄉漢寶村芳漢路漢一段540號

273 許清安 芳苑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8 彰化縣芳苑鄉新街村新厝路80號

274 洪江懷 芳苑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8 彰化縣芳苑鄉仁愛村芳光巷14號

275 謝武君 芳苑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8 彰化縣芳苑鄉福榮村上林路路上段460號

276 陳國 芳苑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8 彰化縣芳苑鄉王功村西北巷15號

277 林冬戶 芳苑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8 彰化縣芳苑鄉三合村林功路11號

278 林清在 芳苑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8 彰化縣芳苑鄉王功村功湖路王功段653巷3弄60號

279 陳筱玲 芳苑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8 彰化縣芳苑鄉漢寶村芳漢路漢一段535巷42號

280 陳美惠 芳苑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8 彰化縣芳苑鄉崙腳村和平路2號

281 黃靖雅 芳苑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8 彰化縣芳苑鄉建平村二溪路草二段408號

282 王宏銘 大城鄉民代表會 主席 527 彰化縣大城鄉和安巷7號

283 游玉美 大城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527 彰化縣大城鄉北平路167巷5號

284 林明宗 大城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7 彰化縣大城鄉光復路81號

285 王永安 大城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7 彰化縣大城鄉大山路1之9號

286 許瑞芳 大城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7 彰化縣大城鄉大安路36號

287 許月鈴 大城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7 彰化縣大城鄉東西路16號

288 蔡天瑞 大城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7 彰化縣大城鄉青埔巷24號

289 顏財託 大城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7 彰化縣大城鄉沙頭巷3號

290 陳何男 大城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7 彰化縣大城鄉中央路41號

291 許全守 大城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7 彰化縣大城鄉菜寮村東平路40-1號

292 林淑女 竹塘鄉民代表會 主席 525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竹林路一段440號

293 圍政麟 竹塘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525 彰化縣竹塘鄉竹元村中興街41巷55號



294 洪娜美 竹塘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5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中興街55號

295 紀宗成 竹塘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5 彰化縣竹塘鄉竹元村竹鹿路5號

296 莊志文 竹塘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5 彰化縣竹塘鄉民靖村文昌路18號

297 林  全 竹塘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5 彰化縣竹塘鄉五庄村竹五路157號

298 蔡俊傑 竹塘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5 彰化縣竹塘鄉新廣村光明路24號

299 黃崇啟 竹塘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5 彰化縣竹塘鄉田頭村光明路竹田巷55號之1

300 詹德富 竹塘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5 彰化縣竹塘鄉內新村東厝路5號

301 張瑞雄 竹塘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5 彰化縣竹塘鄉竹林村竹鹿路保民巷23號

302 詹江華 竹塘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5 彰化縣竹塘鄉永安村東陽路二段永吉巷36號

303 張語珊 溪州鄉民代表會 主席 524 彰化縣溪州鄉瓦厝村平和路35號

304 塗明琴 溪州鄉民代表會 副主席 524 彰化縣溪州鄉大庄村登山路1段60號

305 詹進順 溪州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4 彰化縣溪州鄉溪州村慶平路11號

306 林賢民 溪州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4 彰化縣溪州鄉尾厝村中山路3段561號

307 劉燈旺 溪州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4 彰化縣溪州鄉舊眉村厝後巷22號

308 洪承琦 溪州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4 彰化縣溪州鄉東州村太安路8號

309 廖文雄 溪州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4 彰化縣溪州鄉張厝村民生路1段152巷3號

310 莊正雄 溪州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4 彰化縣溪州鄉西畔村土角巷9號

311 鄭任凱 溪州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4 彰化縣溪州鄉成功村岸角巷4號之2號

312 廖學進 溪州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4 彰化縣溪州鄉三圳村九甲巷18號

313 鐘振榮 溪州鄉民代表會 代表 524 彰化縣溪州鄉水尾村中山路1段660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