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年縣市長候選人名冊

選舉區 候選人 推廌政黨 現職 電話 傳真 地址 E-M 部落格/網站 facebook plurk

宜蘭縣 林聰賢 民主進步黨 羅東鎮長 03-9572622-3 03-9572235

265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

三段416號(溪南競總)

260宜蘭縣宜蘭市舊城西

路12-1號(溪北競總)

tsung_hsien200

9@yahoo.com.t

w  

http://www.wretch.cc/bl

og/LinTsungHs

http://www.facebook.

com/hopeeland?ref=s

earch&sid=13402936

49.2221077070..1

http://www.plurk.co

m/YilanFirst

宜蘭縣 呂國華 中國國民黨 現任縣長 競選總部：03-9353353
競選總部：03-

9351117

競選總部：宜蘭市宜興

路一段48號

http://www.wretch.cc/bl

og/yilankuohua

桃園縣 吳志揚 中國國民黨 現任立委

服務處：03-2805398

競選總部：03-4629697

（中壢），03-3561936

（桃園市）

服務處：03-

2805399

競選總部：03-

4639568（中壢）

，03-3561259（桃

園市）

服務處：桃園縣中壢市

中正路131號

競選總部：中壢市環北

路與慈惠三街口，桃園

市大興西路與新埔六路

口

john@johnwu.c

om.tw

http://blog.sina.com.tw/j

ohnwu/

桃園縣 鄭文燦 民主進步黨 03-3252878 03-3252706

330桃園縣桃園市大興西

路一段165號(競選總部)

320桃園縣中壢市三光路

383號(古華飯店旁)(南區

總部)

http://wentsancheng.blo

gspot.com/

http://www.facebook.

com/pages/514a94e4/

154650926477

http://www.plurk.co

m/wentsan_2009

桃園縣 吳富彤 客家黨
03-4897611(同傳真，

先打電話告知）

http://blog.yam.com/wuf

utong

新竹縣 張碧琴 現任議長 03-5539540  
03-6570308

03-5585732

竹北市縣政十三路118號

1樓

http://www.wretch.cc/bl

og/happyserver

新竹縣 曾錦祥

新竹縣 彭紹瑾 民主進步黨 03-5511778 03-5516910

302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十

街219號（競選總部）

310新竹縣竹東鎮仁愛路

242號（溪南總部）

pumppump168

@ymail.comil.

com

http://www.wretch.cc/bl

og/pum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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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邱鏡淳 中國國民黨 現任立委

服務處：03-512-2171

（大竹東），558-3516

（竹北）

競選總部：03-5585686

（竹北），5965888（

竹東）

服務處：03-512-

2173

（大竹東），03-

558-3517（竹北）

競選總部：03-

5585689（竹北）

，5953113（竹

東）

大竹東服務處:307新竹縣

芎林鄉石潭村富林路二

段18號

竹北服務處:302新竹縣竹

北市縣政二路101號

競選總部：新竹縣竹北

市縣政九路135巷36號，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103

號

http://www.youcute.com

.tw/ccc/

苗栗縣 李佳穆
http://tw.myblog.yahoo.

com/leegiamu/

苗栗縣 楊長鎮 民主進步黨 037-276733 037-272705 苗栗市中山路82號
http://lovemiaoli.blogsp

ot.com/

http://www.plurk.co

m/azen

苗栗縣 劉政鴻 中國國民黨 現任縣長 競選總部：037-352168
競選總部：037-

351881

競選總部：苗栗市民族

路88號

彰化縣 卓伯源 中國國民黨 現任縣長 競選總部：04-7519589
競選總部：04-

7612177

競選總部：彰化市中華

西路298號
無法連結

彰化縣 翁金珠 民主進步黨 現任立委 04-7611977 04-7611277 彰化市中華西路165號

http://blog.roodo.com/w

ongchinchu

http://blog.yam.com/gre

encoolbee

http://zh-

tw.facebook.com/peo

ple/67de0db1/100000

268806498

http://www.plurk.co

m/cool_Bee

彰化縣 張春男

南投縣 陳振盛 049-2381001 草屯鎮中興路166號
http://blog.udn.com/che

nccsc

南投縣 李文忠 民主進步黨 049-2981166 049-2989090
545南投縣埔里鎮中華路

116號1樓(競選總部)

http://www.wretch.cc/bl

og/wenchunglee

http://www.facebook.

com/wenchunglee200

9

http://www.plurk.co

m/wenchunglee

南投縣 李朝卿 中國國民黨 現任縣長
競選總部：049-

2238788

競選總部：049-

2238799

競選總部：南投市復興

路98之3號

http://www.wretch.cc/bl

og/nantou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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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張俊宏
競選總部：049-

2247258

競選總部：049-

2246535

http://tw.myblog.yahoo.

com/jw!E3xi0LWVGB

RL6ZBNbtSgkx7mQw--

雲林縣 蘇治芬 民主進步黨 現任縣長 05-6363956 05-6323860 虎尾鎮復興路一七五號
http://www.wretch.cc/bl

og/suchihfen

http://zh-

tw.facebook.com/peo

ple/su-zhi-

fen/10000018201481

8

http://www.plurk.co

m/suchihfen

雲林縣 吳威志 中國國民黨 競選總部：05-5335458
競選總部：05-

5335646

競選總部：雲林縣斗六

市城頂街186號

網站：

http://weichih.net/

部落格：

http://www.wretch.cc/bl

og/wuweizhi608

http://www.facebook.

com/profile.php?id=1

00000489874479

http://www.plurk.co

m/wuweizhi608

嘉義縣 蕭登標

嘉義縣 張花冠 民主進步黨 現任立委

國會研究室:02-2358-

8101

竹崎服務處:05-279-

1100

民雄服務處:05-206-

3400

國會研究室:02-

2358-8105

竹崎服務處:05-279-

1325

民雄服務處:05-206-

3403

國會研究室:10051台北市

中正區青島東路1號3101

室

竹崎服務處:嘉義縣竹崎

鄉灣橋村朴子埔185號

民雄服務處:嘉義縣民雄

鄉西安村安和路399號

http://www.wretch.cc/bl

og/we1234n

http://zh-

tw.facebook.com/peo

ple/zhang-hua-

guan/1000002287039

37

http://www.plurk.co

m/Helenchang0707

嘉義縣 翁玉隆

嘉義縣 翁重鈞 中國國民黨 現任立委

國會研究室:02-2358-

6781

服務處:05-341-2029（

義竹），366-0003（朴

子），206-1113（民

雄）

競選總部：05-3660003

國會研究室:02-

2358-6785

服務處:05-341-7251

（義竹），366-

0110（朴子），

206-1112（民雄）

競選總部：05-

3660110

國會研究室:10051台北市

中正區濟南路1段3-1號

906室

服務處:嘉義縣義竹鄉仁

里村407-4號；嘉義縣朴

子市市東路1號；嘉義縣

民雄鄉保生街314號

競選總部：嘉義縣朴子

市市東路1號

http://www.wretch.cc/bl

og/chiayifamily

屏東縣 周典論 中國國民黨 現任議長 競選總部：08-7662835
競選總部：08-

7662896

競選總部：屏東市忠孝

路122號

chou44120@ya

hoo.com.tw

http://www.wretch.cc/bl

og/chou4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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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曹啟鴻 民主進步黨 現任縣長 08-7668188 08-7663162
900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

60號(競選總部)

http://blog.yam.com/pin

gtunglife

http://www.plurk.co

m/pingtung_win

臺東縣 黃健庭 中國國民黨 現任立委 競選總部：089-351652
競選總部：089-

351657

競選總部：台東市傳廣

路18號

http://blog.yam.com/use

r/justintaitung.html

臺東縣 劉櫂豪 民主進步黨 089-327245 089-341130
950台東縣台東市傳廣路

221號(競選總部)

http://tw.myblog.yahoo.

com/ahao-1967

花蓮縣 張志明

http://tw.myblog.yahoo.

com/zm-zhang/

www.wretch.cc/blog/zm

zhang

www.facebook.com/z

mzhang

www.plurk.com/zmz

hang

花蓮縣 杜麗華 中國國民黨 競選總部：03-8223909
競選總部：03-

8220898

競選總部：花蓮市中興

路241號

littlehua@kimo

.com

網站： http://www.yes-

i-do.idv.tw/

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

com/yes-idu/

http://www.facebook.

com/group.php?gid=

121684402112

http://www.plurk.co

m/yesidu

花蓮縣 傅   萁 現任立委

國會研究室:02-2358-

6141

花蓮服務處:03-853-

2215

國會研究室:02-

2358-6145

花蓮服務處:03-853-

1365

國會研究室:10051台北市

中正區青島東路10號3505

室

花蓮服務處:花蓮縣吉安

鄉慶豐二街91號

澎湖縣 王乾發 中國國民黨 現任縣長 競選總部：06-9212889
競選總部：06-

9210688

競選總部：澎湖縣馬公

市西文里97-50號
無

澎湖縣 蔡見興 民主進步黨 06-9221119 06-9221911
880澎湖縣馬公市東文澳

4-6號(競選總部)

http://tw.myblog.yahoo.

com/changepenghu

http://zh-

tw.facebook.com/peo

ple/d89016ae/100000

341334020

http://www.plurk.co

m/kenhin

澎湖縣 曾坤炳

基隆市 李步輝
http://mypaper.pchome.c

om.tw/libuh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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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張通榮 中國國民黨 現任縣長
競選總部：02-

24280122

競選總部：02-

24280822

競選總部：基隆市信義

路74-1號

http://www.wretch.cc/bl

og/keelungplus

基隆市 林右昌 民主進步黨 02)24287568 (02)24287838
基隆市仁一路201號 u_change@ya

m.com

http://blog.yam.com/use

r/uchange.html

http://www.facebook.

com/pages/7d33245d/

159037561464

http://www.plurk.co

m/uchange

新竹市 許明財 中國國民黨
服務處：03-5315999

競選總部：03-5215999

服務處：03-

5339930

競選總部：03-

5218999

服務處：新竹市經國路

一段730號

競選總部：新竹市東門

街96之1號

chiyen8850@h

otmail.com

網站：

http://www.hsinchu-

star.info/

 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

com/hsumingtsai/

新竹市 劉俊秀 民主進步黨 03-5268-268 03-5268-668 新竹市林森路60號
http://blog.udn.com/gsli

ou

http://zh-

tw.facebook.com/peo

ple/liu-jun-

xiu/1710505412

http://www.plurk.co

m/QO123QO

新竹市 林修二

嘉義市 涂醒哲 民主進步黨 05-2327795 05-2326393 嘉義市中興路216號 http://www.drtwu.tw/

http://zh-

tw.facebook.com/drt

wu

http://www.plurk.co

m/drtwutaiwan

嘉義市 林聖芬 現任市議員

http://www.youcute.com

.tw/sflin/index.aspx?act

=article&aid=10130586

6

嘉義市 黃敏惠 中國國民黨 現任市長 競選總部：05-2231333
競選總部：05-

2168833

競選總部：嘉義市體育

路57號

http://www.wretch.cc/bl

og/aasunshine

金門縣 吳成典 082-371735，322534 082-323330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3

號2樓

金門縣 翁天慶
金門縣金城鎮莒光路一

段22號

wtc2009@yaho

o.com.tw

金門縣 楊榮祥 082-326682 082-324602
金門縣金城鎮伯玉路一

段80巷18弄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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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u_change@yam.com
http://blog.yam.com/user/uchange.html
http://blog.yam.com/user/uchange.html
http://www.facebook.com/pages/7d33245d/159037561464
http://www.facebook.com/pages/7d33245d/159037561464
http://www.facebook.com/pages/7d33245d/159037561464
http://www.plurk.com/uchange
http://www.plurk.com/uchange
mailto:chiyen8850@hotmail.com
mailto:chiyen8850@hotmail.com
http://blog.udn.com/gsliou
http://blog.udn.com/gsliou
http://zh-tw.facebook.com/people/liu-jun-xiu/1710505412
http://zh-tw.facebook.com/people/liu-jun-xiu/1710505412
http://zh-tw.facebook.com/people/liu-jun-xiu/1710505412
http://zh-tw.facebook.com/people/liu-jun-xiu/1710505412
http://www.plurk.com/QO123QO
http://www.plurk.com/QO123QO
http://www.drtwu.tw/
http://zh-tw.facebook.com/drtwu
http://zh-tw.facebook.com/drtwu
http://zh-tw.facebook.com/drtwu
http://www.plurk.com/drtwutaiwan
http://www.plurk.com/drtwutaiwan
http://www.youcute.com.tw/sflin/index.aspx?act=article&aid=101305866
http://www.youcute.com.tw/sflin/index.aspx?act=article&aid=101305866
http://www.youcute.com.tw/sflin/index.aspx?act=article&aid=101305866
http://www.youcute.com.tw/sflin/index.aspx?act=article&aid=101305866
http://www.wretch.cc/blog/aasunshine
http://www.wretch.cc/blog/aasunshine
mailto:wtc2009@yahoo.com.tw
mailto:wtc200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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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 陳水在 082-371199
金門縣金城鎮民族路253-

12號

http://www.wretch.cc/bl

og/water2009/380424

金門縣 李沃士 中國國民黨
競選總部：082-313988

服務處：082-320330

服務處：082-

324204

競選總部：金門縣金城

鎮民權路196號

http://zh-

tw.facebook.com/peo

ple/li-wo-

shi/10000018411298

2

金門縣 許敬民
金門縣烈嶼鄉東林路142

號

金門縣 梁國棟
金門縣金沙鎮山后村40

號

連江縣 劉增應 中國國民黨 0836-25866 0836-25866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140

號3樓

競選總部：馬祖南竿鄉

介壽村212號

lcy25866@yah

oo.com.tw

http://www.chengying.id

v.tw/index.php

連江縣 楊綏生 中國國民黨
0933-102418、0836-

22857

馬祖南竿鄉復興村29號

競選總部：馬祖南竿鄉

介壽村212號

yss22118@gma

il.com

http://blog.xuite.net/mat

zu/happiness

連江縣 陳財能

http://www.wretch.cc/blog/water2009/380424
http://www.wretch.cc/blog/water2009/380424
http://zh-tw.facebook.com/people/li-wo-shi/100000184112982
http://zh-tw.facebook.com/people/li-wo-shi/100000184112982
http://zh-tw.facebook.com/people/li-wo-shi/100000184112982
http://zh-tw.facebook.com/people/li-wo-shi/100000184112982
http://zh-tw.facebook.com/people/li-wo-shi/100000184112982
mailto:lcy25866@yahoo.com.tw
mailto:lcy25866@yahoo.com.tw
http://www.chengying.idv.tw/index.php
http://www.chengying.idv.tw/index.php
mailto:yss22118@gmail.com
mailto:yss22118@gmail.com
http://blog.xuite.net/matzu/happiness
http://blog.xuite.net/matzu/happi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