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 鄉鎮市區 鄉鎮區公所窗口聯絡方式

平溪區 李課長(02)24951510#150

貢寮區 陳課長(02)24942216

瑞芳區 劉先生(02)24972250#1502

桃園市 復興區 研考 卓小姐 (03)3822323#249

五峰鄉 文化觀光課 桂小姐 (03)5851001#503

尖石鄉 研考  許小姐  (02)5841001#222

南庄鄉 邱先生(037)823115#113

泰安鄉 石小姐(037)941025#708

獅潭鄉 錢先生(037)931301#35

大安區 研考洪秘書(04)26713511#113

外埔區 研考陳秘書(04)26832216#705

石岡區
人力林課長(04)25722511#290
陳小姐(04)25722511#293

后里區 秘書室吳先生(04)25562116#102

和平區 產觀課吳先生(04)25941501#327

新社區 農業課張秘書(04)2581111#222

二水鄉 建設課林課長(04)8790715

二林鎮 行政課蔡小姐(04)8969906#113

大城鄉 秘書室黃小姐(04)8942980＃123

永靖鄉 行政課何小姐(04)8221191＃292

田中鎮 建設課吳先生(04)8761122＃219

田尾鄉 建設課林先生(04)8832171＃370

134處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之聯絡方式

新北市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市



竹塘鄉 行政課陳先生(04)8972001#220

秀水鄉 行政室柯主任 (04)7697024#105

和美鎮 建設課林課長(04)7560620#201

社頭鄉 建設課吳課員(04)8732621＃154

芬園鄉 行政室曾助理員(049)2522556＃251

花壇鄉 行政室葉課員(04)7865921＃206

芳苑鄉 行政課羅課員(04)8983589#70

埔心鄉 行政課何課員(04)8296249＃21

埔鹽鄉 行政課施辦事員(04-8652301-240

埤頭鄉
行政室陳主任(04)8922117#145
林辦事員(04)8922117#107

溪州鄉 建設課羅小姐(04)8896100＃130

福興鄉
行政課賴課長(04)7772066#227
黃先生(04)7772066#226

線西鄉
社政課莊課長 (04)7584012#130
黃課員(04)7584012#131

中寮鄉 王秘書(049)2692301#302

仁愛鄉 行政課林課長(049)2802534#401

水里鄉 農經課兼建設課楊課長(049)2772141#240

名間鄉 觀光文化課李課長(049)2732116#150

竹山鎮 工務課張課長(049)2642176#410

信義鄉 秘書室莊秘書(049)2791515#206

埔里鎮 民政課許課長(049)2984040#110

國姓鄉 秘書室李秘書(049)2721002#100

魚池鄉 民政課王課長(049)2895371#38

口湖鄉 行政室楊小姐(05)7892001

南投縣

彰化縣



水林鄉 農業課周先生(05)7850001#46

古坑鄉 農經課張先生(05)5826320#136

四湖鄉 行政室林小姐(05)7872001#123

林內鄉 秘書室簡先生(05)5892001#225

臺西鄉 秘書室許先生(05)6982004#106

大埔鄉 民政課胡小姐(05)2521310#11

布袋鎮 行政室周課員(05)3475979#49

東石鄉 建設課張技士(05)3732201#33

阿里山鄉 觀光產業課陳小姐(05)2562547#333

鹽水區 徐主秘(06)6521038#102

後壁區 何主秘(06)6872284#101

東山區 張主秘(06)6802100#134

大內區 民政及人文課林課長(06)576-1001#235

西港區 朱主秘(06)7952601

七股區 徐主秘(06)7872611#212

將軍區 吳主秘(06)7942104

北門區 陳主秘(06)7862001

玉井區
林主秘(06)5741123
民政及人文課張課長(06)5741125
劉課員(06)5714141#37

楠西區 江主秘(06)5751615#102

南化區 陳主秘(06)5771513#112

左鎮區 李主秘(06)5731611#102

關廟區 涂主秘(06)5950002#102

雲林縣

嘉義縣

臺南市



大樹區
經建課孫課長(07)6512003#171
鄭先生(07)6512003#173

內門區 秘書室曾小姐(07)6671211#10

六龜區 農觀課林小姐(07)6892100#51

田寮區 秘書室張小姐(07)6361475#14

甲仙區 秘書室郭先生(07)6751002

那瑪夏區 秘書室梁小姐(07)6701001#162

林園區 秘書室龔小姐(07)6412511#127

阿蓮區 秘書室包小姐(07)6311177#39

茂林區 秘書室江小姐(07)6801045#214

茄萣區 秘書室林小姐(07)6904802#114

桃源區
秘書室賴主任(07)6861132#110
張課員(07)6861132#302

旗山區
秘書室王主任(07)66161000#231
陳小姐(07)66161000#236

旗津區 社經課楊先生(07)5712500#236

燕巢區
秘書室蔡主任(07)6161411#120
梁小姐(07)6161411#181

彌陀區 秘書室王小姐(07)6191216#72

九如鄉 陳小姐(08)7392210#53

三地門鄉 行政課賴先生(08)799110#204

內埔鄉 行政室黃小姐(08)7792001#46

竹田鄉 建設課林課員(08)7711550#119

牡丹鄉 行政室林小姐(08)8831001#23

車城鄉 建設課邱先生(08)8821001#700

佳冬鄉 民政課陳小姐(08)8662714#26

來義鄉 農觀課戴課員(08)7850251#136

高雄市



東港鎮 民政課洪小姐(08)8324131#119

枋山鄉 行政室蔡村幹事(08)8761107#56

枋寮鄉 行政室魏小姐(08)8782012#41

林邊鄉 觀光農經課王小姐(08)8755123#1611

南州鄉 民政課陳先生(08)8642196#13

春日鄉 農觀課潘小姐(08)8782145#47

崁頂鄉 行政室蔡先生(08)8631144

泰武鄉 農觀課葉課員(08)7832435#119

琉球鄉 建設課江小姐(08)8612405#147

高樹鄉 秘書室吳小姐(08)7962610#64

新埤鄉 行政室林小姐(08)7973800#25

新園鄉 民政課邱先生(08)8681385#25

獅子鄉 行政課管考萩谷小姐(08)8771129#17

萬丹鄉 行政室陳先生(08)7772111#52

萬巒鄉 研考課陳先生(08)7812460#22

滿州鄉 觀光農業課涂課員(08)8801105#407

瑪家鄉 行政室賴主任(08)7992009#20

霧臺鄉 秘書室王小姐(08)7902234#162

鹽埔鄉 秘書室蔡小姐(08)7932126#1003

屏東縣



大同鄉 秘書室張先生(03)9801004#111

南澳鄉 文化觀光課梁小姐(03)9981915#263

蘇澳鎮 秘書室林小姐(03)9973421#200

玉里鎮
民政課羅課長(03)8883166#110
謝先生(03)8883166#115

光復鄉
行政暨原住民事務課許課長(03)8702206#258
江小姐(03)8702206#267

秀林鄉
行政課潘課長(03)8612116#111
鄭小姐(03)8612116#516

卓溪鄉
農業暨觀光課張課長 (03)8883118#15
高先生(03)8883118#65

富里鄉
社會課許課長(03)8831111#150
鄭小姐(03)8831111#151

瑞穗鄉
民政課鍾課長(03)8872222#120
潘課員(03)8872222#120  #132

萬榮鄉 行政課洛金達紹課長(03)8751321 #111

壽豐鄉
行政室鄭主任(03)8652131#102
褚小姐(03)8652131#210

鳳林鎮
行政室邱主任(03)8762771#120
郭小姐(03)8762771#125

豐濱鄉
行政室林主任(03)8791350#321
袁先生(03)8791350#102

大武鄉 財政課黃小姐(089)791340#208

太麻里鄉 行政室王先生(089)781301#33

成功鎮 財政課張先生(089)851004#46

池上鄉 秘書室王小姐(089)862041#153

卑南鄉 黃小姐(089)381368#216

延平鄉 秘書室陳小姐(089)561120#235

金峰鄉 秘書室董課員(089)751144#137

長濱鄉 行政室林課員(089)832139#235

海端鄉 秘書室李小姐(089)931370#284

鹿野鄉 洪先生(089)552136#65

宜蘭縣

花蓮縣

臺東縣



達仁鄉 秘書室周小姐(089)702249#608

關山鎮 研考陳小姐(089)811179#16

蘭嶼鄉 賴小姐(089)731661#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