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機號碼 承辦業務 分機號碼 承辦業務

201 許文獻鄉長 202 陳仁東秘書

201 助理 366 助理

331 葉麗琴課長 333 民防、消防、宗教禮俗寺廟、全民健保

332 役政編練勤務管理、自治、地政、公共造產 371/323 圖書館業務、調解

336 役政徵集、議事、選務工作、愛心救助基金專戶 356 國民年金

339

埋葬補助、生活補助、生活救助、房屋租金補助、

住宅改善補助、房屋修繕補助、傷病醫療補助、低

收喪葬生活補助、急難救助、臺東縣民發生急難事

件、災害暨意外事故慰問、災害救助、身障輔具、

急難紓困、村里業務

353

社區發展、兒少生活補助、育兒津貼、特殊境遇婦

女、產婦及嬰兒營養補助、住院看護補助、特別照

顧津貼、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法制

352

老人褔利、老人活動（老人會、老人日托、老人會

館修繕）、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老人及

殘障者免費乘車證、身心障礙鑑定表、生育補助

337

低收入戶生活補助、殘障生活補助、老人生活補

助、協助民間發放低收入戶救濟物資現金

351 協辦社會褔利（低收入戶證明） 355 協辦全民健保

131 謝英雄課長

132

農情及糧情調查、糧食增產計畫、調查、推廣、農

業資料統計

農業行政及農產品產銷履歷

農業災害調查報告及現金救助、低利貸款證明

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及植物病蟲害保護

133

農業用地農業使用證明及農業用地農業設施容許使

用証明

農業推廣、輔導、訓練教育及休閒農業區計畫輔導

推廣

農機管理、農業資源調查

農作物培育、改良、耕種技術及土壤改良與作物鑑

價查估

民政課

鄉長室 秘書室

農業課

本公所代表號碼：089-381368

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00~17：00



135

禽、畜推廣及防疫

動物保護宣導、犬貓管理殯葬工作協助

畜牧類農情調查及災害查報

野生動物防範及保護

138

農地水土保持

林務管理維護推廣及原住民保留地林務業務管理維

護

農業資源調查、農業社區及土地利用綜合規劃

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及植物綠美化

121 洪吉雄課長 122 輔導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取得所有權

125

全鄉補助及捐助小組案件審查及核銷

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承租

文化祭典及歲時祭儀業務
123

偏遠與原住民族地區家用桶裝瓦斯差價補助

原住民族保留地禁伐補償

2至4歲育兒津貼補助

經濟弱勢原住民建構及修繕住宅補助

127

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畫

原住民技藝訓練第二專長培訓

原住民傳統領域確認作業計畫

原住民基本設施維持費

126

原住民綜合自治

社會運動

花東地區原鄉居家衛生設備改善計畫

321

原住民福利服務

社會工作個案管理

原住民權益之宣導

法律訴訟救助及法治教育宣導

128

原鄉地區傳統遺址及生態資源維護計畫

國民教育

防災收容

原住民綜合業務

311

張文祥所長

公園管理（含壘球場管理）

道安業務(含道路畫線、交通號誌、交通標誌)

廣告物管理

道路挖掘申請核發、驗收及路修

路燈認養(敬奉燈及愛心燈)

幸福巴士、幸福小黃

綠美化、無自來水地區勘查、申請、補助（含簡易

自來水）

312

無妨礙公共設施證明

核發無自用農舍證明

暫接水電証明

原住民行政課

公園路燈管理所



313

路燈管理

路燈增設工程

河川公地申請

公平交易、工商管理

315

反射鏡、路燈故障維修登記及修護後回復申告

協辦路修費、看板費、市區道路使用費

協辦路燈認養

111 彭俊德課長 116 協助辦理工程發包、工程資料

113

對應體委會、農地重劃區農水路、縣府都計科業務

主辦太平村、利嘉村、美農村建設工程

主辦水門、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業務 112

對應原住民族委員會、縱管處、東管處、縣府城鄉

環境工程科業務

主辦嘉豐村、明峰村、初鹿村建設工作

主辦防災業務及天然災害、緊急搶險開口契約、技

術服務開口契約業務

117

對應交通部公路局、行政院公共工程會、縣府公共

工程科、縣府建管科業務

主辦富山村、富源村、利吉村建設工程

主辦法務部行政執行命令案

115

對應農委會林務局、水土保持局、縣府水土保持

科、縣府土木科業務

主辦溫泉村、東興村建設工程

主辦水患自主防災業務

118 協助辦理工程發包、工程資料

211 劉喬達摩金強主任 212 招標採購、專案管理、研考、資訊

215 計畫管制、為民服務 197 總務

218 總發文 195/322 檔案管理

208 服務台/總收文 209 服務台/總收文

361 林瓊敏課長 388 林宏達館長

362
財務業務、公庫業務

200
新聞媒體處理、多元文化推廣、活動規畫籌備、創

生計畫提報、推動在地觀光、官方粉專經營

363
協助契稅申報

198
新聞媒體處理、多元文化推廣、活動規畫籌備、創

生計畫提報、推動在地觀光、官方粉專經營

365 稅務業務、公產業務 199 助理

367 出納

建設課

行政室

財政課 多元文化館



225 白濙慈主任 205 廖悅婷主任

226 助理 206 公所歲計、會計

207 助理

210 助理

572320
殯葬管理所

莊馮翔所長
384586 圖書館

385305
清潔隊

陳吉隆隊長
384476 卑南數位

賓朗村長 李文吉 237801 0910469540

賴幸蘭 222054 0910328053

美農村長 吳映篁  571054 0910548608
(一、三、五) 鄭裕琪 571054 0975639795

初鹿村長 陳良誌 571113 0978832553

麥寶琴 571703 0953054620

明峰村長 吳勝雄 571897 0932967242
(一、三、五) 李啟源 571897 0917320242

嘉豐村長 林智郎 571898 0930530400
(二、四) 李啟源 571898 0917320242

太平村長 沈姿伶  380948 0955968751

王以石 380948

泰安村長 吳楊平南 381180 0975822803
(一、三、五) 陳政勝 381180 0911190851

利嘉村長 林肯毅 382940 0916268909
(二、四) 陳政勝 382446 0911190851

東興村長 陳興榮 382505 0921621071

人事室 主計室

所外單位電話號碼

各村村長與村幹事電話



藍代志 382505 0952632031

溫泉村長 黃金定 512744 0933694533

郭文益 512744 0937390314

富山村長 黃文明 281777 0933371795
(一、三、五) 廖文裕 281343 0928787765

富源村長 羅再銘 230745 0910431553
(二、四) 鄭裕琪 223084 0975639795

利吉村長 劉清明 222304 0921577882
(二、四) 廖文裕 222304 0928787765

382018 卑南鄉民代表會 382042 衛生所

382040 戶政事務所

本鄉其他機關電話號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