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第2屆市長選舉選舉公報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新北市第2屆市長選舉，經定於民國103年11月29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
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 生 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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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賢與能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性別平等　神聖一票   絕不放棄

貳、投開票所一覽表：

「投開票所一覽表與議員選舉同，詳見議員選舉公報投開票所一覽表」

壹、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103年11月29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83年11月29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即民國103年7月29日 (包括當日)以前遷入

設有戶籍，至民國103年11月28日繼續居住者，有市長、議員、烏來區區長、烏來區區民代表及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項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

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103年8月21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 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 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市長選舉得省略，但應加註：「投開票所一覽表與議員選舉同，詳見議員選舉公報投開票所一覽表」，又各區選務作業中心編印之里長選舉公報

，亦得註明參閱各區所屬之議員選舉區選舉公報；烏來區選務作業中心編印之烏來區長、區民代表選舉公報，亦得註明參閱該區所屬之議員選舉區選舉公報）。

2.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4. 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5.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

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6.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7. 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 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 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 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

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

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0.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四、選舉票顏色：
1. 市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2. 區域議員選舉票為白色。

3. 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綠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3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山地原住民」字樣。

4. 平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藍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3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平地原住民」字樣。

5. 烏來區長選舉票為金黃色。

6. 烏來區民代表選舉票為淺橘色。

7. 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 圈選二人以上。

2.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 圈後加以塗改。

5.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 不加圈完全空白。

9.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1. 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

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

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

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

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

                     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

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六項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

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

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

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

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

、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

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2. 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李進順

49
年
04
月
15
日

男 新北市 無 私立新埔工業專科學校畢業

１. 中承自動化有限公司負責人

２.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念慈老實平等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千萬元創始基金捐

助人及現任董事長

天下為公票投自己，選個三公首長！是不是就等於票投自己？用您自己的智慧想想。公投落實人平等，公錢公開任人查，公務透明大眾評，代議制度藏污納垢！尤其

配合血污黨產，權貴政獻，林益世，賴素如，彰投苗，政獻總統！葉仕文，北、新北、桃，弊端叢生！錢都被金權富商計算中飽了？還真的是公平共有？大家想一想

。理平等，大家愛事實人老實，講理又平等。將人民的權回歸人民，票選自己！能公投多數決，能公開公錢每一筆人民都可查，公務每一件都錄影公開版權公有，執

法保密範圍方法得公議！不讓保密成為結黨營私貪污統治踩踏人民的工具！要是沒念慈老實平等基金會，現在全國人上偵察庭恐十個九個半要被罰站！有錢判生沒錢

判死？臺灣之恥！各級政府沒三公，再美好的政見政績文宣，也只浪費公錢自貼金。以下詳見網址(：ＮＬＰＤＤ.ＮＥＴ。)歡迎指教及討論，來文不刪建典範，具體

利民有獎賞。具體政見：壯有所用盡責任，失業補助勝學西歐，輔教就業保證。幼有所養，以鄰里密集設立托兒所，累積經驗建立規範。老有所終，鼓勵進修結伴集

社，減緩老化，互助興趣長生。住者有其屋，看看葉仕文，美河市，政見跳票！見大同網。全民教育，知識共有，鼓勵在家自修，檢核運用落實。交通建設科學統計

，獎勵建言充份討論，確實執行，公共運輸科學節能重環保，回收再生合諧真寶島。公產透明，運用率收支維護連網，人人可快速查議！公錢公開，各項預算執行收

支發包驗收，人人可查。公務公評，各議會政府公務會議錄影即時公開！人人可見。公投落實多數決，連署個資保密方便化，制度化。用腦筋想，簡單明白！沒有公

開可查證確實記錄，哪來公平？沒有公投民調院，黨私鞭厲、族閥、權貴、多的議會，何時能大同？

朱立倫

50
年
06
月
07
日

男 臺灣省桃園縣 中國國民黨 美國紐約大學會計學博士

第一屆新北市長
行政院副院長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
桃園縣第十四屆、第十五屆縣長
立法院財政、預算委員會召集委員
第四屆立法委員
國立臺灣大學副教授、教授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助理教授

我們是新北市。我們是一個改變中的城市，一個不同於舊臺北縣、不再附屬於臺北市的新城市。

建設一個城市的困難度，並不小於治理一個國家，尤其是存在著鉅大城鄉差距的新北市。這是一個從創造認同感、再形塑出光榮感的過程。

四年來，我就秉持著「在地就學、在地就養、在地就業、在地樂活」的理念，推動各項建設，努力打造一座進步、宜居的城市。包括捷運三環三線、興建國民運動中心

以及０－２歲的公共托育中心等等政見，我都秉持著「做   就要做好」的態度，做出成績，打好基礎。

許多市民的光榮感來自於新北市過去幾年的創新政策。

透過學生的營養午餐提供有機安心蔬菜，我們逐步改變台灣的農業，為有機生態盡一份力。

我們鼓勵鄰里辦理老人共餐，利用閒置空間設置公共托老中心，讓許多長輩退休後不再孤獨。

結合便利商店為急難兒童所建立的幸福保衛站，不僅彌合了現有社會救助體系的不足之處，也讓遍布新北市的便利商店成了弱勢孩子可以安心取餐的庇護所。

我們開始推動簡化行政流程的簡易都更，讓那些不被建商青睞的老舊社區，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完成都更的程序，舊厝換新。

新北市是全國最大的直轄市。改變看得見，經過４年的努力，我們逐漸找到城市的定位；未來的４年，我們更要創造屬於新北市的光榮感。

我是朱立倫，我是一個樂觀、正向的人，我是一個做實事的人。我要打造一個快樂的城市，一個進步宜居的城市，我要和所有市民一起創造出我們對新北市的光榮感。

游錫

37
年
04
月
25
日

男 臺灣省宜蘭縣 民主進步黨  

現職：

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創辦人，新北市

宜蘭縣同鄉會理事長，民進黨中常委

經歷：

台北大學、東海大學、致理技術學院傑出

校友，臺灣省議員，宜蘭縣長，臺北大眾

捷運公司董事長，民進黨中央黨部秘書長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大同大學教授，台

灣管理學會理事長，行政院副院長，總統

府秘書長，行政院院長，民進黨黨主席

 
 

 
 

 

 
 

 

 

 

 

致理商專國際貿易科畢業，東海大
學政治系畢業

雙北多核心國際級都會區：力促優先完成捷運環狀線，打造新北市五星級新都心（板橋、雙和、新店、三蘆、新五），內串北市金三角，中接雙鐵通南北，外連海空雙
港國際接軌，完備國際級大都會格局。

反核推綠能：核四停建，核一、核二提早除役，全力發展綠能新北市。

規劃水岸城市：爭取闢建石門分洪工程，石門水庫不洩洪，徹底解除雙北洪水威脅、降低防洪堤防、二重疏洪道重新規劃使用，加速淡水河整治並推動水上活動，邁向
美麗水岸城。

12年國教：高中職均優質化，完成免試、免學費、就近入學目標。

實施公辦都更：改善都市景觀，提昇老舊社區居住環境品質。

加強治安：合理警民比、提高見警率，強化辦案績效、提昇服務品質。

青年安家：廣建社會住宅，照顧青年與弱勢；普及社區托育，市府每月補助２歲以下新生兒4000元，爭取中央對等補助，最高可達8000元。利用閒置公共空間公辦民營
幼兒園，並推動托老措施。

便捷交通：健全交通網絡建設、提昇運輸品質；力促優先完成捷運環狀線、闢建芝投公路，規劃興建環市自行車高速公路。

推動區自治：提昇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暢通青年參政管道。

輔導產業：輔助中小企業轉型升級及青年微型創業。

食品安全：推展有機農業，嚴格食品安全管理，落實健康新北。

文化多元：整合傳統文化資產，籌辦國際級藝術節；促進族群和諧共生共榮。

清查弊端：重查美河市、浮洲合宜住宅、社會住宅BOT等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