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選會
第1選舉區（北投、士林）議員候選人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
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
學系碩士

•	立法委員莊瑞雄北區服務處執行長
•	台北市議員阮昭雄議會辦公室主任
•	 2008謝長廷蘇貞昌總統競選辦公室候選人組專員
•	八大電視台行銷公關
•	民進黨婦女部專員
•	台北市友善空間協會秘書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1年04月17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灣省屏東縣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林延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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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4 •	國小：社子國小

•	國中：福安國中

•	最高學歷：銘傳大學公共事
務學系碩士

•	國民黨副發言人
•	國民黨中常委
•	立法委員辦公室秘書
•	台北市議員服務處主任
•	台北市慈善會副理事長
•	台北市七星獅子會會長
•	北投民防大隊副大隊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0年01月05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林杏兒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工學學士

•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	 臺北市議會第13屆議員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	 立委吳思瑤服務團隊主任
•	 亞太自由婦女協會理事
•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理事
•	 中華民國身障棒壘球協會顧問
•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新聞組
•	 士林北投區9所國中小7大類志工
•	 民主進步黨全國黨代表
•	 市黨部執委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6年07月12日
性別：男
出生地：高雄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陳賢蔚

《懇請您支持正能量為你拚、四個月拚四年的新議員 -陳賢蔚 !》陳賢蔚身為本次所有參選人中 ,唯一一位在大選前四個月遞補當選的新

科議員 ,四個月當作四年拚、也拚連任未來四年 ,就任四個月期間成功爭取：1.、校園周邊行人通行號誌汰換為新式系統，維護學童通行

安全。2、警局派出所優先由女警受理女性報案，維護女性權益。3、改進危老重建審核建照人力不足，提升建照核發率。4、提升托嬰覆

蓋率、安養機構數，分擔父母養育重任。......身為士林北投區9所國中小7大類志工，為第一線克服少子高齡化、人口外移困境，陳賢蔚

提出七大主張：

1. 護學童：賢蔚熱愛棒壘球、出身體育圈，強化學童體育發展，增進健康。協助學區安全聯盟運作、持續提升校園治安及校外通學安全。

加強動物保護、生命及情緒教育，確保學童安全學習、快樂成長。校園納入共融式遊具設置處所。優化學童營養餐點。積極處置不

適任教師。

2. 助父母：提升優質托嬰服務、增設幼兒園班級數、提升幼教師資及品質。建置彈性課後照顧系統。強化社區鄰里公園活動休憩。完

善親子廁所、哺乳室設置。加強第2胎及3胎以上鼓勵生育措施。爭取育嬰假彈性運用。積極招募校園志工。改善校園家長接送區設置。

3. 顧女性：加強性別平權教育。公共工程、政策加強公民參與、納入女性視角及觀點。強化女性報案保障措施。打造女性友善生活空間。

4. 撐青年：支持18歲公民權。監督社會住宅進度。鼓勵未婚交友聯誼活動。強化職訓機會、就業媒合。完善娛樂休閒處所、鼓勵藝文活動。

5. 扶長青：提升長照、安養機構數。增設長者共餐共學據點、促進長者醫療用藥社區化、強化偏遠地區及行動不便者居家醫藥服務、

提升醫藥護理師權益及服務量能。協助老舊公寓無障礙環境設置。促進中高齡就業措施。關懷獨居長者。加強宣導防止詐騙集團。

6. 挺身障：協助身心障礙、罕見疾病朋友解決困境，增加福利保障、強化社區服務、推廣身障人士運動聯誼、建立電子科技網絡服務系統。

7. 拚建設：提升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產業、交通發展。整治北投溪、復育北投石、強化北投無圍牆博物館、士林文史觀光。加強危老重建、

都市更新、公共工程生態工法、保存綠地增加植樹、清理河川汙水廢棄物、發展綠能及完善綠色運輸。監督促成社子島、關渡平原開發。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5 •	美國東密西根大學文學碩士

•	東吳大學德文系

•	文藻外語學院德文科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6年04月20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中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汪志冰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6 •	美國華盛頓州西堤大學企管
碩士

•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法
學碩士

•	臺北市議會第11、12、13屆議員

•	民主進步黨中央評議委員

•	臺灣環保教育協會發起人

•	紙風車兒童藝術工程社會志工

•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董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8年06月13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林世宗

一、堅持環保正義：實現垃圾袋免費成功爭取焚化廠售電直接回饋居民，每年每戶每人發放超商 /超市提貨券。落	
																																		實監督北投焚化爐燃燒品質，降低空氣污染。推動環保二次袋、推廣環保購物袋，達成限塑減							
																																		塑，全面汰換老舊垃圾車，降低空污及碳排放，顧士林北投市民的健康，打造宜居永續城市。

二、強化地方建設：監督市府加速北士科技園區、關渡平原、社子島整體生態開發和完善配套措施，力爭居民最大	
																																		權益。推動磺港溪再造計畫並促成北投市場改建，改善三層崎公園花海品質，擴建硫磺谷泡腳	
																																		池、催生河雙21公園親子共融設施、雙溪濕地公園升級改造、洲美親子共融公園及狗運動公園。

三、促進在地繁榮：推生士林無圍牆博物館計畫與士林夜市商圈接軌，活絡在地產業，振興在地經濟、推動北投影	
																																		視音科技園區發展、爭取西基地興建多座國際型多功能運動場館、爭取公有市場攤商紓困減租。

四、打造友善交通：讓通勤族更便利，任內順利完成北投、明德、奇岩捷運站第二出口。為改善在地停車迫切需求，	
																											成功爭取福星公園、振華公園闢建地下停車場、秀山國小長照園區闢建臨時停車場。

五、爭取長者福利：成功恢復重陽敬老金、補發110.111年敬老悠遊卡點數儲值金並要求擴大使用範圍，恢復65		
																																		歲以上健保費補助，改建浩然敬老院並增建長照大樓，催生奇岩長青樂活大樓、稻香長照大						
																																		樓、秀山長照園區。

六、提升教育資源：推動增設公立幼兒園、提高私立幼兒園補助，及育兒托嬰各項補助。提升中小學校園營養午餐	
																																			品質，全面落實教科書平價化，減輕家長負擔。

七、捍衛居住正義：堅持士北科技園區專案住宅、奇岩公共住宅工程品質，監督「北投區機一基地」及「士林區	
																																		福順段基地」公共住宅如期完工，讓青年市民過得安心，住得放心。

八、維護城市治安：要求全市逐步汰換監視系統，升級監視器設備，加強監視器品質及傳輸效率，打造治安零死角。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3
英國雪菲爾大學博士

•	光輝生命醫學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2011年創辦）
•	新竹培靈關西醫院	前院長
•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前主任醫師
•	台灣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1年11月10日
性別：男
出生地：高雄市

推薦之政黨

無

李光輝

智慧城市，台北市大型都更2.0版

數位新國幣取代紙鈔新台幣

•	 臺北市體育總會副理事長

•	 北市六桂宗親會榮譽理事長

•	 小樹苗勵志獎學金委員會主委

•	 歡喜做愛心公益會榮譽理事長

•	 第九 ~十三屆臺北市議員

•	 第三屆國大代表

•	 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秘書長

•	 經濟部航太工業推動小組經理

•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專員

•	 日本亞太經貿研究員

中選會
第1選舉區（北投、士林）議員候選人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
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
學系碩士

•	立法委員莊瑞雄北區服務處執行長
•	台北市議員阮昭雄議會辦公室主任
•	 2008謝長廷蘇貞昌總統競選辦公室候選人組專員
•	八大電視台行銷公關
•	民進黨婦女部專員
•	台北市友善空間協會秘書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1年04月17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灣省屏東縣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林延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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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4 •	國小：社子國小

•	國中：福安國中

•	最高學歷：銘傳大學公共事
務學系碩士

•	國民黨副發言人
•	國民黨中常委
•	立法委員辦公室秘書
•	台北市議員服務處主任
•	台北市慈善會副理事長
•	台北市七星獅子會會長
•	北投民防大隊副大隊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0年01月05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林杏兒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工學學士

•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	 臺北市議會第13屆議員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	 立委吳思瑤服務團隊主任
•	 亞太自由婦女協會理事
•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理事
•	 中華民國身障棒壘球協會顧問
•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新聞組
•	 士林北投區9所國中小7大類志工
•	 民主進步黨全國黨代表
•	 市黨部執委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6年07月12日
性別：男
出生地：高雄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陳賢蔚

《懇請您支持正能量為你拚、四個月拚四年的新議員 -陳賢蔚 !》陳賢蔚身為本次所有參選人中 ,唯一一位在大選前四個月遞補當選的新

科議員 ,四個月當作四年拚、也拚連任未來四年 ,就任四個月期間成功爭取：1.、校園周邊行人通行號誌汰換為新式系統，維護學童通行

安全。2、警局派出所優先由女警受理女性報案，維護女性權益。3、改進危老重建審核建照人力不足，提升建照核發率。4、提升托嬰覆

蓋率、安養機構數，分擔父母養育重任。......身為士林北投區9所國中小7大類志工，為第一線克服少子高齡化、人口外移困境，陳賢蔚

提出七大主張：

1. 護學童：賢蔚熱愛棒壘球、出身體育圈，強化學童體育發展，增進健康。協助學區安全聯盟運作、持續提升校園治安及校外通學安全。

加強動物保護、生命及情緒教育，確保學童安全學習、快樂成長。校園納入共融式遊具設置處所。優化學童營養餐點。積極處置不

適任教師。

2. 助父母：提升優質托嬰服務、增設幼兒園班級數、提升幼教師資及品質。建置彈性課後照顧系統。強化社區鄰里公園活動休憩。完

善親子廁所、哺乳室設置。加強第2胎及3胎以上鼓勵生育措施。爭取育嬰假彈性運用。積極招募校園志工。改善校園家長接送區設置。

3. 顧女性：加強性別平權教育。公共工程、政策加強公民參與、納入女性視角及觀點。強化女性報案保障措施。打造女性友善生活空間。

4. 撐青年：支持18歲公民權。監督社會住宅進度。鼓勵未婚交友聯誼活動。強化職訓機會、就業媒合。完善娛樂休閒處所、鼓勵藝文活動。

5. 扶長青：提升長照、安養機構數。增設長者共餐共學據點、促進長者醫療用藥社區化、強化偏遠地區及行動不便者居家醫藥服務、

提升醫藥護理師權益及服務量能。協助老舊公寓無障礙環境設置。促進中高齡就業措施。關懷獨居長者。加強宣導防止詐騙集團。

6. 挺身障：協助身心障礙、罕見疾病朋友解決困境，增加福利保障、強化社區服務、推廣身障人士運動聯誼、建立電子科技網絡服務系統。

7. 拚建設：提升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產業、交通發展。整治北投溪、復育北投石、強化北投無圍牆博物館、士林文史觀光。加強危老重建、

都市更新、公共工程生態工法、保存綠地增加植樹、清理河川汙水廢棄物、發展綠能及完善綠色運輸。監督促成社子島、關渡平原開發。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5 •	美國東密西根大學文學碩士

•	東吳大學德文系

•	文藻外語學院德文科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6年04月20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中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汪志冰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6 •	美國華盛頓州西堤大學企管
碩士

•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法
學碩士

•	臺北市議會第11、12、13屆議員

•	民主進步黨中央評議委員

•	臺灣環保教育協會發起人

•	紙風車兒童藝術工程社會志工

•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董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8年06月13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林世宗

一、堅持環保正義：實現垃圾袋免費成功爭取焚化廠售電直接回饋居民，每年每戶每人發放超商 /超市提貨券。落	
																																		實監督北投焚化爐燃燒品質，降低空氣污染。推動環保二次袋、推廣環保購物袋，達成限塑減							
																																		塑，全面汰換老舊垃圾車，降低空污及碳排放，顧士林北投市民的健康，打造宜居永續城市。

二、強化地方建設：監督市府加速北士科技園區、關渡平原、社子島整體生態開發和完善配套措施，力爭居民最大	
																																		權益。推動磺港溪再造計畫並促成北投市場改建，改善三層崎公園花海品質，擴建硫磺谷泡腳	
																																		池、催生河雙21公園親子共融設施、雙溪濕地公園升級改造、洲美親子共融公園及狗運動公園。

三、促進在地繁榮：推生士林無圍牆博物館計畫與士林夜市商圈接軌，活絡在地產業，振興在地經濟、推動北投影	
																																		視音科技園區發展、爭取西基地興建多座國際型多功能運動場館、爭取公有市場攤商紓困減租。

四、打造友善交通：讓通勤族更便利，任內順利完成北投、明德、奇岩捷運站第二出口。為改善在地停車迫切需求，	
																											成功爭取福星公園、振華公園闢建地下停車場、秀山國小長照園區闢建臨時停車場。

五、爭取長者福利：成功恢復重陽敬老金、補發110.111年敬老悠遊卡點數儲值金並要求擴大使用範圍，恢復65		
																																		歲以上健保費補助，改建浩然敬老院並增建長照大樓，催生奇岩長青樂活大樓、稻香長照大						
																																		樓、秀山長照園區。

六、提升教育資源：推動增設公立幼兒園、提高私立幼兒園補助，及育兒托嬰各項補助。提升中小學校園營養午餐	
																																			品質，全面落實教科書平價化，減輕家長負擔。

七、捍衛居住正義：堅持士北科技園區專案住宅、奇岩公共住宅工程品質，監督「北投區機一基地」及「士林區	
																																		福順段基地」公共住宅如期完工，讓青年市民過得安心，住得放心。

八、維護城市治安：要求全市逐步汰換監視系統，升級監視器設備，加強監視器品質及傳輸效率，打造治安零死角。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3
英國雪菲爾大學博士

•	光輝生命醫學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2011年創辦）
•	新竹培靈關西醫院	前院長
•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前主任醫師
•	台灣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1年11月10日
性別：男
出生地：高雄市

推薦之政黨

無

李光輝

智慧城市，台北市大型都更2.0版

數位新國幣取代紙鈔新台幣

•	 臺北市體育總會副理事長

•	 北市六桂宗親會榮譽理事長

•	 小樹苗勵志獎學金委員會主委

•	 歡喜做愛心公益會榮譽理事長

•	 第九 ~十三屆臺北市議員

•	 第三屆國大代表

•	 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秘書長

•	 經濟部航太工業推動小組經理

•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專員

•	 日本亞太經貿研究員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9 •	開南大學應用日語學系畢業

•	泰北高中

•	士林區福安國中

•	士林區社子國小

•	臺北市議會第十二屆、十三屆議員

•	臺北市議員陳碧峰辦公室主任

•	立法委員姚文智服務處主任

•	民進黨全國黨代表、陽明山國際青商會副會長、台
灣棒球聯盟理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2年11月22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陳慈慧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8 •	國立台南一中

•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學士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

•	 英國牛津大學外交專班
•	 劉德華MV男主角
•	 外交特考第41期及格
•	 外交部歐洲司科長
•	 駐洛杉磯辦事處三等秘書
•	 駐帛琉大使館二等秘書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9年02月09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灣省屏東縣

推薦之政黨

時代力量

劉仕傑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7 •	國立體育大學體研所	博士

•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
碩士班	碩士

•	 臺北市議會國民黨黨團	書記長
•	 臺北市立大學競技研究所、陸上系技擊系	助理教授
•	 臺北市健美健身運動協會	理事長
•	 臺北市沙灘角力協會	理事長
•	 臺灣體育運動舞蹈發展協會理事長
•	 臺灣運動健康科學學會	榮譽會長
•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	常務理事
•	 中華民國健美健身協會	副理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6年09月24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陳重文

在地議員，專業問政，堅持正義，爭取連任，重文續推以下政策：

一、交通建設：爭取洲美快速道路 (福國段 )，監督北士科技園區周邊交通建設、台北市路口號誌不斷電、交通號誌智慧化，解決交通問題。

二、校園安全：強化校園安全系統，電子圍籬導入 AI 人臉辨識技術，避免誤報干擾校園安全、校安監視系統無死角，全方位守護安全。

三、高齡社會：推動高齡前瞻運動中心，廣設高齡者在地運動教室、推動高齡健康產業，高齡者健康樂活「肌」不可失。

四、地區發展：發展士北在地精緻農業，結合當地溫泉與特色產業，舉辦手植季與在地學校管絃樂團音樂會結合行銷北投。

五、智慧城市：促進智慧城市發展，智慧燈桿功能 ALL IN ONE(警政系統、照明、電動車充電、訊號基地全都包 )，免挖路輕鬆脫胎換骨成智

       慧城市。

六、文化保存：推動北投土地公文化融入在地生活、關注懸而未決不動明王寺廟修繕問題，促進在地文化與市民生活融合。

七、全民運動：廣設各區第二運動中心，提昇運動中心功能及優惠措施，培養市民運動習慣、減少健保支出，針對特定需求族群、提供專業運

       動指導，讓台北成為運動健康城市領頭羊。

八、競技運動：推動學校競技運動三級銜續，深化基層運動人才培育，厚實學校運動訓練器材及建設，因應專長項目增設專任運動教練。

九、兒童福利：規劃 0-6 歲兒童早療補助申請新辦法、並積極爭取 6-12 發展遲緩兒童早療補助，幫助弱勢兒童早療路上資源不中斷。

十、行的安全：加速汰換耐揚壓人孔蓋，雨季來臨不怕人孔蓋噴飛、爭取制定建築物公共空間地板防滑係數，民眾走路不滑跤。

十一、資訊通暢：民眾運輸的便利與資訊暢通，盡速建置公車站牌站站有WIFI，居民搭乘公車資訊不中斷。

十二、地方民生：積極協調北投中繼市場停車場等問題，並繼續與市府、周邊里民共同找尋北投市場共存共榮遠景。

十三、人文自然︰維護人文與自然平衡，保護關渡平原自然環境永存續，並與周邊人文平衡發展。

十四、就業問題：宣導職涯評估及職場體驗，青年就業不徬徨、中高齡就業職能教育好便利，積極職缺媒合重入職場好 EASY。

中選會
第1選舉區（北投、士林）議員候選人

第6頁（共8頁）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0
•	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

•	壹電視新聞主播
•	三立新聞主播
•	臺灣新動力智庫教育文化組召集人
•	臺灣綠色文化協會執行長
•	臺北市幼教協會顧問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8年03月27日
性別：女
出生地：新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鍾佩玲

市政成績單滿滿：地方建設、會勘、協調合計上萬件 !

問政溫和、理性，做事不作秀。     

佩玲主張：
1. 爭取定點臨時托育：爭取一區一臨時托育據點，成功爭取士林臨托中心，減輕育兒負擔。爭取跨縣市托育、幼教補助，
擴大公共托育供給

2. 強化校園安全：耐震工程補強、補足電子圍籬：全台北市校園防震工程跟電子圍籬，達成率已達到99%以上，持續監
督電子圍籬優化，家長更安心。成功爭取酷課雲無障礙專區、啟明學校設立 ATM、保護特殊生權益。

3. 落實國中小情感教育，推動全市超過三十所學校參與及教案補助，培養孩子情緒智能，社會問題從根本解決。
4.  顧民生：擴大敬老卡使用項目：成功開放運動中心使用，未來持續爭取擴大至西醫、中醫保健，增加臨時托老據點。

5.  健全租屋市場：監督「租賃住宅市場展及管理條例」執行 ,保障房客方權益。

6. 強化青年政策 ,創造友善職場 ,勞動權：加速推動公宅 :積極強化新創及微政策。
7. 完善動保政策，關懷毛小孩，打造友善動物城市：成功爭取福順狗公園，推動寵物友善場域；監督改善收容空間。
8. 社子島拆遷安置，監督社子島開發：爭取周全的「安置」計畫及執行：成功爭取65歲以上弱勢戶安置一輩子，持續
爭取安置條件優化、放寬。

9. 爭取新創中心：監督市府於北投士林科技園區之開發，爭取功能最完善之新創中心，增加地方經濟動能及降低青年負
擔，創造青年就業機會。。

10. 推動落實智慧城市：要求落實電子化政府，成功爭取早療兒補助線上請領，市民線上申辦業務更方便，質詢監督市府
低效系統、網頁，提升臺北市數位競爭力。

11. 強化雙語教育，協助多所學校推進雙語時程，監督市府擴充國小雙語教育、外語師資及環境，提升下一代國際競爭力。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2 •	國立臺大畜產系畢

•	國立陽明大學熱帶醫學所畢

•	臺北市立中山女高畢

•	北市民52年

•	 性騷擾法公聽會 #me	too 吹哨聲言者

•	 FB 板主（愛轉動、關懷性不幸福）

•	原住民媳婦滿25年兒孫合一

•	人類生命神聖下一代幸福聲言者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9年04月10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郝淑薏

1. 愛迪生在家教育資源服務站（遠距、實地參訪、活動）（家庭愛習資源卡、鼓勵啟發多元創意
學習機會）

2. 士林北投火山研究中心（a.監測氣體、灰塵、地層、水質 b.地熱資源　c.氣候效應　d.生態
變遷　e.防災教育與環太平洋火山群學術研討）

3. 建立資源環保永續 (教具、玩具 )轉偏鄉弱勢
4. 國家公園植物種原保存與線上影像館藏
5. 山區無人機救災與景觀防災納入北投士林聯防系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1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
碩士

•	臺北市議員
•	新黨副秘書長
•	《以疫牟利 - 民進黨防疫的亂象與悲劇》一書作者
•	中天、TVBS 常駐政論節目評論家
•	報章雜誌政論專欄作家
•	揭發民進黨涉嫌公投造謠告發民進黨46名民代
•	捍衛四大公投四票同意斷食130小時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7年10月30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新黨

侯漢廷

•	 時代力量國際部主任
•	 客家委員會六堆三百籌備委員
•	 客語能力認證初級合格
•	 中央廣播電台主持人
•	 台灣幼兒棒球聯盟協會理事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9 •	開南大學應用日語學系畢業

•	泰北高中

•	士林區福安國中

•	士林區社子國小

•	臺北市議會第十二屆、十三屆議員

•	臺北市議員陳碧峰辦公室主任

•	立法委員姚文智服務處主任

•	民進黨全國黨代表、陽明山國際青商會副會長、台
灣棒球聯盟理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2年11月22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陳慈慧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8 •	國立台南一中

•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學士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

•	 英國牛津大學外交專班
•	 劉德華MV男主角
•	 外交特考第41期及格
•	 外交部歐洲司科長
•	 駐洛杉磯辦事處三等秘書
•	 駐帛琉大使館二等秘書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9年02月09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灣省屏東縣

推薦之政黨

時代力量

劉仕傑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7 •	國立體育大學體研所	博士

•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
碩士班	碩士

•	 臺北市議會國民黨黨團	書記長
•	 臺北市立大學競技研究所、陸上系技擊系	助理教授
•	 臺北市健美健身運動協會	理事長
•	 臺北市沙灘角力協會	理事長
•	 臺灣體育運動舞蹈發展協會理事長
•	 臺灣運動健康科學學會	榮譽會長
•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	常務理事
•	 中華民國健美健身協會	副理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6年09月24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陳重文

在地議員，專業問政，堅持正義，爭取連任，重文續推以下政策：

一、交通建設：爭取洲美快速道路 (福國段 )，監督北士科技園區周邊交通建設、台北市路口號誌不斷電、交通號誌智慧化，解決交通問題。

二、校園安全：強化校園安全系統，電子圍籬導入 AI 人臉辨識技術，避免誤報干擾校園安全、校安監視系統無死角，全方位守護安全。

三、高齡社會：推動高齡前瞻運動中心，廣設高齡者在地運動教室、推動高齡健康產業，高齡者健康樂活「肌」不可失。

四、地區發展：發展士北在地精緻農業，結合當地溫泉與特色產業，舉辦手植季與在地學校管絃樂團音樂會結合行銷北投。

五、智慧城市：促進智慧城市發展，智慧燈桿功能 ALL IN ONE(警政系統、照明、電動車充電、訊號基地全都包 )，免挖路輕鬆脫胎換骨成智

       慧城市。

六、文化保存：推動北投土地公文化融入在地生活、關注懸而未決不動明王寺廟修繕問題，促進在地文化與市民生活融合。

七、全民運動：廣設各區第二運動中心，提昇運動中心功能及優惠措施，培養市民運動習慣、減少健保支出，針對特定需求族群、提供專業運

       動指導，讓台北成為運動健康城市領頭羊。

八、競技運動：推動學校競技運動三級銜續，深化基層運動人才培育，厚實學校運動訓練器材及建設，因應專長項目增設專任運動教練。

九、兒童福利：規劃 0-6 歲兒童早療補助申請新辦法、並積極爭取 6-12 發展遲緩兒童早療補助，幫助弱勢兒童早療路上資源不中斷。

十、行的安全：加速汰換耐揚壓人孔蓋，雨季來臨不怕人孔蓋噴飛、爭取制定建築物公共空間地板防滑係數，民眾走路不滑跤。

十一、資訊通暢：民眾運輸的便利與資訊暢通，盡速建置公車站牌站站有WIFI，居民搭乘公車資訊不中斷。

十二、地方民生：積極協調北投中繼市場停車場等問題，並繼續與市府、周邊里民共同找尋北投市場共存共榮遠景。

十三、人文自然︰維護人文與自然平衡，保護關渡平原自然環境永存續，並與周邊人文平衡發展。

十四、就業問題：宣導職涯評估及職場體驗，青年就業不徬徨、中高齡就業職能教育好便利，積極職缺媒合重入職場好 EASY。

中選會
第1選舉區（北投、士林）議員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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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0
•	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

•	壹電視新聞主播
•	三立新聞主播
•	臺灣新動力智庫教育文化組召集人
•	臺灣綠色文化協會執行長
•	臺北市幼教協會顧問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8年03月27日
性別：女
出生地：新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鍾佩玲

市政成績單滿滿：地方建設、會勘、協調合計上萬件 !

問政溫和、理性，做事不作秀。     

佩玲主張：
1. 爭取定點臨時托育：爭取一區一臨時托育據點，成功爭取士林臨托中心，減輕育兒負擔。爭取跨縣市托育、幼教補助，
擴大公共托育供給

2. 強化校園安全：耐震工程補強、補足電子圍籬：全台北市校園防震工程跟電子圍籬，達成率已達到99%以上，持續監
督電子圍籬優化，家長更安心。成功爭取酷課雲無障礙專區、啟明學校設立 ATM、保護特殊生權益。

3. 落實國中小情感教育，推動全市超過三十所學校參與及教案補助，培養孩子情緒智能，社會問題從根本解決。
4.  顧民生：擴大敬老卡使用項目：成功開放運動中心使用，未來持續爭取擴大至西醫、中醫保健，增加臨時托老據點。

5.  健全租屋市場：監督「租賃住宅市場展及管理條例」執行 ,保障房客方權益。

6. 強化青年政策 ,創造友善職場 ,勞動權：加速推動公宅 :積極強化新創及微政策。
7. 完善動保政策，關懷毛小孩，打造友善動物城市：成功爭取福順狗公園，推動寵物友善場域；監督改善收容空間。
8. 社子島拆遷安置，監督社子島開發：爭取周全的「安置」計畫及執行：成功爭取65歲以上弱勢戶安置一輩子，持續
爭取安置條件優化、放寬。

9. 爭取新創中心：監督市府於北投士林科技園區之開發，爭取功能最完善之新創中心，增加地方經濟動能及降低青年負
擔，創造青年就業機會。。

10. 推動落實智慧城市：要求落實電子化政府，成功爭取早療兒補助線上請領，市民線上申辦業務更方便，質詢監督市府
低效系統、網頁，提升臺北市數位競爭力。

11. 強化雙語教育，協助多所學校推進雙語時程，監督市府擴充國小雙語教育、外語師資及環境，提升下一代國際競爭力。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2 •	國立臺大畜產系畢

•	國立陽明大學熱帶醫學所畢

•	臺北市立中山女高畢

•	北市民52年

•	 性騷擾法公聽會 #me	too 吹哨聲言者

•	 FB 板主（愛轉動、關懷性不幸福）

•	原住民媳婦滿25年兒孫合一

•	人類生命神聖下一代幸福聲言者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9年04月10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郝淑薏

1. 愛迪生在家教育資源服務站（遠距、實地參訪、活動）（家庭愛習資源卡、鼓勵啟發多元創意
學習機會）

2. 士林北投火山研究中心（a.監測氣體、灰塵、地層、水質 b.地熱資源　c.氣候效應　d.生態
變遷　e.防災教育與環太平洋火山群學術研討）

3. 建立資源環保永續 (教具、玩具 )轉偏鄉弱勢
4. 國家公園植物種原保存與線上影像館藏
5. 山區無人機救災與景觀防災納入北投士林聯防系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1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
碩士

•	臺北市議員
•	新黨副秘書長
•	《以疫牟利 - 民進黨防疫的亂象與悲劇》一書作者
•	中天、TVBS 常駐政論節目評論家
•	報章雜誌政論專欄作家
•	揭發民進黨涉嫌公投造謠告發民進黨46名民代
•	捍衛四大公投四票同意斷食130小時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7年10月30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新黨

侯漢廷

•	 時代力量國際部主任
•	 客家委員會六堆三百籌備委員
•	 客語能力認證初級合格
•	 中央廣播電台主持人
•	 台灣幼兒棒球聯盟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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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8 •	石牌國小

•	明德國中

•	開南商工

•	 陸軍國防部反情報總隊退伍
•	 開南商工總務職員
•	 台北捷運公司列車長、捷運勞安委員、捷運退休金委員
•	 永樂獅子會委員
•	 北投區明德義警
•	 台北市救難協會
•	 金輝勝實業有限公司、鑫隆光電科技有限公司、寶隆高新科技有限
公司、zipper	mart(USA)inc 總經理

•	 共和黨副主席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2年08月26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共和黨

鄭穎隆

人民財產、不容剝奪停止鎖國、停止貪污

自己肺自己救、自己血自己救	本地錢本地發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7 1.洲美托兒所幼稚園

2.士林國小

3.士林國中

4.志仁高中

5.環球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畢業

•	 2006年百萬紅衫軍反貪腐參與者

•	 2016年個人到立法院丟雞蛋遞上陳情書抗議外力
殺害無辜幼童支持唯一判死刑

•	 2020年秋鬥遊行挺勞工基層民間社運團體參與者

•	 2021年秋鬥遊行反獨裁護民主拚公投反萊豬護藻
礁護食安參與者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0年09月20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林志穎

1.志向：正義清廉拚經濟。
2.理念：為百性謀福為台灣祈福。
3.爭取士林北投區每一所國小都能擁有公平的雙語教學。
4.爭取提高老人共餐經費調高補助金減少老人與家人的負擔。
5.爭取功德圓滿殤家補助急救補助。
6.爭取孩童學習基金才藝班補助減輕家長負擔。
7.爭取士林北投各大醫院假日調降個人掛號費用負擔減輕。
8.爭取活絡士林北投提升經濟繁榮聖地使旅客與觀光客回流帶動溫泉夜市店家攤販生意興旺。
9.爭取提高士林北投焚化爐回饋補助金給各里鄉親里民。
10.爭取提高士林北投警消機器設備補助加菜金工作超時補助。
11.爭取提高各項癌症金補助。
12.爭取社子島居住正義徵收補償權益。
13.爭取士林北投大小市場環境清潔補助。
14.爭取每年國慶10/10日國家生日士林北投老百姓都有同樂補助。
15.爭取火災重建家園急救補助。
16.爭取市場攤商攤位補助。
17.爭取恢復發放敬老金。
18.爭取再提高北市育兒津貼補助。
19.守護食安讓孩童吃健康營養午餐。
20.守護學子們毒品幫派退出校園。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6
•	台大土木法律雙學位

•	台大理科碩士

•	 英國牛津大學國際商務仲裁結業
•	 芝加哥伊大MBA
•	 高鐵設計施工，
•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負責人，
•	 混凝土3D列印碳封存公司創辦人
•	 都市更新促進會，理事常務理事副理事長，
•	 台中市土木技師會，理事常務理事副理事長，
•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主委 (法益紀律 )
•	 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副主委 (法益紀律 )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1年09月06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張渝江

土木技師張渝江，章魚哥，我用工程和財務的專業來讓士林北投發展領先台北市其它
區，士林北投人，你應該要富有且發展又保育
用工程與財務手段參考逢甲夜市重振士林夜市
蘇黎世鹿特丹把垃圾子母車地下化且冷藏市民不用等又追垃圾車
香港太平山電車，推動「文大草山地面電車」改善交通保障人命
房子被硫磺酸化，免費健檢和補強 (房屋地價稅回收 )

用電動車貯電抗空污，電動車免費租給婦幼家庭開
推動北投地熱發電，電充電動巴士貯電回售台電
開放危老重建容積獎勵可移轉賣出使「重建零成本」，獎勵容積「耐震補強」房屋
使北藝為台北交響廳一如柏林、紐約，發展音樂 /劇產業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5 •	士林國小

•	衛理女中

•	國立台北大學公行系輔法律
系學士

•	國立台灣大學碩士

•	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局長
•	台北市政府副發言人
•	台灣民眾黨發言人
•	民間團體反萊豬大眾走聯盟召集人
•	立法委員、台北市議員辦公室主任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5年09月04日
性別：女
出生地：新北市

推薦之政黨

台灣民眾黨

陳思宇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3
•	倫敦大學金匠學院政治傳播
碩士

•	天主教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
系學士

•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
•	蘭雅國中
•	文林國小

•	臺北市政府副發言人
•	黃珊珊副市長辦公室秘書
•	臺北市政府媒體事務組
•	 ETtoday 要聞組記者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81年06月10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台灣民眾黨

黃瀞瑩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4 •	士林國小

•	陽明國中

•	台北市立復興高中

•	淡江大學

•	 立法委員
•	 關渡平原開發促進會總會長
•	 中華職棒退役聯盟總會長
•	 中華跆拳道協會名譽理事長
•	 聖安娜之家 (天主教 ) 顧問
•	 聖道兒童之家 (基督教 ) 顧問
•	 廣福宮榮譽主委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5年06月10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林瑞圖

立志：正義、肅貪、救台灣
誓願：慈心濟弱，人間菩薩行
政見：
1.本人已完成推動關渡平原一期、二期開發 (士北科專案住宅、科技園區 )，將持續推動關渡平原 
    三期、四期開發包括：農業科技園區、環保特區、親水公園、觀光綠帶長廊、國際花卉園區、合宜 
    住宅…等。
2.保護校園 -不讓毒品、黑道介入，讓學童享有安全學習教育環境。
3.積極督促市府推動「老人安養各項福利及設施」，以應付台灣高齡化之趨勢。
4.繼續整治「淡水河」、「基隆河」流域，並嚴查廢土倒棄河內，以保護自然生態，尊重生命。
5.強力監督各級政府清廉執政，以防止一切弊案發生，如有弊案發生，將不畏權勢，強力揭發。
6.成立「長者安養就醫」服務諮詢中心。
7.成立「婦幼保護中心」以防止家暴、性侵等發生。
8.持續推動幼教補助、幼兒福利及學童福利爭取。
9.推動改善不合時宜的都市計畫，士林 (後港 )北投 (關渡、中央南路 )工業區部分變更住宅區、商 
    業區；關渡次分區住二區變更住三、部分商業區。
10.爭取新創產業、文創產業於士林、北投生根，守護傳統產業、二手產業延續，強化在地產業發展 
      及茁壯。

•	 磺田福佑宮主委
•	 集應廟主委
•	 地藏禪寺執行長
•	 慈悟寺執行長
•	 集福宮重建委員會主委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2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

•	第十三屆台北市議員

•	台北市體育總會武術國術協會理事長

•	台北市台南後壁鄉親旅北發展促進會理事

•	社團法人臺北市臺灣石虎足球協會理事

•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助理研究員

•	立法委員顧立雄國會辦公室研究助理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9年03月17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黃郁芬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3
臺灣大學獸醫學系畢業

•	楊動物醫院院長
•	 News98電台主持人
•	臺北市政府產發局動保顧問
•	臺北市獸醫師公會理事長
•	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
•	台大獸醫系系友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	臺北市議會第13屆議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0年10月02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楊靜宇

1.推動寵物醫療保險，減輕飼主經濟負擔。

2.推動設置寵物醫療審議委員會，調解醫療糾紛，寵物就醫有保障。

3.推動 YouBike意外傷害險不論住院與否皆理賠，保障所有騎乘民眾權益。

4.推動杜絕抗生素超標家禽流入市面，保護消費大眾食的安全。

5.推動教育正常化，避免補習班越開越多的教改荒謬亂象。

6.力爭提升全市警察裝備，強化治安防制效能，保障市民安全。

7.力爭身心障礙人士機車停車格位達到法定數量，照護弱勢者停車權。

8.力爭敬老卡點數擴充到1000點，激勵長輩們多多外出活動，樂活好健康。

9.力推幼托機構防虐稽核及保護法令宣導機制，確保受託兒之安全。

10.推動職能學院改建，增設托老、育幼及民眾活動中心等多功能場地嘉惠社區。

中選會
第1選舉區（北投、士林）議員候選人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5 •	社子國民小學

•	士林國民中學

•	育達商職

•	亞東工專

•	銘傳大學管理研究所

•	 台北市議會第5-13屆議員
•	 財團法人台北市陳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	 德明科技大學講師
•	 育達商職教師
•	 國際青年商會世界總會參議員
•	 國際青年商會亞太大會主委
•	 台北市民委會召集人暨黨團書記長
•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4年04月01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陳政忠

一、持續推動捷運外環線北環段：1蘆洲、社子、後港地區連結至士林捷運站。2泰北高中連結 
       至文湖線，繁榮士林、北投、社子交通。
二、推動社子島開發：1以最優惠之拆遷補助方案，落實戶戶配售公有住宅。2打造社子島成為
市民的生態城市綠洲。

三、4年內全力協助全市國中小轉型為100%雙語學校；優化公共托育及提升育兒、托嬰各項 
       補助，改善青年家庭負擔。
四、保障青年就業：提高與放寬青年創業貸款額度；擴大企業與學界之建教合作與實習機會。 
       廣建青年住宅：降低首購門檻，青年輕鬆圓夢成家。
五、增設樂齡照護發放敬老年金：推動65歲長者免繳交健保費、完善長照機制，增加日照中心 
       並擴大敬老卡使用範圍，確保4年內敬老年金不中斷。
六、照顧弱勢族群：保障身心障礙人士就業機會，全市全面增設無障礙空間，扶持變故家庭提 
       供即時急難救助；輔導外籍配偶職訓與就業機會，提供諮詢與全面協助。
七、再創樂活經濟園區確保居民居住權益：推動關渡平原連結北士科，蘊藏寫意經濟動脈；修 
       改陽明山不合理之都市計畫，制定陽明山特別地區條例，確保當地居民居住權益。
八、健全工業宅條例推動合法工業住宅：配合產業發展重點地區及在地居住使用需求，推動工 
       業宅條例調整變更，確保居住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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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	臺北市北投區洲美里里長

•	臺北市北投區里長聯誼會會長

•	臺北市里長聯誼總會總會長

•	北市區段徵收市地重劃委員會委員

•	洲美關渡平原發展促進會理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7年12月02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蘇府庭

1. 推動城市開發：整體規劃洲美關渡平原，保有生態濕地，休閒農場、森林公園，讓士林北
投成為觀光勝地。

2. 城市進化：保護住宅區解編保護限制、容積增加調整、優化居住環境。
3. 弱勢照顧：協助提高低收入戶補助，爭取中低收入戶及單親家庭的生活補助。
4. 社宅承租：爭取青年合宜住宅承租放寬，讓年輕人租屋更容易；延長弱勢承租戶續約，避
免常搬家，增加負擔。

5. 擴充教育資源：增設公托容量、積極爭取幼兒園、國小雙語教育普及化。
6. 高齡時代長照3.0：籌劃老人養生館，爭取創造長者休閒娛樂場所。
7. 保障居住正義：保障既存違建修繕權益、爭取社子島區段徵收戶安置權益。
8. 交通不打結：新北投捷運直通大安站；芝山站延伸至天母。
9. 增加就業機會：士北科技園區就業在地化。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0
•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
•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財經組

•	台北市議員 / 中國國民黨發言人 / 中國國民黨文傳
會副主委 / 政治評論員 / 盛弘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副
總經理兼發言人 / 衛生署簡任秘書 / 海基會資深高
級專員 /文化大學國發所博士班肆業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0年09月09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張斯綱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4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文藝
創作組學士畢業

•	中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工黨總理兼主席、中央執行委
員長

•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會發起人代表

•	海東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	大台北業餘網球協會理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0年03月12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中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工黨

項豪

節制資本，保障民生

為人民服務，替國家做事

用誠懇勤勉的態度處理民眾請託及地方事務

促進士林、北投勞動環境提升

終結藍綠意識造成的社會停滯與對立

成立由政府和人民共同管理的地方動物保護協會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9 •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
•	陽明高級中學
•	石牌國民中學
•	明德國民小學
•	正大幼兒園

•	 金色力量黨主席
•	 立法委員國會助理
•	 全國外送產業工會監事
•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授證菸草減害專家
•	 兩個國際組織台灣代表
•	 全球尼古丁論壇唯一台灣代表
•	 士林北投立法委員參選人
•	 台灣威卜菸草減害網路媒體負責人
•	 電子時報工商記者
•	 澳洲打工度假兩年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5年07月08日
性別：男
出生地：菲律賓

推薦之政黨

金色力量黨

王郁揚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2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

•	第十三屆台北市議員

•	台北市體育總會武術國術協會理事長

•	台北市台南後壁鄉親旅北發展促進會理事

•	社團法人臺北市臺灣石虎足球協會理事

•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助理研究員

•	立法委員顧立雄國會辦公室研究助理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9年03月17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黃郁芬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3
臺灣大學獸醫學系畢業

•	楊動物醫院院長
•	 News98電台主持人
•	臺北市政府產發局動保顧問
•	臺北市獸醫師公會理事長
•	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
•	台大獸醫系系友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	臺北市議會第13屆議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0年10月02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楊靜宇

1.推動寵物醫療保險，減輕飼主經濟負擔。

2.推動設置寵物醫療審議委員會，調解醫療糾紛，寵物就醫有保障。

3.推動 YouBike意外傷害險不論住院與否皆理賠，保障所有騎乘民眾權益。

4.推動杜絕抗生素超標家禽流入市面，保護消費大眾食的安全。

5.推動教育正常化，避免補習班越開越多的教改荒謬亂象。

6.力爭提升全市警察裝備，強化治安防制效能，保障市民安全。

7.力爭身心障礙人士機車停車格位達到法定數量，照護弱勢者停車權。

8.力爭敬老卡點數擴充到1000點，激勵長輩們多多外出活動，樂活好健康。

9.力推幼托機構防虐稽核及保護法令宣導機制，確保受託兒之安全。

10.推動職能學院改建，增設托老、育幼及民眾活動中心等多功能場地嘉惠社區。

中選會
第1選舉區（北投、士林）議員候選人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5 •	社子國民小學

•	士林國民中學

•	育達商職

•	亞東工專

•	銘傳大學管理研究所

•	 台北市議會第5-13屆議員
•	 財團法人台北市陳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	 德明科技大學講師
•	 育達商職教師
•	 國際青年商會世界總會參議員
•	 國際青年商會亞太大會主委
•	 台北市民委會召集人暨黨團書記長
•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4年04月01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陳政忠

一、持續推動捷運外環線北環段：1蘆洲、社子、後港地區連結至士林捷運站。2泰北高中連結 
       至文湖線，繁榮士林、北投、社子交通。
二、推動社子島開發：1以最優惠之拆遷補助方案，落實戶戶配售公有住宅。2打造社子島成為
市民的生態城市綠洲。

三、4年內全力協助全市國中小轉型為100%雙語學校；優化公共托育及提升育兒、托嬰各項 
       補助，改善青年家庭負擔。
四、保障青年就業：提高與放寬青年創業貸款額度；擴大企業與學界之建教合作與實習機會。 
       廣建青年住宅：降低首購門檻，青年輕鬆圓夢成家。
五、增設樂齡照護發放敬老年金：推動65歲長者免繳交健保費、完善長照機制，增加日照中心 
       並擴大敬老卡使用範圍，確保4年內敬老年金不中斷。
六、照顧弱勢族群：保障身心障礙人士就業機會，全市全面增設無障礙空間，扶持變故家庭提 
       供即時急難救助；輔導外籍配偶職訓與就業機會，提供諮詢與全面協助。
七、再創樂活經濟園區確保居民居住權益：推動關渡平原連結北士科，蘊藏寫意經濟動脈；修 
       改陽明山不合理之都市計畫，制定陽明山特別地區條例，確保當地居民居住權益。
八、健全工業宅條例推動合法工業住宅：配合產業發展重點地區及在地居住使用需求，推動工 
       業宅條例調整變更，確保居住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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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	臺北市北投區洲美里里長

•	臺北市北投區里長聯誼會會長

•	臺北市里長聯誼總會總會長

•	北市區段徵收市地重劃委員會委員

•	洲美關渡平原發展促進會理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7年12月02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蘇府庭

1. 推動城市開發：整體規劃洲美關渡平原，保有生態濕地，休閒農場、森林公園，讓士林北
投成為觀光勝地。

2. 城市進化：保護住宅區解編保護限制、容積增加調整、優化居住環境。
3. 弱勢照顧：協助提高低收入戶補助，爭取中低收入戶及單親家庭的生活補助。
4. 社宅承租：爭取青年合宜住宅承租放寬，讓年輕人租屋更容易；延長弱勢承租戶續約，避
免常搬家，增加負擔。

5. 擴充教育資源：增設公托容量、積極爭取幼兒園、國小雙語教育普及化。
6. 高齡時代長照3.0：籌劃老人養生館，爭取創造長者休閒娛樂場所。
7. 保障居住正義：保障既存違建修繕權益、爭取社子島區段徵收戶安置權益。
8. 交通不打結：新北投捷運直通大安站；芝山站延伸至天母。
9. 增加就業機會：士北科技園區就業在地化。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0
•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
•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財經組

•	台北市議員 / 中國國民黨發言人 / 中國國民黨文傳
會副主委 / 政治評論員 / 盛弘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副
總經理兼發言人 / 衛生署簡任秘書 / 海基會資深高
級專員 /文化大學國發所博士班肄業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0年09月09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張斯綱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4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文藝
創作組學士畢業

•	中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工黨總理兼主席、中央執行委
員長

•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會發起人代表

•	海東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	大台北業餘網球協會理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0年03月12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中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工黨

項豪

節制資本，保障民生

為人民服務，替國家做事

用誠懇勤勉的態度處理民眾請託及地方事務

促進士林、北投勞動環境提升

終結藍綠意識造成的社會停滯與對立

成立由政府和人民共同管理的地方動物保護協會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9 •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
•	陽明高級中學
•	石牌國民中學
•	明德國民小學
•	正大幼兒園

•	 金色力量黨主席
•	 立法委員國會助理
•	 全國外送產業工會監事
•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授證菸草減害專家
•	 兩個國際組織台灣代表
•	 全球尼古丁論壇唯一台灣代表
•	 士林北投立法委員參選人
•	 台灣威卜菸草減害網路媒體負責人
•	 電子時報工商記者
•	 澳洲打工度假兩年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5年07月08日
性別：男
出生地：菲律賓

推薦之政黨

金色力量黨

王郁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