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7 ⊙麗山國小

⊙西湖國中

⊙景文高中

⊙真理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國立台灣大學碩士生
⊙黃珊珊團隊 Since 1998(24年 )
⊙台灣民眾黨北市黨部副主委
⊙2020九合一大選民眾黨發言人
⊙蔡壁如委員辦公室
⊙林國成議員辦公室
⊙台北市後備指揮部組長
⊙麗山國小校友會會長
⊙中華民國動物福利環保協進會顧問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5年04月30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台灣民眾黨

陳宥丞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5 •	臺北市立民生國小

•	介壽國中

•	建國高級中學

•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士

•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

•	中華電視台記者及助理導播
•	企業管理顧問公司企劃部經理
•	中國電視公司記者及主播
•	第八 ~十三屆臺北市議員
•	救國團臺北市委會指導委員
•	內湖區體育會理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2年04月11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灣省基隆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吳世正

從政多年，世正始終堅持：不收紅包、不炒土地、不包工程！為什麼如此堅持？因為每張選票都是選民
的信賴與託付，不該是牟取自己私利的工具！今年仍將本此信念爭取鄉親們的支持，當然還有這些年的
服務成績，如更新校園設施、改善社區環境、打通交通瓶頸、增加停車空間、協助佈設社區關懷據點、	
修訂建築施工損鄰處理規則以幫助弱勢鄰損戶、公廁全面換裝感應式水龍頭、推動胖卡餐車試辦計畫…	
等各種提高鄉親生活品質的服務項目。
世正未來四年任期政見目標：
提升托育服務：增加公托量能，協助提高準公托教保品質，協助年輕家長養育寶貝下一代。
建設特色公園：近年共融式公園概念興起，將推動港湖公園更新現代化，讓孩子開心安全成長。
加速日照佈建：臺北市邁入超高齡社會，日照服務需求逐年增加，有必要加緊增建長者日間照護中心。
強化青年服務：推動市府青年發展處升級，強化對青年族群工作、協助生涯規劃及社會參與之服務。
加強地方建設：路平、燈亮、水溝通、污水接管、停車空間增加、改善交通瓶頸，推動捷運民生汐止線
及東環線盡快動工…民眾有陳情，世正親自來處理。
世正一直要求自己，專職專業為民服務、關注教育、關懷弱勢、提高鄉親生活品質，雖然現在的政治流
行「用嘴講」，但政治是服務眾人之事，世正認為，政治應該是要「做正事」！讓民眾真正感受到選
出來的議員是真正在為民眾服務，而不是為自己服務！世正擔任議員這些年來，深刻體會政府法令及施
政常與民眾需求有落差，民代擔任著傾聽民意、發掘真相、協助弱勢鄉親們得到幫助的角色，懇請您支
持認真做正事的世正，讓世正繼續能為鄉親來服務，來感謝您的支持！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
德明技術學院企業管理科畢業
（二年制）

1.香港倢立能源科技公司

2.新黨之音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

3.台北市體育總會 C級棒球教練 C級游泳教練 C級  
游泳裁判，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研究所碩士生，展
華影業負責人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6年12月12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新黨

劉榮之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4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	美國國務院 IVLP 訪問學人
•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講師
•	台北市體育運動舞蹈協會理事長
•	台北市拳擊協會副理事長
•	台北市屏東同鄉會理事
•	扶輪社東欣社公關主委
•	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兼發言人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2年09月30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灣省屏東縣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中選會
第2選舉區（內湖、南港）議員候選人

李明賢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3 •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

•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學士

•	祐德高中

•	永春國中

•	興雅國小

•	台北市議會第11、12、13屆議員

•	總統府總統辦公室秘書

•	台日文化經濟協會理事

•	台北市輕艇協會理事長

•	紙風車兒童藝術下鄉社會志工主席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1年08月10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江志銘

1. 放寬南港「產專區」都市更新獎勵的門檻，取消「第一類老舊聚落」容積450％上限的規定，
加速南港老舊工業區的再生與活化。

2. 結合舊有「安康公車調度站」的公有土地與周邊私有土地，擴大推動「東湖五分里」都市
更新。

3. 加速完成捷運「東環段」、「汐東線」以及「基隆捷運」的規劃與興建，積極改善內湖的交通，
以及發揮「南港火車站」交通轉運的功能。

4. 立即啟動由「堤頂大道」設置地下隧道穿越基隆河，連接「塔悠路」相關工程的可行性研
究及後續的工程規劃。

5. 強力監督南港「中央研究院」聯外道路工程，於114年如期如質完工。
6. 協調台鐵增加停靠「南港火車站」對號列車的班次，讓「南港火車站」成為台北市真正「東
區的門戶」。

7. 持續擴大警用監視系統的設置，優先在堤外中繼魚市場、河濱公園運動設施周邊，以及市區
公園、綠地偏僻處裝設。

8. 加速台北市大量超過使用年限消防車輛的汰換，強化消防人員執勤的安全。
9. 定期針對河濱公園自行車專用道進行總體檢及整修，提供市民一個安全、優質的運動休閒環
境。

10. 針對防疫保單，產險公司收取保費後拒保，市政府應協助保戶與保險公司透過和解的方式化
解爭議。

第5頁（共6頁）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
東海大學環境科學系

•	臺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	時代力量秘書長
•	時代力量發言人
•	時代力量台北黨部主委
•	臺北市南隆獅子會會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5年06月12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中市

推薦之政黨

時代力量

陳志明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6 •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
鑑所博士

•	康寧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	德明商專
•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	新北市瑞芳國民中學

•	民進黨臺北市議會第10、11、12屆市議員

•	民進黨臺北市議會黨團總召集人

•	民進黨第15、16、17、18屆中央執行委員

•	獅子會、扶輪社、國際同濟會會長

•	綠色和平電台主持人

•	內政部宗教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0年06月10日
性別：男
出生地：新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王孝維

四大政見、十五項堅持，關切公共議題、堅持清廉參政、深植基層服務，強化市政監督功能，全力捍衛市民權益與謀求市民福利。
【地區發展】
1、強化勞動局就業媒合功能，為失業者提供多元就業輔導方案，保障勞工權益，留住優秀人才，擺脫低薪困境。
2、持續爭取港湖建設，放寬容積獎勵、危老社區改建，加速都市更新，並監督都更處執行進度。
3、打造傳統市場新樣貌，為傳統市場注入新元素。
4、增進港湖地區觀光發展，打造白石湖園區及南港茶葉文化園區。
5、捍衛港湖好山好水，推動關閉內湖焚化爐，改設環保博物館。
【交通改善】
6、全力改善港湖地區交通問題，監督捷運民生汐止線與捷運環狀線東環段興建期程，改善內湖科學園區及南港軟體園區周邊動線。
【居住安全】
7、爭取增建青年社會住宅，制定青年能負擔之社會住宅租金，政府帶頭降房租，讓青年租得起臺北市房屋。
8、全力推動瓦斯儲存槽退出住宅區，確保市民安全及監督達使用年限之住户瓦斯管線汰舊換新。
9、強化醫療衛生及健康中心之功能，推動弱勢醫療照顧中心及免費巡迴駐診。
10、加強社區治安及員警巡邏，提升值班警員為民服務品質。
【親子照護】
11、有感育兒政策，包含：增加公托數量、提升托育人員就業率、閒置小學校舍改設為托育中心、企業彈性工時、凍卵補助。
12、促進在地托嬰、老年人日間照顧，降低中低收入戶就業障礙，關懷獨居老人，並推動社區關懷、警民合作，提高生活及居住品質。
13、爭取銀髮族長輩更多妥善照顧及優惠福利，包含：公立醫院65歲以上免收掛號費、社會住宅增設長者入住專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進駐社會住
       宅設立診所、提升公立長照中心設置比例，社會住宅或閒置學區增加長、日照機構比例、提高長照中心工作人員待遇及福利，訂定相關管理辦法。
14、寒冬送暖愛心活動持續發光發熱，讓弱勢族群孩子擁有快樂童年，得到應有照顧。
15、推廣毛小孩領養代替購買觀念，改善收容所環境，落實寵物登記制度，增設寵物運動公園、全力打造動物友善城市。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8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畢業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東亞系學士
畢業

•	雲林縣正心中學畢業

•	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副執行長
•	亞太青年協會副秘書長
•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招聘研究員
•	總統府國安會對日關係幕僚
•	民進黨青年部主任
•	民進黨中央黨部發言人
•	清華大學研究生聯合會會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8年05月01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何孟樺

【交通平權】

1. 捷運東環段與民生汐止線加速動工，捷運工程期間強化道路交通維持措施；爭取拓寬港湖聯外道路與港墘大
橋興建、強化大數據運用分析，有效降低塞車指數。

2. 推動道路平權、為機車族群發聲、督促市府全面檢討，放寬對機車不合理限制；爭取公共場所參建停車場，
解決停車需求。

3. 水域平權：水域活動開放區域回歸「原則開放，例外禁止」之立法原則。

【友善動物】加速興建新動物之家；持續推廣設置寵物活動公園，讓台北市成為友善動物城市。

【住得安穩】

1. 危樓、海砂屋獎勵優先更新、簡化都市更新流程。

2. 加速汰換瓦斯老舊管線，以維用氣安全。

3. 提高老舊房屋健檢獎勵，推廣安全社區認證。

【食得安全】要求加強稽查、落實管理、資訊公開透明，食品安全不可輕忽。

【拚得放心】爭取增加公立、非營利幼兒園名額；提高生育獎勵金；增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公辦民營托嬰中心。

【老得安心】恢復重陽敬老金、擴大敬老卡使用範圍、推廣銀髮照顧在地化、獎勵青銀共居、加強日間與居家照護。



中選會
第2選舉區（內湖、南港）議員候選人

（一）政府主導、民間參與；（二）設置專責機構；（三）交通建設周遭與危老優先；（四）財務公開透明、回饋住戶；及（五）
公共設施同步到位，讓居民未來能住得安心、住得安全。（一）政府主導、民間參與；（二）設置專責機構；（三）交通建設
周遭與危老優先；（四）財務公開透明、回饋住戶；及（五）公共設施同步到位，讓居民未來能住得安心、住得安全。（一）
政府主導、民間參與；（二）設置專責機構；（三）交通建設周遭與危老優先；（四）財務公開透明、回饋住戶；及（五）公共設
施同步到位，讓居民未來能住得安心、住得安全。（一）政府主導、民間參與；（二）設置專責機構；（三）交通建設周遭與
危老優先；（四）財務公開透明、回饋住戶；及（五）公共設施同步到位，讓居民未來能住得安心、住得安全。（一）政府主導、
民間參與；（二）設置專責機構；（三）交通建設周遭與危老優先；（四）財務公開透明、回饋住戶；及（五）公共設施同步到位，
讓居民未來能住得安心、住得安全。（一）政府主導、民間參與；（二）設置專責機構；（三）交通建設周遭與危老優先；（四）
財務公開透明、回饋住戶；及（五）公共設施同步到位，讓居民未來能住得安心、住得安全。（一）政府主導、民間參與；（二）
設置專責機構；（三）交通建設周遭與危老優先；（四）財務公開透明、回饋住戶；及（五）公共設施同步到位，讓居民未來能
住得安心、住得安全。（一）政府主導、民間參與；（二）設置專責機構；（三）交通建設周遭與危老優先；（四）財務公開透明、
回饋住戶；及（五）公共設施同步到位，讓居民未來能住得安心、住得安全。（一）政府主導、民間參與；（二）設置專責機
構；（三）交通建設周遭與危老優先；（四）財務公開透明、回饋住戶；及（五）公共設施同步到位，讓居民未來能住得安心、
住得安全。（一）政府主導、民間參與；（二）設置專責機構；（三）交通建設周遭與危老優先；（四）財務公開透明、回饋住戶；
及（五）公共設施同步到位，讓居民未來能住得安心、住得安全。（一）政府主導、民間參與；（二）設置專責機構；（三）交
通建設周遭與危老優先；（四）財務公開透明、回饋住戶；及（五）公共設施同步到位，讓居民未來能住得安心、住得安全。
（一）政府主導、民間參與；（二）設置專責機構；（三）交通建設周遭與危老優先；（四）財務公開透明、回饋住戶；及（五）
公共設施同步到位，讓居民未來能住得安心、住得安全。（一）政府主導、民間參與；（二）設置專責機構；（三）交通建設
周遭與危老優先；（四）財務公開透明、回饋住戶；及（五）公共設施同步到位，讓居民未來能住得安心、住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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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3 •	南港國小

•	誠正國中

•	靜修女中

•	美國加州爾灣大學經濟系

•	美國加州斐伯坦大學企管所研究
•	臺北市議會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屆市議員
•	台北市議會國民黨黨團書記長
•	立法院第九屆立法委員
•	立法院中國國民黨黨團書記長
•	中國國民黨婦女部主任
•	中國國民黨副秘書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0年12月18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李彥秀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9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心臟血管外科主治醫師
•	全國醫師醫療產業工會理事長
•	台灣基進性別發展部主任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6年07月01日
性別：女
出生地：桃園市

推薦之政黨

台灣基進

吳欣岱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2
•	臺灣大學政治系

•	中山女高

•	國會助理、環保署署長秘書

•	台北市政府市長室專門委員

•	台北市觀傳局主任秘書

•	國民黨智庫策略研究組顧問

•	國民黨革實院副院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5年07月28日
性別：女
出生地：桃園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游淑慧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1 •	美國加州大學 Fullerton 分
校MBA碩士

•	美國南加州大學 (USC)
•	 中山女高
•	誠正國中
•	南港國小

•	英國里茲大學博士研究
•	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屆台北市議員
•	台北市婦女會常任理事
•	中國國民黨婦女部主任
•	任務型國大代表
•	景文技術學院、北台科技學院講師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1年04月05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闕枚莎

婦幼代言人
1. 擴大辦理國小學童營養午餐有機米及有機蔬菜。搭配牛奶或優酪乳。
2. 爭取二到四歲幼兒私幼每學期補助20,000元。
3. 打造英語友善城市，推動南港優先示範區，擴大辦理英語夏令營。
4. 打造親子科學數位圖書館，持續推動親子生物數位圖書館。
5. 持續推動親子爆米花電影院結合市圖行動書車推廣閱讀。
市政大建設
1. 推動南港六本木結合東區門戶計畫，打造台北新都心，建立南港空橋連接系統，自中國信託到南港車站到北部流行音樂中心，再到南港
 機廠社會住宅。
2. 爭取「捷運信義線東延地下化」從玉成公園至南港國宅再到中央研究院，成功獲得市府回應延伸至廣慈 /奉天宮站規劃案已留設尾軌（設

於中坡南路下方），在工程上已保留具有續行延伸至中研院地區之可行性，持續推進中。
3. 成功爭取南港13個工業區變更為「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開發期程再展延自變更公告後開始算起六年、工二用增額容積提高獎勵到

400%，將持續檢討一二類老舊建物認定標準，爭取全面放寬。
4. 設置義民廟並發展更具特色的客家文化主題園區。
5. 推動設備完善的幸福友善銀髮養生村。
樂活好幸福
1. 持續推動寵物運動公園設施再升級。舉辦毛小孩運動會。變裝趴、愛心美容健檢等專屬活動。
2. 65歲以上申請敬老悠遊卡或愛心悠遊卡，使用點數倍增，持卡每月免費1000點，並擴大點數可使用範圍。
3. 關心內湖復育園區設施，爭取舉辦親子活動。
4. 活化世大運網球場。
5. 增加活化商圈行銷活動；強化青年創業輔導；保障新住民就業及社會保險權益。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0 •	嘉義中學
•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一、臺灣大學研究生協會副主席。
二、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理事。
三、民主進步黨臺北市議會黨團召集人。
四、民主進步黨中央評議委員。
五、第七至十三屆臺北市議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1年08月22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灣省雲林縣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李建昌

一、堅持清廉、專業、專職問政。

二、堅持台灣優先、弱勢優先、教育優先、環境優先。

三、推動台北市東側南北向捷運系統 (捷運東環段 )、民生汐止線加速興建。

四、爭取捷運信義線東延段延伸至中央研究院。

五、爭取社會住宅配合捷運路網持續興建，並調降社會住宅之租金。

六、持續推動市立聯醫系統擴大資源推動社區居家醫療。

七、持續爭取資源投入港湖區山邊野溪、邊坡護牆整治；規劃港湖區休閒步道，形塑好山 
       好水的山林景緻。

八、持續關注大湖公園、碧湖公園及南港公園之水質優養化及外來種魚種入侵、保育本土魚
種之議題。

九、持續監督南港、新明路及北勢湖工業區轉型為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之計畫。

十、持續監督北市府針對台北市所有人行道、公園及馬路上之路障移除，維護無障礙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