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6屆黨主席補選
選舉公報

投票日期   2019年 1月 6日



2

民主進步黨第16屆黨主席補選選舉公報 

第16屆黨主席補選，訂於2019年1月6日（星期日）上午

8時至下午5時止舉行投票，全國各投開票所請見後頁。

一、第16屆黨主席補選選舉人資格：
1. 加入本黨連續滿2年以上之黨員：於2017年1月6日以前入黨。

2. 2018年(含)以前之常年黨費應於2018年10月8日以前補繳。

3. 常年黨費以外各項應負擔費用應於2018年12月7日以前補繳。

4. 未受停權處分或於2019年1月6日以前停權期限已滿。

5. 具投票權之黨員，應於黨籍所在黨部設置之投票所投票；以選舉投

票日2019年1月6日為基準，黨籍遷移未滿一年者，應於原黨籍所在黨部

行使選舉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與相關規定：

1.選舉人憑本人國民身分證　正本　領取選票，親自行使投票權，

缺證件不得領取選票；黨籍隸屬海外黨部之選舉人，得憑黨證及

護照正本，由本人行使選舉權。

2.投票請使用圈選印記，不得簽名、畫押或作任何記號，否則無效。

3.冒名投票、變造國民身分證投票者，從嚴議處並移送法辦。

4.滋擾投開票所秩序者，除依黨紀處分外，並移送法辦。

5.投票時禁止使用手機、照相機及相關攝影器材。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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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屆黨主席補選
選舉公報

黨主席補選
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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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卓榮泰
候選人資料

出生日期：

1959年 01月 22日

性別：

男

學經歷
學歷：

．日新國小 

．大同國中

．復興高中 

．中興大學法律系 
經歷：

．台北市議員 

．立法委員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發言人

．總統府副秘書長

．民主進步黨秘書長

．民主進步黨副秘書長

．行政院秘書長

政   見

黨，永遠與人民站在一起！

    富裕人民生活，建構公平社會。
黨，永遠與進步站在一起！

    謙卑自我省思，實踐改革創新。
黨，永遠與台灣價值站在一起！

    維護國家主權，走入國際社會。

第16屆黨主席補選
候選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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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盈隆
候選人資料

出生日期：

1956年 11月 23日

性別：

男

學經歷
學歷：

．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政治學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法學士

．省立花蓮高級中學畢業

經歷：

．東吳大學政治系專任教授

．台灣政治學會會長

．行政院研考會副主任委員

．民進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

．凱達格蘭學校創校副校長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特任副主委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

．財團法人台灣民意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政   見

第一，堅持黨的基本立場與核心價值，勇敢實現台灣夢

第二，堅持黨的『再民主化』（Redemocratization）
第三，提昇黨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層次
第四，提高黨員素質，擴大黨員規模

第五，黨組織功能的創新與重整

第六，建構合理化的新兩岸關係

第七，擴大黨的社會基礎

第八，強化黨和社運團體的有機連結

第九，強化黨和國際社會的互動與溝通

我們必須深化黨內民主，貫徹黨內民主。黨必須『再民主化』，將一切原本就屬於黨員的權利
還給黨員，包括參與各層級黨公職人員的提名或選舉，強化黨員對黨的向心力與參與感。

近十年來，黨每逢大小選舉就在選前修改攸關黨員重大權益的提名條例，因人設事，破壞制度
穩定性，使黨員無所適從，影響黨內團結，嚴重不利黨的發展，應盡量避免。

第16屆黨主席補選
候選人資料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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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屆黨主席補選
選舉公報

全國各投開票所
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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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屆黨主席補選
選舉公報

全國各投開票所一覽表
黨部別 聯絡電話 序 投開票所地點 投開票所詳細地址 投開票所銜稱 選舉人範圍

台北市 02-25018822

一 姚文智服務處 士林區承德路四段 235號 士林投開票所 戶籍屬士林區

二 吳思瑤服務處 北投區承德路七段 196號 北投投開票所 戶籍屬北投區

三 江志銘服務處 內湖區成功路二段 187號 內湖投開票所 戶籍屬內湖區

四 模具金屬加工廠
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 225
巷 1弄 8號 南港投開票所 戶籍屬南港區

五 張茂楠服務處 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316號 松山投開票所 戶籍屬松山區

六 洪健益服務處 信義區永吉路 336號 信義投開票所 戶籍屬信義區

七 王世堅服務處 中山區長春路 107號 中山投開票所 戶籍屬中山區

八 梁文傑服務處 大同區承德路 2段 195號 大同投開票所 戶籍屬大同區

九 民宅
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131
巷 22號   中正投開票所 戶籍屬中正區

十 劉耀仁服務處 萬華區艋舺大道 116號 萬華投開票所 戶籍屬萬華區

十一 王閔生服務處 大安區四維路 170巷 39號 大安投開票所 戶籍屬大安區

十二 阮昭雄服務處 文山區興隆路一段 86號 文山投開票所 戶籍屬文山區

十三 台北市黨部
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 115
號 7樓 外縣市投開票所 戶籍屬外縣市

新北市 02-22528111

一 新興國小 淡水區新興街 123號 淡水投開票所
戶籍屬淡水區、八里區、三芝區、石
門區 (依名冊編號 577~132261)

二

中港國小 新莊區中港一街 142號

新莊第 1投開票所 戶籍屬新莊區、五股區、泰山區、林
口區 (依名冊編號 20~69695)

三 新莊第 2投開票所 戶籍屬新莊區、五股區、泰山區、林
口區 (依名冊編號 69696~94075)

四 新莊第 3投開票所 戶籍屬新莊區、五股區、泰山區、林
口區 (依名冊編號 94076~118076)

五 新莊第 4投開票所 戶籍屬新莊區、五股區、泰山區、林
口區 (依名冊編號 118078~132359)

六

光興國小 三重區正義南路 62號

三蘆第 1投開票所 戶籍屬三重區、蘆洲區 (依名冊編號
7~76495)

七 三蘆第 2投開票所 戶籍屬三重區、蘆洲區 (依名冊編號
76496~102584)

八 三蘆第 3投開票所 戶籍屬三重區、蘆洲區 (依名冊編號
102585~114040)

九 三蘆第 4投開票所 戶籍屬三重區、蘆洲區 (依名冊編號
114041~132353)

十

江翠國小 板橋區文化路 2段 413號

板橋第 1投開票所
戶 籍 屬 板 橋 區 ( 依 名 冊 編 號
22~75156)、外縣市 ( 依名冊編號
437~130911)

十一 板橋第 2投開票所 戶 籍 屬 板 橋 區 ( 依 名 冊 編 號
75157~107953)

十二 板橋第 3投開票所 戶 籍 屬 板 橋 區 ( 依 名 冊 編 號
107954~132293)

十三 秀朗國小 永和區得和路 202號 雙和第 1投開票所 戶籍屬中和區、永和區 (依名冊編號
34~7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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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部別 聯絡電話 序 投開票所地點 投開票所詳細地址 投開票所銜稱 選舉人範圍

新北市 02-22528111

十四 秀朗國小 永和區得和路 202號 雙和第 2投開票所 戶籍屬中和區、永和區 (依名冊編號
72478~132368)

十五

土城國小 土城區興城路 17號

土城第 1投開票所 戶籍屬土城區、樹林區、三峽區、鶯
歌區 (依名冊編號 12~86368)

十六 土城第 2投開票所 戶籍屬土城區、樹林區、三峽區、鶯
歌區 (依名冊編號 86398~120679)

十七 土城第 3投開票所 戶籍屬土城區、樹林區、三峽區、鶯
歌區 (依名冊編號 120680~132367)

十八 中正國小 新店區三民路 36號 新店投開票所 戶籍屬新店區、深坑區、石碇區、坪
林區、烏來區 (依名冊編號 1~132295)

十九 澳底國小禮堂 貢寮區延平街 10號 瑞芳投開票所 戶籍屬瑞芳區、平溪區、雙溪區、貢
寮區 (依名冊編號 1524~132360)

二十 秀峰高中 汐止區忠孝東路 201號 汐止投開票所 戶籍屬汐止區、金山區、萬里區 (依
名冊編號 119~132301)

桃園市 03-2209325

一 龜山社區活動中心 龜山區中興路一段 50號 第 1投開票所 戶籍屬龜山區、蘆竹區

二 五里集會所 桃園區中平路 118號 第 2投開票所 戶籍屬桃園區

三 廣福社區活動中心 觀音區福山路二段 123號 第 3投開票所 戶籍屬觀音區、大園區、新屋區

四 紅梅里市民活動中心 楊梅區校前路 41號 第 4投開票所 戶籍屬楊梅區

五 舊明里活動中心 中壢區義民路 70號 第 5投開票所 戶籍屬中壢區、平鎮區、龍潭區、外
縣市

六 八德國小活動中心 八德區興豐路 222號 第 6投開票所 戶籍屬八德區、大溪區、復興區

台中市 04-25293918

一 四民里仁和里仁美里   
同榮里聯合活動中心 北屯區豐樂一街 78號 原市區投開票所 戶籍屬中區、西區、東區、南區、北區、

西屯區、南屯區、北屯區、外縣市

二 新豐圳活動中心 豐原區成功路 520號 山線區投開票所
戶籍屬豐原區、后里區、潭子區、神
岡區、大雅區、東勢區、石岡區、新
社區、和平區

三 沙鹿勞工育樂中心 沙鹿區中山路 658號 海線區投開票所 戶籍屬大甲區、大安區、外埔區、沙鹿
區、清水區、梧棲區、大肚區、龍井區

四
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
中心 2樓 大里區新光路 32號 屯區投開票所

戶籍屬大里區、太平區、霧峰區、烏
日區

台南市 06-2655120

一 新興國中禮堂 南區新孝路 87號 南區投開票所 戶籍屬東區、南區、安平區、外縣市

二 文成里活動中心 北區和緯路 3段 370號 北區投開票所 戶籍屬北區、中西區

三 淵中里活動中心 安南區安中路 3段 381號 安南區投開票所 戶籍屬安南區

四 大橋里活動中心 永康區大橋三街 230號 永康區投開票所 戶籍屬永康區、新化區

五 新進國小活動中心 新營區中正路 41號 新營區投開票所
戶籍屬新營區、柳營區、鹽水區、白
河區、東山區、後壁區、六甲區、下
營區、官田區

六 佳里國小中正堂 佳里區公園路 445號 佳里區投開票所 戶籍屬佳里區、西港區、七股區、學
甲區、將軍區、北門區

七 文正里社區活動中心 善化區文正路 25巷 18號 善化區投開票所 戶籍屬善化區、安定區、新市區、大
內區、麻豆區、山上區

八 仁德里活動中心 仁德區文心路 138號 仁德區投開票所 戶籍屬仁德區、歸仁區、關廟區、龍
崎區

九 中正里清芳活動中心 玉井區中正里健康街 10號 玉井區投開票所 戶籍屬玉井區、楠西區、南化區、左
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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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部別 聯絡電話 序 投開票所地點 投開票所詳細地址 投開票所銜稱 選舉人範圍

高雄市 07-5552100

一 慈賢慈善會 苓雅區建軍路 166之 2號 第 1投開票所 戶籍屬鳳山區

二 大寮包公廟 大寮區大寮里開封街 120號 第 2投開票所 戶籍屬大寮區、林園區

三
仁武國小
綜合活動中心

仁武區中正路 94號 第 3投開票所
戶籍屬仁武區、鳥松區、大樹區、大
社區

四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
業學校

岡山區壽天里岡山路 533號 第 4投開票所
戶籍屬岡山區、橋頭區、彌陀區、梓
官區、永安區、茄萣區、湖內區、路
竹區、燕巢區、阿蓮區、田寮區

五 旗山區鼓山國小 旗山區延平一路 111號 第 5投開票所
戶籍屬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杉
林區、六龜區、甲仙區、桃源區、茂
林區、那瑪夏區

六

龍華國小 鼓山區大順一路 858號

北區第 1投開票所
戶籍屬左營區、楠梓區、鹽埕區、旗
津區、鼓山區、三民區 (1、2月份出生 )

七 北區第 2投開票所
戶籍屬左營區、楠梓區、鹽埕區、旗
津區、鼓山區、三民區 (3、4月份出生 )

八 北區第 3投開票所
戶籍屬左營區、楠梓區、鹽埕區、旗
津區、鼓山區、三民區 (5、6月份出生 )

九 北區第 4投開票所
戶籍屬左營區、楠梓區、鹽埕區、旗
津區、鼓山區、三民區 (7、8月份出生 )

十 北區第 5投開票所
戶籍屬左營區、楠梓區、鹽埕區、旗
津區、鼓山區、三民區 (9、10月份出生 )

十一 北區第 6投開票所
戶籍屬左營區、楠梓區、鹽埕區、旗津
區、鼓山區、三民區 (11、12月份出生 )

十二

獅甲國小 前鎮區中山三路 45號

南區第 1投開票所
戶籍屬前鎮區、小港區、新興區、前
金區、苓雅區、外縣市 (1、2月份出生 )

十三 南區第 2投開票所
戶籍屬前鎮區、小港區、新興區、前
金區、苓雅區、外縣市 (3、4月份出生 )

十四 南區第 3投開票所
戶籍屬前鎮區、小港區、新興區、前
金區、苓雅區、外縣市 (5、6月份出生 )

十五 南區第 4投開票所
戶籍屬前鎮區、小港區、新興區、前
金區、苓雅區、外縣市 (7、8月份出生 )

十六 南區第 5投開票所
戶籍屬前鎮區、小港區、新興區、前
金區、苓雅區、外縣市 (9、10、11、
12月份出生 )

宜蘭縣 03-9354712

一 宜蘭縣議會簡報室 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399號 第 1投開票所
戶籍屬宜蘭市、壯圍鄉、員山鄉、外
縣市

二
礁溪協天廟
香客大樓 2樓

礁溪鄉礁溪路四段 59號
2樓

第 2投開票所 戶籍屬頭城鎮、礁溪鄉

三
東安社區
活動中心 3樓

羅東鎮天祥路 171號 3樓 第 3投開票所 戶籍屬羅東鎮、五結鄉、冬山鄉

四 大義社區活動中心
三星鄉上將路 3段 375巷
31號

第 4投開票所 戶籍屬三星鄉、大同鄉

五 蘇西社區活動中心 蘇澳鎮志成路 62號 第 5投開票所 戶籍屬蘇澳鎮、南澳鄉

新竹縣 035-505243 一 新竹縣黨部 竹北市成功六街 163號 新竹縣投開票所 全區

第16屆黨主席補選
選舉公報

全國各投開票所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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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部別 聯絡電話 序 投開票所地點 投開票所詳細地址 投開票所銜稱 選舉人範圍

苗栗縣 037-359437

一 玉苗里活動中心 苗栗市玉苗里光復路 210號 第 1投開票所
戶籍屬苗栗市、公館鄉、頭屋鄉、後
龍鎮、銅鑼鄉、三義鄉、西湖鄉、獅
潭鄉、泰安鄉、大湖鄉、外縣市 2人

二 忠孝里活動中心 頭份市忠孝二路 83號 第 2投開票所
戶籍屬頭份市、三灣鄉、南庄鄉、竹
南鎮、造橋鄉

三
苑東、苑北、苑南聯
合活動中心

苑裡鎮苑北里中山路 312號 第 3投開票所
戶籍屬通霄鎮、苑裡鎮、卓蘭鎮、外
縣市 3人

彰化縣 04-7637779

一 南郭國小篤行館 彰化市中興路 98號 北彰化投開票所
戶籍屬彰化市、花壇鄉、芬園鄉、鹿
港鎮、秀水鄉、福興鄉、和美鎮、伸
港鄉、線西鄉、外縣市 5人

二 溪湖鎮公所三樓禮堂 溪湖鎮湖東里青雅路 58號 南彰化投開票所

戶籍屬員林市、大村鄉、永靖鄉、田
中鎮、社頭鄉、二水鄉、溪湖鎮、埔
心鄉、埔鹽鄉、北斗鎮、溪州鄉、田
尾鄉、埤頭鄉、二林鎮、芳苑鄉、大
城鄉、竹塘鄉、外縣市 2人

南投縣 049-2225225

一 埔里鎮老人會 埔里鎮中正路 511號 埔里投開票所
戶籍屬埔里鎮、國姓鄉、魚池鄉、仁
愛鄉

二 山腳里集會所 草屯鎮虎山路 299號 草屯投開票所 戶籍屬草屯鎮、中寮鄉

三 南投縣黨部 南投市玉井街 38號 南投投開票所 戶籍屬南投市、名間鄉

四 延和里集會所 竹山鎮延和里大和街 42號 竹山投開票所
戶籍屬竹山鎮、鹿谷鄉、水里鄉、集
集鎮、信義鄉

雲林縣 05-5348640

一 斗六國小 斗六市鎮東路 225號 第 1投開票所 戶籍屬斗六市、莿桐鄉、林內鄉

二 文安國小 斗南鎮延平路 1段 189號 第 2投開票所 戶籍屬斗南鎮、大埤鄉、古坑鄉

三 西螺老人會館 西螺鎮修文路 102號 第 3投開票所 戶籍屬西螺鎮、二崙鄉、崙背鄉

四 虎尾國小 虎尾鎮明正路 88號 第 4投開票所
戶籍屬虎尾鎮、土庫鎮、元長鄉、褒
忠鄉

五 四湖國小
四湖鄉四湖村中山東路
37號

第 5投開票所
戶籍屬台西鄉、麥寮鄉、四湖鄉、東
勢鄉

六 水林老人會館 水林鄉水北村水林路 4-1號 第 6投開票所 戶籍屬北港鎮、水林鄉、口湖鄉

嘉義縣 05-3625228

一
柳子林社區活動中心
(苦竹寺旁 )

水上鄉柳林村 45號 第 1投開票所 戶籍屬水上鄉

二 西井社區活動中心 鹿草鄉西井村 296號 第 2投開票所 戶籍屬鹿草鄉、太保市

三
朴子春秋武廟
(衛福部朴子醫院旁 )

朴子市永和里應菜埔 36
之 1號

第 3投開票所 戶籍屬朴子市、東石鄉

四
蒜頭村辦公處
(六腳鄉公所旁 )

六腳鄉蒜頭村 73號 第 4投開票所 戶籍屬六腳鄉、外縣市

五 永安社區活動中心 布袋鎮永安里 242號 第 5投開票所 戶籍屬布袋鎮、義竹鄉

六 新港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新港鄉宮前村公園路28-1號 第 6投開票所 戶籍屬新港鄉

七 菁埔社區活動中心 民雄鄉菁埔村 137-5號 第 7投開票所 戶籍屬民雄鄉、溪口鄉

八 平林里活動中心 大林鎮新興街 112號 第 8投開票所 戶籍屬大林鎮、梅山鄉

九 隆興社區活動中心 中埔鄉隆興村中正路 515號 第 9投開票所
戶籍屬中埔鄉、竹崎鄉、番路鄉、阿
里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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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08-7373456

一
瑞光國民小學
D13教室

屏東市大連里興豐路 86號 屏東市投開票所
戶籍屬屏東市、三地門鄉、瑪家鄉、
泰武鄉、來義鄉、春日鄉、獅子鄉、
牡丹鄉、霧台鄉、外縣市

二
里港國民中學
員工餐廳

里港鄉春林村里中路 10號 里港投開票所
戶籍屬九如鄉、里港鄉、高樹鄉、鹽
埔鄉

三
內埔國小教室
四年丁班

內埔鄉廣濟路 2號 內埔投開票所
戶籍屬內埔鄉、長治鄉、麟洛鄉、竹
田鄉

四
光華社區活動中心
(盧山大飯店旁）

潮州鎮光華里南京路 163號 潮州投開票所
戶籍屬潮州鎮、萬巒鄉、崁頂鄉、新
埤鄉、枋寮鄉

五
仙吉國民小學
會議室

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 91號 新園投開票所 戶籍屬新園鄉、萬丹鄉

六
東港國民小學
S108教室

東港鎮中正路一段 10號 東港投開票所
戶籍屬東港鎮、南州鄉、林邊鄉、琉
球鄉、佳冬鄉

七
山腳里老人活動中心
1樓

恆春鎮山腳里恆南路 1巷
60號

恆春投開票所
戶籍屬恆春鎮、枋山鄉、車城鄉、滿
州鄉

花蓮縣 03-8359030

一 明義國小 602教室

花蓮市明義街 107號

第 1投開票所 戶籍屬花蓮市         

二 明義國小 603教室 第 2投開票所
戶籍屬吉安鄉、豐濱鄉、外縣市、秀
林鄉之水源村、銅門村、文蘭村

三
鳳林鎮鳳仁里活動
中心

鳳林鎮公園路 70號 第 3投開票所
戶籍屬壽豐鄉、鳳林鎮、光復鄉、萬
榮鄉

四 玉里鎮老人會館 玉里鎮忠智路 72號 第 4投開票所
戶籍屬瑞穗鄉、玉里鎮、富里鄉、卓
溪鄉

五
新城鄉康樂村活動
中心

新城鄉康樂村廣安一街
112號

第 5投開票所
戶籍屬新城鄉、秀林鄉 (水源村、銅
門村、文蘭村除外 )

台東縣 089-330845 一 仁愛國小左側教室 台東市四維路一段 400號 台東縣投開票所 全區

澎湖縣 06-9272748 一 澎湖縣黨部 馬公市朝陽路 146號 1樓 澎湖縣投開票所 全區

基隆市 02-24201030 一 基隆市黨部會議室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59
號 5樓

基隆市投開票所 全區

新竹市 03-5358595 一 新竹市黨部 新竹市西大路 772號 2樓 新竹市投開票所 全區

嘉義市 05-2343666 一 博愛國小活動中心 嘉義市西區友愛路 822號 嘉義市投開票所 全區

金門縣 082-372998 一 金門縣黨部
金寧鄉榜林村上后垵 70
號 

金門縣投開票所 全區

勞工 07-3323736 一
四維國小
二年三班教室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
103號

勞工黨部投開票所 全區

第16屆黨主席補選
選舉公報

全國各投開票所一覽表



12
台北市北平東路 30號 10樓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印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