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0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暨 中 央 評 議 委 員 選 舉 ， 訂 於 2 0 2 2 年 7 月 1 7 日 （ 星 期 日 ） 於 台 北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號）召開第20屆第1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舉行投開票。候選人所填報之個人資料及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刊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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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

相
片

姓名 蘇巧慧 黃明璇 蔡易餘 梁文傑 林右昌 陳世凱 簡煥宗 許菡芸 曾姿雯 彭成龍
出生
日期 1976年4月5日 1965年5月10日 1981年3月14日 1971年11月26日 1971年3月10日 1977年5月12日 1973年9月19日 1992年4月27日 1965年4月27日 1956年9月1日
性別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學
經
歷

學歷／
．美國賓州大學法律碩士
．美國波士頓大學法律碩士
．台大法律系司法組
．北一女中

經歷／
．現任第十屆立法委員
．第九屆立法委員
．超越基金會執行長
．美國賓州大學法律博士候選人
．2004年總統大選律師後援會總聯絡人、
　驗票律師團律師
．台北縣偏鄉法律諮詢服務義務律師
．萬國法律事務所律師
．律師高考及格

學歷／
．中山女中
．清大化學系
．台大生化所

經歷／
．台北市黨部執行長
．台北市黨部執委
．台北市黨部評委

學歷／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畢業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學士

經歷／
．第九、十屆立法委員
．民主進步黨第十七、十八屆中央評議委員
．民主進步黨第十九屆中央常務委員

學歷／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博士班
．台大政治研究所
．台大政治系

經歷／
．第十一、十二屆台北市中山、大同區議員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文化大學造園暨景觀學系
．基隆高中
．基隆市建德國中
．基隆市建德國小
．基隆市成功國小

經歷／
．總統府游錫堃秘書長辦公室專門委員
．行政院游錫堃院長辦公室參議
．民進黨游錫堃主席特別助理兼辦公室主任
．民進黨中央黨部社會發展部主任
．民進黨中央黨部民主學院主任
．民進黨中央黨部發言人
．民進黨立委基隆聯合服務中心督導
．民進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
．臺灣城市競爭力發展協會理事長

學歷／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畢
．臺北科技大學EMBA

經歷／
．2020-2022年民進黨中評委
．第一、二、三屆台中市市議員
．2020蔡英文台中競選總部發言人

學歷／
．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
．東海大學哲學系畢業

經歷／
．現任高雄市議員
．高雄市公共事務發展協會執行長
．高雄國際郵輪協會總幹事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主任秘書
．高雄市長陳菊辦公室秘書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陳菊主委辦公室秘書
．立法委員邱太三國會辦公室主任

學歷／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社會學雙學士

經歷／
．立法委員范雲辦公室顧問
．立法委員洪申翰辦公室顧問
．臺北市議員邱威傑辦公室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學代會副議長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實習生
．學校供餐法起草人

學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商業智慧學院博士班觀光管
理組
．國立中興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
．私立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

經歷／
．基隆市政府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局長
．高雄市政府副秘書長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局長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專員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研究員

學歷／
．中華科技大學碩士

經歷／
．新北市第1、2、3屆議員
．新北市彭姓宗親會理事
．紅十字會救難大隊會長
．雲林彰化嘉義同鄉會顧問
．土城區客屬會理事長
．土城區身障自立協會創會理事長
．土城分局義刑中隊長

政
見

1.維護國家主權，捍衛台灣價值。
2.堅守創黨理念，擴大社會支持。
3.傾聽基層聲音，培養青年人才。
4.精進公共政策，提升政府品質。

全黨不分派系、團結輔選2022九合一大選。 1.傾聽基層反映民意。
2.維護民主清廉價值。
3.去除威權遺毒，增進台灣價值。
4.全力支持中央政府，落實施政願景。

全力支持本黨執政。 綠色執政品質保證是本黨對全民的承諾，擴大本
黨的地方執政，民眾對執政的肯定，是本黨力量
能在地方生根的基礎。
1.團結合作，以理性正派爭取全民支持。
2.連結社會，以踏實行動串連社會力量。
3.進步執政，以進步價值帶動理念政策。

1.追求黨務革新，擴大黨員參與，祈使黨意貼近
民意。

2.全力協助黨政運作，提高決策品質。 

1.以行動守護台灣主體，捍衛民主進步價值。
2.積極培養青年人才，推動黨務革新發展。
3.建置完善黨務機制，落實民主執政理念。
4.傾聽基層反映民意，俾使中央與地方基層黨員
互動更和諧。

5.妥善分配黨政資源，務求平衡南北區域發展。

1.紮根基層，全面性、持續性部署青年族群經營
策略。

2.推動跨世代攜手合作，倡議多元社會議題，
以具體落實本黨「社會同行 世代共贏」決議
文。 

1.追求台灣早日成為正常國家。
2.國家主權自主，正名台灣走向國際。
3.善用數位科技，推動黨證數位化。

1.承擔責任，強化黨內凝聚力。
2.全力輔選九合一地方選舉。
3.鞏固基層組織、強化地方服務處功能。 

號次

相
片

姓名 莊雅芬 李姸慧 林益邦 呂林小鳳 陳茂松 彭佳芸 黃承國 陳淑華 紀桂珠 陳亭妃
出生
日期 1979年9月30日 1976年7月10日 1974年9月11日 1964年8月4日 1956年11月7日 1982年10月13日 1965年12月11日 1970年12月23日 1965年6月6日 1974年7月19日
性別 女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女 女

學
經
歷

經歷／
．台北市黨部代表

學歷／
．新竹女中
．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經歷／
．新竹市第六、七、八、九、十屆議員
．新竹市民進黨市議會黨團總召
．自由時報、TaipeiTimes駐竹科記者
．中華大學董事長

學歷／
．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經濟學士
．賓州大學工程學院工程學士

經歷／
．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
．陳秀卿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學歷／
．碩士畢

經歷／
．桃園市第一屆市黨部主任委員
．2020總統蔡英文桃園競選總部執行總幹事
．二屆市民代表
．四屆縣、市議員（桃園市第二屆現任市議員）
．桃園市民進黨團總召
．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

學歷／
．南華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

經歷／
．嘉義市議員
．任務型國大代表
．嘉義市黨部主任委員
．五任中執委含二屆中常委
．現任中常委

學歷／
．北一女
．政大新聞系

經歷／
．台視財經台
．中天新聞記者
．華視新聞午間主播
．新北市第三屆市議員

經歷／
．民主進步黨台北市黨部第10、11屆執行委員
．民主進步黨台北市黨部第12、13、14屆評議
委員召集人
．民主進步黨台北市黨部第15、16屆主任委員
．民主進步黨第18、19屆中央常務委員
．台北市道教會理事長
．指南宮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
．木柵聖母宮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台北市文山安全社區理事長
．台北市文山體育會理事長

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政策碩士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經歷／
．台中市議員
．民進黨台中市議會黨團召集人
．民進黨中執委

學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系畢業

經歷／
．第18屆全國黨代表
．屏東農田水利會副管理師退休

學歷／
．長榮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博士
．長榮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
．文化大學
．家齊女中
．中山國中
．協進國小

經歷／
．地方電視台新聞記者、主播
．民進黨中央黨代表、台南市黨部執委、主委
．台南市e世代關心協會理事長
．長榮大學全國校友總會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凱校人力發展協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凱達格蘭基金會董事長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教育及文化、經濟委員會
召集委員
．立法院民進黨團副書記長、副幹事長、書記長
．第14、15、16屆台南市議員
．第7、8、9、10屆立法委員

政
見

1.推動黨務、落實擴大參與。
2.堅定捍衛黨的政策及民主價值。
3.吸引青年參與。

清廉、勤政、愛鄉土 1.擔任中央與地方基層互動之橋樑。
2.共同推動政府政策，徹底實踐改革理念。
3.維護本黨清廉、執政、愛鄉土之形象。
4.落實關懷資深老黨員。
5.反應基層的聲音。
6.推動女性平權。

追求台灣早日成為正常國家。 1.反映基層民意。
2.促進年輕黨員踴躍參與黨務。
3.推動永續執政、台灣價值。
4.連結社會脈動、共同支持民主進步理念。

1.主權獨立的國家。
2.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
3.成長均衡的經濟財政。
4.公平開放的福利社會。
5.創新進步的教育文化。
6.和平獨立的國防外交。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1.積極推廣婦女就業與家庭支援福利措施，普遍
提高婦女參政意願以及公共事務參與度。

2.深耕在地人文教育與社區營造活動，強化在地
人才養成培育，並營造青年友善環境，提供適
才適所之在鄉就業機會，以活化地方人力資
源，加強在地社群向心力。

3.持續推動老年長期照護政策，結合各項專業醫
療、心理諮商、關懷訪視與喘息服務等資源，
以同理心提供長輩及其家屬安心支持與服務，
凝聚社會認同感。

4.建立農業科技特色園區與產業聚落，加速國內
農業轉型升值以及農民權益保障，強調本土核
心價值，振興農村再生與永續發展。 

1.以行動力貫徹黨務革新，以服務心深入基層經
營，建構務實的組織體系。

2.堅持台灣，傾聽人民的聲音，找回人民的感動。
3.拓展關心基層的服務網絡，爭取民眾的認同。
4.凝聚黨員向心力，建立優質政黨形象。
5.協助黨部舉辦女性議題的研習成長課程，關懷
青少年、銀髮族及弱勢族群的活動等，落實推
展全方位的社會福利政策。

6.守護台灣，為台灣的永續發展再接再厲。
7.加強推動台灣成為正常國家。

號次

相
片

姓名 王義川 蘇治芬 王定宇 陳啟能 陳怡君 許淑華 郭再欽 何志偉 高閔琳 趙天麟
出生
日期 1972年3月7日 1953年7月10日 1969年3月5日 1959年7月5日 1979年5月4日 1973年5月22日 1964年6月2日 1982年5月14日 1982年8月3日 1973年3月8日
性別 男 女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男

學
經
歷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學士

經歷／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策略長
．桃園航空城公司董事長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長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運輸物流系主任

學歷／
．北港南陽國小
．北港初級中學
．台北市士林商業職業學校
．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經歷／
．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
．行政院顧問
．第五屆立法委員
．立法院第五屆第四會期預算及決算委員會召集
委員
．雲林縣第十五、第十六屆縣長
．第九屆立法委員
．立法院第九屆第四會期經濟委員會召集委員
．第十屆立法委員

學歷／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1989年）
．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1993年）
．國立成功大學高階管理學碩士（2007年）
．國立台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行銷與國際企業組
博士（2019年）

經歷／
．國民大會代表黃昭凱辦公室主任
  （1999年-2000年）
．民進黨台南市黨部執行長（2000年-2001年）
．台南市第15屆市議員（2002年-2006年）
．台南市第16屆市議員（2006年-2010年）
．第1屆台南直轄市議員（2010年-2014年）
．第9屆立法委員（2016年-2020年）
．第10屆立法委員（2020年迄今）

學歷／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經歷／
．民主進步黨第19屆中央執行委員
．新北市第1、2、3屆議員
．新北市第3屆第四任民進黨團總召

學歷／
．台灣大學政治系研究所EMPA就讀中
．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
．泰北高中
．明倫國中
．大龍國小

經歷／
．台北市議員
．台北市黨部執行長
．2016蔡英文總統台北市競選辦公室／行政組主任
．2012蔡英文總統競選辦公室／財務委員會專員
．2011游錫堃辦公室／秘書
．2009蘇貞昌台北未來辦公室／文宣部
．2005海洋之聲電台節目主持人

學歷／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碩士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

經歷／
．臺北市議會第十屆至第十三屆議員
．民主進步黨中央常務委員
．財團法人文化臺灣基金會董事
．財團法人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董事
．世界彰化同鄉會總會副秘書長
．中華民國迷你足球協會理事長、推廣大使
．SPCA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顧問
．臺北市議會民主進步黨黨團總召
．社團法人台灣關懷交流協會理事長
．臺北市女子體育運動協會理事長

學歷／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經歷／
．第十九屆中央執行委員
．華盛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

學歷／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富勒頓分校財金系學士
．美國南加州大學公共行政碩士（MPA）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博士班

經歷／
．民進黨中央常務委員（現任）
．台北市第11-12屆市議員
．立法院第9-10屆立法委員（現任）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昆蟲學系農學學士

經歷／
．高雄市議員（第二屆、第三屆）
．高雄市議會國民外交促進會副會長
．蔡英文總統2020高雄競選總部活動部主任
．陳其邁市長2018、2014競選總部發言人
．鄭麗君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研究員
．陳菊市長秘書
．謝長廷競選總統「逆風行腳」發起人
．行政院青少年諮詢小組召集人
．青年國是會議全國代表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會長、學生代表大會議長

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政策碩士

經歷／
．第8、9、10屆立法委員
．第6、7屆高雄市議員
．美國國務院IVLP國際訪問學人
．日本慶應大學法學部訪問研究員
．陳其邁、陳菊、謝長廷高雄市長競選總幹事及
發言人
．民進黨中國部、文宣部、青年部主任、發言
人、中央執行委員
．高雄世新大學、真理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前金教會執事

政
見

1.追求台灣早日成為正常國家。
2.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國號就是台灣。
3.積極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各項國際組織。
4.制定台灣新憲法。

推動台灣為正常國家。 1.堅持創黨理念。
2.全力協助民進黨執政，落實綠色執政，品質
保證。

3.地方黨員與中央黨部的溝通橋樑。

1.落實本黨黨綱，增進民眾對本黨向心力。
2.建構黨部智慧平台，即時反映民意。
3.追求台灣早日成為正常國家。

1.推動台灣成為正常國家。
2.堅持台灣獨立立場，傾聽人民的聲音，找回人
民的認同及感動。

3.協助民進黨推動黨的政策，宣傳政令，杜絕假
新聞。

4.將基層的民意上達至黨中央，建立中央與地方
的良好溝通。

1.反映基層民意。
2.維繫社會正義。
3.關懷弱勢權益。
4.推動永續執政。
5.堅持台灣優先。
6.捍衛民主進步價值。

培養青年人才，永續政黨發展。 清廉、勤政、愛鄉土 1.捍衛台灣主權獨立，守護民主自由。
2.保障人權，實踐社會公義。
3.均衡南北區域發展，落實大南方政策計劃。
4.持續推動性別平權，扶助社會弱勢，照顧老幼。
5.黨務創新改革，擴大支持基礎。

1.守護台灣主權。
2.深化民主價值。
3.追求公平正義。
4.創造世代幸福。

號次

相
片

姓名 鄭美娟 黃世杰 潘孟安 邱俊憲 林俊憲
出生
日期 1983年5月31日 1979年1月5日 1963年8月15日 1982年2月26日 1965年3月7日
性別 女 男 男 男 男 

學
經
歷

學歷／
．清華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碩士

經歷／
．新竹市議員

學歷／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

經歷／
．立法委員
．桃園市政府顧問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經歷／
．屏東縣長
．第6、7、8屆立法委員

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管理碩士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工學學士

經歷／
．高雄市議會民進黨團副總召／副幹事長
．陳菊秘書／陳其邁發言人
．蔡英文總統高雄市競選總部副總幹事
．立法委員李昆澤國會辦公室執行長
．台灣海洋治理策進學會理事長
．國立中山大學校友總會理事
．全國大專院校優秀青年代表

學歷／
．台南一中
．國立成功大學企管系
．美國密蘇里大學企管碩士（U.of Missouri,MBA）
．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

經歷／
．台南市第14、15、16屆議員
．民進黨中央黨部發言人
．賴清德競選市長執行總幹事
．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
．長榮大學國際企業系兼任講師
．第9、10屆立法委員

政
見

為黨員發聲、反應民意，協助本黨永續執政。 確保台灣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及產業競爭力。 1.協助主席凝聚黨內共識，贏得2022年底六都暨
縣市長選舉，做為2024總統大選的基石，延
續政權，為台灣人民服務。

2.藉由立法院黨團幹事長經驗，加上8年縣長行
政歷練，協助中央黨部與行政團隊、立法院黨
團做良好溝通。

3.落實本黨「勤政」、「清廉」的核心價值

1.強化黨公職新血培育機制，替台灣找出更多
人才。

2.建構國際民主政黨聯盟陣線，守護台灣主體
價值。

3.中央黨務走出首都圈，深入地方更有力。
4.加強黨員互動，擴大黨務參與面。
5.掌握科技發展趨勢，研擬建立元宇宙黨部。

1.為基層黨員在中執會發聲。
2.反映民情讓黨意貼近民意。
3.保持謙卑當改革發動引擎。
4.監督執政品質讓人民滿意。
5.邁向世界讓台灣主權尊嚴。

 

以行動守護台灣主權，捍衛民主進步價值。

Taipei Times駐竹科記者

嘉義市議員
任務型國大代表
嘉義市黨部主任委員
五任中執委含二屆中常委
．現任：中常委

．曾任：

�I�V�L�P國際訪問學人

落實本黨「勤政」、「清廉」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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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

相
片

姓名 周志賢 張雅旻 陳明虹 呂孫綾 林寶興 王博程 林宜瑾 洪健益 管碧玲
出生
日期 1958年7月30日 1977年4月25日 1970年3月17日 1988年3月12日 1950年11月27日 1981年2月15日 1969年8月25日 1970年11月3日 1956年12月9日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男 女 男 女

學
經
歷

學歷／
 ．台北市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台北空大肄業

經歷／
 ．第7屆-13屆里長 建功里
 ．民進黨12屆全國黨代表
 ．行政院政務顧問現任
 ．台北市17屆評議召集委員
 ．台北市黨部執行委員

學歷／
 ．東海大學政治學博士班
 ．東海大學政治學碩士
 ．大葉大學工業關係系
 ．台中家商會計事務科
 ．潭子國中
 ．東寶國小

經歷／
 ．立法委員林佳龍服務處特別助理
 ．蘇嘉全競選台中市長執行秘書
 ．潭子鄉民代表會主席林秀梅特別助理
 ．民主進步黨全國黨代表
 ．民主進步黨台中黨部黨代表、評議委員
 ．民主進步黨青年軍

學歷／
 ．政治大學政治系畢業

經歷／
 ．台中市黨部執行委員
 ．台中市黨部評議委員
 ．台中市黨部執行長
 ．全國黨代表

學歷／
 ．文化大學政治系
 ．文化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班

經歷／
 ．立法委員
 ．民進黨中執委

學歷／
 ．國立新竹高商

經歷／
 ．鴻運人力仲介有限公司負責人
 ．民主進步黨第16、17、18、19屆中央評議委員

學歷／
 ．遠東科技大學

經歷／
 ．民進黨台南市黨第6屆執行委員
 ．玉井農會19屆農會理事
 ．玉井和稼果菜生產合作社社長
 ．玉井清芳社區監事
 ．玉井代天府總幹事

學歷／
 ．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碩士
 ．東吳大學社會系

經歷／
 ．第10屆立法委員

學歷／
 ．永青國小
 ．永吉國中
 ．祐德高中
 ．中華技術學院二技部
 ．崇右技術學院二專部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

經歷／
 ．綠色和平電台主持人
 ．台北市彰化同鄉會顧問
 ．2008總統大選長昌競選總部全國組織部執行長
 ．謝長廷競選台北市長競選總部副總幹事
 ．立法委員卓榮泰、徐國勇辦公室主任
 ．第10、11、12、13屆台北市議員

學歷／
 ．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

經歷／
 ．立法委員（現任）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民進黨政策小組召集人（現任）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召集委員（現任）
 ．民主進步黨第8屆、第10屆、第12屆、第15屆、
　 第16屆中央執行委員；第14屆當然中常委，
　 第15屆、第16屆中常委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長
　（第七屆第6會期、第九屆第7、第8會期）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長
 ．國立台北大學副教授

政
見

忠實反應黨員心聲。 1.遵守本黨黨章，服從組織之決議。
2.宣揚本黨綱領，爭取民眾之支持。
3.依據黨章條例，維護本黨之紀律。

1.落實黨紀規範、守護同志權益。
2.執行黨員及各級組織獎懲之決定時，其解釋黨章及相
關規定能符合創黨精神和黨章意旨。

1.台灣正名。
2.國家正常化。
3.捍衛黨綱。

落實黨紀規範，發揚民主精神。 1.確實監督中央執行委員會推行黨務工作。
2.有效審查黨員及各級組織作獎懲之決定，並使其確實
被執行。

1.反映民意，盡力成為地方與中央渠道。
2.輔佐縣市長、民意代表、總統等選舉活動。

1.忠誠履行中央評議委員之職責。
2.於監督中央執行委員會推行黨務工作部份，善盡職責。
3.於內規、預算之備查，決算之審議，本於專業。
4.於黨員及各級組織獎懲之決定，公正無私，並善盡解
釋黨章之責，以昭公信。

號次

相
片

姓名 黃文益 陳文治 陳坤榮 李偉智 賴瑞隆 許文獻
出生
日期 1976年6月2日 1967年6月13日 1951年6月10日 1970年2月8日 1973年11月15日 1965年9月25日
性別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學
經
歷

學歷／
 ．大同國小
 ．前金國中
 ．高師大附中
 ．中山醫學院
 ．國立高雄大學碩士

經歷／
 ．高雄市議員
 ．高雄市議會民進黨團幹事長
 ．國立高師大博士班

學歷／
 ．台灣大學法律系

經歷／
 ．台北縣第14、15、16屆縣議員
 ．新北市第1、2、3屆市議員
 ．新北市第二屆副議長

學歷／
 ．東海高中電子科

經歷／
 ．第18屆中央評議委員
 ．現任第19屆中央評議委員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碩士

經歷／
 ．新化區農會第十八屆理事長
 ．台南市第三屆議員

學歷／
 ．東吳政治系學士
 ．台大國發所碩士

經歷／
 ．高雄市政府新聞局局長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局長
 ．立法院第九、十屆立法委員
 ．民進黨立院黨團副幹事長
 ．立法院經濟、內政委員會召集委員

學歷／
 ．國立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經歷／
 ．現任台東卑南鄉長
 ．任務型國大代表
 ．台東縣民進黨黨部主委
 ．台東縣民進黨評委召集人
 ．台東縣民進黨全國黨代表

政
見

1.公正監督黨務。
2.公平維護黨紀。

1.推動黨務發展。
2.維護並落實黨紀。

維護黨紀。 1.落實基層黨員服務。
2.促進黨部黨務發展。

1.遵守創黨目標。
2.落實黨務工作。
3.推動政黨永續。
4.美好進步台灣。

追求台灣早日成為正常國家。

選舉票有效與無效之認定，依2015年10月29日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
「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有效與無效之認定圖例」為準；選舉票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無效：
  不用主辦選務黨部製發之選舉票。
  圈選2人以上。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圈後加以塗改。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不加圈完全空白。
  不用主辦選務黨部製備之圈選工具。

  現任全國黨員代表。
  2022年(含)以前之常年黨費應於2022年4月18日以前補繳。
  常年黨費以外各項應負擔費用應於2022年6月17日以前補繳。
  未受停權處分或於2022年7月17日以前停權期限已滿。

   投票時間：2022年7月17日（星期日）下午3:00至4:30止，由全國黨員
代表直接選出中央執行委員30人及中央評議委員11人；下午5:30至6:00
止，由當選之中央評議委員11人互選1人為主任委員，並於下午6:00至
6:30止，由當選之中央執行委員30人互選10人為中央常務執行委員。 

 ※投票時間若當日大會決議有所變動，以大會決議為主。

  投票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2樓201室（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號）。
  投票時請攜帶本人新式國民身分證（正本）至投票所投票，缺前述證件不得
領取選舉票；但海外黨部之選舉人，得憑黨證（正本）及護照（正本），由

本人行使投票權。另為便於行使投票權，請選舉人於投票當日佩戴全國黨員

代表大會出席證（至大會報到處領取），並依 至各該投開票

所投票。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准入場；而已於規定時間
內到場，尚未完成投票者，仍可完成投票手續。

  選舉人領取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1
人，並將選舉票摺疊後放入票匭，投入後不得於投票所內逗留，或將選舉

票攜出投票所。
  冒名投票、變造國民身分證投票者，從嚴議處並移送法辦。
  滋擾投開票所秩序者，除依黨紀處分外，並移送法辦。
  投票時禁止使用手機、照相機及相關攝影器材，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
置，不在此限。

民進黨台南市黨部第6屆執行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