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9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暨 中 央 評 議 委 員 選 舉 ， 訂 於 2 0 2 0 年 7 月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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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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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 屆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候 選 人

第1 9屆中央執行委員暨中央評議委員選舉公報

號次 ➊ ➋ ➌ ➍ ➎ ➏ ➐ ➑ ➒ ➓
相
片

姓名 呂林小鳳 李昆澤 廖本煙 王定宇 陳茂松 梁文傑 許淑華 何怡瑩 何志偉 陳大鈞
出生
日期 1964年8月4日 1964年4月29日 1956年9月26日 1969年3月5日 1956年11月7日 1971年11月26日 1973年5月22日 1980年11月4日 1982年5月14日 1963年3月24日
性別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學
經
歷

學歷／
．碩士畢

經歷／
．桃園市第一屆市黨部主任委員
．2020總統蔡英文桃園競總執行總幹事
．二屆市民代表
．四屆縣、市議員
．現任全國黨代表

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碩士
．輔仁大學歷史系

經歷／
．公督盟評鑑連續16個會期優秀立委
．蔡英文主席特助、陳定南立委特助
．第6、8、9、10屆立法委員
．第6屆高雄市議員
．第3屆國大代表
．高雄縣政府新聞室主任
．高雄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博士班（在學中）
．台灣人權促進會總幹事、台灣人權雜誌總主筆
．台灣環保聯盟幹事
．電器維修工、成衣廠縫紉

學歷／
．中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
．省立板橋高級中學畢業
．三峽國中畢業
．三峽大埔國小畢業

經歷／
．礦工子弟、清潔工、計程車司機、鐵工
．樹林鎮鎮長、樹林市市長
．三鶯區家長會總會長、大同國小／樹林高中家
長會長
．民主進步黨全國鄉鎮市長聯誼會會長
．國際獅子會300B2區分區、專區主席
．立法院第五、六屆委員黨團總召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講師
．台灣綠色立委聯盟理事長
．新北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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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

經歷／
．嘉義市黨部主任委員
．連四屆中央執行委員

學歷／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博士班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台灣大學政治系
．建國中學

經歷／
．真理大學法律系憲法學講師
．民進黨中央黨部發言人
．民進黨政策會副執行長
．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總編輯
．台北市議員

學歷／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
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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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二、十三屆臺北市
議員

．民主進步黨中央執行委員
．臺北市議會民進黨團總召
．臺北市女子體育運動協會理事長
．世界彰化同鄉會總會副秘書長
．中華民國迷你足球協會推廣大使
．SPCA國際防止虐待動物協會顧問
．台灣國際發明得獎協會顧問

學歷／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

經歷／
．立法委員張廖萬堅服務處助理
．台中市議員林德宇研究室主任
．民進黨台中市黨部執行委員、評議委員
．民進黨全國黨代表、台中市黨代表
．東海大學政治系研究所地方政治組

學歷／
．美國南加州大學公共行政碩士MPA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富勒頓分校財金系學士

經歷／
．立法委員
．中常委
．台北市議員

學歷／
．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澳門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博士

經歷／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長
．台中市副市長
．國民大會代表
．行政院中部辦公室
．立法院蔡其昌副院長辦公室主任
．台中科技大學副教授
．中央執行委員
．中央評議委員

政
見

1.擔任中央與地方基層黨員間互動之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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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青年人才、政黨永續發展。

1.守護主權，捍衛台灣價值。
2.保障人權，永續民主多元精神。
3.均衡南北發展，重視南部民意。
4.延續本黨性別平權，增進女性黨員權益。
5.重視青年黨員培訓發展。
6.落實資深老黨員生活關懷。

1.促進黨內和諧。
2.增進黨內的向心力。
3.反應基層的聲音。
4.推動黨內公平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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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台灣成為正常國家。 1.全力支持本黨贏得2022年縣市首長大選。
2.全力支持本黨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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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黨政同步、回應人民期待。
2.看好台灣、捍衛國家主權。
3.堅持改革、落實轉型正義。 
4.黨務創新、擴大社會連結。

1.善待經濟困頓的老黨員。
2.以下次縣市長勝選為決策目標。
3.徵選優秀人才投入村里長選舉。

號次 � � � � � � � � � �
相
片

姓名 邱莉莉 林俊憲 陳亭妃 洪健益 曾朝榮 鍾佩玲 蘇治芬 周永鴻 吳秉叡 江瑞鴻
出生
日期 1962年11月29日 1965年3月7日 1974年7月19日 1970年11月3日 1961年7月10日 1979年3月27日 1953年7月10日 1973年12月5日 1966年10月7日 1964年2月14日
性別 女 男 女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學
經
歷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
．長榮大學經營管理學碩士（MBA）

經歷／
．民進黨中央黨部發言人
．第一、二、三屆直轄市台南市議員
．台南市14、15、16屆市議員
．富樂夢教育基金會董事
．財團法人台南市孔廟文化基金會董事
．現任台南市議會民進黨團總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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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臺南市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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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屆立法委員

學歷／
．協進國小
．中山國中
．家齊女中
．文化大學
．長榮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博士

經歷／
．新聞記者、主播
．第14、15、16屆台南市議員
．第7、8、9屆立法委員
．立法院民進黨團正、副書記長、副幹事長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召委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召委
．民進黨台南市黨部主委
．民進黨中常委、中執委
．民進黨2014年市長選舉對策委員會委員
．凱達格蘭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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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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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
．東海大學政研所畢
．中州技術學院畢
．國立台中高工畢
．台中市東山國中畢
．台中市大坑國小

經歷／
．直轄市台中市議會第1、2、3屆議員
．台中市議會第15、16屆議員
．直轄市民進黨台中市黨部第1、2屆主委
．財團法人廣亮慈善基金會首任董事長
．社團法人台中市城鄉發展協會創會理事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廣亮慈善會前理事長
．台中市三寶護持會公關主任

學歷／
．政大經營管理碩士

經歷／
．台北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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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
．行政院顧問
．第五屆立法委員
．雲林縣第十五、十六屆縣長
．第九、十屆立法委員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經歷／
．台中市議員
．台中市政府民政局長
．國會辦公室主任
．民進黨中央黨部青年部主任

學歷／
．士林國小
．成功高中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法學組學士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經歷／
．野百合學運政大學生代表
．臺東地方法院法官
．臺灣司法改革連線成員
．凱達格蘭學校國策班第一期
．律師
．臺北縣政府蘇貞昌縣長機要秘書
．民進黨台北縣、新北市黨部主任委員
．第六、八、九、十屆立法委員
．立法院民進黨團第八屆第4、5會期黨團書記長
．立法院民進黨團第九屆第1、2會期黨團幹事長

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高階公共政策碩士在職專班（進
修中）

經歷／
．現任高雄市議員
．現任高雄市仁武區農會常務監事
．現任高雄市仁武分局民防中隊長
．現任高雄市仁武福清宮主任委員
．高雄市仁武區農會理事長
．仁武里里長
．仁武鄉民代表

政
見

從政二十三年，過去與民進黨併肩爭取民主，擔
任對抗威權體制的開創者，下一階段繼續扛責，
與DPP同行，成為民主、和平、繁榮的奮鬥者。
不懼中國威脅行動，守護國家主權，捍衛自由體
制，讓台灣恆久為主權獨立的國家。
致力世代正義，讓台灣年輕人能保有公平的生活
權與生存權，減輕人口結構轉型所帶來的沉重生
計壓力。
協助蔡英文總統、賴清德副總統及民進黨政府執
政團隊，推動大南方經濟戰略，達成首都紓壓、
南方崛起的縱深治理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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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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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民爭取權益、福利。 1.打造有溫度的宜居城市。
2.推動台灣正常國家化。

1. 加強推動台灣成為正常國家。
2. 堅持台灣，傾聽人民的聲音，找回人民的感動。
3. 守護台灣，為台灣的永續發展再接再厲。

1. 全力支持黨主席蔡英文總統國家施政。
2. 擴大新世代基礎，強化年輕社會力。
3. 人民為先，以地方為念，為基層黨員發聲。
4. 配合黨中央政策，推動相關事宜。

號次

相
片

姓名 莊雅芬 蔡昌達 莊瑞雄 許智傑 蔡易餘 陳慧玲 周春米 郭再欽 黃承國 趙心瑜
出生
日期 1979年9月30日 1970年5月29日 1963年4月20日 1966年1月5日 1981年3月14日 1962年6月16日 1966年11月1日 1964年6月2日 1965年12月11日 1972年4月30日
性別 女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學
經
歷

經歷／
．台北市黨部黨代表

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政策碩士學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博士班

經歷／
．第一、二屆高雄市議會副議長
．第16、18屆民進黨中央評議委員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博士候
選人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碩士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學士

經歷／
．第8、9、10屆立法委員
．公督盟評鑑優秀立委
．第11屆國家磐石關懷獎章得主
．執業律師
．2020蔡英文總統競選連任辦公室副總幹事兼
發言人
．民進黨發言人
．第13屆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
．第13、14屆民進黨台北市黨部主委
．第10、11屆台北市議員
．綠色和平電台主持人

學歷／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所博士候選人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所碩士畢
．台灣大學機械系畢
．高雄中學畢
．高雄市立五甲國中
．高雄市立五甲國小

經歷／
．鳳山市第8屆市民代表
．第15屆高雄縣議員
．第10屆鳳山市市長
．鳳山區區長
．第8屆立法委員
．第9屆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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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
．私立國際商業專科學校銀行保險科
．澎湖縣立馬公國中
．澎湖縣立馬公國小

經歷／
．第18、19屆澎湖縣議員
．第9屆馬公市市民代表
．民進黨第7屆不分區立法委員候選人
．民進黨澎湖縣黨部主任委員
．澎湖縣水噹噹婦女會理事長

學歷／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畢業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畢業

經歷／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法官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
．執業律師
．屏東律師公會第28屆理事長
．屏東臺大校友會第2、3屆理事
．立法院民主進步黨團副書記長、副幹事長
．第九屆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六、七、八
會期召集委員
．第十屆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一會期召集
委員

學歷／
．國立高雄海事專科學校

經歷／
．現任台南市黨部財務長
．華盛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

經歷／
．總統府國策顧問
．民主進步黨第18屆中央常務委員
．2020蔡英文總統連任台北市競選總部主任委
員
．民主進步黨台北市黨部第15、16屆主任委員
．台北市道教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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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EMBA碩士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企業管理系

經歷／
．民主進步黨台北市黨部執行長
．民主進步黨第19屆全國黨員代表
．2020民主進步黨不分區立委被提名人
．2020蔡英文總統連任台北市競選總部執行總
幹事

政
見

1.強化本黨效率。
2.落實黨務革新。
 

1.傾聽基層反映民意。
2.促進政、黨運作和諧。
3.提高決策品質。
4.力求本黨永續執政。

1. 鞏固執政基礎，擴大社會支持；國政深謀遠
慮，力圖長治久安。

2. 協助黨務改造，促進政、黨運作和諧，協助本
黨永續執政。

3. 全力支持政府施政措施，落實永續執政理念；
推動黨務革新，建立完善之黨務機制，樹立廉
能政黨形象；推動政黨公正初選；堅持台灣優
先，反對中國併吞，讓台灣走出去。

4. 積極參與黨政協調，務求黨政資源妥善運用；反
應南部聲音，追求台灣南北平衡之目標；追求黨
務革新，擴大黨員參與，祈使黨意貼近民意。

1.維護民主、清廉價值。
2.去除威權遺毒，增進台灣價值。
3.協助黨務興革，促進全黨團結。
4.全力支持中央政府，落實施政願景。

1. 代表離島，反應離島基層民意，爭取離島人民
權益。

2. 願景實做，為澎湖縣本黨重回執政做好準備。
3. 莫忘初衷，以創黨精神推動黨務革新，永續
執政。

4.堅持主權，推動台灣成為正常國家，立足世界。

1.鞏固執政推動改革。
2.提升黨務決策品質。
3.強化人權平等精神。 
4.守護自由民主價值。
5.捍衛臺灣主權尊嚴。
6.平衡南北區域發展。
7.深耕基層關懷弱勢。

1.全力支持蔡英文主席落實改革。
2.培養青年人才，永續政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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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深耕基層關懷弱勢。
2.地方與中央的橋樑。
3.人民與政府的連結。
4.守護民主自由價值。

號次

相
片

姓名 林益邦 陳啟能 蘇震清 黃世杰 鄭宏輝 李雅慧 許西彬 陳啓昱
出生
日期 1974年9月11日 1959年7月5日 1965年2月2日 1979年1月5日 1969年8月16日 1975年8月30日 1959年10月21日 1965年12月22日
性別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學
經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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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克萊大學哈斯商學院MBA班

經歷／
．民進黨中執委
．鹿港天后宮信徒代表
．陳秀卿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眾來科技總經理

學歷／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畢
．崇右技術學院二專畢
．新北市三重高級中學
．三重區明志國民中學
．三重區正義國民小學

經歷／
．2020蔡英文總統、余天立法委員聯合競選總
部總幹事
．2016蔡英文競選總統三重競選總部主任委員
．2016高志鵬競選立法委員競選總部主任委員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兩岸學術論壇顧問
．消防局三重義勇消防分隊分隊長
．228牽手護台灣重新橋總指揮

學歷／
．屏東科技大學農業企業管理系碩士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系學士
．臺灣省立屏東高級中學
．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繁華國小

經歷／
．第七屆、第八屆、第九屆、第十屆立法委員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召集委員
．民進黨立院黨團副書記長
．屏東縣小英之友會顧問團團長
．民進黨第十四屆中央執行委員
．第十五屆、第十六屆屏東縣議員
．陳水扁總統屏東競選總部副總幹事
．曹啟鴻縣長競選總部北區督導
．屏東縣政府秘書
．立委蘇嘉全辦公室主任
．民進黨第七屆全國黨代表
．國大代表蘇嘉全服務處主任

學歷／
．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
．台灣大學法律學士、碩士

經歷／
．執業律師
．桃園市政府參議
．桃園市政府顧問
．立法委員

學歷／
．最高：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碩士
．次高：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學士

經歷／
．民進黨中執委、中常委
．民進黨新竹市黨部主委
．陳水扁總統、蔡英文總統新竹市競選總幹事
．行政院政務顧問
．新竹市議會（連任五屆）
．新竹市義消總隊長

學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組織發展與
領導碩士班

經歷／
．高雄市第三屆議員

學歷／
．鹿港頂番國小
．鹿鳴國中
．正德高中
．彰師大EMBA

經歷／
．豐將公司總經理
．禾彬實業公司董事長

學歷／
．建國中學畢業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畢業

經歷／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臺鹽綠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第16∼18屆中執委
．高雄縣市合併後第一屆高雄市副市長
．第六、七屆立法委員
．高雄縣第十三、十四屆議員

政
見

清廉勤政愛鄉土。 1.加強推動台灣成為正常國家。
2.堅持台灣，傾聽人民的聲音。

1. 廣納各方意見，建立合理決策機制。
2. 培育青年人才，延續世代傳承與黨務推廣。
3. 重視傳媒網路發展，促進國內外價值認同。
4. 強化府院溝通平台，有效傳達執政績效。
5. 健全財務管理機制，落實透明稽查及執行效能。
6. 推動公平審查與救濟制度，俾利黨務健全運作。

1. 支持政府重大政策，落實監督並反映民意。
2.發展並組織黨的基層，使黨成為民意的真正
代表。

1.清廉勤政愛鄉土。
2.抗中保台，守護台灣。

1.加強各地區黨員聯繫。
2.加速網路社群黨員串連。
3.加值政黨品牌價值。
4.加深在地人才培育。
5.加重黨部輔選角色。

全力支持蔡英文主席落實改革，造福人民，一起
向前邁進。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

第 19 屆 中 央 評 議 委 員 候 選 人

號次 ➊ ➋ ➌ ➍ ➎ ➏ ➐ ➑ ➒
相
片

姓名 楊富鈞 陳世凱 薛琇穗 鄭孟洳 張芬郁 康裕成 李偉智 林寶興 陳明文
出生
日期 1979年7月3日 1977年5月12日 1977年7月16日 1990年12月14日 1958年7月21日 1956年3月4日 1970年2月8日 1950年11月27日 1954年5月13日
性別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男

學
經
歷

學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博士班(生)

經歷／
．民進黨彰化縣黨部第13、14、15屆執行委員
．彰化市第18屆市民代表
．立法委員何志偉國會辦公室副執行長

學歷／
．東海大學政治系畢
．臺北科技大學EMBA在學

經歷／
．第一、二、三屆台中市市議員
．2005∼2008年立法委員蔡其昌國會辦公室主任
．2014年∼迄今 財團法人春雨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臺中市花木蘭獅子會2012年會長
．民進黨臺中縣黨部執行委員
．2004年總統大選民進黨中區青年競選總部執行長
．2000年總統大選民進黨臺中青年軍秘書長

學歷／
．蘭陽技術學院畢業

經歷／
．宜蘭縣黨部第十五屆執行委員

學歷／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碩士
．樹德科技大學學士

經歷／
．第三屆高雄市議員
．立法委員陳其邁國會助理
．民主進步黨高雄市黨部評議委員
．高雄市議員鄭新助服務處特助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
．國立中興大學國務所碩士

經歷／
．台中市第二屆市議員

學歷／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
．律師。律師高考及格
．第2屆高雄市議會議長（2014年∼2018年）
．高雄市議員（2002年∼迄今）
．高雄縣議員（1998年∼2002年）
．民主進步黨發言人（2011年∼2012年）
．民主進步黨中央執行委員（2008年∼2010年）

學歷／
．私立正修科技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碩士

經歷／
．臺南市第三屆市議員

學歷／
．新竹國小
．新竹二中
．新竹高商

經歷／
．鴻運人力仲介有限公司負責人
．鴻運機電有限公司負責人
．民進黨板橋市黨部主任委員
．民進黨台北縣黨部評議委員
．民進黨中評委 16屆至18屆

學歷／
．私立東海大學哲學系畢業
．國立嘉義農專食品加工科畢業

經歷／
．嘉義縣議會第9屆議員、第10屆議長
．台灣省議會第8、9、10屆議員
．第4屆立法委員
．嘉義縣第14、15屆縣長
．第7、8、9屆立法委員
．現任第10屆立法委員

政
見

清廉、勤政、愛鄉土。 公正落實黨紀規範，公平守護同志權益。 力促黨內培育青年人才，鼓勵青年入黨參與公共事
務，使民進黨更年輕化，藉以達到世代銜接。並持續
協助推動民進黨的進步價值與政策。

要民主更進步。 1. 遵從創黨目標。
2. 推動黨務發展。
3. 研議獎懲內規。
4. 創造政黨永續。

為黨員服務，發揚本黨民主精神。 1. 加強推動台灣成為正常國家。
2. 捍衛黨紀。

號次 ➓ � � � � �
相
片

姓名 陳坤榮 許昭興 林宜瑾 周志賢 呂孫福 張志豪
出生
日期 1951年6月10日 1971年3月6日 1969年8月25日 1958年7月30日 1990年2月20日 1981年8月24日
性別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學
經
歷

學歷／
．東海高中電子科

經歷／
．桃園縣黨部第一屆執委
．現任第18屆中央評議委員

學歷／
．淡水工商管理學院
．大葉大學管理學院碩士

經歷／
．新北市第一、二屆市議員

學歷／
．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學士

經歷／
．立法委員
．台南市議員
．民進黨中常委

學歷／
．蓬萊國小
．建成國中
．台北市市立大安高工
．台北空大肄業

經歷／
．北一女中家長會常務委員
．大安高工家長會常務委員
．建成國中家長會副會長
．蓬萊國小家長會副會長
．第7、8、9、10、11、12、13屆里長
．社區規劃師
．台北市選務選監委員
．里長聯誼會會長
．圓環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學歷／
．淡江大學財金系

經歷／
．現任新北市黨部第五屆評議委員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經歷／
．第三屆新北市議員
．民主進步黨發言人
．2016蔡英文競選總部新聞部副主任
．2012蔡英文總統競選總部新聞部副主任
．2010蔡英文新北市長競選總部新聞負責人
．新北市小英之友會副秘書長

政
見

維護黨紀。 1.加強推動台灣成為正常國家。
2.堅持台灣，傾聽人民的聲音，找回人民的感動。
3.守護台灣，為台灣的永續發展再接再厲。

1. 確實監督中央執行委員會推行黨務工作。
2. 適時審視黨的內規及預算之合理性，讓政黨運作更
順利。

3. 審議本黨之決算，讓經費執行更有效率。
4. 有效審查黨員及各級組織獎懲之決定，並使其確實
被執行。

5. 若要進行黨員及各級組織作獎懲之決定時，能正確解
釋黨章及相關規定，符合創黨精神和黨章之意旨。

6. 使民主進步黨成為廉能且反映民意的政黨，為落實
黨綱之精神而努力。

希望在蔡英文總統領導之下，成為全世界的一顆閃亮
鑽石，祈求大家健康平安遠離疫情。

1. 監督黨部扮演好執政黨角色。
2. 維護黨紀，針對任何損害本黨形象之情事，絕不寬待。

清廉、勤政、愛鄉土是我們從政黨員同志的共同信仰
和價值。
民主進步黨作為台灣的執政黨，我們更應堅守廉潔，
一個為人民做事的政府。
堅持創黨精神，為這個偉大美麗的國家持續努力。
民進黨加油，台灣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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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執評委
投開票所會場
201室(2樓)

手 

扶 

梯

投票請至2樓

黨代表報到處

基
隆
路

信義路

莊
敬
路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會場示意圖

入口

入
口

出
口

1.報到後請至全代會會場(3樓)
2.全代會後至2樓投票(201室)

投票應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一、選舉人資格：
  現任全國黨員代表。
  2020年（含）以前之常年黨費應於2020年4月20日以前補繳。
  常年黨費以外各項應負擔費用應於2020年6月19日以前補繳。
  未受停權處分或於2020年7月19日以前停權期限已滿。

二、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投票時間：2020年7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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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出席證編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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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