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選會
第6選舉區（大安、文山）議員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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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6 •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	北一女中

•	實踐國中

•	興德國小

•	台灣動物保護黨創辦人

•	台灣動物保護黨主席

•	前台灣動物保護黨秘書長

•	社工師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7年08月31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台灣動物保護黨

華珮君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8 •	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
•	台灣大學法律系
•	建國中學
•	萬芳國中
•	萬興國小

•	 台北市第12屆第13屆文山區萬興里里長
•	 民主進步黨第18屆中央評議委員
•	 協恆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	 福和會副理事長
•	 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董事
•	 亞太自由婦女協會常務監事
•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理事
•	 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
•	 台北市雲林同鄉會理事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1年02月12日
性別：男
出生地：新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詹晉鑒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
•	建國中學

•	臺灣大學商學系

•	木柵集應廟第3、4屆主任委員
•	台北市文山區體育會第4、5屆理事長
•	懷生國小第35、36、39、40屆家長會長
•	台北市尪公獅子會創會長
•	台北市張廖簡宗親會第7、8屆理事長
•	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理事
•	財團法人台北市張慶望祭祀公業主任委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7年11月06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台灣民眾黨

張幸松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3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
研究所碩士

•	政大博士候選人
•	政大合作社理事
•	新北市議員助理
•	立委助理
•	公督盟專員
•	時代力量媒創部和新北黨部專員、臺北黨部主任
•	寰宇創新共好股份有限公司顧問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9年04月19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灣省新竹市

推薦之政黨

時代力量

林泓泰

一、居住正義：讓年輕人都能成家
1.推動社會住宅及其財務永續
2.鼓勵大專院校學生在臺北設籍
3.住宅補貼設籍推廣和調查
4.鼓勵房東接受房客設籍並在法制予以保障

二、人本交通：交通解嚴，還弱勢用路權
1.廢除區間測速設施
2.開放人民參與交通決策
3.道路工程改善，重要路段設立避車彎
4.標線、標誌改造，如廢除兩段式左轉

三、銀髮照護：提早因應超高齡社會來降低照顧負擔
1.鼓勵閒置校舍改建日照中心，讓長輩延緩老化
2.鼓勵老幼共學
3.聘請公正人士、專家組成審議會，建立協力式照顧系統
4.爭取長照專車，方便長輩就醫、復健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5 •	台北市立志清國小
•	台北市立景美國中
•	新北市立板橋高中
•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
財務金融系 (輔系 )

•	 第12、13屆台北市議員

•	民進黨中央黨部發言人、主席室主任、青年部主任

•	台北縣長蘇貞昌秘書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4年09月15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王閔生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4
•	台大企管碩士

•	台大工商管理系學士

•	 台積電卓越工程師獎，並領有多項專利獎項
•	 立法委員賴士葆青年總顧問
•	 中華愛傳資訊媒體發展協會秘書長
•	 下一代幸福聯盟理事長
•	 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家長會會長
•	 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理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總召

•	 著有《用對愛之語》、《這樣養寵物，家庭超幸福》
等暢銷書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5年03月16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灣省彰化縣

推薦之政黨

無

曾獻瑩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 •	高雄左營海青初中

•	高雄市道明中學

•	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

•	紅十字會水上救生員
•	紅十字會陸上急救員
•	台北市消防局鳳凰志工
•	紡織成衣公司
•	甲級廢棄物公司
•	證券公司營業員
•	大安社大學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3年11月25日
性別：男
出生地：高雄市

推薦之政黨

無

張四維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7
•	建國中學

•	北港高中

•	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	參加五一勞動節遊行，爭取勞工權益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8年10月13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灣省雲林縣

推薦之政黨

無

鄭淑娟

1.專業監督政府清廉執政。

2.推動老屋重建與都市更新，活化老社區再發展，建構永續性的防災社區，進而提升全民 
    居家安全。

3.加強弱勢補助照顧，提高老人社會福利保障，推動社區志工服務。

4.擴大育兒津貼，全面提升育兒及託嬰各項補助金額，0-6歲的養育及教育經費，由政府 
    預算全面支應。人人抽籤皆可進公幼鼓勵企業設立職場托育。鼓勵創業及培育就業青年。

5.捍衛校園社區安全，強力反毒預防毒品進入校園，警民合作高度發揮社區巡守功能，降 
    低婦女學童在外的安全風險，以維護治安社區安全。

6.打造友善動物城市，最愛毛小孩，動物是家人，零撲殺，認養取代購買，擴大動物救援。

7.爭取勞工權益保障勞工職業安全，反壓榨剝削勞工。

8.嚴格監督食安，全力推廣有機蔬果讓市民食在安心。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3
英國倫敦大學法學碩士

•	 美商資深顧問
•	 美國智庫CSIS 研究員
•	 駐美國代表處政治組組長
•	 外交部部長室主任
•	 總統府參議
•	 國安會秘書長室主任
•	 台灣智庫國際組諮詢委員
•	 民進黨國際部副主任
•	 小英教育基金會研究員
•	 英文台北時報記者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7年07月31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趙怡翔

中選會
第6選舉區（大安、文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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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頁（共8頁）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1 •	秀朗國小
•	永和國中
•	私立崇光女中
•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學士
•	國立台北大學企管所碩士

•	 2014年楊世光競選總幹事
•	 2018年中山大同市議員參選人
•	 2019年新黨副秘書長
•	野禮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	中華海峽經貿交流協會理事長
•	中國文化大學國發所碩士生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4年10月02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蘇恆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0 •	美國南加大航太機械系碩士
•	長庚大學機械系
•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	臺北市議員
•	世新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	臺北市議員李新辦公室主任
•	益鼎股份有限公司核電專案工程師
•	臺北市幼兒足球協會理事長
•	臺北市體育總會射擊協會副理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0年10月09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李柏毅

一、公費長照

降低公費補助門檻、提高補助金額、擴大私立長照機構補助範圍。

二、保障青年入企實習名額

凡台北市公共工程、大型標案均需雇用30%以上本市青年。

三、凍卵補助、拒絕月經貧窮

保障女性生育選擇權，凡本市35歲以下未生育女性，均可一次性申請凍卵補助，及往
後10年的保存費用。

四、提高生育補助及育兒津貼

生育獎勵金提高為第一胎5萬、第二胎6萬；第3胎起，每胎7萬，育兒津貼延長為0到
6歲。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9 •	東吳大學歷史系畢業
•	東山高中畢業
•	靜心中小學畢業

•	英國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管理與組織革新碩士
畢業

•	工商建研會第31期第五屆執行長
•	文山區民俗委員會秘書長
•	文山區民防大隊副大隊長
•	財團法人景美十五份福興宮副總幹事
•	財團法人萬慶巖清水祖師廟副總幹事
•	蔣萬安競選總部副總幹事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3年09月28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高揚凱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2 •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
學博士

•	政治大學政治系畢業

•	英國諾丁漢大學（寧波校區）助理教授
•	倫敦政經學院（教育部公費留學）
•	南華大學國際與兩岸學院執行長
•	中華民國工商建設研究會（教育委員會）總幹事
•	中華婦幼發展協會理事
•	台北市大安／文山林姓宗親會副理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0年09月10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灣省臺東縣

推薦之政黨

新黨

林岳龍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4
私立輔仁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畢業

•	 國立臺灣大學EMBA碩士在職專班110級國企組在學。
•	 中華航空機長，飛行經歷20年，飛行時數超過15000
小時。

•	 台北市義消總隊金華義消分隊長，義消經歷30年，拯
救無數生命。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救助技術諮詢與發展協會理事長。
•	 臺大醫院急診醫學部研究助理。
•	 四個孩子的奶爸，老婆的依靠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1年04月11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台灣民眾黨

張志豪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6 •	聯勤兵工技術學校

•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畢業

•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公共
關係暨廣告系碩士畢業

•	 國民黨20全、21全中央委員
•	 黃復興黨部委員
•	 馬英九軍榮眷顧問
•	 韓國瑜臉書版主
•	 台北市小學家長聯合會副總會長
•	 台北市家長會長協會總會長
•	 全國台商會長協會常務理事
•	 美國上市公司優客工場臺灣負責人
•	 華岡法學基金會董事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5年02月18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徐正文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
政策學系

•	臺北市議會第13屆議員

•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兼發言人

•	 TVBS 新聞台主播

•	三立電視政治組記者

•	伊林模特兒經紀公司模特兒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3年12月10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鍾沛君



中選會
第6選舉區（大安、文山）議員候選人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8 •	台師大國家事務與管理法學
碩士

•	東吳大學企管、政治雙學士

•	台北市議會國民黨黨團書記長								
•	 國民黨中央委員																																																								
•	 國民黨台北市黨部副主任委員								
•	 工商建設研究會北區聯誼會會長
•	教育部部定講師 TPMA百大名師
•	國民黨中央青年部副主任
•	東森／中天電視台新聞主播、記者
•	民眾日報副社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9年06月24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王欣儀

【欣儀為您完成】
Ⓥ學童搭捷運享6折優惠；「班班有冷氣」冷氣汰換與電費不再由家長募款買單。
Ⓥ恢復發放重陽敬老金及老人健保補助。
Ⓥ推動北市青年尋職輔導津貼。
Ⓥ設置多處捷運雙向電扶梯。
Ⓥ辛亥、懷恩隧道壁體美化及更新改善。
Ⓥ台北市立圖書館在舊 AIT結合音樂中心興建；設置大安森林公園共融式遊具。
【欣儀為您爭取】
1.從小顧到老！提高生育獎勵金、增加公托（幼）、社區日照及長照。
2.教育是最好的投資！落實雙語及數位教育，學童營養午餐物調差額由市府補足。
3.教師權益我維護！增加學生輔導服務津貼及教師升等檢定補助。
4.搶救青年失業潮！推動「青年尋職輔導津貼2.0」、把關就業權益。
5.長者照顧智慧化！推動社區長者緊急照護及救援 E化系統。
6.提供弱勢便民服務！敦促市府成立一站式窗口、簡化相關補助手續。
7.推動防災型都更修法！放寬山限區「山坡地老舊社區」都更、降低公辦都更門檻。
8.行車順暢不再塞！拓寬木柵路四、五段道路用地，推動不合理的交通路型更新。 
9.力拼交通升級！加速推動「捷運南環段」，增設出口；持續廣設「捷運雙向手扶梯及電梯」。
10.打破隧道陰森印象！接續美化「莊敬隧道」壁體。
11.打造台北文化新地標！加速推動「大安音樂圖書中心」建設進度，督促舊市圖儘速轉型「社福基地」。
12.營造繽紛城市花園！優化「大安森林公園」，打造都會永續棲地。
13.落實三貓計畫！設置貓空景觀吊橋、振興貓空產業、減少貓纜虧損。
14.行銷台北走向國際！一站式便利申請北市各大景點拍攝、加碼補助新銳影音團隊。
15.向英雄致敬！維護警消及醫護權益、提升裝備效能，補足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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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7
私立東吳大學文學院政治學學士

•	 臺北市第12、13屆議員
•	 美國國務院 IVLP 國際領袖計畫訪問學人2018中華民
國代表

•	 財團法人青年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	 財團法人流浪動物之家基金會董事
•	 悠遊卡公司董事長特別助理
•	 立法委員周守訓辦公室特別助理
•	 中國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	 中國國民黨第20屆中央常務委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1年06月21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徐弘庭

一、翻轉都市更新流程，增加都市更新誘因。活化故宮國寶資源，台北國際觀光城市。
1.檢討簡易都更流程，加速老舊社區重建，利用提高獎勵鼓勵高齡社區住戶加速整合並解決釘子戶問題，改善台北居 
    住品質落實都市更新。
2.善用中華文化文物資源，台北市應利用故宮國寶增設地標型建築博物館與美術館、活化閒置土地 (如空總 )，提升    
 觀光與經濟產值，讓台北成為華人世界的觀光、藝術、文化首都。
3.雙北合作，推動景美溪與新店溪流域整治。

二、創新規劃，改善交通動線。永續環境，調整土地負載。
1.解決辛亥隧道壅塞，二殯新路明年完工，將紓解交通動線。
2.加速推動捷運南環線工程以及捷運東環段，落實公車站牌全面數位化。
3.增建地下停車場，充電停車格法規優先改專用，檢討街道紅、黃線規劃。
4.加速公私墓遷移，落實山坡綠美化與水土保持。

三、優化教育，引入資源。社區合作，落實終身學習。
1.持續增設公立托育機構，廣設校園課後安親班。
2.深化雙語以及程式教育，增進邏輯能力。
3.結合里辦公室及社區發展協會，營造終身學習環境。

四、服務鄰里，強化社區治安。弱勢照護，創造安心環境。
1.結合里巡守隊，維持監視器妥善率，社區緊急安全鈕，落實即時通報，強化治安。
2.繼續電線桿及變電箱地下化工程，保障用路安全。
3.科技協助輪椅族權益，落實無障礙以及大眾運輸友善環境。
4.增設公辦民營長照機構，讓青年安心工作。

五、檢討法令，確保執法正當性。簡化程序，提升政府效率。
1.建構市民與市府雙向溝通平台，簡化行政流程，增進施政效能。
2.檢討不合時宜法令，剷除惡法，保障公務體系執法正當性。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9 •	台大法律系財經法學組

•	北一女中

•	靜心中小學

•	 台灣安倍晉三之友會監事
•	 臺灣石虎足球協會理事長、總領隊
•	 臺北市議會改革政團總召、交通委員會召集人
•	 美國國務院 IVLP 計畫、歐盟 EUVP計畫訪賓
•	 臺北市議會第13屆議員
•	 蘋果日報專欄作家
•	 青平台基金會董事
•	 第9屆立委選舉台北市文山區參選人
•	 社會民主黨全國委員
•	 318佔領立院運動志工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6年10月02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社會民主黨

苗博雅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1
•	台大社會碩士

•	清大人文社會學士

•	台大法律學分結業
•	林昶佐國會法案組長
•	遊戲公司APP開發團隊
•	台北市台中同鄉會理事
•	台北市林氏宗親會顧問 (大安，文山 )
•	 台北市國際青年商會執委
•	台北市華興國際獅子會300A2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2年10月20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中市

推薦之政黨

無

林穎孟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0 •	台北市光復國小

•	台北市仁愛國中

•	台北市私立協和工商

•	台北市議會第七屆至十三屆連續七屆二十八年議
員並擔任二屆副議長

•	現任台北市議會議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8年07月07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陳錦祥

一、健康台北：各行政區增闢運動中心二館，校園夜間開放市民租用，讓市民就近運動。
二、安全城市：擴大獎勵公辦都更，危老房舍改建，容積增設地下停車場，共創官民雙贏。
三、青年首都：公托、臨托社區化，減輕雙薪家庭托幼負擔，提高年輕人落籍北市意願。
四、樂活都會：盤點閒置市有房舍、土地，規劃社區整合型長照、日照與居家服務。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2
•	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

•	文化大學新聞系

•	第12、13屆台北市議員
•	民進黨中央黨部發言人
•	 2020蔡英文總統賴清德副總統競選總部發言人
•	台北市議員徐佳青辦公室主任
•	立法委員田秋堇國會辦公室副主任
•	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秘書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6年06月27日
性別：女
出生地：新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簡舒培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5 •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商學
碩士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

•	台北市立松山高中

•	台北市再興中小學

•	 第13屆台北市議員
•	 台北市女力國際蘭馨交流協會會長
•	 工商建研會建青團副團長
•	 總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委
•	 北區聯誼會召集人
•	 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
•	 第20全黨代表
•	 組發會青年部副主任
•	 市議員厲耿桂芳特助
•	 臺師大親善大使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9年10月31日
性別：女
出生地：新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耿葳

中選會
第6選舉區（大安、文山）議員候選人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3 1.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士
2. 英國倫敦大學皇后瑪麗學院
生物材料碩士

3. 英國倫敦帝國學院化學工程
博士

1. 幸福家庭的好爸爸
2. 中華民國牙體復形科專科醫師
3. HEAVY BODY牙醫樂團吉他手
4.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牙醫系教授
5.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口腔組織工程暨生技材料研究
所所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4年09月04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林元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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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7 •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國
中部

•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高
中部

•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金融系碩
士班	商學碩士

•	上海理工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	肄業
•	 民進黨青年部 - 青年入陣（2019)
•	 民進黨青年部 - 國務青行動計畫（2020)
•	 台灣仁本服務集團董事長特助
•	台灣優質生命協會志工隊隊長
•	立法委員邱志偉辦公室國會助理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87年05月06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陳聖文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6
臺灣大學政治系公共行政組畢業

•	羅智強辦公室主任
•	王鴻薇辦公室主任
•	丁守中競選市長辦公室發言人
•	國民黨副發言人
•	國家政策研究會趨勢暨數據分析中心顧問
•	 110全國性公投意見發表會 -公投綁大選 - 正方代表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81年01月22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灣省雲林縣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楊植斗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4
實踐大學畢

•	台灣人民共產黨副主席

•	台灣人民抗日協會理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4年09月13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臺灣人民共產黨

鄭建炘

一、支持九二共識，和平統一。
二、實現社會主義，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達到均富。從小孩出生到大學畢業，全部免費。
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共圓中国夢，過有尊嚴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