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一、�本議事錄係將本會第 3屆成立大會議事資料彙編而成，

內容分為議員基本資料、會議紀錄、當選人名冊等。

二、��議事資料，匆促付印，疏漏難免，敬祈見諒，並賜指正。

新北市議會　　謹識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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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偉杰

67 年次

男

新北市

中國國民黨

淡水區文化路 59巷 1號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21

學 經 歷

學歷：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中國文化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學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中國國民黨新北市黨部副主任委員

中國國民黨新北市青工總會總會長

中國國民黨中央新媒體部副主任、中央委員

開南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立法委員江啟臣、林德福、劉盛良辦公室助理

考試院國家文官學院講座

公務人員考試閱卷委員

中國國民黨中央青年部副主任



22

75 年次

女

臺北市

民主進步黨

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 149 巷 25 號 7樓

鄭議員宇恩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23

學 經 歷

學歷：輔仁大學法學士

美國南加州大學 (USC) 法學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2 屆議員

美國紐約州律師

華碩電腦法務管理師

美國 Clinton&Clinton 律師事務所法務人員

美國 Cornerstone Tech. 環境工程法規遵循

詹順發律師事務所法務人員

新北市小英之友會顧問

北海岸鄭氏宗親會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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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年次

女

高雄市

中國國民黨

八里區大崁里中華路 1段 73號

鄭戴議員麗香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25

學 經 歷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6 屆議員

八里鄉民代表會第 15 屆鄉民代表、第 16、17 屆副主席

新北市婦女會第 22 屆常務理事

八里區婦女會第 19、20 屆理事長

八里分駐所民防顧問

龍源派出所義警義消顧問

八里區獅子會顧問

八里區五福宮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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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年次

男

新北市

無黨團結聯盟

淡水區大同路 220 號

蔡議員錦賢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27

學 經 歷

學歷：中學

經歷：新北市第 1、2 屆議員

淡水鎮代表會第 11、12 屆代表、第 13 屆副主席、第

14、15、16 屆主席

淡水鎮後備軍人輔導中心主任

淡水分局義警第二中隊中隊長

財團法人新北市淡水區關懷弱勢協會理事長

淡水區長青會理事長 

淡水、三芝九庄保生大帝理事長

淡水竹林慈玄宮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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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年次

女

新北市

中國國民黨

林口區仁愛路二段 123 號

蔡議員淑君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29

學 經 歷

學歷：林口國小

新泰國中

清傳商職

醒吾技術學院企管科二專

文化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6 屆縣議員

議會第三審查委員會召集人

議會黨團副書記長

林口區體育會理事長

林口區婦女會理事長

新北市體育總會常務理事

國民黨林口區黨部主委

第 16、17 屆代表

安桂獅子會會長

臺北縣青年團團長

林口高中、林口國中、林口國小、麗園國小家長會會長



30

56 年次

男

臺灣省澎湖縣

中國國民黨

五股區成泰路一段 235-3 號

陳議員明義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31

學 經 歷

學歷：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畢業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6 屆議員

陸軍兩棲偵察營蛙兵教官

新北市親子協會創會理事長

新北市體育會籃球委員會主委

台北澎湖同鄉會理事

新北市救國團指導委員

醒吾科大校友會理事長

台灣幸福基金會董事長

五股鄉代表會二屆代表

中國國民黨中常委

中國國民黨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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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年次

男

新北市

中國國民黨

新莊區中港路 190 號

蔣議長根煌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33

學 經 歷

學歷：新莊國小

新莊國中

東海高中

中華科技大學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2 屆議長

新北市議會第 1 屆議員

中華民國地方議會議長、副議長聯誼會會長

新莊市市民代表會第 6、7、8 屆主席

新莊市市民代表會第 4、5、6、7、8 屆代表

全國鄉鎮市民代表會聯合總會長

新莊市體育會理事長

新莊市警友站副主任委員

中港獅子會會員

新北市黨部委員 

新莊區黨部主任委員 

新北市義勇消防總隊總隊長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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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年次

男

臺灣省彰化縣

中國國民黨

新莊區新泰路 204 號 4樓

蔡議員健棠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35

學 經 歷

學歷：彰化縣溪湖鎮湖南國小畢業

私立嘉義市輔仁中學畢業

彰化縣員林高級中學畢業

國立臺北工專電子科系畢業

輔仁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

經歷：新莊市市民代表會第 5、6、7、8 屆市民代表

新莊區彰化同鄉會理事長

中國國民黨第 16 屆全國黨員代表

新莊區體育會木球委員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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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年次

男

臺灣省花蓮縣

民主進步黨

新莊區裕民街 18巷 16 號

陳議員文治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37

學 經 歷

學歷：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2 屆副議長

新北市議會第 1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4、15、16 屆議員

黨外雜誌民進報執行編輯

立法委員盧修一、省議員林錫耀聯合服務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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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年次

男

臺灣省雲林縣

民主進步黨

新莊區中原路 243 號

鍾議員宏仁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39

學 經 歷

學歷：雲林莿桐國中小

泰北中學商科補校畢

亞東工業技術學院工業管理科畢

東吳大學法學士

美國加州多明尼肯大學管理學碩士

美國菲立普大學組織顧問管理心理學博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2 屆議員

蔡英文競選總統辦公室同鄉部主任

陳水扁總統連任臺北縣競選總部主任

民進黨徵召提名新莊市長候選人

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勞委會研究員

國際新莊扶輪社社長、第三分區助理總監

新北市雲林同鄉會總召集人、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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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年次

男

高雄市

中國國民黨

泰山區泰林路二段 47-1 號

宋議員明宗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41

學 經 歷

學歷：高雄縣大樹國中

　　　高雄縣高英商工

　　　警察專科學校畢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新莊分局光華、明志所警員

泰山鄉鄉民代表、副主席、主席

泰山鄉長

警察眷友協會理事長

新北市划船委員會主任委員

高高屏旅北同鄉會會長

愛伴退休警察人員會長

國賓健康運動協會理事長

泰山體育會外內丹功委員會主委

泰山客屬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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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年次

男

新北市

民主進步黨

新莊區新泰路 421 號

陳議員科名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43

學 經 歷

學歷：新莊國小

新莊國中

開南商工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二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海洋休閒觀光系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6 屆議員

民進黨新北市議會黨團幹事長

臺北縣議會第 10、11 屆議員陳茂正特助

新北市佛教會顧問

佛教慈濟功德會榮譽董事

唯心聖教易經大學榮譽董事

新北市幼兒教育學會顧問

青園學前教育機構執行長

新莊國際青年商會 91 年度會長

新莊國中校友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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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年次

女

臺灣省彰化縣

民主進步黨

泰山區文程路 18巷 12 號

賴議員秋媚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45

學 經 歷

學歷：靜修女中畢業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管理班結業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碩士班結業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民進黨全國黨代表

新北市彰化同鄉會榮譽會長、常務理事

新北市屏東同鄉會顧問

民進黨新北市議會黨團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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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年次

女

新北市

中國國民黨

新莊區新莊路 321 號之 6

黃林議員玲玲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47

學 經 歷

學歷：新北市立新莊國小畢業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初中部、高中部畢業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畢業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新莊市第 6、7 屆市長

臺北縣議會第 12、13、16 屆議員

東吳大學會計系專任助教（54 年至 57 年）

新莊區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榮譽理事長

新莊區導護義工協會榮譽理事長

新北市警察志工協進會新莊中隊中隊長

中華民國壘球協會理事長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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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年次

女

臺灣省嘉義縣

民主進步黨

新莊區昌明街 30巷 1號

何議員淑峯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49

學 經 歷

學歷：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5、16 屆議員

新北市議會民進黨團總召集人

嘉義同鄉會新泰會會長、理事長

新北市臺南同鄉會榮譽顧問

臺灣大雲魁星夫子慈善會榮譽理事長

新北市婦女成長協會理事長

民進黨新莊婦展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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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次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三重區光興街 22號 1樓

王議員威元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51

學 經 歷

學歷：三重國小畢業

格致中學國中部畢業

臺北市立明倫高中畢業

國立中興大學行銷系學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所碩士

經歷：新北市三重區忠孝里里長

救國團三重團委會會長

三重區光興國小家長會會長

三重同濟會會長

新世紀獅子會會長

台北市城中國際青商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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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年次

女

新北市

無

蘆洲區三民路 1號 2樓

李翁議員月娥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53

學 經 歷

學歷：喬治商職畢業

政大行專畢業

私立文化大學會統系結業

國立政治大學地方政府研究中心結業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蘆洲鄉民代表會第 15 屆副主席

蘆洲市民代表會第 1、2 屆副主席

蘆洲市第 3、4 屆市長

台灣環保協會、社區健康營造協會、愛心關懷協會、蘆

洲環保協會、蘆笙會、蘆笙環保志工大隊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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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年次

女

臺灣省花蓮縣

中國國民黨

蘆洲區永康街 2巷 8號

黃議員桂蘭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55

學 經 歷

學歷：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電子商務研究所畢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5、16 屆議員

蘆洲市市民代表

新北市市政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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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年次

女

臺北市

無

三重區五華街 41號 4樓

彭議員佳芸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57

學 經 歷

學歷：北一女中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經歷：華視新聞主播

台視財經台記者主播

中天新聞記者

新北市議員鄭金隆特助

立法委員高志鵬法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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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年次

男

新北市

中國國民黨

三重區頂崁街 225 號

蔡議員明堂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59

學 經 歷

學歷：三重國中

　　　穀保家商

　　　國立體育大學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3 至 16 屆議員

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理事

新北市體育總會常務理事

新北市棒球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火石紀念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三重義消救護中隊中隊長

新北市中山獅子會會長

臺北縣青溪服務協會理事長

三重市後備軍人輔導中心主任

二重國小、二重國中家長會會長

穀保家商校友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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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年次

男

新北市

民主進步黨

三重區三寧街 45號

李議員余典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61

學 經 歷

學歷：二重國小畢業

三重國中畢業

育達商職綜合商業科畢業

中華科大畢業 ( 二專 )

中華科大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4 屆議員

民主進步黨中評委及終身黨員

黨團總召

台大行政領導班

三重區體育會及三和夜市商圈理事長

警友會光明站站長

三重後憲幹事長

新北市愛心會理事

北部地區後指部發展委員

國際獅子會 300B1 區分區主席三陽獅子會榮譽會長

蘆洲重陽扶輪社員

調解委員

三重青商 OB 主席參議員、國大代表、市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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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年次

男

新北市

民主進步黨

蘆洲區長興路 201 號

李議員坤城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63

學 經 歷

學歷：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法學學士

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美國國務院邀請國際領袖人才參訪計畫訪問學者

民進黨議會黨團總召

行政院院長室專門委員

高雄市政府市長機要

綠色和平電台主持人



64

59 年次

女

新北市

民主進步黨

蘆洲區長安街 22巷 35 號

李議員倩萍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65

學 經 歷

學歷：蘆洲國小

成淵國中

銘傳商專

東吳大學英文系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教育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6 屆議員

蘆洲市第 2、3 屆市民代表

臺北縣議會民進黨團書記長

民主進步黨第 13 至 18 屆全國黨代表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教育博士班

十信高中英語老師

慈笙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蘆洲婦女防火宣導隊副分隊長



66

48 年次

男

新北市

民主進步黨

三重區龍濱路 219 巷 43 號

陳議員啟能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67

學 經 歷

學歷：三重正義國民小學

三重明志國民中學

新北市三重高級中學

崇右技術學院二專畢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畢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6 屆議員

消防局三重義消分隊分隊長

新北好生活健走活動總指揮

新北市第 1 屆慢速壘球委員會主任委員

新北市市政發展協會創會理事長

新北市社會扶助協會創會理事長

警察局三重分局義刑分隊長

2016 蔡英文總統立委高志鵬聯合競選總幹事



68

57 年次

男

福建省金門縣

中國國民黨

板橋區文化路 2段 182 巷 1弄 10 號

林議員國春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69

學 經 歷

學歷：中央警官學校法學士

美國阿拉巴馬州州立柏明罕大學犯罪學系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6 屆議員

臺北縣警察局刑警大隊外勤偵查隊長

新北市退休警察人員協會理事長

新北市公共事務推展協會理事長

新北市法律經貿交流協會理事長

國民黨青年論政聯盟總召集人

亞洲警察學會主席



70

63 年次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板橋區民生路二段240巷 17號 2樓

葉議員元之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71

學 經 歷

學歷：臺大文學學士

臺大政治學學士

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美國南加大傳播管理碩士

師大教育學院博士候選人

經歷：新北市政府副發言人

新北市政府新聞局主任秘書

臺藝大講師

玄奘大學、中華大學講師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講座

朱立倫競選總部發言人

外商飛利浦公共事務經理

紐約明報記者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顧問



72

62 年次

男

臺中市

民主進步黨

板橋區雙十路 2段 47巷 21 號

何議員博文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73

學 經 歷

學歷：文化大學新聞系學士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2 屆議員

中國時報政治記者

新新聞政治記者

民眾日報政治記者

寶島新聲電台主持人

快樂電台主持人

綠色和平電台主持人

三立大話新聞政治評論員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員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民主學院主任

民主進步黨中央執行委員

新北市議會民進黨黨團總召



74

79 年次

女

高雄市

民主進步黨

板橋區莒光路 99號

戴議員瑋姍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75

學 經 歷

學歷：臺大政治系學士

經歷：臺大政治研究所

台大研究生協會會長

民進黨創黨三十周年青年代表

立法院資深政策研究助理

臺北市議會法案助理

吳思瑤競選文宣部主任、新聞發言人

三立、年代、民視政論節目來賓

太陽花學運成員

新創政治連線發起人

台灣民主基金會專員

耕著熊運動健康社團代言人

高雄女中

新竹客家人



76

67 年次

女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板橋區民權路 18號

劉議員美芳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77

學 經 歷

學歷：光仁國小

光仁國中

光仁高中

美國南伊利諾州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國民黨第 18、19 屆中央委員

新北市關懷婦幼協會創會理事長

新北市家庭扶助基金會委員 ( 現職 )

板橋區彰化同鄉會第 3、4 屆理事長

新北市家長協會顧問

板橋區家長協會顧問

新北市教師會顧問

新北市毛小孩關懷協會創會理事長 ( 現職 )

板橋區工商婦女公益推展協會第 23 屆會長

板橋區國際青年商會第 35 屆會長

新北市青年工作委員會副會長

板橋區跆拳道促進會第 3 屆理事長



78

67 年次

男

臺灣省嘉義縣

民主進步黨

板橋區文化路 1段 139 號 12 樓

黃議員俊哲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79

學 經 歷

學歷：新埔國小

光仁國中

華僑中學

實踐大學國貿系畢業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畢業

臺灣大學國際發展所碩士畢業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5、16 屆議員

政大國發所博士班就讀中

新北市小英之友會顧問

臺北縣議會民進黨團總召集人

民進黨中央評議委員、中央執行委員

板橋嘉義同鄉會第 2、3 屆理事長

大專講師

民進黨臺北縣黨部首屆青年組主任

臺北縣體育會自行車委員會主任委員

慈濟功德會會員



80

65 年次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板橋區重慶路 325 號

曾議員煥嘉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81

學 經 歷

學歷：埔墘國小

海山國中

東南工專

東南科技大學營建科技系畢業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板橋市市民代表會第 10 屆主席

新北市板橋區民眾服務社理事長

中國國民黨板橋區黨部主任委員

中國國民黨新北市委員會委員

中國國民黨第 18、19、20 屆全國黨代表

臺北縣議員曾文振服務處主任

板橋市青年工作委員會會長

臺北縣板橋市後埔區幹部聯誼會會長

臺北縣板橋市歌唱發展協會理事長

臺北縣板橋市後備憲兵關懷協會名譽理事

臺北縣板橋市民眾服務社顧問

新北市家扶委員會委員



82

45 年次

男

臺灣省南投縣

中國國民黨

板橋區民生路二段 184 號

周議員勝考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83

學 經 歷

學歷：國立東勢高工

仁德醫專畢業

中國文化大學政研所學分班結業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所碩士畢業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4、15、16 屆議員

新北市議會黨團書記長

板橋市市民代表

國際獅子會 300B2 區前總監

板橋區體育會理事長

新北市義消總隊救護義消大隊長

新埔、江翠國中小家長會長

扶輪社、同濟會、獅子會前會長

民防、義警隊長

新北市羽球委員會、長壽會、元極舞協會理事長

板橋後備軍人輔導中心、後憲中心主任

國民黨板橋區黨部主委



84

44 年次

女

臺北市

民主進步黨

板橋區中正路 260 巷 4號

王議員淑慧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85

學 經 歷

學歷：臺北市雙園國小

華江女中

板橋高中

輔仁大學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暨領導研究所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2、13、14 屆議員

立法院第 5、6 屆立法委員

板橋市市民代表會第 5 屆市民代表

民進黨創黨黨員、全國黨員代表、執行委員、中評委

加油工、國中、高中補校教師

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環境保護研究

婦展會會長

板橋市黨部總幹事

家扶中心扶幼委員會副主委



86

58 年次

男

臺灣省新竹市

中國國民黨

中和區莒光路 11號

金議員瑞龍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87

學 經 歷

學歷：醒吾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 屆議員

新北市議會國民黨副書記長

新北市政府顧問

臺北縣中和市第 8 屆市民代表

臺北縣中和市瑞穗里第 5、6、7 屆里長

新北市體育總會冰球委員會主任委員

新北市中和區關懷弱勢協會理事長

新北市新住民家庭關懷協會理事長



88

43 年次

女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中和區建康路 107 號

陳議員錦錠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89

學 經 歷

學歷：延平高中

亞東技術學院專科部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3 至 16 屆議員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張慶忠立委辦公室執行長

國民黨黃國定黨部副主委

青溪婦聯主委

勞資仲裁委員

後備憲兵梅荷夫人會長

賢清文教基金會會長

銀髮族協會健康站站長

浙江黃嚴同鄉會理事

彰化、雲林、屏東、金門、馬祖、浙江溫嶺、寧波、舟

山同鄉會顧問

機車、糕餅、中藥、照相等公會顧問



90

62 年次

男

新北市

中國國民黨

中和區連勝街 72號

邱議員烽堯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91

學 經 歷

學歷：明新科技大學畢業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法學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南開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企管碩士

中國國民黨新北市黨部副主委

國民黨第 18、19、20 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新北市消防局國光義消分隊長

中和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秘書、副主任、主任

新北市青工總會總會長

中和市青工會會長

中和區婦女婦聯會顧問



92

74 年次

女

新北市

民主進步黨

中和區立人街 27號

張議員維倩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93

學 經 歷

學歷：秀山國小 

福和國中

景美女中

東吳大學法學學士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分校法學碩士

經歷：中華民國律師

英智 / 永然法律事務務所

新北市政府青年律師服務團律師

新北市政府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委員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法律顧問

新北市嘉義同鄉會中和分會法律顧問

民進黨新北市黨部執行委員

民進黨全國黨代表



94

70 年次

男

臺灣省花蓮縣

民主進步黨

中和區員山路 282 號

張議員志豪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95

學 經 歷

學歷：積穗國小

積穗國中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所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經歷：民進黨中央黨部發言人

綠色和平電台主持人

民進黨中央黨部新聞部政務副主任

蔡英文總統競選總部新聞部副主任

立委趙永清國會助理

立委蕭美琴國會助理

中華民國陽光之友協會理事

新北市小英之友會副秘書長

中和國際青商會理事

中和圓通扶輪社、雙和同濟會監事



96

72 年次

男

新北市

無黨團結聯盟

中和區中興街 200 號 2樓

游議員輝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97

學 經 歷

學歷：臺北縣中和市復興國小

紐西蘭漢米爾頓市美田中學

美國俄亥俄州愛西蘭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2 屆議員

中和義刑一中隊中隊長

中和義消南勢分隊顧問

國際獅子會 300A2 區南門會 1819 會長

國際青年商會雙和分會 2017 會長

國際獅子會 300B2 區坪新會 1718 會長

新北市議會議員游輝廷服務處特別助理

中國天津市訪問俄亥俄州愛西蘭市翻譯官

美國愛西蘭大學台灣同學會副會長



98

48 年次

女

新北市

中國國民黨

永和區保安路 153 號 2樓

連議員斐璠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99

學 經 歷

學歷：頂溪國小

永平國中

中山女高

中興大學地政系畢業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法學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5、16 屆議員

新北市議會國民黨團書記長

北台灣問政會會長

永和市第 3、4、5、6 屆市民代表

永和市調解委員會委員

秀朗、中和國小教師



100

56 年次

男

臺灣省彰化縣

中國國民黨

永和區保平路 2號

陳副議長鴻源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01

學 經 歷

學歷：頂溪國小

永平國中

臺北市私立滬江高中

東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科副學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防災研究所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2 屆議員

新北市議會第 1 屆副議長

臺北縣議會第 16 屆副議長

臺北縣議會第 14、15 屆議員

永和市民代表會第 5 屆副主席

中國國民黨永和市黨部常委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永和彰化同鄉會理事長

永和體育會理事

永和義警第一中隊中隊長



102

53 年次

男

臺北市

民主進步黨

永和區得和路 231 號 2樓

羅議員文崇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03

學 經 歷

學歷：永和國小

永和國中

臺北市商

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專科部

國立政治大學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2 屆議員

秀朗國小家長會長

永和國中家長會會長

晴天廣告整合行銷總經理

民進黨永和市黨部執行委員

民進黨臺北縣黨部評議委員

民進黨臺北縣黨部評議委員召集人

民進黨中央黨部中執委

民進黨中央黨部中評委

民進黨新北市議會黨團幹事長



104

71 年次

女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土城區中央路 3段 93號 2樓

江議員怡臻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05

學 經 歷

學歷：北一女中

臺灣大學哲學系碩士、學士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碩士

美國康乃爾大學公共行政碩士

經歷：新北市政府副發言人

新北市政府市長秘書

中華民國總統府諮議

中國國民黨組織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秘書



106

66 年次

女

新北市

中國國民黨

樹林區中山路三段 137 號

洪議員佳君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07

學 經 歷

學歷：樹林大同國小

樹林國中

國立華僑中學

文化大學體育學系國術組學士

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6 屆議員

新北市議會黨團副書記長

國民黨第 18、19 屆中央委員

國民黨青年論政聯盟第 1、3 屆執行長

中華奧會婦女與運動委員會委員

1998 年世界盃跆拳道金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班

2004 年世界愛滋預防代言人

文化大學講師



108

57 年次

男

臺灣省宜蘭縣

中國國民黨

土城區光明街 63號

林議員金結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09

學 經 歷

學歷：宜蘭蓬萊國小

宜蘭南澳國中

光華商職

德霖技術學院商學學士

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2 屆議員

新北市議會國民黨黨團書記長

國民黨第 20 屆中央委員

國民黨土城區黨部主任委員

國際獅子會 300B2 區第三專區主席

新北市土城區宜蘭縣同鄉會理事長

土城區農會代表

財團法人頂埔教育基金會董事

新北市義勇消防總隊顧問

前德霖技術學院講師

樹林區中小學家長協會顧問

工商建研會三十期公關長



110

71 年次

男

新北市

民主進步黨

樹林區鎮前街 347 巷 1弄 4號

廖議員宜琨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11

學 經 歷

學歷：樹林區大同國小

新莊恆毅中學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經濟會計雙修學士

澳洲格里菲斯大學財務規劃碩士第 1 名畢業

經歷：國際特許金融財務分析師（CFA）

澳洲國家銀行金融財務分析師

新北市全民愛心推廣協會理事長

新北市大漢溪籃球協會理事長

樹林小英之友會總幹事

樹林國際青年商會

大樹林同濟會

北大光榮扶輪社

凱達格蘭學校國策班第 17 期



112

49 年次

男

新北市

民主進步黨

土城區德峰街 20號

林議員銘仁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13

學 經 歷

學歷：清水國小

土城國中

開南商工

聯合工專

國立政治大學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6 屆議員

市議會民進黨團副總召集人

臺北縣、新北市議會教育審查委員會召集人、法規委員

會委員

土城體育會理事

林姓宗親會土城副理事長，樹林、三峽顧問

雲林、彰化、嘉義同鄉會

三峽、土城、樹林老人會，鶯歌健康會顧問

臺北縣議員林阿坤服務處主任

土城市公所技士

土城市市民代表

中正國中、廣福國小家長會副會長



114

51 年次

男

新北市

中國國民黨

土城區學府路 1段 20之 1號

黃議員永昌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15

學 經 歷

學歷：清水國小

土城國中

中華中學

四海工專

政治大學法律研究碩士學分班結業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6 屆議員

新北市黨部義務副主委

土城國中、中華中學校友會會長

土城三元宮主委

新北市政府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推動委員

土城樹林排舞協會榮譽理事長、土城鶯歌婦工會名譽會長

黃氏宗親會榮譽會長

埤林里里長

廣福國小家長會長

廣福警友站長

臺北縣產業總工會發起人

市議會法規會召集人

市議會黨團書記長



116

68 年次

男

新北市

無

鶯歌區尖山路 145 號

蘇議員泓欽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17

學 經 歷

學歷：鶯歌國小

澳洲國立昆士蘭科技大學電腦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

經歷：土地銀行總行資訊電腦工程師

土城樹林雲林同鄉會顧問



118

46 年次

男

新北市

無

樹林區中山路 2段 70號

陳議員世榮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19

學 經 歷

學歷：樹林國小

樹林國中

華夏工專畢

國立中興大學法學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3、14、15 屆議員

臺北縣樹林市第 3 屆市長

立法院盧修一、彭百顯委員國會助理

國立臺灣大學行政領導研究班結業

扶輪社員



120

45 年次

男

新北市

民主進步黨

土城區青雲路 168 號

彭議員成龍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21

學 經 歷

學歷：清水國小

板橋國中

光華商職

中華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學士、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土城區農會理監事

土城區客屬會理事長

土城區身障自立協會創會理事長

雲林彰化嘉義同鄉會顧問

土城分局義刑中隊長

彭姓宗親會理事

土城區體育會顧問

紅十字會救難大隊會長

三峽龍恩義消顧問

鶯歌湖山民防分隊顧問

土城市市民代表會副主席

三峽鎮教育會會務顧問

中華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系友會會長



122

55 年次

女

新北市

民主進步黨

樹林區大安路 531-1 號

高議員敏慧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23

學 經 歷

學歷：山佳國小

樹林國中

育達商職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二專）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4、15、16 屆議員

樹林鎮第 15 屆鎮民代表

臺北縣議會民進黨團幹事長

新北市議會警政、消防、衛生、捷運、交通、農業審查

會召集人

臺北縣議會教育、新聞、文化、工務、城鄉、水利審查

會召集人

樹林高中、明德高中家長會會長

桃園農田水利會會務顧問

財團法人義勇消防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董事



124

61 年次

男

新北市

中國國民黨

新店區北新路一段 351 號 5樓

劉議員哲彰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25

學 經 歷

學歷：及人中學

美國匹茲堡州立大學企業管理學士

美國匹茲堡州立大學人力資源發展碩士

美國阿肯色大學教育博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石碇鄉代理鄉長

立法委員劉盛良國會辦公室主任

臺北縣政府客家事務局籌備處主任

清雲及景文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126

60 年次

女

新北市

中國國民黨

新店區北新路 2段 108 號 403 室

唐議員慧琳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27

學 經 歷

學歷：北一女中畢業

輔仁大學經濟系學士

SANTA CLARA UNIVERSITY 資工系碩士畢業

經歷：國民黨新店區黨部副主委

國政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

趨勢科技軟體工程師



128

47 年次

男

新北市

民主進步黨

新店區北新路 1段 12號 3樓

陳議員永福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29

學 經 歷

學歷：坪林國小

坪林國中

南山高職

中華大學工學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3 至 16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三審查委員會召集人（水利、工務、城鄉）



130

45 年次

男

臺北市

無

新店區寶中路 45號 5樓

金議員中玉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31

學 經 歷

學歷：女師附小

大同國中

明志工專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4、15、16 屆議員

新店市市民代表

新店市 76 年模範青年

海軍官校教官

榮民服務處第 21 服務區總聯絡人

國防管理學院



132

62 年次

女

新北市

中國國民黨

新店區中正路 265 巷 17 號

陳議員儀君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33

學 經 歷

學歷：中正國小

及人中學

景美女中

臺灣大學政治系公共行政學士

美國西北理工大學企管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新店市第 6、7 屆市民代表

新北市議會法規會召集人

新北市議會教育、文化審查會召集人

新北市體育總會排舞委員會主委

新北市青年志工發展協會理事長

新北市警察局新店分局志工中隊長

前國民黨中央黨部婦女部主任



134

57 年次

女

臺灣省宜蘭縣

民主進步黨

瑞芳區明燈路 3段 120 號

林議員裔綺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35

學 經 歷

學歷：致理技術學院專科畢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碩士學位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2 屆議員

新北市議員顏世雄服務處主任

瑞芳分局警察志工中隊長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碩士學分班

民進黨新北市婦女發展委員會委員



136

64 年次

女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汐止區康寧街 589 號

白議員珮茹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37

學 經 歷

學歷：南港國小

北峰國小

誠正國中

文德女中

實踐大學資訊管理系

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6 屆議員

中國國民黨全國黨代表

義消第六大隊汐止婦宣隊分隊長

新北市核安監督委員會委員

新北市警友會常務理事

財團法人義勇消防安全濟助基金會監察人

新北市新移民女性關懷協會理事



138

77 年次

男

臺灣省基隆市

中國國民黨

汐止區秀峰路 60號 2樓

廖議員先翔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39

學 經 歷

學歷：汐止區崇德國小

時雨國中

松山高中

元智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

經歷：立法委員李彥秀青年諮議團團長

廖正良議員服務處執行長



140

57 年次

女

新北市

民主進步黨

汐止區仁愛路 11號

周議員雅玲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41

學 經 歷

學歷：汐止國小

秀峰國中

育達商職

中華技術學院二專部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5、16 屆議員

民進黨新北市議會黨團幹事長、副總召

新北市核能安全監督委員

民進黨臺北縣黨部婦展會委員



142

68 年次

男

臺灣省彰化縣

民主進步黨

汐止區新昌路 55號

張議員錦豪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43

學 經 歷

學歷：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

經歷：立法委員沈發惠國會辦公室助理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國會聯絡人

民進黨中央黨部政策會副研究員

民進黨中央黨部社發部專員

民進黨中央黨部組織部專員

新北市議員沈發惠研究室主任

新北市陳文治副議長辦公室主任

新北市足球委員會執行長

汐止公共事務發展協會執行長

萬里區觀光發展促進會執行長



144

50 年次

女

臺灣省花蓮縣

中國國民黨

新莊區民安西路 470 之 1號

楊議員春妹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45

學 經 歷

學歷：花蓮縣明義國小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致理商業專科企業管理系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2 屆議員

新北市議會國民黨團副書記長

國民黨新北市黨部原住民族工作委員會副會長

立法委員鄭天財新北市競選總部總策畫暨發言人

立法委員章仁香國會辦公室助理

立法委員楊仁福國會辦公室助理

新莊市民代表

中國國民黨第 19、20 屆全國黨員代表

文化大學法律系研究所



146

70 年次

女

新北市

中國國民黨

永和區中和路 343 號 11 樓之 3

宋雨蓁
            議員Nikar�Falong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47

學 經 歷

學歷：新北市秀朗國民小學

光仁中學附設國中部

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國際貿易科（二專）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2 屆議員

新北市黨團第 2 屆第 4 任副書記長

華夏科大都更諮商學分班講師

台灣都市更新推動全國學會名譽理事長

國民黨永和區黨部青工會副會長

新北市原住民文化藝術團幹事

新北市原住民文化產業推廣協會秘書

雲景獅子會秘書

新北市原住民婦女服務協會助理社工

同志諮詢熱線實習秘書

新北市原住民青年團副團長



148

50 年次

男

臺灣省臺東縣

中國國民黨

樹林區八德街 101 號

忠仁�達祿斯議員



議員玉照暨學經歷簡介　149

學 經 歷

學歷：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畢業

私立輔仁大學體育學系畢業

醒吾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研究所碩士

經歷：新北市議會第 1 屆議員

臺北縣議會第 16 屆議員

中華民國壘球國家教練

國家級教育部第 1 屆棒球專任教練

新北市西式划船主任委員

忠仁�達祿斯議員



150

81 年次

男

臺北市

無

土城區中央路 3段 231 之 1號

馬見
          議員Lahuy�I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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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經 歷

學歷：臺北縣立屈尺國小 

臺北市立民族國中 

臺北縣立金山高中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經歷：國民黨中央委員、黨代表

烏來區青年工作會會長 

烏來區體育發展協會顧問





行政單位主管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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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書 長 陳 王 正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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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秘 書 長 李 政 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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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審查委員會專門委員

林金坤
第二審查委員會專門委員

蘇登仁

第三審查委員會專門委員

陳昌黎
第四審查委員會專門委員

陳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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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審查委員會專門委員

陳彼得
第六審查委員會專門委員

陳俊龍

議事組主任

高明慧
總務組主任

李昭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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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室主任

王俊人
公共關係室主任

林順全

資訊室主任

林世峰
秘書室主任

林進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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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室主任

任儒強
人事室主任

林世華

會計室主任

謝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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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到

議員宣誓就職

投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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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票情形

當選議長、副議長簽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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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市長恭賀蔣議長當選新北市議會
第三屆議長

當選議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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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屆議員宣誓就職典
禮暨選舉議長、副議長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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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屆議員宣誓就職典禮暨選舉議長、

副議長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7年12月25日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芳名詳如簽到簿）

主　持　人：陳議員永福   　　　 　　  　　　　　記　　錄：李惠芬、王鈴雅
 

甲、推選會議

司　　　儀：�各位貴賓早安，成立大會即將於1分鐘後正式開始，請各位議員先
生、女士準備就座，也請觀禮的親友貴賓移駕至101會議室或三樓
旁聽席觀禮。請各位媒體記者朋友至採訪席，謝謝。在這也請各

位貴賓朋友們，為讓宣誓就職典禮順利進行，請將手機調整為震

動或靜音，謝謝配合。

新北市議會第3屆成立大會，辦理議員宣誓就職典禮暨議長、副議
長選舉。主持人推選會議。請秘書長說明主持人推選會議規定。

陳王秘書長正源：各位議員女士、先生、貴賓，大家早安、大家好！

首先恭喜大家當選新北市第3屆議員，現在即將舉行本會第3屆議
員宣誓就職典禮，依地方制度法第33條第7項規定：宣誓就職典禮
由議員當選人互推一人主持之。其推選會議由曾任議員之資深者

主持之；年資相同者，由年長者主持之。

本屆議員當選人曾任議員之資深者為陳錦錠議員，依規定我們請

陳錦錠議員上臺主持推選會議，陳議員請。

陳議員錦錠：�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媒體朋友以及觀禮的親朋好友，大家早

安、大家好！在此恭喜各位議員！

現在進行推選會議，由議員當選人互推主持人來主持本會第3屆成
立大會，現在我們請議員來推選。李坤城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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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議員坤城：謝謝主席。本席推選陳永福議員。

陳議員錦錠：�好，現在由李坤城議員推舉陳永福議員，各位有沒有意見？好，

沒有意見的話我們拍手通過。我們先請陳永福議員上臺主持，謝

謝大家，並祝大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感謝各位，謝謝。

司　　　儀：一、新北市議會第3屆成立大會典禮開始。
二、全體肅立。

三、主持人就位。

四、唱國歌。

五、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主持人請復位。

　　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就座。

六、主持人報告。

主　持　人：�新北地方法院林院長、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首先，恭賀

在座各位當選第3屆議員，本人深感榮幸被推舉為主持人，感謝大
家！現在為大家介紹今天監誓人新北地方法院林輝煌院長，請掌

聲鼓勵。

依據本會組織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本會議員應於上屆任
期屆滿之日，依宣誓條例規定宣誓就職。不依規定宣誓者，視同

未就職」。

接下來進行的程序是宣誓就職，我們將依宣誓條例第5條規定：「
由宣誓人肅立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舉右手向上伸直，手掌放開，

五指併攏，掌心向前，宣讀誓詞。」

最後預祝第3屆成立大會圓滿成功！也再次恭喜各位！

乙、議員宣誓就職典禮

司　　　儀：全體議員宣誓就職 
(一)請監誓人就位。
(二)請主持人就位，宣誓人全體議員請起立。
(三)請全體議員舉右手，跟隨主持人宣讀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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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誓以至誠，恪遵憲法，效忠國家，代表人民依法行使職權，不

徇私舞弊，不營求私利，不受授賄賂，不干涉司法，如違誓言，

願受最嚴厲之制裁，謹誓。 
　　　　　　　　　宣　誓　人：○　○　○

　　　　　　　　　監　誓　人：林　輝　煌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2　　月　　 2 5　　日
(四)請宣誓人手放下，請監誓人復位。
　 請宣誓人就座並於誓詞上簽章。
　 請主持人復位。
　 請工作人員收回誓詞。

(五)請監誓人報告完成宣誓就職人數。
林院長輝煌：�新北市議會第3屆議員當選人名額66人，依規定宣誓就職共66人，

全部完成宣誓。

司　　　儀：(六)請監誓人復位。
主　持　人：�我們先休息10分鐘，稍後舉行議長、副議長選舉，即將開始前，

會按一長鈴聲提醒各位議員同仁就座，以便清點人數。

司　　　儀：�休息10分鐘，佈置議長、副議長選舉投開票所，除選務工作人員
外，請各位媒體記者朋友至二樓記者席，謝謝！

休　　　息：9時44分∼9時55分

丙、選舉議長、副議長

司　　　儀：�我們即將進行議長、副議長選舉，除選務工作人員外，請各位媒

體記者朋友至二樓記者席，謝謝！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請就座，以方便清點人數，謝謝。

選舉議長、副議長

（一）主持人報告出席人數

主　持　人：�報告大會，依據本會組織自治條例第8條規定，議長、副議長選
舉時，應有就職議員總額過半數之出席。目前完成宣誓就職議員

總額有66人，出席有66人，已達法定人數，現在開始進行議長選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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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儀：（二）主持人報告投票方法

主　持　人：現在向在座各位議員報告投票方法

1.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44條第1項及本會組織自治條例第7條規定：
「本會置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本會議員以記名投票分別互

選之」。因此本選舉乃以全體66位議員為候選人及選舉人，按
公告當選人名單順序將姓名分別印在選舉票上，由就職議員以

記名方式在選舉票姓名上方空格內圈選一人自行投入票匭。

2.  依據本會組織自治條例第8條第1、2項規定：「議長、副議長之
選舉，應於議員宣誓就職典禮後即時舉行，並應有就職議員總

額過半數之出席，以得票達出席總數之過半數者為當選。選舉

結果無人當選時，應立即舉行第二次投票，以得票較多者為當

選；得票相同者，以抽籤定之。」

3. 投票順序：
　 由司儀依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之當選人名單順序，並已完成
宣誓者，逐一唱名，請被唱到姓名的議員同仁，先到面對主席

臺右側「發票處」簽名或蓋章領取選舉票，並確認選舉人姓名

是否正確，再到「圈票處」圈票，圈好後將選舉票自行投入票

匭。第一次唱名三聲未到者，俟全部唱名完畢，再進行第二次

唱名三聲，如仍未到者，以棄權論。

4. 介紹選務工作管理員：
　 本會組織自治條例第9條規定：「議長、副議長之選舉由本會遴
派三人至七人擔任管理員，辦理投票、開票工作，並指定一人

為主任管理員。」

　 今天的投、開票工作本會遴派高明慧主任、周春玉專員、鄭
嫦娥專員、謝啟文專員、王博鈺組員、陳奕君組員、沈秋宏組

員，並指定高明慧主任為主任管理員。

司　　　儀：（三）請推選監察員三至五人

主　持　人：陳文治陳議員。

陳議員文治：�現在修正後的地方制度法，現在選舉正、副議長已經改成記名投

票，不是秘密投票，所以是不是有必要設置圈選處？已經沒有必

要設置圈選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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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人：�對，因為過去是這個慣例，但是如果說這個法令已經修改，應該

是要跟著修改這個形式才對。

陳議員文治：�對，所以應該不需要圈選處，因為不是秘密投票了。就至少不用

圈選處，或者譬如說像那個如果倒閣的排一邊，那個反對黨的排

一邊也可以。

王議員淑慧：主席，請問一下，監誓人他走了，我們今天不是有監察人在嗎？

主　持　人：監誓人。

王議員淑慧：監誓完他就走了？

主　持　人：對。

王議員淑慧：�我想說法官在場的話，請教法官這樣子合不合乎程序？自己對自

己負責。

陳議員文治：�為什麼要圈選處、圈票處是因為秘密投票的關係，現在因為地方

制度法修正，已經沒有所謂的秘密投票的問題，所以沒有必要設

置這個封閉的圈票處，是不是這樣子？

主　持　人：�不是，這個應該是說程序，照理講應該是在開會之前就是要討論

這個事情，但是還沒有討論，如果說......
陳議員文治：�我們要宣誓完之後才能夠行使議員的職權，所以剛剛主席說明完

時候，我就認為可以考慮把這個封閉的圈票處撤掉或是改成......
主　持　人：林金結林議員。

林議員金結：�主席，那個選票上面是已經印好我們的名字，還是我們簽名，能

不能看一下，就是說我們大家都不知道，因為這是第一次記名投

票，那麼選票上面是已經印好議員的名字，還是議員本人簽署名

字或蓋章？

主　持　人：沒關係！我們先來確定這個投票的方式。

林議員金結：好不好？我們先確定選票上面已經印好名字。

主　持　人：�等一下，我們先來確定投票的方式，再來解決你的問題，好不

好？剛剛陳文治議員所提出的問題，就是要不要這個票匭？要不

要這個圈票處？這個先解決，再來解決說你那個票的問題，好不

好？

何議員淑峯：�主席，我們要確認的是選票上面有沒有我們所有議員的名字？有

沒有記名的部分？先確認，你要先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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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人：那個選舉人的名字也在上面，好嗎？

何議員博文：�主席，那等一下如果開票的時候既然是這個記名投票，等一下開

票的時候是不是說連唱名，還是說有沒有唱名這個部分也要先確

認一下。

主　持　人：唱名都有。

何議員博文：都有嗎？

主　持　人：有。

何議員博文：選舉人、被選舉人都有嗎？

主　持　人：有，都有，好嗎？

何議員博文：好，那這個要先確認一下。

主　持　人：�我們先來解決陳文治議員所提的問題，是不是這樣子？因為以我

的看法就是說照理講你那個法令改，這個程序都要檢討，但是過

去就沒有檢討，是不是這樣子？等一下，現在就是說這個圈選票

處的部分，就是中央選舉委員會有規定說有效票、無效票，這個

一定要用那個圈選的工具，如果照今天只有三個圈票處，那個工

具應該不夠，你如果說要在圈票處裡面投也可以，要在外面投也

可以，等一下議事組設一個在沒有圈票處的地方來投，好不好？

對，議事組要去處理。等一下。

林議員金結：�為確保投票人應有的這一個權益，應當你領完票之後還是要到圈

票處，才能保障這一張票是他本人所圈選的，領到票之後到圈票

處圈選。

主　持　人：對啊！這個程序一定要這樣做。

林議員金結：�你不要在這邊，等一下我隔壁的人把我拉去圈選，那我不是完蛋

了。

主　持　人：�不行，不能領票就直接拿到票匭，要領票後到圈選處圈選再投到

這個票匭裡面，好，謝謝。王淑慧王議員。

王議員淑慧：�那麼既然大家都同意說這個圈票處沒有存在的必要，我不管大家

要到哪裡圈，本席今天有困難，所以我拜託你把選票拿來給我，

你要用什麼蓋，通通拿給我，本席要在我的位子上蓋，可以嗎？

主　持　人：�好，我看這個是個案處理，好不好？等一下，這個要個案處理，

因為她本身有受傷。陳明義陳議員。



第 3屆議員宣誓就職典禮暨選舉議長、副議長紀錄　173

陳議員明義：�這個裡面，對不起！我也是臨時看了一下，這裡面你如果沒有用

本會備置的圈選工具是無效票。

主　持　人：有。

陳議員明義：�我知道，所以不是我們想像中說什麼那已經有名字了，我覺得

按照程序走，當然王淑慧議員說她腿不方便，可是不要忘了，這

次大選亦然如此，很多長輩也是不舒服，通通要按照選舉罷免法

的規定，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麻煩辛苦一點點，如果你不設置圈票

處，我就沒意見，可是你設置了，不可以說我在外面投票的這種

狀況，因為還是有無效票的問題。

主　持　人：�好，等一下，好，謝謝，王議員，等一下。陳文治陳議員。

陳議員文治：�我剛剛會之所以先提這個問題，當然是主要考慮到我們王議員

的問題，就是說改成非秘密投票之後，只要在議事廳裡面指定一

處或若干處不用遮閉都可以作為圈選處，那這個圈選處應該是我

們現場所有的議員應該來可以討論，或是可以指定，不需要到所

謂的這個封閉的圈選處去，他只要在議事廳裡面，當然不能說我

先想一下我帶回家去投，不能這樣，在議事廳裡面的一處或若干

處，這個公開的，這其實是不需要秘密或封閉，那這樣子的話是

不是就可以方便王議員來投票？當然這個她圈選完之後，這個她

可以委託或指定人家去投入票匭，那當然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

好不好？這應該就是這比較沒有爭議，好不好？就非秘密投票還

是要自己投。

主　持　人：等一下，同一個問題嗎？還是怎麼樣？

蔡議員錦賢：�主席，她圈選完就幫她拿去投，她這樣就比較方便，蓋章就好

了，對不對？票匭不然你不要把它放在上面，拿來前面這裡就好

了，這樣不是解決問題了。領票領完之後在她這裡，那個擺在前

面，妳要她爬階梯上去再走下來，她的腳就不方便。

主　持　人：�好，我說因為過去這個形式照理講法令修改這個整個程序都要

改，但是沒有動沒關係，我們今天就是用這個比較活動的，大會

決議就可以了，我向大會報告，就是說我們這三個選票處依照大

會的意見我們來改放在前面，這樣可以嗎？可以。好，那王淑慧

王議員的問題，因為領票要簽名，不然我說沒關係，這個算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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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不是通案，個案處理，因為她行動有問題，請議事組人員

把這個資料拿到座位上給她簽，這樣可以嗎？好嗎？這個就移到

這裡，三個全部。好，各位同仁，圈票處這個拿掉。再向大會

報告，王淑慧王議員這個個案的問題就是請工作人員協助王淑慧

議員簽領選票，好不好？王淑慧今天最大。好，來，唐慧琳唐議

員。

唐議員慧琳：�本席覺得本會應該要體貼我們王淑慧議員行動不方便，徵詢一位

高大威猛的帥哥扶著王議員去圈票處圈選，謝謝。

主　持　人：這個以後列入修法的要件，好不好？

司　　　儀：（三）請推選監察員三至五人。

林議員金結：主席，我們......
主　持　人：�等一下，我先報告一下，跟大會報告，依據本會組織自治條例第9

條規定：「議長、副議長之選舉由議員互推三人至五人擔任監察

員，監察投票、開票工作，並由監察員互推一人為主任監察員。

」

監察員擬互推五人，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意見，繼續。如果

沒有意見，我們就決定由各位同仁互推五人為監察員。互推名額

按先後順序至第五人為止，請問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

見。如沒有意見，現在請開始互推五名監察員。好，來，林金結

林議員。　

林議員金結：本黨推舉陳儀君議員跟陳偉杰議員兩位擔任監察員。

主　持　人：李坤城李議員。

李議員坤城：本席推選張維倩議員還有廖宜琨議員。

主　持　人：好。蔡錦賢蔡總召蔡議員。

蔡議員錦賢：李翁月娥議員。

主　持　人：李翁月娥。大會有沒有意見？好，沒意見，鼓掌通過。

司　　　儀：（四）請監察員互推一人為主任監察員 。 
主　持　人：�現在請五位監察員至會場前方互推一人為主任監察員並分配工

作。

跟大會報告，經五位監察員互推李翁月娥議員為主任監察員。

現在報告監察員工作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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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票時：

1.發票處：請陳儀君議員擔任。
2.圈票處：請陳偉杰議員及張維倩議員擔任。
3.投票處：請廖宜琨議員擔任。
二、開票時：

1.檢票處：請張維倩議員擔任。
2.唱票處：請陳偉杰議員擔任。
3.記票處：請廖宜琨議員擔任。
4.整票處：請陳儀君議員擔任。      
請監察員及管理員就位，現在進行議長選舉。

司　　　儀：（五） 選舉議長
1.請監察員查核選舉票。
2.啟驗票匭。
3.封鎖票匭。

主　持　人：�沒問題了，好，現在開始投票，請各位議員依司儀唱名順序，至

「發票處」簽名或蓋章領取選舉票後依序投票。

司　　　儀：全部唱名完畢。

主　持　人：�跟各位報告，請各位議員就座。投票結束，還有人未投票嗎？有

沒有？沒有。好，佈置開票場所進行開票並請監察員監視開票。

司　　　儀：開啟票匭，開始唱票。

主　持　人：跟大會報告，唱票方式：先唱被選舉人，再唱選舉人。

司　　　儀：主持人宣布開票結果

主　持　人：�跟大會報告，現在宣布議長選舉結果：總共發出66張，有效票65
張，無效票1張
蔣根煌議員得39票
高敏慧議員得25票
陳世榮議員得1票       　                
選舉結果蔣根煌議員得39票，達出席總數之過半數，依法當選為
新北市議會第3屆議長，我們恭喜蔣根煌議長！請熱烈鼓掌。

司　　　儀：（六）選舉副議長

再次請各位監察員至會場前方，依原定分工監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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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監察員查核選舉票。
2.啟驗票匭。
3.封鎖票匭。

主　持　人：�跟大會報告，現在副議長投票開始，請各位議員依司儀唱名順

序，至「發票處」簽名或蓋章領取選舉票後依序投票。

司　　　儀：全部唱名完畢。

主　持　人：�跟大會報告，副議長投票結束，還有人未投票嗎？有沒有？沒

有。好，佈置開票場所進行開票並請監察員監視開票。

司　　　儀：開啟票匭，開始唱票。

主　持　人：跟大會報告，唱票方式：先唱被選舉人，再唱選舉人。

司　　　儀：主持人宣布開票結果。

主　持　人：�跟大會報告，現在宣布副議長選舉結果：總共發出66張，有效票
66張，無效票0張
陳鴻源議員得39票
陳文治議員得27票         　                
選舉結果陳鴻源議員得39票，達出席總數之過半數，依法當選為
新北市議會第3屆副議長，我們恭喜陳鴻源副議長！請熱烈鼓掌。
好，謝謝。

司　　　儀：休息5分鐘，整理會場，稍後將舉行議長、副議長宣誓就職。
休　　　息：11時45分∼11時53分

丁、議長、副議長宣誓

司　　　儀：�即將舉行議長、副議長宣誓就職，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就座。

媒體記者女士、先生請至拍攝區，謝謝。

　　　　　　議長、副議長宣誓就職

(一)請監誓人就位。
(二)請宣誓人議長、副議長就位。
(三)請議長、副議長舉右手，宣讀誓詞
余誓以至誠，恪遵國家法令，盡忠職守，報效國家，不妄費公

帑，不濫用人員，不營私舞弊，不受授賄賂。如違誓言，願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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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厲之處罰，謹誓。

　　　　　　　　　宣誓人：蔣根煌

　　　　　　　　　　　　　陳鴻源

　　　　　　　　　監誓人：林輝煌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2　　月　　 2 5　　日
(四)請宣誓人手放下並於誓詞上簽章後復位。
　  請監誓人復位。　
監誓人宣布議長、副議長宣誓就職結果並致詞

有請新北地方法院林輝煌院長    
林院長輝煌：議長、副議長依法完成宣誓。

蔣議長、陳副議長、各位議員先進、行政院吳政務委員、侯市

長，以及在場各位貴賓、議會的同仁，還有媒體的朋友，大家

好！恭賀各位宣誓人正式成為新北市議會第3屆議員暨議長、副議
長，同時也祝福大家身體健康、事事如意，謝謝。

司　　　儀：謝謝林院長，請復位。

現在為大家介紹今天監交人行政院吳澤成政務委員

請行政院吳澤成政務委員致詞  
吳政務委員澤�成：我們蔣議長、陳副議長、各位議員小姐、女士、先生，我們

在座的監誓人地方法院林院長，還有我們的大會主持人陳議員，

還有我們侯市長，各位貴賓，大家好！首先今天能夠代表行政院

來參加這一個交接典禮，首先要表達對我們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的當選表達恭賀之意。各位在依循我們的民主體制，然後在熱烈

的競選活動當中，能夠獲得我們市民的肯定跟託付來當選新北市

議會第3屆的議員，在這邊再度表達恭賀之意。同時在這邊也要對
我們連任的蔣議長跟可以說再任的陳副議長表達最高的祝賀。同

時也期盼我們未來新北市議會能夠在蔣議長跟陳副議長卓越的領

導之下，以及各位議員小姐、女士、先生依循我們民主民意的要

求，以及我們本著對於民眾的福祉為依歸，在議會裡面本著互相

的尊重、理性以及包容，善盡我們議員的職責，同時在議會裡面

發揮整個議會的功能，共同創造我們新北市未來能夠社會安定、

經濟繁榮、人民富足跟我們生活的安定之下來共同努力，這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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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所期盼的要求，也期待大家共同努力。今天澤成能夠代表行

政院到大會來，剛剛林院長在跟我討論說我曾經也在這邊站過，

曾經也在這邊坐過，接受過我們議會的各位議員女士、先生的監

督跟詢答，各位在多年的照顧之下，今天能夠有機會再度回來參

加這一個監交的典禮，特別感到榮幸跟高興，在這邊特別表達感

謝之意。同時今天我要轉達行政院賴清德院長對蔣議長、陳副議

長以及各位議員女士、先生表達最高的致意跟恭賀，也一併在這

邊要祝賀各位貴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司　　　儀：謝謝吳政務委員，請復位。

戊、新當選議長致詞

司　　　儀：請蔣根煌議長致詞

蔣議長根煌：�行政院吳政務委員、監誓人新北地方法院林院長、侯市長、市

府各局處首長、各位議員同仁、各位貴賓、媒體記者朋友，大家

好！

首先恭喜各位議員同仁當選第3屆新北市議員，根煌在此謝謝議員
同仁的支持，讓我得以順利連任議長。議會是民主基石，以民意

為依歸，未來我將與陳副議長力謀議事運作之和諧與順暢，秉持

公正、公平、公開、尊重、溝通及協調原則，共同監督市政。同

時也會致力推動落實各項福利政策，關懷社會弱勢族群、提升產

業與文化建設，以積極謀求市民最大福祉，爭取市民最大權益為

目標，讓新北市躍升為繁榮的國際宜居城市，最後祝福各位貴賓

身體健康、事事如意，謝謝大家，謝謝。

己、禮成

司　　　儀：禮成

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到議會大門口拍攝團體照。

散　　　會：12時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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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第3屆議長、副議長當選人名冊

中華民國107年12月25日

職別 姓名 性別
出　生
年月日

出生地 黨籍 地址

議長 蔣根煌 男 52.05.01 新北市
中國國
民黨

新莊區中港路190號

副議長 陳鴻源 男 56.04.21 臺灣省
彰化縣

中國國
民黨

永和區保平路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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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第3屆議員當選人名冊

選舉
區別

姓名 性別
出　生
年月日

出生地 黨籍 地址

1 陳偉杰 男 67.09.11 新北市
中國國
民黨

淡水區文化路59巷1號

1 鄭宇恩 女 75.04.07 臺北市
民主進
步黨

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149巷25號7樓

1 鄭戴麗香 女 43.08.22 高雄市
中國國
民黨

八里區大崁里中華路1段73號

1 蔡錦賢 男 38.01.24 新北市
無黨團
結聯盟

淡水區大同路220號

2 蔡淑君 女 59.03.05 新北市
中國國
民黨

林口區仁愛路二段123號

2 陳明義 男 56.09.18 臺灣省
澎湖縣

中國國
民黨

五股區成泰路一段235-3號

2 蔣根煌 男 52.05.01 新北市
中國國
民黨

新莊區中港路190號

2 蔡健棠 男 52.01.19 臺灣省
彰化縣

中國國
民黨

新莊區新泰路204號4樓

2 陳文治 男 56.06.13 臺灣省
花蓮縣

民主進
步黨

新莊區裕民街18巷16號

2 鍾宏仁 男 46.09.25 臺灣省
雲林縣

民主進
步黨

新莊區中原路243號

2 宋明宗 男 56.04.02 高雄市
中國國
民黨

泰山區泰林路二段47-1號

2 陳科名 男 59.05.09 新北市
民主進
步黨

新莊區新泰路421號

2 賴秋媚 女 52.07.29 臺灣省
彰化縣

民主進
步黨

泰山區文程路18巷12號

2 黃林玲玲 女 31.09.19 新北市
中國國
民黨

新莊區新莊路321號之6

2 何淑峯 女 56.10.31 臺灣省
嘉義縣

民主進
步黨

新莊區昌明街30巷1號

3 王威元 男 70.12.26 臺北市
中國國
民黨

三重區光興街22號1樓

3 李翁月娥 女 47.01.05 新北市 無 蘆洲區三民路1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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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
區別

姓名 性別
出　生
年月日

出生地 黨籍 地址

3 黃桂蘭 女 46.02.25 臺灣省
花蓮縣

中國國
民黨

蘆洲區永康街2巷8號

3 彭佳芸 女 71.10.13 臺北市 無 三重區五華街41號4樓

3 蔡明堂 男 47.04.27 新北市
中國國
民黨

三重區頂崁街225號

3 李余典 男 47.01.27 新北市
民主進
步黨

三重區三寧街45號

3 李坤城 男 62.05.03 新北市
民主進
步黨

蘆洲區長興路201號

3 李倩萍 女 59.08.12 新北市
民主進
步黨

蘆洲區長安街22巷35號

3 陳啟能 男 48.07.05 新北市
民主進
步黨

三重區龍濱路219巷43號

4 林國春 男 57.01.08 福建省
金門縣

中國國
民黨

板橋區文化路2段182巷1弄10號

4 葉元之 男 63.12.28 臺北市
中國國
民黨

板橋區民生路二段240巷17號2樓

4 何博文 男 62.06.27 臺中市
民主進
步黨

板橋區雙十路2段47巷21號

4 戴瑋姗 女 79.01.23 高雄市
民主進
步黨

板橋區莒光路99號

4 劉美芳 女 67.12.07 臺北市
中國國
民黨

板橋區民權路18號

4 黃俊哲 男 67.04.27 臺灣省
嘉義縣

民主進
步黨

板橋區文化路1段139號12樓

4 曾煥嘉 男 65.09.10 臺北市
中國國
民黨

板橋區重慶路325號

4 周勝考 男 45.03.14 臺灣省
南投縣

中國國
民黨

板橋區民生路二段184號

4 王淑慧 女 44.12.02 臺北市
民主進
步黨

板橋區中正路260巷4號

5 金瑞龍 男 58.07.15 臺灣省
新竹市

中國國
民黨

中和區莒光路11號

5 陳錦錠 女 43.11.28 臺北市
中國國
民黨

中和區建康路1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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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
區別

姓名 性別
出　生
年月日

出生地 黨籍 地址

5 邱烽堯 男 62.10.03 新北市
中國國
民黨

中和區連勝街72號

5 張維倩 女 74.01.14 新北市
民主進
步黨

中和區立人街27號

5 張志豪 男 70.08.24 臺灣省
花蓮縣

民主進
步黨

中和區員山路282號

5 游輝 男 72.02.26 新北市
無黨團
結聯盟

中和區中興街200號2樓

6 連斐璠 女 48.09.09 新北市
中國國
民黨

永和區保安路153號2樓

6 陳鴻源 男 56.04.21 臺灣省
彰化縣

中國國
民黨

永和區保平路2號

6 羅文崇 男 53.07.08 臺北市
民主進
步黨

永和區得和路231號2樓

7 江怡臻 女 71.11.07 臺北市
中國國
民黨

土城區中央路3段93號2樓

7 洪佳君 女 66.06.28 新北市
中國國
民黨

樹林區中山路三段137號

7 林金結 男 57.07.21 臺灣省
宜蘭縣

中國國
民黨

土城區光明街63號

7 廖宜琨 男 71.07.05 新北市
民主進
步黨

樹林區鎮前街347巷1弄4號

7 林銘仁 男 49.03.09 新北市
民主進
步黨

土城區德峰街20號

7 黃永昌 男 51.12.06 新北市
中國國
民黨

土城區學府路1段20之1號

7 蘇泓欽 男 68.03.07 新北市 無 鶯歌區尖山路145號

7 陳世榮 男 46.03.10 新北市 無 樹林區中山路2段70號

7 彭成龍 男 45.09.01 新北市
民主進
步黨

土城區青雲路168號

7 高敏慧 女 55.02.17 新北市
民主進
步黨

樹林區大安路531-1號

8 劉哲彰 男 61.07.07 新北市
中國國
民黨

新店區北新路一段351號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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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唐慧琳 女 60.10.21 新北市
中國國
民黨

新店區北新路2段108號403室

8 陳永福 男 47.10.01 新北市
民主進
步黨

新店區北新路1段12號3樓

8 金中玉 男 45.03.14 臺北市 無 新店區寶中路45號5樓

8 陳儀君 女 62.07.02 新北市
中國國
民黨

新店區中正路265巷17號

9 林裔綺 女 57.04.26 臺灣省
宜蘭縣

民主進
步黨

瑞芳區明燈路3段120號

10 白珮茹 女 64.05.17 臺北市
中國國
民黨

汐止區康寧街589號

10 廖先翔 男 77.06.12 臺灣省
基隆市

中國國
民黨

汐止區秀峰路60號2樓

10 周雅玲 女 57.06.25 新北市
民主進
步黨

汐止區仁愛路11號

10 張錦豪 男 68.10.15 臺灣省
彰化縣

民主進
步黨

汐止區新昌路55號

11 楊春妹 女 50.02.19 臺灣省
花蓮縣

中國國
民黨

新莊區民安西路470之1號

11
宋雨蓁

 Nikar‧
Falong

女 70.07.17 新北市
中國國
民黨

永和區中和路343號11樓之3

11 忠仁‧
達祿斯

男 50.01.27 臺灣省
臺東縣

中國國
民黨

樹林區八德街101號

12
馬見

Lahuy‧
Ipin

男 81.02.25 臺北市 無 土城區中央路3段231之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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