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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立內壢國民中學學生自治市桃園縣立內壢國民中學學生自治市桃園縣立內壢國民中學學生自治市桃園縣立內壢國民中學學生自治市    

第一屆第一屆第一屆第一屆「「「「內壢市政府內壢市政府內壢市政府內壢市政府」」」」市長選舉公報市長選舉公報市長選舉公報市長選舉公報    
學生自治市選舉輔導委員會編印 

第一屆「內壢市政府」市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99999999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時時時 10101010 分起至分起至分起至分起至 1111 時時時時 45454545 分止分止分止分止舉行投票。茲依據選舉辦法之規定，將

候選人所填報之個人資料及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候選人應自行負責。 

號次號次號次號次    相片相片相片相片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班級班級班級班級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政見政見政見政見    

1 

 

宋諭婷 13 女 8 年 27 班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1. 99年中壢市運100M.400M接力第2名。 

2. 99 年桃園縣田徑運動會 400M 接力第 4

名。 

1. 改善廁所旁教室異味。 

2. 整治腳踏停車場沙塵亂飄。 

3. 改善操場凹凸不平。 

4. 在操場設登以片傍晚慢跑、打球的老師

及民眾。 

2 

 

楊惠絜 13 女 8 年 10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元生國小第四屆小市長。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1. 元生國小書法比賽第二名。 

2. 全國中正盃合球錦標賽-亞軍。 

3. 全國協會盃合球錦標賽-冠軍。 

4. 通過全民英檢初級。 

1. 每週三下午設為班服日。 

2. 合作社的商品增添多一點飲料、早餐，

讓學生有更多的選擇。 

3. 午餐時間播放學生點播的音樂。 

3 

 

蔡宗曄 13 男 8 年 26 班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1. 合作盃作文比賽佳作。 

2. 國小科展佳作。 

3. 多次獲得前三名獎狀。 

4. 國小曾參加台北奧林匹克數學競賽第

五名。 

1. 在部分廁所放置芳香劑，使廁所的異味

減少，同時避免因長期吸入芳香劑中的

物質，導致身體不適。 

2. 在尚未加裝窗簾的教室設置窗簾，讓教

室達到適合觀看投影片的暗度。 

3. 在每個洗手檯和廁所放置香皂，有乾淨

的手才有健康的身體。 

4. 放學後開放活動中心燈光一小時，讓練

習與球的師生可在光線充足的環境練

球。 

5. 在教師節當天一節課學生當老師，體驗

老師平時的辛勞。 

4 

 

廖湧漢 13 男 8 年 8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1. 班長、副班長、風紀股長、正副體育股

長、總務股長、正副衛生股長。 

2. 數學小老師。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1. 七年級品格之星。 

2. 小六模範代表。 

1. 中午時放歌。 

2. 美化校園。 

3. 在廁所內置入芳香劑。 

4. 增加圖書館內的藏書。 

5. 加裝監視器。 

6. 有些不適合當教室.因迴音太大，例：

807、808、809、823。 

5 

 

黃子娟 14 女 8 年 1 班 

幹部幹部幹部幹部經經經經歷歷歷歷    

1. 七上、七下、八上副班長。 

2. 七上、七下國文小老師。 

3. 七下美術小老師。 

獲獎獲獎獲獎獲獎經經經經歷歷歷歷    

七年級跳遠第四名。 

1. 每年教師節上下課時間顛倒。 

2. 學校福利社販賣冰品。 

3. 更換損毀器材，速度加快。 

4. 飲水機提供冰水。 

5. 天冷時，每個人發一個小小的暖暖包。 

6. 天熱時，發個扇子，或是從事戶外活

動。不但節能減碳，還有益身體健康，

又能達到教學效果。 

6 

 

周俊瑋 14 男 8 年 15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衛生股長一年。 

1. 在廁所多放芳香劑。 

2. 八和九年級有一堂電腦課。 

3. 更新課桌椅。 

4. 星期一穿運動服。 

5. 增加體育課。 

6. 全面更新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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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楊弘杰 13 男 8 年 16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1. 任職七、八年級學藝股長。 

2. 擔任過花蓮慈濟少年。 

3. 曾任職論壇版主。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桃花源青少年盃鋼琴比賽優勝。 

身為內壢國中的學生，就算偶爾有些不守

規矩，每天也要快樂度日。 

1. 使圖書館藏書量增加。 

2. 多為學生爭取應有的福利。 

3. 教室電扇增設。 

4. 多舉辦藝文活動，促進士風。 

5. 彈性調整自習課時間。 

8 

 

王派昇 13 男 8 年 23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1. 七年級曾擔任副風紀股長。 

2. 現擔任副班長。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品格之星 

1. 解除髮禁(仍不染不燙)。 

2. 歌唱比賽讓一二年級參加。 

3. 可穿短襪。 

4. 午餐時放流行音樂。 

5. 合作社販賣物品增加。 

6. 圖書館增加書籍。 

9 

 

莊子渝 13 女 8 年 5班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元生國小校長獎畢業 

1. 用餐時間播放流行音樂。 

2. 加裝窗簾.紗窗.以隔絕風沙。 

3. 修理飲水機。 

4. 加裝置物櫃。 

5. 每週一次便服。 

6. 增加員生社商品，提高多元性。 

10 

 

賴聲瑋 15 男 8 年 18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1. 七年級上學期擔任班長。 

2. 七年級下學期擔任副班長。 

3. 現任體育股長。 

1. 一星期一天全校穿便服。 

2. 第一節下課增加為 20 分鐘。 

3. 各個飲水機提供冰水。 

4. 定期舉辦體育競賽。 

5. 增加員生社販賣項目。 

6. 學校不定時為學生舉辦流行樂演唱會。 

7. 閱覽室、圖書館開放冷氣時間固定。 

11 

 

梁穎文 14 男 8 年 13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七年級上學期、八年級上學期學藝股長。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1. 七上教師卡製作第一名。 

2. 七上學藝股長，教室佈置比賽第一名。 

3. 八上學藝股長，教室佈置比賽第一名。 

1. 能夠在午餐時間撥放音樂，讓同學保持

快樂心情。 

2. 各年級均能舉辦校內比賽，如桌球、羽

球、籃球、卡拉 OK比賽。 

3. 為同學爭取每月一天便服日。 

4. 嚴格監督整潔評分同學是否亂評或偏

心，使比賽公平。 

5. 廁所提供衛生紙，方便同學使用。 

12 

 

陳聖文 13 男 8 年 6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1. 副風紀股長、副班長、體育股長、副總

務股長。 

2. 英文、地理小老師。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品格之星。 

1. 更新、增加圖書館書籍。 

2. 粉刷舊教室。 

3. 增加飲水機冷水。 

4. 在廁所放置芳香劑。 

5. 午餐、打掃時間撥放流行歌曲。 

6. 增加愛心傘數量。 

7. 更新掃具。 

8. 增加福利社的食物。 

13 

 

周彥廷 14 男 8 年 2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1. 現任學藝股長。 

2. 曾擔任副學藝股長、英語小老師、 

1. 飲水機提供冰水。 

2. 裝紗窗，防蚊蟲。 

3. 裝窗簾，防日曬及便於教室使用投影機

設備。 

4. 設立 K書中心，提升學習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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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陳昀佑 13 男 8 年 19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班長、學藝股長、風紀股長、衛生股長、

數學小老師、童軍團小隊長等。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校外 

1. 數學能力檢測全國第 24 名。 

2. 英文演講比賽第三名。 

3. 桃園縣數理資優鑑定通過。 

4. 國語文競賽第四名。 

校內 

1. 數學團體競試成績優良。 

2. 校慶徵文比賽佳作。 

3. 品格之星。 

4. 朗讀比賽第一名。 

5. 歌唱比賽第二名。 

6. 國小：縣長獎、畢業生代表、在校生代

表。 

活動經歷活動經歷活動經歷活動經歷    

1. 科學奧林匹亞教室。 

2. 科學人科學營 

1. 營養午餐主食學生投票決定。 

2. 冰水供應量增加。 

3. 女生夏季裙子改為褲裙或褲子。 

4. 在廁所放置芳香劑。 

5. 教室兩旁加裝小型電風扇。 

6. 裝設學生意見箱。 

7. 園遊會舉辦摸彩活動。 

8. 中午用餐時間播放流行歌，曲目由學生

自選。 

15 

 

林怡汝 14 女 8 年 7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七年級上學期至八年級上學期擔任副風紀

股長。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品格之星。 

1. 每間教室加裝冷氣及電風扇。 

2. 增加電腦課節數。 

3. 縮短升旗時間。 

4. 每年舉辦大胃王、相撲比賽。 

5. 增加合作社的新品。 

6. 頭髮造型可以隨意改變。 

7. 畢業典禮改成下午舉行，晚上舉辦歡送

會。 

16 

 

邱昱翔 13 男 8 年 17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副總務股長 

1. 把舊電扇換成新電扇。 

2. 一週可穿一次便服。 

3. 讓所有的飲水機可裝冰水。 

17 

 

呂季修 13 男 8 年 24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1. 班長。 

2. 衛生股長。 

3. 數學小老師。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1. 品格之星。 

2. 合作盃作文比賽第三名。 

1. 舊體育器材更新。 

2. 多種樹，綠化校園。 

3. 建立學生申訴管道。 

4. 讓學生可以參與學校針對學生議題的

討論與表決就學生問題發表意見和監

督。 

5. 學校定期進行防止蚊蟲之消毒工作。 

6. 設立牆角「乾洗手」。 

7. 加強管理死角安全。 

8. 走廊上柱子尖尖的角加上防護設備 

18 

 

郭俊廷 13 男  8 年 14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1. 七年級體育股長。 

2. 國小班長、衛生股長、總務股長。 

3. 國小六年級衛生隊。 

4. 國小自治市選舉助選團。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1. 校內數學合作盃。 

2. 園遊會海報競賽。 

3. 國小模範生。 

1. 改善運動器材。 

2. 加強校內安全設施。 

3. 增加校內活動，例如：聖誕節派對。 

4. 增加體育比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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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林顥庭 13 男 8 年 20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1. 生物小老師。 

2. 健教小老師。 

3. 英文小老師。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1. 品格教育系列─教師節敬師感恩卡比

賽 佳作。 

2. 合作盃作文大賽第二名。 

3. 英文單字競賽優等。 

4. 桃園縣第一、二屆國民中小學口琴比賽 

獨奏優等。 

5. 桃園縣第一屆國民中小學口琴比賽 二

重奏甲等。 

6. 桃園縣第六屆網界博覽會鄉土專題研

究網站製作比賽 國小組佳作。 

7. 中壢市國語文競賽 國小學生組作文第

三名。 

8. 健康促進藝文競賽 六年級組 作文類 

第三名。 

1. 1.更換體育器材(如籃球)。 

2. 開放每月一日全校統一穿著便服。 

3. 某些風扇控制轉速大小的線太短，不易

調整，希望能改善。 

4. 部分區域堆積的課桌椅，能有地方存

放。 

5. 舉辦足壘球比賽。 

6. 提供每班一台有輪子的小型拉車，方便

拿取午餐餐桶。 

7. 廁所提供衛生紙。 

20 

 

田瑀涵 15 女 8 年 22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1. 擔任衛生股長。 

2. 國小當過助選員。 

社團經歷社團經歷社團經歷社團經歷    

1. 參加管樂團。 

2. 參加鋼琴比賽。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參加南瀛盃直笛比賽獲優等。    

1. 改善校園環境。 

2. 早自修盡量不排考試。 

3. 福利社提供更多食品。 

4. 朝會盡量縮短時間。 

5. 夏天時，飲水機提供足夠的冰水。 

6. 成立籃球隊。 

7. 午餐選擇性多樣化。 

21 

 

陳立昀 13 女 8 年 9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3. 擔任七上風紀股長。 

4. 擔任七下及八上班長。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1. 七年級上學期品格之星。 

2. 校內國語文競賽國語朗讀前三名。 

1. 增加圖書館藏書。 

2. 美化校園。 

3. 更新運動器材。  

22 

 

陳厚琪 13 女 8 年 25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1. 六年級擔任衛生糾察，維護校園整潔。 

2. 三、四年級擔任學藝股長 

3. 七年級擔任學藝股長。 

4. 七八年級連任擔任英文小老師。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1. 四年級參加校內朗讀比賽佳作。 

2. 參加第 25屆師德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

語分級檢定第三級通過。 

3. 五年級參加 97 學年度全縣健康操比賽

團體組甲等。 

1. 若有第八節課，多開放一節合作社時

間。 

2. 部分教室因通風不良，應加裝電風扇。 

3. 在中午用餐時間，放一些抒情的音樂。

或放些新聞廣播，增廣見聞，增加大家

的時事新聞，好讓大家在公民科的成績

能夠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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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雪詩 13 女 8 年 4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1. 七年級：擔任國文小老師。 

2. 八年級：擔任衛生股長、國文小老師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當選品格之星 

1. 圖書館借閱書籍期限增加為 3星期。 

2. 開放學生下課至體育器材室借體育器

材。 

3. 增加操場種植樹木種類及數量，並增設

植物介紹標牌。 

4. 夏季午餐每三個禮拜有一次冷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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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崇仁 14 男 8 年 12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1. 國小：班長、風紀股長、體育股長、數

學小老師。 

2. 國中：副服務股長。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國小模範生。 

1. 夏天的營養午餐，多一點冰涼的湯。 

2. 在校園周圍多種樹、美化環境。 

3. 福利社的早餐多樣化。 

4. 中餐送好水果。 

5. 一個禮拜一天穿便服。 

6. 改善飲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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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靜筠 14 女 8 年 21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1. 七年級擔任過衛生股長，目前擔任副班

長。 

2. 國小擔任過班長、學藝股長。 

3. 國小擔任過自治市副市長。 

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獲獎經歷    

1. 參加學校網路競賽查資料組。 

2. 七年級上學期當選品格之星。 

3. 國小獲議長獎。 

4. 國小當選市模範生。 

1. 增加每班電扇數量，以減少教室的悶熱

不適。 

2. 增加圖書館藏書，並可先調查學生的建

議書籍。 

3. 增加更新體育器材。 

4. 九年級教室可安裝冷氣，提供更好的學

習環境。 

5. 在午餐時間讓學生提供流行音樂，放鬆

心情。 

6. 增加公益團體的演講，並提供學生到安

養院育幼院等地方參訪、服務的機會，

培養學生的同理心及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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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寓婕 13 女 8 年 11 班 
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幹部經歷    

擔任衛生股長。 

1. 提供學生假日時間的自修場地。 

2. 腳踏車車棚增設電燈、監視器。 

3. 暑期輔導課下午增加游泳課。 

4. 操場全天開放。 

 

投票時投票時投票時投票時間間間間、、、、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 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99999999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時時時時 10101010 分起至分起至分起至分起至 1111 時時時時 45454545 分止分止分止分止。 

二、 選舉人資格：本校七、八年級在籍學生。 

三、 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 投開票地點皆在原班教室完成，開票結束應立即將結果統整回報學務處訓育組。 

2. 選舉人應於規定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 

3. 選舉人應一次進入圈選區投票，離開圈選區後，不得再次進入圈選區投票。 

4. 選舉人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者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十一條第十九款記警告壹次。 

5. 任何人不得於圈選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者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十一條第十九款記警告

壹次。 

6.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十一條第十九款記警告壹次。 

7.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

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十一條第十九款記警告壹次；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

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十二條第三款記小過壹次。 

8. 在投票所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選務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十一

條第十六款記警告壹次。 

9.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四、 選舉票顏色：白色。 

五、 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 圈選二人以上。 

2.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 圈後加以塗改。 

5.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 不加圈完全空白。 

9. 不用學生自治市選舉輔導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選票式樣選票式樣選票式樣選票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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