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列席議會二級機關首長名錄

市  長
柯文哲

【到職日】107年 12月 25日
【主要學歷】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醫學院醫學

系畢業。
【主要經歷】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外科研究員。台大醫院部主任。國立

臺灣大學醫學院專任教授。
【考  試】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11樓中央區
【公務電話】87869991

副市長
彭振聲

【到職日】107年 12月 25日
【主要學歷】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工程科技研究所博士、營建工程

系碩士。
【主要經歷】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總工程司、副處長。高雄

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處長。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局
長。

【考  試】66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農藝類科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11樓西北區
【公務電話】27258522

副市長
蔡炳坤

【到職日】108年 03月 25日
【主要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教育研究所碩士。
【主要經歷】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校長。臺中市政府副市長。行政

院顧問。文化部政務次長。
【考  試】76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乙等考試教育行政

人員。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11樓北區
【公務電話】27258687

秘書長
陳志銘

【到職日】109年 7月 16日
【主要學歷】國立成功大學都巿計畫研究所碩士、建築(工程)學系畢

業。
【主要經歷】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課長。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技正。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副局長。
臺北市政府參事。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局長。臺北市政府
副秘書長。

【考  試】83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都市計畫技術科。83年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都市計畫技師。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11樓北區
【公務電話】27258696

1                          臺北市政府人事處111年 10月 28日製



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列席議會二級機關首長名錄

副秘書長
李得全

【到職日】107年 07月 16日
【主要學歷】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與區域規劃博士。英國牛津布魯克斯

大學碩士。國立臺灣大學建築暨城鄉研究所碩士。
【主要經歷】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臺北縣政府住宅及城鄉發

展局局長。臺北縣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室主任。臺北縣政
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臺北
縣政府參議。新北市政府參議。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局
長。

【考  試】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11樓北區
【公務電話】27256014

副秘書長
林育鴻

【到職日】109年 7月 16日
【主要學歷】英國諾桑比亞大學新堡商學院博士畢業。
【主要經歷】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任秘書。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副

局長。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專門委員。臺中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專門委員。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參事。臺北市政府
參事。

【考  試】9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防部文職人員考試一等考試。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11樓北區
【公務電話】27256020

副秘書長
陳信良

【到職日】111年 02月 22日
【主要學歷】國立成功大學都巿計劃學系碩士、都巿計劃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副處長。臺北市政府參議。臺北市都

市更新處處長。
【考  試】83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都市計畫)。99年薦任

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11樓西北區
【公務電話】27258598

民政局局長
藍世聰

【到職日】107年 12月 25日
【主要學歷】私立高雄醫學院藥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第3屆國民大會代表。臺北市議會第9屆議員。
【考  試】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9樓中央區
【公務電話】27206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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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局局長
陳家蓁

【到職日】108年 01月 14日
【主要學歷】國立政治大學 EMBA高階財金班碩士。國立臺灣大學商

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中華開發金控財務長辦公室經理。永豐金控策略長辦公

室主任。永豐金控財務長辦公室主任、副總經理。永豐
金證券財務長。永豐銀行財務管理處處長、副總經理、
財務主管。將來銀行籌備處財務主管。

【考  試】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11樓北區
【公務電話】27206011

教育局局長
曾燦金

【到職日】107年 12月 25日
【主要學歷】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研究所碩士。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教育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財團法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認助清寒學生基金會董事

長。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科長、專門委員。國立中
正紀念堂管理處副處長。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書、
副局長。

【考  試】77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教育行政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8樓西北區
【公務電話】27593330

產業發展局局長
林崇傑

【到職日】107年 12月 25日
【主要學歷】日本東京大學工學博士。中原大學建築工程學系碩士、

建築工程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主任秘書。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處

長。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副局長。
【考  試】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建築工程科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2樓北區
【公務電話】27205668

工務局代理局長
林志峯

【到職日】111年 10月 21日
【主要學歷】國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工業設計科(三專)。
【主要經歷】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總工程司、副處長。臺北

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處長。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
工程處處長。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局長。

【考  試】8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建築工程中等。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4樓西南區
【公務電話】2725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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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列席議會二級機關首長名錄

交通局局長
陳學台

【到職日】107年 12月 25日
【主要學歷】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學系碩士。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

理學系大學畢業。
【主要經歷】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科長。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技正、

科長。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總工程司。臺北市停車管
理工程處副處長。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處長。臺北市
政府交通局副局長。

【考  試】90年中央暨地方機關公務人員簡任升等考試交通技術職
系交通工程科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6樓西北區
【公務電話】27220377

社會局局長
周榆修

【到職日】109年 07月 16日
【主要學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碩士。
【主要經歷】臺北市政府秘書處聘用研究員。臺北市政府顧問。
【考  試】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2樓東北區
【公務電話】27597701轉 6947

勞動局局長
高寶華

【到職日】111年 09月 05日
【主要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逢甲大學銀行保險

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講師、副教授。台北縣、新北市政府

勞工局局長。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三屆國
民大會代表。

【考  試】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5樓北區
【公務電話】27206606

警察局局長
楊源明

【到職日】110年 07月 16日
【主要學歷】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政策研究所碩士。中央警官學校刑事

警察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局長。內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主任秘書。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局長。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長。基隆市警察局局長。內政部警
政署主任秘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長。

【考  試】71年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乙等考試刑事警察人員類科
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延平南路96號
【公務電話】2331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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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列席議會二級機關首長名錄

衛生局局長
黃世傑

【到職日】107年 12月 25日
【主要學歷】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管理學院高

階公共管理組碩士、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院長、骨科部主

任、臺大醫院廣達醫材研發中心副主任、副院長。中國
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副院長兼醫療品質部主任。

【考  試】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3樓東南區
【公務電話】27592300

環境保護局局長
劉銘龍

【到職日】107年 12月 25日
【主要學歷】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森林學研究所碩

士、森林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中國文化大學兼任助理教

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兼
任助理教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任秘書。第 3屆國民
大會代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任秘書。臺北翡翠水庫
管理局局長。

【考  試】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7樓北區
【公務電話】27287169

都市發展局局長
黃一平

【到職日】110年 02月 17日
【主要學歷】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土木工程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副處長。臺北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主任秘書。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處長。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副局長。新北市政府城鄉
發展局局長。

【考  試】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9樓西南區
【公務電話】27258237

文化局局長
李麗珠

【到職日】111年 09月 01日
【主要學歷】私立中國市政專科學校市政管理畢業。
【主要經歷】彰化縣北斗地政事務所業務員。臺北縣新店地政事務所

技士。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北區辦事處技佐、課員、
技士、專員、課長。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股長、主任、科
長。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執行秘書。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專
門委員、主任秘書、副局長。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副
局長。

【考  試】68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丙等考試。69年
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乙等考試。98年薦任
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4樓東北區
【公務電話】2725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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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列席議會二級機關首長名錄

消防局局長
吳俊鴻

【到職日】107年 12月 25日
【主要學歷】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中央警官學校戶

政系畢業。
【主要經歷】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股長、秘書。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專

員、主任秘書、副局長。
【考  試】67 年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乙等考試戶政人員考試優

等。
【通訊處】臺北市松仁路1號5樓
【公務電話】27297668轉 6000

捷運工程局局長
張澤雄

【到職日】107年 12月 25日
【主要學歷】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研究所碩士、交通管理學系畢

業。
【主要經歷】臺灣鐵路管理局站務員。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聘用助理規

劃師。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聘用人員。臺北市政府捷
運工程局幫工程司、副工程司兼課長、正工程司兼課
長、副處長、處長、主任秘書、副局長。

【考  試】70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鐵路人員員級考試中等。84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8巷 7號 14樓
【公務電話】25218111

臺北翡翠水庫
管理局局長
謝政道

【到職日】107年 12月 25日
【主要學歷】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系博士。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

持研究所碩士。
【主要經歷】經濟部水資源局簡任組長。經濟部水利署簡任組長。經

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局長。經濟部水利署
簡任副總工程司。

【考  試】73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水土保持中等。
【通訊處】新北市新店區新烏路三段 43號
【公務電話】26667680

觀光傳播局局長
劉奕霆

【到職日】107年 12月 25日
【主要學歷】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組員。臺北市政府秘書

處秘書、主任研究員。
【考  試】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4樓中央區
【公務電話】2727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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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列席議會二級機關首長名錄

地政局代理局長
張治祥

【到職日】111年 10月 21日
【主要學歷】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地政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科員、專員。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

南區辦事處課長。臺灣土地銀行副科長、科長、襄理。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科長、副組長、組長。財政部國有財
產局臺灣中區辦事處處長。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分署長。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副局長。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局長。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局長。

【考  試】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3樓西北區
【公務電話】27287312

兵役局
代理局長
林春來

【到職日】111年 09月 17日
【主要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主要經歷】臺北市政府兵役局科長、專門委員、主任秘書、副局

長。
【考  試】83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兵役行政類科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92號 9樓
【公務電話】23684605

體育局局長
李再立

【到職日】107年 12月 25日
【主要學歷】英國羅浮堡大學哲學博士(運動免疫學)。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運動生理學)、體育學系大學畢
業。

【主要經歷】國立東華大學副教授兼體育室主任。國立體育大學副教
授兼體育推廣學系主任、教授兼體育推廣學系主任、師
資培育中心主任、教授兼主任秘書。

【考  試】
【通訊處】臺北市南京東路4段 10號
【公務電話】25702380

資訊局局長
呂新科

【到職日】108年 01月 11日
【主要學歷】國立台灣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博士。國立交通大學資訊

管理研究所碩士。
【主要經歷】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顧問。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

務協會常務監事。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榮譽顧問。電
腦教育協會(CEA)理事。思科網路學院議評會(CISCO
Academy)主席。臺灣大專校院推廣教育協會(ACECUT)理
事長。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專)所長、推廣
教育部教育長(院長)。

【考  試】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10樓中央區
【公務電話】27258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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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列席議會二級機關首長名錄

法務局局長
袁秀慧

【到職日】107年 12月 25日
【主要學歷】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研究所碩士。東吳大學法律學

系、政治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基隆律師公會秘書長、律師。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中國大陸事務委員會委員、司法革新委員會委員、
家事及婦幼問題研究委員會委員、憲政改革研究委員會
委員。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室秘書。

【考  試】律師高考。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8樓東北區
【公務電話】27287799

主計處處長
鄭瑞成

【到職日】108年 07月 16日
【主要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私立東吳大學會計學系畢

業。
【主要經歷】行政院開發基金管理委員會研究員。行政院主計處科

員、編審、視察、科長。臺北市政府主計處主任秘書、
副處長。桃園縣政府主計處處長、秘書長。行政院主計
總處主計官。新北市政府主計處處長。

【考  試】70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審計類科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6樓中央區
【公務電話】27203181

人事處處長
張建智

【到職日】110年 01月 16日
【主要學歷】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研究所碩士。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

研究所碩士。
【主要經歷】銓敘部科長。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專門委員。嘉義縣政府

處長。新北市政府人事處副處長。臺北市政府人事處副
處長。文化部處長。桃園市政府人事處處長。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參事。

【考  試】73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人事行政類科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11樓南區
【公務電話】27287693

政風處處長
林炤宏

【到職日】111年 01月 21日
【主要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畢業。
【主要經歷】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官。臺北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兼組長。

法務部廉政署北部地區調查組副組長。財政部關務署政
風室主任。臺北市政府政風處副處長。司法院政風處副
處長。

【考  試】82年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乙等考試調查
人員中等。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11樓西南區
【公務電話】27287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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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列席議會二級機關首長名錄

公訓處處長
周台竹

【到職日】110年 04月 01日
【主要學歷】哈佛大學甘乃迺政府學院高階文官班結業。喬治華盛頓

大學艾利略外交研究所碩士。中央警官學校行政警察學
系畢業。

【主要經歷】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駐聖露西亞大使館
特命全權大使。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秘書長。外交部國
際組織司司長暨 APEC資深官員。駐荷蘭臺北代表處代
表。臺北市政府發言人。臺北市政府國際事務委員會副
主任委員。

【考  試】
【通訊處】臺北市文山區萬美街二段 21巷 20號
【公務電話】29312331

研考會主任委員
黃銘材

【到職日】110年 09月 15日
【主要學歷】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碩士。
【主要經歷】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書記、辦事員、組員、

副研究員、視察、組長、主任秘書、副主任委員。
【考  試】81年高考二級一般行政職系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11樓東南區
【公務電話】27287774

都委會主任委員
(副市長兼任)

彭振聲

【到職日】107年 12月 25日
【主要學歷】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工程科技研究所博士、營建工程

系碩士。
【主要經歷】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總工程司、副處長。高雄

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處長。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局
長。

【考  試】66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農藝類科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11樓北區
【公務電話】27258687

原民會
主任委員
巴干．巴萬
Bakan Pawan

【到職日】108年 03月 04日
【主要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
【主要經歷】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約僱人員、秘書。
【考  試】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探索館 5樓
【公務電話】2720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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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列席議會二級機關首長名錄

客委會
主任委員
徐世勲

【到職日】107年 12月 25日
【主要學歷】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所博士候選人。紐約州立大學水

牛城分校分子遺傳碩士。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系
畢業。

【主要經歷】Critcal Art Ensemble(CAE)基因改造食品專案計畫總
顧問。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經理。國外飯店總
經理。臺北市議會第 12屆議員。臺北市新竹縣同鄉會
理事長。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董事。

【考  試】
【通訊處】臺北市信義路三段 157巷 11號
【公務電話】27091802

自來水事業處
處長
陳錦祥

【到職日】107年 12月 25日
【主要學歷】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正工程司、科長、總工程司。工程總

隊總隊長。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副處長。
【考  試】69年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考試環境工程科及格。69年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環境工程技師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長興街 131號
【公務電話】87335899

捷運公司董事長
李文宗

【到職日】108年 01月 23日
【主要學歷】大同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漢友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技術長。矽格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創辦人。臺北市政府顧問。
【考  試】
【通訊處】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48巷 7號 7樓
【公務電話】25115562

捷運公司總經理
黃清信

【到職日】110年 08月 05日
【主要學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所運輸工程與管理組碩士。
【主要經歷】臺北捷運公司運務部站長、運務部副段長、運務部段

長、企劃部課長、企劃部正工程師、人力處中心主任、
纜車任務編組副處長事業處副處長、財務處處長、副總
經理。

【考  試】85年高等考試三級交通工程職系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48巷 7號 7樓
【公務電話】2511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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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列席議會二級機關首長名錄

松山區公所區長
游竹萍

【到職日】111年 06月 30日
【主要學歷】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
【主要經歷】臺北市士林區戶政事務所戶籍員。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

育館辦事員、組員。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戶籍員。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科員、股長、專員。臺北市中山區戶
政事務所主任。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政策科科長、專
門委員。臺北市信義區區長。

【考  試】88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學士)一般民政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八德路四段 692號 9樓
【公務電話】87878787轉 101

大安區公所區長
林明寬

【到職日】106年 02月 13日
【主要學歷】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碩士。
【主要經歷】臺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主任。臺北市文山區第一戶政

事務所主任。臺北市政府民政區科長。臺北市中正區公
所區長。

【考  試】84年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乙等考試一般民政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新生南路2段 86號 9樓
【公務電話】23511711轉 9100

大同區公所區長
方越琦

【到職日】109年 10月 16日
【主要學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碩士。
【主要經歷】臺北市內湖區公所主任秘書。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科長。

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主任。臺北市內湖區公所副區
長。

【考  試】106年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
【通訊處】臺北市昌吉街 57號 4樓
【公務電話】25919753

中山區公所區長
李美麗

【到職日】105年 03月 01日
【主要學歷】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研究所碩士班。
【主要經歷】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辦事員、課員。臺北市木柵區公

所辦事員。臺北市文山區公所辦事員、課員、主任、主
任秘書。臺北市南港區戶政事務所主任。臺北市政府民
政局科長。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主任。臺北市文山
區公所區長。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區長。

【考  試】80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土地行政類科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 30號 4樓
【公務電話】2503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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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列席議會二級機關首長名錄

內湖區公所區長
林秉宗

【到職日】105年 03月 01日
【主要學歷】南亞工業專科學校機械工程科畢業。
【主要經歷】臺北市監理處科員。臺北市政府建設局科員、人事處科

員、政風處股長。臺北市內湖、大同區公所主任。臺北
市內湖區公所里幹事、課長。臺北市南港區公所主任秘
書。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科長。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區長。

【考  試】74年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乙等考試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松江路367號 6樓
【公務電話】27925855

南港區公所區長
蔡明儒

【到職日】111年 08月 08日
【主要學歷】國立中興大學土地行政系畢業。
【主要經歷】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書記。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書記。

臺南縣歸仁地政事務所課員。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
程局科員、幫工程司。臺北市立動物園組員。臺北市政
府建設局科員。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科員。臺北市中山區
戶政事務所課長。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股長、專員。臺北
市政府秘書處組長。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專門委員。

【考  試】103年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南港路一段 360號 6樓
【公務電話】27831343轉 600

士林區公所區長
洪進達

【到職日】110年 07月 16日
【主要學歷】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
【主要經歷】臺北市萬華區戶政事務所主任。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科

長。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處長。
【考  試】76年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乙等考試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中正路439號 8樓
【公務電話】28826200轉 8000

北投區公所區長
于保雲

【到職日】109年 09月 02日
【主要學歷】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法學博士。銘

傳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主要經歷】臺北市內湖區公所經建課課長。臺北市內湖區公所主任

秘書。臺北市大安區公所主任秘書。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副區長。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副區長。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副區長。

【考  試】特種考試國防部情報局情報人員考試乙等考試。96年度
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

【通訊處】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 30號 4樓
【公務電話】2891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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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列席議會二級機關首長名錄

信義區公所區長
陳冠伶

【到職日】111年 06月 30日
【主要學歷】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
【主要經歷】臺北市信義區公所課員。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組員、副研究員。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專員。臺北市中
正區戶政事務所主任。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主任。
臺北市士林區公所副區長。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處長。

【考  試】86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般民政類科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15號 7樓
【公務電話】27239777轉 700

中正區公所區長
林聰明

【到職日】109年 08月 27日
【主要學歷】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碩士。
【主要經歷】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主任。臺北市文山區戶政事務

所主任。臺北市大同區公所區長。
【考  試】81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般民政。
【通訊處】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 108號 8樓
【公務電話】23416721轉 200

萬華區公所區長
詹天保

【到職日】106年 07月 16日
【主要學歷】中國文化大學市政與環境規劃學系碩士。
【主要經歷】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戶籍員。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科

員。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股長。臺北市萬華區第一戶政事
務所秘書。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視察。臺北市松山區公所
主任秘書。臺北市松山區公所副區長。

【考  試】80年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乙等考試。
【通訊處】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 120號 11樓
【公務電話】23064468轉 100

文山區公所區長
鄭裕峯

【到職日】105年 09月 13日
【主要學歷】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
【主要經歷】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股長、視察、主任。
【考  試】82年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丙等考試及

格。90年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薦任考試及格。101年薦任
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木柵路3段 220號 9樓
【公務電話】2936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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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列席議會二級機關首長名錄

稅捐處處長
倪永祖

【到職日】108年 07月 01日
【主要學歷】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大學

畢業。
【主要經歷】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稽核、科長、財政部賦稅署科長、專

門委員、副組長。
【考  試】關務及稅務人員考試乙等考試財稅行政類科。
【通訊處】臺北市北平東路7之 2號
【公務電話】23411921

市場處處長
陳庭輝

【到職日】108年 01月 25日
【主要學歷】逢甲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臺北市政府建設局技士、股長、秘書、技正。臺北市市

場處專門委員、主任秘書、副處長。
【考  試】83年高考二級土木工程類科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1號 6樓
【公務電話】25586815

商業處處長
高振源

【到職日】108年 02月 14日
【主要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森林學系碩士。
【主要經歷】北市政府建設局科長。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科長、簡

任技正、主任秘書。
【考  試】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1樓北區
【公務電話】27574563

停車管理
工程處處長
李昆振

【到職日】108年 07月 16日
【主要學歷】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私立東吳大學法律學

系碩士。
【主要經歷】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技正、科長。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總工程司、副處長。
【考  試】8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運輸行政。
【通訊處】臺北市松德路300號 5樓
【公務電話】2759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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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列席議會二級機關首長名錄

交通管制
工程處處長
劉瑞麟

【到職日】110年 07月 16日
【主要學歷】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
【主要經歷】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副總工程司、主任秘書。臺北市

政府交通局科長、專門委員。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副
處長。

【考  試】101年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松德路300號 7樓
【公務電話】27599727

公共運輸處處長
常華珍

【到職日】105年 08月 11日
【主要學歷】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碩士。國立成功大學交通

管理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臺北市公共運輸處主任秘書、副處長。臺北市政府交通

局專門委員、主任秘書。
【考  試】81年全國性公務人員運輸行政普通考試。83年公務人員

高等考試運輸行政三等考試。
【通訊處】臺北市松德路300號 4樓
【公務電話】27268999

都市更新處處長
陳建華

【到職日】111年 03月 22日
【主要學歷】美國賓州大學都市與區域規劃研究所碩士、淡江大學建

築學系學士。
【主要經歷】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科長、副總工程司。臺北市都市

更新處總工程司。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總工程司。臺
北市都市更新處副處長。

【考  試】88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都巿計畫技師。
【通訊處】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168號 17樓
【公務電話】27815696轉 3000

建築管理
工程處處長
劉美秀

【到職日】109年 08月 12日
【主要學歷】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巿設計研究所碩士。中原大

學建築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工程員、幫工程司、股長、正工

程司、科長、副總工程司、專門委員、主任秘書。
【考  試】83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建築工程科及格。84年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試及格。95年薦
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2樓南區
【公務電話】2725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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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列席議會二級機關首長名錄

衛生下水道
工程處處長
程培嘉

【到職日】111年 03月 23日
【主要學歷】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自動化及控制系碩士、國立臺灣工業

技術學院機械工程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科長、副總工程司。臺北

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總工程司。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簡任技正。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副處長。

【考  試】104年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
【通訊處】臺北市酒泉街 235號
【公務電話】25956315

公園路燈工程管
理處處長
黃淑如

【到職日】110年 04月 12日
【主要學歷】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碩士。
【主要經歷】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工程員、技士、

組長、副主任、正工程司、專門委員、主任秘書、總工
程司、副處長。

【考  試】78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園藝中等。
【通訊處】臺北市懷寧街 109號
【公務電話】23713687

水利工程處處長
陳郭正

【到職日】107年 05月 09日
【主要學歷】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碩士。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

學類大學畢業。
【主要經歷】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技士。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副工程司、正工程司、專門委員、副總工程司。臺北市
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副總工程司、總工程司、副處
長。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主任秘書。

【考  試】97年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7樓南區
【公務電話】27258137

新建工程處處長
林昆虎

【到職日】111年 01月 25日
【主要學歷】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
【主要經歷】臺灣省政府地政處土地重劃工程局工程員。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科長、副工程司、幫工程司。臺北市
政府工務局技正。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主任秘
書、副總工程司。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總工程司。臺
北市政府工務局主任秘書。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
道工程處處長。

【考  試】8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
【通訊處】臺北市市府路1號6樓南區
【公務電話】2759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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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列席議會二級機關首長名錄

大地工程處處長
池蘭生

【到職日】107年 01月 16日
【主要學歷】國立臺灣工業技術學院營建工程系碩士。逢甲大學土木

工程學系畢業。
【主要經歷】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助理工程員、分隊長。臺北市政

府交通局技士。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技士。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幫工程司、副工程司、正工程司、
主任、科長、專門委員、總工程司、副處長。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副處長。

【考  試】76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土木工程科及格。
【通訊處】臺北市松德路300號 3樓
【公務電話】27595228

聯合醫院院長
璩大成

【到職日】111年 03月 18日
【主要學歷】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神經科學研究所碩

士。國立陽明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主要經歷】臺北市立仁愛醫院副院長。臺北市立和平醫院醫師兼院

長。國立陽明大學副教授。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醫師兼副
院長。

【考  試】72年度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公共衛生醫師類科。
【通訊處】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公務電話】25553000轉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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