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編號 政黨名稱 負責人 財報申報情形
1 4 工黨 鄭昭明 已申報
2 16 民主進步黨 卓榮泰 已申報
3 73 公民黨 錢漢清 已申報
4 90 親民黨 宋楚瑜 已申報
5 94 臺灣慧行志工黨 林呈財 已申報
6 153 人民最大黨 許榮淑 已申報
7 175 中華建設黨 王格琦 已申報
8 179 中華照生黨 董冠富 已申報
9 188 正黨 林麗容 已申報
10 199 人民民主黨 鄭村棋 已申報
11 219 台灣進步黨 林國華 已申報
12 236 新生黨 許水樹 已申報
13 267 時代力量 徐永明 已申報
14 312 民生公益 張穆庭 已申報
15 319 宗教聯盟 朱武獻 已申報
16 321 台灣學習黨 蔡勝弘 已申報
17 324 世界大同黨 王純傑 已申報
18 335 孫文主義力行黨 林政義 已申報
19 343 天一黨 賴光會 已申報
20 352 一邊一國行動黨 楊其文 已申報
21 355 台澎黨 鄭自才 已申報
22 357 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 張淑惠 已申報
23 1 中國國民黨 江啟臣 未申報
24 2 中國青年黨 林意珊 未申報
25 9 中國新社會黨 無負責人 未申報
26 10 中國民眾黨 王忠泉 未申報
27 15 勞動黨 吳榮元 未申報
28 18 中國老兵統一黨 李俊清 未申報
29 27 中國國安黨 黃榮澤 未申報
30 32 中國民主憲政黨 陳  首 未申報
31 34 中國洪英愛國黨 陳建宏 未申報
32 39 中國民主統一黨 謝天添 未申報
33 52 中華全民均富黨 張沛江 未申報
34 65 中國婦女民主黨 吳貴如 未申報

35 67 中國人民行動黨 馬謝祿 未申報

36 72 中華安青黨 韓宏道 未申報

37 74 新黨 吳成典 未申報
38 79 綠黨 劉崇顯、余筱菁 未申報
39 80 家庭基本收入 黃建源 未申報
40 88 中國天同黨 邵伯祥 未申報
41 95 台灣團結聯盟 劉一德 未申報
42 98 中華民族致公黨 陳柏光 未申報
43 101 台灣工黨 晏揚清 未申報
44 106 無黨團結聯盟 林炳坤 未申報
45 107 尊嚴黨 曾坤炳 未申報
46 113 中華統一促進黨 張馥堂 未申報
47 115 新台灣黨 無負責人 未申報
48 121 客家黨 溫錦泉 未申報
49 144 廣播電訊聯盟黨 許見菖 未申報
50 145 惠民黨 洪明輝 未申報
51 151 中華婦女黨 涂明慧 未申報
52 165 百黨聯盟 陳柏光 未申報
53 170 台灣民意黨 黃天辰 未申報
54 171 台灣民主運動黨 林豐隆 未申報
55 172 台灣小農黨 傅澤雄 未申報
56 173 中華家國黨 梅峯 未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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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191 中華聯合黨 徐照雄 未申報
58 198 新華勞動黨 韓雲潔 未申報
59 200 中國新洪門黨 蔡世傑 未申報
60 201 正義聯盟 何棋生 未申報
61 203 共和黨 于吉慶 未申報
62 222 中華健康黨 陳靈悅 未申報
63 224 台灣整復師聯盟工黨 陳秋隆 未申報
64 230 中華新住民黨 翁世維 未申報
65 237 中道盛國 吳嘉琍 未申報
66 243 中華團結聯盟 璩美鳳 未申報
67 250 中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工黨 項豪 未申報
68 255 勞工黨 温國銘 未申報
69 257 天宙和平統一家庭黨 許惠珍 未申報
70 260 台灣農漁業聯盟 王雪慧 未申報
71 263 幸福勞工黨 郭韋朱 未申報
72 264 經濟黨 張采明 未申報

73 269 社會民主黨 丁勇言 未申報
74 272 自由台灣黨 羅宜 未申報
75 281 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 丁勇言、劉崇顯 未申報
76 284 全民參政大聯盟 張瓊文 未申報
77 286 虎黨 林幸蓉 未申報
78 287 世界孫中山梅花聯盟 陳易成 未申報
79 290 皇君人民政黨 丁慶錡 未申報
80 291 中華復興黨 高安國 未申報
81 292 聾國黨 楊烱煌 未申報
82 293 興中同盟會 李鎔任 未申報
83 295 全國人民黨 陳漢光 未申報
84 298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 容滋浩 未申報
85 301 台灣股票黨 林英賢 未申報
86 303 台灣基進 陳奕齊 未申報
87 305 台灣新民黨 汪志虎 未申報
88 306 台灣動物保護黨 鄭惠元 未申報
89 307 中華文化復興在理黨 蘭梁筱娟 未申報
90 308 中華道統聯盟 林均霖 未申報
91 310 青年陽光黨 高鼎宸 未申報
92 313 公民反媒體壟斷聯盟 林高興 未申報
93 315 臺灣人民共產黨 林德旺 未申報
94 316 中國和平統一黨 張茂鈺 未申報
95 320 龍黨 朱紀瑋 未申報
96 322 中華台灣原住民團結黨 汪毅純 未申報
97 326 中國愛國黨 尹濤 未申報
98 328 中華民生經濟改革促進黨 李崇智 未申報
99 336 大中華共和黨 林旻樓 未申報
100 338 左翼聯盟 顏坤泉 未申報
101 339 中華愛國同心黨 周慶峻 未申報
102 340 台灣經濟發展黨 顏久曜 未申報
103 341 國會政黨聯盟 悟覺妙天 未申報
104 342 合一行動聯盟 彭迦智 未申報
105 344 中華人民團結同心黨 李玉文 未申報
106 345 和合文化黨 郭士綸 未申報
107 346 安定力量 孫繼正 未申報
108 347 中國紅色統一黨 黃榮章 未申報
109 348 喜樂島聯盟 羅仁貴 未申報
110 349 白色聯盟 吳蕚洋 未申報
111 350 台灣民眾黨 柯文哲 未申報
112 351 嘉福公德聯盟 李坤河 未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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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353 統一聯盟黨 紀欣 未申報
114 354 基層聯盟 楊鑫坤 未申報
115 356 台灣維新 蘇煥智 未申報
116 358 儲存真實・因為愛 林雪英 未申報
117 359 全民稅務服務黨 陳炫銘 未申報
118 360 國家公義運動黨 胡瓏智 未申報
119 361 創新民主黨 張榮洲 未申報

序號 編號 政黨名稱 負責人
1 362 中華中正黨 孔祥科
2 363 道政聯盟 楊玉華
3 364 商工統一促進會 吳義德
4 365 歡樂無法黨 邱威傑
5 366 臺灣雙語無法黨 蕭文乾
6 367 夏潮聯合會 曾舜旺
7 368 金色力量黨 童仲彥
8 369 中國庶民黨 蔣臨沂
9 370 臺灣新住民黨 麥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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