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 •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
中學

•	桃園縣龜山鄉衛生所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	台灣美琳葯粧有限公司

•	達揚藥局藥師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8年02月25日
性別：男
出生地：新北市

推薦之政黨

新黨

郭榮先

中選會
第3選舉區（松山、信義）議員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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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5
•	民權國小

•	介壽國中

•	延平中學

•	東山高中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	文史交通專欄作家
•	北市議員研究室法案主任
•	金馬影展第四屆亞洲電影觀察團團員
•	《夜行林森北》策展人
•	交通政策社團「龍貓公車」研究員
•	新北市長選舉游錫堃競選總部新媒體副組長
•	中華鯨豚協會烏石港賞鯨解說員
•	阿富汗國際和平營志工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2年11月15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時代力量

林柏勛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3
澳洲霍姆斯學院企業管理系

•	第十二屆、十三屆臺北市議員
•	立法委員高志鵬辦公室副主任
•	民進黨第十一、十三屆全國黨代表
•	民進黨臺北市黨部第十四屆執行委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6年04月15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許家蓓

四大政見、十五項堅持，關切公共議題、堅持淸廉參政、深植基層服務，強化市政監督功能，全力捍衛市民權益與謀求市民福利。
【地區發展】
1、強化勞動局就業媒合功能，為失業者提供多元就業輔導方案，保障勞工權益，留住優秀人才，擺脫低薪困境。
2、持續爭取港湖建設，放寬容積獎勵、危老社區改建，加速都市更新，並監督都更處執行進度。
3、打造傳統市場新樣貌，為傳統市場注入新元素。
4、增進港湖地區觀光發展，打造白石湖園區及南港茶葉文化園區。
5、捍衛港湖好山好水，推動關閉內湖焚化爐，改設環保博物館。
【交通改善】
6、全力改善港湖地區交通問題，監督捷運民生汐止線與捷運環狀線東環段興建期程，改善內湖科學園區及南港軟體園區周邊動線。
【居住安全】
7、爭取增建靑年社會住宅，制定靑年能負擔之社會住宅租金，政府帶頭降房租，讓靑年租得起臺北市房屋。
8、全力推動瓦斯儲存槽退出住宅區，確保市民安全及監督達使用年限之住户瓦斯管線汰舊換新。
9、強化醫療衛生及健康中心之功能，推動弱勢醫療照顧中心及免費巡迴駐診。
10、加強社區治安及員警巡邏，提升値班警員為民服務品質。
【親子照護】
11、有感育兒政策，包含：增加公托數量、提升托育人員就業率、閒置小學校舍改設為托育中心、企業彈性工時、凍卵補助。
12、促進在地托嬰、老年人日間照顧，降低中低收入戶就業障礙，關懷獨居老人，並推動社區關懷、警民合作，提高生活及居住品質。
13、爭取銀髮族長輩更多妥善照顧及優惠福利，包含：公立醫院65歲以上免收掛號費、社會住宅增設長者入住專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進駐社
會住宅設立診所、提升公立長照中心設置比例，社會住宅或閒置學區增加長、日照機構比例、提高長照中心工作人員待遇及福利，訂定相關管
理辦法。
14、寒冬送暖愛心活動持續發光發熱，讓弱勢族群孩子擁有快樂童年，得到應有照顧。
15、推廣毛小孩領養代替購買觀念，改善收容所環境，落實寵物登記制度，增設寵物運動公園、全力打造動物友善城市。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 •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	台北市私立東山高中
•	台北市立西松國中
•	台北市立西松國小

•	台灣大學政治系研究所（就讀中）
•	台北市議員張茂楠辦公室主任
•	民主進步黨全國黨代表
•	台灣青年公民參與協會創會理事
•	台北市西松高中校友會常務理事
•	台北市苗栗縣同鄉會秘書長
•	社團法人台北市銀髮族協會秘書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3年10月08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張文潔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8
•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

•	 台灣大學政治系碩士
•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
•	 桃園武陵高中
•	 桃園新明國中
•	 桃園富台國小畢業

•	 第4、5屆立法委員
•	第6、7、11、12、13屆台北市議員
•	任務型國大代表
•	台北縣觀光旅遊局局長
•	中國文化大學助理教授
•	淡江大學講師
•	聯合報主編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4年03月27日
性別：女
出生地：桃園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秦慧珠

根據台北市政府研考會的民意調查，2018年迄今，五年來台北市民平均最不滿
意的市府施政項目為：「中小學教育」、「公共工程」、「社會福利」、「文
化活動」和「交通」，五年的平均滿意度都在40%~59%；而在公共治理上，
台北市民對市府的十項作為也給了平均40%~59%的滿意分數，包括：「決策
一致」、「有明確施政方針」、「重視產業發展」、「有創意想法」、「關心
市民福利」、「重視民意」、「負責任」、「公共正義」、「值得民眾信任」、
「節約 (節省開支 )」，這十項公共治理指標，市政府都不得民心。

而這些市政府做不好，民眾不滿意的施政作為，也正是慧珠持續努力的目標，
持續監督市府、為民喉舌！

另外，慧珠是選區中公認的「最勤快的市議員」，未來四年，慧珠仍將秉持「勤
走基層」、「熱心服務」的理念，做一個市民隨時找得到的老朋友、好議員！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6 •	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
雙主修企業管理學系

•	松山高中
•	民生國中
•	民權國小

•	台灣民眾黨發言人

•	 hitFM電台節目主持人

•	非凡新聞台記者 /節目主持人

•	今周刊記者 /研究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8年12月17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台灣民眾黨

楊寶楨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7
•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	中華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

•	 新竹市衛生局局長
•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副院長忠孝院區副院長
•	 台北市國際都市搜救隊醫療組組長
•	 SARS期間志願進駐和平醫院擔任副指揮官協助淨空院區
•	 美國聯邦緊急應變總署救難醫師
•	 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科學研究所肄業
•	 南華大學企管系管理科學博士生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1年07月29日
性別：男
出生地：高雄市

推薦之政黨

無

洪士奇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4
逢甲大學財稅學系畢業 107年台北市市長參選人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9年08月15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中市

推薦之政黨

無

吳蕚洋

監督市政府不讓他們做錯事

協助市政府幫助他們做對事

運用質詢的功能讓中央改正錯誤的法令規定

譬如：軍公教警年金改革等，選上後我會經常利用議會的質詢，透過與市長的辯論，讓真相、
法理、原則與邏輯等越辯越明。

「人生短短幾個秋，不醉不罷休」註，生命雖是短暫的，但選舉可以讓每個人因為參予而有
意義，希望蜂蜜檸檬的芬芳能在台北市擴大傳播，促進社會的健康。

註：引用小蟲詞曲「愛江山更愛美人」之歌詞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 •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
中學

•	桃園縣龜山鄉衛生所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	台灣美琳葯粧有限公司

•	達揚藥局藥師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8年02月25日
性別：男
出生地：新北市

推薦之政黨

新黨

郭榮先

中選會
第3選舉區（松山、信義）議員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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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5
•	民權國小

•	介壽國中

•	延平中學

•	東山高中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	文史交通專欄作家
•	北市議員研究室法案主任
•	金馬影展第四屆亞洲電影觀察團團員
•	《夜行林森北》策展人
•	交通政策社團「龍貓公車」研究員
•	新北市長選舉游錫堃競選總部新媒體副組長
•	中華鯨豚協會烏石港賞鯨解說員
•	阿富汗國際和平營志工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2年11月15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時代力量

林柏勛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3
澳洲霍姆斯學院企業管理系

•	第十二屆、十三屆臺北市議員
•	立法委員高志鵬辦公室副主任
•	民進黨第十一、十三屆全國黨代表
•	民進黨臺北市黨部第十四屆執行委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6年04月15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許家蓓

四大政見、十五項堅持，關切公共議題、堅持淸廉參政、深植基層服務，強化市政監督功能，全力捍衛市民權益與謀求市民福利。
【地區發展】
1、強化勞動局就業媒合功能，為失業者提供多元就業輔導方案，保障勞工權益，留住優秀人才，擺脫低薪困境。
2、持續爭取港湖建設，放寬容積獎勵、危老社區改建，加速都市更新，並監督都更處執行進度。
3、打造傳統市場新樣貌，為傳統市場注入新元素。
4、增進港湖地區觀光發展，打造白石湖園區及南港茶葉文化園區。
5、捍衛港湖好山好水，推動關閉內湖焚化爐，改設環保博物館。
【交通改善】
6、全力改善港湖地區交通問題，監督捷運民生汐止線與捷運環狀線東環段興建期程，改善內湖科學園區及南港軟體園區周邊動線。
【居住安全】
7、爭取增建靑年社會住宅，制定靑年能負擔之社會住宅租金，政府帶頭降房租，讓靑年租得起臺北市房屋。
8、全力推動瓦斯儲存槽退出住宅區，確保市民安全及監督達使用年限之住户瓦斯管線汰舊換新。
9、強化醫療衛生及健康中心之功能，推動弱勢醫療照顧中心及免費巡迴駐診。
10、加強社區治安及員警巡邏，提升値班警員為民服務品質。
【親子照護】
11、有感育兒政策，包含：增加公托數量、提升托育人員就業率、閒置小學校舍改設為托育中心、企業彈性工時、凍卵補助。
12、促進在地托嬰、老年人日間照顧，降低中低收入戶就業障礙，關懷獨居老人，並推動社區關懷、警民合作，提高生活及居住品質。
13、爭取銀髮族長輩更多妥善照顧及優惠福利，包含：公立醫院65歲以上免收掛號費、社會住宅增設長者入住專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進駐社
會住宅設立診所、提升公立長照中心設置比例，社會住宅或閒置學區增加長、日照機構比例、提高長照中心工作人員待遇及福利，訂定相關管
理辦法。
14、寒冬送暖愛心活動持續發光發熱，讓弱勢族群孩子擁有快樂童年，得到應有照顧。
15、推廣毛小孩領養代替購買觀念，改善收容所環境，落實寵物登記制度，增設寵物運動公園、全力打造動物友善城市。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 •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	台北市私立東山高中
•	台北市立西松國中
•	台北市立西松國小

•	台灣大學政治系研究所（就讀中）
•	台北市議員張茂楠辦公室主任
•	民主進步黨全國黨代表
•	台灣青年公民參與協會創會理事
•	台北市西松高中校友會常務理事
•	台北市苗栗縣同鄉會秘書長
•	社團法人台北市銀髮族協會秘書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3年10月08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張文潔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8
•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

•	 台灣大學政治系碩士
•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
•	 桃園武陵高中
•	 桃園新明國中
•	 桃園富台國小畢業

•	 第4、5屆立法委員
•	第6、7、11、12、13屆台北市議員
•	任務型國大代表
•	台北縣觀光旅遊局局長
•	中國文化大學助理教授
•	淡江大學講師
•	聯合報主編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4年03月27日
性別：女
出生地：桃園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秦慧珠

根據台北市政府研考會的民意調查，2018年迄今，五年來台北市民平均最不滿意的市府施政
項目為：「中小學教育」、「公共工程」、「社會福利」、「文化活動」和「交通」，五
年的平均滿意度都在40%~59%；而在公共治理上，台北市民對市府的十項作為也給了平均
40%~59%的滿意分數，包括：「決策一致」、「有明確施政方針」、「重視產業發展」、
「有創意想法」、「關心市民福利」、「重視民意」、「負責任」、「公共正義」、「值
得民眾信任」、「節約 (節省開支 )」，這十項公共治理指標，市政府都不得民心。

而這些市政府做不好，民眾不滿意的施政作為，也正是慧珠持續努力的目標，持續監督市府、

為民喉舌！

另外，慧珠是選區中公認的「最勤快的市議員」，未來四年，慧珠仍將秉持「勤走基層」、
「熱心服務」的理念，做一個市民隨時找得到的老朋友、好議員！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6 •	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
雙主修企業管理學系

•	松山高中
•	民生國中
•	民權國小

•	台灣民眾黨發言人

•	 hitFM電台節目主持人

•	非凡新聞台記者 /節目主持人

•	今周刊記者 /研究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8年12月17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台灣民眾黨

楊寶楨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7
•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	中華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

•	 新竹市衛生局局長
•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副院長忠孝院區副院長
•	 台北市國際都市搜救隊醫療組組長
•	 SARS期間志願進駐和平醫院擔任副指揮官協助淨空院區
•	 美國聯邦緊急應變總署救難醫師
•	 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科學研究所肄業
•	 南華大學企管系管理科學博士生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1年07月29日
性別：男
出生地：高雄市

推薦之政黨

無

洪士奇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4
逢甲大學財稅學系畢業 107年台北市市長參選人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9年08月15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中市

推薦之政黨

無

吳蕚洋

監督市政府不讓他們做錯事

協助市政府幫助他們做對事

運用質詢的功能讓中央改正錯誤的法令規定

譬如：軍公教警年金改革等，選上後我會經常利用議會的質詢，透過與市長的辯論，讓真相、
法理、原則與邏輯等越辯越明。

「人生短短幾個秋，不醉不罷休」註，生命雖是短暫的，但選舉可以讓每個人因為參予而有
意義，希望蜂蜜檸檬的芬芳能在台北市擴大傳播，促進社會的健康。

註：引用小蟲詞曲「愛江山更愛美人」之歌詞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9 •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
與政策學系學士

•	丁守中競選台北市長發言人

•	蔣萬安國會辦公室法案助理

•	江啟臣競選黨主席發言人

•	郝龍斌競選黨主席團隊

•	國會辦公室主任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2年07月29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詹為元

以前我看到選舉公報裡的政見時，雖然每位候選人都洋洋灑灑列了一大堆政見，但如何具體實行卻付之闕如。在有限的表格空間
內，我將最主要的三個政見寫上，其餘的請大家參見我的臉書專頁（搜尋 : 詹為元	政治我們的事 )
1、建立信任感	加速都更進度
台北市的屋齡已是六都當中最老的，四十年以上的老舊公寓佔了43.95%。而松山區與信義區的屋齡分列北市十二個行政區中
的二、三名 ! 看著年長者面對老舊公寓「望樓梯興嘆」，擁有電梯的嶄新房子刻不容緩。都市更新除了容積獎勵以及釘子戶
等艱難的問題之外，更重要的是彼此之間的「不信任感」，民眾不信任民間建商擔心他們私藏利潤，但政府主導的公辦都更
又曠日廢時。因此，我提出的政見是導入都更中心成立第三方的監察與仲裁人的角色，透過專案式的管理進入每一個民間都
更案，民眾有問題即可請教負責該案的都更中心官員，透過一定公權力的背書來降低民眾與建商之間的不信任感，加速都更
的進行。

2、0-6歲政府加倍養	公托再增設
目前政府育兒政策皆從補貼著手，但根本的問題還是學費太貴了。以目前兩歲以下的托嬰中心來看，公辦民營的托嬰中心雖
然學費最便宜1.1萬元，但松山區僅有85位的名額，信義區更僅有40位而已，根本不夠用。社區公共托育家園雖也是次便宜
約1.45萬元，但松山區只有2家、信義區只有3家，隔壁的文山區卻有10家。準公共化的托嬰中心雖名稱有公共性質，但學
費已飆升兩倍到2.1萬元，更別提私立托嬰中心了。因此，我提出的政見是將托嬰中心市場化，價格較貴的私立托嬰中心自由
發展，但政府應提供最低比例的的公共托嬰中心，例如仿照德國將幼兒的托育服務覆蓋率至35%，提供新手爸媽一個平價友
善的托嬰環境。

3、毛小孩的保護與遊憩自由
動保警察設立雖是内政部的權責，但中央始終只聞樓梯響，因此台北市可以優先試辦成立，給予調查權，未來面對動物虐待
情事可以更快抓到兇手；另外就是松山信義區的寵物專用公園太少了，幾個比較大的社區公園都應該劃定寵物公園專區，例
如信義區中強公園、松山區敦北公園等以不影響現狀運動團體場地為主，讓毛小孩能解開繩子的束縛開心的遊憩。

剩下政見諸如推動台北成為NFT	Taipei 的亞洲示範城市、加速Youbike1.0與2.0的整合、重視長者權益打造銀髮友善城市……
請見臉書。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3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產
與藝術創新博士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
產業經營學系碩士

•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

•	臺北市議會第十至十三屆議員
•	民進黨中央常務委員
•	臺北市議會民進黨團總召
•	財團法人文化臺灣基金會董事
•	財團法人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董事
•	世界彰化同鄉會總會副秘書長
•	中華民國迷你足球協會推廣大使
•	 SPCA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顧問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2年05月22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灣省基隆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許淑華

1. 已成功爭取3歲、4歲私托補助及公托及非營利幼兒園建置，同為照顧0歲至2歲嬰幼兒，持續要求政府增設托嬰中心及多元化補助政策。
2. 發展多元學習管道，積極推動官方第二美語政策，要求增加雙語教學制度、與強化特色學校的設立，並推動國際姐妹市學童交流。
3. 積極協助推動學校成立棒球、足球校隊，培育選手強化足球與棒球根基，與協助建置國手培養的升學管道。
4. 增加毒品防治政策預算，強化緝查與推動立法強制感化機制，建置防護網預防毒品進入校園殘毒年輕學子。
5. 嚴格把關校園營養午餐並建置安全食品供應鏈，讓學童吃的放心；推動老舊校舍改建，維護學童就學安全，藉由改建爭取興建地下停車
場，規劃獨立出入口讓學童安心上課。

6. 爭取擴大不孕症的補助，包含年齡放寬及取卵次數的增加等項目。
7. 積極推動台灣無形與有形文化資產古蹟保存；爭取松菸文化園區與台北機廠鐵道博物館串連與活化再利用，讓文化價值與人文資源得以
傳承

8. 積極推動都市更新及老屋更新，協助文化藝術及活力注入社區型塑新風貌，並爭取放寬老舊房屋附掛電梯或爬梯機之條件及法規。
9. 鼓勵都更加速，爭取大眾運輸導向型發展 TOD升級版，將公共建設的「社會住宅」周邊500公尺範圍納入都更推動區，提高容積獎勵
回饋公共空間設置托嬰托老設施。

10. 已爭取完工的健康公宅、動工中的廣慈公宅與即將發包的三興公宅及六張犁公宅規畫及興建預算超過315億元，並爭取降低住宅租金費
用，未來也會持續協助中央住都中心興建社宅數量。

11. 以尊重民意協助推動催生民生汐止線興建；積極爭取中央預算補助捷運南北向東環段興建，建置完整捷運路網，改善信義區縱向交通便利。
12. 已爭取台北市動物保護專戶設立，由動保處規劃設立執行方針，擴大動物救援、媒合民間協助，以利動保資源整合。
13. 針對虐待動物累犯已正式提案除加重處分及刑事責任外，並須強制接受感化，協助中央與地方推動立法。
14. 法制化寵物飼養與照顧指南，提升飼主的責任；並建立其他非犬貓小動物絕育補助、及收容場所的規劃。
15. 已完成推動限塑、廚餘減量及再生、太陽能建置等友善環境政策，持續推動綠能能源政策並爭取汰換電動汽、機車補助金額提高。
16. 持續推動市府閒置空間作為青年創業辦公室及青年創業貸款零利率，鼓勵青年創業。
17. 支持國內服裝設計產業，全力媒合在地設計師與國際接軌；推動時尚設計平台，提供設計師由校園育成階段至創業之協助。
18. 落實長照在地化，建置社區照護機構爭取照服員居家照顧，並持續要求市府恢復發放重陽敬老禮金及推動滿65歲長者假牙補助與視力健檢。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1 •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	台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高中部

•	台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國中部

•	台北市立光復國民小學

•	第13屆台北市議員
•	馬英九卸任元首辦公室發言人
•	國際青年民主聯盟副主席
•	國安青年智庫發起人
•	日知學塾發起人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8年11月18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徐巧芯

中選會
第3選舉區（松山、信義）議員候選人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2
•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
究所法學碩士

•	東吳大學政治系法學士
•	成功高中
•	永吉國中
•	永吉國小
•	永春國小

•	第9至13屆台北市議員
•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兼發言人
•	博愛國小及東山高中家長會長
•	市議會法規委員會第二召集人
•	市議會教育交通財建工務等委員會第一召集人。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5年10月28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戴錫欽

續5屆共20年，錫欽持續兌現承諾，做到「全勤」出席率 (除防疫隔離 )、「全職」24小時投入，以及「全方位」
問政表現，將您的大小事「用心看戴」！
錫欽已經為您做到：

1. 成功催生 You Bike並精進2.0版，使 You Bike成為台北之光、台灣之光。
2.成功爭取永春陂濕地公園，兼具生態、環保、教育及滯洪等多功能。
3.成功在信義計畫區爭取第一座狗活動區，為狗狗打造鑽石級活動場域。
4.成功爭取松菸水稻田，提供北市孩童食農教育優質學習環境。
5.成功推動松山區延壽國宅都市更新，並要求擴大都更獎勵及提升效率。
6.成功協助基隆路台泥預拌廠遷址，提升週邊生活環境品質。

未來錫欽將繼續「戴動台北」，為您做到：
1. 善盡議員職責，並承先啟後，提升整體議會問政品質。
2. 致力城市生態永續發展，監督市府相關施政建設配套。
3. 繼續優化 You Bike 為3.0版，落實節能減碳新生活。
4. 為友善動物城市持續發聲，創造寵物、飼主及市民三贏。
5. 監督市府改革都市更新沈疴，提高容積獎勵、提升效率、擴大公辦都更。
6. 擴大生育及托育照護補助，減輕年輕夫妻負擔，解決少子化危機。
7. 推動北市為敬老、尊老的長者樂園，增加老人照護相關經費。
8. 減少人口流失，責成市府新團隊提出具體方案，再創北市競爭力。 
9. 重視新住民需求，營造友善、和諧、前進的多元社會價值。
10.持續堅持「全勤全職全方位」問政理念。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4 •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畢

•	北一女中畢

•	仁愛國中畢

•	民權國小畢

•	臺北市議會第10、11、12、13屆議員

•	聯合報大台北中心主任

•	聯合報經濟組組長、召集人

•	聯合晚報經濟組組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3年07月10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灣省基隆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王鴻薇

一，長者宜居。台北市六十五歲以上長者人口已經達到20%，進入超高齡城市，如何讓長者宜居成為城	
								市的重點工作。鴻薇過去推動公廁倒 T	扶手，公車候車站全面設置座椅，增加輔具租借。未來將繼	
								續協助推動老人日照中心，特別是推動閒置學校空間設置老人電競中心，讓健康長者增加更多活動	
								選擇。
二，少子化已成國安問題，為提高市民生育誘因，台北市應持續加強幼兒照顧，及協助生養。目前幼兒	
								免學費是5歲，應將免學費年齡向下降低到4歲。另外配套增加3-4歲幼兒專班，減輕年輕上班父母	
								養育子女負擔。
三，推動市府組織再造，成立青年發展局，協助青年求學，就業，創業及安居需求。
四，提升人工智慧教育競爭力。過去鴻薇推動每一行政區設立一外語實驗國中小已經實現，因應未來人	
								工智慧發展，台北市應推動人工智能實驗國、高中，強化台北市學子競爭力。
五，繼續落實技職教育產學銜接。提高技職教育預算比例，鼓勵及創造技職教育產學合作，技職教育適	
								才適能，充分就業。
六，挽救衰退及沒落的商圈。台北市受疫情及大陸觀光客停止來台影響，各商圈近幾年生意蕭條，商圈	
								呈現落沒衰退景象，市府應持續提出振興商圈方案。
七，繼續推動以認養代替購買，強化推擴校園流浪動物收容，增加校園犬降低流浪動物，也建立學生對	
								生育教育的認識。另外對民眾認養流浪動物提高補助，增加誘因。
八，降低公辦都更門檻，增加民眾參與公辦都更誘因。
九，全面檢討台北市容積率，並建立容積回餽市府及公益機制，以提高都更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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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永春國小

•	永吉國中

•	祐德高中

•	中華技術學院二技部

•	崇右技術學院二專部

•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

•	綠色和平電台主持人
•	台北市彰化同鄉會顧問
•	台北市活力旺聯誼會理事
•	 2008總統大選長昌競選總部全國組織部執行長
•	謝長廷競選台北市長競選總部副總幹事
•	立法委員卓榮泰、徐國勇辦公室主任
•	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屆台北市議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9年11月03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洪健益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5 •	大湖國小

•	方濟中學

•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政治理論組肄業
•	 太陽花運動媒體組組長
•	 立法委員林昶佐國會助理
•	 臺北市議員林亮君特助
•	 永春國小導護志工
•	 中華民國防災士
•	 黑潮城市發展協會理事長
•	 臺灣石虎足球協會理事
•	 台灣民間支援香港協會常務理事
•	 《仁愛路四段507号》Podcast 節目主持人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8年07月03日
性別：男
出生地：美國

推薦之政黨

無

吳崢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0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

•	曾任	立法院	黨團助理
•	曾任	潮網科技	輿情分析師
•	曾任	海馬迴公關	公關師
•	曾任	海馬迴公關	執行長
•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	肄業
•	 中國文化大學	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	肄業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82年08月25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灣省彰化縣

推薦之政黨

無

高毓安

1.實事求是，地毯政策；中央不做，臺北先行。
我是高毓安，臺北市松山信義區議員候選人。我也許不溫暖，或總是嚴肅視之，那是因為比
起賣弄情感，我更在意能不能實際解決到你我與臺北市政的問題。政壇需要有務實精神的政
治工作者，反覆地毯式檢驗臺北市政，只為了能夠真正到達更好的明天。公報篇幅有限，更
多詳情，懇請洽線上搜尋「高毓安」與「高毓安臉書專頁」。

2.臺北大體檢，舊城新方向。
臺北市是飽含豐富歷史的百年大城。我們現有最好的資源、最多的機會，卻沒能展現出最佳
的樣貌。我會透過議員職權的監督制衡，推動臺北以嶄新的姿態，邁向更多百年。

3.民生嚴把關，市政新標準。
建立並加嚴專屬於臺北市的民生檢驗標準，包括食品、用品，讓臺北市民相較於全體國民，
能先享有更多日常民生消費的品質保障。

4.分區重減壓，交通再開發
5.住商另分離，安寧也興隆。（公報篇幅有限未能全文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