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3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

•	臺北市議員
•	臺北縣議員
•	財團法人流浪動物之家基金會董事長
•	臺北市福安國中地理老師
•	臺北市青年楷模
•	大學籃賽大學明星球員
•	中華民國三分球紀錄保持人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1年08月27日
性別：男
出生地：新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一、推動都市更新，放寬容積，增加樓地板面積，讓老舊社區更有都市更新意願並		
							拆除釘子戶。
二、市有土地活化，建構青年住宅，完成青年住者有其屋。
三、主張廢除12年國教入學方式，恢復基測，減輕學子痛苦。
四、主張立刻發放1,500元重陽敬老津貼。
五、小平路平，爭取九十處道路重新銑鋪及側溝更新、同安街新建電梯、中華路景		
								觀人行天橋及舊環南高架橋墩美化改善、水源永春天橋彩繪，落實地方建設。
六、成立多處YouBike 微笑單車及智慧型公車站亭，銜接回家最後一哩路。
七、督促中正區、萬華區各里衛生下水道工程銜接、修護及後巷美化。
八、爭取多處公園綠美化及園內各項休閒設施設置。
九、興建青年公園首座頂棚籃球場，於4號出口改建共融遊戲場及體健設施、增設	 			
							座椅、路燈、導擺步道及修護園路。
十、爭取中正區首座古亭狗公園活動專區。

鍾小平

中選會第5選舉區（中正、萬華）議員候選人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 •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學士

•	龍華技術學院（專科部）

•	木柵高工

•	萬華龍山國中

•	萬華老松國小

•	塑膠五金作業員

•	塑膠五金模治具設計

•	生產管理專員

•	射出生產廠副理

•	經方學會會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9年08月19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未經他人苦、莫勸他人善 " 生活於萬華42年騎車的上班族，我是郭智亭 ( 小郭 ) 請顧好自己，其他的
就是別人的事，即使跌倒了站起來就好，走錯了回頭就好，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好好照顧自己。
爭取　1. 加強　銀髮照顧
●避免 "欠稅有人找，福利無人說 "，爭取老人福利，推動由政府通知協助。
●爭取推動坐公車免舉手，降低為了舉手招公車造成危險及公車切換進出造成交通問題。
安心　2. 強化	幼童照顧
●將孩童罷凌、失蹤、騷擾放首位，並加強公園安全檢測、爭取校校設公幼、增設托嬰。
●嚴禁、嚴禁、嚴禁校園霸凌，憑甚麼欺負弱勢，憑甚麼。
服務　3. 讓您　議員看的到
依續設立服務據點，強化在地化，成為在地上班族。
強化　4. 居住安全
● "因為我也沒房 "，爭取公共住宅低租金。
● "都買不起了，都更了還要繳管理費 "，推動老舊公寓危險檢驗，壞了再買。
陪你　5. 降低　西區髒亂環境
●改變西區髒亂觀感，乾淨自然人會珍惜，素質便起，觀光自己來。
安全　6. 路面　地不平心不安
●當路面一直不平，心也無法平靜，只有路面平整騎車開車人才能安心。
推廣				7. 中醫基本教育
●簡單望聞問切和基本保健方式，提早發現個人問題，避免身體狀態持續惡化。

郭智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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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台灣奇蹟就由台北開始  火山綠電化 耦合 十大台北建設 與 華美國際新創平台 耦合 台北撓學科技�區 – 
21世紀護國神山 �積電 

火山綠電化 一舉八得（1）解決大臺北龐貝城危機（2）解決台灣缺電跳電斷電危機 （3）解決空�新國病肺癌危機
（4) 取代核電廠與核廢料（5）取代燃煤廠與空污（6）除去核電廠燃煤廠所造成社會對立社會成本（7）便宜能源工
業成本降低吸引廠商（8）解決青年失業亡命柬埔寨
第三波台灣政經奇蹟就由台北開始 日月同光 中�明� 十亞同識 亞太同體 世界大同新秩序 的 政經奇蹟 亞太旗
艦 �邦台灣 十大台北建設
十大台北建設 六位成章國家巨擘 煥發文章工程治國 (1)台北撓學�區 耦合 (2)華國典章 美利天下：華美國際建
教平台；(3) 火山岩漿發電   耦合 (4)台灣綠電智慧電網；(5) 大都會動態成長多核建構都更 耦合 (6) 環北大都會
真空超導極速捷運系�； (7) 金台海底真空超導極速隧道  耦合 (8) 歐亞太帶路營運中心；(9) 天府台北氣候工程 
耦合 (10) 火環造島新生地；(11) 世炎運：世界國際炎運會 耦合 (12) (下一代 ) NxtGen標準高爾夫產業體系；(13) 
聖人神道尚大教  耦合 (14) 尚書尚朝 炎運中興 文明復興 - 常道常師 崇尚尚武  明堂明師 時尚尚饗
相將玉兔唐明 (十 )字新民以字行推背圖44象百靈來朝習主羽皇十方唐明 /新民，締造日月麗天日月同光中�明
�十亞同識亞太同體是為孫文興中、唐明中興為諾查丹瑪斯諸世紀所稱東方聖人推背圖57象坎離相剋見天倪天
使中興弭殺機的火山綠電化搶救大屯火山救世主下凡彌勒彌賽亞
1970年代以 農業企業化 耦合 十大基礎建設 與 海外學人國建會 耦合 新竹科學�區 攔下蔣經國院長台灣文革 -
青年才俊下鄉支援農村建設
更以易經泰卦后以財成天地道，財者貝才結合也，貝是創業投資、才是創新科技，是乾卦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的
研發中心創新科技與坤卦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的坤厚載物的孕成中心相結合，因此唐新民請蔣經國院長將財政部
長李國鼎交予國家使命菁英核心團隊唐新民比照矽谷營建新竹科學�區，沒有新竹科學�區之父唐新民就沒有
科技教父李國鼎、就沒有張忠謀、就沒有護國神山台積電；今天比照 第一波台灣奇蹟 十大台灣建設 耦合 新竹科
學�區 而有 第三波台灣奇蹟 十大台北建設 耦合 台北撓學科技�區 – 21世紀護國神山 第三波台灣奇蹟就由台北
開始。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 •	美國印弟安那州立大學政治
學碩士

•	國立成功大學學士

•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公共關係
科畢業

•	台北市議會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屆議員

•	台北市議會民進黨團總召集人

•	台北市議會民進黨團幹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7年10月16日
性別：男
出生地：高雄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1.	推動容積獎勵提升、老舊社區公辦都更，加速城市更新
2.	提升社會住宅建設量，調降租金、讓青年、弱勢優先承租
3.	監督捷運萬大線施工品質與工程進度，確保2025年完工通車
4.	提高北市托育品質，增加幼托人員待遇，讓好人才留在台北市
5.	推動校舍改建、提升教育資源，同時提升學區鄰近社區更新動能
6.	增設寵物友善空間、寵物運動公園，打造毛孩宜居城市
7.	整合觀光資源，發展各區特色觀光，聯合觀光推廣讓效益1+1>2
8.	持續推動洛陽停車場及西寧國宅聯合開發，順利改建，成為淡水河岸新地標
並帶動台北西區新活力

劉耀仁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4 •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理論
組學士

•	景美女中

•	 台北市議員
•	 陳時中市長競選議會政策小組
•	 民主進步黨發言人
•	 蔡英文總統競選總部副主任
•	 美國國務院國際領袖台灣代表
•	 台北市體育總會理事
•	 東園球類運動推廣協會榮譽理事長
•	 萬華大鬧熱共同發起
•	 陪你報報雜誌發行
•	 Podcast 台北膠原蛋白主持人
•	 台大景美成功校友會會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6年01月20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灣省基隆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吳沛憶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6
美國	菲力狄克森大學資管碩士

•	台北市議會黨團副書記長

•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	伯仲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

•	台北市中原客家崇正會理事長

•	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委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0年09月09日
性別：男
出生地：桃園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吳志剛

廉能參選、專業問政。
人文中正、活力萬華：
加速老舊社區都市更新，讓您過得更好。
強化弱勢族群照護及福利，加強銀髮族安養扶助，落實敬老社會政策；建立
公平、和諧、福利社會。

保障婦女權益，貫徹兩性平等。
推動無障礙空間環境，爭取身心障礙者工作權力。
強化社區治安聯防與社區整體營造加速傳統市場更新，鄰里公園改造，都市
機能再升級

配合都市更新設計發展主題商圈。
促進觀光夜市國際化。
義務教育向下扎根至5歲，減輕父母負擔。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5 •	台中二中

•	臺北大學夜間部法學士

•	臺灣大學法學碩士

•	 「台北監督連線」中正萬華參選人
•	 律師
•	 立法院資深助理
•	 真理大學財經系講師
•	 青雲科技大學講師
•	 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
•	 民間司改會執行委員
•	 台北律師公會第25屆監事
•	 2011青商總會國家副總會長
•	 台北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	 中正一分局義警大隊副大隊長
•	 國立臺北大學法學院傑出院友。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4年04月03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中市

推薦之政黨

無

徐立信

一、「台北監督連線」民生第一4大主張
1. 推動公共托育：增加公共托嬰設施、公立與非營利幼兒園，減輕家長負擔。
2. 保障青年樂業：提高青年創業貸款額度；擴大企業實習策略聯盟。
3.廣建公共住宅：公共住宅結合公共與社福設施，打造特色公宅；加速危老建築重建；提升社會住宅戶數。
4. 增設樂齡照護：65歲以上長者免掛號費，擴大敬老卡使用範圍；增加日照中心，到府沐浴車服務，老	
				有所終。
二、個人政見：已實現長者免繳健保費、議會質詢網路直播等多項公開透明政見，展望未來冀望達成以	
						下目標
1. 支持18歲公民權修憲：全球已一百多個國家，用法律保障18歲公民權，籲請支持台灣進步的力量。
2. 推動分包商在驗收後30日內取得報酬：參酌歐盟法 (Directive	2011/7/EU	on	combating	late		
				payment	in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以及美國聯邦政府之US	Prompt	Payment	Act 規定，確保	
			政府採購所有下包商在30日內取得報酬，避免統包商挾其市場影響力，對下游分包商款項拖欠，違背	
			公平交易精神並危及中小微企業與其職工之生存權。
3. 推動降稅措施：這三年來受疫情重創，應對於娛樂稅、營業稅採優惠稅率措施，恢復昔日消費人潮與	
				榮景。
4. 向中央爭取財稅合理：牌照稅為地方稅，稅率中央明訂，中低收基本交通工具稅，多比房屋稅高，實	
				有檢討必要。
5. 支持廣建共融式遊戲場；淘汰老舊設施，加強安全維護，拓展市民休閒空間。
6.強化勞資爭議平台，督促勞工權益、職業安全衛生等教育訓練，以提升職場環境安全衛生及勞僱和諧。
7. 持續監督打擊詐騙：率先質詢出國打工淪詐騙犯問題，要求科技辦案，強化消費者保護，確保市民財	
				產。
8. 要求合理建管政策：漏水鑑定金額過高，市民無法負擔，應予調降，頂樓加蓋政策相較其他五都仍有	
				檢討必要。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3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

•	臺北市議員
•	臺北縣議員
•	財團法人流浪動物之家基金會董事長
•	臺北市福安國中地理老師
•	臺北市青年楷模
•	大學籃賽大學明星球員
•	中華民國三分球紀錄保持人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1年08月27日
性別：男
出生地：新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一、推動都市更新，放寬容積，增加樓地板面積，讓老舊社區更有都市更新意願並		
							拆除釘子戶。
二、市有土地活化，建構青年住宅，完成青年住者有其屋。
三、主張廢除12年國教入學方式，恢復基測，減輕學子痛苦。
四、主張立刻發放1,500元重陽敬老津貼。
五、小平路平，爭取九十處道路重新銑鋪及側溝更新、同安街新建電梯、中華路景		
								觀人行天橋及舊環南高架橋墩美化改善、水源永春天橋彩繪，落實地方建設。
六、成立多處YouBike 微笑單車及智慧型公車站亭，銜接回家最後一哩路。
七、督促中正區、萬華區各里衛生下水道工程銜接、修護及後巷美化。
八、爭取多處公園綠美化及園內各項休閒設施設置。
九、興建青年公園首座頂棚籃球場，於4號出口改建共融遊戲場及體健設施、增設	 			
							座椅、路燈、導擺步道及修護園路。
十、爭取中正區首座古亭狗公園活動專區。

鍾小平

中選會第5選舉區（中正、萬華）議員候選人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 •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學士

•	龍華技術學院（專科部）

•	木柵高工

•	萬華龍山國中

•	萬華老松國小

•	塑膠五金作業員

•	塑膠五金模治具設計

•	生產管理專員

•	射出生產廠副理

•	經方學會會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9年08月19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未經他人苦、莫勸他人善 " 生活於萬華42年騎車的上班族，我是郭智亭 ( 小郭 ) 請顧好自己，其他的
就是別人的事，即使跌倒了站起來就好，走錯了回頭就好，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好好照顧自己。
爭取　1. 加強　銀髮照顧
●避免 "欠稅有人找，福利無人說 "，爭取老人福利，推動由政府通知協助。
●爭取推動坐公車免舉手，降低為了舉手招公車造成危險及公車切換進出造成交通問題。
安心　2. 強化	幼童照顧
●將孩童罷凌、失蹤、騷擾放首位，並加強公園安全檢測、爭取校校設公幼、增設托嬰。
●嚴禁、嚴禁、嚴禁校園霸凌，憑甚麼欺負弱勢，憑甚麼。
服務　3. 讓您　議員看的到
依續設立服務據點，強化在地化，成為在地上班族。
強化　4. 居住安全
● "因為我也沒房 "，爭取公共住宅低租金。
● "都買不起了，都更了還要繳管理費 "，推動老舊公寓危險檢驗，壞了再買。
陪你　5. 降低　西區髒亂環境
●改變西區髒亂觀感，乾淨自然人會珍惜，素質便起，觀光自己來。
安全　6. 路面　地不平心不安
●當路面一直不平，心也無法平靜，只有路面平整騎車開車人才能安心。
推廣				7. 中醫基本教育
●簡單望聞問切和基本保健方式，提早發現個人問題，避免身體狀態持續惡化。

郭智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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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台灣奇蹟就由台北開始  火山綠電化 耦合 十大台北建設 與 華美國際新創平台 耦合 台北撓學科技�區 – 
21世紀護國神山 �積電 

火山綠電化 一舉八得（1）解決大臺北龐貝城危機（2）解決台灣缺電跳電斷電危機 （3）解決空�新國病肺癌危機
（4) 取代核電廠與核廢料（5）取代燃煤廠與空污（6）除去核電廠燃煤廠所造成社會對立社會成本（7）便宜能源工
業成本降低吸引廠商（8）解決青年失業亡命柬埔寨
第三波台灣政經奇蹟就由台北開始 日月同光 中�明� 十亞同識 亞太同體 世界大同新秩序 的 政經奇蹟 亞太旗
艦 �邦台灣 十大台北建設
十大台北建設 六位成章國家巨擘 煥發文章工程治國 (1)台北撓學�區 耦合 (2)華國典章 美利天下：華美國際建
教平台；(3) 火山岩漿發電   耦合 (4)台灣綠電智慧電網；(5) 大都會動態成長多核建構都更 耦合 (6) 環北大都會
真空超導極速捷運系�； (7) 金台海底真空超導極速隧道  耦合 (8) 歐亞太帶路營運中心；(9) 天府台北氣候工程 
耦合 (10) 火環造島新生地；(11) 世炎運：世界國際炎運會 耦合 (12) (下一代 ) NxtGen標準高爾夫產業體系；(13) 
聖人神道尚大教  耦合 (14) 尚書尚朝 炎運中興 文明復興 - 常道常師 崇尚尚武  明堂明師 時尚尚饗
相將玉兔唐明 (十 )字新民以字行推背圖44象百靈來朝習主羽皇十方唐明 /新民，締造日月麗天日月同光中�明
�十亞同識亞太同體是為孫文興中、唐明中興為諾查丹瑪斯諸世紀所稱東方聖人推背圖57象坎離相剋見天倪天
使中興弭殺機的火山綠電化搶救大屯火山救世主下凡彌勒彌賽亞
1970年代以 農業企業化 耦合 十大基礎建設 與 海外學人國建會 耦合 新竹科學�區 攔下蔣經國院長台灣文革 -
青年才俊下鄉支援農村建設
更以易經泰卦后以財成天地道，財者貝才結合也，貝是創業投資、才是創新科技，是乾卦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的
研發中心創新科技與坤卦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的坤厚載物的孕成中心相結合，因此唐新民請蔣經國院長將財政部
長李國鼎交予國家使命菁英核心團隊唐新民比照矽谷營建新竹科學�區，沒有新竹科學�區之父唐新民就沒有
科技教父李國鼎、就沒有張忠謀、就沒有護國神山台積電；今天比照 第一波台灣奇蹟 十大台灣建設 耦合 新竹科
學�區 而有 第三波台灣奇蹟 十大台北建設 耦合 台北撓學科技�區 – 21世紀護國神山 第三波台灣奇蹟就由台北
開始。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 •	美國印弟安那州立大學政治
學碩士

•	國立成功大學學士

•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公共關係
科畢業

•	台北市議會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屆議員

•	台北市議會民進黨團總召集人

•	台北市議會民進黨團幹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7年10月16日
性別：男
出生地：高雄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1.	推動容積獎勵提升、老舊社區公辦都更，加速城市更新
2.	提升社會住宅建設量，調降租金、讓青年、弱勢優先承租
3.	監督捷運萬大線施工品質與工程進度，確保2025年完工通車
4.	提高北市托育品質，增加幼托人員待遇，讓好人才留在台北市
5.	推動校舍改建、提升教育資源，同時提升學區鄰近社區更新動能
6.	增設寵物友善空間、寵物運動公園，打造毛孩宜居城市
7.	整合觀光資源，發展各區特色觀光，聯合觀光推廣讓效益1+1>2
8.	持續推動洛陽停車場及西寧國宅聯合開發，順利改建，成為淡水河岸新地標
並帶動台北西區新活力

劉耀仁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4 •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理論
組學士

•	景美女中

•	 台北市議員
•	 陳時中市長競選議會政策小組
•	 民主進步黨發言人
•	 蔡英文總統競選總部副主任
•	 美國國務院國際領袖台灣代表
•	 台北市體育總會理事
•	 東園球類運動推廣協會榮譽理事長
•	 萬華大鬧熱共同發起
•	 陪你報報雜誌發行
•	 Podcast 台北膠原蛋白主持人
•	 台大景美成功校友會會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6年01月20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灣省基隆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吳沛憶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6
美國	菲力狄克森大學資管碩士

•	台北市議會黨團副書記長

•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	伯仲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

•	台北市中原客家崇正會理事長

•	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委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0年09月09日
性別：男
出生地：桃園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吳志剛

廉能參選、專業問政。
人文中正、活力萬華：
加速老舊社區都市更新，讓您過得更好。
強化弱勢族群照護及福利，加強銀髮族安養扶助，落實敬老社會政策；建立
公平、和諧、福利社會。

保障婦女權益，貫徹兩性平等。
推動無障礙空間環境，爭取身心障礙者工作權力。
強化社區治安聯防與社區整體營造加速傳統市場更新，鄰里公園改造，都市
機能再升級配合都市更新設計發展主題商圈。

促進觀光夜市國際化。
義務教育向下扎根至5歲，減輕父母負擔。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5 •	台中二中

•	臺北大學夜間部法學士

•	臺灣大學法學碩士

•	 「台北監督連線」中正萬華參選人
•	 律師
•	 立法院資深助理
•	 真理大學財經系講師
•	 青雲科技大學講師
•	 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
•	 民間司改會執行委員
•	 台北律師公會第25屆監事
•	 2011青商總會國家副總會長
•	 台北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	 中正一分局義警大隊副大隊長
•	 國立臺北大學法學院傑出院友。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4年04月03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中市

推薦之政黨

無

徐立信

一、「台北監督連線」民生第一4大主張
1. 推動公共托育：增加公共托嬰設施、公立與非營利幼兒園，減輕家長負擔。
2. 保障青年樂業：提高青年創業貸款額度；擴大企業實習策略聯盟。
3.廣建公共住宅：公共住宅結合公共與社福設施，打造特色公宅；加速危老建築重建；提升社會住宅戶數。
4. 增設樂齡照護：65歲以上長者免掛號費，擴大敬老卡使用範圍；增加日照中心，到府沐浴車服務，老	
				有所終。
二、個人政見：已實現長者免繳健保費、議會質詢網路直播等多項公開透明政見，展望未來冀望達成以	
						下目標
1. 支持18歲公民權修憲：全球已一百多個國家，用法律保障18歲公民權，籲請支持台灣進步的力量。
2. 推動分包商在驗收後30日內取得報酬：參酌歐盟法 (Directive	2011/7/EU	on	combating	late		
				payment	in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以及美國聯邦政府之US	Prompt	Payment	Act 規定，確保	
			政府採購所有下包商在30日內取得報酬，避免統包商挾其市場影響力，對下游分包商款項拖欠，違背	
			公平交易精神並危及中小微企業與其職工之生存權。
3. 推動降稅措施：這三年來受疫情重創，應對於娛樂稅、營業稅採優惠稅率措施，恢復昔日消費人潮與	
				榮景。
4. 向中央爭取財稅合理：牌照稅為地方稅，稅率中央明訂，中低收基本交通工具稅，多比房屋稅高，實	
				有檢討必要。
5. 支持廣建共融式遊戲場；淘汰老舊設施，加強安全維護，拓展市民休閒空間。
6.強化勞資爭議平台，督促勞工權益、職業安全衛生等教育訓練，以提升職場環境安全衛生及勞僱和諧。
7. 持續監督打擊詐騙：率先質詢出國打工淪詐騙犯問題，要求科技辦案，強化消費者保護，確保市民財	
				產。
8. 要求合理建管政策：漏水鑑定金額過高，市民無法負擔，應予調降，頂樓加蓋政策相較其他五都仍有	
				檢討必要。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7
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學士

•	 臺灣動物保護黨	秘書長

•	人人愛有限公司	負責人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80年08月21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台灣動物保護黨

曾琳詒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1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

1、台大學生會 會長
2、新黨 副發言人
3、新黨組織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4、300A1區 .獅子會 會長
5、台北市好厝邊協會 執行長
6、大台北勞工同心會 顧問
7、中華勞動法推廣協會 顧問
8、新北市警察志工協進會 總幹事
9、新北市青年志工協會 理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1年07月25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南市

推薦之政黨

新黨

一、推動『市立寵物醫院』面對老人化與少子化的社會，現在許多家庭都有養毛小孩陪伴自己，也把牠當成家人了。
二、榮法邀您一起做公益，請將選票投给張榮法。榮法當選後，會將政府每張選票三十元的補助款，全數捐出做為低收入家庭(清
寒家庭、新住民家庭 )孩子營養午餐基金與急難救助金。

三、爭取立即恢復發放『重陽節敬老金』。台灣重視家庭價值，還有家人的溫暖、熱鬧，所以『長照政策』應該從讓家人『陪伴』
在長輩身旁出發，建立更符合台灣人需求的長照政策。

四、『萬大捷運線』施工期，除加強居民用路權的安全問題外；因施工期造成商家生意蕭條，爭取減免地方稅 (如：營業稅 ···)，
共體時艱。

五、推行平價托育政策，廣設公有托育機構，建立友善幼托制度，鼓勵生育解決少子化。主張小學、幼稚圈『雙導師制度』，同	
							時可解決部份流浪教師問題。爭取小學營養午餐全面免費提供。
六、支持市府公有土地，廣設地下停車場或立體停車塔，來解決每個月25號，大排長龍抽公有停車位的問題。
七、健全『新住民』職能訓練，取得一技之長，爭取新台幣五十萬元低利微創基金。成立專屬『新住民服務中心』，與新住民
服務專線 (電話 )，讓新住民的問題與需求，可以立即反應立即解決。

八、爭取設立『客語與英語』的雙語幼稚園教育，讓客家文化傳承向下紮根。另外，台北市有近百個客家社團，但沒有一個像
							樣的文化展現的活動場地，所以榮法當選後，會尋找優質的地點，爭取設立專屬客家社團活動表演場地。
九、榮法自許為『反毒小尖兵』，堅決反對『吸毒除罪化』，否則台灣『寶島青年』即將成為『鬼島病夫』。(反毒品 )
十、解決食安問題，榮法主張推行與落實『產銷履歷標籤 (即：食物的身分證 )』；反對有疑慮核災區食品在台北市銷售；反對
							政府放寬農藥殘留標準。讓市民『食』在安心。(反毒食 )
十一、督促政府勇於面對『遊民問題』，並制訂與落實有效的管理辨法，進而解決治安問題，再造艋舺 (萬華 ) 繁榮。
十二、推動與建立『時間銀行』的完善政策和制度，來面對老人化與少子化的社會，成為『新的養老概念』。
十三、落實『參與式預算』，由人民來決定一部份公共預算的支出，讓納稅人的錢花在對的地方，減少浪費公帑。
十四、支持『以核養綠』以乾淨核能支撐綠能發展，拒絕火力發電造成嚴重空氣汙染。
十五、反對政府剝奪『軍公教』既有權益，破壞信賴利益的年金改革方案。強力監督市政府的『勞動檢查業務』，維護勞工權益。
										呼籲政府重視高溫工作問題，避免勞工在高溫環境下工作導致休克、中暑，應盡速規劃「高溫假」的相關政策，維護勞工
										健康。
十六、台北市平均屋齡約三十四年，是六都最高，而中正萬華區老屋極多，市府應立即設立『都更諮詢處』，提供民眾都更相關
										資訊。同時積極針對老屋進行健檢，也鼓勵居民依屋齡、建築破損情況，進行都更翻新或是整建維護。

張榮法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8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	台灣民眾黨公關長

•	郭台銘辦公室副發言人

•	台視新聞主播 /記者

•	 壹電視新聞主播 /記者

•	 中天新聞記者

•	台灣大學國發所碩士在職專班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8年08月17日
性別：女
出生地：新北市

推薦之政黨

台灣民眾黨

吳怡萱

中選會第5選舉區（中正、萬華）議員候選人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0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公共行政
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系學士

•	 美國聯邦眾議院助理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班
•	 中華民國會計師
•	 中華戰略學會理事兼政治戰略顧問
•	 中國國民黨革實院171期講習班學員
•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非執業會員
•	 立法院助理
•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員
•	 臺北市有力志工服務協會理事長
•	 龍山國際青年商會會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9年05月08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李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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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9
國立瑞芳高工

萬華出生，聖約翰科大就學期間即在段宜康周威佑團
隊，累積15年紮實經驗，服務案件超過六千件，曾任
民主進步黨台北市黨部3屆執行委員，1屆評議委員，
全國黨代表。擔任我是萬華人臉書社團管理員，幫商圈
推廣在地特色，解決大小事，疫情期間號召版友募集物
資，組織義勇軍為醫護、獨居老人、弱勢居隔者送便當
三萬六千個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1年07月12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邵維倫

* 爭取預算及政策，發展文化觀光經濟，提升街區軟硬體設施，協助地方創	
			生、商圈活絡。
*規劃城市願景，改善市容治安，提升居住品質，再造區域光榮感。
*推動親子友善環境，提升公園遊具設施，促成區域舉辦親子活動、市集。增加	
			公托及品質佳的非盈利托育機購。
*加速都市更新，加強政府監督，讓民眾安心都更。增加在地居民公共住宅名		
			額，並降低租金，實現居住正義。
*檢視都市計畫，研究公有地及公共設施設置停車場，改善居民長久來停車問	
			題及不公平佔用。
*改善交通狀況及設施、路權平等，重新檢討車道使用配置及交通流暢度。
*推動老人福利政策、關懷聚點及基礎設施。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2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商學碩士

•	 臺北市11、12、13屆市議員
•	 法務部犯罪矯正協會理事
•	 中國國民黨中常委、改革委員會委員、第21屆中央委員、中
評會委員、黃復興黃國樑萬華區黨部常委

•	 臺北市議會國民黨黨團書記長
•	 萬華區婦女會理事長
•	 新移民女性關懷協會常務理事
•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秘書長
•	 上善若水公益聯盟召集人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3年09月14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灣省彰化縣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應曉薇

1、應曉薇研擬提案成功制訂「臺北市重陽敬老禮金致送自治條例」，為台北市銀髮市民恢復重陽 
     禮金，未來將繼續落實已經提案之「提高敬老金金額」以完成本市敬老政策。
2、反廢死、強化犯罪防治以保障婦幼安全、設立更生人輔導機構。
3、提前因應元宇宙時代政府各項工作、提案設立台北市青年局。
4、爭取放寬清寒補助、提高急難救助金、協助後疫情期間市民健康保障需求。
5、監督萬大捷運線、雙子星大樓、市場改建重大工程如期如質完工及振興選區夜市商圈。
6、積極推動危老、公辦都更、擴大補助老舊公寓外掛電梯。
7、改造艋舺公園機能、輔導與安置街友以保障地方安全促進地方繁榮。
8、監督市府應即刻成立新住民專責關懷機構 .

9、繼續推動公立 IB國際文憑教育，打造台北市多元教育環境。

        應曉薇認真踏實走過25年公益路，首屆議員期間揭發雙子星弊案成功為市民把關700億，三屆
議員以來保護家暴受虐婦幼、救助低收入家庭津貼，疫情期間發起「希望餐」活動協助商家、送愛
和平醫院醫護人員，近期更協助警局瓦解柬埔寨詐騙集團搶救無辜受騙市民。未來應曉薇將如歷屆
承諾落實參選政見，並持續以多聞多見監督市政，陪伴中正、萬華區市民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7
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學士

• 臺灣動物保護黨 秘書長

• 人人愛有限公司 負責人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80年08月21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台灣動物保護黨

曾琳詒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1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

1、台大學生會 會長
2、新黨 副發言人
3、新黨組織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4、300A1區 . 獅子會 會長
5、台北市好厝邊協會 執行長
6、大台北勞工同心會 顧問
7、中華勞動法推廣協會 顧問
8、新北市警察志工協進會 總幹事
9、新北市青年志工協會 理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1年07月25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南市

推薦之政黨

新黨

一、推動 『市立寵物醫院』 面對老人化與少子化的社會，現在許多家庭都有養毛小孩陪伴自己，也把牠當成家人了。
二、榮法邀您一起做公益，請將選票投给張榮法。榮法當選後，會將政府每張選票三十元的補助款，全數捐出做為低收入家庭 ( 清

寒家庭、新住民家庭 ) 孩子營養午餐基金與急難救助金。
三、爭取立即恢復發放『重陽節敬老金』。台灣重視家庭價值，還有家人的溫暖、熱鬧，所以『長照政策』應該從讓家人『陪伴』

在長輩身旁出發，建立更符合台灣人需求的長照政策。
四、『萬大捷運線』 施工期，除加強居民用路權的安全問題外；因施工期造成商家生意蕭條，爭取減免地方稅 ( 如：營業稅 ···)，

共體時艱。
五、推行平價托育政策，廣設公有托育機構，建立友善幼托制度，鼓勵生育解決少子化。主張小學、幼稚圈 『雙導師制度』，同 
       時可解決部份流浪教師問題。爭取小學營養午餐全面免費提供。
六、支持市府公有土地，廣設地下停車場或立體停車塔，來解決每個月25號，大排長龍抽公有停車位的問題。
七、健全 『新住民』 職能訓練，取得一技之長，爭取新台幣五十萬元低利微創基金。成立專屬 『新住民服務中心』，與新住民

服務專線 ( 電話 )，讓新住民的問題與需求，可以立即反應立即解決。
八、爭取設立 『客語與英語』 的雙語幼稚園教育，讓客家文化傳承向下紮根。另外，台北市有近百個客家社團，但沒有一個像
       樣的文化展現的活動場地，所以榮法當選後，會尋找優質的地點，爭取設立專屬客家社團活動表演場地。
九、榮法自許為 『反毒小尖兵』，堅決反對 『吸毒除罪化』，否則台灣 『寶島青年』 即將成為 『鬼島病夫』。( 反毒品 )
十、解決食安問題，榮法主張推行與落實 『產銷履歷標籤 ( 即：食物的身分證 )』；反對有疑慮核災區食品在台北市銷售；反對
       政府放寬農藥殘留標準。讓市民 『食』 在安心。( 反毒食 )
十一、督促政府勇於面對 『遊民問題』，並制訂與落實有效的管理辨法，進而解決治安問題，再造艋舺 ( 萬華 ) 繁榮。
十二、推動與建立 『時間銀行』 的完善政策和制度，來面對老人化與少子化的社會，成為 『新的養老概念』。
十三、落實 『參與式預算』，由人民來決定一部份公共預算的支出，讓納稅人的錢花在對的地方，減少浪費公帑。
十四、支持 『以核養綠』 以乾淨核能支撐綠能發展，拒絕火力發電造成嚴重空氣汙染。
十五、反對政府剝奪『軍公教』既有權益，破壞信賴利益的年金改革方案。強力監督市政府的『勞動檢查業務』，維護勞工權益。
          呼籲政府重視高溫工作問題，避免勞工在高溫環境下工作導致休克、中暑，應盡速規劃 「高溫假」 的相關政策，維護勞工
          健康。
十六、台北市平均屋齡約三十四年，是六都最高，而中正萬華區老屋極多，市府應立即設立 『都更諮詢處』，提供民眾都更相關
          資訊。同時積極針對老屋進行健檢，也鼓勵居民依屋齡、建築破損情況，進行都更翻新或是整建維護。

張榮法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8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 台灣民眾黨公關長

• 郭台銘辦公室副發言人

• 台視新聞主播 / 記者

• 壹電視新聞主播 / 記者

• 中天新聞記者

• 台灣大學國發所碩士在職專班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8年08月17日
性別：女
出生地：新北市

推薦之政黨

台灣民眾黨

吳怡萱

中選會第5選舉區（中正、萬華）議員候選人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0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公共行政
碩士

•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系學士

• 美國聯邦眾議院助理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班
• 中華民國會計師
• 中華戰略學會理事兼政治戰略顧問
• 中國國民黨革實院171期講習班學員
•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非執業會員
• 立法院助理
•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員
• 臺北市有力志工服務協會理事長
• 龍山國際青年商會會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9年05月08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李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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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9
國立瑞芳高工

萬華出生，聖約翰科大就學期間即在段宜康周威佑團
隊，累積 15 年紮實經驗，服務案件超過六千件，曾任
民主進步黨台北市黨部 3 屆執行委員，1 屆評議委員，
全國黨代表。擔任我是萬華人臉書社團管理員，幫商圈
推廣在地特色，解決大小事，疫情期間號召版友募集物
資，組織義勇軍為醫護、獨居老人、弱勢居隔者送便當
三萬六千個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1年07月12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邵維倫

* 爭取預算及政策，發展文化觀光經濟，提升街區軟硬體設施，協助地方創 
   生、商圈活絡。
* 規劃城市願景，改善市容治安，提升居住品質，再造區域光榮感。
* 推動親子友善環境，提升公園遊具設施，促成區域舉辦親子活動、市集。增加 
   公托及品質佳的非盈利托育機購。
* 加速都市更新，加強政府監督，讓民眾安心都更。增加在地居民公共住宅名  
   額，並降低租金，實現居住正義。
* 檢視都市計畫，研究公有地及公共設施設置停車場，改善居民長久來停車問 
   題及不公平佔用。
* 改善交通狀況及設施、路權平等，重新檢討車道使用配置及交通流暢度。
* 推動老人福利政策、關懷聚點及基礎設施。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2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商學碩士

• 臺北市11、12、13屆市議員
• 法務部犯罪矯正協會理事
• 中國國民黨中常委、改革委員會委員、第 21 屆中央委員、中

評會委員、黃復興黃國樑萬華區黨部常委
• 臺北市議會國民黨黨團書記長
• 萬華區婦女會理事長
• 新移民女性關懷協會常務理事
•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秘書長
• 上善若水公益聯盟召集人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3年09月14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灣省彰化縣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應曉薇

1、應曉薇研擬提案成功制訂 「臺北市重陽敬老禮金致送自治條例」，為台北市銀髮市民恢復重陽 
     禮金，未來將繼續落實已經提案之 「提高敬老金金額」 以完成本市敬老政策。
2、反廢死、強化犯罪防治以保障婦幼安全、設立更生人輔導機構。
3、提前因應元宇宙時代政府各項工作、提案設立台北市青年局。
4、爭取放寬清寒補助、提高急難救助金、協助後疫情期間市民健康保障需求。
5、監督萬大捷運線、雙子星大樓、市場改建重大工程如期如質完工及振興選區夜市商圈。
6、積極推動危老、公辦都更、擴大補助老舊公寓外掛電梯。
7、改造艋舺公園機能、輔導與安置街友以保障地方安全促進地方繁榮。
8、監督市府應即刻成立新住民專責關懷機構 .

9、繼續推動公立 IB 國際文憑教育，打造台北市多元教育環境。

        應曉薇認真踏實走過25年公益路，首屆議員期間揭發雙子星弊案成功為市民把關700億，三屆
議員以來保護家暴受虐婦幼、救助低收入家庭津貼，疫情期間發起 「希望餐」 活動協助商家、送愛
和平醫院醫護人員，近期更協助警局瓦解柬埔寨詐騙集團搶救無辜受騙市民。未來應曉薇將如歷屆
承諾落實參選政見，並持續以多聞多見監督市政，陪伴中正、萬華區市民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中選會
第5選舉區（中正、萬華）議員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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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8 1臺北市東園國民小學

2臺北市萬華國民中學

3臺北市建國高級中學夜間部

4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畜牧學系

1九七層塔、呂望文龍、天策增龍、六九蒼龍

2乾坤方程式：通經致用、學以致用、經世致用

3清潔員、保全員、公務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3年03月27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灣省彰化縣

推薦之政黨

無

呂增塔

1. 呂望文龍中國演易，渭水漢中對隆中策，天地人乾坤方程式，用六四通用九七復，
時序百年乾坤萬里，世事如棋乾坤莫測，臨門一腳乾坤一擊，使用者 lulong6497。

2. 萬華龍山龍騰凌，中正龍興龍光復，天地乾坤方城市，龍虎大吉大臺北

3. 無限期支持 - 臺北方城市：臺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大臺北市。臺北大勝利：大吉
大利大臺北，建設新的大的繁榮臺北市是當務之急！

4. 統一大臺北：龍圖大業、統天計畫。
5. 統合大台北：閤家光榮、合境平安。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7 •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
學碩士

•	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

•	東吳大學政治系學士

•	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	立法院游錫堃院長辦公室機要
•	臺視新聞台主播
•	澳亞衛視新聞台主播、節目主持人
•	三立、年代等黨政線記者
•	民視新聞台編輯
•	東森電子報記者
•	體育署媒體專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2年07月17日
性別：女
出生地：新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洪婉臻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6 •	中國文化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
研究所

•	輔仁大學統計系

•	辭修高中

•	大理女中

•	西園國小

•	 台北市議員
•	 台北市婦女會常務監事
•	 李仁人議員特助
•	 救國團台北市團委會指導委員
•	 台北市新移民女姓關懷協會常務理事
•	 台北市朝陽社會關懷協會理事長
•	 臺北市萬華區體育會理事長
•	 世界及台北市郭氏宗親會常務理事
•	 中華民國新青溪協會理事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8年02月08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郭昭巖

第三波台灣奇蹟就由台北開始  火山綠電化 耦合 十大台北建設 與 華美國際新創平台 耦合 台北撓學科技�區 – 
21世紀護國神山 �積電 

火山綠電化 一舉八得（1）解決大臺北龐貝城危機（2）解決台灣缺電跳電斷電危機 （3）解決空�新國病肺癌危機
（4) 取代核電廠與核廢料（5）取代燃煤廠與空污（6）除去核電廠燃煤廠所造成社會對立社會成本（7）便宜能源工
業成本降低吸引廠商（8）解決青年失業亡命柬埔寨
第三波台灣政經奇蹟就由台北開始 日月同光 中�明� 十亞同識 亞太同體 世界大同新秩序 的 政經奇蹟 亞太旗
艦 �邦台灣 十大台北建設
十大台北建設 六位成章國家巨擘 煥發文章工程治國 (1)台北撓學�區 耦合 (2)華國典章 美利天下：華美國際建
教平台；(3) 火山岩漿發電   耦合 (4)台灣綠電智慧電網；(5) 大都會動態成長多核建構都更 耦合 (6) 環北大都會
真空超導極速捷運系�； (7) 金台海底真空超導極速隧道  耦合 (8) 歐亞太帶路營運中心；(9) 天府台北氣候工程 
耦合 (10) 火環造島新生地；(11) 世炎運：世界國際炎運會 耦合 (12) (下一代 ) NxtGen標準高爾夫產業體系；(13) 
聖人神道尚大教  耦合 (14) 尚書尚朝 炎運中興 文明復興 - 常道常師 崇尚尚武  明堂明師 時尚尚饗
相將玉兔唐明 (十 )字新民以字行推背圖44象百靈來朝習主羽皇十方唐明 /新民，締造日月麗天日月同光中�明
�十亞同識亞太同體是為孫文興中、唐明中興為諾查丹瑪斯諸世紀所稱東方聖人推背圖57象坎離相剋見天倪天
使中興弭殺機的火山綠電化搶救大屯火山救世主下凡彌勒彌賽亞
1970年代以 農業企業化 耦合 十大基礎建設 與 海外學人國建會 耦合 新竹科學�區 攔下蔣經國院長台灣文革 -
青年才俊下鄉支援農村建設
更以易經泰卦后以財成天地道，財者貝才結合也，貝是創業投資、才是創新科技，是乾卦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的
研發中心創新科技與坤卦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的坤厚載物的孕成中心相結合，因此唐新民請蔣經國院長將財政部
長李國鼎交予國家使命菁英核心團隊唐新民比照矽谷營建新竹科學�區，沒有新竹科學�區之父唐新民就沒有
科技教父李國鼎、就沒有張忠謀、就沒有護國神山台積電；今天比照 第一波台灣奇蹟 十大台灣建設 耦合 新竹科
學�區 而有 第三波台灣奇蹟 十大台北建設 耦合 台北撓學科技�區 – 21世紀護國神山 第三波台灣奇蹟就由台北
開始。

1.生育補助及5歲未滿6歲學費補助加碼、0-2歲托育 
    及2-4歲學費補助 

2.青年入住公宅租金減免且二胎優先入住、產官學資 
    源整合，協助就業發展
3.釋放學校機關閒置空間，增設公托、公幼與安養機 
    構、社區活動和綠化
4.南機場和萬大捷運線沿線 TOD等都更容獎提高， 
    沿線劃定產業專區加速都更
5.西園整宅與艋舺大道周邊劃定策略型都更示範區， 
    提高容獎帶動老舊社區更新
6.重陽敬老金加碼不縮水，萬華健康中心改建，完善 
    銀髮族健康生活空間 

7.繼續推動龍山國中與成功高中校舍做 EOD整體規 
    畫改建
8.監督東園、萬大和忠義三所國小捷運共構進度品質，
    提升學童就學環境
9.艋舺學園教育資源周邊學校共享，老舊校舍逐年分 
    批改建、推動雙語科技教學
10.行塑商圈特色、輔導數位化轉型和店家改造，活絡 
      商圈發展

11.艋舺公園街景再造、結合商圈市集景點，串聯局處 
      活動，振興經濟帶動觀光
12.建構智慧監視系統、結合警政社區巡守、加強校園 
      安全，建構生活安全網
13.監督萬大捷運線施工進度，周邊公共建設加強與在 
      地藝術化 

14.繼爭取南門市場改建後，監督漁果菜市場和環南市 
      場順利改建
15.推動東門和西寧市場改建，市場夜市精進計畫補 
      助，優化環境共同行銷
16.公園學校增設地下停車場，機關學校下班課後停車 
      空間開放
17.新移民家庭生活支持就業輔導、監督福民平宅西寧 
      國宅改建、保障弱勢居住
18.開放民眾通報髒亂地點、蚊蠅孳生與污染源，市府 
      48小時清理
19.疫情影響的失業或收入劇減市民，實質經濟協助與 
      就業輔導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3 •	國立台北大學：法碩士

•	國立台北大學：法學士

•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	台北市立龍山國中

•	台北市立西門國小

•	綠黨前秘書長

•	全球青年綠人亞洲太平洋區代表

•	北冥有魚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	 KKBOX第一屆 Podcast 節目最佳主持人

•	前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研究員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7年04月02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綠黨

李菁琪

中正萬華起飛	讓西區再次偉大
一、	推動經濟產業與文化結合

性交易專區落地，《社會秩序維護法》修法後落實地方自治精神，推動中正萬華區性交易專區之討
論以及實現。
落實南萬華都市更新計畫及南機場整宅重生計畫。
促進西門町電影、滑板、街舞、刺青及塗鴉等街頭文化與在地商家共榮與設備改善。

二、	社會安全網補強
強力監督台北市府所屬之基層警察工作量合理性及合法執法。
協助建立在地宮廟合作與關懷逃學逃家少年之連結。
落實剩食銀行建立及石頭湯整合服務計畫。
強化藥癮、酒癮防治。
強化弱勢家庭及獨居老人關懷。
去除無家者污名與偏見、正視無家者及貧窮人口居住問題。

三、	交通與行人之安全強化
人行道平整計畫涵蓋騎樓之高低落差整平，營造行人之安全步行環境。
監督市府規劃併推動店家卸貨停車位，以杜絕違法臨停所造成之危險
重新檢討區域內機車道及待轉區劃設合理性及安全性。

四、	服務處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420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5 •	延平國小畢

•	松山初級中學畢

•	省立板橋高級中學畢

•	私立淡江大學化學系畢

1		謝長廷北區服務處主任

2		謝長廷台北長工聯誼會會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1年10月06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陳樹霖

1. 國土國民化：國土屬國民全體準此路邊停車之收費所得應屬全體市民所有，
應以現金方式分予全體市民

2. 社會真理化：一市之內有其相同之生活圈，宜另訂定市民生活之準則，在
法律之內供全體市民遵循之。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4
豫章工商

•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HDUT) 餐旅管理系肄業
(原德霖技術學院 )

•	 網路直播主	包子隊長
•	 YouTube 頻道影片創作者
•	公民街頭運動參與者
•	政治時事評論員
•	全台首家哆啦A夢收藏咖啡鬆餅茶飲店創辦人
•	卡通玩具週邊販售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9年04月17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王麒傑

一、關懷弱勢族群強化關懷社區學童、年長者、獨居者等族群視家庭狀況給予協助
二、中正、萬華區域發展特色化、重現地方不同風貌活絡當地觀光經濟、重回榮耀	
							輝煌讓風華再現
三、加強學區國小、國中雙語教育、提升學童語言能力
四、注重適性發展讓有運動、藝術、音樂等天賦的孩子能發揮專長、不受環境限制	
								積極協助
五、婦女權益加強補助、強化婦女弱勢及新住民福利、增加工作機會、減輕負擔
六、區域商圈與當紅動漫、影視、遊戲聯名舉辦活動吸引人氣
七、老舊建物都更重建，協助市民舊屋換新屋、生活品質更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