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選會
市長候選人

臺北市第8屆市長選舉及臺北市議會第14屆議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塡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塡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第8屆市長／臺北市議會第14屆議員選舉 選舉公報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學士

•	台灣動物保護黨副主席

•	東默農編劇有限公司創辦人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74年01月11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灣省屏東縣

推薦之政黨

台灣動物保護黨

張家豪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5
板信幼稚園

•	新竹科學園全友公司法務
•	中華民國律師
•	美國紐約州律師
•	國際人權律師
•	矽谷電動車新創投資
•	 ADOBE公司法律顧問
•	智慧行動科技公司創辦人
•	WETW元宇宙鍛造先驅者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4年11月11日
性別：女
出生地：新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1.建構台北數位科技城、亞太新角色；創新產業、台北出錢。免費 wi�：最友善旅遊城市。
2.舉辦四城論壇，介接串流上海、東京、首爾文化交換、巡迴商展。
3.全球投資台北：結合松山機場與花博，引進國際拍賣會；建造花博數位金融城。
4.成立台北市棒球隊，四年打進亞洲賽，結合台北機廠、松菸、國父紀念館，帶動東區新發展。
5.人人公平、拆除特權；清查弊案、追回市產；建立國際型地標，找回台北榮光。
6.盤點市府土地，成立社區型老人照顧小區，聯合醫院體系總理長照任務。
7.加速違老都更：落實市政主權在民，協調市民共同美化市容。
8.開放家庭幫傭，雙薪家庭充分就業，女性無後顧之憂。
9.快樂解決內湖交通：調撥型環狀公車專用道（亦為緊急救援通道），連結文湖淡水線捷運。
10.建立動物醫院，給伴侶動物提供平價的醫療服務。

童文薰

第1頁（共8頁）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3 •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學士

•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舞蹈
史舞蹈理論博士

•	實踐大學應用外語系兼任助理教授

•	韓國弘益大學教養科專任漢語教授

•	東吳大學華語教學中心副主任

•	自行創業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5年05月15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鄭匡宇

1.優化臺北酷課雲，至少增加比目前多兩倍的預算，確保學生線上學習不斷線；既有課程上 
    中英雙語字幕，奠定市民雙語基礎。

2.排除萬難，加速社宅興建，把柯市長承諾要蓋的公宅繼續蓋完，四年內新建8000至1萬戶。

3.加速如大巨蛋等重大建設開張營運。未來重大工程或政策決議過程，一律以開放全民直播 
    方式進行，杜絕黑箱作業與密室協商。

4.當選後每月走訪市內不同行政區，與市民有約，直接聽取民眾的聲音，協助解決問題，成 
    為市民找得到、看得到的市長。

5.以線上課程或公開演講培養全體市民正向心理，消滅酸民與網路霸凌文化。

6.除既有生育補助政策外，推廣正確觀念與作法，從根本解決市民不婚不生的少子化危機。

7.全力吸引國際人才來臺北市創業、工作和生活，提供一站式服務，最短時間內解決其設立 
    登記、開戶、營運與拓展市場的問題。目前市府營運之創業空間，租金再打8折。

8.打造臺北市為全球電影與電視節目拍攝最佳取景地，提供影視與文化團隊國際對接資源， 
    讓臺流從臺北出發，影響全世界！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6
•	師大附中國中部
•	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	政治大學法律系及外交系雙
學士

•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
法學碩士

•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
法律博士

•	第九、第十屆立法委員

•	立法院厚生會會長

•	國民黨立院黨團書記長

•	萬澤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	美國WSGR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

•	公督盟評鑑九次優秀立委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7年12月26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蔣萬安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2
1、省立台中女中

2、國立陽明醫學院醫學系

1、福安小兒科診所負責醫師

2、一品天廈社區主任委員

3、考試院高等考試及格 (七九 )全高二字第2625號

4、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肄業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2年10月28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灣省彰化縣

推薦之政黨

無

1.重陽敬老津貼，敬老尊賢
2.鼓勵生育，提高育兒津貼，改善幼兒托育
3.創造青年就業機會
4.守護市民健康
5.加強社會安全網
6.保障市民財產生命安全

王文娟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4 •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學士

•	 國立台北大學法學研究所碩士

•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 (UCL) 國
際法碩士

•	立法院法案助理

•	台澎國際法法理建國連線創立人

•	台澎黨法務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68年06月30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台澎黨

黃聖峰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2 •	台北市銘傳國民小學

•	台北市立大同國民中學

•	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	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

•	衛生福利部部長

•	總統府國策顧問

•	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

•	台北醫學大學董事

•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	台北市牙醫師公會理事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1年12月27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陳時中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8
•	北一女中

•	台灣大學法律系

•	執業律師

•	第八屆至第十三屆台北市議員

•	台北市政府副市長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8年10月18日
性別：女
出生地：臺中市

推薦之政黨

無

黃珊珊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7
•	台大法律系畢業

•	輔大法律研究所碩士

•	台大物理系肄業
•	律師高考及格
•	台北市議員陳水扁法務助理
•	IBM台灣分公司專利律師
•	台灣人權促進會副會長
•	國立清華大學講師
•	第二、三、四屆立法委員
•	第十四、十五屆台南縣長
•	大員法律事務所負責人
•	台灣維新召集人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5年07月20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南市

推薦之政黨

台灣維新

蘇煥智

一、恢復「市長與民有約」每週定期傾聽民意；成立馬上辦中心、服務單一窗口，檢討不合時宜擾民法規，重建親民服務的市 
       政府。
二、「0-6歲小孩國家養」；普設社區化公共托嬰、托育中心。
三、終結土地炒作，讓大家安居樂業：

1、終結都更牛步化，降低土地妙作，推動非營利公辦都更，並將社會住宅融入公辦都更，讓台北蛻變為國際美麗宜居城市。
2、實施空屋稅促進空屋釋出，以降低租金負擔。
3、擴大囤房稅，讓房價合理化。
4、實施租金管制法，讓租金合理化，企業店家創業者在台北能生存。
5、公家土地作社會住宅。國防部非軍用土地，除安置原住戶外應供作社會住宅。

四、每里成立關懷中心，關懷弱勢、長者、弱勢兒童；推動樂齡學習與社區營造。推動長照、以房養老社會保險，保障長者經濟 
       安全及長照需求。
五、保障行人路權及機車平權；全民參與改善台北交通。
六、強化網路犯罪偵查；加強幫派掃蕩；杜絕毒品流入校園；加強協助學習不適應學子。
七、仿效國際都會雙層治理模式，12區恢復區地方自治。有自主財源，地方治理權限。
八、解決都更牛步化，依12行政區，市府成立12家非營利公辦都更公司。
九、水域解嚴；以社子島為中心，發展淡水河、基隆河為水上運動休閒活動空間。並結合淡水河的自然人文歷史，讓社子島成 
       為台北的後花園及渡假中心。
十、解決台灣低薪困境，吸引國際觀光旅遊，市府應帶頭投資影視及新創產業。4年投資1000億，使台北成為亞洲影視、新創 
       基地。

中選會市長候選人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9 •	老松國小

•	板橋國中

•	延平中學夜補商業科

•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

•	耕農

•	 中華民國造園景觀乙級

•	中華民國中餐烹調 -葷食丙級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47年12月09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致全球臨海國家的人民：我設計出以海水發電系統來發電能改變未來的供電方式，解決能源
危機，保證安全、經濟、又環保，讓我們共同來保護地球而努力。

施奉先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1
大安高工畢業

•	樂活達人 (股 ) 公司共同創辦人

•	趨勢生物科技 (股 ) 公司共同創辦人

•	聯發健康科技 (股 ) 公司共同創辦人

•	懷寧醫院顧問

•	銘傳大學肄業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59年10月23日
性別：男
出生地：新北市

推薦之政黨

無

捍衛台北 捍衛健康
芬蘭人死前平均臥病7天，台灣人是7年
里長升級為健康里長，事務費1個月10萬
市立聯合醫院新增慢病癌症輔助療法
健康生活化科技化，65歲長者送健康手環
元宇宙觀光醫院，故宮，量子醫院
台北成立新創基金
輔助療法運用區塊鍊技術並協助年輕人生小孩，長照促進康復
毛小孩無健保可用輔助療法促進健康
設立癌症補習班
藝術生活化取消稅務促進發展
媽祖成為二岸和平大使，每年3月23日為台灣人自己的母親節

謝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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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10 •	大同初中

•	建國高中

•	台灣大學土木系學士

•	柏克萊加大電機計算機半導體
雷射光電哲學博士

•	第一波台灣奇蹟農業企業化耦合十大基礎建與海外
學人國建會耦合新竹科學區暨第二波台灣奇蹟工業
自動化耦合十大資訊建設與知識密集創新耦合台灣
智造2000締造者

•	土機電化核航太成九五含章六博士教育

政見

個人資料

出生年月日：39年12月25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灣省新竹縣

推薦之政黨

共和黨

唐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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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撓學科技园區	–	
21世紀護國神山	华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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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空汚新國病肺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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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明国	十亞同識	亞太同體	世界大同新秩序	的	政經奇蹟	亞太旗
艦	华邦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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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撓學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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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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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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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科學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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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區，沒有新竹科學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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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园區	而有	第三波台灣奇蹟	十大台北建設	耦合	台北撓學科技园區	–	21世紀護國神山	第三波台灣奇蹟就由
台北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