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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辦理「徵詢北市競選廣告物加強管理修法意見案」公聽會

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2月 6日（四）10時 0分 

二、會議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南區 3樓 S305開標室 

三、主持人：陳昭志主任秘書              紀錄：游輝淵 

四、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業務單位報告：略。 

七、到場人意見表述 

(一)民政局紀雅玲： 

查本市建管處於 108 年 6 月 25 日刊登市府公報修正「臺北市競選廣

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第 6 條條文說明二：原由區公所負責鄰里公園及八米

以下道路維護工作已分別移撥工務局公園處及新工處權管，故執行小組成

員刪除區公所，惟民政局仍列於執行小組，因民政局主要係督導各區公所

執行違規競選廣告物相關工作，各區公所既已不列執行小組，民政局是否

仍有必要列入，請主政機關於修法時併予考量。 

(二)邱威傑議員辦公室主任許菡芸： 

彙整議員目前在他的個人粉絲專頁上的一些民眾回饋意見，原則上民

眾的意見比較多支持的是方案二的部分，原因是因為認為主管機關比較易

於管理，也比較容易達到目前希望整頓市容的效果。 

(三)研考會馬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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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議屆時了解投票人（者）大致上的樣貌。（i-Voting 系統後台可先

設定供投票者填寫） 

二、建議將法制程序補充說明資料一提供民眾參閱了解。 

三、後續修法進度應持續公開讓民眾知道。 

(四)張斯綱張議員： 

其實很多國外的案例，包括像在歐洲、我自己看過在德國、在日本，

亞洲的日本正式大選的時候呢，各個候選人就是貼在比如由我們里辦公室

啦，或是說政府設定的看板的放置處，貼一定規格的海報，他是有這樣一

個行之有年的做法。在台灣人比較特別的現象是，政黨初選的階段，政黨

初選的階段不管是議員初選或者是這是任何一個公職人員的選舉，前面都

有一個初選的階段，那初選階段在目前規定說比照選罷法來辦理，包含說

三十塊啦、賄選的一些處理。也就是說你在這個自治條例修正的時候，初

選這件事情，同時納入規範，可是例外罰則。那麼因為我們很多的這個政

黨的民意代表，或參政的同志，都幾乎參加過初選。其實初選對於候選人

來說是一個最難掌握的一個選舉的方式，因為他的海報、看板，他到底是

算一般的商業，還是按照選舉，有時候會被裁罰，會被對手檢舉，然後就

是去拆這個廣告物。所以，在做成這樣的一個修正的法規之前，這個初選

的這個部分也列入思考，讓這個法規以後在執行的時候，比較有他的執行

力，比較順暢，而且參加初選的人也比較知道有法可依，不要跟建管處每

天在玩捉迷藏，或者是說對手檢舉然後就去拆，拆完之後他又去掛，耗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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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力、物力，也浪費很多公民的時間，所以我這邊具體建議是在大致

上，我是蠻贊成這樣的作法，因為這樣可以節省很多選舉的經費，也讓一

些選舉的開支能夠大幅下降，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庶民化，但是在我們修法

的時候，我覺得把初選把他列入，這樣會更周全。 

 

八、承辦單位回應： 

意見我們都會拿來當作 i-Voting 的選項的一個設計，那選項經過票選

以後，我們就往這個方向去修正。 

 

九、主席結論： 

辦理公聽會主要是聽聽市民及與會單位人員各位的意見，這些意見我們

都會納入 i-Voting選項的考量。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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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辦理「徵詢北市競選廣告物加強管理修法意見案」公聽會

文播紀錄 

 

文播人員：游輝淵 

＊文播為現場摘要紀錄，非逐字稿。 

 

一、主辦機關：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二、主持人：陳昭志主任秘書 

三、舉辦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2月 6日（四）10時 0分 

四、舉辦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南區 3樓 S305開標室 

五、主席致詞： 

今天還是要謝謝各位的參與，在開會之前我們還是要宣導一下。因應武

漢肺炎，我們宣導事項就在門口張貼，請大家參閱就好了。因為疫情稍微比

較不是很嚴重，但是大家還是要做好自己，這是開會之前要先宣導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公聽會，主要的議程我大概講一下：9點 40分到 10點是

簽到時間及登記發言，從 10 點以後我們會正式這個會議，當然這是表訂的

時間，10點到 10點 5分主持人說明案由及會場規定，10點 5分到 10點 10

分是由承辦單位稍微報告一下案件的說明及報告，有一個簡略的簡報，10點

10分到 10點 40分就是到場人意見的口述，10點 40分到 10點 55分稍微會

做一個簡易的到場意見的回應，10 點 55 分到 11 點是結論及終結公聽會。

原則上我們是按照這個時間，控制在這個時間來辦理今天這個公聽會的程序。 

其實時間已經超過了，以下的話就由我先說明今天為什麼要開這個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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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案由。這個公聽會主要是要蒐集民眾對臺北市競選廣告物自治條例修正

方向的意見，建管處除了依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出應修改臺北市廣告物

自治條例更嚴格限制競選廣告物的使用的議題，請市民踴躍於該平台提供該

自治條例修正方向的寶貴意見外，為了兼顧不常上網及不習慣上網的民眾需

求，另外辦理實體就是這一次的公聽會，聽取廣大市民的意見。 

接下來有關這次公聽會會場的規則，我在這邊也說明一下。第一點就是

不要吸菸或飲食，請各位把行動電話關閉或者是靜音。第二點，請大家嚴格

遵守就是在他人發言的時候不要提出干擾或是提出質疑，因為我們今天是公

聽會，主要是聽大家的意見。第三點，會議的進行，發言時請用麥克風發言，

這樣便於我們紀錄，於發言前拜託各位先說明單位、姓名，並於發言後提供

發言單。那如果針對這個發言內容有疑義的話，才可以洽詢各位市民，主要

是這個會議紀錄將會以書面的資料為記載的內容，所以發言條是很重要的，

所以各位在發言時簡略重要的說明，如果有詳細的意見，最好我們希望在書

面發言單詳實的敘述。第四點就是說，在時間的控制方面，每位發言的時間

三分鐘，於發言開始的第兩分半鐘，會響鈴一聲提醒，發言結束時響鈴兩聲，

並且拜託各位就要停止發言。如果說有其他的意見，沒辦法一次說完，可以

在發言單中詳細的敘述。第五點，剛剛已經說過，就是說，發言時主要就是

針對這個案件相關事項的陳述意見，重點陳述，如果說發言與書面意見或者

是與先前發言有相同者，就摘要說明，不必重複。當然這個看各位自己的掌

控。第六點就是說，如果限於今天的會議時間，因為我們也不知道今天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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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數有多少，如果無法在現場充分發言者，也歡迎現場提交發言單或者於

2月 11日下午 4點前傳真到 27238933收件人游先生，也歡迎在那個我們本

府裏面有一個公共網路政策參與平台眾開講的專區來提供。也就是說你今天

如果沒有辦法，你覺得說表達了之後還有意見，沒有關係，還是有充裕的時

間，讓各位可以到這個平台上面去做一個敘述。以上。 

那今天接下來的話，先請這個承辦單位先做今天這個公聽會簡要的報告。 

 

六、業務單位報告： 

臺北市政府辦理「徵詢北市競選廣告物加強管理修法意見案」公聽會。

首先是提案的背景，我們就是說每逢選舉期間的時候，競選廣告招牌、海報、

布條、旗幟等等，還有那個照片，充斥了各街區，對景觀的衝擊很大，嚴重

影響美觀。為了有效維護城市景觀、改善市容及兼顧利害關係人的權益，並

促成更公平的選舉，我們就提案修改競選廣告物自治條例。另外，為了蒐集

民意，了解市民對修正競選廣告物自治條例的修正方向，有意見的話是以 i-

Voting的方式來進行，所以我們今天就舉辦了這個公聽會。 

那麼對於競選廣告物自治條例的沿革就自行參考，到 103年的時候就是

最新的版本。到今天可能要來進行修法。那最近修法重點是取消了競選廣告

物需要申請，第二個是將設置處所、形式、尺寸的規定集中於同一條。第三，

修正取締違規競選廣告物執行小組成員，放寬競選廣告競選活動結束後部分

競選廣告物應自行清除之期間，把他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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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透個這個公聽會是要廣納各界的意見，所以我們到時候就是說我們

蒐集到意見後就會形成選項，選項到時候要給各位在 5 月 15 日會上網去公

告給各位去票選。那我們規劃的方向分成四個，第一個是應修改「臺北市競

選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限制候選人能設置競選廣告總數及尺寸，且須登

記其地點並公開上網。第二個是只能設置在公營海報張貼處，限制候選人僅

能在公營張貼處設置一定尺寸範圍內之廣告。第三是修改廣告物自治條例，

取消競選廣告物應該事前申請使得設置之規定。那第四個就是維持現況，就

是現在的規定。 

當然各選項都有些優點，我們這邊再做個說明。第一個是限制總數，他

的優點就是限制競選廣告總數可以維護城市景觀、這樣對景觀的衝擊就會比

較小，限制競選廣告總數可以維護城市景觀、也使設置地點及設置情況公開

透明。缺點就是會過度限制人民自由意識的表達。方案二是設置在公營處設

設一定尺寸的廣告，這個的優點是市容可以較乾淨整齊、行政機關易於管理、

市民亦得以一次獲得多數候選人之資訊。缺點就是，需另覓適合的地點，來

設置公營張貼處，一方面也會排擠公營廣告物的設置。第三案，優點是取消

了競選廣告物應事前申請始得設置之規定。基於服務市民及市容美觀前提，

簡化競選廣告物的申請流程，候選人有最自由、彈性的宣傳權利，有利其宣

傳。缺點就是建管處很難掌握競選廣告物設置情況。第四點就是維持現況這

部分，他的優點就是行政機關將修正競選廣告物自治條例的時間用做其他事

情。缺點就是較為影響市容。這是目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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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票選規劃是，本案現階段規劃四個選項方案，依討論結果修正選項

方案後，就形成了方案後，將修正後選項方案上網供 18 歲及以上臺北市民

於網路投票這樣，投票時間在 109 年 5 月 15 日上午 10 點到 109 年 5 月 24

日下午 4 時。並預定依 i-Voting 投票結果納入自治條例，競選廣告物自治

條例修法方向參考。 

那後續如果還有什麼意見今天的公聽會上無法表達，主持人有宣布我們

可以在網路上這邊去提供。 

最後就是形成了修正方向以後，自治條例除了行政機關提案外，民眾亦

得向相關的行政機關提出建議，惟政府機關於草案擬定後，依法應先將修法

的草案公告預告 60 日，並將民眾於草案公告期間依指定方式所提意見納入

參考後酌予修正草案內容。再將該草案內容簽請本府法規會審議，當然最後

也要到議會去。最後法制說明，當法規會審議亦無修正意見後仍要送請議會

審議。惟議會對於法案的修正內容有最終決定權最後通過之法案內容與民眾

之提案可能會有出入甚至相反之情況。以上。 

 

七、到場人意見表述 

(一)主席： 

好，謝謝承辦單位，剛剛只是針對這一個競選廣告物，擬定的一些初

步方向，主要是 i-Voting 的四個方向，那當然今天還要聽聽與會市民其

他的意見，難得有這次的公聽會的機會，能夠做一個面對面的表達。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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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見的話，可以請大家提出來。目前登記發言的是只有兩個單位提，那

沒關係，如果說等一下還有需要發言的麻煩再繼續登記，沒有關係。第一

位登記的是民政局的代表，是紀小姐。 

(二)民政局紀雅玲： 

好，主席、各位長官、各位代表大家好。民政局代表紀雅玲第一次發

言。我們之前看了那個建管處在 108年 6月 25日有做了修正草案的預告，

裏面第六條的說明二有提到一個部分就是說，違規競選廣告物的執行小組

原本列我們各區公所，當然也有列我們民政局，那因為在 105 年、107 年

原本由區公所執行的違規競選廣告物的範圍，包含鄰里公園及八米以下巷

道，這兩個業務都已經移撥給本府工務局的公園處及新工處來做負責，所

以就在這個修正草案裡面把執行小組裡面的區公所給刪除。但其實民政局

的部分主要是，當時是因為要督導區公所來執行這些違規競選廣告物，那

麼倘若區公所已經在執行小組裡面刪除了，本局是不是依舊有這個必要列

在執行小組裡面？那只是建議一下，希望在修法的時候是不是一併列入來

思考。謝謝。 

【書面意見】 

查本市建管處於 108 年 6 月 25 日刊登市府公報修正「臺北市競選廣

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第 6 條條文說明二：原由區公所負責鄰里公園及八米

以下道路維護工作已分別移撥工務局公園處及新工處權管，故執行小組成

員刪除區公所，為民政局仍列於執行小組，因民政局主要係督導各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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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違規競選廣告物相關工作，各區公所既已不列執行小組，民政局是否

仍有必要列入，請主政機關於修法時併予考量。 

(三)主席： 

好，謝謝民政局紀小姐的發言。那接下來是邱威傑議員辦公室主任許

小姐。 

(四)邱威傑議員辦公室主任許菡芸： 

好，謝謝主席、謝謝各位與會的局處代表，這是邱威傑議員辦公室許

菡芸第一次發言，我彙整議員目前在他的個人粉絲專頁上的一些民眾回饋

意見，因為一些民眾並沒有直接在 i-Voting上面那個意見回饋系統裡面。

原則上民眾的意見比較多支持的是方案二的部分，原因是因為認為主管機

關比較易於管理，也比較容易達到目前希望整頓市容的效果。以上。 

【書面意見】 

未提供書面意見。 

(五)主席： 

好，謝謝。那個我剛剛有稍微先說，今天雖然大家與會的人很多，有

些單位也是來聽聽其他人的意見，那因為我剛剛有說過，就是說這次公聽

會還是很難得的機會。所以，就是說原則上我現在先開放第二輪。請問民

政局還有要再發言嗎？好，趁民政局在發言的時候，那請那個如果有要發

言的人，趕快登記好不好。那請找我們承辦同仁，就在我的右手邊。民政

局有要發言嗎？沒有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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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等一下，我們還是希望大家能夠有意見盡量的發言。 

好，那下一位是研考會的馬小姐。請開始。 

(六)研考會馬明君： 

研考會這邊第一次發言，稍微大概補充一下，就是主要也是提醒，因

為這個案子是透過 i-Voting 這樣的一個機制，所以在機制上的一些程序

上完備的部分我再稍微說明一下。就是因為現在是在討論的階段，第三個

階段，那後續的話就是建管處這邊會就不管是眾開講，線上的一些討論的

一些意見或者是我們今天實體公聽會討論的意見，會再做一個整體的總彙

整跟處理，然後期程預定到上架，給民眾投票的題目跟選項的部分，最後

我只是提醒說，因為現在在 i-Voting 的系統上面，針對那個最後投票的

部分，其實機關可以在後台去做一些設定，就是說我們也希望到時候瞭解

整個投票者大概整體的樣貌是甚麼，所以到時候會請到時候後台設定好，

民眾去投票的時候，可以請他們填取資料，這樣子我們也比較能夠知道說，

到底是哪些人參與這個議題的投票，因為這個部分其實也是外界蠻關注的

一點，那像 i-Voting系統已經有做這樣子的一個功能的一個提供。 

第二個部分就是，剛才就是在簡報上面有提到之後的法制程序的一些

說明，但是目前在網路上公告給民眾，這個簡報的相關資料，似乎只有幾

個選項的優缺點的一個說明，沒有法制程序這一塊，所以是說建議基於資

訊上的公開，要讓民眾了解，所以可能在法制程序的這一塊，也可以再補

充這樣子的資料在網路上去。讓民眾能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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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部分就是，剛剛是提到說，5 月份大概投票完之後會大概有一

個自治條例修法方向上的一個參考，那後續的一個修法的一個進度，包括

還要提到市府的法規會、或市政會議，以及送到議會這邊來做一個審查的

部分，相關的一個執行進度也提醒建管處之後都要在網路上面、i-Voting

系統或相關的網站上面都要去做公告，給民眾知道後續修法的進度。 

主要是做這些提醒。 

【書面意見】 

一、建議屆時了解投票人（者）大致上的樣貌。（i-Voting 系統後台可先

設定供投票者填寫） 

二、建議將法制程序補充說明資料一提供民眾參閱了解。 

三、後續修法進度應持續公開讓民眾知道。 

(七)主席： 

謝謝。我這邊再次重申就是說，因為剛開始我們不知道會參與的人有

多少，那因為今天參與的人比較不多，所以有充分的時間，讓大家做充分

的發言，希望大家能夠把握機會。 

好，那接下來我們請張斯綱張議員，謝謝。 

(八)張斯綱張議員： 

其實很多國外的案例，包括像在歐洲、我自己看過在德國、在日本，

亞洲的日本正式大選的時候呢，各個候選人就是貼在比如由我們里辦公室

啦，或是說政府設定的看板的放置處，貼一定規格的海報，他是有這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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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行之有年的做法。在台灣人比較特別的現象是，政黨初選的階段，政黨

初選的階段不管是議員初選或者是這是任何一個公職人員的選舉，前面都

有一個初選的階段，那初選階段在目前規定說比照選罷法來辦理，包含說

三十塊啦、賄選的一些處理。也就是說你在這個自治條例修正的時候，初

選這件事情，同時納入規範，可是例外罰則。那麼因為我們很多的這個政

黨的民意代表，或參政的同志，都幾乎參加過初選。其實初選對於候選人

來說是一個最難掌握的一個選舉的方式，因為他的海報、看板，他到底是

算一般的商業，還是按照選舉，有時候會被裁罰，會被對手檢舉，然後就

是去拆這個廣告物。所以，在做成這樣的一個修正的法規之前，這個初選

的這個部分也列入思考，讓這個法規以後在執行的時候，比較有他的執行

力，比較順暢，而且參加初選的人也比較知道有法可依，不要跟建管處每

天在玩捉迷藏，或者是說對手檢舉然後就去拆，拆完之後他又去掛，耗費

很多人力、物力，也浪費很多公民的時間，所以我這邊具體建議是在大致

上，我是蠻贊成這樣的作法，因為這樣可以節省很多選舉的經費，也讓一

些選舉的開支能夠大幅下降，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庶民化，但是在我們修法

的時候，我覺得把初選把他列入，這樣會更周全。 

【書面意見】 

未提供書面意見。 

(九)主席： 

謝謝張議員，那接下來我們還是要再徵詢，剛剛發言的還有沒有要再



第 17頁，共 17頁 

發言的？好，沒有。 

我首先要謝謝各位，因為我剛剛也說過了，希望大家有意見都能夠盡

量的表達，那在公聽會沒有表達，如果回去也沒關係，還是有表達的管道。

就是說還是有其他的管道可以表達。那各位的意見我們都會納入這次 i-

Voting的一個參考，我們先做一個這樣簡單的說明。 

接下來我們就請承辦單位簡單的回應一下。 

 

八、承辦單位回應： 

這個意見也很多，比較有建設性的意見我們都會拿來當作 i-Voting 的

選項的一個設計，那選項設計的時候，經過票選以後，我們就往這個方向去

修正，廣納各位的意見，形成選項。 

 

九、主席結論： 

我還是做一個簡單的說明，辦理公聽會主要是聽聽市民及與會單位人員

各位的意見，這些意見我們都會納入 i-Voting 選項的考量。那因為疫情的

關係，就是說可能參與的不是那麼的踴躍，但是還是要特別感謝今天與會的

人員及單位，真的要特別謝謝你們。 

那我們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束，謝謝各位。散會。 

 

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