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名

場次

及電視臺

第7案(盧秀燕領銜) 第8案(林德福領銜) 第9案(郝龍斌領銜) 第10案(游信義領銜) 第11案(曾獻瑩領銜) 第12案(曾獻瑩領銜) 第13案(紀政領銜) 第14案(苗博雅領銜) 第15案(王鼎棫領銜) 第16案(黃士修領銜)

第一場次

電視臺：民視

107年11月3日(六)

08：30-09：30

主持：劉嘉薇委員

正方：盧秀燕

反方：曾文生

107年11月3日(六)

10：00-11：00

主持：劉嘉薇委員

正方：林德福

反方：曾文生

107年11月3日(六)

11：30-12：30

主持：劉嘉薇委員

正方：郝龍斌

反方：陳吉仲

107年11月3日(六)

14：30-15：30

主持：劉嘉薇委員

正方：游信義

反方：行政院未派員，爰由反方辦事

處報名時間序位第1之許秀雯辦事處推

薦代表簡至潔。

107年11月3日(六)

16：00-17：00

主持：劉嘉薇委員

正方：曾獻瑩

反方：行政院未派員，爰由反方辦事

處報名時間序位第1之簡至潔辦事處推

薦代表莊喬汝。

107年11月4日(日)

08：30-09：30

主持：周志宏委員

正方：曾品傑

反方：行政院未派員，爰由反方辦事

處報名時間序位第1之潘天慶辦事處

推薦代表許秀雯。

107年11月4日(日)

10：00-11：00

主持：周志宏委員

正方：朱孟庠

反方：行政院未派員。

107年11月4日(日)

11：30-12：30

主持：周志宏委員

正方：段宜康

反方：行政院未派員，爰由張

安慈辦事處推薦代表曾品傑。

107年11月4日(日)

14：30-15：30

主持：周志宏委員

正方：王鼎棫

反方：行政院未派員，爰由張安慈

辦事處推薦代表曾獻瑩。

107年11月4日(日)

16：00-17：00

主持：周志宏委員

正方：廖彥朋

反方：曾文生

第二場次

電視臺：台視

107年11月5日(一)

09：30-10：30

主持：林慈玲委員

正方：江啟臣

反方：林全能

107年11月5日(一)

11：00-12：00

主持：林慈玲委員

正方：陳學聖

反方：胡耀祖

107年11月5日(一)

14：00-15：00

主持：林慈玲委員

正方：吳志揚

反方：姜至剛

107年11月5日(一)

15：30-16：30

主持：林慈玲委員

正方：許牧彥

反方：行政院未派員，由反方辦事處

報名時間序位第2之賓錦揚辦事處推薦

代表，惟該辦事處逾期未推薦人選，

視為放棄。

又經本會重複依序邀請，由許秀雯辦

事處推薦代表陳思豪。

107年11月6日(二)

09：30-10：30

主持：許惠峰委員

正方：楊郡慈

反方：行政院未派員，由反方辦事處

報名時間序位第2之賓錦揚辦事處推薦

代表，惟該辦事處逾期未推薦人選，

視為放棄。

又經本會重複依序邀請，由簡至潔辦

事處推薦代表許秀雯。

107年11月6日(二)

11：00-12：00

主持：許惠峰委員

正方：裘佩恩

反方：行政院未派員，由反方辦事處

報名時間序位第2之賓錦揚辦事處推

薦代表，惟該辦事處逾期未推薦人選

，視為放棄。

又經本會重複依序邀請，由潘天慶辦

事處推薦代表潘天慶。

107年11月7日(三)

09：30-10：30

主持：許惠峰委員

正方：楊忠和

反方：行政院未派員。

107年11月7日(三)

11：00-12：00

主持：許惠峰委員

正方：陳思豪

反方：行政院未派員，爰由張

安慈辦事處推薦代表許牧彥。

107年11月7日(三)

14：00-15：00

主持：許惠峰委員

正方：翁麗淑

反方：行政院未派員，爰由張安慈

辦事處推薦代表郭大衛。

107年11月7日(三)

15：30-16：30

主持：許惠峰委員

正方：黃士修

反方：徐光蓉

第三場次

電視臺：中視

107年11月8日(四)

09：00-10：00

主持：劉嘉薇委員

正方：柯志恩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

107年11月8日(四)

11：00-12：00

主持：劉嘉薇委員

正方：曾銘宗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

107年11月8日(四)

15：00-16：00

主持：林瓊珠委員

正方：王育敏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爰由黃士

修辦事處推薦代表黃士修。

107年11月8日(四)

17：00-18：00

主持：林瓊珠委員

正方：裘佩恩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由反方辦事處

報名時間序位第3之簡月貞辦事處推薦

代表，惟該辦事處逾期未推薦人選，

視為放棄。

又經本會重複依序邀請，由許秀雯辦

事處推薦代表許秀雯。

107年11月9日(五)

09：00-10：00

主持：張淑中委員

正方：郭大衛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由反方辦事處

報名時間序位第3之簡月貞辦事處推薦

代表，惟該辦事處逾期未推薦人選，

視為放棄。

又經本會重複依序邀請，由簡至潔辦

事處推薦代表簡至潔。

107年11月9日(五)

11：00-12：00

主持：張淑中委員

正方：孫繼正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由反方辦事處

報名時間序位第3之簡月貞辦事處推

薦代表，惟該辦事處逾期未推薦人選

，視為放棄。

又經本會重複依序邀請，由潘天慶辦

事處推薦代表陳明彥。

107年11月9日(五)

15：00-16：00

主持：劉嘉薇委員

正方：劉敬文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

107年11月9日(五)

17：00-18：00

主持：劉嘉薇委員

正方：吳少喬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爰由張

安慈辦事處推薦代表裘佩恩。

107年11月12日(一)

09：00-10：00

主持：江大樹委員

正方：鄒宗翰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爰由張安慈

辦事處推薦代表楊郡慈。

107年11月12日(一)

11：00-12：00

主持：江大樹委員

正方：黃士修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爰由崔愫欣

辦事處推薦代表洪申翰。

第四場次

電視臺：公視

107年11月14日(三)

09：30-10：30

主持：林偕得委員

正方：王鴻薇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

107年11月14日(三)

11：00-12：00

主持：林偕得委員

正方：謝立功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

107年11月14日(三)

14：00-15：00

主持：林偕得委員

正方：賴士葆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爰由黃士

修辦事處推薦代表劉志偉。

107年11月14日(三)

15：30-16：30

主持：林偕得委員

正方：郭大衛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爰由反方辦事

處報名時間序位第1之許秀雯辦事處推

薦代表潘天慶。

107年11月15日(四)

09：30-10：30

主持：張淑中委員

正方：楊郡慈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爰由反方辦事

處報名時間序位第1之簡至潔辦事處推

薦代表陳明彥。

107年11月15日(四)

11：00-12：00

主持：張淑中委員

正方：曾品傑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爰由反方辦事

處報名時間序位第1之潘天慶辦事處

推薦代表陳思豪。

107年11月15日(四)

14：00-15：00

主持：林偕得委員

正方：黃居正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

107年11月15日(四)

15：30-16：30

主持：林偕得委員

正方：黃國昌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爰由張

安慈辦事處推薦代表曾品傑。

107年11月16日(五)

09：30-10：30

主持：林瓊珠委員

正方：顏正芳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爰由張安慈

辦事處推薦代表曾獻瑩。

107年11月16日(五)

11：00-12：00

主持：林瓊珠委員

正方：廖彥朋

反方：立法院未派員，爰由崔愫欣

辦事處推薦代表黃國昌。

第五場次

電視臺：華視

107年11月19日(一)

09：30-10：30

主持：江大樹委員

正方：唐德明

反方：無反方辦事處推薦代表

107年11月19日(一)

11：00-12：00

主持：江大樹委員

正方：黃子哲

反方：無反方辦事處推薦代表

107年11月19日(一)

14：00-15：00

主持：江大樹委員

正方：陳宜民

反方：廖彥朋(黃士修辦事處)

107年11月19日(一)

15：30-16：30

主持：江大樹委員

正方：游信義

反方：3反方辦事處報名，抽籤結果為

賓錦揚辦事處推薦代表吳子申，但賓

錦揚辦事處放棄，由許秀雯辦事處推

薦代表莊喬汝。

107年11月20日(二)

09：30-10：30

主持：林瓊珠委員

正方：曾獻瑩

反方：3反方辦事處報名，抽籤結果為

賓錦揚辦事處推薦代表吳子申，但賓

錦揚辦事處放棄，由簡至潔辦事處推

薦代表許秀雯。

107年11月20日(二)

11：00-12：00

主持：林瓊珠委員

正方：曾獻瑩

反方：3反方辦事處報名，抽籤結果

為簡月貞辦事處推薦代表林金燦，但

簡月貞辦事處放棄，由潘天慶辦事處

推薦代表潘天慶。

107年11月21日(三)

09：30-10：30

主持：蔡佳泓委員

正方：陳永興

反方：無反方辦事處推薦代表

107年11月21日(三)

11：00-12：00

主持：蔡佳泓委員

正方：苗博雅

反方：游信義(張安慈辦事處)

107年11月21日(三)

14：00-15：00

主持：蔡佳泓委員

正方：范雲

反方：楊郡慈(張安慈反方辦事處)

107年11月21日(三)

15：30-16：30

主持：蔡佳泓委員

正方：黃士修

反方：李根政 (崔愫欣辦事處)

107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意見發表會

民視：新北市林口區信義路99號1樓

臺視：台北市八德路三段10號1樓

中視：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1樓

公視：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75巷50號

華視：台北市光復南路116巷7號

備註：立法院或行政院未推薦人選時，其名額均保留給依公投法第20條經許可設立辦事處之反對意見者，本會依反方辦事處報名順序逐一邀請推薦人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