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選舉委員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6 日
發文字號：中選務字第 1103150545 號

主旨：公告第 10 屆立法委員（臺北市第 5 選舉區）林昶佐罷免案
之投票日期、投票起、止時間、罷免理由書、答辯書、罷
免活動期間之起、止日期及每日罷免活動之起、止時間等
事項。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項、第 85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投票日期、起止時間及地點：
(一)投票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9 日（星期日）
。
(二)投票時間：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
(三)投票地點：臺北市第 5 選舉區各投票所。
二、罷免理由書：
提議人之領銜人鄭大平先生提出之罷免理由書如下：
提出罷免第10屆立法委員（臺北市第5選舉區）林
昶佐一案，茲依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6條之規定，
列舉罷免理由如下：
(一)林昶佐在立法院投票反對公開《3+11 會議紀錄》，不顧
萬華選民追求疫情破口真相的民意，配合民進黨黨團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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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黑箱決策。
(二)林昶佐在立法院投票反對修正《學校衛生法》
，反對禁止
使用含乙型受體素(瘦肉精)、基因改造生鮮及加工食材
進入校園。讓瘦肉精進入校園、學生吃萊豬，影響學生
健康。
(三)林昶佐擔任二二八基金會董事期間，十五次會議僅出席
一次，讓受害者家屬蒙羞。
(四)林昶佐身為立法委員應為中正萬華民眾喉舌、監督預
算，卻討好執政黨，迎接衛福部長陳時中下車，立法委
員的監督立場與尊嚴蕩然無存。
(五)林昶佐公開高喊台獨，身為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無視國家
主權及憲法。
三、答辯書：
被罷免人第 10 屆立法委員（臺北市第 5 選舉區）林昶佐提
出之答辯書如下：
為鄭大平先生提出罷免本人第10屆立法委員（臺北
市第5選舉區）立法委員職務一案，茲依據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84條之規定，提出答辯如下：
(一)支持釐清 3+11 真相，並未反對調查、隱匿真相
1.立法院國民黨團、民進黨團、台灣民眾黨團、時代力量
黨團早已於 2021 年 6 月 18 日取得共識並決議，明確要
求行政院就「3+11」決策釐清過程，在 3 個月內成立調
查小組，提出書面調查報告。且行政院亦於 2021 年 9 月
17 日向立法院送交「國籍航空機組員隔離「3+11」決策
過程專案報告」
，再於 9 月 24 日送交「補充報告」
。本人
完全支持此項決議，也支持釐清真相。
2.行政院交送調查報告後，立法委員本於職責，應質詢行
政院長蘇貞昌院長，以釐清調查報告是否有錯誤甚至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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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真相之處。故立法院於 2021 年 9 月 17 日，排定蘇貞
昌院長赴立法院口頭報告並接受立法委員質詢，但遭部
分國民黨人士杯葛。9 月 24 日再度赴立法院，再次遭到
杯葛，立法委員無法提出質詢。本人始終認為應透過質
詢嚴格監督政府，完全未參與杯葛，並無領銜人所謂反
對調查、隱匿真相之情事。
(二)校園供膳一律本土豬，並未讓學生吃萊豬
教育部早於 2020 年 12 月 23 日即與全國 3368 所國中小
已全面換約，校園供膳一律採用國產在地優良肉品，無
須另外修正《學校衛生法》
。且根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建置之「豬肉儀表板」
，截至 2021 年 12 月 6 日止，
進口豬肉中並無任何瘦肉精檢出。故校園供膳廠商依合
約無法供應萊豬，國內亦無進口萊豬可供應，並無領銜
人所謂讓學生吃萊豬之情事。
(三)致力追求真相，不重視受害者家屬並非事實
1.2007 年，本人在二二八紀念基金會盛情邀約下出任董
事，但曾據實稟明因工作多在國外難以參與固定會議，
但只要人在台灣皆盡量參與基金會活動。本人雖在 2009
年卸任，但直到目前，本人仍常受邀參與基金會相關活
動，互動良好。
2.本人於 2007 年 9 月至 2009 年 6 月止擔任二二八紀念基
金會董事，與 2016 年 2 月起至今擔任之立法委員兩者並
無直接關連。擔任立法委員期間，本人出席率質詢率近
乎 100%，六度受到國會評鑑為優秀立委，從未懈怠。
3.本人就任立法委員後，提案並通過《政治檔案條例》
，促
使許多政治檔案重見天日，受害者家屬得以追尋真相，
撫平心中的創傷。本人也與受害者家屬團體合作，提出
《威權統治時期不當沒收財產返還條例》
，將過去遭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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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之財產返還受害者或其家屬，為本屆立法院首位提
出專法的立法委員。領銜人所謂不重視受害者家屬並非
事實。
(四)嚴格監督預算、確實把關施政，未監督預算放棄立場並
非事實
本人今年 7 月與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參加同一活動，基
於人際互動禮節，對陳時中部長僅禮貌性點頭致意。自
2016 年就任立法委員以來，皆嚴格監督預算，為人民荷
包把關，一共為人民省下 146.9 億的預算。立委就任以
來質詢監督官員 563 次，內容涵蓋托育、減稅、長照、
公共住宅、都市更新、社會福利、以及外交、國防、人
權等，為民喉舌，爭取人民權益。質詢監督內容具體而
理性，2021 年獲得所有公民團體評鑑為全國第一名立
委。領銜人所謂未監督預算，放棄立法委員監督立場並
非事實。
(五)堅決捍衛國家主權，無視國家主權非事實
近年中國軍機繞台不斷，更曾單日創下 39 架次的新高記
錄，威脅台灣安全甚鉅。本人於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中，
支持潛艦國造、F16V 戰機、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MQ-9B
海上衛士無人機等新式武器，捍衛國防安全。
然而目前為立法院預算會期，部分國民黨人士自 11 月
30 日起至今無端停審國防部 111 年度預算，致使多項國
防預算延宕，危及各項軍事裝備採購及戰力提升。本人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從未參與杯葛預算，領銜人所謂無
視國家主權絕非事實。
(六)林昶佐防疫紓困、振興萬華最積極
1.2021 年 5 月至 7 月受疫情影響指揮中心發佈三級警戒，
期間處理防疫、紓困、病患緊急服務等達 903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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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保障人民健康安全，防止疫情持續擴散，成功爭取疫
情高風險區追加疫苗 111,300 劑。
3.成功爭取農委會批發市場紓困專案，使 1056 個市場攤商
家庭受惠。
4.成功爭取經濟部加碼振興萬華專案，跨部會超過千萬預
算支持中正萬華商圈市場振興活動。
(七)林昶佐國會問政第一
1.民間團體公民監督國會聯盟肯定，六度獲選為優秀立
委，更在公民評鑑中獲得全立法院第一。
2.美國總統拜登國際性的民主峰會，林昶佐是亞洲唯一受
邀的國會議員。更多次接受了美國、法國、英國等許多
外媒的專訪，大力將中正萬華的美好形象推到國際。
3.立委就任以來為嚴格把關預算人民省下 146.9 億，為人
民看緊荷包。
4.立委就任以來積極問政，提出 249 個法案、質詢發言 563
次。內容涵蓋托育、減稅、長照、公共住宅、都市更新、
社會福利、以及外交、國防、人權等。
5.為保障人民居住權，提案並通過提高社會住宅弱勢保障
比例。
6.為防止資訊科技遭濫用，提案提高外流私密影片刑責並
加強保護受害人。
7.為防止跟蹤騷擾行為，立法制訂《跟蹤騷擾防制法》
，遏
止跟騷並加強保護受害人。
8.要求財政部檢討《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細則》中基本
生活費定義，成功為 149 萬個家庭減稅。
(八)林昶佐在地建設最用心
上任五年多來，我們解決無數長年未被重視的在地問
題，地方服務與建設等案件累計高達 6198 件，礙於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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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全部列出，在此謹就部分重點條列如下：
1.荒地活化
中華路二段 75 巷廢墟變綠地
中華路二段 81 巷廢墟變綠地
忠孝東路二段 41 號廢墟變綠地
臨沂街 29 巷廢墟變綠地
銅山街 4 號廢墟變停車場
金山南路一段 79 巷廢墟變停車場
杭州南路一段 105 巷廢墟變停車場
臨沂街 61 巷廢墟變綠地
中華路二段九號基地部分轉為綠地及停車場停車使用
（進行中）
中華路二段與中華路 484 巷交叉口廢墟變停車場，目前
為社會住宅預定地
德昌街與西園路二段 281 巷交叉口廢墟變綠地
環河南路二段 250 巷及環河南路 250 巷 25 弄交叉口變社
會住宅
艋舺大道及西藏路交叉口石敢當廟租借台鐵用地作為改
建前中繼
和平西路三段及和平西路三段 88 巷交叉口綠地增設兒童
遊具
漢中街 45 號佔用國有地變西門旅遊服務中心（進行中）
華西街 29 巷 24 號遭佔用土地改為美化空地
延平南路與愛國西路交叉口空地改綠地（進行中）
濟南路二段 40 號變綠地
忠孝東路二段與新生南路一段交叉口台鐵舊房舍變綠地
（進行中）
萬大路 90 巷 1 號廢棄榮民宿舍變萬華稅捐稽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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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化環境
柳鄉里全里電桿地下化
富民里西昌街整段電桿地下化
菜園里西園路一段內電桿地下化
寶興街 210 巷內電桿地下化
寶興街 71 號前電桿地下化
寶興街 65 巷內電桿地下化
長泰街尾段電桿地下化
東園街 66 巷內電桿地下化
中華路二段 416 巷電桿地下化
康定路 172 巷口電線雜亂整平
西園路一段 220 巷 50 號電線雜亂整平
萬大路 614 號前電線雜亂整平
連雲街 47 巷廢墟拆除
連雲街 26 巷 20 號台鐵局廢棄宿舍預計 110 年年底拆除
3.行路安全
延平南路 38 號前變電箱遷移
寶興街 71 號前電箱遷移
中華路二段 416 巷人行道兩處變電箱遷移
華江國民小學變電箱移置供停車道分流
齊東公園變電箱地下化，目前台電施工中
林森南路（仁愛路到信義路段）水溝蓋更新，預計 111
年 3 月底前完工
和平西路三段 382 巷 12 弄 14 號前人孔蓋遷移
西園路二段 227-1 號至德昌街 178 號人行道及溝體更新
貴陽街二段 82 巷 31 號旁路面及溝體更新
南昌路與寧波西街交叉口增設有聲號誌，預計 111 年上
半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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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街綠地地磚、電箱、UBIKE 更新，全案將於 111 年 5
月完工
金山南路與杭州南路 1 段 77 巷牆面死角改造，預計 111
年完工
台北植物園照明設施改善
萬華車站附近地層下陷修繕
地下街 Y8 出入口燈光改善
東園街 14 巷 18 號監視器安裝
東園國小幼稚園增設家長接送區
北車行李中心周邊人行步道設施改善
環南市場停車場入口的分隔島加裝反射警示板
萬華車站前康定路 S 路型截彎取直，並增設紅綠燈、人
行道
4.居住品質
貴陽街二段 40 巷 2 號前之中華電信人孔蓋噪音
貴陽街二段 96 巷 24 號中華電信孔蓋噪音
青島東路 47 號台銀球場改善噪音問題
長泰街 231 巷 1 號與 3 號側共 3 座水溝老舊更新
仁愛路二段 87 號解決擾民怪聲
華江整宅更新配電箱外盒
華江整宅糖廍部分增設止滑梯
台糖大理停車場改建公宅後保留停車場及公共空間給里
民
環河南路加油站改於白天卸油，避免影響周遭住戶安寧
廣州街 209 巷內電箱維護更換
漢中街 113 號外供電與高壓改善
阻止台電於艋舺大道逕蓋大型變電所
華江整宅電力設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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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人官邸設置 UBIKE
直興市場改建
環河福德宮廣場設施改善
5.古蹟保存
杭州北路「台灣音樂館」古蹟保存
黎玉璽故居古蹟保存
南菜園古蹟保存
公賣局古蹟保存
青山宮地層下陷修補補助
潮州街 7、9 號台大宿舍古蹟修復，目前積極招商規劃中
忠孝東路二段 1 號審計部廢棄建築物活化規劃中
2021 年 5 月起疫情衝擊台灣，萬華地區首當其衝。許多醫
療院所能量超載，眾多重症患者無法就醫，家人急著求助，
夜裡一通一通電話來，團隊都第一時間全力聯繫安排，陪
伴這些家庭；許多弱勢家庭生計出了問題，團隊盡其所能
協調超過千份物資與便當，讓他們能夠度過難關；團隊總
計協調兩萬個 N95 口罩、護目鏡、防護衣等醫療物資，讓
中正萬華在地醫療人員有充分保護，也確保中正萬華的民
眾有足夠的醫療服務。還有太多工作無法在有限篇幅中詳
細向大家報告。
罷免案的起始就是在這段疫情期間，他們說林昶佐沒做
事，他們又說林昶佐看不到人，他們甚至說林昶佐不管中
正萬華。我不斷思考要不要花時間說明，但接到一通一通
打來求助的電話，看到一份又一份擺在我面前待解決的緊
急案件，我知道時間不容許我為自己辯護。
政治人物必須要在重要時刻擔起責任，即便要承擔被誤解
的風險，也應該要做出對的決定。疫情趨緩後，行程中遇
到先前緊急送醫病患的親屬，我也知道她的家人已不幸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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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對她我一直深感抱歉；但她只是用力握住我的手，看
著我說「非常謝謝，你要加油」
。這一句加油的溫度透過手
傳到了我內心深處。我不為個人，但如果有心人士想藉機
操弄是非、為個人政治目的來操作罷免，不惜讓社會虛耗，
這對中正萬華不公平，也不利於台灣未來的發展。
誠懇拜託鄉親繼續支持昶佐，一月九日投下「不同意」罷
免票，讓我們能繼續為中正萬華、為台灣來勇敢打拚，謝
謝大家。
四、罷免活動期間之起、止日期及每日罷免活動之起、止時間：
(一)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30 日至 111 年 1 月 8 日。
(二)時間：每日上午 7 時至下午 10 時。
主任委員

李 進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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