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公民投票議題之探究

學校: 永平高中

20917 李宜珈

20918  陳品寧

指導老師: 黎倩菱



1、 問題探究

2021年四大公投相關議題牽涉到台灣的能源布局規劃與未來政治走向，

各方意見分岐，究竟這些公投案的題目及選項代表著什麼意涵，通過與否

究竟會讓台灣未來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有什麼樣的影響?

2、 何謂公投

公投：泛指公民透過投票的方式表達個人的意見。根據憲法第17條規定，

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權，因為公民投票法的通過，使人民能更進

一步的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及討論，進而達到更民主的政治理想。臺灣

2003年底立法通過《公民投票法》，並於於2004年1月2日起正式實施，保

障中民國國民實踐公民投票的權利。

投票人資格：需為中華民國國民，且年滿18歲、現居中華民國6個月以上，

並無受監護宣告（禁治產宣告 ）尚未撤銷者。1

1禁治產人是指因精神失常、聾啞或失明的嚴重缺陷，以致無能力管理其人身及財產事務，而

被法院宣告為禁治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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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議題通過門檻依公投法規定需有效同意票達投票人總額的1/4以上。

公投程序如圖一所示:

圖一  公投程序

資料來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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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歷年公投案2

編號 年份 提案人 議案內容 結果

1 2004 陳水扁

台灣人民堅持台海問題應該和平解決。

如果中共不撤除瞄準台灣的飛彈、不放

棄對台灣使用武力，你是不是同意政府

增加購置反飛 彈裝備，強化台灣自我

防衛能力？

2 2004 陳水扁

你是不是同意政府與中共展開協商談

判，推動建立兩岸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

，謀求兩岸的共識與人民的福祉？

3 2008 游錫堃

你是否同意依下列原則制定「政黨不當

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將中國國民黨黨

產還給全民：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的財

產，除黨費、政治獻金及競選補助金外

，均推定為不當取得的財產，應還給人

民。已處分者，應償還價額。

4 2008 王建煊

您是否同意制定法律追究國家領導人

及其部屬，因故意或重大過失之措施，

造成國家嚴重損害之責任，並由立法院

設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政府各部門應全

力配合，不得抗拒，以維全民利益，並

懲處違法失職人員，追償不當所得？

2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中央通訊社報導、立法院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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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8 游錫堃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

取代中華民國，台灣成為國際孤兒。為

強烈表達台灣人民的意志，提升台灣的

國際地位及參與，您是否同意政府以

「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6 2008 蕭萬長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

取代中華民國，台灣成為國際孤兒。為

強烈表達台灣人民的意志，提升台灣的

國際地位及參與，您是否同意政府以

「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7 2018 盧秀燕

你是否同意以「平均每年 至少降低 1%

」之方式 逐 年降低火力發電廠發電

量？

8 2018 林德福

您是否同意確立「停止新 建、擴建任何

燃煤發電廠 或發電機組（包括深澳電

廠擴建）」之能源政策？

9 2018 郝龍斌

你是否同意政府維持 禁 止開放日本福

島 311 核災 相關地區，包括福島與周

遭 4 縣市（茨城、櫪木、 群馬、千葉）等

地區農產 品及食品進口 ？

10 2018 游信義

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 規 定應限定在一

男一女 的 結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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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8 曾獻瑩

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 階段內（國中

及國小）， 教育部及各級學校不應 對

學生實施性別平等教 育法施行細則所

定之同志教育 ？

12 2018 曾獻瑩

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 規定以外 之其

他形式 來 保障同性別二人經營永 久

共同生活的權益？

13 2018 紀政

你是否同意，以「台灣」 （Taiwan）為全

名申 請 參加所有國際運動賽事及

2020 年東京奧運？

14 2018 苗博雅
您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 章保障同性

別二人建立 婚姻關係？

15 2018 王鼎棫

您是否同意，以「性別平 等教育法」明

定在國民教 育各階段內實施性別平 等

教育，且內容應涵蓋 情 感教育、性教

育、同志教 育等課程？

16 2018 黃士修

您是否同意：廢除電業法 第 95 條第 1

項，即廢除 「核能發電設備應於中 華

民國一百十四年以前， 全部停止運轉」

之條文？

4、 2021年12月全國性公投四大議題的緣起
1. 重啟核四：從1999年核四開始動工，期間多次停工又開工，且在2018

年以核養綠的公投案通過，意味著其實多數民眾希望核能和自然能源

能同時存在、發展，全國多數民眾反對政府的反核家園政策，因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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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電力的儲備量不足，且與其他國家相比，備用電力也少許多，核四

的運轉，可以提高貢寮地區的繁榮，以及提供台灣無污染的電，住宅

和企業不在擔憂缺電問題。至於核廢料問題，現在已經有先進技術可

以處理，核廢料也可經處理後變成新能源繼續使用。如果重啟核四不

拖延，兩年內可以放燃料發電，三年內可做完測試後就可商轉。

2. 反萊豬進口：為確保台灣人民能吃得安心且確保大眾的健康自主權。

萊克多巴胺如長時間累積或大量服用是否會對人體有影響，醫學上的

研究還不足以證明，因此這部分仍有爭議。台灣民眾食用豬肉的比例

佔最大宗，在2017年每人的豬肉銷售量就達36.5公斤，且國人不僅吃

豬肉，連內臟或器官都會食用。如果開放含有萊克多巴胺藥劑的豬隻

進口，會因經費、人力不足的問題，造成無法全面控管、把關，且目前

邊境檢測率只有百分之五，難以從源頭管控，售後的流向及進口量更

是難以查明。不論是邊境管制或食品標示都無法做到完善的保障。

3. 公投綁大選：因為過去投票亂象層出不窮且耗費龐大的金額及時間，

便有人提出此議案。若只針對公投議案投票的話，不僅無法提高民眾

的投票意願，結果也可能造成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也就間接造成不符

合直接民主精神的現象。公投綁大選不僅可使政治人物多多回應人民

關注的議題，也使得議題更容易被討論，激起大眾對公投的重視。

4. 珍愛藻礁：桃園大潭鄰近台灣海峽，因潟湖地形及海面風速強的關係

，造成潮差大、腹地小及儲量有限，若在此興建三接天然氣站會有操

作安全上的疑慮及天然氣穩定供應的問題。目前全球暖化所造成的氣

候問題日益嚴重，但因藻礁本身具備固碳功能，可幫助減緩地球暖化

，故有人認為應該要極力保護藻礁。2018年農委會發現在24種造礁藻

類中有19種是世界新種，桃園大潭地區藻礁生態是保育類柴山多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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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珊瑚的最大棲地，是國際瀕危物種紅肉丫髻鮫的生長地，甚至連台

灣白海豚也曾在此出現，由此可知這裡的自然生態價值是不容忽視

的。且藻礁能孕育出海底生物的棲息地，保護於、蝦、蟹的生存空間，

桃園海浪大，藻礁具有消波功能，能大幅削弱海浪的侵襲，政府更應

該要重視這片珍貴生態。

根據上述說明，中央選舉委員會此次收到的四項公投提案分別如下:

(一) 第17案：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商轉發電？

(二) 第18案：你是否同意政府應全面禁止進口含有萊克多巴胺之乙型受體

素豬隻之肉品、內臟及其相關產製品？

(三) 第19案：你是否同意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半年內，若該期間內遇有

全國性選舉時，在符合公民投票法規定之情形下，公民投

票應與該選舉同日舉行？

(四) 第20案：您是否同意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遷離桃園大潭藻礁海岸及

海域？（即北起觀音溪出海口，南至新屋溪出海口之海岸

，及由上述海岸最低潮線往外平行延伸五公里之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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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021年四項公投案

圖片來源: 蘋果日報

5、 正反方論點統整與分析

第一案:重啟核四

提案人黃士修藉由過去美國能源部及NRC對台灣核四的看法及評估抨擊

執政黨及反核團體長期營造一種反核思潮，但卻提不出相關數據及資料證

明核四對台灣社會及人民的危害，他也在提案理由書中提到關於貢寮當地

居民對核四的看法以及核四與深澳燃煤場的經濟效益比較作為認為核四

對台灣社會整體較有益的依據。以下是五場公聽會的內容摘要:

第一場公聽會 11/13

正方:

黃士修指出過去因核

發電所造成的核廢料

皆被放置於蘭嶼，至今

還未移除，已嚴重影響

達悟族人的權益。除此

之外也針對台電核能

反方:

曾文生認為關於廢料

存放問題，政府、廠商

及民眾三方目前尚未

達到共識並提到核四

審查至今仍未全數完

成及台電隱藏核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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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許永輝所提出的

核四重啟不可行之原

因進行辯駁，說明核四

相關機廠設備病如大

家想像的那麼可怕且

核四廠所處的S斷層非

活動斷層，再加上核四

耐震級數佳，跟住宅相

比穩固許多。

全疑慮資訊不透，使人

民無法完全釐清全貌。

第二場公聽會11/18

正方:

黃士修根據民調顯示

支持核四的民眾最在

意空汙、缺電，而反對

核四的則是最在意核

廢料的問題，所以應該

要依據民眾想法去做

相關的施政措施，而非

刻意營造核能很可怕

的風氣，且核能是符合

歐盟綠色投資標準的

能源，執政黨不應該一

昧的反對。

反方:

許永輝指出核四不論

是廠房還是內部設備

安全性都不高，包含廠

房設計、設備安裝不相

容、管線擁擠及通風系

統的防火功能等。且周

遭地質的共鳴效應可

能會導致不同的斷層

相互牽連、影響，進而

造成核四的危害。

第三場公聽會11/24

正方:

黃士修引用綠色公民

行動聯盟的報告數據

指出核四運轉帶來的

反方:

蔡中岳指出自2007至

2014年間在原能會的

監督下測試運轉，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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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遠遠超越其缺點

並透過中央地質研究

所的報告指出其實台

中有許多天然氣接收

站和儲氣槽、輸氣管下

有著多條活動斷層，比

核四還脆弱。

32項不通過，連基本的

安全評估都無法過關

並指出核四附近有2條

重要的斷層，1999年

核四開始興建，因當年

九二一大地震造成車

壟埔斷層錯動並發生

隆起，才發現它是活動

的斷層，因此需要重新

其周遭地質環境，且安

全標準一定要從嚴認

定。

第四場公聽會12/2

正方:

黃士修以2013年台電

對美商奇異賠償案的

結果說明核四內部的

設施及器材安全且利

用2013年中央地調所

出版的報告佐證核四

所處的S斷層屬於非活

動斷層，不會有地質安

全的疑慮以及透過綠

色公民行動聯盟的報

告分析燃煤及核四之

間的優劣勢，並說明用

核四發電所能節省的

反方:

苗博雅指出台電於

2007-2014所提出的

187份測試報告中仍有

32份不被原能會通過，

說明核四目前不符合

安全要求並透過經濟

部及台電的核四興建

計畫預算評估，認為興

建核四不僅要再花鉅

額的資金又不一定或

的保障，造成人民的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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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及獲得的電量。

第五場公聽會12/11

正方:

黃士修認為核廢料可

做成循環經濟，提供再

生能源，且2019年核

能就被歐盟提出符合

永續投資標準。最後再

次呼籲核四公投若沒

過，中央政府就不能會

處理這些核廢料，用通

過核四來逼迫政府面

對核廢料問題。

反方:

邱威傑認為因核四地

質調查次數不多，光靠

以前的調查是不足以

得知核四的安全性。並

指出1991年的環評報

告，並無經過環保署審

核，只由原能會片面通

過。最後認為核廢料沒

有城市願意接收，故其

存放問題難以改善。

第二案:反萊豬進口

提案人林為洲利用以下幾點作為提案理由:

1. 藉由106年中央畜產會的報告顯示我國食用豬肉相關產品明顯高於

其他肉類，且目前國際間提出有關萊克多巴胺藥劑的實驗數據樣本

不足已證明其對人體健康無害。

2. 認為當初政府在提出此議案時並沒有讓資訊透明公開，使人民並無

清楚了解議案內容。

3. 政府目前提出的保護措施是標籤標示，恐耗費大量人力，且邊境稱

檢率不高，被質疑無法從源頭控管豬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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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五場公聽會的內容摘要:

第一場公聽會 11/13

正方:

林為洲就目前國人飲

食習慣來看，豬肉佔最

大比例，若政府沒辦法

提出完善的配套措施

及從源頭控管的話可

能會對國人健康造成

很大的危害。希望政府

不要為了選票、支持度

而拿人民的健康作交

換籌碼。最後也提出若

對於國內產業影響較

小的可進口，影響大的

則堅拒進口，應選擇對

國家有利的在開放，而

非全面進口。

反方:

陳吉仲指出關於豬肉

相關產品皆有做出完

善的配套措施，商品也

皆有標示產地來源國

家。且萊劑的含量是有

遵守國際規範，不會對

健康造成太大的危害。

最後也呼籲大眾應謹

慎思考在做出明知的

抉擇，因為這是關乎台

灣邁向國際金貿組織

的重大議題。

第二場公聽會11/18

正方:

趙少康認為如不標示

萊豬，會連帶影響其餘

的美豬銷量。並說明萊

劑是種副交感神經興

奮劑，對孕婦、高血壓

患者、心臟病會者或是

有心血管慢性病的人

都有很大的影響。

反方:

李淳說明從馬英九總

統到蔡英文總統時期

科學風險評估的研究

都指出台灣是可以採

用國際標準，卻因公投

案可能導致不符國際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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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公聽會11/24

正方:

林麗蟬指出政府連最

基本的含有萊劑標示

都標示不明確，人民和

政府機關無法好好監

督且是要如何向人民

的健康做保證?也呼籲

若想保護自身健康就

須投同意票。

反方:

王美花依據目前國人

食用豬肉種類的比例

來看，近九成皆是台灣

豬，且市面上的豬隻皆

有清楚標示其產地來

源，以便民眾選擇。

第四場公聽會12/2

正方:

蘇偉碩根據我國研究

指出萊劑會造成豬隻

中毒，且2010年美國

農業部跟一個農業大

學共同研究出的論文

指出餵食萊劑的豬隻

增加攻擊性。

反方:

姜至剛利用相關數據

得出平均每人每天吃

到萊劑的量是0.3克，

且豬隻身體裡的劑量

吃到人體幾乎是沒有

反應的，說明萊劑對人

體危害其實不大。

第五場公聽會12/11

正方:

王鴻薇指出政府自宣

布此項抉擇前沒有舉

辦任何一場公聽會、專

家會議，也沒有向豬農

及立法院報告，而是於

去年美國大選前直接

宣布，資訊不公開使得

人民不清楚事情全貌

反方:

林應然以自身行醫經

驗說明自己40年以來

都是使用乙型受體素

來治療氣喘問題，以此

佐證此藥物對人提並

沒有太大的危害並根

據聯合國國際食品法

典委員會所訂定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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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為政府不該將人

民的身體健康當作貿

易外交的籌碼。

品含萊克多巴胺容許

量數據指出，依照正常

的飲食息慣，不過量食

用，萊克多巴胺其實沒

有致癌風險，可以代謝

不像鉛有累積中毒的

問題。認為進口萊豬不

是食安問題，而是貿易

跟國際外交問題。

第三案:公投綁大選

提案人江啟臣針對以下幾點說明公投綁大選的意義：

1. 提高投票率，讓公投能過關，提高民主正當性。

2. 大幅降低行政成本，初估公投若單獨辦理約需8.57億元，若與九合

一大選一併辦理僅需1.45億元。

3. 促進多元討論且讓政治人物無從閃躲，必須回應民眾直接關注的議

提。

以下是五場公聽會的內容摘要:

第一場公聽會 11/13

正方:

江啟臣指出憲法提到

應提高人民參與投票

反方:

陳宗彥認為選舉及公

投兩者性質及探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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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願，而公投綁大選

是可以達成此目標，也

提醒執政黨不要交公

投綁大選是為投票秩

序混亂的原因，因檢討

相關選務工作問題。

向不一致，不應該混為

一談，且若同時進行的

話會造成投票現場的

混亂，有損投票正當

性。

第二場公聽會11/18

正方:

羅智強認為公民綁大

選能有效地節省政府

選務開銷，以2018年

為例，中選會說如果單

獨辦公投就要花費八

億五千萬，而合併辦大

選只要一億四千萬。

反方:

徐國勇指出過去國民

黨所提出的鳥籠公投

門檻太高導致人民的

聲音無法被聽見，故民

進黨才會提出公投綁

大選，但2017年民進

黨修法大大降低門檻

標準，使人民能更自由

的發表意見，故公投綁

大選的必要性也隨之

減少。

第三場公聽會11/24

正方:

鍾沛君指出2018年投

票混亂的狀況是因為

中選會的選務工作安

排不完善而非因為公

投綁大選所造成的，也

提及公投綁大選不只

省經費還省時間，是個

反方:

莊瑞雄認為國民黨說

詞從過去到現在一直

反反覆覆，誤導民眾判

斷，並2018年公投綁

大選為例說明當時民

眾只在乎是誰執政並

不關心公投議題，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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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贏的做法。 時投票狀況混亂，有失

公正性。

第四場公聽會12/2

正方:

包正豪認為公投綁大

選可以節省政府經費，

讓錢運用在更有意義

的地方，並說明造成投

票亂象應該檢討行政

辦事問題而非投票制

度問題。

反方:

洪偉勝認為公投與大

選因性質不同且若綁

在一起會造成民眾無

法有效率且充分的好

好討論公投內容，並做

出正確理性的判斷。

第五場公聽會12/11

正方:

楊植斗指出2018高雄

曾辦過地方性公投，但

因沒有議題及政治人

物表態，根本沒有人討

論導致投票率只有6%

，該議題更沒被充分討

論，說明若單舉辦公投

，成效不彰，又以這次

公投為例，民眾並沒有

強烈的的討論意願，且

投票前仍有很多人對

於公投的4個題目還不

清楚，也不確定要不去

投票，說明其實單一舉

辦公投並沒有有效的

反方:

管碧玲認為反對公投

綁大選是為了雙贏，一

方面不會出現選舉現

場混亂的情況，以

2018年公投綁大選為

例，當時邊開票邊投票

的狀況，導致有部分候

選人對選舉結果不滿

意。若未來綁大選，依

然不斷出現這種情況，

對政治安定來說將會

是很大的挑戰。二方面

是希望公投不會被選

舉所覆蓋，並指出從過

去投票率來看，公投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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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讓民眾充分討論

及了解議案的成效。

大選每一次都因題目

的緣故造成投票率高

高低低，但最高投票率

也僅有55%。

第四案:珍愛藻礁

提案人潘忠政針對以下幾點說明保護藻礁的意義：

1. 大潭藻礁歷7000多年才形成，是全球最獨特的藻礁地景及生態系，

且藻礁具固碳功能，可以減緩地球暖化。

2. 大潭風浪大，安全操作天數短，腹地狹小儲存量有限，免強設站不利

天然氣穩定供應。

3. 大潭位於海嘯溢淹範圍潛勢區域，中油三接緊鄰4個工業區，一旦發

生事故，極易波及周邊工廠。

4. 大片延伸至外海的藻礁，是大型軍艦無法直接靠岸的天然屏障。

5. 中油三接鄰近野生動物保護區，開發難以避免騷擾，虐待甚至宰殺

當地物種。

以下是五場公聽會的內容摘要:

第一場公聽會 11/13 正方: 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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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憲政認為這次的公

投有很大的程序問題

及資訊不公開的疑慮，

導致民眾不清楚全貌，

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

王美花說明因許多工

廠回台設廠，所以大幅

增加用電需求，故需盡

快施行電廠興建，以避

缺電問題日益嚴重。

第二場公聽會11/18

正方:

蔡雅瀅認為三接興建

位置具有高度的危險

性，且除了三接之外其

實政府有積極在規畫

其他接收站的擴充及

興建，故將三接停止不

僅不會危害生態，也不

會有天然氣接收不足

的問題產稱。

反方:

趙家緯認為非核減煤

是目前全台灣的環保

目標，並指出若三接停

擺會造成非核減煤的

願景較不易達成，更會

持擴大燃煤所產生的

危害，所以呼籲大家一

定要支持三接興建案，

投下不同意票。

第三場公聽會11/24

正方:

林惠真根據三接興建

案工程報告書的資料

分析，不僅工程中的棧

橋興建會影響海面下

的生物及其棲息環境，

未來電廠出水口附近

的海水溫度也會因此

升高，就間接提升全球

暖化的問題 並說明若

此區的水質因工程而

反方:

詹順貴根據開發建商

所提出的相關告指出

核四興建外推案已是

達到減碳、解決空汙、

維護藻礁及經濟效益

以上條件兼具下最好

的執行方案，並表示根

據外推案的工程報告

書顯示最珍貴的藻礁

區域(G1、G2)上已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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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汙染、破壞，勢必

也會連帶影響到本島

河川的品質，造成漁獲

量短缺的問題。

任何工程興建。

第四場公聽會12/2

正方:

劉月梅指出開發單位

再提出三接計畫案的

同時也提出藻礁復育

案，間接說明三接計畫

案其實是會破壞藻礁

並指出藻礁生長須歷

經千年以上而桃園大

潭地區的藻礁規模是

國外所不及的，故希望

將其珍貴的生態資源

留傳給下一代。

反方:

謝志誠用20年前高鐵

規劃及台南官田水雉

保育問題的成功案例

說明三接與藻礁可以

共存也指出若將三接

遷至台北港，需埋輸氣

管至大潭，途中將會嚴

重破壞藻礁。

第五場公聽會12/11

正方:

潘忠政以國際海洋組

織及中研院生物多樣

性中心研究員-陳昭倫

對此處生態的肯定，說

明桃園大潭地區的藻

礁生態是相當珍貴的

也藉由學者莊秉潔的

論述(觀塘是三接最差

場址)說明三接興建案

反方:

洪申翰指出其實三接

開發案於馬總統執政

時期就已開始，從當時

的計畫開發面積-232

公頃縮減至現在的23

公頃，已大幅降低對當

地藻礁破壞的比例，且

關於正方所提到的珍

貴生態區也早已避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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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另擇其他地點。 並保留並利用數據指

出若三接興建案如期

完工後大約可減少500

萬噸的煤炭燃燒，達到

改善中南部空氣品質

問題的效果。

6、 民調分析的變化與預測3

圖三 重啟核四議案的同意比例由48.9%下滑至45.8%、不同意比例由

39.6%上升至46.6%，出現翻轉了。

3資料來源:ETtoday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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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反萊豬進口議案的同意比例由57.8%下滑至57.7%、不同意比例由

33.7%上升至35.1%，趨勢穩定、雙方的差距並無太大變化。

圖五 公投綁大選議案的同意比例由56.2%下滑至53.0%、不同意比例由

34.2%上升至40.9%，正方領先幅度與11月初相比有明顯的縮減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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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珍愛藻礁議案的同意比例由50.1%上升至51.3%、不同意比例由

35.8%下滑至34.3%，雖然同意比例有過半，但因不知道或沒意見者高達

14.3%，故仍無法從圖中清楚判斷趨勢。

根據上述的說明、觀察圖表及蒐集並分析相關文獻資料，我們於12/17預

測本次公投結果會是:

1.重啟核四- 通過

2.反對萊豬進口- 通過

3.公投綁大選- 不通過

4.珍愛藻礁- 一半一半，並沒有很精確的答案

7、 最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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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四大公投結果

資料來源:端傳媒

由圖七可知四項公投議案的結果皆為不通過，與我們先前的預測有些出入

，且投票率不到一半，反應其實民眾沒有太大的參與意願，藉此我們查詢

了造成此結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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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公投結果區域分析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

由圖八可知其實大部分縣市四個議題皆為通過，但為甚麼結果是四個否

決?經由資料蒐集與分析，我們列出以下幾點:

1.參與投票意願不高-有民眾認為因天氣太冷，出門投票不僅要吹風還要

在投票區等待一段時間。甚至有人指出這次的公投案早已成為兩黨之間的

對決，認為既然這樣直接餐與日後的總統大選就好。

2.縣市人數問題-由圖六可觀察到雖然大部分縣市皆投通過，但因其縣市

人口數不多(如連江縣、金門縣等)再加上大部分北漂青年族群這次都返鄉

投票，導致原本應是人口最多的雙北市並沒有直接影響決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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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投票結果的定義不同-一般來說投票應是針對議案內容做討論，但這

次的投票結果指出有部分選民會隨著對該縣市政府、市長甚至是執政黨的

喜愛程度做為投票依據。

8、 結論及心得反思

這次的公投全民討論度都很高，我們也因此聽到身邊其他人對這次公投的看法，也聽到

不論是朋友、父母、同學對公投的想法，和大家討論，分享自己的意見。在聽完每場公聽

會，經由仔細的分析後，就會更了解正反方的論述和想法，更全面的了解第十七到二十

案的公投，用更多面向的角度來判斷，而不是只單方面聽取新聞媒體不完整甚至是錯誤

的資訊，我們從中可以自己決定和判斷哪些是正確或是錯誤的資訊。且聽完完整的公聽

會後，更能清楚的感受到正反方的內容充實度或是說服力的影響，有些會給出實際了例

證，或給出明確的科學研究和報告，就會讓我開始對這整個議題更加關注，或者是想繼

續探究下去，而有些就是不斷地批評政黨而不是針對這個議題本身，整段就一直圍繞在

批評與自己意見相左的另一方，很明顯能感受出哪方的論證更能站得住腳。要把所有

的內容統整出一個有條理的資訊，要花費很多的時間和心力，我認為最耗時的就是看完

整場公聽會，邊把正反方所說的紀錄下來又要化減成條列式，還有因為公投的議題太多

相關報導，剛開始會不知道要從何下手，且很多新聞報導，幾乎都是依照政黨的正反方

來說明公投，會比較像政治操作，而不是真正為了國家的未來而做討論，公投最後的結

果也很出乎我的預料，跟我一開始的猜想很不一樣，民調也跟最終結果有些差距，雖然

我們的年齡還無法投公投票，但已經對公投有大致了解，且未來有機會再投公投時也能

更冷靜分析個議題間的問題與利弊，畢竟這是與我們未來很相關的事情，如果每個人都

對政治冷感，不想參與政治的任何事，那在未來的幾十年生活就會有影響，甚至影響到

下一代，自己希望的未來就要自己爭取，而不是到了以後才在後悔當初的決定，所以我

認為公投攸關著大家的生活及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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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投結果對於未來臺灣的影響

這次的四項公投議題最終結果皆為不通過，這樣的結果不單單僅體現在四

項公投議題，更代表著目前社會政治局面及民眾心態。根據風傳媒新聞報

導指出有許多縣市其投票結果與當地執政黨意見相左，且民眾會根據當地

執政黨的行政辦事能力優劣去做投票依據，並不全然是針對台灣未來發展

規劃做評估及考量，這會導致公投不光是施行直接民主的管道，更是為執

政黨打分數的手段，然而這次的結果也大大打擊了藍營士氣、增加綠營的

信心。但也有民眾認為這次的公投已淪為綠藍兩黨的交戰，有失公投的真

正意義及目的，對此有學者推測這樣的局勢會造成民眾對藍綠兩黨的不信

任感增加，進而轉去支持其他小黨。這都意味著此次公投基本上可以視為

是未來2024總統大選前的一項執政考核，這樣將台灣發展作為黨與黨之

間的交戰理由及籌碼，是否有點過於不當，是值得全體人民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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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news/story/12539/5955932

7.The NewsLens。2021年12月12日取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60132

8.經理人。2021年12月14日取自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64150

9.Yahoo新聞。2021年12月12日取自https://reurl.cc/yedjD8

10.Yahoo新聞。2021年12月2日取自https://reurl.cc/EZxMVa

11.Yahoo新聞。2021年11月24日取自https://reurl.cc/zW3j5V

12.今日新聞。2021年11月18日取自

https://www.nownews.com/news/5445677

13.聯合新聞網。2021年12月8日取自

https://udn.com/news/amp/story/12539/5946579

14.中央選舉委員會。2021年1月8日取自

https://web.cec.gov.tw/referendum/hearing/110rmedia

15.報導者。2021年12月19日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2021-referendum-result

16.端傳媒。2021年12月18日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1218-notes-taiwan-referendum-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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