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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區 號次 相    片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第

２

選

舉

區

（

大

同

區

、

士

林

區

38

里

）

1
何
志
偉

71
年
5
月
14
日

男 美
國

民
主
進
步
黨

美國南加州大學公共行政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博士生

第九屆立法委員

第十一、十二屆台北市議員

民進黨第十四、十五屆中常委

民進黨第十六屆中評委

拚經濟　顧台灣

水岸拚經濟：讓水岸美麗、活化水岸。水岸邊的社區就會再次發展進步。

　　　　　　推動社子島碼頭為國家級滑水訓練基地。

　　　　　　後港三腳渡碼頭為龍舟文化園區。

　　　　　　開放水岸、加強與水岸連結。檢討目前水岸空間運用。

廟口拚經濟：�善用地方優勢，讓廟口熱鬧起來。加強宗教觀光行銷一廟口一商圈。行政

院成立專責宗教觀光推動小組。

　　　　　　推動大同區為宗教觀光示範區。

老社區拚經濟：�老社區有滿滿的人情味，有特殊的聚落經濟。讓商圈把地方帶動起來。

讓老社區有新風貌。

　　　　　　　�推動商圈補助計劃。針對舊產業部落加以輔導。讓歷史產業部落可以脫

胎換骨。國發會地方創生計劃納入六都傳統社區。

長照拚經濟：正視全面高齡化社會。擴大長照服務對象及方式。

　　　　　　�中醫納入長照。結合鄰里系統成立長照據點。推動長照社區型不老健身

房。

2
郭
啟
源

62
年
10
月
14
日

男
新
北
市

中
華
統
一
促
進
黨

懷生國中畢業 中華統一促進黨道玄黨部主委

和平統一

台灣安全

人民發財

3
巫
超
勝

35
年
6
月
29
日

男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宗
教
聯
盟

成功中學

中華民國廣播節目節目主持人、採訪

記者

現任台北市北元協會理事長

1.教孝下一代

2.服務各宗教

3.0～6歲國家扶養

4.提高重陽敬老金5000元

5.巫超勝和宗教聯盟打造的共同政見─

　（一）再次開放寺廟補辦登記及專爐專燒，讓信眾們有合法宗教信仰場所。

　（二）帶動政府建立宗教救災救難資源整合平台，讓媽媽們不擔心。

　（三）�監督政府反毒反愛滋，不當教育退出校園，守護下一代，讓父母們免煩惱。

　（四）回復勞工週休二日，讓家人有工作，有休息，顧健康，發大財。

　（五）�積極推動開放家傭政策及外勞與本勞薪資脫勾，工作無後顧，專心拚經濟。

　（六）終結教改亂象，參酌聯考精神，提高教材統一性，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七）推動修法，總統應向立法院做國情報告，落實人民對總統知的權利。

　（八）修訂宗教團體法令，讓宗教團體健全永續，來自四方、回饋大眾。

　（九）要求落實國家誠信，適度回復軍公教退休權益，守護軍公教職業尊嚴。

4
陳
民
乾

50
年
2
月
26
日

男
臺
北
市

一
邊
一
國
行
動
黨

淡水工商專校

自營計程車行

社子里長候選人第8至12屆

第12屆市議員民進黨初選

第9屆北市第2選區立法委員候選人

107年北市長擬參選人

紳士協會理事、社子分會創會長

社子國小家長會長

凱校國家領導發展策略班

日蓮正宗善淨院典禮組司儀

文化大學地政代書班結業

一邊一國行動黨顧問

社子義警顧問

市公車處駕駛

1.老農津貼10000元，老人年金6000元，政府補助友善病房看護（老人）

2.育兒津貼10000元（幼兒）

3.政府補助學貸零利率，幫助年輕學子安心就學從容就業（青年）

4.週休二日勞資協商，含派遣工基本工資30000元，本外勞工資脫鉤（勞工）

5.堅持台灣國民身分證，反對中國台灣身分證（國家）

6.正名制憲，內閣制，三權分立。廢止公投不能綁大選（憲法）

7.司改陪審制，建立司法官退場機制（司法）

8.歸還住民原墾地，並追討不義國產（公義）

9.降低菸稅。吸菸有礙健康，應設公共吸煙室（人權）

10.廢除違法函釋，合理稅賦入法；檢討統籌分配款（稅改）

11.主張終止ECFA。（ECFA第16條）

12.主張平反阿扁案。

13.堅持依法不依人、公平正義的台灣終生志工。

5
孫
大
千

58
年
8
月
28
日

男
臺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工業、焊

接與系統工程博士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國際關係

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學

士

第五屆、第六屆、第七屆、第八屆立

法委員

立法院外交及僑務委員會召集委員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財政組顧問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財金法律學系專任

教授

全國商業總會區塊鍊研究所所長

打一場「最少花費」的選戰，用實際的行動來落實政治改革。

善用大同區的文化底蘊，重現文風鼎盛的燦爛風華。

整合士林區的觀光資源，加速推動社子島開發計劃。

實現「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6
熊
嘉
玲

58
年
11
月
7
日

女
臺
北
市

合
一
行
動
聯
盟

國立台灣大學復健醫學系學士

美國紐約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碩士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理事

長期照護專業協會委員

遠雄U未來社區委員

社區物理治療師

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第２選舉區（大同區、士林區38里）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109年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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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

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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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方法及投票應注意事項
一、投票時間：中華民國109年1月11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一)�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89年1月11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

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即民國108年9月11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
109年1月10日繼續居住者，有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
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108年11月8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
者，無選舉投票權。】

　　(二)�原住民選出之立法委員，其選舉人須符合於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
民」身分者為限。

　　(三)臺北市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區：

選舉區 臺北市行政區(里) 應選名額

第1選舉區

北投區、
士林區─�天母里、三玉里、天福里、天祿里、天壽里、天山里、

天和里、天玉里、德行里、德華里、忠誠里、蘭雅里、
蘭興里等13里。

1人

第2選舉區

大同區、
士林區─�仁勇里、義信里、福林里、福德里、福志里、舊佳里、

福佳里、後港里、福中里、前港里、百齡里、承德里、
福華里、明勝里、福順里、富光里、葫蘆里、葫東里、
社子里、社新里、社園里、永倫里、福安里、富洲里、
岩山里、名山里、聖山里、芝山里、東山里、永福里、
公館里、新安里、陽明里、菁山里、平等里、溪山里、
翠山里、臨溪里等38里。

1人

第3選舉區

中山區、
松山區─�精忠里、東光里、龍田里、東昌里、東勢里、中華里、

民有里、民福里、松基里、莊敬里、東榮里、新益里、
新東里、介壽里、三民里、富錦里、富泰里、自強里、
鵬程里、安平里等20里。

1人

第4選舉區 內湖區、南港區 1人

第5選舉區

萬華區、
中正區─�南門里、新營里、龍福里、南福里、愛國里、廈安里、

忠勤里、永功里、永昌里、龍興里、龍光里、黎明里、
光復里、建國里、東門里、幸福里、梅花里、幸市里、
文北里、文祥里、三愛里等21里。

1人

第6選舉區 大安區 1人

第7選舉區

信義區、
松山區─�慈祐里、吉祥里、新聚里、復盛里、中正里、中崙里、

美仁里、吉仁里、敦化里、復源里、復建里、復勢里、
福成里等13里。

1人

第8選舉區
文山區、
中正區─�水源里、富水里、文盛里、林興里、河堤里、螢圃里、

網溪里、板溪里、頂東里、螢雪里等10里。
1人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一)�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依自由地區直轄市、縣

市七十三人、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
選出之。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七十三人（即區域選舉）每縣市至少一人，全國並劃分為七十三
個選舉區，每個選舉區選出一名立法委員。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分別以全
國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為選舉區，由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之選舉人選出。全國
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由選舉人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並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
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

　　(二)�選舉人至投票所可領取二張立法委員選舉票，一張為直轄市、縣（市）立法委員選舉票（即區
域）或原住民（平地或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票，圈選一名候選人；另一張為全國不分區及
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票（即政黨票），圈選一個政黨。

　　(三)投開票地點：投開票所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四)�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

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選舉人，請儘早於投票日前
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投票日當天
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五)�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
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六)�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或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九十三條之一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七)�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八)�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九)�在投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
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十)�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

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ㄧ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
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十一)�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
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四、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一)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二)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立法委員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五、選舉票顏色
　　(一)區域選舉票為淺黃色。
　　(二)�平地原住民選舉票為淺藍色，另「平地原住民」選舉票右上角應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

圓圈內加印紅色之「平地原住民」字樣。
　　(三)�山地原住民選舉票為淺綠色，另「山地原住民」選舉票右上角應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

圓圈內加印紅色之「山地原住民」字樣。
　　(四)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票為白色。
六、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圈選二政黨或二人以上。
　　(二)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三)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政黨或何人。
　　(四)圈後加以塗改。
　　(五)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六)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七)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政黨或何人。
　　(八)不加圈完全空白。
　　(九)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
而查獲得票數逾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但書之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
件給與獎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查獲得票數逾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二條第四項第二款之立法院立
法委員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新臺幣一千萬元；查獲上開候選人或候選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五
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或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設立競選辦事處之負責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新臺幣一百萬元；查獲上
開以外之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臺幣五十萬元；查獲預備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各款獎金二
分之一；於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第10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臺北市公辦政見發表會
　第10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臺北市公辦政見發表會，各選舉區皆採一輪式辦理，每位候選人發言時間為15
分鐘。各參加政見發表會之候選人發言時段依抽籤號次順序排定如下，各時段候選人發言順序則於政見發
表會辦理當日現場抽定，播出頻道為臺北市公用頻道(有線電視系統第3頻道)，請各選舉人踴躍收視（如有
變動，由臺北市選舉委員會另行公告）：

◆候選人公辦政見發表會時間如下：

選舉區 辦理日期 發言時段 候選人號次、姓名(依號次順序)

第1選舉區
(北投區、士林區13里)

109.01.04
(星期六)

第1時段 14：05-15：08 ①王郁揚�②吳思瑤�③李婉鈺�④孫士堅�

第2時段 15：09-15：40 ⑤賴宗育�⑥方��儉

第2選舉區
(大同區、士林區38里)

109.01.04
(星期六)

第1時段 15：45-16：33 ③巫超勝�④陳民乾�⑥熊嘉玲�

第3選舉區
(中山區、松山區20里)

109.01.04
(星期六)

第1時段 16：40-17：45 ①何景榮�②吳怡農�③田方宇�④蔣萬安

第4選舉區
(內湖區、南港區)

109.01.04
(星期六)

第1時段 17：50-18：54 ①郭正典�②李彥秀�③文祥志�④錢一凡

第2時段 18：55-19：26 ⑤高嘉瑜�⑥蕭蒼澤�

第5選舉區
(萬華區、中正區21里)

109.01.05
(星期日)

第1時段 14：05-15：08 ①楊烱煌�②徐立信�④盧憲孚�⑤邱一峰

第2時段 15：09-15：40 ⑥林昶佐�⑧周慶峻

第6選舉區
(大安區)

109.01.05
(星期日)

第1時段 15：45-16：48 ①沈宜璇�②楊攸凱�③林奕華�⑤羅世晧

第2時段 16：49-17：52 ⑥謝佩芬�⑦黃典本�⑧孟藹倫�⑨張余健�

第7選舉區
(信義區、松山區13里)

109.01.05
(星期日)

第1時段 18：00-19：05 ②蔡宜芳�③費鴻泰�④許淑華�⑤蘇伊文

第8選舉區
(文山區、中正區10里)

109.01.05
(星期日)

第1時段 19：10-20：13 ①蕭曉玲�②華珮君�③彭子軒�⑤阮昭雄

第2時段 20：14-20：45 ⑦顏銘緯�⑨張幸松

因部分投開票所異動，

請詳閱您的投開票所地址，

以節省時間。

抓賄選，

一機一相、

一袋一千五百萬。

檢舉賄選專線0800-024-099
臺北地檢署關心您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號次

相
片
欄

相片

姓
名
欄

姓名

推
薦
政
黨
欄

政黨名稱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
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
舉票，選舉票「蓋章」
或「按指印」，無效。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號次

政
黨
標
章
欄

政黨標章

政
黨
名
稱
欄

政黨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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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臺北市第2選舉區(大同區、士林區38里)投票所、開票所一覽表
大　同　區

投開票
所編號

設 置 地 點 詳 細 地 址
所轄選舉人
里　鄰　別

所轄原住民
選舉人里鄰別

213 忠孝國中課程研討室 西寧北路32號 玉泉里1-6

214 忠孝國中父母成長教室 西寧北路32號 玉泉里7-15 玉泉里全里

215 建成國中川堂(一) 長安西路37-1號 建明里1-5、19-26

216 建成國中川堂(二) 長安西路37-1號
建明里6、8、9、
11、13、14

217 普濟寺 華陰街100號
建明里7、10、
12、15-18

建明里全里

218 日新國小會議室 太原路151號
建功里1、3、
5-7、10、12、15

219 日新國小1年1班教室 太原路151號
建功里2、4、9、
11、13、14、22

建功里全里

220 日新國小1年2班教室 太原路151號 建功里8、16-21

221 建成國中家長會辦公室 長安西路37-1號 建泰里1-6、9 建泰里全里

222 建成國中雕刻教室 長安西路37-1號
建泰里7、8、10-
13、18

223 建成國中版畫教室 長安西路37-1號 建泰里14-17、19

224 忠孝國中活動中心(東側) 西寧北路32號 永樂里1-6

225 忠孝國中活動中心(西側) 西寧北路32號 永樂里7-12

226 忠孝國中圖書館 西寧北路32號 永樂里13-19 永樂里全里

227 忠孝國中川堂 西寧北路32號 永樂里20-25

228 皇家季節酒店(後方停車場) 南京西路326號 朝陽里1-3、5、6

229 福興宮 南京西路167巷33號
朝陽里4、7-9、
11、15

230 有記名茶 重慶北路2段64巷26號
朝陽里10、12-14、
16、17

朝陽里全里

231 日新國小1年3班教室 太原路151號 星明里1-6

232 日新國小1年4班教室 太原路151號 星明里7-11

233 日新國小1年5班教室 太原路151號 星明里12-15

234 日新國小1年6班教室 太原路151號 星明里16-21 星明里全里

235 民宅(承德路2段63巷4號) 承德路2段63巷4號 光能里1、7-9、11

236 北玄宮(籌備室) 赤峰街53巷10號 光能里2、4-6

237 北玄宮 赤峰街53巷11號
光能里3、13、
14、17、18

光能里全里

238 民宅(赤峰街8巷16號) 赤峰街8巷16號
光能里10、12、
15、16、19

239 永樂國小B103教室 延平北路2段266號 大有里1、15-19

240 永樂國小B105教室 延平北路2段266號 大有里2-7、9 大有里全里

241 永樂國小B107教室 延平北路2段266號 大有里8、10-14

242 台北市至善堂 保安街49巷16號 延平里1、6、10-13

243 延平區民活動中心 保安街47之1號3樓 延平里2、14-18 延平里全里

244 太平國小122教室(2年1班) 延平北路2段239號 延平里3-5、7-9

245
成淵高中學生活動中心1樓前場
地

承德路2段235號 雙連里1、3-6 雙連里全里

246 成淵高中勵志樓高一1教室 承德路2段235號 雙連里7-10

247 成淵高中勵志樓高一2教室 承德路2段235號 雙連里14-18

248 雙連區民活動中心 萬全街42號
雙連里2、11-13、
32

249 雙蓮國小117教室 錦西街51號 雙連里19-22

250 雙蓮國小116教室 錦西街51號 雙連里23-26

251 雙蓮國小112教室 錦西街51號 雙連里27-31

252 永樂國小A103教室 延平北路2段266號 南芳里1、12-16

253 太平國小114教室(1年1班) 延平北路2段239號 南芳里2-6 南芳里全里

254 太平國小118教室(1年3班) 延平北路2段239號 南芳里7-11

255 雙蓮國小514教室 錦西街51號 民權里1-6 民權里全里

256 雙蓮國小513教室 錦西街51號 民權里7-12

257 雙蓮國小512教室 錦西街51號 民權里13-16、18

258 雙蓮國小511教室 錦西街51號 民權里17、19-25

259 臺北橋區民活動中心 迪化街1段374號2樓 景星里1、6、11-15

260 大橋72 迪化街2段72號 景星里2-5、7-10 景星里全里

261 大橋國小515辦公室 重慶北路3段2號 隆和里1-9

262 大橋國小聯誼室 重慶北路3段2號 隆和里10-19 隆和里全里

263 大同國小111教室 大龍街51號 蓬萊里1-5

264 大同國小112教室 大龍街51號 蓬萊里6-11 蓬萊里全里

265 大同國小113教室 大龍街51號 蓬萊里12-16

266 大同國小115教室 大龍街51號 蓬萊里17-22

267 廣信府 昌吉街131巷1號 國順里1-4、12-15 國順里全里

268 國順里里民活動場所 迪化街2段163號 國順里5-11

269 大橋國小音樂教室 重慶北路3段2號 國慶里1-8 國慶里全里

270 大橋國小健康中心 重慶北路3段2號 國慶里9-12

271 大橋國小配膳室 重慶北路3段2號 國慶里13-18

272 揚雅里民活動場所北側 重慶北路3段113巷30弄1號 揚雅里1-5

273 揚雅里民活動場所南側 重慶北路3段113巷30弄1號 揚雅里6-11

274 日日昌小公寓 昌吉街61巷45號 揚雅里12-16 揚雅里全里

275 大同國小117教室 大龍街51號 斯文里1-5、14

276 斯文里民活動場所 大龍街91巷27號 斯文里6-8、10-13 斯文里全里

277 達伸汽車有限公司 民族西路128號 斯文里9、18-21

278 高心靈廣場 承德路3段105號 斯文里15-17

279
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行政大樓1樓
大廳(一)

酒泉街235號 鄰江里1、3-5、11

280
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行政大樓1樓
大廳(二)

酒泉街235號 鄰江里2、22-26

281 福圓宮 民族西路303巷5弄3號 鄰江里6-10、13

282 王氏太原堂(車庫)
迪化街2段243巷2號(由重慶北路
3段252巷20號對面-後門進入)

鄰江里12、14、
15、20、27-29

283 王氏太原堂(中庭) 迪化街2段243巷2號 鄰江里16-19、21 鄰江里全里

284 蘭州國中校友家長會 大龍街187巷1號 至聖里1-6 至聖里全里

285 蘭州國中資源教室1 大龍街187巷1號 至聖里7-11

大　同　區
投開票
所編號

設 置 地 點 詳 細 地 址
所轄選舉人
里　鄰　別

所轄原住民
選舉人里鄰別

286 蘭州國中資源教室2 大龍街187巷1號 至聖里12-17

287 蘭州國中視聽階梯教室 大龍街187巷1號 至聖里18-23

288 蘭州國中延平校區1年1班 大龍街187巷1號 至聖里24-28

289 蘭州國中延平校區多功能教室 大龍街187巷1號 至聖里29-33

290 啟聰學校北202教室 重慶北路3段320號
老師里1-3、5、
18、19

291 啟聰學校北204教室 重慶北路3段320號 老師里6-10、20

292 老師區民活動中心 敦煌路臨160之2號
老師里11、13-15、
17

293 慶昌區民活動中心 敦煌路臨151之1號
老師里4、12、
16、21、22

老師里全里

294 重慶國中9年10班教室 敦煌路19號 重慶里1-5、11、12

295 重慶國中7年9班教室 敦煌路19號
重慶里6、9、10、
14

296 重慶國中8年8班教室 敦煌路19號
重慶里7、13、
15、16

重慶里全里

297 重慶國中防災教室 敦煌路19號 重慶里8、17-23

298 大龍國小交通安全教室 哈密街47號 保安里1-6

299 大龍國小社會教室(四) 哈密街47號 保安里7-12 保安里全里

300 大龍國小威龍教室 哈密街47號 保安里13-17

士　林　區
301 臺北市士林公民會館(101室) 大東路75號 仁勇里1-7

302 臺北市士林公民會館(103室) 大東路75號 仁勇里8-11 仁勇里全里

303 臺北市士林公民會館(202室) 大東路75號 仁勇里12-17

304 百齡高中702教室 承德路4段177號 義信里1-7 義信里全里

305 百齡高中704教室 承德路4段177號 義信里8-14

306 泰北高中松鐸207教室 福林路240號 福林里1-7 福林里全里

307 福林區民活動中心(小教室) 中正路187巷26號 福林里8-12、17-18

308 福林區民活動中心(大教室) 中正路187巷26號 福林里13-16

309 士林國中7年7班教室 中正路345號 福德里1-3、5-7

310 士林國中補救教學教室 中正路345號 福德里9-15

311 士林國中7年9班教室 中正路345號 福德里18、20

312 士林國中7年8班教室 中正路345號
福德里4、8、16-
17、19

福德里全里

313 福林國小1年1班教室 福志路75號 福志里1-5 福志里全里

314 福林國小1年5班教室 福志路75號 福志里6-10

315 福林國小3年1班教室 福志路75號 福志里11-16

316 福林國小2年1班教室 福志路75號 福志里17-20

317 福林國小2年4班教室 福志路75號 福志里21-24

318 舊佳區民活動中心
中山北路5段773之1號(福林橋
下)

舊佳里1-5、8

319 士林國小1年1班教室 大東路165號
舊佳里6-7、9、21-
22

舊佳里全里

320 士林國小1年5班教室 大東路165號 舊佳里15-20

321 基督教士林浸信會 中山北路5段751巷9號1樓 舊佳里10-14

322
士林天主堂(從文林路455號進
入)

中正路264號 福佳里1-6、9

323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士林稽徵所 美崙街43號
福佳里7-8、10-
11、13、17-18

324 士林國中童軍教室 中正路345號
福佳里12、14-16、
19-20

325 文昌區民活動中心 文昌路166之1號(文昌橋南側) 福佳里21-25 福佳里全里

326 士林高商力行樓120教室 士商路150號 福佳里26

327 陽明高中烹飪教室(藝采樓) 中正路510號 後港里1-5

328 陽明高中預備教室(勤學樓) 中正路510號 後港里6-9、26

329
陽明高中大會議室西側(勤學
樓)

中正路510號 後港里10-13

330
陽明高中大會議室東側(勤學
樓)

中正路510號 後港里14-17

331 陽明高中預備教室(向陽樓) 中正路510號 後港里18-21

332 陽明高中預備教室(立志樓) 中正路510號 後港里22-25 後港里全里

333
百齡國小106教室(請由前門進
入)

福港街205號 福中里1-6

334
百齡國小107教室(請由前門進
入)

福港街205號 福中里7-9、13-14
福中里全里、前港
里山地原住民全里

335
百齡國小108教室(請由前門進
入)

福港街205號 福中里10-12

336 百齡國小109教室(從前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福中里15-19

337
百齡國小103教室(請由後、側
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前港里1-3、6、14

338
百齡國小104教室(請由後、側
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前港里4-5、7-8、
10、15

前港里平地原住民
全里

339
百齡國小105教室(請由後、側
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前港里9、11-13、
16

340
百齡國小211教室(請由前港街
側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百齡里1-6

341
百齡國小210教室(請由前港街
側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百齡里7-9、12-
15、17

342
百齡國小101教室(請由前港街
側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百齡里10-11、16、
18、24、27

343
百齡國小102教室(請由前港街
側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百齡里19-23、25-
26

百齡里全里

344 劍潭國小1年丙班教室 通河街16號 承德里1-6

345 劍潭國小1年乙班教室 通河街16號 承德里7-12

346 劍潭國小1年甲班教室 通河街16號 承德里13-16 承德里全里

347 劍潭國小2年丙班教室 通河街16號 承德里17-21

348 劍潭國小5年甲班教室 通河街16號 福華里1-4、6-8 福華里全里

349 劍潭國小5年乙班教室 通河街16號 福華里9-14

350 士林幼兒園(白兔班) 通河街179巷2號 福華里5、15-22

351 士林幼兒園(松鼠班) 通河街179巷2號 福華里23-28

352 劍潭國小2年乙班教室 通河街16號 明勝里1-5 明勝里全里

353 劍潭國小2年甲班教室 通河街16號 明勝里6-12

354 承德區民活動中心 承德路4段5-1號(承德橋下) 明勝里13-18

355 葫蘆堵福德宮 延平北路5段臨2-2號 福順里1-5、17 福順里全里

356 張姓民宅(車庫) 重慶北路4段49巷16號 福順里6-9、11

357 臺北市立圖書館葫蘆堵分館 延平北路5段136巷1號樓梯間 福順里1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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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富光區民活動中心 延平北路5段1巷40號 富光里1、4-7、10 富光里全里

359 延平國宅中庭空地 延平北路5段1巷40號
富光里2-3、8-9、
11-12

360 海光宮左廂 葫蘆街87號
富光里13-15、22-
25

361 海光宮正殿 葫蘆街87號 富光里16-21

362 葫蘆國小103教室 環河北路3段95號 葫蘆里1-5 葫蘆里全里

363 葫蘆國小104教室 環河北路3段95號 葫蘆里6-11

364 葫蘆國小105教室 環河北路3段95號 葫蘆里13-17

365 葫蘆國小106教室 環河北路3段95號 葫蘆里12、18-21

366 葫蘆國小會議室 環河北路3段95號 葫蘆里22-28

367 葫東區民活動中心(左) 中正路589號(重陽橋下) 葫東里1、4、5、8 葫東里全里

368 葫東區民活動中心(右) 中正路589號(重陽橋下) 葫東里9-13

369 陽信商業銀行(社子分行) 延平北路5段260號 葫東里2-3、6-7

370 社子里里民活動場所 社中街70號 社子里1-3、6-7 社子里全里

371 社福宮活動中心前側 社中街210巷31號 社子里4、5、8-10

372 社福宮活動中心中側 社中街210巷31號 社子里12-18

373 社福宮活動中心後側 社中街210巷31號 社子里11、19-23

374 永新區民活動中心 中正路632-1號（重陽橋下）
社新里1-2、5-6、
16、29

社新里全里

375 臺北社子共和宮 社子街117號
社新里11-12、17-
18、21-22

376 社子國小1年8班教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社新里3-4、7-9

377 社子國小1年級辦公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社新里13-15、19

378 社子國小1年7班教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社新里10、20、
23、28

379 社子國小1年6班教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社新里24-27

380 社子公園閱覽室 永平街20巷37弄17號
社園里1-2、7、
9、11

381 社子公園長青會館
永平街20巷37弄10號對面社子公
園內

社園里4-6、8、15

382 社子國小配膳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社園里3、14、23-
26

383 陽信銀行社中分行 社中街220號
社園里10、12-13、
20、22

384 慈暉幼兒園 永平街46巷3弄9號 社園里16-19、21 社園里全里

385 社子國小1年5班教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永倫里1-5

386 社子國小1年4班教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永倫里7-11 永倫里全里

387 社子國小1年3班教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永倫里6、12、
13、16

388 社子國小1年2班教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永倫里14-15、17、
19、23

389 社子國小1年1班教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永倫里18、20、
21、22

390 福安國中文化走廊 延平北路7段250號 福安里1-4

391 福安國中社區化活動教室 延平北路7段250號 福安里5-8 福安里全里

392 福安國中家政教室 延平北路7段250號 福安里9-12

393 富安國小113教室 延平北路8段135號 富洲里1-5 富洲里全里

394 富安國小112教室 延平北路8段135號 富洲里14-17

395 富安國小大禮堂 延平北路8段135號 富洲里6-9

396 中洲區民活動中心 延平北路9段80號 富洲里10-13

397 雨聲國小大象班教室 至誠路1段62巷70號
岩山里1-4、6、
8、13

岩山里全里

398 雨聲國小企鵝班教室 至誠路1段62巷70號
岩山里7、9-12、
14-16

399 芝山岩區民活動中心 雨聲街68號
名山里1、10-11、
18、25

400 雨農國小1年1班教室 忠義街1號 名山里2-6

401 雨農國小1年2班教室 忠義街1號 名山里7-9、12-13

402 雨農國小1年3班教室 忠義街1號 名山里14-17、19

403 雨農國小1年4班教室 忠義街1號 名山里20-24 名山里全里

404 雨農國小樂活教室 忠義街1號 聖山里1-7、16 聖山里全里

405 雨農國小書法教室(2樓) 忠義街1號 聖山里8-15

406 雨農國小2年1班教室(2樓) 忠義街1號 聖山里17-22

407 芝山國小蘋果班 德行東路285號 芝山里1-8

408 芝山國小活動室 德行東路285號 芝山里9-14

409 芝山國小荳荳班 德行東路285號 芝山里15-20 芝山里全里

410 芝山國小棉棉羊班 德行東路285號 芝山里21-25

411 芝山國小唄唄熊班 德行東路285號 芝山里26-30

412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行政大樓1
樓大廳

士東路301號 東山里1-8

413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育成中心 士東路301號 東山里9-15 東山里全里

414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學員餐廳 士東路301號 東山里16-22

415 永福區民活動中心 仰德大道2段146號 永福里全里
永福里全里、新安
里平地原住民全里

416 永公路245巷12號前空地 永公路245巷12號前空地 公館里全里 公館里全里

417 陽明山國小1年忠班教室 仰德大道3段61號 新安里1-6
新安里山地原住民
全里

418 陽明山國小2年孝班教室 仰德大道3段61號 新安里7-10

419 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 建業路73巷8號 陽明里1-6

420 陽明區民活動中心 菁山路34巷1號 陽明里7-15

421
基督教臺灣信義會陽明山錫安
堂

陽明路1段34號 陽明里16-23 陽明里全里

422
原菁山區民活動中心(菁礐開漳
聖王宮)

永公路520號 菁山里1-4 菁山里全里

423
中華電信國際電信分公司(臺北
衛星通訊中心)

菁山路127之15號 菁山里5-10

424 平等國小3年級教室 平菁街101號 平等里全里 平等里全里

425 溪山里里民活動場所 至善路3段258號旁 溪山里全里 溪山里全里

426
雙溪國小3年甲班教室(請由明
溪街進入)

中社路2段66號 翠山里1-7 翠山里全里

427 雙溪中央社區發展協會 中社路1段36巷2-1號 翠山里8-12

428
臨溪區民活動中心(衛理女中對
面)

至善路2段286號 臨溪里1-7

429 至善國中夜自習教室 至善路2段360號 臨溪里8-12 臨溪里全里

士　林　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