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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
正
典

42
年
9
月
23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市

一
邊
一
國
行
動
黨

國立陽明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

所博士

私立台北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台北榮總醫學研究部研究員兼科主任

台北榮總呼吸治療科主治醫師

國立陽明大學急重所教授兼所長

彰化基督教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紐西蘭奧克蘭醫院重症醫學部進修

1.老農津貼一萬元，老人年金六千元，政府補助友善病房看護。

2.育兒津貼一萬元。

3.政府補助學貸零利率。

4.堅持台灣國民身分證，反對中國台灣身分證。

5.週休二日勞資協商，含派遣工基本工資三萬元。

6.正名制憲、內閣制、三權分立、廢止公投不能綁大選。

7.司改陪審制、建立司法官退場機制。

8.歸還住民原墾地、追討不義國產。

9.降低菸稅。設立公共吸菸室。

10.廢除違法函釋，合理稅賦入法，檢討統籌分配款。

2
李
彥
秀

60
年
12
月
18
日

女
臺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南港國小

誠正國中

靜修女中

美國加州爾灣大學經濟系畢業

美國斐柏坦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班研究

婦女政策基金會董事長

中華民國新住民女性關懷協會理事長

中國國民黨組織發展委員會婦女部主

任

臺北市議會第八至十二屆市議員

第九屆立法委員

立法院中國國民黨黨團書記長

立法院中國國民黨團首席副書記長

3
文
祥
志

47
年
4
月
20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市

宗
教
聯
盟

民族國小

蘭潭國中

民雄高中

曾任自立晚報、中時晚報、中國時報

記者

自由時報、台北捷運報、交叉路報專

欄記者

個人著作（宇宙最強生命能量法）

堅守中華民國的主權

維護 復興中華傳統文化

教育部竄改的假歷史 假文化 全面 立即更正

撤換所有黑機關 人員及不當所得全數追回

拒絕日本 核食 美國基改黃豆 及 任何有害台灣環境 身體的商品

杜絕燒煤發電

啟動核四發電

總統、立委薪資減半

4
錢
一
凡

53
年
4
月
16
日

男
臺
北
市

安
定
力
量

交通大學計算機工程學系

美商甲骨文副總經理

美商希捷資深經理

台灣微軟資深經理

（1） 塑造開創未來的教育、禮義廉耻及建立企業與學校整合之正規學徒機制。

（2） 調整政府預算以鼓勵生育及健全家庭育兒經濟。

（3） 建立政府的行政評分指標：

　　  —消滅校園毒品，校園霸凌。

　　  —建立法官淘汰機制。

　　  —建立第三方工程品質鑑定機制。

5
高
嘉
瑜

69
年
10
月
17
日

女

臺
灣
省
基
隆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北一女

臺大法律系

臺大國發所兩岸組碩士

第11至13屆臺北市議員（任內將內湖

捷運聯開案送監院糾正通過後成功追

回百億、積極爭取新闢捷運東環段解

決內湖交通問題、推動南港產業生活

特定專用區、第二座狗運動公園及改

善動物之家環境、打造東湖櫻花林步

道、大港墘生態公園、特色公園、共

融式遊具及南港銀髮樂活中心）

任務型國大代表

臺大學生會長

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第４選舉區（內湖區、南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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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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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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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蕭
蒼
澤

54
年
11
月
12
日

男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喜
樂
島
聯
盟

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兼任講師

蒼澤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明道法律事務所律師

謙誠法律事務所律師

土地登記代理人

專利代理人

海基會諮詢律師

台灣夢想家園關懷協會創辦人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企管所

衛理神學院教牧碩士班

雲林縣私立崇先高中

蕭蒼澤 台北市第4選舉區

喜樂島聯盟共同政見

1. 獨立建國

2. 正名制憲

3. 公投入聯

4. 聯合美日同盟

5. 廢除一例一休

6. 建立公民陪審

地方政見

1.促進社會福利，扶助弱勢。

2.建設港湖，完成港湖願景。

3.落實長照政策，主動協助需要長照市民。

4.加速港湖都市更新，美化都會景觀。

5.社會住宅或租屋補貼解決青年住屋需求。

7
郭
佩
雯

79
年
1
月
27
日

女
臺
北
市

綠
黨

松山商職

北安國中

大直國小

喜來登大飯店食材造型藝術中心

寒舍樂廚點心房

BMW銷售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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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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選舉區(內湖區、南港區)投票所、開票所一覽表
內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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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 西湖國小正門川堂 環山路1段25號 西湖里1-6

657 西湖國小圖書室 環山路1段25號 西湖里7-12 西湖里全里

658 西湖國小活動中心川堂 環山路1段25號 西湖里13-19

659 西湖國中學習輔導中心(三) 環山路1段27號 西湖里20-26

660 西湖國中學習輔導中心(四) 環山路1段27號 西湖里27-33

661 文湖國小1年1班教室 文湖街15號 西康里1、2、4、5、27

662 文湖國小1年2班教室 文湖街15號 西康里7-11

663 文湖國小1年3班教室 文湖街15號 西康里6、14、18

664 文湖國小課照班C教室 文湖街15號
西康里3、12、13、15、
16

665 西湖國中家長會辦公室 環山路1段27號 西康里17、19、25、26

666 西湖國中學習輔導中心(二) 環山路1段27號 西康里20-24 西康里全里

66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第二閱覽室
1)

環山路1段56號 西安里1-9

668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第二閱覽室
2)

環山路1段56號 西安里10-14

669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第二閱覽室
3)

環山路1段56號 西安里15-19 西安里全里

670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衛生教育室
A104)

環山路1段56號 西安里20-23

671 港墘區民活動中心 內湖路1段552號 港墘里1-4、19、22 港墘里全里

672 內湖高工c104教室 內湖路1段520號 港墘里7-11

673 內湖高工c105教室 內湖路1段520號 港墘里15-18、21

674 內湖高工c107教室 內湖路1段520號 港墘里5、6、12-14、20

675 麗山國中8年1班教室 內湖路1段629巷42號 港都里2、4、7、13

676 麗山國中8年3班教室 內湖路1段629巷42號 港都里3、5、6、10、12 港都里全里

677 麗山國中8年5班教室 內湖路1段629巷42號 港都里1、8、9、11、14

678 內湖國小1年3班教室 內湖路2段41號 港富里1-5

679 內湖國小1年4班教室 內湖路2段41號 港富里6-10

680 內湖國小1年5班教室 內湖路2段41號 港富里11-15 港富里全里

681 內湖國小1年7班教室 內湖路2段41號 港富里17-20、24

682 內湖國小1年8班教室 內湖路2段41號 港富里16、21-23、25

683 內湖國小1年9班教室 內湖路2段41號 港富里26-30

684 港華區民活動中心 環山路2段68巷14號1樓 港華里9、17、19-22 港華里全里

685 麗山國中8年19班教室 內湖路1段629巷42號 港華里1、2、10-12

686 麗山國中8年20班教室 內湖路1段629巷42號 港華里5-8

687 麗山國中9年20班教室 內湖路1段629巷42號 港華里3、14-16、18

688 麗山國中7年20班教室 內湖路1段629巷42號 港華里4、13、23-25

689 碧湖國小教師大辦公室 金龍路100號 內湖里1-5

690 碧湖國小川堂 金龍路100號 內湖里6-10

691 內湖區民活動中心 內湖路2段355巷21號 內湖里11-16 內湖里全里

692 梘頭公園 成功路4段64號旁 內湖里17-25

693 內湖公民會館 內湖路2段342號 湖濱里27-29、31-34

694 濱湖皇家大廈交誼廳 內湖路2段103巷70號 湖濱里1-6

695 湖濱區民活動中心 內湖路2段346號 湖濱里9、21-26、30

696 貿七國宅管理委員會 內湖路2段179巷46弄29號 湖濱里10-14、19、20

697 市有房舍 內湖路2段179巷81弄16號 湖濱里7、8、15-18 湖濱里全里

698 康寧國小潛能中心(二) 星雲街121號 紫星里1、3、9、13-17

699 方濟中學禮堂(1) 成功路3段61號
紫星里2、4、6、7、
12、18、19

700 方濟中學禮堂(2) 成功路3段61號
紫星里20-22、24-27、
35

701 方濟中學美術教室 成功路3段61號 紫星里28-34 紫星里全里

702 紫星區民活動中心 康寧路1段20號
紫星里5、8、10、11、
23、36-39

703 大湖國小龍鳳廳川堂 大湖山莊街170號
大湖里1-3、5、7、11、
23-25

704 大湖國小藝文教室 大湖山莊街170號 大湖里6、8-10、12-14

705 大湖國小藝文教室川堂 大湖山莊街170號 大湖里4、15-22 大湖里全里

706 金龍區民活動中心 金龍路136-1號2樓 金龍里1-3、20-23

707 金龍發展中心1樓 金龍路136-1號1樓 金龍里4-8、17-19

708
基督教浸信會榮恩堂(接觸點社
區服務中心)

內湖路3段139號 金龍里9-16 金龍里全里

709 金龍發展中心地下室(左側) 金龍路136-1號B1 金瑞里1-6

710 金龍發展中心地下室(右側) 金龍路136-1號B1 金瑞里7-9、23-24

711 民宅地下室(左側) 內湖路3段294號B1 金瑞里10-15、22 金瑞里全里

712 民宅地下室(右側) 內湖路3段294號B1 金瑞里16-21

713 玄明宮 碧山路28-1號 碧山里1-3

714 碧山公園籃球場
內湖路3段60巷10號(碧山公園
內)

碧山里20-24

715 碧山區民活動中心室內(左) 內湖路3段60巷6號B1 碧山里4-9

716 碧山區民活動中心室內(右) 內湖路3段60巷6號B1 碧山里15-19

717 碧山市場辦公室 內湖路3段60巷10弄2號 碧山里10-14 碧山里全里

718 康寧國小潛能中心(一) 星雲街121號
紫雲里1、2、4、7、
13、19

719 康寧AIT(面中庭右側) 康寧路1段267號 紫雲里10、14、17、18

720 康寧AIT(面中庭左側) 康寧路1段267號
紫雲里8、9、11、12、
15、16、23

721 警智新村(面中庭右側) 康寧路1段167-1號 紫雲里3、5、6、20-22 紫雲里全里

722 康寧國小1年3班教室 星雲街121號 清白里2-4、6-8、31

723 康寧國小1年2班教室 星雲街121號
清白里5、9、10、13、
25、30

724 康寧國小1年1班教室 星雲街121號 清白里24、26-29、32

725 大湖基督教會 金湖路16之3號 清白里15-20、22 清白里全里

726 清白區民活動中心大教室 星雲街161巷3號
清白里1、11、12、14、
21、23

727 明湖國中7年20班教室 康寧路3段60號 葫洲里1-4、7

728 明湖國中8年16班教室 康寧路3段60號 葫洲里5、6、8-11

729 明湖國中8年17班教室 康寧路3段60號 葫洲里13-16、20 葫洲里全里

730 明湖國中8年18班教室 康寧路3段60號 葫洲里12、17-19

731 內湖國中力行樓綜合教室 陽光街1號 紫陽里1、12、14、15

732 內湖國中實踐樓數學資優教室 陽光街1號 紫陽里2、11、13、18

733 內湖高中102教室 文德路218號 紫陽里3、5、16、17

734 內湖高中分組教室3 文德路218號 紫陽里4、6、8-10 紫陽里全里

735 內湖高中201教室 文德路218號 紫陽里7、19-22

736 陽光區民活動中心 文德路66巷38弄14號
瑞陽里2-4、7、12、
15、22

內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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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 文德2號公園(1) 文德路208巷8號對面 瑞陽里18、19、25-28 瑞陽里全里

738 文德2號公園(2) 文德路208巷62號對面 瑞陽里6、8-10

739 文德3號公園(1)
文德路22巷4弄4號旁(文德郵
局正後方空地)

瑞陽里11、16、17、
20、21、23

740 文德3號公園(2)
文德路50號左側(台北富邦銀
行文德分行旁空地)

瑞陽里1、5、13、14、
24

741 瑞光綠地(1) 陽光街265巷11號旁 瑞光里1-7 瑞光里全里

742 瑞光綠地(2) 陽光街265巷11號旁 瑞光里8-13

743 臺北市立內湖幼兒園中庭 陽光街265巷9號 瑞光里14-20

744 南湖國小2年1班教室 康寧路3段200號 五分里1、2、18、26-29

745 南湖國小2年2班教室 康寧路3段200號
五分里20、21、23-25、
32

746 南湖國小2年3班教室 康寧路3段200號 五分里14-17、19、31

747 東湖國小109教室 東湖路115號 五分里4-7、30、34

748 東湖國小110教室 東湖路115號 五分里3、9、10、22 五分里全里

749 東湖國小112教室 東湖路115號 五分里8、11-13、33

750 東湖國小102教室 東湖路115號 東湖里2、8、11、19 東湖里全里

751 東湖國小103教室 東湖路115號 東湖里1、3、6、14

752 東湖國小104教室 東湖路115號 東湖里4、7、9、10

753 東湖國小105教室 東湖路115號 東湖里12、15、18、20

754 東湖國小106教室 東湖路115號 東湖里5、13、16、17

755 東湖國中701教室 康樂街131號 樂康里1-5

756 東湖國中702教室 康樂街131號 樂康里6-10

757 東湖國中703教室 康樂街131號 樂康里11-16

758 東湖國中704教室 康樂街131號 樂康里17-21 樂康里全里

759 東湖國中705教室 康樂街131號 樂康里22-26

760 七星生態花園專業教室(一) 康樂街191巷臨16號 內溝里6、8、16 內溝里全里

761 七星生態花園專業教室(二) 康樂街191巷臨16號 內溝里1、11、17

762 七星生態花園會議室 康樂街191巷臨16號 內溝里12-15

763 內溝溪生態展示館 康樂街236-3號 內溝里2-5、7、9、10

764 週美里里民活動廣場(1) 潭美街100號 週美里1-4 週美里全里

765 週美里里民活動廣場(2) 潭美街100號 週美里5-9

766 週美里里民活動廣場(3) 潭美街100號 週美里10-16

767 (新)潭美國小101教室 行善路179號 週美里17-23

768 (新)潭美國小201教室 行善路179號 週美里24-30

769 福音貴格週美教會 新明路452號 行善里1-6

770 新明公園 新明路428巷19號對面 行善里7-13

771 行善區民活動中心一樓廣場 行善路25巷13號1樓 行善里14、15、17、18

772 行善區民活動中心大廰 行善路25巷13號2樓 行善里16、19-22 行善里全里

773 (舊)潭美國小大門 新明路22號 石潭里12、14-20 石潭里全里

774 (舊)潭美國小籃球場 新明路22號 石潭里1-10

775 明美公園
石潭路28號(明美公園，灣仔
庄福德堂前方空地)

石潭里11、13

776 新湖國小會議室 民權東路6段138號 湖興里1-4、22-25

777 新湖國小幼兒多功能教室(1) 民權東路6段138號 湖興里5-11 湖興里全里

778 新湖國小幼兒多功能教室(2) 民權東路6段138號 湖興里12-15

779 新湖國小幼兒多功能教室(3) 民權東路6段138號 湖興里16-21

780 三民國中7年1班教室 民權東路6段45號 湖元里1-8

781 三民國中7年2班教室 民權東路6段45號 湖元里9-14、16 湖元里全里

782 三民國中7年3班教室 民權東路6段45號 湖元里15、17-20

783 東湖國小118教室 東湖路115號 安湖里1-3 安湖里全里

784 東湖國小117教室 東湖路115號 安湖里4-7

785 東湖國小116教室 東湖路115號 安湖里8-11

786 東湖國小115教室 東湖路115號 安湖里12-16

787 東湖國小114教室 東湖路115號 安湖里17-20

788 大湖國小東側門川堂 大湖山莊街170號 秀湖里1-8 秀湖里全里

789 大湖國小課輔教室(一) 大湖山莊街170號 秀湖里19-21、24、25

790 大湖國小課輔教室(二) 大湖山莊街170號 秀湖里9-13、15、16

791 大湖國小課輔教室(三) 大湖山莊街170號
秀湖里14、17、18、
22、23

792 安泰福德宮 安泰街54巷1號(對面) 安泰里1-4、15 安泰里全里

793 綠之湖社區中庭 安泰街87-93號 安泰里5-9

794 雙璽名宅大廈中庭 安泰街125巷6-8號 安泰里10-14

795 麗湖國小B1麗湖藝廊 金湖路363巷8號 金湖里1-5

796 麗湖國小東側風雨操場(1) 金湖路363巷8號 金湖里6-9、20

797 麗湖國小東側風雨操場(2) 金湖路363巷8號 金湖里10-13、19 金湖里全里

798 麗湖國小西側風雨操場(1) 金湖路363巷8號 金湖里14-17

799 麗湖國小課後班教室 金湖路363巷8號 金湖里18、21-26

800 康寧大學台北校區E101教室 康寧路3段75巷137號 康寧里1-5、14

801 康寧大學台北校區E102教室 康寧路3段75巷137號 康寧里6、15-17

802 明湖國小潛能中心(三) 康寧路3段105號 康寧里7-10、12

803 明湖國小1年1班教室 康寧路3段105號 康寧里11、13、18、19

804 明湖國小1年2班教室 康寧路3段105號 康寧里20-23 康寧里全里

805
明湖國小志工團辦公室(家長
會)

康寧路3段105號 明湖里1-5、14、15

806 明湖國小英語教室(一) 康寧路3段105號 明湖里6-13

807 明湖國小潛能中心(一) 康寧路3段105號 明湖里16-20 明湖里全里

808
內湖垃圾焚化廠能源利用中心1
樓大廳

安康路290號(葫蘆洲運動公園
內旁建物)

蘆洲里1-5 蘆洲里全里

809 麗山國小2樓1年1班教室 港華街100號 麗山里1-5

810 麗山國小2樓1年2班教室 港華街100號 麗山里6-9

811 麗山國小2樓1年3班教室 港華街100號 麗山里10-13

812 麗山國小2樓1年4班教室 港華街100號 麗山里14-16 麗山里全里

813
臺北市網球中心主球場觀眾席
下方(1)

民權東路6段208號 寶湖里1-5

814
臺北市網球中心主球場觀眾席
下方(2)

民權東路6段208號 寶湖里6-9、22

815
臺北市網球中心主球場觀眾席
下方(3)

民權東路6段208號 寶湖里11-15 寶湖里全里

816
臺北市網球中心室內球場觀眾
席下方(1)

民權東路6段208號 寶湖里16-21

817
臺北市網球中心室內球場觀眾
席下方(2)

民權東路6段208號 寶湖里10、23-26

內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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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 明湖國中8年20班教室 康寧路3段60號 南湖里1-3、5

819 明湖國中9年20班教室 康寧路3段60號 南湖里4、6-7 南湖里全里

820 南湖國小2年4班教室 康寧路3段200號 南湖里8-11

南　港　區
821 南港高工綜合二教室 興中路29號 南港里2-7 南港里全里

822 南港高工實汽三教室 興中路29號
南港里1、14、15、17-
20

823 南港高工實機一教室 興中路29號 南港里8-13

824 南港高工跑班教室(二) 興中路29號 南港里16、21-23

825 國家文官學院(A201教室) 忠孝東路7段576號2樓 中南里1-10

826 國家文官學院(A202教室) 忠孝東路7段576號2樓 中南里11-17 中南里全里

827 國家文官學院(A203教室) 忠孝東路7段576號2樓 中南里18-24

828 南港國小弦樂教室 惠民街67號 三重里1-6、29

829 南港國小自然教室一 惠民街67號 三重里7-10、26-28

830 南港國小自然教室二 惠民街67號
三重里11-13、15-18、
30

831 南港國小自然教室三 惠民街67號
三重里14、20、22、
24、25、33、34

832 南港國小自然教室五 惠民街67號
三重里19、21、23、
31、32、35

三重里全里

833 誠正國中109教室 富康街1巷24號 新富里1-5 新富里全里

834 誠正國中119教室 富康街1巷24號 新富里6-11

835 誠正國中123教室 富康街1巷24號 新富里12-17

836 胡適國小誠正樓音樂教室(一) 舊莊街1段1號 中研里1-7

837 胡適國小誠正樓美勞教室(二) 舊莊街1段1號 中研里8-12

838 胡適國小誠正樓音樂教室(二) 舊莊街1段1號 中研里23-28

839 胡適國小誠正樓2樓(207教室) 舊莊街1段1號2樓 中研里29-35

840 中研區民活動中心(大廳) 研究院路2段70巷12號2樓 中研里13-14、17-19 中研里全里

841 中研區民活動中心(小教室) 研究院路2段70巷12號2樓 中研里15-16、20-22

842 九如區民活動中心(一) 研究院路3段68巷9號2樓 九如里1-6

843 九如區民活動中心(二) 研究院路3段68巷9號2樓 九如里7、12-17

844 中華科技大學復華樓1樓中庭 研究院路3段245號 九如里8-11、25-28 九如里全里

845 慈龍堂 研究院路3段92號 九如里18-24

846 舊莊國小諮商室 舊莊街1段100號 舊莊里4-7、12、13

847 舊莊國小成人教育班 舊莊街1段100號 舊莊里17-20、28-34

848 舊莊國小知動教室 舊莊街1段100號2樓 舊莊里3、14-16、21

849 舊莊國小同心園 舊莊街1段100號 舊莊里1、2、22-25

850 舊莊區民活動中心 舊莊街1段91巷11號1樓 舊莊里8-11、26、27 舊莊里全里

851 東新國小知動教室 興南街62號 東新里1-5

852 東新國小1年1班教室 興南街62號2樓 東新里6-9

853 東新國小1年2班教室 興南街62號2樓 東新里11-13、15

854 東新國小1年3班教室 興南街62號2樓 東新里14、16-18、23

855 東新區民活動中心 東明街99號2樓 東新里10、19-22 東新里全里

856 群興紙業公司 重陽路235巷16號1樓 重陽里1-6 重陽里全里

857 南港老人服務中心(教室) 重陽路187巷5號2樓 重陽里7-10

858 南港老人服務中心(舞蹈教室) 重陽路187巷5號2樓 重陽里11-14

859 東新國小潛能班 興南街62號 東明里1-4、6

860 基督教南港浸信會 興華路62號 東明里5、7-11

861
東方大地住戶管理委員會會議
室

興華路30巷1號 東明里12-16 東明里全里

862 玉成國小101班教室 向陽路31號 西新里1-5、17 西新里全里

863 玉成國小102班教室 向陽路31號 西新里6-9、12

864 玉成國小103班教室 向陽路31號 西新里10、11、13-16

865 基督教南港聖教會 南港路3段208巷6號 玉成里1-3、6-8、11-13

866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錫安教會 玉成街20號 玉成里9-10、17-21

867 松山國小(活動中心) 八德路4段746號 玉成里4、5、14-16 玉成里全里

868 春昇汽車有限公司 永吉路536號 合成里1、2、10-14

869 南港運動中心2樓幼兒遊戲區 玉成街69號2樓 合成里3、4、25、26 合成里全里

870 南港運動中心1樓閱覽教室 玉成街69號 合成里5-9

871 合成里民活動場所 忠孝東路6段225巷1弄3號 合成里15-20

872 春來汽車 忠孝東路6段317號 合成里21-24

873 南港高中701教室 向陽路21號 新光里1-6

874 南港高中702教室 向陽路21號 新光里7-12

875 南港高中704教室 向陽路21號 新光里13-18 新光里全里

876 成德國小樂齡學習中心 東新街65號 聯成里1-6

877 成德國小多功能辦公室(一) 東新街65號 聯成里7-12

878 成德國小多功能辦公室(二) 東新街65號 聯成里13-19 聯成里全里

879 萬福里里民活動場所 忠孝東路6段70巷21弄8號 萬福里3、4、9-11、17 萬福里全里

880 黃貴勇先生車庫 玉成街140巷6號 萬福里5-8、18、19

881 老人長青教室 同德路85巷6號 萬福里1、2、12-16

882 成德國中樂學一 東新街108巷23號 鴻福里1-3、5-7

883 成德國中樂學二 東新街108巷23號 鴻福里8、13-15、17

884 成德國中7年6班 東新街108巷23號 鴻福里4、9-12、16 鴻福里全里

885 福德國小3年1班 福德街253號3樓 百福里1-5、21、22

886 福德國小3年2班 福德街253號3樓 百福里6-12

887 福德國小3年3班 福德街253號3樓 百福里13-20 百福里全里

888 成德國中成德藝廊 東新街108巷23號 成福里3-6、15、27、28

889 成德國中公民培力中心 東新街108巷23號 成福里21-26、30

890 成德國中成雁文創中心 東新街108巷23號 成福里16-20、29 成福里全里

891 修德國小專科教室二 東新街118巷86號 成福里7-11、31

892 修德國小2年3班 東新街118巷86號 成福里1、2、12-14

893 港福非營利幼兒園藍天班 福德街373巷43號 仁福里1-4

894 港福非營利幼兒園星星班 福德街373巷43號 仁福里6-8

895 仁福區民活動中心(一) 福德街443號 仁福里9-12

896 仁福區民活動中心(二) 福德街443號 仁福里5、13-15 仁福里全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