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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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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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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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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
烱
煌

35
年
3
月
4
日

男
臺
中
市

聾
國
黨

國立台中啟聰學校畢業

中國文化大學畢業

美國高立德大學教育科技碩士

聾國黨主席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系兼任講

師

台北市啟聰學校導師兼教師

教育部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委員

奉人事行政局公費赴美國高立德大學

博士班研究

首位聾立法委員楊烱煌12大政見

1、落實全民手語化，減少溝通障礙。

2、廢除不公道年金，還給軍公教警消尊嚴。

3、落實身心障礙者津貼政策，誓言廢除家庭背景調查，違反人權。

4、落實托育、扶老長照補助。

5、加速都更案進行，絕不拖泥帶水，美化市容景觀，提升市民居住環境品質。

6、加速整頓龍山廣場一群遊民，政府應該負責安排收容所，不得推卸責任。

7、發展萬華區特色觀光夜市，增加市民收入。

8、優化中正萬華區整體交通網路。

9、招商引資發展，輔導青年創業就業，增加收入。

10、落實手譯檢定及服務品質，保障聾市民享有知的權利。

11、台灣聾教育改革，加強台灣手語教學，廢除浪費時間練習口語。

12、加速聾人享有高科技使用，推動聾聽視訊通話，減少不必要的麻煩。

2
徐
立
信

64
年
4
月
3
日

男
臺
中
市

無
台中二中

中興大學夜間部法學士

臺灣大學法學碩士

「台北監督連線」中正萬華參選人

律師

立法院資深助理

真理大學財經系講師

青雲科技大學講師

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

民間司改會執行委員

台北律師公會第25屆監事

2011青商總會國家副總會長

台北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中正一分局義警大隊副大隊長

國立臺北大學法學院傑出院友

專職、專業、年輕 全國唯一持續市場擺攤親自服務，

看得到，找得到，用得到。不會選前才出現，選後看不

見，「阿信一直都在」。

阿信代表第三勢力參選中正萬華區立委，12大主張

一、 履行清廉、勤奮、愛民的基本信念，爭取中央補助

款，強化台北市政府財政，配合柯文哲市長謀台北

市各項社會福利政策推行。

二、 照顧幼童、全面提升育兒補助，推動0至6歲幼童國

家養政策以及全面放寬第三胎以上幼童育兒津貼。

三、 致力於終結不合理、不合時宜的恐龍法條，爭取司

法程序正義，縮短冗長訴訟過程。

四、 保障青年就業機會，提高青年創業貸款額度；擴大

企業建教實習策略聯盟。

五、 增設老人長照中心，推動全國65歲以上長者免繳健

保費(台北市預計109年1月1日實施，本人於議員任

內政績)、免掛號費，並擴大敬老卡使用範圍；透

過關懷據點量能提升、增加日照中心、擴大石頭湯

據點，完善長照機制。

六、 都更條例增訂，應定完成都市更新計畫期限，逾期

者廢止事業計劃。避免實施者延宕，或黑箱作業，

妨害危老建物更新，及都市更新進度，保障人民財

產權。

七、 減塑減廢減少垃圾，推動綠色民生消費產品打造環

保地球，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能源政策兼顧永續發

展與經濟成長，進行產業的升級，讓能源的使用更

有效率化。

八、 推動修法全面清理全國共有之不動產、解決多數共

有不動產稅金連帶責任，卻又無法處分困境，簡化

分割程序 ，活化土地利用。

九、支持法稅改革聯盟，落實國家稅改制度。

十、保障新住民權益，為新住民爭取平等待遇發聲。

十一、 民生觀光走入地方，規劃街區特色打造觀光工

廠，結合商圈廟會活動在地文化，推廣國際級果

菜魚禽業市場。

十二、 紡拓文創、風華再造，引進紡拓會專業，協助艋

舺服飾商圈開發潮經濟。

3
林
郁
方

40
年
3
月
15
日

男
高
雄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國際政治學

博士

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

淡江大學英文系

高雄中學

旗山中學

屏東美和中學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外交及國防組召

集人

立法委員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所長

美國傅爾布萊特學者

行政院國家建設班講座

三軍大學戰爭學院講座

一、學貸免息，照顧弱勢家庭

二、廣設公立托育中心和幼稚園

三、廣設公立長照機構，以因應老化社會

四、廣建青年住宅，照顧低薪青年

五、加速老舊住宅改建

六、保護孩子遠離香菸、毒品、霸凌

七、嚴格監督軍事採購

八、保障軍公教人員權益

4
盧
憲
孚

53
年
11
月
4
日

男
臺
北
市

無
私立淡江大學建築學學士

國立師大附中

私立靜心小學暨初中

私立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專任講師

朱銘美術館駐館藝術家

美國紐約大學藝術學院互動傳播專業

碩士

美國舊金山純藝術學院新藝術（表

演、錄影、裝置）碩士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建築暨都市

規劃研究所建築設計碩士

1 優化民主選舉程序：一、選票要有「以上皆非」選項，拒絕挑選爛蘋果，才是真民主。二、若候選人票數都未超過「以上

皆非」票數，須重選並更換所有候選人。

2 推動「國際創意混血融合文化島」：獎勵國際各行創意精英來台投資創業定居，並與本地人通婚在台成家，促進本地國際

化與創意升級。

3 儘速成立「和平非戰區」確保同胞免於戰爭死傷：因應兩岸若因台獨與獨台政策而不幸發生戰爭，應速透過第三方公正組

織與對岸代表，三方共同簽署「和平非戰區」，確保愛好和平的同胞免於戰爭轟炸死傷。

4 推動「自主選擇免除死刑」法案：不應強迫支持死刑者接受廢死；基於唯有被害人才有權利原諒加害人，故建議要廢死者

簽署「殺我免死刑同意卡」讓法律回歸尊重個人意願自主權，並符合多元社會價值與意願。

5 「強化警察依法執勤尊嚴與人身安全」專法：確保警察依法執勤之人身安全，進而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與免於恐懼之自

由。

6 「強化高科技消防救災裝備器材」專法：確保消防人員救災之人身安全，進而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7「住學合一宅」專法：在學校用地內，為經濟弱勢、年輕有小孩的小夫婦，興建無憂無慮養兒育女的社會住宅。

8 「青年免費遊學週」：提供年輕人於20-29歲之間，有兩次五天四夜的遊學活動。（一次大陸地區一次東南亞地區）

9 「青年潛能開發」：整合各類潛能分析，免費為年輕人分析，提供個人發揮潛能的參考依據，並輔以相關教育訓練。

10 「公園日間照護中心」：將大中型公園部分改進成山坡型公園，於山坡型公園下興建日間照護中心，服務經濟弱勢老人

家。

11 「孝親日旅遊」：陪伴家中77歲以上長者三天兩夜國內旅遊，每年可請孝親日一天，並每年補助該長者一人一萬元旅遊

費。

12推動「監管人工智慧演算法」專法。

5
邱
一
峰

41
年
3
月
1
日

男
臺
南
市

一
邊
一
國
行
動
黨

台南一中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執業律師

高雄縣臺北市臺南市稅捐處稅務員

財政部經濟部專員

律師公會聯合會行政法規行政訴訟實

務業務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稅法民

事法委員

台南市政府顧問

臺北市台南一中校友會創會秘書長

北市臺南市同鄉會副總幹事

台北縣選委會選監小組委員

北市福星國小家長會長

中正區調解委員

1、 選舉制度革新：取消公職人員選舉選票補助款，採公

辦選舉降低參選費用，當選後將該筆選票補助費以及

立委半數薪水捐出成立弱勢族群慈善基金協助其生老

病死之用及成立台灣國家正常化制憲正名基金。

2、 司法革新：改人民陪審制，依照大法官530號解釋司

法院審判機關化一元化，改革法學教育，停止職業法

官考試，法官民選，修改律師法，強化律師訴訟及濟

弱扶傾權能，一處入會全國執業以加強維護正義功

能。

3、 政府體制革新：正名制憲，內閣制，三權分立，清除

黨國體制修改不合時宜法令及台灣主體去除中國為名

法令，主權在民、還權於民、人民自決，廢止公投不

能綁大選及不能改變政府體制之違反憲政民主原則法

律，速立中共代理人法及難民法，與中國採平等互惠

原則，禁止五星旗飄揚台澎金馬。

4、 轉型正義：清理黨產及接收的日產，歸還住民原墾

地，並追討不義國產，堅持台灣國民身分證，反對中

國台灣身分證，政治冤案如林宅血案、陳文成尹清

風、陳水扁等冤案錯案、兆豐及軍備採購等弊案徹底

公開檔案及調查。

5、 財政稅務制度革新：廢除違法函釋，合理稅賦入法；

檢討統籌分配款，租稅公平化，加強租稅行政救濟功

能，防杜不肖財團逃漏大量稅捐，降低菸稅。吸菸有

礙健康，應設公共吸菸室以維護人民權益。

6、 社會福利革新：解決少子化國安危機，對於剛結婚年

輕人提供便宜合宜住宅居住並補助育兒津貼10000元

及給予成家立業必要協助，老農津貼10000元，老人

年金6000 元，政府補助友善病房看護。

7、 活絡經濟革新：鼓勵台商回流，對於回流產業給予優

惠及租稅特赦。

8、 文化教育革新：全面檢討各級學校教材大綱，制定官

方語言政策，原住民主要語言及英語列入官方語言，

召開全國教育會議討論長遠教育政策，政府補助學貸

零利率，幫助年輕學子安心就學從容就業。

9、 勞動政策革新：週休二日勞資協商，含派遣工基本工

資30000元，本外勞薪資脫鉤。

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第５選舉區（萬華區、中正區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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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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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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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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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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
萬
華
區
、
中
正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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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

6
林
昶
佐

65
年
2
月
1
日

男
臺
北
市

無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學

士

閃靈樂團主唱

國際特赦組織臺灣分會理事長

行政院二二八基金會董事

臺美國會議員聯誼會副會長

臺灣與英國國會友好協會副會長

7
黃
義
豐

40
年
8
月
14
日

男
臺
南
市

無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學士畢

業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畢業

1983年美國杜蘭大學法學碩士畢業

1985美國羅優拉大學法律博士（J.D.）

畢業

教育部民國六十九年度公費留學考試

錄取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推事

台灣高等法院法官

最高法院法官

我國現行法律，急待修正者如下：

一、 民事訴訟法：（一）.第244條第1項第2款：應修正為：「其原因事實。」

（二）.第469條：應刪除。（三）.第469條之1：1.第1項：應刪除。2.第2項：

應修正為：「上訴第三審之違背法令，以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

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有原則重要性者為限。」

二、 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現行條文6款均應刪除，修改為：「上訴之違背

法令，以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有原則

重要性者為限。」

三、 法官法：第78條第2項：現行條文之後應增訂如下但書：「但法官自願退休

時，如年滿60歲以上未滿70歲，且任職法官年資滿30年以上者，其餘生每月

應領之各項所得合計應與其退休時月俸相同。」（此參照美國聯邦法律彙編

第28編第371條(a)項，28 U. S. C. §371(a)）。

8
周
慶
峻

32
年
6
月
28
日

男

廣
東
省
海
豐
縣

中
華
愛
國
同
心
黨

中華愛國同心會（黨）會長

香港基督書院

我的競選誓言：

台獨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蔡大嬸要台灣2300萬台灣人民做她的陪葬品、要我們

年輕人做砲灰死光光，你願意嗎？

1.我堅定推動確保台灣人民權益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方案。

2. 我強烈反對台獨，誓死捍衛中華民族共同利益和尊嚴，維護中國領土主權之完

整。

3. 我認同有中國特色式的社會主義制度，確信今日以習近平先生為首的中國政

府，必能致力維護兩岸人民安定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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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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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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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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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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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選舉區(萬華區、中正區21里)投票所、開票所一覽表
萬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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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 福星國小活動中心音樂教室A 中華路1段66號 福星里2、3、6、7

898 福星國小活動中心音樂教室B 中華路1段66號 福星里5、8-13 福星里全里

899 福星國小活動中心羽球場左側 中華路1段66號 福星里14、15、19、20

900 福星國小活動中心羽球場右側 中華路1段66號 福星里1、4、16-18

901 西門國小幼兒園花鹿班 成都路98號 萬壽里1-5 萬壽里全里

902 西門國小2年1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萬壽里6-11

903 西門國小2年2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萬壽里12、13

904 西門國小2年3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西門里1-3

905 西門國小6年1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西門里4-11 西門里全里

906 西門國小6年2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西門里12-16

907 西門國小6年3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新起里1-5

908 西門國小1年1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新起里6-11

909 西門國小1年2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新起里12-17 新起里全里

910 西門國小1年3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新起里18-21

911 西門國小1年4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新起里22-25

912 西門國小幼兒園松鼠班 成都路98號 菜園里1、6、13

913 菜園區民活動中心 環河南路1段臨280之3號
菜園里2、3、14、20、
21、25

914
臺北市義勇消防大隊城中第一
分隊

成都路175號 菜園里4、5、7-9 菜園里全里

915 漢中義警協勤中心 成都路175之1號 菜園里10-12、15、16

916 臺北市新移民會館(萬華區) 長沙街2段171號 菜園里17-19、22-24

917 青山區民活動中心 環河南路2段臨5之1號 青山里1-7

918 龍山綜合大樓1樓大廳 梧州街36號 青山里8-12

919 龍山國小活動中心左側 和平西路3段235號2樓 青山里13-18 青山里全里

920 龍山國小活動中心右側 和平西路3段235號2樓 青山里19-25

921 老松國小2年1班教室 桂林路64號 富民里2-4、13

922 老松國小2年2班教室 桂林路64號 富民里5-9

923 老松國小擊樂教室 桂林路64號 富民里1、10-12、15 富民里全里

924 新富區民活動中心 廣州街152巷10號 富民里14、16-21

925 昆明區民活動中心 昆明街284號 福音里1-4 福音里全里

926 老松國小辦公室(前) 桂林路64號 福音里5-9

927 老松國小辦公室(後) 桂林路64號 福音里10-15

928 法華寺 西寧南路194號 仁德里2-7 仁德里全里

929 老松國小1年1班教室 桂林路64號 仁德里1、8-10

930 老松國小1年2班教室 桂林路64號 仁德里11-14

931 老松國小1年3班教室 桂林路64號 仁德里15-18

932 富福區民活動中心-禮堂 艋舺大道101號3樓 富福里1-3、5-7

933 和平西路民宅車庫(16號) 和平西路3段52巷16號 富福里4、8-12、19

934 龍山國中(左側美髮教室) 南寧路46號 富福里13-18 富福里全里

935 柳鄉區民活動中心(左側) 環河南路2段102號3樓 柳鄉里1-4

936 環河福德宮 桂林路244巷臨7之1號 柳鄉里5-8、11

937 柳鄉區民活動中心(右側) 環河南路2段102號3樓 柳鄉里9、10、12-14

938
環保局萬華再生家具展示拍賣
場

環河南路2段102號1樓 柳鄉里15-19 柳鄉里全里

939 長順區民活動中心(前段) 長順街臨127號 華江里1-5

940 長順區民活動中心(後段) 長順街臨127號 華江里6-10

941 華江義警協勤中心 長順街臨129號 華江里11-15

942 華江國小小學堂 環河南路2段250巷42弄2號 華江里16-19

943 華江國小華江學苑 環河南路2段250巷42弄2號 華江里20-24

944 華江國小校史室 環河南路2段250巷42弄2號 華江里25-28 華江里全里

945
臺糖倉庫A棟(糖業文化展示館
前段右側)

大理街132之10號 糖廍里1-3、14 糖廍里全里

946
臺糖倉庫A棟(糖業文化展示館
前段左側)

大理街132之10號 糖廍里4-8

947
臺糖倉庫B棟(萬華糖廍藝文倉
庫)前

大理街132之9號 糖廍里9-13

948
臺糖倉庫B棟(萬華糖廍藝文倉
庫)後

大理街132之9號 糖廍里15-19

949 大理國小美勞教室(二) 艋舺大道389號 綠堤里1-5 綠堤里全里

950 大理國小幼兒園律動室 艋舺大道389號 綠堤里6-11

951 大理國小微風餐廳 艋舺大道389號 綠堤里12-20

952
臺北市立圖書館(西園分館)右
側停車場

興寧街6號 頂碩里1、2、15、16

953 天聖宮 艋舺大道120巷13弄30號 頂碩里3、4、10、12-14

954 頂碩里里民活動場所 莒光路112巷8號 頂碩里5-9、11

955 北安宮 西藏路256號
頂碩里17、18、22、25-
27、29

頂碩里全里

956 莒光派出所旁停車場 莒光路171號
頂碩里19-21、23、24、
28

957 雙園國小禮堂 莒光路315號 雙園里1-7

958 雙園國小藝苑 莒光路315號 雙園里8-14 雙園里全里

959 雙園國小社區教室 莒光路315號 雙園里15-21

960 和平青草園歷史建物 西園路2段42號 和平里1-6

961 大理國小教師研究室二 艋舺大道389號 和平里8-11、16

962 大理國小2年1班教室 艋舺大道389號 和平里7、12-14

963 大理國小2年3班教室 艋舺大道389號 和平里15、22-24

964 大理國小2年4班教室 艋舺大道389號 和平里17-21 和平里全里

965 雙園國中機車停車場 興義街2號 和德里1-4

966 雙園國中射箭場(室內) 興義街2號 和德里5-9 和德里全里

967 雙園國中彩虹教室 興義街2號 和德里10-17

968 興義區民活動中心 興義街25號 和德里18-22

969 和德區民活動中心 西園路2段臨382之10號 和德里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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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 萬大國小辦公室 萬大路346號 全德里1-6

971 萬大國小1年1班教室 萬大路346號 全德里7-13

972 萬大國小2年5班教室 萬大路346號 全德里14-19 全德里全里

973 西園國小防洪室(1) 東園街73巷65號 日善里3-5、15

974 西園國小防洪室(2) 東園街73巷65號 日善里1、6-8、10、11 日善里全里

975 西園國小防洪室(3) 東園街73巷65號 日善里2、9、12-14

976
萬華區民活動中心大禮堂(前
段)

東園街19號2樓 忠德里1、3、5、7

977
萬華區民活動中心大禮堂(後
段)

東園街19號2樓 忠德里2、4、6、8

978 萬華區民活動中心(會議室) 東園街19號2樓 忠德里9-13 忠德里全里

979 萬華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
西園路2段382之11號(光復橋
下)

錦德里1-5

980 西園民防協勤中心
西園路2段臨283之1號(光復橋
下)

錦德里6-10

981 光復區民活動中心
西園路2段臨370之1號(光復橋
下)

錦德里11-15

982 西園義警協勤中心
西園路2段382之9號(光復橋
下)

錦德里16-21 錦德里全里

983 先天道院 寶興街188巷2號 孝德里1、3-6、8

984 天德宮 德昌街235巷19號 孝德里2、7、9-14 孝德里全里

985 萬大國小2年1班教室 萬大路346號 壽德里1-4、16

986 萬大國小2年2班教室 萬大路346號 壽德里5-8 壽德里全里

987 萬大國小2年3班教室 萬大路346號 壽德里9-12

988 萬大國小2年4班教室 萬大路346號 壽德里13-15、17

989 東園國小川堂一 東園街195號 銘德里1-5、8、9

990 東園國小川堂二 東園街195號 銘德里6、10-15

991 觀音寶蓮寺台北道場 長泰街308巷27之1號 銘德里7、16-20 銘德里全里

99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萬華聯
合診所

東園街152號 保德里1-4、8 保德里全里

993 楊聖廟右側辦公室 寶興街199號 保德里5-7

994 楊聖廟後門停車場 寶興街199號 保德里9、10

995 慈安寺 武成街63巷8號 榮德里1-3、5、6、9

996 湄聖宮 武成街124號
榮德里4、7、8、12、
13、15

榮德里全里

997 榮德里里民活動場所 武成街80巷61號
榮德里10、11、14、
16、17

998 東園義警協勤中心 萬大路578號之1(華中橋下) 華中里1-4

999 萬大第二區民活動中心(前段) 萬大路臨600之1號(華中橋下) 華中里5-8

1000 萬大第二區民活動中心(後段) 萬大路臨600之1號(華中橋下) 華中里9-12

1001 萬大第一區民活動中心(後段) 萬大路臨614之1號(華中橋下) 華中里13-17 華中里全里

1002 萬大第一區民活動中心(前段) 萬大路臨614之1號(華中橋下) 華中里18-21

1003 光仁國小104教室 萬大路423巷15號 興德里1-6

1004 光仁國小105教室 萬大路423巷15號 興德里7-12

1005 光仁國小106教室 萬大路423巷15號 興德里13-18 興德里全里

1006 日祥區民活動中心(教室一) 青年路186之1號 日祥里1、3-6

1007 日祥區民活動中心(教室三) 青年路186之1號 日祥里2、21-23 日祥里全里

1008 崇仁花園大廈H棟1樓 青年路152巷34號 日祥里7、12-15、17

1009
空南三村管理委員會(文康中
心)

萬大路423巷30弄11號旁 日祥里8、18-20

1010 忠貞社區公共空間 青年路146號1樓旁(公共空間) 日祥里9-11、16

1011 新和國小總務處前穿堂 西藏路125巷31號 忠貞里1-4、6

1012 新和國小後門穿堂 西藏路125巷31號 忠貞里5、7-9

1013
南機場3號基地國宅管理委員會
(地下室左側)

青年路106巷2號地下室 忠貞里11-17 忠貞里全里

1014
南機場3號基地國宅管理委員會
(地下室右側)

青年路106巷2號地下室 忠貞里10、18-22

1015 忠恕社區辦公室
中華路2段364巷22弄29號地下
室

新忠里1、2、4-6、8-10 新忠里全里

1016
慈安首璽社區管理委員會(閱覽
室)

中華路2段364巷36號 新忠里11-15

1017 新忠里里民活動場所 西藏路125巷7號之2 新忠里3、7、16-22

1018 南機場靈糧福音中心 國興路92之10號 新和里1、15-17

1019 青年社區管理委員會(閱覽室) 中華路2段416巷9之4號 新和里2-6 新和里全里

1020 新和里里民活動場所 中華路2段416巷13之1號 新和里7、9、12、13

1021 新和首璽管理委員會(閱覽室) 中華路2段416巷80號
新和里8、10、11、19、
30

1022
樂群花園新城管理委員會(活動
中心)

中華路2段364巷7號 新和里14、18、20-23

1023
國輝花園社區管理委員會(文康
活動中心)

國興路92之2號 新和里24-29

1024
南機場13號基地管理委員會(辦
公室)左側

萬大路187巷1弄2號地下室 新安里1-7 新安里全里

1025
南機場13號基地管理委員會(辦
公室)右側

萬大路187巷1弄2號地下室 新安里8-11

1026
南機場13號基地管理委員會(辦
公室)

萬大路187巷1弄2號地下室 新安里12-17

1027 新和國小特教(二)教室 西藏路125巷31號 新安里18-23

1028 新和國小健康中心前穿堂 西藏路125巷31號 新安里24-28

1029
國興幼兒園企鵝班遊戲室外(右
側)

國興路46號後門 凌霄里1-5

1030 國興幼兒園(大活動室) 國興路46號前門 凌霄里6-10

1031
國興幼兒園企鵝班遊戲室外(左
側)

國興路46號後門 凌霄里11-16 凌霄里全里

1032
古亭國中第2校區學生活動中心
1樓(外側)

中華路2段606巷3號1樓 騰雲里1-7 騰雲里全里

1033
古亭國中第2校區學生活動中心
1樓(內側)

中華路2段606巷3號1樓 騰雲里8-16

中　正　區
1034 古亭國中901教室 中華路2段465號 永功里1-5、7

1035 古亭國中902教室 中華路2段465號 永功里6、8-11

1036 古亭國中903教室 中華路2段465號 永功里12、14-16

1037 古亭國中藝文國學室 中華路2段465號 永功里17-19、23 永功里全里

1038 古亭靈糧福音中心 三元街198號 永功里13、20-22、24

1039 永昌里里民活動場所 汀州路1段242巷17號1樓 永昌里1-5

1040 榮美基督教協會 中華路2段441巷10號1樓 永昌里6-8、11

1041 古亭國中904教室 中華路2段465號
永昌里9-10、12-1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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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聖維雅納天主堂 詔安街236號 永昌里14-19 永昌里全里

1043 國語實驗小學1年4班教室 南海路58號 龍興里1-6、12

1044 國語實驗小學1年5班教室 南海路58號 龍興里7-10 龍興里全里

1045 國語實驗小學1年6班教室 南海路58號 龍興里11、13-17

1046 忠勤里里辦公處 中華路2段303巷14號 忠勤里1-7 忠勤里全里

1047 忠義國小柔道教室前空地 中華路2段307巷17號 忠勤里8-16

1048 忠義國小體育器材室前空地 中華路2段307巷17號 忠勤里17-19、24-26

1049 南機場樂活園地 中華路2段315巷18號 忠勤里20-23

1050 忠義國小1年1班教室 中華路2段307巷17號 忠勤里27-31

1051 國語實驗小學1年1班教室 南海路58號 廈安里1、3-4 廈安里全里

1052 國語實驗小學1年2班教室 南海路58號 廈安里2、5-8

1053 國語實驗小學1年3班教室 南海路58號 廈安里9-11

1054 南門國小2年乙班教室 廣州街6號 愛國里1-5 愛國里全里

1055 南門國小2年丙班教室 廣州街6號 愛國里6-11

1056 南門國小2年丁班教室 廣州街6號 愛國里12-15

1057 南門國小1年甲班教室 廣州街6號 南門里1-7、16

1058 南門國小1年乙班教室 廣州街6號 南門里8-15 南門里全里

1059 建國中學自強樓119教室 南海路56號 龍光里1-6

1060 建國中學自強樓120教室 南海路56號 龍光里7-10

1061 建國中學自強樓121教室 南海路56號 龍光里11-14 龍光里全里

1062 南福宮(南昌路2段入口) 南昌路2段42巷2號 南福里1-2、6、8

1063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第
二醫療大樓

福州街10巷7號 南福里3-5、13

1064 南福宮(和平西路1段入口) 和平西路1段55巷1號 南福里7、9-11 南福里全里

1065
台電輸變電工程處(第一開標
室)

牯嶺街73號 南福里12、20-21、28

1066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北南門教
會

重慶南路3段27巷4號 南福里14-17、29

1067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西區營業分
處

牯嶺街38號 南福里18-19、22-23

1068 國稅局中正分局 潮州街2號 南福里24-27

1069 仰德大樓穿堂 羅斯福路1段6號1樓 龍福里1-3、5

1070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大禮
堂)前段

南昌路1段4號後門 龍福里4、6-10

1071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大禮
堂)後段

南昌路1段4號後門 龍福里11-13、15 龍福里全里

107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中正門
診部

牯嶺街24號1樓 龍福里14、16-21

1073 中正國中7年22班教室 愛國東路158號 新營里1-2、4、7

1074 中正國中7年23班教室 愛國東路158號 新營里3、5、8、10

1075 中正國中9年2班教室 愛國東路158號 新營里6、9、11、13-14

1076 中正國中9年1班教室 愛國東路158號 新營里12、15-17、24

1077 中正國中9年22班教室 愛國東路158號 新營里18、23、25、27

1078 中正國中9年23班教室 愛國東路158號 新營里19-22、26 新營里全里

1079 衡陽108大樓 衡陽路108號1樓 建國里1-6 建國里全里

1080 光復里里民活動場所 開封街1段105之2號 光復里4-8 光復里全里

1081 福星國小藝文空間 中華路1段66號 光復里1-3、14

1082 福星國小二手書屋 中華路1段66號 光復里9-13

1083 劉氏民宅 忠孝西路1段29巷7號 黎明里1-4、12 黎明里全里

1084
臺灣土地銀行川堂(懷寧街入
口)

懷寧街53號 黎明里5-8

1085
臺灣土地銀行川堂(館前路入
口)

館前路46號 黎明里9-11、13

1086 中國佛教會 紹興北街6號 梅花里8-11 梅花里全里

1087 梅花區民活動中心 林森北路5巷4號 梅花里2-7

1088 忠孝國小會議室 忠孝東路2段101號 梅花里1、12-15

1089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視聽中
心(林森南路側門入口)

濟南路1段71號 幸福里1-2、6-7

1090 臺北市非政府組織會館 青島東路8號 幸福里3-5 幸福里全里

1091
臺北商業大學學生活動中心(中
正廳前走廊)

濟南路1段321號 幸福里8-12

1092 臺北商業大學行政大樓1樓梯廳 濟南路1段321號 幸福里13-19

1093 臺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金山南路1段5號 幸市里1、8、17

1094 幸市區民活動中心 臨沂街10巷1號 幸市里2-4、6 幸市里全里

1095
臺北市新生托嬰中心(原家暴中
心)

新生南路1段54巷5弄2號 幸市里5、7、12-15

1096 停車場 濟南路2段42號 幸市里9-11、16

1097 東門國小1年2班教室 仁愛路1段2之4號 東門里1-5

1098 東門國小1年4班教室 仁愛路1段2之4號 東門里6-9

1099 東門國小1年6班教室 仁愛路1段2之4號 東門里10-16 東門里全里

1100 私立巨勝幼兒園 金山南路1段67巷8號 文北里1-5、10

1101 文北里里民活動場所 杭州南路1段77巷3號1樓 文北里6-9、11-12

1102 伽耶山基金會印儀學苑 濟南路2段36號
文北里13、16、18、23-
25、27

文北里全里

1103 臺北市溫州同鄉會 泰安街2巷9號
文北里14-15、17、19-
22、26

1104 金甌女中205教室 杭州南路2段1號 文祥里1-5 文祥里全里

1105 金甌女中206教室 杭州南路2段1號 文祥里6、9-10、13

1106 金甌女中207教室 杭州南路2段1號
文祥里7、11、14、17、
23

1107 孫睿亮診所 金山南路1段121號 文祥里8、12、15-16

1108 基督教救恩堂 杭州南路1段129號 文祥里18-22

1109 幸安國小學生活動中心(前段) 仁愛路3段22號 三愛里1-3、13-14

1110 幸安國小學生活動中心(後段) 仁愛路3段22號 三愛里4-6、20-22

1111 東門基督長老教會 仁愛路2段76號 三愛里7-12

1112 大雄精舍 信義路2段271號 三愛里15-19 三愛里全里

1113 連雲禪苑 連雲街74巷5號 三愛里23-25

1114 三愛里民活動場所 連雲街26巷9號 三愛里26-30

中　正　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