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   新北市第1選舉區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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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選舉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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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選舉區（石門區、三芝區、淡水區、八里區、林口區、泰山區）

第1頁，共2頁

號次
姓名 張衞航 性別 男 出生地 臺北市

3 出  生
年月日 65年09月30日 推薦之政黨 代力量

學

歷

淡水國小畢業
淡水國中畢業
台北市立中正高中畢業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財經組畢
業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
士 政

見
經

歷

法律扶助基金會審查委員及扶助律
師
經濟部中小企業榮譽律師
台北律師公會民事法委員會暨民法
判例研究小組委員
宏道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號次
姓名 余長欣 性別 男 出生地 臺灣省宜蘭縣

5 出  生
年月日 66年08月18日 推薦之政黨 綠黨

學

歷

美國南加州大學營建管理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系學士
建國中學
內壢國中
內壢國小

政

見
經

歷

民視節目製作人
華碩電腦產品經理
台灣三星電子業務副理
佳世達科技專案管理師
瀚宇彩晶產品管理師
美國ＥＭＭＡ營造專案管理工程師
長虹天薈社區管委會主委
１１號公園社區管委會主委
和毅上景社區管委會主委

號次
姓名 陳昭宏 性別 男 出生地 臺灣省宜蘭縣

2 出  生
年月日 69年09月20日 推薦之政黨 無

學

歷

世新大學法律系畢業

政

見

 

 

 

 

 

 

 

 

 

 

 

 

中央政見

1.修改刑事訴訟法第228條，學習日本的警察與檢察官雙偵查主體制，提升警察素質及位階。 

2.加強交通安全教育，提升國民對交通意外風險的認識，迴避危險，減少交通事故發生。 

3.落實嚴格考駕照制度。 

4.鼓勵大眾運輸，擴大使用人口並降低通勤票價，達成交通優化及損益平衡。 

5.發展自駕車系統讓未來酒駕、毒駕、疲勞駕駛等危險駕駛得以根除。 

6.強化社區發展協會功能，活化區域資源，發展銀髮、幼童共同照護互動，降低長照育兒成本。 

7.檢討地方制度法，權、錢下放，平衡偏鄉發展並保障地方政府人事與財稅自主權。 

8.法稅改革、量能課稅，超徵稅收還稅於民。 

9.學貸免利息，弱勢不世襲。 
 
選區政見 
1.發展八里台北港，吞吐全球物流帶動北海岸發展，提供在地就業，翻轉經濟軸線，逆轉通勤路線，改善交通。 

2.監督並協助淡江大橋施工，安全不變下加速興建，提早打通台北港與北海岸連結。 

3.爭取中央將西濱公路(台61線)北延三芝連結台2線，貫通石門、三芝、淡水、八里、林口海岸。 

4.爭取中央補助105市道拓寬經費，優化台北港與林口新市鎮交通。 

5.鼓勵貨物運送使用濱海公路，倉儲於台北港，減少貨運重車入泰山，改善泰山交通。 

6.核一廠未完成退役程序前繼續發放地方補助款、中央盡速選定核廢料終極儲放點、研究開放部分廠區設施活化

使用。 

7.支持淡海輕軌環狀連結淡水捷運站，讓淡江大橋通車後老街人潮不他移。 

 

經

歷

彰化縣永靖郵局郵差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海山分局海山派出所警員
　　　交通警察大隊蘆洲分隊警員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號次
姓名 陳榮太 性別 男 出生地 臺灣省嘉義縣

8 出  生
年月日 33年08月19日 推薦之政黨 台灣整復師聯盟工黨

學

歷

嘉義縣民雄高農

政

見

一.傳承醫道發揚國粹

二.請支持立法院通過「全民保健福利法」

　 為人民健康服務

經

歷

嘉義地政事務所雇員
台灣省國術會推拿師
中國藥用植物學會理事
世脊联台灣總會委員志工隊長
台灣整復師联盟工黨委員

號次
姓名 呂孫綾 性別 女 出生地 臺北市

6 出  生
年月日 77年03月12日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學

歷

淡水國小
聖心女中
文化大學政治學系
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

政

見

 
四年創奇蹟 呂孫綾有成績

●幼托安心 
成功推動提高幼兒學前扣除額，持續要求政府增設2歲專班。持續擴大推動公共托育、準公共化幼兒園等幼托政策。 
●長照安心 
成功增訂長照扣除額12萬。持續推動長照2.0擴大服務對象，並擴大開辦銀髮族服務關懷據點。 
●教育安心 
起草並三讀通過「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條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成功爭取各區國中小學及高中各

級學校補助經費，未來持續依照各校實際需要，全力爭取資源，提升校園安全、改善學習環境，讓師生、家長更放心。 
●生活安心 
成功推動有感稅改，大幅提高標準扣除額、薪資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和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要求政府興建社會

住宅，成功爭取保留一定比例予警消人員；成功爭取單身青年與新婚育兒家庭租金補貼，減輕居住負擔。 
●地方建設最安心 
成功爭取行政院核定淡江大橋修正計畫，2019年3月主橋段正式動工，繼續督促2024年完工。關渡大橋通車36年以來第一次耐

震補強工程，持續監督2021年完工。 
成功爭取淡海新市鎮醫療用地，未來將繼續爭取設置大型醫院，服務淡水、北海岸民眾，2024年淡江大橋完工後，更可嘉惠八

里、林口民眾。啟動淡海新市鎮第三次通盤檢討作業，持續要求政府傾聽民眾意見，並做好各項規劃。 
成功爭取林口青創新創園區，繼續爭取優秀青年創意團隊、國際企業進駐，提升在地就業機會，活絡在地消費與經濟。 
成功改善無自來水地區供水問題，持續要求政府擴大辦理。 
成功爭取台北港儲油槽提前至2026年開始遷移，未來持續監督執行；成功爭取舉辦八里台北港國防知性之旅，未來將繼續爭取

舉辦；成功爭取石門核一廠除役完成前，未來地方回饋絕對不變。 
爭取交通尖峰7-9時，林口往台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開放路肩提供公車專用，提升運輸效率、減少通勤時間。 
成功爭取泰山全區建置汙水下水道、老舊自來水管線更新、增設65號道匝道工程，未來持續監督完工。 
成功爭取三芝、石門雙灣自行車步道、興華營區鐵馬驛站、農夫市集計畫，未來持續督促完工。

經

歷

第九屆立法委員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副書記長
民進黨第141516屆中央執行委員
立法院兒少權利連線副會長
淡信慈善基金會執行長
淡水民主協會常務理事
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號次
姓名 歐崇敬 性別 男 出生地 高雄市

1 出  生
年月日 56年03月07日 推薦之政黨 無

學

歷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博士　
政治大學法學碩士　
輔仁大學外語文學士

政

見

1.徹查蔡英文博士學歷是否存在

2.徹底調查蔡英文升等副教授案是否合法

3.嚴格調查蔡英文博士論文是否涉及自我抄襲

4.調查蔡英文升等教授著作與英文論文大幅重複問題是否違法

5.要求釋憲總統不可將升等論文資料做任何加密封存動作

6.修建淡水台北快速道路

7.建設三芝綠色公路

8.擴大辦理石門風箏季 文化節

9.拓展八里渡船口為國際觀光景點

10.將泰山擴大為明志科大輔大大學城商業鍊

11.將林口竹林寺老街區整合為觀光消費區

經

歷

卓越雜誌總編輯　房地產雜誌編輯
總監　佛光大學哲學中心主任　南
華大學中日思想中心主任　環球科
技大學公關系主任　中州科技大學
副校長及講座教授　歐崇敬電視台
創辦人及主持人

號次
姓名 張立蔭 性別 男 出生地 臺南市

4 出  生
年月日 56年09月20日 推薦之政黨 無

學

歷

一、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系
78年班學士畢業。

二、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研
究所82年班碩士畢業。

政

見

 
在天父啟示導航與保証下，聯合並督促韓國瑜總統「破全人類歷史 100 項治國績

效記錄」(不是全中國歷史)！打造「中華民國在台灣」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包括： 
1、 建立「父、子、聖靈<中國國教>」，使台灣受全球永久保護。同時，維護、保

有「中華民國在台灣主權」及於全中國之原始基本權益，永不凋零！無庸擔心未

來日漸隕落。並以「台灣是中國的民主燈塔、自由長城」身份，導航全中國自由、

民主、安樂、富強！接軌全世界。為兩岸未來漸進、穩妥統一，奠定確實可行道

路、不再空談口號與幻想。 
2、 立法實施全國全面聖經教育、必修課程與學分，從幼稚園兒歌至博士班聖經

研究。 
3、 每月「基礎」糧、油、糖、鹽、奶粉等日常生活食用必需，全面由國家統一

按口配給。憑身份證與戶口證明，於住家附近超商領取。 
4、 政府 E 化再升級。如：在家納稅並列印收據、在家列印戶藉謄本…等。 
5、 全台電動機車綠能化。 
6、 全國手機 5G 化，並搶先全球 6G。 
…等 100 項「破全人類歷史治國績效記錄」！隨時新增。 
 

經

歷

一、2016台南市立法委員擬參選  
人。

二、2018台北市市長擬參選人。
註：民國97年7月1日自國防部退

伍。

號次
姓名 洪孟楷 性別 男 出生地 臺北市

7 出  生
年月日 72年01月01日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學

歷

美國南加州大學國際公共政策管理
系　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　碩士

政

見
經

歷

立法院　法案助理
台北縣政府蔡家福副縣長　秘書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
行政院江宜樺院長辦公室　專門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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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票時間：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一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一日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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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八年九
月十一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日繼續居住者，有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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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八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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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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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紅色字體印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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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紅色字體印刷）

3.	 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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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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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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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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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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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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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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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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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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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1）區域、原住民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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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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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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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選舉票顏色：
1.	 區域選舉票為淺黃色，平地原住民選舉票為淺藍色，山地原住民選舉票為淺綠色，另「平地原住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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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內分別加印紅色之「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字樣。

2.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票為白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	 圈選二政黨或二人以上。
2.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政黨或何人。
4.	 圈後加以塗改。
5.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政黨或何人。
8.	 不加圈完全空白。
9.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貳、投票相關規定：

參、投（開）票所一覽表：(若有部分變動，請依實際收到之投票通知單為主)

第2頁，共2頁

區
別
投開票
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石
門
區

1
北觀處白沙灣行政中心	
(地下室)

下員坑３３之６號(地下一樓) 德茂里 全里

2 富基市民活動中心 楓林３７之６號 富基里 全里

3 老梅市民活動中心 老梅路４３號 老梅里 1-8

4 老人休閒活動中心 公地４４號 老梅里 9-19

5 山溪市民活動中心 老崩山６之５號(２樓) 山溪里 全里

6 石門第二市民活動中心 中山路３４號(３樓) 石門里 全里

7 尖鹿市民活動中心 中央路９之３號 尖鹿里 全里

8 妙濟寺 內阿里磅１號 乾華里 全里

9 茂林市民活動中心 茂林社區１之１號 茂林里 全里

10 草里市民活動中心 阿里荖３３之１號(３樓) 草里里 全里

三
芝
區

11 八賢市民活動中心 八連溪４１號 八賢里 全里

12 三芝國小(1年1班)教室 育英街２２號 埔頭里 1-11

13 三芝國小(1年2班)教室 育英街２２號 埔頭里 12-25

14 三芝國小(1年3班)教室 育英街２２號 埔頭里 26-36

15 三芝國小(1年4班)教室 育英街２２號 埔頭里 37-42

16 福德宮活動中心 茂興店８７號 古庄里 全里

17 三和市民活動中心 蕃社后３之１號 新庄里 全里

18 三芝國中(家政教室) 淡金路一段３８號 埔坪里 1-4

19 三芝國中(705)教室 淡金路一段３８號 埔坪里 7

20 三芝國中(生科教室) 淡金路一段３８號 埔坪里 5,6,8-13

21 三芝國中(706)教室 淡金路一段３８號 埔坪里 14-20

22 三芝國中(903)教室 淡金路一段３８號 埔坪里 21-35

23 茂長市民活動中心 陳厝坑６１之３號 茂長里 全里

24 橫山市民活動中心 大坑８６之１號 橫山里 全里

25 錫板智成堂 海尾１７號 錫板里 全里

26 芝蘭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北勢子４１之１號 後厝里 1-21

27 後厝市民活動中心 北勢子２０之６號 後厝里 22-27

28 福德市民活動中心 埔尾９之１號 福德里 全里

29 圓山市民活動中心 木屐寮３２之２號 圓山里 全里

30 三芝區農會北新庄辦事處 楓子林４９之２號 店子里 全里

31 興華國小(風雨教室) 田心子５號 興華里 全里

淡
水
區

32 中和市民活動中心 小中寮１９之２號 中和里 全里

33 屯山國小(會議室) 淡金路五段１１１號 屯山里 全里

34 賢孝市民活動中心 石頭埔８號 賢孝里 全里

35 興仁市民活動中心 興仁路９５號１樓 興仁里 全里

36 玄玄廟(原仙媽廟) 安子內１２號旁 蕃薯里 全里

37 忠山市民活動中心 椿子林１８號 忠山里 全里

38 義山市民活動中心 奎柔山路１號地下１層 義山里 1-13

39 義山市民活動中心 奎柔山路１號地下１層 義山里 14-19

40 無極天元宮 北新路三段３６號 水源里 1-6

41 無極天元宮 北新路三段３６號 水源里 7-22

42 大湖橋旁鐵厝 演戲埔腳３之５號 忠寮里 全里

43 樹興市民活動中心 糞箕湖２５號 樹興里 全里

44 坪頂市民活動中心 坪頂路７１０巷１號 坪頂里 全里

45 臺灣長老教會關渡教會 自強路３０７巷４號 福德里 1,8,18,19

46
中華基督教長老會信友堂-
關渡自強分堂

自強路３０７巷２號 福德里 2,20

47 竹圍國小自強分校	(一年級教室) 自強路３５號 福德里 3,5

48 竹圍國小自強分校(二年級教室) 自強路３５號 福德里 4,13

49 竹圍國小自強分校(五年級教室) 自強路３５號 福德里
6,7,9-12,
14-17

50 竹圍福德宮旁 民族路１７巷底 竹圍里 1,2,7,8,13-15

51 觀海極品社區圖書室 民族路３１號 竹圍里 3

52 空屋 民族路２９巷２弄６號（觀海極品後方） 竹圍里 4-6

53 民生市民活動中心 民生路２７號地下１樓 竹圍里 9-12

54 關渡站前A區中庭廣場 民權路１７７巷５３號 民權里 1-3,7,9-10

55 吉的堡幼兒園竹圍分校 民權路１８７巷４０號 民權里 4-6,8,16

56 新北市職訓中心淡水服務據點 民權路１８７巷１２號 民權里 11-15,17

57 民生市民活動中心(托兒所) 民生路２７號１樓 民生里 1,5,10,16-19

58 民生里土地公廟 民生路１１３巷３弄３２號對面 民生里
2-4,6-9,
11-13

區
別
投開票
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淡
水
區

59 民生里休閒區
民生路１１３巷３弄３２號旁
（民生里土地公廟對面）

民生里 14,15,20-28

60 民生市民活動中心(圖書館) 民生路２７號６樓 民生里 29-32

61 竹圍國小（101） 中正東路二段１４５號 八勢里 1,2,4,12

62 竹圍國小（102） 中正東路二段１４５號 八勢里 3,5,14

63 竹圍國小（103） 中正東路二段１４５號 八勢里 8-10

64 八勢里活動中心 紅樹林路２２３號對面 八勢里 6,7,11,13

65 綠波山莊交誼廳 淡金路１６巷１２７號 竿蓁里 1,3,15

66 海帝社區B區圖書室 中正東路一段１０５巷１號１樓 竿蓁里 2,4,23,24

67 海帝社區C區圖書室 淡金路７９巷１００號１樓 竿蓁里 16,17,21,22

68
竿蓁市民活動中心
（銀髮俱樂部）

中正東路一段３巷６號１樓 竿蓁里 5-10,12-13

69
竿蓁市民活動中心
（多功能教室）

中正東路一段３巷６號２樓 竿蓁里 11,14,25,26

70 竿蓁市民活動中心	（閱覽室） 中正東路一段３巷６號３樓 竿蓁里 18-20

71 新市國小(社區教室) 中山北路二段２００號 崁頂里 1

72 新市國小(101) 中山北路二段２００號 崁頂里 2-3

73 新市國小(102) 中山北路二段２００號 崁頂里

4	
(中山北路3
段、新市二
路4段及濱海
路1段306巷
60弄)

74 新市國小(藝文空間) 中山北路二段２００號 崁頂里

4	
(不含中山北
路3段、新市
二路4段及濱
海路1段306
巷60弄)

75 育英國小(科任教室) 埤島１４號 崁頂里 6-10

76 育英國小(一孝) 埤島１４號 崁頂里 11,13

77 育英國小(二孝) 埤島１４號 崁頂里 12,14,15

78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B101) 濱海路三段１５０號 崁頂里

5
	(義山路1段
及新市一路1
段)

79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B103) 濱海路三段１５０號 崁頂里

5	
(不含義山路
1段及新市一
路1段)

80 埤島市民活動中心 埤島１４號 埤島里 全里

81 正德國中(901) 北新路１０９號 水碓里 1-7

82 正德國中(905) 北新路１０９號 水碓里 8-11

83 正德國中(生科教室二) 北新路１０９號 水碓里 12-15

84 正德國中(特教教室) 北新路１０９號 水碓里 16-20

85 正德國中（805） 北新路１０９號 北新里 1-10

86 正德國中（705） 北新路１０９號 北新里 11-20

87 正德國中（718） 北新路１０９號 正德里 1-6,9

88 正德國中（818） 北新路１０９號 正德里 7,8,10

89 正德國中（918） 北新路１０９號 正德里 11-14

90 新興國小（101） 新興街１２３號 新興里 1-3

91 新興國小（102） 新興街１２３號 新興里 4,5

92 新興國小（103） 新興街１２３號 新興里 6,8

93 新興國小（104） 新興街１２３號 新興里 7

94 新興市民活動中心(3樓自習室) 大義街１８號３樓 新義里 1-7

95
新興市民活動中心
(5樓銀髮俱樂部)

大義街１８號５樓 新義里 8-11

96 新興市民活動中(5樓桌球空間) 大義街１８號５樓 新義里 12-14

97 新興國小（105） 新興街１２３號 新春里 1-3

98 新興國小（106） 新興街１２３號 新春里 4,5

99 新興國小（107） 新興街１２３號 新春里 6-8

100 新興國小（401） 新興街１２３號 新春里 9

101 新興國小（108） 新興街１２３號 新春里 10-12

102 新興國小（109） 新興街１２３號 新春里 13-15

103 新興國小（311） 新興街１２３號 新民里 1-3

104 新興國小（家長會） 新興街１２３號 新民里 4-8

105 新興國小（視聽教室） 新興街１２３號 新民里 9-12

106 新市國小（103） 中山北路二段２００號 北投里 1,2

107 新市國小（104） 中山北路二段２００號 北投里
3-5,9,10,12-
16

108 淡江有約社區（桌球室） 淡金路一段５０１號 北投里 6-8,11,21,22

109 新市國小（105） 中山北路二段２００號 北投里 17,20

110 新市國小（陶藝教室） 中山北路二段２００號 北投里 18,19

111 鄧公國小（201） 學府路９９號 鄧公里 1,2,4,6

112 鄧公國小（202） 學府路９９號 鄧公里 3,5

113 鄧公國小（203） 學府路９９號 鄧公里 7-11

區
別
投開票
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淡
水
區

114 鄧公國小（204） 學府路９９號 鄧公里 12-14

115 鄧公國小（防災準備室） 學府路９９號 鄧公里 15-17

116 鄧公國小（205） 學府路９９號 幸福里 1-6

117 鄧公國小（206） 學府路９９號 幸福里 7-12

118 鄧公國小（207） 學府路９９號 幸福里 13-19

119 鄧公國小（208） 學府路９９號 學府里 1-4

120 鄧公國小（209） 學府路９９號 學府里 5-8

121 鄧公國小（301） 學府路９９號 學府里 9-13

122 鄧公國小（302） 學府路９９號 學府里 14-18

123 中興市民活動中心(1樓) 水源街一段２９號１樓 中興里 1-7

124 中興市民活動中心(2樓) 水源街一段２９號２樓 中興里 8-10

125 中興市民活動中心(3樓) 水源街一段２９號３樓 中興里 11-18

126 長庚市民活動中心 中山路７２巷１弄１０號 長庚里 全里

127 淡水清水巖活動中心 清水街１６０號 清文里 全里

128 五里市民活動中心 中正路６５號５樓 草東里 全里

129 淡水國小(國際文教中心) 中山路１６０號 協元里 全里

130 永吉里集會所 清水街２１２號 永吉里 全里

131 遊滬旅遊中心 中正路６５號１樓 民安里 全里

132 淡水舊地政事務所 中正路２３３號 新生里 全里

133 文化國小（一年忠班） 真理街６號 文化里 全里

134 油車市民活動中心 淡海路３２號 油車里 1-9,15-17

135 天生國小（一年1班） 淡海路７２巷２６號 油車里 10-13

136 天生國小（一年3班） 淡海路７２巷２６號 油車里 14,18-20

137 淡海市民活動中心(教室) 淡海路１１１號１樓 沙崙里 1-4

138 保安廟 淡海路１８９巷１０號 沙崙里 5-7

139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特殊教育玻璃教室)

濱海路三段１５０號 沙崙里 8

140 淡海市民活動中心	(銀髮俱樂部) 淡海路１１１號１樓 大庄里 1-5

141 淡海市民活動中心	(閱覽室) 淡海路１１１號３樓 大庄里 6-8

142 淡海基督教會 沙崙路１８１巷３０號 大庄里 9,10

143 行忠宮 新民街一段８０號（停車場） 大庄里

11	
(新市一路1
段99巷及沙
崙路1段)

144 行忠宮 新民街一段８０號（停車場） 大庄里

11
	(不含新市
一路1段99
巷及沙崙路1
段)

145 臺北灣社區（一期）
新民街一段８１號１樓	
	(桌球區)

大庄里 12

八
里
區

146 頂寮民宅 頂寮一街６１號 龍源里 1-7,10

147 聯全汽車關渡橋頭檢驗廠 龍米路一段１７２之１號 龍源里 8-9,23-24

148 龍米市民活動中心 龍米路一段２２３號 龍源里 11-15,25-27

149 天主教聖心小學活動中心 龍米路一段２６１號 龍源里 16-22,28-30

150 米倉國小		(一年孝班)教室 龍米路二段１２９巷１號 米倉里 1-9,11-13

151 渡船頭市民活動中心 渡船頭街１１巷８號 米倉里 10,14-24

152 大崁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中山路一段２１號 大崁里 1-5,10-11

153 大崁國小(A101)教室 忠八街２號 大崁里 6-9,12-17

154 大埤頂市民活動中心1樓 中山路一段９５號 埤頭里 1-12

155
中庄市民活動中心
(中庄市場綜合大樓3樓）

中山路一段１０９號３樓 埤頭里 13-28

156 頂罟市民活動中心1樓 八里大道１２號 頂罟里 全里

157 八里國小明德樓(1101)教室 中山路二段３３８號 舊城里 1-8

158 八里國小朝陽樓(4105)教室 中山路二段３３８號 舊城里 9-14

159 八里國小朝陽樓(4103)教室 中山路二段３３８號 舊城里 15-17

160 八里國小朝陽樓(4101)教室 中山路二段３３８號 舊城里 18-22

161 八里國小明德樓(1108)教室 中山路二段３３８號 訊塘里 1-9

162 八里國小明德樓	(1106)教室 中山路二段３３８號 訊塘里 10-23

163
下庄市民活動中心
(下庄市場綜合大樓4樓）

舊城路１９號４樓 荖阡里 全里

164 長坑國小活動中心 中華路三段２３６號 長坑里 全里

165
下罟銀髮俱樂部
(下罟市民活動中心1樓)

中山路三段１７５號 下罟里 全里

林
口
區

166 醒吾中學 粉寮路一段７５巷８０號 東林里 1-12

167 醒吾中學 粉寮路一段７５巷８０號 東林里 13-18

168 醒吾中學 粉寮路一段７５巷８０號 東林里 19-27

169 林口國小 林口路７６號 林口里 1-4

170 林口國小 林口路７６號 林口里 5-8

區
別
投開票
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林
口
區

171 林口國小 林口路７６號 林口里 9-15

172 林口國小 林口路７６號 林口里 16-29

173 林口高中 仁愛路二段１７３號 西林里 1-8

174 林口高中 仁愛路二段１７３號 西林里 9-11,13

175 林口高中 仁愛路二段１７３號 西林里 12,14-18

176 林口高中 仁愛路二段１７３號 西林里 19-24

177 林口高中 仁愛路二段１７３號 西林里 25-29

178 林口高中 仁愛路二段１７３號 西林里 30-33,37

179 林口高中 仁愛路二段１７３號 西林里 34-36

180 林口國小 林口路７６號 菁湖里 1-9

181 林口國小 林口路７６號 菁湖里 10-16

182 林口國小 林口路７６號 菁湖里 17-23

183 佳林國中 中山路２６８號 中湖里 1-6

184 佳林國中 中山路２６８號 中湖里 7,9

185 佳林國中 中山路２６８號 中湖里 8,10-17

186 湖北市民活動中心 後湖１７之６號 湖北里 全里

187 頭湖國小 民權路１０１號 湖南里 1,3,4

188 頭湖國小 民權路１０１號　 湖南里 2,5

189 頭湖國小 民權路１０１號 湖南里 6-8

190 林口國中 民治路２５號 湖南里 9,10

191 林口國中 民治路２５號 湖南里 11-14

192 林口國中 民治路２５號 湖南里 15-18

193 頭湖國小 民權路１０１號 湖南里 19-21

194 頭湖國小 民權路１０１號 湖南里 22-23

195 頭湖國小 民權路１０１號 湖南里 24-27

196 頭湖國小 民權路１０１號 湖南里 28,30

197 頭湖國小 民權路１０１號 湖南里 29,31

198 林口國中 民治路２５號 湖南里 32-36

199 林口國中 民治路２５號 湖南里 37,38,40

200 林口國中 民治路２５號 湖南里 39,41

201 林口國中 民治路２５號 湖南里 42-48

202 南勢國小 南勢五街２號 南勢里 1-5

203 南勢國小 南勢五街２號 南勢里 6-8

204 南勢國小 南勢五街２號 南勢里 9-12

205 新林國小 三民路１０１號 南勢里 13-15

206 新林國小 三民路１０１號 南勢里 16-18

207 新林國小 三民路１０１號 南勢里 19,21

208 新林國小 三民路１０１號 南勢里 20,22,23

209 新林國小 三民路１０１號 南勢里 24-27

210 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文化北路一段４２５號 南勢里 28,29,33

211 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文化北路一段４２５號 南勢里 30,31,37

212 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文化北路一段４２５號 南勢里 32

213 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文化北路一段４２５號 南勢里 34-36

214 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文化北路一段４２５號 南勢里 38-40

215 林口國中 民治路２５號 仁愛里 1-4

216 林口國中 民治路２５號 仁愛里 5-8

217 林口國中 民治路２５號 仁愛里 9-16

218 林口國中 民治路２５號 仁愛里 17-25

219 林口國中 民治路２５號 仁愛里 26-30

220 麗林國小 公園路４６號 麗林里 1-6

221 麗林國小 公園路４６號 麗林里 7-14

222 麗林國小 公園路４６號 麗林里 15-18

223 麗林國小 公園路４６號 麗林里 19-25

224 麗林國小 公園路４６號 麗林里 26-29

225 麗林國小 公園路４６號 麗林里 30-32

226 麗園國小 忠孝路５９１號 東勢里 1-7

227 麗園國小 忠孝路５９１號 東勢里 8-14

228 麗園國小 忠孝路５９１號 東勢里 15-29

區
別
投開票
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林
口
區

229 麗園國小 忠孝路５９１號 東勢里 30-35,37

230 麗園國小 忠孝路５９１號 東勢里 36,38-42

231 麗園國小 忠孝路５９１號 麗園里 1-9

232 麗園國小 忠孝路５９１號 麗園里 10-15

233 麗園國小 忠孝路５９１號 麗園里 16-19

234 頂福里集會所 頂福２０之１６號		(祖師公廟旁) 頂福里 全里

235 下福市民活動中心 下福１３９之１３號 下福里 全里

236 嘉寶國小 嘉溪雅坑２２號 嘉寶里 全里

237 瑞平國小 後坑３４之１號 瑞平里 全里

238 瑞平國小 後坑３４之１號 太平里 全里

泰
山
區

239 大科市民活動中心 大科路３００號 大科里 1-13

240 南亞林口廠福利社 南林路１０１號 大科里 14-16

241 黎明市民活動中心 黎明路２３號 黎明里 3-6,9-11,13

242 泰山國中 泰林路二段４９８號 黎明里
1-2,7-8,
12,14-17

243 泰山國中 泰林路二段４９８號 山腳里 1-9

244 泰山國中 泰林路二段４９８號 山腳里 10-19

245 泰山國小 泰林路二段２５５號 山腳里 20-30,33

246 泰山國小 泰林路二段２５５號 山腳里 31-32,34-45

247 楓樹福泰市民活動中心 楓江路２６巷２６號 福泰里 1-12

248 楓樹福泰市民活動中心 楓江路２６巷２６號 福泰里 13-25

249 泰山國小 泰林路二段２５５號 福興里 1-15

250 泰山國小 泰林路二段２５５號 福興里 16-25

251 山腳市民活動中心 福德街１４號 楓樹里 1-5,7-8

252 泰山國小 泰林路二段２５５號 楓樹里 6,9-18

253 楓樹福泰市民活動中心2樓 楓江路２６巷２６號２樓 楓樹里 19-28

254 泰山高中 辭修路７號 同榮里 1-8

255 泰山高中 辭修路７號 同榮里 9-20

256 同榮國小 公園路３３號 同榮里 21-30

257 泰山高中 辭修路７號 同興里 1-10

258 泰山高中 辭修路７號 同興里 11-24

259 義學國小 民生路３０號 全興里 1-5,7

260 義學國小 民生路３０號 全興里 6,8-9

261 義學國小 民生路３０號 全興里 10-15,17

262 義學國小 民生路３０號 全興里 16,18-21

263 義學國小 民生路３０號 全興里 22-25

264 同榮國小 公園路３３號 義學里 1-3,5,27

265 同榮國小 公園路３３號 義學里 4,6-14

266 義學市民活動中心 明志路二段１０６號 義學里 15-26

267 義學國中 民生路３３號 義仁里 1-9

268 義學國中 民生路３３號 義仁里
12-16,19,
27-28

269 義學國中 民生路３３號 義仁里
10-11,17-18,
22-25,29-30

270 義仁市民活動中心 明志路二段１７７號 義仁里 20-21,26

271 明日城初日社區 信華一街７號 義仁里 31-39

272 明志國小 新生路２號 明志里 1-7

273 明志國小 新生路２號 明志里 8-15

274 明志市民活動中心 明志路二段４２６號 明志里 16-24

275 明志國小 新生路２號 泰友里 1-9

276 明志國小 新生路２號 泰友里 10-18

277 明志國小 新生路２號 新明里 1-13

278 明志國小 新生路２號 新明里 14-25

279 頂泰山巖交誼中心 應化街３２號 貴子里 1-4

280 明志科技大學（綜合大樓1樓） 工專路８４號 貴子里 5-15

281 貴子市民活動中心 工專路２２號 貴子里 16-29

282 明志國小 新生路２號 貴賢里 1-15

283 貴賢市民活動中心 明志路三段１９７號 貴賢里 16-27

284 道明幼兒園 明志路三段２９５號 貴和里 1-23

285 道明幼兒園 明志路三段２９５號 貴和里 24-32

286 貴和市民活動中心 明志路三段３６５號 貴和里 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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