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   新北市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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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舉區（五股區、蘆洲區、三重區富貴里等16里）

第1頁，共2頁

號次
姓名 龍大智 性別 男 出生地 臺灣省彰化縣

2 出  生
年月日 52年06月30日 推薦之政黨 合一行動聯盟

學

歷

1.五股國中畢業；2.五股國小畢業
3.天主教四維幼稚園

政

見
經

歷

社團法人中華方舟之愛幸福人生促
進會理事長；社團法人中華福源
521關懷協會監事主席；社團法人
中華金門福利關懷協會理事；合一
行動聯盟黨代表暨評議委員。

號次
姓名 林淑芬 性別 女 出生地 臺灣省彰化縣

1 出  生
年月日 62年01月17日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學

歷

彰化女中
中興法商社会系
世新大學社会發展研究所

政

見
經

歷

第十四、十五屆台北県议員
第六、七、八、九屆立法委員

號次
姓名 黃桂蘭 性別 女 出生地 臺灣省花蓮縣

3 出  生
年月日 46年02月25日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學

歷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電子商務研究所

政

見

 

 

 

 

 

 

 

 

 

 

 

 

 

一、學貸免息，減負擔 

二、六年幼托，免負擔：1、加強教保人員身心健康，以保障受托幼童之安全。 

2、落實三胎的優先權利。 

3、廣設公共托育、幼兒園。 

三、十年長照，零負擔：1、廣設社區型老人關懷聚點，因應快速的老人化社會。 

2、設立銀髮社區，活化老人文化。 

四、地方建設，不落後：1、盡速配置中小學冷氣設備。 

2、提高蘆洲區段徵收比例，補償捷運機場占用蘆洲市民土地損失。 

3、蘆洲設立大型醫院。 

4、五股輕軌盡速動工。 

5、改善五股交流道交通。 

6、高壓電地下化。 

五、觀光資源，不浪費：1、推廣觀音山風景區。 

     2、整合二重疏洪道成為觀光、休閒運動中心。 

經

歷

1.蘆洲市市民代表
2.臺北縣第15、16屆縣議員
3.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4.新北市第1、3屆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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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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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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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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股
區

287 更寮國小113教室 四維路２號 興珍里 1-15

288 更寮國小114教室 四維路２號 興珍里 16-17,30-39

289 福興宮 中興路一段１５１巷４號 興珍里 18-29,40

290 更新市民活動中心 更州路４５號 更寮里 全里

291 觀音市民活動中心 凌雲路三段１７之２號 觀音里 全里

292 清水灣大樓會議室 成泰路四段２２巷２號１樓 集福里 2-12

293 薪關渡大樓會議室 成泰路四段２４號之１０ 集福里
1,13-16,
23-26

294 集福市民活動中心 孝義路５５巷１０號 集福里 17-22

295 集福社區活動中心 天乙路３號之１ 集賢里 1-10

296 集福社區活動中心 天乙路３號之１ 集賢里 11-22

297 成州國小一年一班教室(B110) 成泰路三段４９３號 成德里 1-12

298 成州國小一年三班教室(B108) 成泰路三段４９３號 成德里 13-23

299 成州國小一年五班教室(B106) 成泰路三段４９３號 成州里 12-18

300 成州國小一年七班教室(B104) 成泰路三段４９３號 成州里
9-11,19-21,
24,25

301 成州市民活動中心 西雲路２６７號 成州里
7-8,22-23,
26-27

302 成功市民活動中心 西雲路１６３號１樓 成州里 1-6

303 五股區衛生所 新城三路１１號１樓 成功里 1-4

304 成功市民活動中心1樓 西雲路１６３號１樓 成功里 5-16

305 五股區社教大樓1樓廣場 西雲路１６５號１樓 成功里 17-26

306 成功市民活動中心2樓 西雲路１６３號２樓 成功里 27-34

307 伯爵花園社區大廳 芳洲七路１８號 成泰里 1,5

308 空屋 新五路二段６２２號 成泰里 4,6

309 成泰里守望相助隊 御史路１之５號 成泰里 2,3,7-12

310 五股區公民會館 御史路１巷５９號 成泰里 13-24

311 法國宮庭社區大廳 御成路１４０號 成泰里 25-34

312 空屋 民義路二段５２之２２號 五龍里 全里

313 五福里集會所 五福路２２巷２５號之１ 五福里 11-15,18-23

314 台北愛家大樓會議室 五福路１４巷底 五福里 1-10,16-17

315 撲滿成家大樓中庭會議室 五福路３５至５７號中庭 六福里 1-12

316 撲滿成家大樓中庭會議室 五福路３５至５７號中庭 六福里 13-23

317 五股區文康中心 民義路一段２１８號 民義里 1-13

318 五股市民活動中心 工商路１２７號 民義里 14-23

319 五股國小學習中心(一) 成泰路二段４９號 五股里 1-8

320 五股國小學習中心(二) 成泰路二段４９號 五股里 9-18

321 五股國小科任教室 成泰路二段４９號 五股里 19-28

322 德音社區活動中心 蓬萊路１號之５ 德音里 1-10

323 德音社區活動中心 蓬萊路１號之５ 德音里 11-21

324 民宅 成泰路一段１８９巷９弄３號 德音里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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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股
區

325
德音國小一樓圓樓	
	(體育器材室旁)

明德路２號 水碓里 1-7

326 德音國小一樓圓樓	(資收場) 明德路２號 水碓里 8-15

327 德音國小活動室(113) 明德路２號 水碓里 16-23

328 德音國小樂齡教室(114) 明德路２號 水碓里 24-30

329
德音國小幼兒園千禧班教室
(120)

明德路２號 水碓里 31-36

330
德音國小幼兒園寶貝班教室
(122)

明德路２號 福德里 1-8

331 德音國小學習中心一		(124) 明德路２號 福德里 9-19

332 空屋 成泰路一段７巷９弄１號旁鐵皮屋 德泰里 12-14,16-19

333 台北星洲社區圖書室 成泰路一段３２巷３２號 德泰里 3-8

334 德泰市民活動中心 成泰路一段８巷４號 德泰里
1-2,9-11,
15,20-22

335 貿商社區活動中心 貿商里４５６號 貿商里 1-14

336 貿商社區活動中心 貿商里４５６號 貿商里 15-25

337 陸光新城A社區活動中心 六合街５６號１樓 陸一里 1-17

338 陸光新城A社區活動中心 六合街５８號１樓 陸一里 18-35

蘆
洲
區

339 蘆洲國小 中正路１００號 光華里 1-7

340 蘆洲國小 中正路１００號 光華里 8-14,18

341 蘆洲國小 中正路１００號 光華里 15-17,19

342 蘆洲國小 中正路１００號 光明里 1-6,22-23

343 蘆洲國小 中正路１００號 光明里 7-14

344 蘆洲國小 中正路１００號 光明里 15-21

345 民宅 和平路１１１巷１４號 中路里 1-2,5-13

346 中路市民活動中心 光華路１０７巷１１號 中路里 3-4,14-17

347 永安華廈社區 永安南路二段１６巷１８號 永安里 1-7,9

348 永安華廈社區 永安南路二段１６巷１２號 永安里 8,10-13

349 永安華廈社區 永安南路二段１６巷１０號 永安里 14-19

350 長安市民活動中心 長安街９６號４樓 九芎里 1-8

351 長安市民活動中心 長安街９６號４樓 九芎里 9-19

352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長安分館 長安街９６號３樓 九芎里 20-27

353 永安市民活動中心 永安南路二段１３４號 延平里 1-7

354 永安市民活動中心 永安南路二段１３４號 延平里 8-17

355 中路市民活動中心 光華路１０７巷１１號 中華里 1-7

356 中路市民活動中心 光華路１０７巷１１號 中華里 8-14

357 蘆洲國中 中正路２６５號 中原里 1-14

358 蘆洲國中 中正路２６５號 中原里 15-23

359 蘆洲國中 中正路２６５號 中原里 24-29

360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里 1-6,17

361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里 7-11

362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里 12-16,18-19

363 忠義廟 長安街１０６號 忠義里 1-7

364 忠義廟 長安街１０６號 忠義里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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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蘆
洲
區

365 忠義國小 光榮路９９號 正義里 1-2,4-5

366 忠義國小 光榮路９９號 正義里 3,6

367 忠義國小 光榮路９９號 正義里 7-9

368 忠義國小 光榮路９９號 正義里 10-13

369 忠義國小 光榮路９９號 正義里 14-15,17

370 忠義國小 光榮路９９號 正義里 16,18,20-21

371 忠義國小 光榮路９９號 正義里 19,22-25

372 鷺江國中 長樂路２３５號 南港里 1-6,8,20

373 鷺江國中 長樂路２３５號 南港里 7,9-12

374 鷺江國中 長樂路２３５號 南港里 13-19

375 鷺江國中 長樂路２３５號 永樂里 1-10

376 鷺江國中 長樂路２３５號 永樂里 11-20

377 鷺江國中 長樂路２３５號 永樂里 21-27

378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成功里 1-4

379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成功里 5-11

380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成功里 12-21

381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成功里 22-29

382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永康里 1-6

383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永康里 7-11

384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永康里 12-16

385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永康里 17-22

386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永德里 1-7

387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永德里 8-14

388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永德里 15-20

389 重陽市民活動中心 集賢路２２１巷１１號 樓厝里 1,22,24

390 普庵寺旁 中興街８５號 樓厝里
2-3,8-
9,21,23

391 民宅 民族路２３６巷４９號 樓厝里 4-7,10-20

392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信義里 1-5,18-27

393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信義里 6-17

394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一樓大廳 集賢路２４５號 玉清里 1-10

395 玉清市民活動中心 集賢路２５５號 玉清里 11-12,19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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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賢路２２１巷１１號２樓 玉清里 13-18,20-21

397 護天宮 復興路２２７巷２６號 復興里 1-7

398 護天宮 復興路２２７巷２６號 復興里 8-13

399 民宅 民族路２０７號 福安里 1-7

400 鷺江社區活動中心 民權路６８巷４號 福安里 8-11

401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鷺江里 1-7

402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鷺江里 8-14,21

403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鷺江里 15-20

404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恆德里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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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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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恆德里 11-17

406 永安兒童公園市民活動中心 永安北路二段４２之６號 恆德里 7-9,18-21

407 溪墘湧蓮市民活動中心 信義路６５號 溪墘里 1-8

408 溪墘湧蓮市民活動中心 信義路６５號 溪墘里 9-15

409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仁復里 全里

410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仁德里 1-9

411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仁德里 10-15,17

412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仁德里 16,18-20

413 玉清市民活動中心 集賢路２５５號 仁義里 1-3,15-18

414 仁義市民活動中心 集賢路３３６巷７號 仁義里 4-14

415 湧蓮寺 得勝街９６號 得勝里 1-7,9,21

416 蘆洲監理站 中山二路１６３號 得勝里 8,10-20

417 民生市民活動中心 民生街１２９巷１４號 得仁里 1-9

418 民生市民活動中心 民生街１２９巷１６號 得仁里 10-15

419 蘆洲國小 中正路１００號 保和里 1-8

420 蘆洲國小 中正路１００號 保和里 9-15

421 景福宮活動中心 信義路２７巷７號 樹德里 1-2,9-14

422 民宅 成功路７２巷１５號 樹德里 3-8

423 溪墘湧蓮市民活動中心 信義路６５號 民和里 1-6,9

424 蘆洲奉安宮 永安北路一段６６巷２號 民和里 7-8,10-15

425 仁愛市民活動中心 民權路１４３號 水河里 1-2,4

426 仁愛市民活動中心 民權路１４３號 水河里 3,5-8,11

427 仁愛市民活動中心 民權路１４３號 水河里 9-10,13

428 仁愛市民活動中心 民權路１４３號 水河里 12,14-15,18

429 仁愛市民活動中心 民權路１４３號 水河里 16-17

430 仁愛國小 民族路４８８號 水湳里 1-7

431 仁愛國小 民族路４８８號 水湳里 9-12,15

432 仁愛國小 民族路４８８號 水湳里 13-14,19

433 仁愛國小 民族路４８８號 水湳里 16-18,24-25

434 仁愛國小 民族路４８８號 水湳里 8,20-23

435 三民高中 三民路９６號 仁愛里 1-5

436 三民高中 三民路９６號 仁愛里 6-11

437 三民高中 三民路９６號 仁愛里 12-19

438 三民高中 三民路９６號 忠孝里 1-5

439 三民高中 三民路９６號 忠孝里 6-12

440 蘆洲國中 中正路２６５號 保佑里 1-8

441 蘆洲國中 中正路２６５號 保佑里 9-18

442 仁愛國小 民族路４８８號 保新里 1-6

443 仁愛國小 民族路４８８號 保新里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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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五華國小(105班) 集賢路８９號 富貴里 1-14,17

445 五華國小(107班) 集賢路８９號 富貴里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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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五華國小(109班) 集賢路８９號 富貴里 15-16,22-32

447 碧華國小D101(3年1班) 五華街１６０號 碧華里 1-4,6,8,16

448 碧華國小D103(6年1班) 五華街１６０號 碧華里 9-13,15

449 碧華公園老人會辦公室 仁華街１１８巷９之８號 碧華里 7

450 碧華國小D104(1年1班) 五華街１６０號 碧華里 5

451 大道首璽社區大樓1樓 三賢街１８９號 碧華里 14

452
蘆洲永安兒童公園活動中心
(銀髮俱樂部)

蘆洲區永安北路二段４２之６號 仁華里 1-7,16,22-24

453 奉興宮 永安北路二段２５巷６０號對面 仁華里 8-15

454 優悅賞公寓大廈 仁安街８９號 仁華里 17-21,25-27

455 永福國小(601班)(A109) 永福街６６號 永清里 1-9,28,30

456 永福國小(602班)(A103) 永福街６６號 永清里 10-18,31

457 永福國小(603班)(A108) 永福街６６號 永清里 19-27,29,32

458 永福國小	(多元學習1班)(A106) 永福街６６號 永順里 1-11

459 永福國小(101班)(B106) 永福街６６號 永順里 12-22

460 永福國小(102班)(B105) 永福街６６號 永順里 23-36

461 碧華國小(2年1班)C101 五華街１６０號 富福里 1-12

462 碧華國小(2年2班)C102 五華街１６０號 富福里 13-20

463 慈化市民活動中心 溪尾街３２７號旁 慈化里 1-9

464 慈化市民活動中心 溪尾街３２７號旁 慈化里 10-17

465 金港普天宮 溪尾街２１８巷４２號 慈惠里 1-7

466 工廠 溪尾街２１８巷７號 慈惠里 8-15

467 慈愛市民活動中心 仁美街１０８巷１３號 慈愛里 1-14

468 慈愛市民活動中心 仁美街１０８巷１３號 慈愛里 15-25

469 義天宮 車路頭街１５０號 永福里 1-10

470 永福市民活動中心 力行路二段１６２巷５５號 永福里 11-21

471 永福市民活動中心 力行路二段１６２巷５５號 永福里 22-30

472 慈生市民活動中心 三和路四段１９１巷７８號 慈生里 1-11

473 慈生市民活動中心 三和路四段１９１巷７８號 慈生里 12-20

474 慈福臨時活動中心 三和路四段１６７巷１１１號旁 慈福里 1-6,16-17

475 慈福臨時活動中心 三和路四段１６３巷９２號旁 慈福里 7-15

476 慈祐市民活動中心 仁愛街４２５巷９號之１ 慈祐里 1-10

477 慈祐市民活動中心 仁愛街４２５巷９號之１ 慈祐里 11-19

478 慈祐市民活動中心 仁愛街４２５巷９號之１ 慈祐里 20-26

479 五華國小(101班) 集賢路８９號 富華里 1-12

480 五華國小(103班) 集賢路８９號 富華里 13-24

481 五華市民活動中心 仁義街２２８巷１２號 五華里 1-5

482 五華市民活動中心 仁義街２２８巷１２號 五華里 6-12

483 五華市民活動中心 仁義街２２８巷１２號 五華里 13-18

484 碧華國中(902教室) 自強路五段６６號 五福里 1-7

485 碧華國中(901教室) 自強路五段６６號 五福里 8-15

486 碧華國中(809教室) 自強路五段６６號 五福里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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