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   新北市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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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選舉區（三重區二重里等103里）

第1頁，共2頁

號次
姓名 蘇卿彥 性別 男 出生地 新北市

5 出  生
年月日 28年03月13日 推薦之政黨 無

學

歷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博士

政

見
經

歷

1. 企元貿易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 三重扶輪社理事
3. 蘆洲扶輪社創社社長
4. 中德文經協會理事
5. 台大新北市校友會常務理、監事

號次
姓名 李旻蔚 性別 女 出生地 臺北市

4 出  生
年月日 77年11月04日 推薦之政黨 台灣民眾黨

學

歷

聖心小學
金陵女中
國立暨南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政

見

區

經

歷

新北市議員李余典執行秘書
三重區體育會副理事長
三重客家會總幹事
救國團三重區團委會副會長
國際扶輪3490地區陽光扶輪社社員
300B1區真善美獅子會獅姐
新北市建設發展促進會幹事
新北市義消防宣三重分隊員
三重三和夜市商圈促進會幹事
三重聯邦、崇德社區幹事
三重田園休閒協會幹事

號次
姓名 余天 性別 男 出生地 臺灣省新竹市

6 出  生
年月日 37年03月01日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學

歷

新竹縣立第一中學附設補習學校

政

見

                       進步三重　三安城市

安全 ●　監督政府落實司改　重建人民司法信心

 ●　健檢三重交通問題　打造交通友善城市

 ●　國道橋下活化綠化　爭取停車空間增設

安心 ●　三重市容綠化美化　豐富三重藝文環境

 ●　爭取中央預算補助　增設托育托老場地

 ●　碧華國中遷校活化　增設三重公共設施

安居 ●　積極推動公辦都更　落實三重居住安全

 ●　配合中央社宅政策　增建社宅照顧弱勢

 ●　擴大新住民的服務　建立幸福和諧社會

經

歷

現任第九屆立法委員現任民進黨新
北市黨部第五屆主任委員第七屆立
法委員民進黨第十六屆中央執行委
員民進黨新北市黨部第四屆主任委
員台灣媳婦關懷促進協會理事長中
華民國歌舞藝能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聯合總工會理事長臺北市歌舞藝能
服務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中華民國
關懷藝人基金會董事

號次
姓名 羅和讚 性別 男 出生地 臺南市

1 出  生
年月日 50年05月14日 推薦之政黨 無

學

歷

台北大學碩士
成功大學學士
嘉義高中
後壁國中
菁寮國小

政

見
經

歷

實踐大學夜間部訓導組組長
實踐大學圖書館行政組組長
實踐大學服務團指導老師
98年增設A2a站(原博愛站)發起人
加速興建A2a站(原博愛站)促進會
主任委員

號次
姓名 李翁月娥 性別 女 出生地 新北市

2 出  生
年月日 47年01月05日 推薦之政黨 無

學

歷

喬治商職。

政

見
經

歷

政大行專畢業
私立文化大學會統系結業
國立政治大學地方政府研究中心結
業
第13、14屆蘆洲鄉民代表
第15屆蘆洲鄉民代表會副主席
第1、2屆蘆洲市民代表會副主席
第3、4屆蘆洲市長
第1、2、3屆新北市議員
台灣環保協會、社區健康營造協
會、愛心關懷協會、蘆洲環保協
會、蘆笙會、蘆笙環保志工大隊發
起人

號次
姓名 李崇威 性別 男 出生地 香港

3 出  生
年月日 44年11月12日 推薦之政黨 無

學

歷

私立中華工專電機畢
私立珠海大學新聞系學士
私立珠海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

政

見

中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

 　南溪行分部文宣主任

捍衛中華民國

傳揚三民主義

提升青年遠見

人民能發大財

經

歷

中華航空公司退休
中國同盟會主席
中山研究學院院長

號次
姓名 林宜瑄 性別 女 出生地 臺北市

7 出  生
年月日 71年10月11日 推薦之政黨 綠黨

學

歷

重陽國小
民權國中
西松高中
嘉義大學特殊教育系學士

政

見
經

歷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教育
研究所研究生
重陽國小特教老師
板橋扶青團會計
綠黨中執委兼發言人
綠黨中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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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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重
區

487 二重國小(1年5班)(編號132) 大有街１０號 大有里 1-7,17-18,20

488 穀保家商(進德樓111教室) 中正北路５６０巷３８號 大有里 8-12

489 穀保家商	(進德樓112教室) 中正北路５６０巷３８號 大有里 13-16

490 穀保家商	(進德樓113教室) 中正北路５６０巷３８號 大有里 19,21-25

491 二重國小(1年4班)(編號133) 大有街１０號 博愛里 1-7

492 二重國小(1年3班)(編號135) 大有街１０號 博愛里 8-14

493 二重國小(1年2班)(編號136) 大有街１０號 博愛里 15-22

494 二重國小(1年6班)(編號131) 大有街１０號 二重里 全里

495 中山橋市民活動中心 光復路二段１７５號之３ 頂崁里 1-14

496 中山橋市民活動中心 光復路二段１７５號之３ 頂崁里 15-28

497 清傳商職	(行銷實務教室) 五谷王北街１４１巷１號 谷王里 全里

498 興穀國小(113教室) 五谷王北街４６號 五谷里 1-17

499 興穀國小(116教室) 五谷王北街４６號 五谷里 18-25

500 興德祠 中興北街臨４０之２號 中興里
1,2,7-10,
21-30

501 空屋 中興南街３４號 中興里
3-6,11-20,
31-37

502 重新橋第2市民活動中心 重新路五段２８３號 德厚里 全里

503 三重高中(至聖樓高一忠教室) 集美街２１２號 成功里 1-8

504 三重高中(至聖樓高一孝教室) 集美街２１２號 成功里 9-12,18

505 中興橋市民活動中心 成功路９號之１ 成功里 13-17

506 中興橋市民活動中心 成功路９號之１ 成功里 19-21

507 集美國小(101教室) 集美街１０號 福祉里 1-8

508 集美國小(103教室) 集美街１０號 福祉里 9-16

509 集美國小(104教室) 集美街１０號 福祉里 17-20

510 重新橋第1市民活動中心 重新路四段２５４之１號 福德里 1-10

511 重新橋第1市民活動中心 重新路四段２５４之１號 福德里 11-20

512 三重高中(至聖樓高一仁教室) 集美街２１２號 福民里 1-6,13-15

513 三重高中(至聖樓高一體教室) 集美街２１２號 福民里 7-12,16-19

514 過圳市民活動中心2樓閱覽室 過圳街１９號 過田里 1-6

515 過圳市民活動中心 過圳街１９號 過田里 7-13

516 過圳市民活動中心 過圳街１９號 過田里 14-20

517 過圳市民活動中心 過圳街１９號 過田里 21-28

518 明志國中	(仁愛樓918教室) 中正北路１０７號 錦田里 1-8

519 明志國中	(仁愛樓903教室) 中正北路１０７號 錦田里 9-15

520 清聖宮 重陽路一段２０巷１０號 重明里 1-10

521 重陽市民活動中心 重陽路一段６０巷１０１號 重明里 11-19

522 興華市民活動中心 中華路５號 光田里 1-9,16

523 興華市民活動中心 中華路５號 光田里 19-20,23-27

524 護山宮 三陽路１１號 光田里
10-15,17-
18,21-22

525 興華市民活動中心 中華路５號 光陽里 1-4,29-33

526 重陽市民活動中心 重陽路一段６０巷１０１號 光陽里 5,6,8,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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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重
區

527 重陽市民活動中心 重陽路一段６０巷１０１號 光陽里 7,9,19-22,26

528 重陽市民活動中心 重陽路一段６０巷１０１號 光陽里 10-18,27-28

529 聯邦市民活動中心 中華路１２５號 田心里
1-7,12,14,
16,26

530 二重國中(知動教室) 忠孝路三段８９號 田心里
8-11,13,15,
23,27-28,31

531 二重國中(知動教育教室) 忠孝路三段８９號 田心里
17-22,24-25,
29-30,32

532 福田市民活動中心 三民街２５６號 福田里 1-12

533 福田市民活動中心 三民街２５６號 福田里 13-24

534 三民市民活動中心 忠孝路三段４０巷５１號 田中里 1-9

535 三民市民活動中心 忠孝路三段４０巷５１號 田中里 10-12,21,24

536 二重國中(910教室) 忠孝路三段８９號 田中里 13-20,22

537 二重國中(810教室) 忠孝路三段８９號 田中里 23,25-30

538 私立來來幼兒園 新北大道一段１００巷１５號 田安里 1-10,25-28

539 首都巨星大廈會議室 中華路４９號 田安里
11-15,29-33,
40-42

540 聯邦市民活動中心 中華路１２５號 田安里 16-24,34-39

541 明志國中(信義樓表藝教室) 中正北路１０７號 三民里 1-6

542 明志國中(信義樓718教室) 中正北路１０７號 三民里 7-15

543 三重高中(至聖樓高二體教室) 集美街２１２號 光明里 1-9,11-12

544 三重高中(綜合大樓高二真教室) 集美街２１２號 光明里 10,15-17,24

545 三重高中(綜合大樓高二善教室) 集美街２１２號 光明里
13-14,18-23,
25,29

546 三重高中(綜合大樓高二律教室) 集美街２１２號 光明里 26-28,30

547 昭安宮 集美街２０７巷２９號 光正里 1-13

548 昭安宮會議室 新興路３１巷６號 光正里 14-22

549 三光國小(社團教室R110教室) 大同南路１５７號 同安里 全里

550 三光國小(社團教室R111教室) 大同南路１５７號 同慶里 全里

551 菜寮市民活動中心 中寮街５７巷１８號 菜寮里 1-9

552 菜寮市民活動中心 中寮街５７巷１８號 菜寮里 10-19

553 三千宮 光明路１０２號 永春里 全里

554 重新長老教會 中寮街１６巷２３號 中正里 全里

555 菜寮市民活動中心 中寮街５７巷１８號 吉利里 全里

556
中正南路橋下空間
	(大同里民集會所)

重新路三段８６號對面橋下空間 大同里 全里

557 空屋 中正南路５２巷１７號 中民里 全里

558 空屋 電信街９９號 平和里 全里

559 空屋 大同南路１１７巷６９號 大安里 全里

560 光興國小(自然教室111) 正義南路６２號 仁德里 1-11

561 光興國小(自然教室112) 正義南路６２號 仁德里 12-20

562 海清宮 大同南路７８巷２３號 忠孝里 全里

563 光興閱覽室 正義南路６２號之１ 仁義里 全里

564 空屋 福裕街３２號 光榮里 全里

565 光興國小(科任教室113) 正義南路６２號 光輝里 全里

566 空屋 和平街１８號 福星里 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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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光興國小(科任教室115) 正義南路６２號 福利里 1-9

568 光興國小(1年1班) 正義南路６２號 福利里 10-16

569 車庫 中央南路４２號 清和里 1-2,7-15

570 車庫 福德南路３５號之１ 清和里 3-6,16-20

571 臺北橋市民活動中心
重新路一段１之１號對面
（臺北橋下橋孔）

永興里 全里

572 正義國小(特教班教室) 信義西街３１號 中山里 1-12

573 正義國小(1年4班) 信義西街３１號 中山里 13-22

574 正義國小(1年3班) 信義西街３１號 大園里 1-12

575 正義國小(幼兒園活動教室) 信義西街３１號 大園里 13-22

576 南聖宮 大仁街２７號 國隆里 1-16

577 南聖宮會議室 大仁街２７號 國隆里 17-26

578 明志國中(行政大樓閱覽室) 中正北路１０７號 重陽里 1-11

579 明志國中	(明志樓導護室) 中正北路１０７號 重陽里 12-25

580 修德國小(101教室) 重陽路三段３號 民生里
1-2,9,11-12,
20-23

581 大同市民活動中心 大同北路１８６號 民生里 3-8,24,27

582 修德國小(102教室) 重陽路三段３號 民生里
10,13-19,
25-26,28

583 正義國小(資源班教室) 信義西街３１號 重新里 全里

584 車庫 正義北路４８巷２６號 正德里 全里

585 正義國小(1年2班) 信義西街３１號 正義里 全里

586 車庫 長壽西街７７號 正安里 全里

587 車庫 正義北路２４４巷５８號１樓 自強里 全里

588 信義長青中心 信義西街１號 文化里 1-14

589 信義長青中心 信義西街１號 文化里 15-28

590 正義國小(1年1班) 信義西街３１號 中央里 全里

591 正義市民活動中心 雙園街１號 雙園里 全里

592 慈惠宮會議室 文化北路１７號 錦通里 全里

593 正義國小(1年5班教室) 信義西街３１號２樓 錦安里 1-15

594 正義國小(1年6班教室) 信義西街３１號２樓 錦安里 16-22

595 車庫 長安街４１號 長安里 1-14

596 正義市民活動中心 雙園街１號 長安里 15-22

597 先天宮 河邊北街３０之２號 光華里 全里

598 開元閱覽室 開元街１號２樓 長生里 全里

599 開元市民活動中心 開元街１號 開元里 全里

600 臺北橋市民活動中心 重新路一段１之１號對面(臺北橋下橋孔) 大德里 全里

601 福安宮 長元街８４號 長元里 1-7

602 三重龍門社區(社區通道) 長安街９８號旁 長元里 8-18

603 開元市民活動中心 開元街１號 長江里 1-10

604 開元市民活動中心 開元街１號 長江里 11-17

605 光榮國中(光華補校三忠) 介壽路２６號 長泰里 1-7

606 光榮國中(光華補校二忠) 介壽路２６號 長泰里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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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 民宅 河邊北街８４之１號 長福里 全里

608 三重國小	(1英教室)(3110) 三和路三段１號 介壽里 全里

609 光榮國中	(光華樓童軍教室) 介壽路２６號 萬壽里 1-11

610 光榮國中	(光華樓914教室) 介壽路２６號 萬壽里 12-20

611 光榮國中	(光華樓909教室) 介壽路２６號 錦江里 1-10

612 光榮國中	(光華樓活動及休息室) 介壽路２６號 錦江里 11-20

613 龍濱市民活動中心 秀江街２８號 龍濱里 1-10

614 龍濱市民活動中心 秀江街２８號 龍濱里 11-20

615 光榮國中(光興資源班D) 介壽路２６號 龍門里 全里

616 光榮國中(光興資源班C) 介壽路２６號 秀江里 全里

617 三重國小(2年2班)(3112) 三和路三段１號 奕壽里 全里

618 三重國小(2年4班)(3114) 三和路三段１號 三安里 1-9

619 三重國小(2年6班)(3116) 三和路三段１號 三安里 10-20

620 六張市民活動中心 六張街６６號 福安里 1-13

621 六張市民活動中心 六張街６６號 福安里 14-25

622 厚德國小(713科任教室) 忠孝路一段７０號 信安里 全里

623 六張市民活動中心 六張街６６號 安慶里 1-8

624 六張閱覽室 六張街６６號２樓 安慶里 9-16

625 修德國小(104教室) 重陽路三段３號 幸福里
1-6,12-14,
28-30

626 修德國小(105教室) 重陽路三段３號 幸福里
7,15-17,
31-36

627 六合市民活動中心 自強路二段５０巷２２號 幸福里 8-11,18-27

628 六合市民活動中心 自強路二段５０巷２２號 六合里 1-14

629 六合市民活動中心 自強路二段５０巷２２號 六合里 15-25

630 重陽國小(102教室) 中正北路１１３號 六福里 1-6

631 重陽國小(106教室) 中正北路１１３號 六福里 7-13

632 重陽國小(114教室) 中正北路１１３號 六福里 14-20

633 重陽國小(122教室) 中正北路１１３號 六福里 21-29

634 三德市民活動中心 龍門路２７４巷３６號 順德里 1-11

635 三德市民活動中心 龍門路２７４巷３６號 順德里 12-23

636 三德市民活動中心 龍門路２７４巷３６號 承德里 全里

637 市立幼兒園崇德分班	(公共空間) 仁孝街６２號 瑞德里 1-10

638 天師府 仁興街４０號 瑞德里 11-19

639 玄峯慈惠堂 仁愛街７７號 崇德里 1-7,9-14

640 市立幼兒園崇德分班		(小班) 仁孝街６２號 崇德里 8,15-23

641 市立幼兒園崇德分班		(大班) 仁孝街６２號 崇德里 24-32

642 厚德市民活動中心 三和路三段１７０巷４９號 厚德里 1-11

643 厚德市民活動中心 三和路三段１７０巷４９號 厚德里 12-22

644 倉庫 三和路三段１２５巷２９號 維德里 1-10

645 車庫 三和路三段１６７巷３９號 維德里 11-21

646 德林寺 三和路三段８５號 尚德里 1-5,16,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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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厚德國小(711科任教室) 忠孝路一段７０號 尚德里 6-15,17-20

648 培德市民活動中心 忠孝路二段３５號Ｂ１ 培德里 1-14

649 培德市民活動中心 忠孝路二段３５號Ｂ１ 培德里 15-24

650 厚德國小體操館(1樓川堂) 自強路二段９３號 立德里 1-8,11,19

651 和平市民活動中心 自強路二段９０號 立德里
9-10,12-
18,20-22

652 永德市民活動中心 自強路三段４３巷２３號 永德里 1-12,34

653 後竹圍市民活動中心 自強路三段４２巷１１號 永德里 13-22

654 後竹圍市民活動中心 自強路三段４２巷１１號 永德里 23-33

655 空屋 車路頭街４４巷３２號 永煇里 1-6,14-16

656 六玄宮 國道路一段３９巷１７號 永煇里 7-13

657 工廠 力行路一段１７８巷２４號 永發里 1-8,26

658 工廠 中正北路１９３巷２１弄２５號 永發里 9-14,27

659 太璞宮(仙公廟)圖書室 中正北路３１７巷１號 永發里 15-25

660 永盛市民活動中心 車路頭街１３３號 永盛里 1-13

661 永盛市民活動中心 車路頭街１３３號 永盛里 14-25

662 三和國中(723班) 三和路四段２１６號 永吉里 1-10

663 三和國中(724班) 三和路四段２１６號 永吉里 11-20

664 永盛閱覽室 車路頭街１３３號２樓 永安里
1-4,13-15,
19-20

665 義天宮 車路頭街１５０號 永安里 5-12,16-18

666 永豐閱覽室 永福街１９７巷６之１號２樓 永豐里 1-11

667 永豐市民活動中心 永福街１９７巷６之１號 永豐里 12-21

668 永豐市民活動中心 永福街１９７巷６之１號 永豐里 22-32

669 聖安宮 仁政街４９號 溪美里 2-6,23

670 三重社會福利大樓 溪尾街７３號 溪美里 12-13,25-28

671 私立安尼爾幼兒園	(活動教室) 仁政街１１１號 溪美里
11,14-16,
21-22,31

672 三重社會福利大樓 溪尾街７３號 溪美里 7-10,20,24

673 民宅 仁政街４１號 溪美里
1,17-19,
29-30

674 三和國中(722班) 三和路四段２１６號 福隆里 1-6

675 三和國中(721班) 三和路四段２１６號 福隆里 7-12

676 三和國中(822班) 三和路四段２１６號 福隆里 13-19

677 三重五華日間照顧服務中心 五華街７巷３０號 五常里
1,5-6,9-13,
24-28

678 車庫 仁愛街２６９巷３２號 五常里
2-4,7,14,
18-19,32-34

679 三重五華日間照顧服務中心 五華街７巷３０號 五常里
8,15-17,
20-23,29-31

680 碧華國中(801教室) 自強路五段６６號 仁忠里 1-11

681 碧華國中(701教室) 自強路五段６６號 仁忠里 12-23

682 三和國中(821班教室) 三和路四段２１６號 福樂里 1-12

683 三和國中(820班教室) 三和路四段２１６號 福樂里 13-23

684 碧華國中(702教室) 自強路五段６６號 五順里 1-14

685 碧華國中(703教室) 自強路五段６６號 五順里 15-24

686 碧華國中(704教室) 自強路五段６６號 五順里 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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