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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   新北市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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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選舉區（新莊區中平里等75里）

▼號次7至9號請接續背面

號次
姓名 吳秉叡 性別 男 出生地 臺灣省臺東縣

3 出  生
年月日 55年10月07日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學

歷

成功高中；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法
學組學士；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
所碩士。

政

見
經

歷

野百合學運政大學生代表；臺東地
方法院法官；臺灣司法改革連線成
員；凱達格蘭學校國策班第1期；
律師；臺北縣政府縣長機要秘書；
民進黨臺北縣、新北市黨部主任委
員；第六、八、九屆立法委員；立
法院民進黨團第八屆第4、5會期黨
團書記長；立法院民進黨團第九屆
第1、2會期黨團幹事長。

號次
姓名 王斯儀 性別 女 出生地 臺灣省宜蘭縣

5 出  生
年月日 51年03月01日 推薦之政黨 國會政黨聯盟

學

歷

東方技術學院二技、親民技術學院
二專、延平中學、冬山國中、冬山
國小

政

見

　　斯儀要改善新莊人民所得貧富差距極大，亦缺乏地方特色及觀光等問題，以改善人民經濟及地方特色國際化建設，提升人文文

化，提高人民所得，讓新莊並列為一級城市為主要導向，身體力行為新莊謀取福祉：

　　一、發展光觀：1.新莊副都心國家電影文化園區打造為國際知名古城，成為知名打卡景點。

　　　　　　　　　2.將新莊廟會優良文化活動與國際接軌觀光化，結合育樂、影城、音樂、表演，做全面的文化國際觀光規劃。

　　二、充分就業：輔導人民充分就業及產業升級，均富社會。

　　三、經濟改革：1.重視回鄉計畫及地方建設和人文素養，訂定外資、陸資來台優惠政策，投入地方建設。

　　　　　　　　　2.均衡上下新莊的發展，提升就業機會及薪資所得相關政策。

　　四、專業發展：重視國際新產業，提升國家經濟競爭力。

　　五、心靈文化：提升人民生活能力及社會愛的心靈文化。

　　六、幼教福利：修繕育兒教育補助，提升生育率。

　　七、窮人健保：分所得等級，最低的等級健保免費。

　　八、居家照護：強化老人居家安全，增加地方拖老中心。

　　九、食安問題：重視食安問題，提升全民健康衛教知識。

　　十、新住民：提升在台生活適應能力並輔導融入台灣文化教育及就業，重視其下一代教育及身心靈發展和家庭和諧。

　　十一、毛小孩：減少安樂死改善流浪動物安置問題、補助晶片植入、重視動保議題。

經

歷

台北醫學院保營系研究所、第九屆
新莊立委候人、99年世界和平和諧
公益大使、107年廈門兩岸論談社
區建設主講來賓、愛是美傳愛身心
靈關懷協會籌備理事長、愛是美國
際社會企業執行長、命理傳愛身心
靈諮詢顧問講師、傳愛主播、上市
公司營養顧問國家級營養師

號次
姓名 黃博仁 性別 男 出生地 臺灣省嘉義市

4 出  生
年月日 53年01月11日 推薦之政黨 勞動黨

學

歷

國立華南商業職業學校廣告設計科
畢

政

見

藍綠都不敢提的十二大政見

一、 兩岸和解, 終結內戰敵對狀態, 簽訂和平協議。 兩岸互助, 維護就業社會發展大環境, 完善經貿協議。

二、 在和平體制下, 降低國防預算至國際一般水平GDP1%, 年節省兩千億用於社會福利。

三、 禁止派遣、假承攬, 回歸直接僱用, 避免雇主卸責。 反對責任制, 立法保障勞工下班後已讀不回權（或失聯權、離線權）。

四、 保障受雇於五人以下微型企業的勞工權益, 應強制雇主幫勞工投勞保。 政府應適度補助微型企業雇主所負擔的保費。

五、 富人增稅。不談增稅, 只談福利, 都是假的。 30年來, 台灣一路給富人減稅, 減到全世界租稅負擔稅最低（只有GDP的13％）, 讓台

灣無法擁有健全的社會福利, 失去財富再分配的能力。開徵各種富人稅、 資本利得稅, 讓租稅負擔率回復到1990年的水平（GDP

的20％）, 可增加收入1兆元以上。

六、 反對砍勞保年金。在不降低勞保年金給付的前提下, 只要仿西方國家, 宣布採取隨收隨付制, 視下一年度的勞保支出, 調整勞保費率, 

即可完全解決勞保財政危機。

七、 陽春長照無法解決問題, 長照經費必需達到國際水平（GDP的1％，約1700億）, 因此必需比照健保模式, 分擔比率也應比照健保。 

才能真正讓老人及家人不需擔憂。

八、 取消大學階段「假服務學習」課程, 改為勞工權益教育學分。

九、 強烈要求日本政府應對前日本軍性奴隸（「慰安婦」）道歉、 賠償、 查明真相。

十、 青年畢業並失業後六個月起, 可領取就業保險金； 「自願離職者」大部份都是非自願, 經過六個月的緩衝期後, 可領取就業保險金

的資格。

十一、 延長產假至國際一般水平的100天, 多延的部份所需經費由就業保險負擔。 就業保險費由現行的1％, 調整到1.5％。

十二、 陸配比照外籍配偶, 四年取得身份證。新移民鬆綁孝親權及親戚探親權。

政黨票請支持勞動黨

經

歷

廣告公司企劃
夏潮聯合會執行秘書
中國統一聯盟社會部部長
北京商學院畢

號次
姓名 陳俊憲 性別 男 出生地 新北市

6 出  生
年月日 68年06月01日 推薦之政黨 安定力量

學

歷

丹鳳國小畢業
丹鳳國中畢業

政

見
經

歷

泰子實業有限公司創辦人
連鎖炭火燒肉顧問
海鮮餐廳服務生
水电材料行送貨員
輔仁大學肄業
政大EMBA創業主精修班第四期結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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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次
姓名 朱約翰 性別 男 出生地 臺北市

1 出  生
年月日 46年01月14日 推薦之政黨 無

學

歷
政

見

本人決志奉召(大新莊人民頭家)
以無黨籍身份參選新莊區立委

以自決建國，正名制憲

反共化統從政公平正義
為政見討伐朝野政黨不義

(投共懼共媚共叛台)

因應支那中國頒佈恫嚇台灣2 3 5 0萬人民

反國家分裂法

經

歷

台湾建國聯盟起造人（非政府組
織）
家利企業有限公司股東（廢五金
業）
職業聯結車，大客車駕駛1983年持
照至今。
新北市第六屆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
同業公會理事
大東亞國際徵信企業有限公司（管
理顧問業）

號次
姓名 葉宏仁 性別 男 出生地 新北市

2 出  生
年月日 45年06月04日 推薦之政黨 一邊一國行動黨

學

歷

私立東海中學電工科

政

見

1. 老農津貼10000元，老人年金6000元，政府補助友善病房看護

2. 育兒津貼10000元

3. 政府補助學貸零利率，幫助年輕學子安心就學從容就業

4. 週休二日勞資協商，含派遣工基本工資30000元，本外勞工資脫鉤

5. 堅持台灣國民身分證，反對中國台灣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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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追討不義國產

9. 降低菸稅。吸菸有礙健康，應設公共吸菸室

10. 廢除違法函釋，合理稅賦入法；檢討統籌分配款

經

歷

建設公司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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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   新北市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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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選舉區（新莊區中平里等75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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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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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莊
區

687 豐年國小(114教室) 瓊泰路１１６號 海山里 1-11

688 豐年國小(115教室) 瓊泰路１１６號 海山里 12-16

689 豐年國小(116教室) 瓊泰路１１６號 海山里 17-19

690 豐年國小(117教室) 瓊泰路１１６號 海山里 20-24

691 擇善寺 新莊路５４３巷１１號 全安里
1-3,5,12,
13,15

692 覺明寺 豐年街５１巷１７弄１號 全安里 4,6-11,14

693 全安市民活動中心 新莊路５２７號 全安里 16-22

694 新泰市民活動中心(正門交誼廳) 建中街１１６巷３弄２號 全泰里 1-6

695 新泰市民活動中心(側門交誼廳) 建中街１１６巷３弄２號 全泰里 7-17

696
新泰市民活動中心
(側門辦公室前)

建中街１１６巷３弄２號 全泰里 18-27

697 新泰國小(114教室) 公園一路９１號 忠孝里 1-11

698 新泰國小(115教室) 公園一路９１號 忠孝里 12-22

699 新泰國小(117教室) 公園一路９１號 忠孝里 23-29

700 新莊基督長老教會 武前街２７號 文衡里 1-8

701 新莊基督長老教會社區福音中心 武前街２３號 文衡里 9-16

702 天下一家社區活動中心 建中街４１巷３號 文聖里 1-15

703 民宅 建中街１６巷１７號 文聖里 16-29

704 慈惠堂餐廳 新莊路４１５號之４ 興漢里 1-5,8-15

705 新莊浸信會 建興街４號 興漢里 16-22

706 鳴遠幼兒園 新興街１號 興漢里 6-7,23-32

707 慈祐宮文教大樓 新莊路２１４巷９號 榮和里 1-11,21-22

708 新莊國中(莊敬101教室) 中正路２１１號 榮和里 12-20,23-25

709 廣福宮(三山國王廟) 新莊路１５０號 文德里 全里

710 新莊國小(145教室) 中正路８６號 文明里 全里

711 鳳山宮 化成路１１４號 化成里 1-4

712 化成市民活動中心 化成路３１４巷２號 化成里 5-11,14

713 化成市民活動中心 化成路３１４巷２號 化成里 12,13,15

714 頭前國小(106教室) 化成路２３１號 頭前里 1-6,9

715 頭前國小(108教室) 化成路２３１號 頭前里 7,16

716 頭前國小(109教室) 化成路２３１號 頭前里 8,14

717 頭前國小(113教室) 化成路２３１號 頭前里 10-12

718 頭前國小(114教室) 化成路２３１號 頭前里 13,15

719 福前市民活動中心 化成路７４６巷２號 福基里 1-6

720 民宅 化成路８１４巷２之１號 福基里 7-9

721 興化國小(105教室) 五工二路５０巷２號 福基里 10-17

722 興化國小(106教室) 五工二路５０巷２號 福興里 2-4

723 興化國小(107教室) 五工二路５０巷２號 福興里 5-7,11

724 興化國小(108教室) 五工二路５０巷２號 福興里 8-10,12

725 興化國小(109教室) 五工二路５０巷２號 福興里 1,13-17

726 昌平國小(101教室） 昌平街２００號 昌平里 1

727 昌平國小(103教室） 昌平街２００號 昌平里 2-5,8

728 昌平國小(104教室) 昌平街２００號 昌平里 6-7,9-15

729 昌平國小(106教室) 昌平街２００號 昌平里 16-21

730 頭前國中(312教室) 中原路２號 和平里 1-7

731 頭前國中(314教室) 中原路２號 和平里 8-16

732 頭前國中(315教室) 中原路２號 和平里 17-21

733 昌隆國小(126教室) 昌隆街６３號 幸福里 1-10

734 昌隆國小(127教室) 昌隆街６３號 幸福里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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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昌隆國小(128教室) 昌隆街６３號 幸福里 21-30

736 昌隆國小(125教室) 昌隆街６３號 昌隆里 1-2,4-7

737 昌隆國小(124教室) 昌隆街６３號 昌隆里 3,8-12

738 昌隆國小(123教室) 昌隆街６３號 昌隆里 13-15

739 昌隆國小(153綜合教室) 昌隆街６３號 信義里 1-7

740 昌隆國小(152綜合教室) 昌隆街６３號 信義里 8-11

741 昌隆國小(151樂活教室) 昌隆街６３號 信義里 12-21

742 昌隆國小 (121教室) 昌隆街６３號 信義里 22-25

743 頭前國中(121教室)(2樓) 中原路２號 昌信里 2-7

744 頭前國中(122教室)(2樓) 中原路２號 昌信里 8-14

745 頭前國中 (123教室)(2樓) 中原路２號 昌信里 1,15-17

746 福壽市民活動中心 昌明街１號１樓 昌明里 2-6

747 福壽市民活動中心 昌明街１號Ｂ１ 昌明里 1,7-11

748 昌隆國小(122教室) 昌隆街６３號 昌明里 12-18

749 思賢國小(109教室) 自立街２２９號 仁義里 1-6,8-9

750 思賢國小 (303教室)(3樓) 自立街２２９號 仁義里 7,10-12

751 思賢國小 (304教室)(3樓) 自立街２２９號 仁義里 13-20

752 思賢國小 (203教室)(2樓) 自立街２２９號 仁愛里 1-10

753 思賢國小 (204教室)(2樓) 自立街２２９號 仁愛里 11-20

754 聯合市民活動中心1樓 自由街１號 自信里 1-6

755 聯合市民活動中心2樓 自由街１號 自信里 7-12

756 思賢國小(110教室) 自立街２２９號 自立里 1-3,5

757 思賢國小(111教室) 自立街２２９號 自立里 4,6-8,10

758 思賢國小(114教室) 自立街２２９號 自立里 9,11-17

759 思賢國小(115教室) 自立街２２９號 自立里 18-26

760 思賢國小(103教室) 自立街２２９號 自強里 1-8

761 思賢國小(104教室) 自立街２２９號 自強里 9-15

762 思賢國小(306教室)(3樓) 自立街２２９號 思源里 1-6

763 思賢國小(307教室)(3樓) 自立街２２９號 思源里 7-10

764 思賢國小(308教室)(3樓) 自立街２２９號 思源里 11-16

765 思賢國小(309教室)(3樓) 自立街２２９號 思源里 17-22

766 頭前公共托老中心3樓 長青街３０號３樓 思賢里 1-5

767 頭前公共托老中心2樓 長青街３０號２樓 思賢里 6-14

768 頭前公共托老中心1樓 長青街３０號 思賢里 15-21

769 新北市立圖書館中港分館 中港路３５０號 中華里 1-10

770 新北市立新莊幼兒園 中港路３５０號 中華里 11-15

771 中港第一市民活動中心 中港路１７２號 中美里 7-12

772 中港第一市民活動中心 中港路１７２號 中美里 17-22

773 中港第一市民活動中心 (2樓) 中港路１７２號２樓 中美里 13-16,23

774
竣業精典二期社區
管理委員會警衛室

中華路一段１３６巷１４號 中美里 1-6,24

775 新莊國小(123教室) 中正路８６號 恆安里 1-10

776 新莊國小(124教室) 中正路８６號 恆安里 11-19

777 新莊國小(125教室) 中正路８６號 恆安里 20-24

778 新莊國小(126教室) 中正路８６號 立人里 1,4-9

779 新莊國小(127教室) 中正路８６號 立人里 2-3

780 新莊國民運動二館(甲教室1) 中華路一段７５號(貴族世家對面進入) 立德里 1-8

781 新莊國民運動二館(甲教室2) 中華路一段７５號(貴族世家對面進入) 立德里 9-17

782 中港國小(4106教室)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中和里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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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 中港國小(4108教室)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中和里 11-20

784 中港國小(4110教室)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中和里 21-30

785 中港國小(5104教室)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中泰里 1-7

786 中港國小(5105教室)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中泰里 8-15

787 中港國小(5106教室)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中泰里 16-22

788 中港國小(3108教室)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中宏里 1-9

789 中港國小(3109教室)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中宏里 10-15

790 中港國小(3110教室)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中宏里 16-20

791 中港國小(5204教室)(2樓)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中全里 1-8

792 中港國小(5205教室)(2樓)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中全里 9-13,15,16

793 中港國小(5206教室)(2樓)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中全里 14,17,18

794 中港國小(4102教室)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立志里 2-7

795 中港國小(4103教室)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立志里 1,8-11

796 中港國小(4104教室)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立志里 12-16

797 中港國小(5202教室)(2樓)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立廷里 1-10

798 中港國小(5203教室)(2樓)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立廷里 11-15,17-18

799 中平國中(靜心801教室) 中平路３８５號 立廷里 19-22

800 中平國中(靜心802教室) 中平路３８５號 立廷里 16,23-26

801 中平國中(靜心803教室) 中平路３８５號 立廷里 27-29

802 中平國中(靜心804教室) 中平路３８５號 立廷里 30-34

803 中平國中(靜心810教室) 中平路３８５號 立廷里 35-40

804 中環市民活動中心 中環路二段３９２之１號 立基里 1-2,11-16

805 中環市民活動中心 中環路二段３９２之１號 立基里 17-24

806 中港國小(5102教室)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立基里 3-9

807 中港國小(5103教室)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立基里 10,25-32

808 中港國小(2102教室)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中誠里 1-7

809 中港國小(3107教室) 中港一街１４２號 中誠里 8-15

810 榮富國小(1年11班) 中和街１９３號 中港里 1-5

811 榮富國小(1年12班) 中和街１９３號 中港里 6-15

812 榮富國小(1年13班) 中和街１９３號 中港里 16-21

813 榮富國小(1年14班) 中和街１９３號 中港里 22-28

814 榮富國小(1年1班) 中和街１９３號 中信里 1-6

815 榮富國小(1年2班) 中和街１９３號 中信里 7-15

816 榮富國小(1年3班) 中和街１９３號 中信里 16-19

817 榮富國小(1年4班) 中和街１９３號 中信里 20-26

818 榮富國小(1年5班) 中和街１９３號 中信里 27-34

819 榮富國小(1年6班) 中和街１９３號 中平里 2-7

820 榮富國小(1年7班) 中和街１９３號 中平里 1,8-12

821 榮富國小(1年8班) 中和街１９３號 中平里 13,15,16,20

822 榮富國小(1年9班) 中和街１９３號 中平里 14,17,18

823 榮富國小(1年10班) 中和街１９３號 中平里 19,21-23

824 中信國小(101教室) 中信街１６８號 中原里 1

825 中信國小(102教室) 中信街１６８號 中原里 2-6

826 中信國小(103教室) 中信街１６８號 中原里 7-11

827 中信國小(111教室) 中信街１６８號 中原里
12,21-22,
28,29

828 中信國小(112教室) 中信街１６８號 中原里 13-18

829 榮富國小(1年16班) 中和街１９３號 中原里 19,20,23-27

830 榮富國小(1年17班) 中和街１９３號 中原里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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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榮富國小(3年1班) 中和街１９３號 中隆里 1-14,16

832 榮富國小(3年2班） 中和街１９３號 中隆里 15,17-20

833 中信國小(120教室) 中信街１６８號 中隆里 21-27

834 新泰國中(學生活動中心) 新泰路３５９號 立功里 1-9

835 新泰國中(716教室) 新泰路３５９號 立功里 10-18

836 新泰國中(717教室) 新泰路３５９號 立功里 19-25

837 新泰國中(907教室) 新泰路３５９號 立泰里 1-6

838 新泰國中(910教室) 新泰路３５９號 立泰里 7-15

839 新泰國中(908教室) 新泰路３５９號 立泰里 16-21

840 新泰國小(207教室)(2樓) 公園一路９１號 立言里 1-10,12

841 新泰國小(208教室)(2樓) 公園一路９１號 立言里 11,13-17,19

842 新泰國小(209教室)(2樓) 公園一路９１號 立言里 18,20-24

843 豐年國小(125教室) 瓊泰路１１６號 豐年里 1-4,15

844 豐年國小(118教室) 瓊泰路１１６號 豐年里 5-8,14

845 豐年國小(101教室) 瓊泰路１１６號 豐年里 9-13,16

846
豐年國小活動中心
(家長會辦公室)

瓊泰路１１６號 國泰里 全里

847 豐年市民活動中心 豐年街５７之５號 泰豐里 1-2,8-13

848 清潔大樓前面(保養場) 瓊林路３４號前面 泰豐里 3-7,14

849 瓊泰市民活動中心1樓 瓊泰路８５號 瓊林里 1-2

850 瓊泰市民活動中心(地下1樓) 瓊泰路８５號 瓊林里 3-6

851 新莊仁濟醫院 中環路一段２８號 瓊林里 7-10

852 新莊仁濟醫院 中環路一段２８號 瓊林里 11-20

853 福營集會所 福營路２９號 福營里 1-10

854 新北市立新莊幼兒園中心分班 福營路２７７號 福營里 11-20

855 國泰國小(216教室)(2樓) 中正路３８６號 營盤里 1-8,19

856 民宅 中正路５８６巷２號 營盤里 9-18

857 丹鳳國小(117教室) 天泉二街１１號旁(丹鳳國小第２側門) 丹鳳里 1-5,7

858 丹鳳國小(118教室) 天泉二街１１號旁(丹鳳國小第２側門) 丹鳳里 6,8-10

859 丹鳳國小(119教室) 天泉二街１１號旁(丹鳳國小第２側門) 丹鳳里 11-14

860 丹鳳國小(120教室) 天泉二街１１號旁(丹鳳國小第２側門) 丹鳳里 15-16,24-28

861 伊吉邦社區文教區廣場 新北大道七段３１６號 丹鳳里 17-20

862 伊吉邦社區文教區廣場 新北大道七段３１６號 丹鳳里 21-23

863 牡丹心市民活動中心(才藝教室) 雙鳳路７５號５樓 合鳳里 1-8

864 牡丹心市民活動中心(閱覽室) 雙鳳路７５號５樓 合鳳里 9-16

865 牡丹心市民活動中心(交誼廳) 雙鳳路７５號５樓 合鳳里 17-25

866
牡丹心市民活動中心
(6樓大禮堂)

雙鳳路７５號６樓 祥鳳里 1-9

867
牡丹心市民活動中心
(6樓大禮堂)

雙鳳路７５號６樓 祥鳳里 10-18

868 丹鳳國小(124教室) 鳳山街５２號對面(丹鳳國小第３側門) 雙鳳里 1,3-5,7-8

869 丹鳳國小(125教室) 鳳山街５２號對面(丹鳳國小第３側門) 雙鳳里 2,6,9

870 丹鳳國小(129教室) 鳳山街５２號對面(丹鳳國小第３側門) 雙鳳里 10-11,14-19

871 丹鳳國小(130教室) 鳳山街５２號對面(丹鳳國小第３側門) 雙鳳里 12-13

872 丹鳳國小(128教室) 鳳山街５２號對面(丹鳳國小第３側門) 雙鳳里 20-26

873 丹鳳國小(127教室) 鳳山街５２號對面(丹鳳國小第３側門) 雙鳳里 27-29

874 丹鳳國小(126教室) 鳳山街５２號對面(丹鳳國小第３側門) 雙鳳里 30-36

875 三和基督長老教會 中正路９２９巷２６號 龍福里 1-8

876 三和基督長老教會(車庫) 中正路９２９巷２６號 龍福里 9-13

877 丹鳳高中(801教室) 龍安路７２號 龍鳳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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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莊
區

878 丹鳳高中(803教室) 龍安路７２號 龍鳳里 6-9

879 丹鳳高中(805教室) 龍安路７２號 龍鳳里 10-19

880 丹鳳高中(901教室) 龍安路７２號 龍鳳里 20-25

881 丹鳳高中(904教室) 龍安路７２號 龍鳳里 28

882 丹鳳高中(906教室) 龍安路７２號 龍鳳里 26,27,29,30

883 裕民國小(106教室) 裕民街１２３號 裕民里 1-7

884 裕民國小(108教室) 裕民街１２３號 裕民里 8-14

885 裕民國小(109教室) 裕民街１２３號 裕民里 15-21,23

886 裕民國小(111教室) 裕民街１２３號 裕民里 22,24-32

887 裕民國小(101教室) 裕民街１２３號 龍安里 1-9

888 裕民國小(103教室) 裕民街１２３號 龍安里 10-15

889 雙富綠廊 福營路３７８號（對面） 富國里 1-7

890 雙富綠廊 福營路３７８號（對面） 富國里 8-14

891 富民集會所 中正路７８７號 富民里 1-9

892 鈴木華城(B2會議室) 中正路８０３巷５號 富民里 10-14

893 雙富綠廊 福營路３７８號(對面) 富民里 15-21

894 長青文康活動中心(視聽教室) 後港一路１９號 後德里 1-4,6-8

895 長青文康活動中心(閱覽室) 後港一路１９號 後德里 5,9-15

896 福營國中(穿堂) 富國路１０５號 萬安里 1-7

897 福營國中(信1-5教室) 富國路１０５號 萬安里 8-11

898 福營國中(和1-3教室) 富國路１０５號 萬安里 12-18

899 後港市民活動中心(二樓會議室) 建安街２６巷４號２樓 建福里 1-6,13

900
後港市民活動中心               
(二樓親子圖書館)

建安街２６巷４號２樓 建福里 7-12

901
後港市民活動中心
(B1銀髮俱樂部)

建安街２６巷４號 後港里 1-6

902 後港市民活動中心(B1健身房) 建安街２６巷４號 後港里 7-13

903 後港市民活動中心(B1健身房) 建安街２６巷４號 後港里 14-20

904 後港市民活動中心(一樓交誼廳) 建安街２６巷４號 後港里 21-25

905
後港市民活動中心
(一樓視聽綜合教室)

建安街２６巷４號 後港里 26-31

906 福營國中(忠1-1教室) 富國路１０５號 四維里 1-8

907 福營國中(忠1-2教室) 富國路１０５號 四維里 9-16

908 福營國中(忠1-3教室) 富國路１０５號 四維里 17-22

909
四維市民活動中心
(地下1樓教室)

四維路１８６巷２號 南港里 1-6

910 四維市民活動中心(地下1樓) 四維路１８６巷２號 南港里 7-12

911 四維市民活動中心(地下1樓) 四維路１８６巷２號 南港里 13-18

912 四維市民活動中心(1樓) 四維路１８６巷２號 南港里 19-22

913 民安國小(122教室) 民安路２６１號 建安里 1-9,13

914 民安國小(123教室) 民安路２６１號 建安里 10-12,14-20

915 民安國小(124教室) 民安路２６１號 建安里 21-26,34

916 民安國小(125教室) 民安路２６１號 建安里 27-33

917 民安國小(113教室) 民安路２６１號 民全里 1-4

918 民安國小(114教室) 民安路２６１號 民全里 5-9

919 民安國小(136特教班教室) 民安路２６１號 民全里 10-17

920 民安國小(120教室) 民安路２６１號 八德里 1-8

921 民安國小(121教室) 民安路２６１號 八德里 9-16

922 光華國小(四維樓101教室) 龍安路４５２號 成德里 1-8

923 光華國小(四維樓102教室) 龍安路４５２號 成德里 9-15

924 光華國小(四維樓103教室) 龍安路４５２號 成德里 16-23

號次
姓名 張哲偉 性別 男 出生地 新北市

8 出  生
年月日 70年12月12日 推薦之政黨 綠黨

學

歷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碩士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學士

政

見
經

歷

第五代虛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運
總監

號次
姓名 陳明義 性別 男 出生地 臺灣省澎湖縣

7 出  生
年月日 56年09月18日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學

歷

五股國小、五股國中、西湖工商、
醒吾技術學院、文化大學政治學研
究所畢業

政

見
經

歷

新北市議員、台北縣議員、五股鄉
民代表、海龍蛙兵教官、新北市親
子協會創會長、新北市救難協會創
會長、新北市籃球委員會主委、台
北澎湖同鄉會理事、醒吾科大校友
會理事長、新莊分局刑事義警、
板橋法院榮譽觀護人、國民黨發言
人、台灣幸福基金會董事長

號次
姓名 林麗容 性別 女 出生地 臺灣省嘉義市

9 出  生
年月日 43年10月13日 推薦之政黨 正黨

學

歷

輔仁大學學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碩士、法國巴黎第四大學歷史博士
巴黎第一大學政治博士。嘉義垂楊
國小、玉山初中、嘉義女中畢業。

政

見
經

歷

曾任:輔大教授真理大學教授臺師大
教授臺北大學教授臺科大老師東吳
大學老師。北一女東山強恕恆毅水
上萬能工商等老師。裕民福營新莊
高中家長會長。嘉義同鄉會太極拳
獅子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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