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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區 號次 相    片 姓名
出生
年月
日

性　

別

出
生
地

推薦
之
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第

３

選

舉

區

（

中

山

區

、

松

山

區

20
里

）

1
何
景
榮

66
年
12
月
24
日

男 印
尼

台
灣
民
眾
黨

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學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學士

成功高中

明德國中

民生國小

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

茶仙居快餐店廚房內場

杏子豬排店跑堂兼雜工

教育部留學獎學金、美國國務院博士

獎學金得主

德國杜賓根大學台灣研究中心訪問學

人

賽珍珠基金會顧問

逢甲大學助理教授

中華民國外交特考（印尼文組）榜首

2
吳
怡
農

69
年
12
月
31
日

男 美
國

民
主
進
步
黨

耶魯大學經濟系

台北市民權國小

國安會專門委員

行政院院長室參議

陸軍特種作戰指揮部下士

高盛集團執行董事

3
田
方
宇

53
年
9
月
20
日

男
臺
北
市

安
定
力
量

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健峰企管資深顧問師

濤濤企管培訓講師

台灣固網媒體處經理

電通康信廣告業務總監

1.堅持婚姻一男一女，反對不當同志教育汚染校園。

2.堅守傳統做人道德觀、家庭倫理觀。

3.贏回家庭，翻轉教育。

4.捍衞民權，保衞台灣自由民主主權。

5.成就青年，思想開放多元，跨境工作技能提昇。

6.�捍衛社會公平正義實現人民言論思想自由，教育、醫療、司法、道德、正義，

完成人民居住正義。

7.嚴禁、查緝違禁藥品、毒品。

8.義務教育向下延伸至幼兒園。

9.強化老人長照、醫療、養老議題。

4
蔣
萬
安

67
年
12
月
26
日

男
臺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法

律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及外交系

雙學士

台北市建國高級中學

國立師大附中國中部

中華民國第九屆立法委員

「公督盟」評鑑連續七會期優秀立委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副書記長

立法院厚生會會長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召委

萬澤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美國矽谷WSGR律師

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第３選舉區（中山區、松山區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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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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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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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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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榮星教會餐廳(由新生北路1段76巷6
號旁進入)

新生北路1段82號地下1
樓

正守里1-7 正守里全里

431 林森區民活動中心(1F) 林森北路67巷7號1樓 正守里8-13

432 長安天主堂 林森北路77號 正義里1、4、7-8、10

433 正義固定里民活動場所 林森北路133巷78號1樓 正義里5、12-17

434 環保局中正區清潔隊(忠孝分隊) 長安東路1段89號 正義里2-3、6、9、11 正義里全里

435 中山基督長老教會 林森北路62號 正得里1-7、10

436 台北會幕堂 中山北路1段105巷19號 正得里8-9、11-16 正得里全里

437 民安區民活動中心(才藝廳) 長安西路3號3樓之1 民安里1-8

438 臺北市中山運動中心(1樓) 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1樓 民安里9-14 民安里全里

439 捷運工程局行政大樓(1樓) 中山北路2段48巷7號1樓 民安里15-21

440 公理堂 中山北路2段45巷39號 康樂里1-6

441 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A) 南京東路1段35號 康樂里7-16 康樂里全里

442 中山里里民活動場所 中山北路2段59巷18號 中山里1-4、6-8

443 中山區民活動中心(A室)
中山北路2段59巷21號2
樓

中山里5、9-10

444 中山區民活動中心(B室)
中山北路2段59巷21號2
樓

中山里11-15

445 中山區民活動中心(D室)
中山北路2段59巷21號2
樓

中山里16-20

446 新福宮 新生北路2段62巷33號 中山里21-26 中山里全里

447
新興國中(教學大樓1樓防災儲藏教
室)

林森北路511號 聚盛里1-6

448 新興國中(教學大樓1樓舊童軍教室) 林森北路511號 聚盛里7-13

449 新興國中(教學大樓1樓體育組) 林森北路511號 聚盛里14-17 聚盛里全里

450 文昌宮守望相助隊協勤中心 民生西路45巷7弄20號 集英里1-7

451 集英里固定里民活動場所 天祥路16巷12號 集英里8-13

452 中山公民會館 中山北路2段128號 集英里14-20

453 崇德宮 撫順街41巷臨2之10號 集英里21-24 集英里全里

454 新興國中會議室(一) 林森北路511號 聚葉里1-6 聚葉里全里

455 新興國中會議室(二) 林森北路511號 聚葉里7-12

456 新興國中(校史室) 林森北路511號 聚葉里13-19

457 中山國小(3年9班) 民權東路1段69號 恆安里1-4

458 中山國小(4年3班) 民權東路1段69號 恆安里5-8 恆安里全里

459 中山國小(4年4班) 民權東路1段69號 恆安里9-12

460 中山國小(4年5班) 民權東路1段69號 恆安里13-15

461 中山國小(會議室1) 民權東路1段69號 晴光里1-3 晴光里全里

462 中山國小(會議室2) 民權東路1段69號 晴光里4-7

463 中山國小(4年6班) 民權東路1段69號 晴光里8-11

464 中山國小(4年7班) 民權東路1段69號 晴光里12-15

465 中山國小(1年1班) 民權東路1段69號 圓山里1-4 圓山里全里

466 中山國小(2年1班) 民權東路1段69號 圓山里5-9

467 中山國小(2年3班) 民權東路1段69號 圓山里10-15

468 私立稻江護家(211教室) 新生北路3段55號 新庄里1-6 新庄里全里

469 私立稻江護家(212教室) 新生北路3段55號 新庄里7-14

470 私立稻江護家(312教室) 新生北路3段55號 新庄里15-21

471 崇實區民活動中心1樓閱覽室 通北街143號1樓 劍潭里1-3、5-14 劍潭里全里

472 崇實區民活動中心1樓棋弈室 通北街143號1樓 劍潭里4、15-22

473 大直國小(1年1班) 大直街2號 大直里1-7

474 大直國小(1年2班) 大直街2號 大直里8-12

475 大直國小(1年3班) 大直街2號 大直里13-17

476 大直國小(1年4班) 大直街2號 大直里18-23

477 大直國小(1年5班) 大直街2號 大直里24-29

478 大直國小(本土教室(1)) 大直街2號 大直里30-35 大直里全里

479 永安國小(地下1樓餐廳(1)) 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成功里1-7 成功里全里

480 永安國小(地下1樓餐廳(2)) 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成功里8-12

481 永安國小(地下1樓室內體育空間(1)) 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成功里13-15

482 永安國小(地下1樓室內體育空間(2)) 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成功里16-21

483 永安國小(地下1樓幼稚園餐廳(1)) 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永安里1-7

484 永安國小(地下1樓幼稚園餐廳(2)) 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永安里8-13 永安里全里

485 永安國小(地下1樓健體教室) 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永安里14-19

486 永安國小(地下1樓學生活動教室) 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永安里20-26

487 永安國小(地下1樓知動室) 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永安里27-34

488 濱江國中(生活輔導室H1112) 樂群二路262號 金泰里1-3

489 濱江國中(多功能教室H1201) 樂群二路262號 金泰里4-6

490 濱江國中(研究教室H1205) 樂群二路262號 金泰里14

491 濱江國中(多功能教室H1203) 樂群二路262號 金泰里11-13 金泰里全里

492 濱江國中(家長會H1113) 樂群二路262號 金泰里7-10

493 劍潭古寺 北安路805巷6號 北安里1-6 北安里全里

494 北安區民活動中心 北安路759巷6號1樓 北安里7-12

495 私立稻江護家(313教室) 新生北路3段55號 新喜里1-8 新喜里全里

496 私立稻江護家(314教室) 新生北路3段55號 新喜里9-14

497 私立稻江護家(315教室) 新生北路3段55號 新喜里15-20

498 花國鮮花禮品行(車庫) 松江路402巷8弄6號 新福里1-7 新福里全里

499 聖道明教會 吉林路378號 新福里8-14

500 蘇宅(車庫) 新生北路3段19巷40號 新福里15-20

501 大同高中(8年5班)
長春路167號(從民生東
路2段164巷側門進入)

松江里1-5 松江里全里

502 大同高中(8年6班)
長春路167號(從民生東
路2段164巷側門進入)

松江里11-15

503 康寧大廈(南側穿廊) 松江路289號 松江里6-10、16

504 康寧大廈(北側穿廊) 松江路293號 松江里17-23

505 正光幼稚園 松江路362巷15號 新生里1-8

中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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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 安泰銀行(騎樓) 民權東路2段24號(騎樓) 新生里9-15 新生里全里

507 新生里民活動場所
新生北路2段133巷45號1
樓

新生里16-22

508 福德宮 吉林路236巷33號 中庄里1-8

509 松江區民活動中心(松江市場南門) 錦州街222號2樓 中庄里9-15

510 松江市場旁車庫 錦州街222號 中庄里16-21 中庄里全里

511 上海汽車公司 民族東路89號 大佳里1-8 大佳里全里

51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中山門診部 松江路367號 行政里1-3、5

513 行政里固定里民活動場所
民權東路2段135巷20弄
18號

行政里7-8、10-12、18

514 行天宮玄空紀念學院(停車場左側) 松江路359號 行政里4、6、17、19

515 行天宮玄空紀念學院(停車場右側) 松江路359號 行政里9、13-16 行政里全里

516 五常國小(119教室) 五常街16號 行仁里1-6

517 五常國小(125教室) 五常街16號 行仁里7-12 行仁里全里

518 五常國小(130教室) 五常街16號 行仁里13-18

519 五常國小(131教室) 五常街16號 行仁里19-24

520 五常國小(132教室) 五常街16號 行仁里25-31

521 五常國小(133教室) 五常街16號 行孝里1-6

522 五常國小(101教室) 五常街16號 行孝里7-11 行孝里全里

523 五常國小(102教室) 五常街16號 行孝里12-16

524
五常國中(9年1班)(2F、五常國中進
門右側)

復興北路430巷1號 下埤里1-4

525
五常國中(9年2班)(2F、五常國中進
門右側)

復興北路430巷1號 下埤里5-8

526
五常國中(學習教室G)(2F、五常國中
進門右側)

復興北路430巷1號 下埤里9-12 下埤里全里

527
五常國中(幼兒園活動室)(1F、五常
國中進門右側)

復興北路430巷1號 下埤里13-15、20-21

528
五常國中(幼兒園教具室)(1F、五常
國中進門右側)

復興北路430巷1號 下埤里16-19

529 松花區民活動中心(大門右側) 合江街137號4樓 江寧里1-7 江寧里全里

530 松花區民活動中心(大門左側) 合江街137號4樓 江寧里8-13

531
五常國中(五常藝廊右側)(1F、五常
國中進門左側)

復興北路430巷1號 江寧里14-19

532
五常國中(五常藝廊左側)(1F、五常
國中進門左側)

復興北路430巷1號 江寧里20-24

533 臺北大學(教學大樓204教室)(2F) 民生東路3段67號 江山里1-3、25-26 江山里全里

534 臺北大學(教學大樓206教室)(2F) 民生東路3段67號 江山里5-9

535 臺北大學(教學大樓211教室)(2F) 民生東路3段67號 江山里11-14、17

536 臺北大學(教學大樓501教室)(5F) 民生東路3段67號 江山里10、18-21

537 臺北大學(教學大樓503教室)(5F) 民生東路3段67號 江山里4、15-16、22-24

538 吉林國小(1年1班) 長春路116號 中吉里1-6、19-20

539 吉林國小(1年2班) 長春路116號 中吉里7-13 中吉里全里

540 吉林國小(1年3班) 長春路116號 中吉里14-18、21-24

541 吉林國小(1年4班) 長春路116號 中原里1-2、4-7、11

542 吉林國小(1年5班) 長春路116號 中原里3、8-10、12 中原里全里

543 吉林國小(1年6班) 長春路116號 中原里13-18

544
長安國小(健體教室1)(從松江路90巷
停車場入口進入)

吉林路15號 興亞里11、19-24

545 興亞區民活動中心 松江路26巷18號 興亞里1-9 興亞里全里

546 長安國中(808教室) 松江路70巷11號 興亞里10、12-18

547 長春國小(綜合教室) 長春路165號 中央里1-6

548 長春國小(1年6班) 長春路165號 中央里7-13

549 長春國小(1年5班) 長春路165號 中央里14-17 中央里全里

550 長春國小(1年4班) 長春路165號 朱馥里1-8 朱馥里全里

551 長春國小(1年3班) 長春路165號 朱馥里9-15

552 長春國小(1年2班) 長春路165號 朱馥里16-21

553 長春國小(1年1班) 長春路165號 朱馥里22-27

554
興安花園社區管理委員會(3樓會議
室)

復興北路190巷1號3樓之
3

龍洲里1-4、9 龍洲里全里

555 興安華城3樓自治會 復興北路228號3樓之3 龍洲里5-8、10-11、15

556 興安華城社區管理委員會(書報區) 民生東路3段88巷2號 龍洲里12-14、17-21

557
興安華城社區管理委員會(文化教室)
(由北區17棟及18棟中間通道進入)

民生東路3段88巷2號 龍洲里16、22-28

558 五福財神爺廟(左側)
建國北路1段50巷31號對
面(伊通街口)

朱園里1-6、16

559 五福財神爺廟(右側)
建國北路1段50巷31號對
面(伊通街口)

朱園里8-15 朱園里全里

560 台北啤酒工場(辦公大樓1樓) 八德路2段85號 朱園里7、17-23

561 懷生國小(視聽教室)(1F) 安東街16巷2號 埤頭里1-5 埤頭里全里

562 懷生國小(3年孝班)(2F) 安東街16巷2號 埤頭里6-12

563 懷生國小(快活教室)(1F) 安東街16巷2號 埤頭里13-17

564 朱崙區民活動中心(前段) 龍江路15號3樓 朱崙里1-8、12 朱崙里全里

565 朱崙區民活動中心(後段) 龍江路15號3樓 朱崙里9-11、13-16

566 中正國小(B101) 龍江路62號 力行里1-6、16、30 力行里全里

567 中正國小(B102) 龍江路62號 力行里7-12

568 中正國小(B103) 龍江路62號 力行里13-15、17-21

569 中正國小(B104) 龍江路62號 力行里22-29

570 生命堂 龍江路135號 復華里1-9 復華里全里

571 如意新村 南京東路3段89巷5弄1號 復華里10-16

572 育航幼稚園 長春路256號 復華里17-24

松　山　區
573 民權區民活動中心禮堂北側

民權東路5段臨43號(民
權大橋下)

莊敬里1-6

574 三民國小1年3班 民權東路5段1號 莊敬里7-11

575 三民國小1年1班 民權東路5段1號 莊敬里18-28 莊敬里全里

576 三民國小1年2班 民權東路5段1號 莊敬里12-17

577 基督教新生教團台北民生教會 新中街10巷2號 東榮里1、2、7-10

578 民權國小118多元學習教室(一) 民權東路4段200號 東榮里3-6、11-13

579 民權國小119多元學習教室(二) 民權東路4段200號
東榮里14-15、23-25、
27

580 二村基石中心
民生東路5段69巷2弄10
號

東榮里16-21 東榮里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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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聯合二村教會
民生東路5段69巷2弄12
號

東榮里22、26、28-33

582 健康國小1年級B教室 自強里3鄰延壽街168號 三民里1-7、9

583 圖書館三民分館視聽室
民生東路5段163之1號6
樓

三民里8、10-15 三民里全里

584 民生社區中心8樓(區民活動中心) 民生東路5段163-1號 三民里16-20

585 民生社區中心8樓814教室 民生東路5段163-1號 三民里21-26

586 民權國小教師室112 民權東路4段200號 三民里27-32

587 民權區民活動中心內南側
民權東路5段臨43號<民
權大橋下>

新益里1-7

588 民生國中活動中心西側
新東街30巷1號(由撫遠
街255巷對面側門進入)

新益里8-12

589 民生國中活動中心東側
新東街30巷1號(由撫遠
街255巷對面側門進入)

新益里13-18 新益里全里

590 海華大廈休閒中心
民生東路5段171號地下1
樓

富錦里3、5-8 富錦里全里

591 民權國民小學117鄉土教室(二) 民權東路4段200號 富錦里4、20-23

592 民權國民小學114潛能開發班(一) 民權東路4段200號 富錦里14-19

593 民生國中烹飪教室 新東街30巷1號 富錦里1-2、9-13

594 民生國中會議室2 新東街30巷1號 新東里2-6

595 民生國中童軍教室 新東街30巷1號 新東里1、16-19 新東里全里

596 民生國中教師會辦公室 新東街30巷1號 新東里11-15

597 民生國中自習教室 新東街30巷1號 新東里7-10

598 健康國小終身學習中心前川堂 延壽街168號 富泰里1-5、9 富泰里全里

599 民生社區中心4樓集會堂川堂
民生東路5段163之1號4
樓

富泰里10-15

600 健康國小終身學習中心 延壽街168號 富泰里6-8、16-20

601 介壽國中709教室 介壽里8鄰延壽街401號 介壽里1-8

602 介壽國中711教室 介壽里8鄰延壽街401號 介壽里9-15

603 介壽國中713教室 介壽里8鄰延壽街401號 介壽里16-21 介壽里全里

604 民族國小幼兒園活動室 民生東路4段97巷7號 精忠里1-5 精忠里全里

605 民族國小會議室1(前) 民生東路4段97巷7號 精忠里6-10

606 民族國小會議室1(後) 民生東路4段97巷7號 精忠里11-16

607 西松國小食農教室
三民路5號(由南京東路5
段147巷側門進入)

東光里1-5、11 東光里全里

608 西松國小1年9班
三民路5號(由南京東路5
段147巷側門進入)

東光里6-10、33

609 西松國小1年8班
三民路5號(由南京東路5
段147巷側門進入)

東光里12-16

610 西松國小球員休息室
三民路5號(由南京東路5
段147巷側門進入)

東光里17-22

611 西松國小社會教室
三民路5號(由南京東路5
段147巷側門進入)

東光里23-26、31

612 西松國小英語教室
三民路5號(由南京東路5
段147巷側門進入)

東光里27-30、32

613 平安新村甲區管理委員會 延壽街348號1樓 龍田里1-4、37-39

614 介壽國中702教室 延壽街401號1樓 龍田里5-11

615 介壽國中704教室 延壽街401號1樓 龍田里12-14、32-35

616 民生國小1年1班教室 敦化北路199巷18號1樓 龍田里15-19

617 民生國小1年2班教室 敦化北路199巷18號1樓 龍田里20-26 龍田里全里

618 民生國小1年3班教室 敦化北路199巷18號1樓 龍田里27-31、36

619 東昌里民活動場所
民生東路4段112巷7弄24
號

東昌里7-12

620 車庫
民生東路4段112巷3弄3
號

東昌里1-6 東昌里全里

621 金陵教會
南京東路4段133巷6弄20
號1樓

東勢里1-6

622 向日葵慈善協會
南京東路4段133巷7弄
7-9號1樓

東勢里7-13

623 東勢里民活動場所
南京東路4段133巷8弄17
號

東勢里14-18 東勢里全里

624 民生國小1年4班教室 敦化北路199巷18號 中華里1-6、21-22

625 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 敦化北路155巷76號1樓 中華里7、17-19、23-24

626 臺北浸信會頌恩堂 敦化北路145巷30號1樓 中華里8-10、20、25

627 中華里辦公處 敦化北路145巷23弄1號 中華里11-16 中華里全里

628 中山國中打擊樂教室 復興北路361巷7號 民有里28-32

629 中山國中童軍教室 復興北路361巷7號 民有里10-11、13-14

630 中山國中補校辦公室 復興北路361巷7號 民有里15-21

631 中山國中第一教室 復興北路361巷7號 民有里22-27

632 中山國中多功能教室 復興北路361巷7號 民有里5-9

633 思高幼兒園思高中心 民生東路3段125號 民有里1-4、12 民有里全里

634 民福里民活動場所
民權東路3段103巷5弄5
號1樓

民福里4-5、8、10-13 民福里全里

635 上達汽車有限公司 民族東路687號1樓 民福里21-25、27

636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復興北路451號
民福里3、6、7、9、
14、18、20、26

637
台灣樂活發展協會-樂活松山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

復興北路465號 民福里1-2、15-17、19

638 松基區民活動中心第三教室 長春路339巷2號地下1樓 松基里1-5 松基里全里

639 松基區民活動中心禮堂 長春路339巷2號地下1樓 松基里6-10

640 松基區民活動中心第一教室 長春路339巷2號地下1樓 松基里11-16

641 西松國小高二乙(鄉土教室)
三民路5號1樓(亦可由三
民路側門進入)

安平里3-7、11、33

642 沐恩堂
南京東路5段251巷45號1
樓

安平里1、2、9、10、
12、13

643 安平區民活動中心3樓
南京東路5段291巷44弄
23之1號3樓

安平里16-21

644 恩友堂第1交誼廳 寶清街123號 安平里14-15、22-27

645 恩友堂第2交誼廳 寶清街123號1樓 安平里8、28-32 安平里全里

646 西松高中(六藝教室) 健康路325巷7號1樓 鵬程里1、15-20

647 鵬程區民活動中心 健康路399號3樓 鵬程里2-7

648 西松高中(三品教室) 健康路325巷7號1樓 鵬程里8-11 鵬程里全里

649 西松高中多元學習教室(二) 健康路325巷7號1樓 鵬程里12-14

650 健康國小3樓大禮堂左側 延壽街168號3樓
自強里1、19、20、21、
25

651 健康國小3樓大禮堂右側 延壽街168號3樓 自強里2、15、16、24

652 自強區民活動中心 三民路35巷9號1樓
自強里13、14、17、
18、23

自強里全里

653 健安新城G區管委會辦公室 三民路80巷1號 自強里3、8、9、22、26

654 西松高中多功能教室101 健康路325巷7號1樓
自強里4、5、10、27、
28

655 西松高中教室(童軍教室) 健康路325巷7號1樓 自強里6、7、11、12

松　山　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