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第 19 屆市長選舉電視公辦政見發表會場次時間地點

場次 1 2

類別 區域選舉 區域選舉

月 11 11

日 17 22

星期 四 二

時間 下午七時 下午七時

地點 吉隆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吉隆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政見會主持人 林主任委員永發 林主任委員永發

監察小組委員 楊召集人思勤 楊召集人思勤

現場直播有線電視頻道 吉隆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頻道） 吉隆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頻道）

重播時間

月 11 11 11 11

日 18 19 23 24

時間 下午七時

重播之有線電視頻道 吉隆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頻道） 吉隆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頻道）

臺灣省基隆市第 1 9 屆市長選舉選舉公報          

臺灣省基隆市第 19 屆市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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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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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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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謝國樑 64 年 10 月 5 日 男
臺灣省

基隆市
中國國民黨

˙ 聖心小學                                                                                           

˙ 二信中學                                                                                           

˙ 美國南加州大學社會系學士                                                         

˙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科技管理學碩士                                                       

˙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碩士

˙ 華聯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 謝清雲先生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 小愛爸爸公益平台發起人                                                                     

˙ 艾森豪獎學金中華民國協會理事                                                               

˙ 中華民國第 6-8 屆立法委員                                                                

˙ 中國國民黨基隆市黨部主委                                                                    

˙ 國民黨立院黨團書記長                                                                     

˙ 基隆市警察志工大隊大隊長

2 陳薇仲 79 年 10 月 7 日 女
臺灣省

基隆市
時代力量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

學系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基隆私立二信中學                                                           

基隆市長樂國小 

第十九屆基隆市議員                                                                                          

時代力量第 2-3 屆決策委員                                                                                      

時代力量副秘書長                                                                                         

基隆永續發展實踐青年行動聯盟成員

3 蔡適應 62 年 6 月 14 日 男 臺北市 民主進步黨
台北大學都市計劃所博士                                          

淡江大學戰略所碩士                                              

東海大學政治系

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

黨團書記長、副幹事長      

台歐、台法議會友好協會會長                                                                 

基隆市議員

陸軍志願役指職軍官班第一期、備役                                                                

上尉                                                                  

基隆觀光協會理事長                                                                  

家扶中心助養人                                                                                    

立委王拓服務處副主任                                                                                      

比利時魯汶大學訪問學人                                                                                                           

經國管理學院講師                                                                                       

民進黨中央黨部發言人、 市黨部主委                                                                                                                            

4 曾國民 51 年 1 月 27 日 男
臺灣省

屏東縣
無

台灣大學中文學士                                                           

北市建國中學畢業

加拿大康科迪亞大學傳播碩士

作家，國民詩人，曾任電視編導 ( 編

導《八千里路雲和月》、《繞著地球

跑》等 )、政論周刊採編、立法院助

理、文化工作者，著有《從龍珠到地

球國》、《如何建構一個人類地球國》

( 英文 ) 等文化政論、小說、詩集之

中英文著作十餘部。  

國民詩人當市長 和平創意無法擋                                                                            

無黨無派，很難適應，沒錢沒勢，怎成國樑 ? 不掛看板不跑攤，沒有旗幟只有詩，五條政見來參選，改變就從台灣頭。                                                   

1 鼓勵實現自我，建自由文化城。2 補助青年陸遊，開戰宣布中立。3 試點新型關係，帶頭逍遙台灣。                                                                       

4 全面改善市容，創意規劃觀光。5 開放角落認養，悠閒度過冬日。                                                           

以這些政見為基礎，我在個人網頁上提出了五十個改變基隆的具體方案，分成十三項計劃 :

一、公共角落開放認養計畫。二、公共視線開放認養計畫。三、基隆變臉計畫。四、引領探索台灣的城市美學計畫。

五、因地制宜的建築材料與省電設計計畫。六、地景改造計畫。七、創建基隆新地標計畫。

八、創意觀光計畫。九、公共空間人性化計畫。十、冬天裡的一把火計畫。十一、自我實現與多元文化計畫。                                                      

十二、開戰應變計畫。十三、帶頭和平計畫。

除了繳交選舉保證金，我幾乎沒花錢。就看看以這樣平民而環保的非傳統方式競選市長，能拿幾票。至少，我願意

為以後有心參政卻沒錢沒勢的平民參選人，試驗看看。

創意五十案，自由文化城，踩行台一線，大同盛世見。

5 黃希賢 54 年 10 月 7 日 男
臺灣省

基隆市
無

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中國工商專科學校工商管理科                    

國立基隆高中肄業                                         

基隆市立明德國中                                          

七堵國小                                                  

安樂國小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校友會副理事長

基隆黃氏宗親會常務理事                                                      

基隆宜蘭同鄉會副理事長                                                       

台北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第 17 屆理事長

中華民國船務代理全國聯合會

第 10 屆常務理事

社團法人中華航運聯盟關懷慈善會

創會理事長

 

基隆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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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中央選舉委員會

（四）選舉票顏色：市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 圈選二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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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8. 不加圈完全空白。

            9.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其他：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9 條第 1 項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

         後依第 121 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 24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

          二、有第 26 條或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項之情事。

          三、依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防疫宣導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前往投票時應配戴口罩，配合量測體溫以及手部消毒。

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規定及選務防疫措施，請參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https://www.cdc.gov.tw) 及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 (https://www.cec.gov.tw)。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及防疫宣導注意事項：

（一）投票時間：民國 111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起至下午 4 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 91 年 1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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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7 月 26 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

國 111 年 11 月 25 日繼續居住者，有市長、市議員、里長選舉投票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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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 原住民選出之市議員，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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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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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選舉人照顧之 6 歲以下兒童得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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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除執行公務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6 條第 1 項規定，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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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條第 2 項規定，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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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條規定，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罰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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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條之規定，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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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進行 期間，穿戴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

　　　　（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不服制止。

　　　　（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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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條第 1 項規定，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 1 萬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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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條第 8 項之規定，處新臺幣 5,000 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10. 在投票所四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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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條第 2 項規定，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1 萬 5,000 元以下罰金。

　　   11.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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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 灣 省 基 隆 市 第 1 9 屆 市 長 選 舉 投 開 票 所 設 置 地 點
區別 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設置地點 區別 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設置地點 區別 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設置地點 區別 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設置地點

中  

正  

區

1 長潭里 長潭里１鄰北寧路３６９巷６８號(漁民活動中心)

信  

義  
區

72 孝忠里五 孝忠里１９鄰深溪路５５巷７９號(第一特獎社區生活館１樓)

中  

山  

區

143 德和里四 德和里復興路２１２巷１９弄４號(自立幼兒園)

暖  

暖  

區

214 過港里一 過港里７鄰過港路５４號(過港里民活動中心)
2 砂子里一 砂子里１１鄰北寧路３９６巷５２號(八斗國小－１０１教室) 73 孝德里一 孝德里９鄰東峰街１５４號(孝德里民活動中心) 144 中和里一 中和里中平街９５號(中和里民活動中心) 215 過港里二 過港里５鄰寧靜街３號(暖江國小健體領域教室)
3 砂子里二 砂子里１９鄰調和街３００之１號１樓(星河繪) 74 孝德里二 孝德里１鄰東峰街１３－１號(孝德里守望相助巡守隊隊部) 145 中和里二 中和里中和路６４號(中和國小２樓２０１教室) 216 過港里三 過港里３０鄰過港路１０巷１０２號(羅傑摩爾社區(下庭)桌球室)
4 砂子里三 砂子里２３鄰觀海街２號Ｂ１(山海觀巴黎會館視廳室) 75 孝深里一 孝深里２６鄰孝東路１２２號１樓(微笑台北社區管委會羽球場) 146 中和里三 中和里中和路８５巷２３號地下一樓(喜市社區交誼廳) 217 暖暖里一 暖暖里１６鄰暖暖街２８１巷５８號(暖暖里民活動中心)
5 砂子里四 砂子里２３鄰觀海街２號Ｂ１(山海觀巴黎會館交誼廳) 76 孝深里二 孝深里１０鄰深澳坑路７５號(孝深里民活動中心１樓) 147 中和里四 中和里中和路８５巷２３號地下一樓(喜市社區圖書室) 218 暖暖里二 暖暖里７鄰暖暖街１２１號(暖暖國小禮堂)
6 八斗里 八斗里７鄰八斗街５７號(八斗里民活動中心) 77 孝深里三 孝深里１９鄰深澳坑路５５－１號(深澳國小樂活教室Ａ) 148 中和里五 中和里中和路１３８號地下層(代天宮下方第三教室) 219 暖同里一 暖同里１０鄰暖暖街１６巷４１號(暖同里民活動中心)
7 碧砂里 碧砂里１０鄰環港街８４號１樓(碧砂里民活動中心) 78 孝深里四 孝深里１９鄰深澳坑路５５－１號(深澳國小樂活教室Ｂ) 149 和慶里一 和慶里中和路１６８巷１０弄３７號１樓(大慶大城活動中心－會議室) 220 暖同里二 暖同里２０鄰東勢街２號(暖暖區公所地下室)
8 新富里一 新富里１８鄰新豐街２５１巷２弄３號３樓(新富里民活動中心) 79 孝岡里 孝岡里６鄰深澳坑路２５６－１號(孝岡里民活動中心) 150 和慶里二 和慶里中和路１６８巷１０弄３７號１樓(大慶大城活動中心－大廳) 221 暖東里 暖東里１鄰東勢街５４之１０號(暖東里民活動中心)
9 新富里二 新富里１２鄰新豐街３４５之９號(新豐街福德宮)

仁  

愛  

區

80 林泉里一 林泉里７鄰復興街６０巷２號(林泉里民活動中心) 151 和慶里三 和慶里中和路１６８巷１０弄３７號２樓(大慶大城活動中心) 222 暖西里一 暖西里１５鄰東勢街２６巷６９號(暖西里民活動中心)
10 新富里三 新豐里１鄰新豐街１００號(八斗高中－育英樓４０３教室) 81 林泉里二 林泉里１２鄰復興街４巷１４號(民宅) 152 和慶里四 和慶里中和路１６８巷１３弄３７之１號(龍神廟) 223 暖西里二 暖西里１鄰暖暖街３５０號(暖西國小３年級共同區)
11 新富里四 新富里１８鄰新豐街２５１巷２弄３號地下層(新富里民活動中心地下層) 82 花崗里 花崗里１鄰劉銘傳路１１巷２４弄３號(花崗里民活動中心) 153 西康里 西康里復興路２４號(西康里民活動中心) 224 暖西里三 暖西里１鄰暖暖街３５０號(暖西國小１年級共同區)
12 新豐里一 新豐里３鄰新豐街２００號(碧海擎天社區聯誼廳) 83 虹橋里一 水錦里３鄰劉銘傳路６４巷４號(巡守隊址) 154 西定里 西定里西定路２３０號３樓(西定里民活動中心) 225 暖西里四 暖西里１鄰暖暖街３５０號(暖西國小２年級共同區)
13 新豐里二 新豐里１０鄰新豐街３１６號(海洋大學世界活動中心) 84 虹橋里二 水錦里８鄰劉銘傳路２４號(蓮法寺講堂) 155 西華里 西華里西定路１０２號(西華里民活動中心) 226 碇內里一 碇內里６鄰暖碇路１５巷１３６號(碇內里民活動中心)
14 新豐里三 新豐里３８鄰新豐街４８２－２號３樓(新豐里民活動中心擴充空間) 85 水錦里一 智仁里１鄰仁二路５３號(虹橋水錦聯合里民活動中心) 156 西榮里 西榮里西定路８０巷４８號(西榮里民活動中心) 227 碇內里二 碇內里１５鄰源遠路２５８號(碇內國小活動中心)
15 新豐里四 新豐里３８鄰新豐街４８２－１號３樓(新豐里民活動中心) 86 水錦里二 智仁里１鄰仁二路５３號(虹橋水錦聯合里民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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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新西里 新西里新西街１０６之１號(新西里民活動中心) 228 碇和里一 碇和里２０鄰暖碇路１７０之１號(碇和里民活動中心)
16 新豐里五 新豐里３１鄰新豐街３３３巷２５號Ｂ２(海中天社區活動中心) 87 智仁里一 智仁里１５鄰仁二路１３５號(信義國小學生活動中心) 158 西川里 西川里新西街２巷９號對面(西川里民活動中心) 229 碇和里二 碇和里４鄰源遠路１５２巷７５號(碇內國中９０１教室)
17 平寮里 平寮里１鄰和一路１８６號(平寮里民活動中心) 88 智仁里二 智仁里１５鄰仁二路１３５號(信義國小學生活動中心) 159 定國里 定國里定國街１１巷４２號(定國里民活動中心) 230 碇和里三 碇和里４鄰源遠路１５２巷７５號(碇內國中９０４教室)
18 社寮里一 社寮里１５鄰和一路８４巷２６號(和平國小－活動中心) 89 和明里一 和明里５鄰仁二路１３９號(仁愛國小體育館) 160 定邦里 定邦里安一路１００巷５０號(定邦里民活動中心) 231 碇祥里一 碇祥里２鄰碇內街１００號(碇祥里民活動中心一)
19 社寮里二 社寮里２０鄰和一路１５５巷１４號１樓(社寮里民活動中心) 90 和明里二 和明里５鄰仁二路１３９號(仁愛國小體育館) 161 慈仁里 安和里安一路１７７巷２３號(安樂國小綜合教室) 232 碇祥里二 碇祥里３０鄰碇內街３１５號(基隆市福祥松青關懷協會辦公室)
20 和憲里 和憲里１鄰和一路２７號(社寮福德宮) 91 忠勇里 忠勇里１６鄰愛五路６巷３２號(忠勇里舊里民活動中心) 162 干城里一 干城里安一路２７８巷３１之１號(干城里民活動中心) 233 碇祥里三 碇和里４鄰源遠路１５２巷７５號(碇內國中９０３教室)
21 海濱里 正濱里１２鄰中正路６２１巷２６號(正濱、海濱里聯合里民活動中心２樓) 92 玉田里 玉田里４鄰仁三路３２號(基隆長老教會) 163 干城里二 干城里安一路３６０號(安樂高中學生活動中心) 234 碇祥里四 碇祥里４鄰碇內街１０５號(台北大鎮社區一樓大廳)
22 正濱里 正濱里１２鄰中正路６２１巷２６號(正濱、海濱里聯合里民活動中心１樓) 93 仁德里 仁德里１６鄰愛三路８７號８樓之５(吉祥大樓) 164 永康里一 永康里崇德路１０巷２２號(永康里民活動中心) 235 碇祥里五 碇祥里２鄰碇內街１００號(碇祥里民活動中心二)
23 中正里 中正里９鄰中正路６５６巷１４６號(中正里民活動中心) 94 博愛里一 博愛里１２鄰愛一路８號３樓之７(博愛里民活動中心) 165 永康里二 安和里安一路１７７巷２３號(安樂國小活動中心) 236 碇安里一 碇安里２８鄰源遠路２７７巷２３號(碇安里民活動中心)
24 中濱里 中濱里１４鄰武昌街７０巷２３號(中濱里民活動中心) 95 博愛里二 博愛里１鄰仁四路１９巷１３號(民宅) 166 安和里 安和里安一路１７７巷２３號(安樂國小活動中心) 237 碇安里二 碇內里１５鄰源遠路２５８號(碇內國小１０２班教室)
25 建國里一 建國里９鄰祥豐街４６７號(建國里民活動中心) 96 福仁里 福仁里４鄰南榮路５５巷２號(民宅) 167 樂一里 樂一里樂一路９１號２樓(樂一里民活動中心) 238 碇安里三 碇內里１５鄰源遠路２５８號(碇內國小１０３教室)
26 建國里二 建國里９鄰祥豐街２１６號(正濱國小－學生活動中心) 97 誠仁里 誠仁里５鄰南榮路１６１巷１９之１號(誠仁里民活動中心) 168 嘉仁里一 嘉仁里樂一路１０１號(嘉仁里民活動中心) 239 碇安里四 碇安里４鄰暖碇路１８１號(藝觀天廈社區二樓會議室)
27 砂灣里一 砂灣里１１鄰祥豐街６６號２樓(原中正區祥豐圖書館) 98 吉仁里一 吉仁里８鄰南新街２９之６號(吉仁里民活動中心) 169 嘉仁里二 嘉仁里崇德路８７之８號(嘉仁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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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長興里一 長興里東新街３號(長興國小－會議室)
28 砂灣里二 砂灣里１１鄰祥豐街６６號３樓(砂灣里民活動中心) 99 吉仁里二 吉仁里８鄰南新街２９之６號(吉仁里民活動中心) 170 三民里一 三民里麥金路４３９巷２號(新三民里民活動中心) 241 長興里二 長興里東新街２０號(明德國中－中正堂)
29 真砂里 真砂里６鄰中正路３１０號(真砂里民活動中心) 100 育仁里 育仁里９鄰南榮路３２１號(南榮國小活動中心) 171 三民里二 四維里安和一街３８６號(舊三民里民活動中心) 242 長興里三 長興里東新街２５號(長興里民活動中心)
30 正砂里一 正砂里１１鄰中正路２１１號(正砂里民活動中心１樓) 101 英仁里一 育仁里９鄰南榮路３２１號(南榮國小活動中心) 172 壯觀里一 壯觀里樂利二街６２巷４９號(八德社區兒童遊戲室) 243 正光里一 正光里南興路６３巷８弄１３號(聖耀漢天主堂一)
31 正砂里二 正砂里１１鄰中正路２１１號(正砂里民活動中心地下室) 102 英仁里二 英仁里１８鄰南榮路４６３巷５－１號(英仁里民活動中心) 173 壯觀里二 壯觀里樂利二街６２巷２１６號地下一層之４(九如社區管理委員會名人休閒會館) 244 正光里二 正光里南興路６３巷８弄１３號(聖耀漢天主堂二)
32 中砂里 中砂里１２鄰正豐街５０號(中砂里民活動中心) 103 龍門里 龍門里６鄰南榮路１３４巷４號(龍門里民活動中心) 174 壯觀里三 壯觀里樂利二街６２巷２７３號地下一層之１７(浸信會安樂聖光堂) 245 正明里一 正明里東新街２號(七堵火車站靠光明路側站前大樓三樓正光里民活動中心)
33 入船里 入船里９鄰中正路１６６號(海關宿舍復興館員工餐廳) 104 德厚里一 德厚里２鄰龍安街１９８巷６號(德厚里民活動中心) 175 四維里一 四維里安和一街１２８－１號(四維里民活動中心) 246 正明里二 正明里東新街２號(七堵火車站靠光明路側站前大樓四樓正明里民活動中心)
34 正船里 正船里９鄰中船路１１號２樓(中船、正船、入船里聯合里民活動中心) 105 德厚里二 德厚里１４鄰龍安街３２６號(尚智國小７年２班) 176 四維里二 四維里安和一街２９號(建德國中９０７教室) 247 富民里一 富民里崇義街１１號(富民里民活動中心－新)
35 中船里 正船里９鄰中船路１１號１樓(新船大樓三沙灣長壽俱樂部) 106 曲水里 德厚里１４鄰龍安街３２６號(尚智國小資源教室) 177 四維里三 四維里安和二街１０號地下一樓(安和大街國宅地下室停車場) 248 富民里二 富民里永富路３７號(富民里民活動中心－舊)
36 港通里 港通里２７鄰義一路８７號７樓之１(港通、正義里民活動中心) 107 崇文里 崇文里８鄰龍安街１４８號之１(崇文里民活動中心) 178 五福里一 五福里樂利三街３４巷５２號２樓(五福里民活動中心) 249 富民里三 富民里永富路７８－１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七堵教會)
37 義重里 義重里７鄰義二路２２４巷１號(覺修宮) 108 文安里 光華里１鄰獅球路６號(成功國小１樓樂齡教室) 179 五福里二 五福里樂利三街３４巷５２號１樓(五福里民活動中心) 250 永平里一 永平里崇智街１３－１號(永平里民活動中心－新)
38 正義里 正義里５鄰正義路９號(基督長老教會基隆中正教會) 109 兆連里 兆連里７鄰獅球路２５巷８號(兆連里民活動中心) 180 六合里一 六合里樂利三街２２９巷５號(六合里民活動中心) 251 永平里二 永平里永富路１４２－１號(永平里民活動中心－舊)
39 信義里 信義里１２鄰正義路７２號(正義路７２號車庫) 110 獅球里 光華里１鄰獅球路６號(成功國小資源回收教室) 181 六合里二 六合里樂利三街２６５號１樓(台北生活家社區活動中心) 252 永安里一 永安里崇孝街４８號(永安里民活動中心)
40 德義里 德義里１２鄰信二路２９９號１樓後方(信二消防分隊後方文康室前室內活動空間) 111 書院里 書院里１５鄰獅球路５０號(獅球書院聯合里民活動中心) 182 六合里三 六合里樂利三街２０５號１樓(山海關社區康樂室) 253 永安里二 永安里崇孝街４４－１號(長青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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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仁壽里 仁壽里６鄰信二路２４９號(仁壽里民活動中心) 112 朝棟里一 光華里５鄰光一路２８號６樓(仁愛區公所６樓) 183 七賢里一 鶯歌里安和一街７號(建德幼兒園大禮堂) 254 八德里一 八德里八德路７０號(八德里民活動中心)
42 仁義里 仁義里８鄰信二路２４６巷３２號(仁義里民活動中心) 113 朝棟里二 光華里２８鄰成功一路１３３巷５號(朝棟里民活動中心) 184 七賢里二 七賢里安和一街１０號(七賢里民活動中心) 255 八德里二 八德里大華一路５７巷４３－４號(大華土地公廟)
43 義昭里 義昭里５鄰信二路１５７號(義昭里民活動中心) 114 光華里一 光華里５鄰光一路２８號５樓(光華里民活動中心) 185 長樂里一 長樂里樂利三街８巷４號地下一樓(龍騰大地社區老人會館) 256 自強里 自強里自強路１號(自強里民活動中心)
44 義幸里一 義幸里１鄰信二路１７６號１樓後側(義幸里民活動中心) 115 光華里二 光華里２８鄰成功一路１３３巷５號(朝棟里民活動中心) 186 長樂里二 長樂里樂利三街４號地下六樓(民宅) 257 泰安里一 泰安里泰安路３４號(華興國小－１樓綜合教室)
45 義幸里二 義昭里３鄰信一路６６號(若石幼兒園) 116 明德里 明德里２鄰自來街１３巷５之２號(明德里民活動中心) 187 長樂里三 長樂里樂利三街６１號地下一樓(天驕社區文康室) 258 泰安里二 泰安里明德二路１５－５１號(幸福人生社區活動中心)
46 義民里 義和里１８鄰信一路６號４樓(義民里民活動中心) 117 同風里 同風里１０鄰孝二路３９號７樓１２室(同風里民活動中心) 188 鶯歌里一 鶯歌里安樂路二段１６４號２樓(安樂區公所禮堂) 259 泰安里三 泰安里泰和街５７號(泰安里民活動中心)
47 義和里 義和里１８鄰信一路６號３樓(義和里民活動中心) 118 文昌里 文昌里１１鄰孝四路１０之１號(中山陸橋下文昌里民活動中心) 189 鶯歌里二 鶯歌里安樂路二段１６４號９樓(鶯歌里民活動中心) 260 六堵里一 六堵里工建路１０４巷１７－２號(六堵里民活動中心)
48 智慧里 智慧里７鄰仁一路７巷６１號(智慧里民活動中心) 119 新店里 新店里６鄰忠二路１－１號(慶安宮新大樓) 190 鶯安里一 鶯安里麥金路１７７號１樓(橘郡休閒館集會廳) 261 六堵里二 六堵里工建北路１－２號(基隆就業中心六堵分站一樓中庭)
49 智誠里 智誠里７鄰月眉路６５巷２－１號(智誠里民活動中心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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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新建里 新建里成功二路２之１號(新建社區活動中心) 191 鶯安里二 鶯安里麥金路１７７號４樓(橘郡休閒館才藝教室) 262 堵南里一 堵南里大德路１２０號(堵南國小圖書館)
50 禮儀里 禮儀里８鄰東明路７７巷６８號(禮儀里辦公處) 121 安民里 安民里新民路３７號(新建安民聯合里民活動中心) 192 鶯安里三 鶯安里麥金路２０１號(城上城Ｐ８會館籃球場) 263 堵南里二 堵南里大德路１２０號(堵南國小英語教室)
51 禮東里 禮東里５鄰東明路６７巷７號(禮東里民活動中心一樓) 122 安平里 安平里中山一路９１號(安平里民活動中心) 193 鶯安里四 鶯安里３５鄰麥金路２０１號(城上城Ｐ８會館籃球場) 264 長安里一 長安里長安街３１號(長安里民活動中心)
52 信綠里一 信綠里６鄰東信路３２２－１號(信綠里民活動中心) 123 中山里 中山里中山一路１８９巷３４號(太平宮) 194 興寮里一 興寮里基金一路４１號１樓(興寮里民活動中心) 265 長安里二 長安里長安街２４５巷２９號(聖母宮)
53 信綠里二 信綠里２０鄰正信路２６號(東信國小體育館) 124 民治里 民治里中山一路２１９號(民治里民活動中心) 195 興寮里二 興寮里基金一路４１號１樓(興寮里民活動中心) 266 堵北里一 堵北里福一街１３６號１樓(堵北里民活動中心一樓中庭)
54 東信里一 信綠里１１鄰東信路２８２號(基隆市立醫院院本部) 125 中興里 中興里中山二路１１號(中興里民活動中心) 196 興寮里三 興寮里基金一路１１２巷１１０弄１４之２號旁(龍邸中國社區) 267 堵北里二 堵北里福一街１３６號１樓(堵北里民活動中心一樓教室)
55 東信里二 東信里８鄰東信路２３６巷１６號(東光國小會議室) 126 仁正里 仁正里中山二路１０９巷１３號(仁正里民活動中心) 197 外寮里一 外寮里基金一路１２９巷６之１號(外寮里民活動中心) 268 百福里一 百福里福五街１號(百福國中７０Ａ教室)
56 東信里三 東信里２１鄰花源五街９號(四季春社區管委會會議室) 127 健民里 健民里健民街５號(健民里民活動中心) 198 外寮里二 武崙里武崙街２０３號(武崙國小１０１教室) 269 百福里二 百福里福五街１號(百福國中９０Ａ教室)
57 東信里四 東信里２５鄰正信路２２７巷１１號(威鎮八方社區Ｅ棟交誼廳) 128 通化里 通化里復旦路１０號(通化里民活動中心) 199 新崙里一 新崙里基金一路２０８巷６號一樓(新崙里民活動中心) 270 百福里三 百福里福五街１號(百福國中８０１教室)
58 東光里一 禮東里１鄰東明路２－１號(禮東里守望相助隊隊部) 129 居仁里 居仁里通仁街１６２號(居仁里民活動中心) 200 新崙里二 新崙里基金一路２０８巷６號二樓(新崙里民活動中心) 271 百福里四 百福里福五街１號(百福國中８０３教室)
59 東光里二 東光里１６鄰崇法街１３３號地下樓(東光里民活動中心) 130 通明里一 通明里中華路４６巷４號(通明里民活動中心) 201 武崙里一 武崙里基金一路１７６－１號(孔雀開屏社區) 272 百福里五 百福里福五街１號(百福國中８０４教室)
60 東明里一 東明里６鄰東信路３５巷４７號１樓(東明里民活動中心) 131 通明里二 通明里中華路４２號地下室(通明里休閒活動中心) 202 武崙里二 武崙里基金一路１３５巷２１弄４５號地下一樓(陽光故鄉社區活動中心) 273 實踐里一 實踐里百一街２５號(五堵國小西餐禮儀教室)
61 東明里二 東安里４鄰東信路１０－２號(東安里民活動中心) 132 和平里 和平里中山三路１０３巷８２之２號(里民活動中心) 203 武崙里三 武崙里基金一路１３５巷２１弄１８號一樓(武崙里民活動中心) 274 實踐里二 實踐里百一街２５號(五堵國小中餐禮儀教室)
62 東明里三 東明里２８鄰東光路２０５巷１號(信義大街社區活動中心) 133 仙洞里 仙洞里太白街２之３號(仙洞里民活動中心) 204 武崙里四 武崙里２０鄰武崙街２０３號(武崙國小中庭) 275 實踐里三 實踐里百一街２５號(五堵國小學生活動中心)
63 東安里一 東安里４鄰東信路４號(信義國中川堂) 134 太白里 太白里光華路７號２樓(太白里民活動中心) 205 中崙里 中崙里基金二路３巷３號(中崙里民活動中心) 276 瑪南里 瑪南里大華二路１１－２號(瑪南里民活動中心〉
64 東安里二 東安里４鄰東信路４號(基隆市信義非營利幼兒園【信義國中內】) 135 協和里 協和里協和街１５０號(協和里民活動中心) 206 內寮里一 內寮里武聖街９號(內寮里民活動中心) 277 瑪東里 瑪東里大同街２９－３號(瑪東里民活動中心)
65 孝賢里一 孝賢里２鄰深澳坑路２巷２號(大香港社區管委會交誼廳) 136 文化里 文化里文化路１６１巷４４之５號(文化里民活動中心) 207 內寮里二 內寮里武聖街９號(內寮里民活動中心長壽俱樂部) 278 瑪西里 瑪西里大華三路７５－１號(瑪西里民活動中心)
66 孝賢里二 孝賢里１５鄰孝賢里東美一街７３號(謝明洲先生宅) 137 德安里一 德安里復興路２５９巷１之１號(德安里民活動中心) 208 內寮里三 內寮里武隆街１０７號(隆聖國小會議室) 279 友一里一 友一里華新一路５９－１號(友一里民活動中心)
67 孝賢里三 孝賢里２０鄰教孝街５７號(孝賢里民活動中心) 138 德安里二 德安里復興路２５９巷３５－３號(福德宮) 209 內寮里四 內寮里武隆街１０７號(隆聖國小１０１教室) 280 友一里二 友一里華新一路９－５號(福明殿)
68 孝忠里一 孝忠里２８鄰深美街１９８號(深美國小會議室Ａ) 139 德安里三 德安里復興路２５９巷１０號２樓空地(蒙特梭利幼兒園)【全聯社旁】 暖

暖
區

210 八西里 八西里８鄰八堵路３５之２號(八西里民活動中心) 281 友二里 友二里華新二路３５－１號(友二里民活動中心)
69 孝忠里二 孝忠里２８鄰深美街１９８號(深美國小會議室Ｂ) 140 德和里一 德和里復興路１９７之１號(德和宮對面倉庫) 211 八中里 八中里１鄰金華街２６７號(３６０度大自然公寓大廈１樓大廳)
70 孝忠里三 孝忠里１鄰深溪路８號(孝忠里民活動中心) 141 德和里二 德和里復興路２０６號(德和社區關懷據點) 212 八堵里 八堵里４鄰水源路４號(八堵里民活動中心)
71 孝忠里四 孝忠里１鄰深溪路８號(孝忠里辦公處) 142 德和里三 德和里復興路２０６號(德和里活動中心１樓空地) 213 八南里 八堵里３鄰源遠路２７號(八堵國小禮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