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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選

舉

區

（

松

山

、

信

義

）

議

員

候

選

人

1
徐
世
勲

65
年
1
月
30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民
國
黨

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分子

遺傳碩士

台灣大學學士

台北市立成功高中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所博士候選人

第12屆台北市議員

台北市新竹縣同鄉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董事

基因改造食品專案計畫（CAE）總顧

問

生物科技公司產品經理

世界領袖教育基金會董事暨專任講師

華聚基金會經理(兩岸電子業標準協

商)

國外飯店總經理

2
林
明
正

67
年
12
月
2
日

男
臺
北
市

新
黨

光復國小

仁愛國中

中國文化大學陸研所碩士

新黨文宣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台北市議員潘懷宗助理

抗獨史陣線發起人

一、�市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奮鬥的目標，凡是有利於民生的合理法案我

都支持。

二、�改正錯誤史觀，推動臺北市設立慰安婦雕像，中山堂改為台灣抗日與抗戰紀

念館。

三、反對媚日教育，抵銷去中課綱影響，各級學校應增設中國史相關補充教材。

四、�打通兩岸活路，解決青年低薪困境，設立青年學子赴陸就業、就學資訊平

台。

五、�新平均地權，蛋黃區不是富人專利，推動臺北市精華地區都更，撥部分面積

蓋青年社會住宅，讓一般人和有錢人一樣，有權住在臺北市精華地段。

3
游
　
藝

61
年
11
月
16
日

男
臺
北
市

社
會
民
主
黨

高中肄業

松菸公園催生聯盟召集人

松菸護樹志工團政策組組長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小97、98學年度

家長會會長

荒野保護協會濕地保育志工、環境守

護培力志工

4
陳
永
德

54
年
8
月
14
日

男
臺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光復國小

仁愛國中

延平高級中學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

紐約州立大學法學系

第7.8.9.10.11.12屆台北市市議員

第7.8.9.10屆台北市國民黨黨團副書記

長

第11.12屆台北市國民黨黨團書記長

　　永德承蒙鄉親朋友們的提攜，終得連任六屆台北市議員。永德的足跡踏遍松

山、信義的74個里，致力於地方建設與社區發展。永德始終堅持「在基層實在的

服務、在議會清白的問政」，只因為鄉親的信賴及託付。面對瞬息萬變的環境，

永德兢兢業業始終如一，堅持做對的事！

　　永德認為奠定人民安全、便利、舒適的基本建設，需透過捷運網絡的成形、

民生用水的無虞、文化創意的延伸、首都治安的強化、城市觀光的吸引力及經濟

競爭力的提升等。

　　永德堅持，確保在居住正義目標下，必須突破僵化法規所造成的都市更新困

境，讓都市更新政策超越容積放寬的口號，確實改善市民的居住品質、提升環境

的公共安全。

　　努力解決民眾朋友問題、兼顧勞工權益的保障、健全教育政策等，並時時透

過督促政府來推動台北市進步，永德會繼續承擔鄉親的囑咐、傾聽人民的聲音，

努力化解各方分歧、凝聚多元共識，匯聚成最大的正向能量，提升台北市民的生

活品質和光榮感！

5
王
振
鴻

70
年
9
月
25
日

男
臺
北
市

中
華
民
族
致
公
黨

萬興國小畢業

深坑國中肄業

喬治高職畢業

中華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科二年

制畢

1.�中國國民黨前黨主席洪秀柱台北市

聯絡人

2.�第六屆市長候選人連勝文松山區副

總幹事

3.中國國民黨第20屆全國黨代表

4.全國青工總會副執行長

5.台北市民眾服務社理事

6.台灣藝術大學學分班

與眾不同　王振鴻

◎�打造台北市成為青年友善之都，媒合青年就業服務，創設

青年夢想孵化中心

◎�以公辦民營的方式提供[托幼中心]，日照服務的[托老所]

以及身心障礙的[關懷之家]

◎�打造毛小孩友善空間，建立安心認養流浪動物機制以認養

代替購買，以絕育代替撲殺，杜絕非法養殖場

◎�加速傳統市場更新，里鄰公園改造；加強區域聯防與社區

整體營造

◎酒駕零容忍，凌虐兒童致死一律死罪

◎捍衛新住民居住正義及人權平等

◎檢討閒置土地及空間，設置公營住宅，推動老舊國宅更新

◎與公益社團結合舉辦大型公益活動，服務市民

◎優秀議員的政見我都做得到

6
洪
健
益

59
年
11
月
3
日

男
臺
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永春國小

永吉國中

祐德高中

中華技術學院二技部

崇右技術學院二專部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

綠色和平電台主持人

台北市彰化同鄉會顧問

台北市活力旺聯誼會理事

2008總統大選長昌競選總部全國組織

部執行長

謝長廷競選台北市長競選總部副總幹

事

立法委員卓榮泰、徐國勇辦公室主任

第十、十一、十二屆台北市議員

1.全力推動都市更新，改造首都城市景觀

2.強力監督市政弊案

3.推廣佩帶警鳴器及觀念，不僅學童甚至全民配戴，打造安全治安環境

4.積極爭取地方建設

5.確保市府預算執行合理透明

6.強力要求市府廉政單位確實運作

7.確保市府公共建設工程品質

7
許
淑
華

62
年
5
月
22
日

女

臺
灣
省
基
隆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文

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EMBA研

究所碩士畢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畢

世新大學新聞系學士畢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產與藝術創

新學院博士候選人

第十、十一�、十二屆臺北市議員

臺北市議會黨團總召

中華民國彰化同鄉會副祕書長

中華民國迷你足球協會推廣大使

防止虐待動物協會顧問

01、�已成功爭取3歲、4歲私托補助及公托及非營利幼兒園建置，同為照顧0歲至2歲嬰幼兒，持續要求政府增設托嬰中心及多元化補助政

策。

02、�發展多元學習管道，積極推動官方第二美語政策，要求增加雙語教學制度、特色學校；協助推動棒、足球培育選手強化足球與棒球

根基。

03、�增加毒品政策預算，強化緝查與推動立法強制感化機制，建置防護網預防毒品進入校園殘毒年輕學子。

04、�嚴格把關食品安全，讓學童吃的安心放心；推動老舊校舍改建，維護學童就學安全。

05、�成功爭取三井倉庫、磯永吉小屋等古蹟順利保存及臺北機廠全區保留外；未來要求納入松菸園區做整體規劃，打造臺北市都會文化

園區。

06、�積極推動都市更新及老屋更新，協助文化藝術及活力注入社區型塑新風貌，並爭取放寬老舊房屋附掛電梯或爬梯機之條件及法規。

07、�完成臺北市動物保護基金提案並由動保處規劃設立執行方針，擴大動物救援、媒合民間協助，以利動保資源整合。

08、針對虐待動物累犯已正式提案除加重處分及刑事責任外，並須強制接受感化，請市府積極推動。

09、�以尊重民意協助推動催生民生汐止線興建；積極爭取中央預算補助捷運南北向東環段興建，建置完整捷運路網，改善信義區縱向交

通便利。

10、�已完成推動限塑、廚餘減量及再生、太陽能建置等友善環境政策，持續推動綠能能源政策並爭取汰換電動汽、機車補助金額提高。

11、�已爭取完工的健康公宅、動工中的廣慈公宅與即將發包的三興公宅及六張犁公宅規畫及興建預算超過315億元。

12、針對公宅基地持續要求增加公托、老人活動空間等社福設施並持續監督公宅周邊交通改善計畫。

13、持續推動市府閒置空間作為青年創業辦公室及青年創業貸款零利率，鼓勵青年創業。

14、支持國內服裝設計產業，全力媒合在地設計師與國際接軌；推動時尚設計平台，提供設計師由校園育成階段至創業之協助。

15、落實長照在地化，建置社區安全網絡；於議會持續要求市府恢復發放重陽敬老禮金及推動長者免費接種肺炎鏈球菌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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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舉

區

（

松

山

、

信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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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員

候

選

人

8
秦
慧
珠

44
年
3
月
27
日

女
桃
園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

臺灣大學政治系碩士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

桃園武陵高中

立法委員(第4、5屆)

臺北市議員(第6、7、11、12屆)

臺北縣政府觀光旅遊局長

任務型國大代表

聯合報主編

中國文化大學助理教授

中正理工學院、淡江大學、政治作戰

學校講師

慧珠從政以來，勤走基層，熱心服務，堅持操守、專業清白，為了台北市及下一代更美好的未

來，慧珠持續推動

一、加速危險老舊建物改建，提升都市更新效率，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增加公共托育服務、增設公辦幼兒園，增加育兒津貼、坐月子津貼、保母訓練機制，減輕

家長育兒負擔。

三、�持續關注校園安全及教育資源，確保就學安全，並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習成效，讓學生快樂

學習，培養多元能力及競爭力。

四、強化社會安全網，擴大婦幼保護，建構本市婦幼安全宜居環境。

五、提升年輕市民社會參與及競爭力，補助或增設課程幫助學習第二專長及職涯發展。

六、增設新創基地，增加青年創業補助、資源及媒合平台，鼓勵青年發揮能力，勇敢築夢。

七、推動年長者健康照護服務，增設老人日照、安養服務，減輕照顧者負擔，建構友善銀髮城。

八、�推展市政建設及促進投資，提升本市商業競爭能力，並以優惠政策加強發展影視、文創、

觀光等產業發展。

九、監督推動本市無菸害環境，堅決反對深澳電廠燃煤，確保市民健康。

十、持續監督市府各項動物保護政策，強化績效，以落實本市動物友善環境。

9
葉
智
遠

62
年
4
月
13
日

男
臺
北
市

台
灣
團
結
聯
盟

美國管理科技大學(UMT)企業

管理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

中國文化大學企業管理系

台灣團結聯盟發言人

喜樂島聯盟動員召集人

東奧正名行動聯盟信義區召集人

世界彰化同鄉總會總會特助

三重雲林同鄉會榮譽顧問

台灣友緣關懷協會榮譽顧問

台灣蕃薯藤協進會本土委員會主委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會員

台北市老松獅子會理事

10
吳
　
崢

78
年
7
月
3
日

男 美
國

時
代
力
量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政治理論組肄業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

太陽花學運幹部

林昶佐競選總幹事

林昶佐國會助理

時代力量發言人

‧專業問政：市議會開會時全程直播／即時記錄

‧公開透明：主動公開議員政治獻金細目及財產申報紀錄

‧喘息服務應升級：由每年21天增至每週一天並納入外籍移工聘僱家庭

‧提升照服員數量：確立人力的培育與留任機制

‧擴大銀髮服務、長照服務：健全居家醫療照護整合系統

‧勞檢申請便利化：優化勞檢系列，申請更友善

‧加強勞檢效力：增聘勞檢員，落實處罰與監督

‧強化學生勞權意識：校園諮詢專員、課程

‧�提升社會住宅比例：推廣「包租代管」政策，保障房東／房客，加強反應在地聲

音，讓公宅與社區共榮

‧閒置空間盤點：校園設置公托／非營利幼兒園

‧推動私幼資訊透明化：收費、設備、師資一目瞭然

‧改變交通主體：重新思考城市交通政策思維，從「以車為本」改為「以人為本」

‧體貼機車族：大數據及自動化輔助紅綠燈判斷

11
徐
巧
芯

78
年
11
月
18
日

女
臺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光復國民小學

中崙高中國中部

中崙高中高中部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馬英九卸任元首辦公室發言人

「巧芯聊風向」節目主持人�

郝龍斌黨主席競選辦公室發言人

朱立倫總統競選辦公室發言人

洪秀柱總統競選辦公室發言人

草協聯盟發起人

國民黨青年團總團長

國際青年民主聯盟副主席

一、�智慧城市：運用資訊科技及創新概念以優化城市管理，讓市民生活更便利。納入

台灣年輕團隊的創意及能力，讓青年新創從公共事務領域出發，透過公共參與擬

定政策並執行，由下而上替社會解決問題，並讓青年與台北一同進步成長。

二、�都市更新與社區營造：加速都市更新，擴大公辦都更、推動防災型都更，由政

府帶頭解決老舊公寓安全問題。持續推動並監督公營住宅，讓都市規劃融入

「社區設計」的精神，保留綠地與公園。爭取「特色公園」、增加「共融式遊

戲場」，�玩樂之餘更能兼顧兒童身體、心理、情緒的發展需求。

三、�教育與社會福利：活化國中小閒置教室，爭取校校有公共托嬰、托育中心，降

低父母負擔。持續推動日照中心、老人共餐，並且加強推廣樂齡學習與運動。

持續加強動物保護政策，提升飼主責任的教育、加強動物虐待的通報與查緝、

增加動物友善空間、推動TNVR、推廣犬貓領養。

四、�城市行銷：發揚松山信義區重要文化與景點，讓台北能在國際舞台上被更多人

看見，進而促進經濟的提升。整合資訊、提升便利性以吸引更多觀光客到台北

市。不只追求旅客數量，更要讓觀光客願意一來再來。

12
邱
威
傑

64
年
12
月
3
日

男
臺
北
市

無 台北市私立中興高級中學畢業

1.�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肄業

2.�90年代前衛劇團、台灣渥克導演／

演員／編劇

3.�迪士尼商務發展經理

4.�網路與手機遊戲公司高階主管、曾

任神魔之塔總監

5.�上班不要看／陸伍伍參伍娛樂股份

有限公司創辦人

13
蕭
赫
麟

57
年
7
月
1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新
政
世
紀
黨

中國科技大學企管系畢業

新政世紀黨小主席

民間企業專業經理人：興富發董事長

特助、南良集團營運長，其他：副

總、總經理、製作人

民眾陳情與申訴顧問：醫院、醫療、

電信公司糾紛，交通事故、婦幼權

益，02�06�11年率千人至政府機關陳抗

及記者會

立委減半行動聯盟、中華漢服協會顧

問

新女性聯合會公益廣告影片製作人

佛光山三重禪淨中心義工，佛教音樂

推廣

政見很重要！每每都跳票！學歷是基礎，經歷更重要，受夠政客鬼扯，您我方知感同身受！

政治如影隨形，每天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千萬不可忽視！�我與黨將從司法.經濟.教育.社會.治安.食安.物價.交通.年金.婦幼.青年.老年.貧病.社

福.公平正義.道德良知.行政效能.廉潔…等著手規畫、執行與督促！各項都需要有系統有配套的逐步改革，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應以民眾

的福祉為依歸，因為政治是服務眾人之事，做好事才能心安理得、光宗耀祖！否則只會遺臭萬年！甚至不得好死！�門庭若市後，曲終人散之

時，門可羅雀啊！�祖上有德當官者，千萬要引以為鑑才好！！�而民眾們則要團結與莊敬自強，千萬不能被摸頭啊！千萬不可再委曲求全，放

任政客們予取予求了！您不出來投票，政客們最高興了，因為您那一票本來就不屬於牠，可您不投票牠照樣當選！您就白白浪費了您可主張的

權利了，若真的都不喜歡就蓋牠們滿頭包也爽，在計票唱票時就會公布您的憤怒！

1.參選主軸：超越台北Surpassing�Taipei� /重點：革新、再造、開源、節流�-�新政治！�訴求：感同身受，將心比心，發揮專業經理人的策畫、統

籌、整合執行力！�目標：與市民們一起努力讓新台北超越舊台北，讓新政治揚棄舊政治，創造卓越的心台北、新台北、新政治！�以道德、責

任、誠信、愛心與團結合作，彰顯新台灣之美與重拾台灣淳樸的舊價值！�2.所有候選人的政見及抱負，未來也全都是我的政見及抱負！只要是

好的，我將全力協助貫徹執行！絕無私心！�3.10年來民主經驗提醒勿忘：�小綠更甚綠，合謀掛羊頭！選前演演戲，選後齊步走！4.20年來民主

經驗提醒勿忘：�藍綠不輸紅，貪腐齊步走！選前喊謙卑，選後再合謀！5.新政世紀黨：推崇及效法美國前總統羅斯福三R新政的成功，令美國

脫胎換骨！(羅斯福總統實行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其核心是三個R：救濟（Relief）、復興（Recovery）和改革（Reform），因此也被稱為三R新

政。)�台灣唯有透過改革政治人物及推行感同身受的新政策，秉持誠意正心，才能使持續崩壞中的台灣有向上發展的機會，也是所有台灣同胞

們所殷切期盼的！台北市乃為首都，更應帶領台灣向前走！�是以，值此歷史重要時刻，期盼未來能廣邀青年才俊、能人志士們，共圖國家、

民族、社會之長遠發展。一代新血換舊血，讓台灣早日脫離藍綠之亂及政客的傲慢與偏見之苦。�6.就如同台北市議員高嘉瑜在臉書所說的：出

身平凡家庭的有心人參與政治的苦，「我比誰都清楚」。沒派系、沒資源，更是難上加難、慘中之慘…。而我只是個南投務農子弟，但出社會

歷練已30年，我還擁有一顆熱切真誠的心，如果不趁此向大家表白，更待何時呢?�人生苦短！記得我父親4年前還在世時對我說過的話：人生不

是只有吃飯、大便、睡覺，還要及時做些有意義的事！�希望您能幫我起個頭，助我一臂之力，感恩您！祝福您！�7.經歷與政見欄因有字數的限

制，無法在此詳述，敬請詳見我的FB粉絲團：(1)蕭赫麟顧問/陳情達人，facebook�搜尋用戶名稱：�@TNDC.Party888�(2)�老蕭競選總部/超越台北�

Surpassing�Taipei� /�fb搜尋用戶名稱：@surpassing.taipei168��(3)新政世紀黨-蕭主席/�搜尋用戶名稱：@surpassing.taipei.hsiao�� �※團隊任何成員嚴禁與

謝絕任何的餽贈或好處！���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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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錫
欽

55
年
10
月
28
日

男
臺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

所法學碩士

東吳大學政治系法學士

成功高中

永吉國中

永吉國小

永春國小

第9至12屆台北市議員

國民黨市議會黨團副書記長

博愛國小家長會長

東山高中家長會長

教師會及家長團體評鑑為教育專業優

質議員

網路評鑑為提案最多議員

　　連續四屆共16年，錫欽再度兌現承諾，做到「全勤」的出席率、「全職」的24小時投入，以及「全方位」的問政表現，「用心看待」您

的大小事！秉持清廉問政，乾淨選舉，杜絕貪瀆。理性監督市政，只問是非，不論黨派。嚴格把關預算及法案，為民興利。

錫欽已經為您做到：

1、�催生You�Bike，民國96年5月22日總質詢，建議郝市長規劃，始有今日成功的You�Bike。成功提案爭取You�Bike保險，為騎士與路人投保，

並建立自行車道專用鋪面顏色，打造安全的騎乘環境。

2、��長期關注動保議題，促成北市動保警察成軍，增加絕育經費，要求動物之家全面健檢，持續為寵物及流浪動物爭取權益。

3、�重視校園安全，首位提案推動國中小校園設置電子圍籬，保護學生在校安全。全力監督12年國教，不斷質詢志願序、作文比重、高分低就

等問題，為考生及家長發聲。

4、�長期推動都市更新，要求市府增加容積獎勵，縮短行政流程，貫徹公權力，加速老舊公寓更新。結合民間與市府資源，舉辦多場「危老建

築」重建說明會，並提案要求市府擇地公辦危老重建，建立單一窗口。

錫欽將繼續秉持對您的承諾「戴動台北」，展現台北的獨特城市風貌：

1、�打造「友善動物城市」，宣導「以領養代替購買」，持續推動「結紮代替撲殺」及落實「零安樂死」政策，督促2.0版動物之家改建，更

符合浪浪的需求。

2、�打造「幸福宜居城市」，(1)促成基隆路台泥預拌廠遷廠，為東區都市再造增加亮點。(2)廣設公托減少家長負擔，解決各行政區托育資源不

均，俾利「就近托育」。(3)重視長者照顧需求，增設日照中心及床位，讓長者「就近照顧」，並正視失智長者增加趨勢。(4)青年租金擴大補

貼，降低經濟負擔，創造安心成家立業基礎。(5)持續推動危老重建，加速都市更新，主張擴大公辦危老及都更，解決老舊公寓難以更新積弊。

3、�打造「新創孵育城市」，全面檢討鬆綁都市計畫法規，正視新興產業發展困境，提升產業進駐台北意願。要求釋出公共資源，興辦共同工

作空間，並增加創業貸款及政策補助範圍，減輕年輕人創業負擔。

4、�打造「生態永續城市」，(1)支持「共享經濟」，推動電動運具，降低空汙，強化相關配套，建立服務指標，增加大眾運輸搭乘誘因。(2)

重現百年前永春陂濕地風貌，打造火金姑復育環境，兼顧保育、環保及滯洪防洪，建立都市叢林中，親近生態與自然共好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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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舉

區

（

松

山

、

信

義

）

議

員

候

選

人

15
李
茂
榮

50
年
2
月
28
日

男
臺
北
市

無
私立光武工業專科學校化學工

程科

臺北市信義區中興里六屆里長

臺北市信義後備軍人輔導中心主任

救臺聯盟發起人法稅改革聯盟義工

中華泛藍協會理事

舊鞋救命協會義工

臺灣動物不再流浪協會義工

讓孩子們能有好未來。

讓認真做事的安心無憂。

讓年輕朋友敢放手一搏。

讓拚經濟的人有好環境。

市政國際化、建設再升級。

教育正常化、課綱重規劃。

製造毒品、唯一死刑。

反對廢除死刑、已定讞者立即執行。

廢除稅務獎金、杜絕違徵健全稅制。

執行流浪動物TNR（捕捉、結紮、放養）。

16
王
鴻
薇

53
年
7
月
10
日

女

臺
灣
省
基
隆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民權國小

仁愛國中

北一女中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第10、11、12屆台北市議員

台灣時報財經組記者

工商時報金融組記者

聯合報經濟組記者、召集人、採訪中

心副主任、大台北中心主任

1，�找回台北競爭力。東京，首爾，新加坡，香港的建設和人均所得，台北已經遠遠落後，大陸上

海，北京，深圳我們也在落後中，更不要說東南亞的城市崛起，找回台北競爭力已然刻不容

緩。

2，台北需要擴大招商，鼓勵投資，創造財政收入。

3，降低青年失業率。台北市青年失業率比全國青年失業率還要高，台北市要創造青年就業機會。

4，推動市府組織再造，成立青年發展局，統籌青年求學，就業，創業及安居需求。

5，�提升教育競爭力。目前台北市已經設置外語實驗小學，未來應每一行政區設置一外語實驗小

學，並逐步擴及至一行政區設置一國中實驗學校，以為銜接。

6，�全面落實技職教育產學銜接。技職學校的預算應提升，從師資，設備都能符合產學銜接。另強

化年輕族群的職場能量，北市高職多多舉辦美容，美髮，烹飪，動漫等職人大賽，讓學生在學

校就可成為技職達人。

7，�營造銀髮友善環境。台北市老人人口比率近17%，但台北市的硬體建設並未友善長者，例如公

車站牌很多沒有座位，各項輔具設施不足，應該全面營造長者友善城市。

8，�持續加強幼兒照顧。目前台北市對就讀私幼雖已實施3、4歲補助，但在財政可以的基礎下，應

該幼兒就讀免學費由目前5歲向下延伸至4歲。

9，擴大宣導及補助認養流浪動物。應繼續推廣校園流浪動物收容，也應對民眾認養提高補助。

17
許
家
蓓

66
年
4
月
15
日

女
臺
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澳洲霍姆斯學院企業管理系

第十二屆臺北市議員

立法委員高志鵬國會辦公室副主任

民進黨第十一及十三屆全國黨代表

民進黨台北市黨部第十四屆執行委員

幸福台北三部曲

一、安心台北

1.�居住正義，民眾安心：減輕租屋負擔─持續監督公共住

宅興建進度、包租代管實施成效。

2.�安心就業，友善職場：保障勞工權益─要求勞動局積極

輔導企業組織工會及勞資會議；落實勞動檢查制度。青

年創業更容易─增加青年創業基地，整合政府及民間資

源；降低青年創業補助門檻。

3.�福利加倍，安心加倍：降低育兒負擔─敦促市府增加公

共化幼兒園；積極盤點校園餘裕空間，作為托育使用。

托老更完善─要求增設長照機構、日照中心，改善床位

不足及長照機構負成長之問題，完善銀髮族福利。

二、美麗台北

1.�建設更美麗：強化公共安全─追蹤公共場所電梯、手扶

梯機齡及使用狀況，持續要求擬訂使用年限及退場機

制；規劃及優化松山、信義區自行車道，保障行人、單

車族及駕駛用路安全。交通安全與便捷─因應公共住宅

興建，要求市府正視並解決周遭交通、停車問題；完善

大眾運輸路網，交通更順暢。

2.�家園更美麗：休憩空間不能少─因應公共住宅興建，要

求保留足夠綠地及空間，供周遭居民使用。居住環境很

重要─盤點老舊公寓數量，增設電梯、危險及老舊建築

物加速重建、都市更新三管齊下，保障住戶權益、改善

居住品質。優化市容─監督松山、信義區纜線地下化工

程及施工品質，要求市府積極主動清整巷道、垂吊大樓

之纜線。

三、進步台北

1.�動物友善更進步：健全動保法令─督促動保處落實動保

政策；制定非犬貓寄宿空間之規範。完善毛小孩及飼主

權利─擴大寵物絕育補助，讓非犬貓之動物也能享有絕

育補助。

2.�權利保障更進步：保障孩童之遊戲權─積極爭取設置共

融式遊樂場，要求於松山、信義區公園增設共融式遊具

及無障礙設施。新移民權益不能少─了解新移民、移工

實際需求與困難，要求市府完善新移民保障相關法令；

研擬規劃東南亞特色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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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正
德

45
年
2
月
7
日

男
臺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台北市立信義國小

松山國中

建國中學

高雄醫學院藥學系畢業

台北市第8、9、10、11屆議員

台北市議會第11屆中國國民黨黨團書

記長

建國中學校友會理事長

台北南天扶輪社社長

台北市兵役協會理事長

台北市信義青溪協會理事長

台北市公共安全協會理事長

台北市山東同鄉會理事兼副秘書長

台北市體育總會馬拉松協會主任委員

一、�堅持全勤專職問政、監督市政、貫徹民意、提升議事效率、使重大市政決策

與執行達到透明化。

二、要求市政府對社區及眷村需求多重視，爭取軍榮眷的權利與福祉。

三、爭取設立社區活動中心，增加市民休閒活動空間，提升生活品質。

四、�強化社區居家護理服務，鼓勵設立護理之家，提升醫護品質，並推動全面設

立托育（一校一公托）、托老長照中心，提升幼教品質及照顧社區老人。

五、�協助容積銀行之法令通過，加速推動台北市都市更新率，促進都市新風貌及

景觀並改善老舊機能。

六、強化環保政策，推動綠美化城市。

七、強化基層服務，增加市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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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柏
勛

72
年
11
月
15
日

男
臺
北
市

樹
黨

台北縣菁桐國小

台北市民權國小

台北市介壽國中

延平中學

東山高中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The�Frontiers�阿富汗國際志工

中華鯨豚協會烏石港賞鯨解說員

《地中海逃生手冊》策展監製

《夜行林森北》策展人、行銷公關

《台北挑剔指南》啤酒、電影章節作

者

樹黨是「全球綠黨聯盟」正式成員，要讓《全球綠人憲章》

六大核心價值，生態智慧、社會正義、參與式民主、非暴

力、不犧牲後代的永續、尊重多元，在台灣扎根並開枝散葉。 我是幹小

事的林柏勛，因為人民的小事是政府的大事，我為了勞工權益而參選，

要做專業監督的在野黨議員，不論誰當選市長，都讓他變成環保市長：

【勞權落實】 台北市勞檢員增額，勞動檢查要更智慧以及聰明，並建立

完善吹哨者制度，不讓吹哨者受到事後追究以及傷害工作權益。

【大巨蛋解約】在板南線結構不被影響的前提下成為滯洪森林公園，並

將發展松菸、建國、華山舊鐵道的綠色生態軸線。 
【合法修樹】 贊成合法修樹，反對黑箱修樹。目前台北市有自己的樹木

修剪規範，但「有規則無罰則」，我將用力監督「無事前修剪公告」、

「修剪中無工程告示」、「修剪後里長、公燈處互相踢皮球」的執行現

況，並讓樹藝師等第三方專業介入認證，讓修剪回歸法制化。

【反民生汐止線】終止民生汐止線捷運計畫，綠樹密集以及適切的生活

密度，是民生社區生活品質的寶藏，優化的公車系統將可以取代現有的

交通問題，不需要毀掉民生東路的天際線。

【監督東環段】跨越基隆河道的捷運東環段，從大直經過內湖，經過松

山再到象山，目前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期中報告，我將嚴格監督交通衝擊、

環境評估，並要求路線規劃應該公開透明，廣泛召開公聽會，讓市民理

解各種可能的綜合性影響。

【智慧交通】 優化公車系統，以公車搭乘數據優化路線，並用視覺

設計解決標示問題，將幹線號碼找回來、路線地圖直覺人性化，班次

資訊即時且準確，車停才可以乘客移動上下車，反對只用 1280 解決

交通問題。

【違建變身】 活化民生社區的屋頂違建，將屋頂綠色串連公共化，

輔導為新創、社區運用空間。公宅之外的租屋居住也需要正義，嚴格

查訪蝸居違法物件，輔導房東符合消防安全，保護租賃者居的權益。

【收空屋稅】居住權益不該為投資房地產而犧牲，課徵空屋稅，讓作

為投資標物件的房子更容易釋出作為居住、營業空間，讓居住市場更

為公平正義，不向資本投資客傾斜。

【支持同婚】支持民法同婚、性平教育，同性婚姻應該待在民法，不

需要另立專法。並讓孩子從小知道各種性別氣質的不同，知道身體界

線，觀念都要從小做起！

【監督性專區】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 91-1 條之法源，將嚴格監督並配

置相關配套，嚴審執照並使業者誠實納稅，更注重工作者的定期衛生

健檢、勞動工時、休假，並協助性工作者組工會，將產業健康透明化，

阻斷現在的地下經濟、警察收賄現況，並嚴格查察人口販運、未成年、

非法外籍工作者。 

幫不能講話的老樹投一票，幫動物們投一票，讓台北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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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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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進
步
黨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台北市議員第10�11�12屆

台北市議會民進黨團幹事長

台北市議會民政交通委員會召集人

松山區安平里7�8�9屆里長

綠色和平電台主持人

敦化國中西松國小西松高中家長會會

長副會長常務委員

台北市銀髮族協會理事長

台北市苗栗縣同鄉會理事長

台北市中藥商公會理事長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顧問

正直顧市民、清廉拼服務、勇敢監督、創新改革、幸福茂出來

一、樂活安老：�爭取編足敬老卡預算25億!!���爭取銀髮族就醫免掛號費!!

　　　　　　　�為老人找依靠，強力推動一里一老人據點，全面推動老人共餐，提案推動臺北市敬老悠遊卡宏觀多元使

用，爭取敬老悠遊卡480點得以購買老人便當及老人用品，以老人為優先推動健康促進與長照、提升醫療

品質，實踐在地化社區照顧。

二、婦幼放心：�強力推動公托擴點增班，強力推動小學一校一公托，公托全免費，私托全補助，促進生育率，解決少子

化，安心成家，打造幸福兒童城市。

三、青年安心：�為青年打造前瞻與未來、支持投資青年、創業貸款全免息、勇敢改變、厚植產業、招商引資、活力經

濟，推動產業轉型躍升與創新、吸引創業人才，榮耀青年。

四、客語傳承：�主張台北市各中小學需依人口比例增加客語課程並舉辦客語演講比賽，強力推動客語及落實客家文化語

言傳承、提高客語歌謠班補助。

五、進步信義：強力推動捷運東環線規劃興建，串連內湖、松山、信義與文山，打造新東區捷運路網。

六、發展松山：爭取推動民生汐止線，串聯汐止內湖松山中山大同，打造東西向捷運長廊，交通建設更完善。

七、幸福臺北：文化松山、生態信義，推動宜居城市，打造一里一特色幸福城市。

八、居住正義：推動公辦都更、公私協力、老屋總體檢，危老建物優先拆除都更，促進老厝起新厝。

九、�國際城市：開創臺北新旅遊，全面發展觀光新產業，文化行銷、觀光加值，創造內需產業，打造國際觀光貿易城市。

一本初衷，堅持以認真的精神、打拼的力量，建立值得信賴的口碑；

改革創新的理念、專業用心的態度，監督市政、服務市民、捍衛權益、為民發聲!!

21
洪
士
奇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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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民
黨

台北醫學院(台北醫學大學)醫

學系畢

中華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畢

「台北監督連線」松山信義參選人

台北市立忠孝醫院副院長

中興醫院副院長

新竹市衛生局長

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研究所

美國聯邦緊急應變總署救難醫師

921大地震臺北東興大樓災區醫療指

揮官

志願赴海外賑災任醫療負責人

SARS期間駐和平醫院副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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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7屆市長暨臺北市議會第13屆議員選舉 第3選區（松山區、信義區）投票所、開票所地點一覽表
信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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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號碼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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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87878787轉829

528 三民國小1年3班 民權東路5段1號 莊敬里9-16 27646080轉231

529 三民國小1年1班 民權東路5段1號 莊敬里17-28 莊敬里全里 27646080轉231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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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82905

531 民權國小多元學習教室(一)118 民權東路4段200號 東榮里3-6、11-13 27652327轉651

532 民權國小多元學習教室(二)119 民權東路4段200號 東榮里14-15、23-25、27 27652327轉651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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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38304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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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38304

535 健康國小終身學習中心 延壽街168號 三民里1-10 25282814轉131

536 臺北市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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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 三民里全里 27600408轉16

537 民權國小多元教室111 民權東路4段200號 三民里18-25 27652327轉651

538 民權國小辦公室112 民權東路4段200號 三民里26-32 27652327轉651

539 民權區民活動中心禮堂南側 民權東路5段臨43號(民權大橋下) 新益里1-7 87878787轉829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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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53433轉303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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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53433轉303

542 海華大廈休閒中心 民生東路5段171號地下1樓 富錦里1-3、5-8 富錦里全里 27422275

543 民權國小多元學習中心117 民權東路4段200號 富錦里4、15、19-23 27652327轉651

544 民權國小潛能開發班(一)114 民權東路4段200號 富錦里9-14、16-18 27652327轉651

545 民生國中會議室2 新東街30巷1號 新東里2-7 27653433轉303

546 民生國中童軍教室 新東街30巷1號 新東里1、14-19 新東里全里 27653433轉303

547 民生國中教師會教室 新東街30巷1號 新東里8-13 27653433轉303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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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82814轉131

549 民生社區中心8樓三民區民活動中心 民生東路5段163之1號8樓 富泰里6-8、16-20 87878787轉829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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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66959

551 介壽國中709教室 延壽街401號 介壽里1-8 27674496轉501

552 介壽國中711教室 延壽街401號 介壽里9-15 27674496轉501

553 介壽國中713教室 延壽街401號 介壽里16-21 介壽里全里 27674496轉501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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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24872轉935

555 民族國小會議室1(前) 民生東路4段97巷7號 精忠里6-10 27124872轉935

556 民族國小會議室1(後) 民生東路4段97巷7號 精忠里11-16 27124872轉935

557 西松國小1年10班 三民路5號(由南京東路5段147巷側門進入) 東光里1-6 27609221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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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27609221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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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 東光里全里 27609221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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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6 27609221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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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3 27609221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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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65730

563 介壽國中702教室 延壽街401號1樓 龍田里5-11 27674496轉500

564 介壽國中704教室 延壽街401號1樓 龍田里12-14、32-35 27674496轉500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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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22452轉831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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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22452轉831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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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22452轉831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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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8092014

569 車庫 民生東路4段112巷3弄3號 東昌里1-6 東昌里全里 0928092014

570 金陵教會 南京東路4段133巷6弄20號1樓 東勢里1-6 27127752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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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06501

572 宏恩堂教會附屬教室 健康路52號1樓 東勢里14-18 東勢里全里 27135447

573 民生國小1年4班教室 敦化北路199巷18號 中華里1-6、21-24 27122452轉830

574 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1樓 敦化北路155巷76號1樓 中華里7、12-13、15-19 中華里全里 25148443

575 臺北浸信會頌恩堂 敦化北路145巷30號1樓 中華里8-11、14、20、25 87122215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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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33897

577 中山國中國樂教室 復興北路361巷7號 民有里28-32 27126701轉501

578 中山國中童軍教室 復興北路361巷7號 民有里10-11、13-14 27126701轉501

579 中山國中補校辦公室 復興北路361巷7號 民有里15-21 27126701轉501

580 中山國中第一教室 復興北路361巷7號 民有里22-27 27126701轉501

581 中山國中多功能教室 復興北路361巷7號 民有里5-9 27126701轉501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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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78787轉822

583 楊先生宅 民權東路3段191巷34之1號1樓 民福里3、6-7、9、14、18、20、26 0956293112

584 上達汽車有限公司 民族東路687號1樓 民福里21-25、27 87123456

585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復興北路451號 民福里1-2、15-17、19 66131314

586 松基區民活動中心第3教室 長春路339巷2號地下1樓 松基里1-8 松基里全里 87878787轉829

587 松基區民活動中心禮堂 長春路339巷2號地下1樓 松基里9-16 87878787轉829

588 慈祐區民活動中心(大教室) 八德路4段580號(八德路側) 慈祐里15-16、18、22 慈祐里全里 87878787轉829

589 慈祐區民活動中心(小教室) 八德路4段580號(市民大道側) 慈祐里10-14 87878787轉829

590 松山長老教會1樓 饒河街105號 慈祐里5-9、17、21 27685181

591 松山國小1樓課輔教室1 八德路4段746號1樓 慈祐里1-4、19-20 27672907

592 西松國小補校教室(高二乙) 三民路5號(亦可由三民路側門進入) 安平里3-7、11、33 27609221轉203

593 沐恩堂 南京東路5段251巷45號 安平里1-2、9-10、12-13 27686926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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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78787轉829

595 恩友堂第1交誼廳 寶清街123號 安平里14-15、22-27 27670760

596 恩友堂第2交誼廳 寶清街123號 安平里8、28-32 安平里全里 27670760

597 西松高中(六藝教室) 健康路325巷7號 鵬程里1、11、15-18、20 25286618轉111

598 鵬程區民活動中心 健康路399號3樓 鵬程里2-7、9、19 87878787轉829

599 西松高中(三品教室) 健康路325巷7號 鵬程里8、10、12-14 鵬程里全里 25286618轉111

600 西松高中(選修教室3) 健康路325巷7號 自強里4-6、27-28 25286618轉113

601 健康國小3樓活動中心 延壽街168號 自強里13-15、24-25 25282814轉136

602 健康國小3樓活動中心 延壽街168號 自強里1-3、20-22 25282814轉136

603 自強區民活動中心 三民路35巷9號 自強里7、16-19、23 自強里全里 87878787轉829

604 健安新城G區管委會辦公室 三民路80巷1號 自強里8-12、26 25287735

605 中崙高中2樓8年7班教室 八德路4段101號2樓 吉祥里1-4、8 吉祥里全里 27535316轉400

606 中崙高中2樓8年5班教室 八德路4段101號2樓 吉祥里5-7、9、10、12 27535316轉400

607 中崙高中2樓8年2班教室 八德路4段101號2樓 吉祥里11、13-16 27535316轉400

608 中崙高中2樓7年5班教室 八德路4段101號2樓 吉祥里17-20、24 27535316轉400

609 中崙高中2樓7年2班教室 八德路4段101號2樓 吉祥里21-23、25-27 27535316轉400

610 新聚區民活動中心(1) 南京東路5段374號1樓 新聚里1、3-8、10 新聚里全里 87878787轉829

611 新聚區民活動中心(2) 南京東路5段374號1樓 新聚里9、12-16、19 87878787轉829

612 西松國小1年2班 三民路5號(由三民路正門進入) 新聚里2、11、17、24-26、29-30 27609221

613 西松國小1年3班 三民路5號(由三民路正門進入) 新聚里18、20-23、27-28 27609221

614 復盛區民活動中心第1教室 市民大道5段99之1號(八德路4段106巷內) 復盛里15-21 87878787轉829

615 復盛區民活動中心第2教室 市民大道5段99之2號(八德路4段106巷內) 復盛里8-14 復盛里全里 87878787轉829

616 復盛區民活動中心第3教室 市民大道5段99之4號(八德路4段106巷內) 復盛里1-7 87878787轉829

617 許先生宅 東寧路17號 復盛里22-26 87878787轉846

618 敦化國中701教室 南京東路3段300號1樓 中正里1-5 87717890轉50

619 敦化國中703教室 南京東路3段300號1樓 中正里6-13 87717890轉50

620 敦化國中705教室 南京東路3段300號1樓 中正里14-21 87717890轉50

621 敦化國中801教室 南京東路3段300號1樓 中正里22-28 87717890轉50

622 敦化國中803教室 南京東路3段300號1樓 中正里29-34 中正里全里 87717890轉50

623 張先生宅 八德路2段366巷17號 中崙里1-9 中崙里全里 27711719

624 周先生宅 八德路2段366巷22號 中崙里10-18 0933092641

625 育達商職102教室 寧安街12號 美仁里1、4-6、8、11 美仁里全里 25706767轉402

626 育達商職103教室 寧安街12號 美仁里2-3、7、9-10 25706767轉402

627 華南社區中庭(1) 延吉街46巷8號旁 吉仁里1-7 25787714

628 華南社區中庭(2) 延吉街46巷3號旁 吉仁里8-16 吉仁里全里 25787714

629 敦化國小1年1班 敦化北路2號 敦化里1-7、12-13 敦化里全里 27414065轉130

630 敦化國小1年2班 敦化北路2號 敦化里8-10、20-24 27414065轉130

631 敦化國小1年3班 敦化北路2號 敦化里16、25-28、30 27414065轉130

632 敦化國小1年4班 敦化北路2號 敦化里11、14-15、17-19、29 27414065轉130

633 聖若瑟天主堂 八德路3段158巷22號1樓 復源里1-2、5、11-14 復源里全里 25775286

634 美仁浸信會 八德路3段106巷106號1樓 復源里3-4、6-10 25792065

635 門諾會光復教會 光復南路46巷1之2號 復建里1-2、5、7、9 25782238

636 復建區民活動中心 八德路3段158巷7弄20號 復建里6、11-12、14 復建里全里 87878787轉829

637 台北蒙恩堂 光復南路32巷3號 復建里3-4、8、10、13 25700564

638 育達商職104教室 寧安街12號 復勢里1-6 25706767轉402

639 教學大樓1樓中庭(原育達大學臺北推廣教育中心) 南京東路4段120巷27號 復勢里7-11 25706767轉402

640 法光寺 光復北路60巷20號 復勢里12-15 復勢里全里 25791940

641 博仁社區活動中心 光復北路80巷1號 復勢里16-21 25786677轉2229

642 中崙教會教育館 敦化南路1段80巷36號 福成里1-5 福成里全里 27216181

643 財團法人臺北市中崙福成宮 市民大道4段71號 福成里6-10 27516796

信 義 區
644 忠駝國宅乙區管理委員會 基隆路1段364巷10號1樓 西村里1-8 27223249

645 西村區民活動中心 基隆路1段364巷22號1樓 西村里9-18 西村里全里 27586396

646 忠駝國宅丙區管理委員會 基隆路1段364巷26號1樓 西村里19-28 27237030

647 正和區民活動中心(左邊) 仁愛路4段452巷3號 正和里1-7、10-12 正和里全里 0963352557

648 正和區民活動中心(右邊) 仁愛路4段452巷3號 正和里8、13-14、16-17、19-20、25 0988116977

649 基督教信義堂 光復南路443巷9號 正和里9、15、18、21-24 27299580

650 興隆整宅管委會 基隆路1段350-48號 興隆里1-7 27206149

651 臺北市議會(藝廊及交誼廳) 仁愛路4段507號 興隆里8-15 興隆里全里 27297708轉4203

652 三興國小個別學習中心(一) 基隆路2段99號 中興里1-7 27364687

653 三興國小個別學習中心(二) 基隆路2段99號 中興里8-14 中興里全里 27364687

654 松山高中1年13班 基隆路1段156號 新仁里1-9 27535968轉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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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 松山高中1年14班 基隆路1段156號 新仁里10-22 新仁里全里 27535968轉210

656 信義老人服務中心 松隆路36號4樓 興雅里1-7 87870300

657 興雅區民活動中心3樓靠講台 松隆路36號3樓 興雅里8-13 興雅里全里 27239777

658 興雅區民活動中心3樓靠外 松隆路36號3樓 興雅里14-20 27239777

659 興雅區民活動中心3樓小教室 松隆路36號3樓 興雅里21-28 27239777

660 松山高中1年17班 基隆路1段156號 敦厚里1-4 27535968轉210

661 松山高中1年18班 基隆路1段156號 敦厚里5-11 敦厚里全里 27535968轉210

662 松山高中1年19班 基隆路1段156號 敦厚里12-18 27535968轉210

663 松山高中1年20班 基隆路1段156號 敦厚里19-22 27535968轉210

664 松山工農勤業樓2樓201教室 忠孝東路5段236巷15號 廣居里1-5 27226616轉641

665 松山工農勤業樓2樓202教室 忠孝東路5段236巷15號 廣居里6-12 廣居里全里 27226616轉641

666 松山工農勤業樓2樓204教室 忠孝東路5段236巷15號 廣居里13-18 27226616轉641

667 松山工農勤業樓2樓205教室 忠孝東路5段236巷15號 廣居里19-23 27226616轉641

668 松山工農勤業樓2樓207教室 忠孝東路5段236巷15號 廣居里24-29 27226616轉641

669 興雅國中7年2班 松德路168巷15號 安康里1-5 安康里全里 27232771轉500

670 興雅國中7年3班 松德路168巷15號 安康里6-10 27232771轉500

671 興雅國中7年4班 松德路168巷15號 安康里11-15 27232771轉500

672 興雅國中數學教室 松德路168巷15號 安康里16-20 27232771轉500

673 興雅國中8年2班 松德路168巷15號 安康里21-26 27232771轉500

674 興雅國中8年3班 松德路168巷15號 安康里27-28 27232771轉500

675 興雅國中8年4班 松德路168巷15號 安康里29-33 27232771轉500

676 民宅停車場 永吉路180巷30弄1號 六藝里1-8 27650895

677 六藝里里民活動場所 永吉路180巷30號 六藝里9-14 六藝里全里 27614726

678 興雅國小B107教室 基隆路1段83巷9號 雅祥里1-6 27618156

679 興雅國小B109教室 基隆路1段83巷9號 雅祥里7-13 27618156

680 興雅國小B111教室 基隆路1段83巷9號 雅祥里14-20 雅祥里全里 27618156

681 永吉國中藝文教室 松隆路161號 五常里1-9 五常里全里 27649066

682 永吉國中律動教室 松隆路161號 五常里10-15 27649066

683 友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吉路186號1樓 五全里1-6 五全里全里 27639696

684 五全里里民活動場所 永吉路278巷1弄13號 五全里7-14 27620007

685 基督教宣道會松山堂福群幼兒園 永吉路278巷37弄18號 五全里15-22 27652064轉10

686 松山進安宮活動中心 永吉路517巷8弄12-1號 永吉里1-4 永吉里全里 27614286

687 松山進安宮圖書室 永吉路517巷8弄12-2號 永吉里5-9 27614286

688 松山進安宮會議室 永吉路517巷8弄12-3號 永吉里10-17 27614286

689 永春區民活動中心 松山路294號4樓 長春里1-5、10 0975509500

690 松山福音堂 虎林街108巷42號 長春里6-7、11-15、18 長春里全里 0938393816

691 民宅 虎林街120巷223號 長春里8-9、16-17、19-21 0939646467

692 永吉國中健康中心 松隆路161號 四育里1-5 27649066

693 永吉國中K書中心1 松隆路161號 四育里6-10、18 四育里全里 27649066

694 永吉國中K書中心2 松隆路161號 四育里11-14 27649066

695 永吉國中教師會 松隆路161號 四育里15-17、19-20 27649066

696 永春國小1年3班教室 松山路225巷48號 四維里1、16-20 四維里全里 27641314

697 永春國小1年2班教室 松山路225巷48號 四維里2-4、11 27641314

698 永春國小1年1班教室 松山路225巷48號 四維里5-10 27641314

699 永春國小5年2班教室 松山路225巷48號 四維里12-15 27641314

700 永吉國小109教室 松山路287巷5號 永春里1-5 永春里全里 87858110轉700

701 永吉國小115教室 松山路287巷5號 永春里6-10 87858110轉700

702 永吉國小116教室 松山路287巷5號 永春里11-16 87858110轉700

703 永吉國小125教室 松山路287巷5號 永春里17-22 87858110轉700

704 救總台北兒童福利中心接送室 忠孝東路5段275巷15號 富台里1、9-12、17 富台里全里 27679264

705 救總台北兒童福利中心A棟川堂 虎林街120巷270號 富台里3-5、7、14-15 27679264

706 聯勤富台新城自治會 忠孝東路5段295巷3號 富台里2、6、8、13、16 27665676

707 興雅國中9年4班 松德路168巷15號 國業里2-5 27232771轉500

708 興雅國中9年3班 松德路168巷15號 國業里7-12 27232771轉500

709 興雅國中9年2班 松德路168巷15號 國業里13-18 27232771轉500

710 興雅國中3101健體教室 松德路168巷15號 國業里19-24 27232771轉500

711 興雅國中縫紉教室 松德路168巷15號 國業里1、6、25-28 國業里全里 27232771轉500

712 松山家商廣設大樓日111教室 松山路655號 松隆里2-7 27261118

713 松山家商廣設大樓日112教室 松山路655號 松隆里1、8-12 松隆里全里 27261118

714 松山家商廣設大樓日311教室 松山路655號 松友里1-3、5、10 松友里全里 27261118

715 松山家商廣設大樓日312教室 松山路655號 松友里4、6-9 27261118

716 松山家商廣設大樓日313教室 松山路655號 松友里11-16 27261118

717 松山家商廣設大樓日113教室 松山路655號 松友里17-21 27261118

718 松山家商廣設大樓日211教室 松山路655號2樓 松光里2-9 27261118

719 松山家商廣設大樓日212教室 松山路655號2樓 松光里10-16 松光里全里 27261118

720 松山家商廣設大樓日213教室 松山路655號2樓 松光里1、17-23 27261118

721 瑠公國中互動教室(三) 福德街221巷15號 中坡里1-4 中坡里全里 27261481轉400

722 瑠公國中801教室 福德街221巷15號 中坡里5-8 27261481轉400

723 瑠公國中802教室 福德街221巷15號 中坡里9-12 27261481轉400

724 瑠公國中書法教室 福德街221巷15號 中坡里13-16 27261481轉400

725 福德國小五福樓知動教室1 福德街253號 中行里1-6 27277992

726 福德國小五福樓知動教室2 福德街253號 中行里7-13 27277992

727 福德國小四維樓川堂(前) 福德街253號 中行里14-20 中行里全里 27277992

728 福德國小四維樓川堂(後) 福德街253號 中行里21-26 27277992

729 福德國小四維樓1樓教師會 福德街253號 中行里27-32 27277992

730 祐德高中祐德大樓101教室 忠孝東路5段790巷27號 大道里1-4、22 27263131

731 祐德高中祐德大樓102教室 忠孝東路5段790巷27號 大道里6-10 27263131

732 祐德高中祐德大樓103教室 忠孝東路5段790巷27號 大道里11-15 27263131

733 祐德高中祐德大樓104教室 忠孝東路5段790巷27號 大道里5、16-21 大道里全里 27263131

734 松山家商日119教室 松山路655號 大仁里1-6 大仁里全里 27261118

735 松山家商日219教室 松山路655號 大仁里7-14 27261118

736 松山家商日319教室 松山路655號 大仁里15-28 27261118

737 信義國小1年1班 松勤街60號 景新里1-8 27204005

738 信義國小1年3班 松勤街60號 景新里9-15 27204005

739 信義國小1年5班 松勤街60號 景新里16-20 景新里全里 27204005

740 吳興國小2年1班 松仁路226號 惠安里1-6、13 27200226

741 吳興國小2年2班 松仁路226號 惠安里7-12 27200226

742 吳興國小5年7班 松仁路226號 惠安里14-21 27200226

743 吳興國小6年7班 松仁路226號 惠安里22-28 惠安里全里 27200226

744 信義國中會議室(一) 松仁路158巷1號 三張里2-3、8-13 27236771

745 信義國中生活科技教室(一) 松仁路158巷1號 三張里16-21 27236771

746 信義國中8年11班 松仁路158巷1號 三張里25-30 27236771

747 信義國中9年11班 松仁路158巷1號 三張里6、22-24、34 三張里全里 27236771

748 信義國中7年10班 松仁路158巷1號 三張里31-33、35-36 27236771

749 吳興國小1年1班 松仁路226號 三張里1、4-5、7、14-15 27200226

750 吳興國小1年2班 松仁路226號 三犁里1-9 27200226

751 吳興國小1年3班 松仁路226號 三犁里10-15 三犁里全里 27200226

752 吳興國小1年4班 松仁路226號 三犁里16-23 27200226

753 吳興國小吳興2班 松仁路226號 六合里1-7、35 27200226

754 吳興國小吳興3班 松仁路226號 六合里8-14 27200226

755 吳興國小特教班知動室 松仁路226號 六合里15-24 六合里全里 27200226

756 松山工農園藝科實習農場101綜合教室 吳興街600巷107之1號 六合里25-34 27224771

757 吳興國小課輔班辦公室 松仁路226號 泰和里1-6 27200226

758 吳興國小課後照顧教室1 松仁路226號 泰和里7-13 27200226

759 吳興國小課後照顧教室2 松仁路226號 泰和里14-19 27200226

760 吳興國小課後照顧教室3 松仁路226號 泰和里20-24 27200226

761 吳興國小行動E化教室 松仁路226號 泰和里25-29 泰和里全里 27200226

762 三興國小個別學習中心(三) 基隆路2段99號 景聯里1-8 27364687

763 三興國小微笑班(一) 基隆路2段99號 景聯里9-16 景聯里全里 27364687

764 三興國小微笑班(二) 基隆路2段99號 景聯里17-26 27364687

765 三興國小1年1班 基隆路2段99號 景勤里1-5 27364687

766 三興國小1年2班 基隆路2段99號 景勤里6-11 27364687

767 三興國小1年3班 基隆路2段99號 景勤里12-16 景勤里全里 27364687

768 雙和里活動場所 吳興街284巷24弄16號 雙和里14-21 雙和里全里 0919951082

769 雙和里社區發展協會 吳興街284巷24弄12號 雙和里4-6、11-13 27381447

770 廣安宮 吳興街284巷30弄47號1樓 雙和里7-10、24 27371489

771 臺北醫學大學地下1樓多功能教室 吳興街250號 雙和里1-3、22-23 27361661

772 三興國小(樂活教室) 基隆路2段99號 嘉興里1-9 27364687

773 三興國小1年4班 基隆路2段99號 嘉興里10-17 嘉興里全里 27364687

774 喬治高職浩然樓2樓會議室202 基隆路2段155號 黎順里1-8 黎順里全里 27386515

775 喬治高職浩然樓2樓會議室204 基隆路2段155號 黎順里9-14 27386515

776 喬治高職閱覽室 基隆路2段155號 黎順里15-20 27386515

777 黎平里民宅 崇德街38巷10號 黎平里1-5 27323500

778 安順宮 嘉興街315號旁 黎平里6、8-12 黎平里全里 0916075609

779 福德宮 崇德街132號 黎平里7、13-18 27322504

780 石頭湯-臺北市社區整合照顧服務信義區 和平東路3段341巷10號 黎平里19-24 87322665

781 黎忠區民活動中心(研習教室) 和平東路3段391巷16號2樓 黎忠里1-7 0921998523

782 黎忠區民活動中心(會議中心前) 和平東路3段391巷16號2樓 黎忠里8-14 黎忠里全里 0921998523

783 黎忠區民活動中心(會議中心後) 和平東路3段391巷16號2樓 黎忠里15-19 0921998523

784 大我新莊聯勤202廠退員宿舍大智樓1樓文康室 和平東路3段555巷8號1樓 黎安里1-2、7-11 黎安里全里 27382410

785 國防部大我新舍自治會大義樓中山室 和平東路3段599號 黎安里3-6 27335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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