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賢與能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性別平等    神聖一票    絕不放棄

新北市議會第3屆議員選舉第3選舉區選舉公報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新北市議會第3屆議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107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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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選舉區（蘆洲區、三重區）候選人

第1張，共2張

號次
姓名 邱婷蔚 性別 女

學

歷

文化大學法律學系
台北市立明倫高中
明志國中
二重國小7

出生地 新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69年10月11日 推薦之

政   黨 民主進步黨

經

歷

台大政研所
現任：新北市議員

      民進黨三重婦展會榮譽會長
曾任：幼稚園園長

      三重市調解委員

政

見

居住正義：加強推動「包租代管」政策，讓市民都能有個安全可靠的家。

幼托公共化：落實中央「準公共化托育」，讓抽不到公托公幼的幼兒也能平價獲得托育。

提升文化素質：多元推廣藝文體育活動，打造三蘆成為文化之都。

行的安全：嚴格監督路平專案。

城市美學：推動電線電纜地下化。

號次
姓名 陳志明 性別 男

學

歷
東海大學環境科學學系

8
出生地 臺中市

出  生
年月日 65年06月12日 推薦之

政   黨 時代力量

經

歷

時代力量新北黨部執行長
台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肄

政

見

1.落實勞動檢查制度、推動裁罰分級及陪鑑制度。

2.長照及托育資源社區化，提高可用性及可近性。

3.檢討都更政策、提高資訊透明，落實都更排黑。

4.盤點問題交通路口，滾動式檢討停車位資源。

5.爭取污水處理資源，從排放源頭解決蘆洲溝圳惡臭問題。

6.爭取三蘆地區開始試辦iTrash定點智慧型垃圾收集點，減少區內勞動人口難以配合垃圾車時段問題。

7.推動地方組織，重整文創資源，再造三蘆夜市文化特色。

8.強化三重與台北連接的交通多樣形式，銜接台北地區的文化、觀光以及消費動能。

9.加強新北議會資訊公開透明，強化人民監督權力。

10.承諾自主公開配合款及建議款內容。

11.時代力量新北市議員共同政見：www.nppnewtaipei.org

號次
姓名 王威元 性別 男

學

歷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所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行銷系學士
台北市立明倫高中畢業
台北縣私立格致中學國中部畢業
台北縣立三重國小畢業2

出生地 臺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70年12月26日 推薦之

政   黨 中國國民黨

經

歷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里里長
救國團三重團委會會長
三重區光興國小家長會會長
三重同濟會會長
新世紀獅子會會長

政

見

1.   協助侯友宜市長推動老舊社區都市更新，解決巷弄狹小、停車、危老建築、汙水下水道、電線地下化等問題

2.   推動增設機車停車場及增設機車格，舒緩機車位不足問題

3.   推動公立幼稚園及公立托兒所員額大幅增加，目標四年增加1倍

4.   推動新北市青年創業及青年創意基地，爭取低價甚至免租金鼓勵青年

5.   推動第二座戶外綜合運動場

6.   推動長輩樂活、增加銀髮俱樂部、長期照護中心

7.   爭取設置從三重忠孝碼頭到台北市大稻埕碼頭的行人及腳踏車便橋，聯結淡水河兩岸的大台北都會公園。

號次
姓名 翁麗淑 性別 女

學

歷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數理教育學系學士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
系社會學習領域教學碩士1

出生地 臺南市

出  生
年月日 60年03月30日 推薦之

政   黨 無

經

歷

●新北市鷺江國小基層教師21年
●新北市國民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議
題輔導團7年
●教育部社會學習領域骨幹教師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
●台灣親子共學促進會理事
●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監事

政

見

號次
姓名 董俊良 性別 男

學

歷

三 光 國 小 、 三 重 國 中 、 開 南 高 工
（畢）。

3
出生地 新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59年07月30日 推薦之

政   黨 新黨

經

歷

1.歌林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主任。
2.良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3.良僑室內設計有限公司負責人。
4.中華民國台北中小企業傑出經理
人。
5.新北市三重蘆洲董俊良市民服務
處。
6.新北市警友會厚德站顧問。
7.新北市度量衡裝修（職）工會榮
譽顧問。
8.台北市士林區綠色大廈監察委
員。
9.103年新北市議員參選人三蘆
區。

政

見

1.爭取三重蘆洲區老舊社區公辦都更。

2.打造三重、蘆洲區成為新北市首善之都（治安、環境衛生、淡水河沿岸美景）。

3.督促新北市政府積極改善三重、蘆洲區電纜地下化工程改善市容。

4.加強公園綠化  淨化蘆洲堤岸污水溝、規劃市民多功能戶外休閒公園。

5.提昇發展三重、蘆洲區傳統夜市為觀光夜市以促進地方繁榮。

6.爭取市民低收家庭以及勞工失業生活補助之延長督促放寬辦理。

7.爭取增設三重蘆洲區公辦幼教托育中心以及老年托照育樂中心。

8.協助三重蘆洲區弱勢族群（盲  啞  殘障）以及低收家庭提高房屋修繕補助。

9.提案爭取市民將垃圾分類交環保回收站採悠遊卡積點可刷卡抵消費促進市民參與提高環境衛生以及居住生活品質。

10.爭取成立新北市遊民街友職能訓練所、投入政府公共工程解決缺工以及遊民失業、露宿街頭問題。

號次
姓名 黃桂蘭 性別 女

學

歷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電子商務研究所
畢。

4
出生地 臺灣省花蓮縣

出  生
年月日 46年02月25日 推薦之

政   黨 中國國民黨

經

歷

1.蘆洲市市民代表。
2.台北縣第15、16屆縣議員。
3.新北市第1屆市議員。
4.新北市市政顧問。

政

見

1.關心婦幼問題，提升婦女安全議題，保障婦女權益。

2.嚴格督促市政府提高行政效率，要求落實提升公務員服務品質。

3.長期關注年齡層老化問題，要求市政府全力投入老人照護工作及長照社區化。

4.全力督促政府落實本市企業人才需求，鼓勵發展文創產業，全力支持青年創業。

5.推動自立午餐普及化，讓學生吃得更安心健康。擴大有機農業契作，開創有機農產通路。

6.重視毒品氾濫問題，讓毒品遠離校園，建構安全機制網路，督促市府整合社會安全網平台。

7.全力督促市府扶助節能產業發展，永續環境-拒絕深澳燃煤電廠。

8.督促市政府擴大公托規模，倍增公共托育量，提倡社區化托育。

9.督促市府依財務狀況每年增加新北市租金補助名額，照顧弱勢家庭。

號次
姓名 蔡明堂 性別 男

學

歷

三重國中
穀保家商
國立體育大學

6
出生地 新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47年04月27日 推薦之

政   黨 中國國民黨

經

歷

新北市議會議員、中華民國棒球協
會理事、新北市體育總會常務理
事、新北市棒球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火石紀念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三
重義消救護中隊中隊長、中山獅子
會會長、臺北縣青溪服務協會理事
長、三重市後備軍人輔導中心主
任、二重國小家長會長、二重國中
家長會長、穀保家商校友會長

政

見

1.要求市府擴大社會住宅興建，讓年輕人及弱勢家庭安居樂業。

2.要求建立青年多元創業基地，打造各種面向產業鏈合作平台，加強勞動檢查，創造勞資雙方共贏共榮。

3.要求增加公共托育中心，並與民間合作，擴大公共托育合作聯盟，減輕育兒負擔。

4.配合長照政策，廣設公共托老中心，使養老無後顧之憂。

5.捷運沿線及危險老舊建築應為都市更新重要軸線，要求擴大獎勵利基，以帶動民間都更意願。

6.大量增置警用監視器，消弭治安死角，建設為科技安全城。

7.要求市府將各國小現有遊戲器材，汰換成共融式遊戲器材。

8.強化城市智慧節電，拒絕深澳燃煤電廠。

9.全面提升緊急救護品質，增加救護志工員額及強化救護設備。

10.爭取設立大漢溪、淡水河沿線二重疏洪道兩側與市區之人行、自行車的無障礙空間陸橋。

11.持續爭取捷運機場線A2a（博愛站）之設置。

12.積極爭取北捷環狀線北環段盡速規劃完成動工興建，提供三重東區、蘆洲區往北市士林區更便捷的交通疏運。

13.爭取三重區五谷王北街公41用地興建市民活動中心。

14.爭取三重區集美街玫瑰停車場現址興建為多功能立體停車場，提供市民停車、休閑、集會等多元用途。

15.爭取三重區興華、重陽、信義、開元公園現址興建地下停車場，紓解當地停車困難之苦。

16.要求市府整合三重區正義南路空軍一村及周遭之同安、光興、帶狀公園用地，以文創及眷村文化為特色，打造出嶄新的觀光遊憩青

創基地，媲美台北市的四四南村。

17.改善三重區重陽陸橋陡峭階梯行走困難問題，並爭取設置無障礙電梯，創造友善行走空間。

18.爭取三重區碧華國中遷校後之舊校區，設置地下停車場、三重第二綜合運動場及市民活動中心。

號次
姓名 彭佳芸 性別 女

學

歷

北一女中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5
出生地 臺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71年10月13日 推薦之

政   黨 無

經

歷

華視新聞主播
台視財經台記者、主播
中天新聞記者
新北市議員鄭金隆特助
立法委員高志鵬法案助理

政

見

1. 青年新夥伴 
要求辦理混合式公宅，提供年輕人承租。 
爭取青年創業低利貸款。 
 

2. 婦幼新依靠 
推廣平價公托、爭取在地非營利幼兒園。 
監督評鑑制度，公托重量也重質。 
 

3. 銀髮新生活 
爭取醫療資源，增建三重第二棟重症醫療大樓。  
空中大學再活化，增加銀髮課程。 
 

4. 勞工新靠山 
強化勞檢監督，增加勞檢員，為勞工權益把關。 
閒置空間活用改建，媒合優質企業進駐三蘆，增加就業機會。  
 

5. 三蘆新選擇 
碧華國中原址改建東區運動中心及地下停車場。  
宣傳在地文化、美食，爭取舉辦地方特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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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賢與能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性別平等    神聖一票    絕不放棄

新北市議會第3屆議員選舉第3選舉區選舉公報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新北市議會第3屆議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107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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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選舉區（蘆洲區、三重區）候選人

第2張，共2張

號次
姓名 李倩萍 性別 女

學

歷

蘆洲國小
成淵國中
銘傳國貿
東吳大學　英文系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教育碩士 
(U of Texas at Austin)12

出生地 新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59年08月12日 推薦之

政   黨 民主進步黨

經

歷

新北市議會第二屆議員(現任)
新北市議會第一屆議員
第十六屆臺北縣議員
第二、三屆蘆洲 市民代表
民主進步黨第十三~十八屆全國黨代
表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教育博士
班
十信高中 英語老師
慈笙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
蘆洲婦女防火宣導隊 副分隊長

政

見

號次
姓名 林永鴻 性別 男

學

歷

1開南大學觀光系
2國立三重商工
3市立光榮國中
4市立三重國小15

出生地 新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57年06月22日 推薦之

政   黨 民主進步黨

經

歷

1新北高中家長會長
2新北教育基金會董事
3五股金鐘扶輪社
4開南大學學生自治會會長
5台北縣議員林國雄服務處主任
6光榮國中家長會副會長

政

見

1.廣設公托，爭取並調高育兒津貼至五歲，讓年輕夫婦無後顧之憂。

2.加強對銀髮族安養服務及長期照護並重視老人福利問題。

3.督促政府加速推動危險老舊房屋更新與廣推青年.社會住宅。

4.將三蘆地區閒置空間活化，提供青年微型創業基地及推廣終身學習場所。

5.改善舊社區停車問題，爭取公園.學校操場改建地下停車場。

6.推動定期住家消防公安檢查，確保人民基本居住安全。

7.鼓勵全民運動，爭取國民運動中心免費使用。

8.加強弱勢家庭的關懷照顧，輔導其就業增加謀生能力。

9.推廣在地特色文化，提升民眾生活品質，繁榮地方帶動商機。

10.督促政府加強學校營養午餐及食安稽查，確保學生.民眾健康無虞。

11.爭取蘆洲區域型醫院，並檢討都市計劃。

12.爭取提高毛小孩各項補助預算，打造其友善環境空間。

號次
姓名 李坤城 性別 男

學

歷

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政治大
學公共行政系法學學士、台北市立建
國中學11

出生地 新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62年05月03日 推薦之

政   黨 民主進步黨

經

歷

新北市議會第1、2屆議員  
美國國務院邀請國際領袖人才參訪
計畫訪問學者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  
民進黨議會黨團總召  
行政院專門委員  
綠色和平主持人

政

見

教育托兒安心：

1、利用公共空間增設公幼、非營利幼兒園及公托。對於抽不到公托及公幼的學童，政府給予家長適當補助，以減輕負擔。

2、監督碧華國中新建校舍在109年底前完成，學校原址做為多功能運動中心及地下停車場。

3、持續推動自立午餐廚房，增加學生營養午餐食用有機、安心蔬菜天數。

4、推動特色共融遊具公園及老人復健公園，並落實長照社區化，讓孩童及長者更健康快樂。

捷運便利路平：

1、監督捷運環狀線北環段早日動工，加速通過五股泰山輕軌規劃案。

2、爭取桃園機場捷運應比照北捷計費基準，以吸引民眾搭乘。

3、增設U-Bike自行車租借站，降低「雙北交通月票」票價。

4、市府應提高路平專案層級，達到即報速修，並加強路平工程施工查核頻率。

社宅都更正義：

1、督促開發蘆洲北側重劃區，並爭取設立大型綜合醫院、藝文中心、托育園區等。

2、以「公辦為主、民辦為輔」方式進行都更，並提供一定比例當社會住宅，讓年輕人住得起新北市。

3、要求由市府主導三重果菜市場都更，保障攤商權益，改善當地交通。

安全友善城市：

1、整合各里與分局監視器系統，降低監視器故障率，防止出現治安空窗期。

2、持續推動資源回收及垃圾減量，要求再調降專用垃圾袋價格。

3、推動新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改善動物之家環境，確保收容動物健康，提高認養率。

號次
姓名 李余典 性別 男

學

歷

中華科大碩士、育達商職、三重國
中、二重國小

9
出生地 新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47年01月27日 推薦之

政   黨 民主進步黨

經

歷

民進黨中評委及終身黨員、黨團總
召、台大行政領導班、三重體育會
及三和夜市商圈理事長、光明警友
站長、三重後憲幹事長、愛心會理
事、北部地區後指部發展委員、獅
子會300B1區分區主席三陽獅子會
榮譽會長、蘆洲重陽扶輪社員、調
解委員、三重青商OB主席參議員、
縣議員、國代

政

見

●爭取碧華國中校址為三重東區防災公園、停車場、公托/幼、長照中心、運動中心、圖書館，符合地方需求。

●爭取公園預定地44.45開闢地下停車場及防災儲水公園。

●推動老舊建物後巷美化，打造遊憩空間，進而維護後巷暢通及安全。

●持續打破汙水管線障礙瓶頸，增進老舊住宅汙水下水道接管率。

●全面清查三重蘆洲自來水有鉛管尚未更新及未更新ssp（不銹鋼）管線。

●全力落實青年社會住宅，督促增編租金補貼預算，實現居住正義。

●鼓勵爺奶照顧孫子，爭取三代同堂「育孫津貼」提高至1萬元。

●佈建公托、公幼、托老、社團會所與老幼照顧據點，全面活化閒置公共空間。

●推廣在地美食、觀光夜市、敬老親子、宗教與藝文公益活動。

●推動全民體育運動、單項競技與學生運動的發展。

●推動市民防災意識抬頭，並增進治安社區網。

●堅持土地正義，爭取蘆南蘆北重劃，提高發還比例。

●爭取遷移永安北路台電超高壓變電所與電塔，整體規劃工商綜合區，活絡三蘆經濟發展，規劃高速公路三蘆交流道。

●爭取增設忠孝橋銜接台北市環快專用引道，及改善台北橋尖峰時段塞車瓶頸。

號次
姓名 顏群晃 性別 男

學

歷

文化大學政治所碩士、臺灣警察專科
學校專科班、醒吾商業專科學校、彰
化縣北斗國中、彰化縣螺陽國小14

出生地 臺灣省彰化縣

出  生
年月日 57年01月01日 推薦之

政   黨 無

經

歷

文化大學政治所博士班、新北市議
會秘書、北市彰化同鄉會顧問、國
際和平禁毒基金會公關總監、臺北
市警察局外事科、新北市與臺北市
退休警察協會顧問、內政部移民署

政

見

號次
姓名 李翁月娥 性別 女

學

歷
喬治商職畢業

10
出生地 新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47年01月05日 推薦之

政   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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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見

1.關心老人失智症，善用長照與社區式服務，

讓失智患者及照顧家屬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為失智患者與照顧者提供服務。

2.優化人才職能，創造勞動力新價值。

3.推動經濟發展，促進就業機會。

4.落實在地就學，塑造觀光特色。

5.維護社區安全，建構安心家園。

6.推動三重區光興段、公辦更新、都市再

生、加速更新案件審查效率及簡化都市更

新程序。

7.務實增加社會住宅存量，推動新北綠家

園。

8.推動三重蘆洲區宗教特色、節慶祭典、

民俗文化、帶動城市觀光人潮。

9.推動長照服務，活絡長照志工服務能量。

10.加強食品安全管理，從食材源頭至終

端，供應鏈把關維護市民食的安全。

11.社區活動中心多元化使用，照顧關懷

弱勢，銀髮族俱樂部，公托中心、長照中

心、圖書館及幼兒園等。

12.提高生育率、獎勵金依實際生活比例補

助。

13.加速三重區光榮國小、興穀國小、修德

國小等老舊學校校舍整建，並擴大幼稚園

增加，創造優質教學環境。

14.督促市政府三重區碧華國中遷校，在

108年如期完成。

15.加速建築物施工管理，確實執行計有建

築物耐震安檢。

16.督促大台北都會公園景觀橋早日完成，

打造兼具遊憩及交通串能功能。

17.建構社會保險體系及落實社會救助功能，

擴大公共托育，提供補助減輕家庭負擔。

18.提升公私立安養中心品質，推動有愛無

礙服務。

19.建立多元就業服務，維護勞工權益福祉。

20.監督興建，三重區公37活動中心及地下

停車場，於108年完工使用。

21.爭取並督促蘆洲區永康公園，興建地下三

層停車場，解決周邊交通嚴重停車位不足。

22.爭取三環三線、北環段行經蘆洲區集賢

路接士林至文湖劍南段，能於114年完成

通車。

23.爭取三重區集賢路北側線地帶用地(與

西北環線Y22站轉乘)，改善三重蘆洲地區

交通。

24.爭取機場捷運線，設A2a站，服務三重

區、二重、大有、博愛、頂崁里市民。

25.推動治安與公共服務，加強青少年及婦

幼安全維護。

26.爭取並督促市政府改建蘆洲警分局及三

民派出所改建。

27.三重警分局重陽派出所新建工程，於

108年完工使用。

28.提升醫療服務品質，加強弱勢族群健康

照護。

29.推動低碳永續家園、建立優質化緊急救

護，服務品質。

30.深耕藝文結合社區營造打造文化生活

圈。

號次
姓名 陳啟能 性別 男

學

歷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現為台北海洋科
技大學）畢
崇右技術學院二專畢
三重高級中學畢
明志國民中學畢
正義國民小學畢13

出生地 新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48年07月05日 推薦之

政   黨 民主進步黨

經

歷

消防局三重義消分隊分隊長
新北好生活健走活動總指揮
新北市第一屆慢速壘球委員會主委
新北市市政發展協會榮譽理事長
新北市社會扶助協會創會理事長
警察局三重分局義刑分隊長
2016蔡英文總統立委高志鵬聯合競
選總幹事

政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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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票時間：民國107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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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即民國87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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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7月24日以前(包括當
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107年11月23日繼續居住者，有市長、市議員、烏來區區長、烏來區區民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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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8月16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	 原住民選出之議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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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選舉得省略，但應加註：「投開票所一覽表與議員選舉同，詳見議員選舉公報投開票所一覽表」，又各區選務作業中心編印之里長
選舉公報，亦得註明參閱各區所屬之議員選舉區選舉公報；烏來區選務作業中心編印之烏來區長、區民代表選舉公報，亦得註明參閱該區所屬之議員選舉區選舉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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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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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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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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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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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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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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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號 次

相 片 欄

相 　 片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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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2.	 區域議員選舉票為白色。
3.	 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綠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3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山地原住民」字樣。
4.	 平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藍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3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平地原住民」字樣。
5.	 烏來區長選舉票為金黃色。
6.	 烏來區民代表選舉票為淺橘色。
7.	 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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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貳、投開票所一覽表：

選賢與能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性別平等    神聖一票    絕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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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蘆
洲
區

0555 蘆洲國小 中正路１００號 光華里 1-8

0556 蘆洲國小 中正路１００號 光華里 9-11,
13-15

0557 蘆洲國小 中正路１００號 光華里 12,16-19

0558 蘆洲國小 中正路１００號 光明里 1-6,
22-23

0559 蘆洲國小 中正路１００號 光明里 7-14

0560 蘆洲國小 中正路１００號 光明里 15-21

0561 民宅 和平路１８５巷２號 中路里 1-2,5-13

0562 中路市民活動中心 光華路１０７巷１１號 中路里 3-4,
14-17

0563 永安華廈社區 永安南路二段１６巷１８號 永安里 1-7

0564 永安華廈社區 永安南路二段１６巷１２號 永安里 8-13

0565 永安華廈社區 永安南路二段１６巷１０號 永安里 14-19

0566 長安市民活動中心 長安街９６號４樓 九芎里 1-8

0567 長安市民活動中心 長安街９６號４樓 九芎里 9-19

0568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長安分館 長安街９６號３樓 九芎里 20-27

0569 永安市民活動中心 永安南路二段１３４號 延平里 1-7

0570 永安市民活動中心 永安南路二段１３４號 延平里 8-17

0571 中路市民活動中心 光華路１０７巷１１號 中華里 1-7

0572 中路市民活動中心 光華路１０７巷１１號 中華里 8-14

0573 蘆洲國中 中正路２６５號 中原里 1-14

0574 蘆洲國中 中正路２６５號 中原里 15-23

0575 蘆洲國中 中正路２６５號 中原里 24-29

0576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里 1-7,19

0577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里 8-12

0578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里 13-18

0579 忠義廟 長安街１０６號 忠義里 1-7

0580 忠義廟 長安街１０６號 忠義里 8-14

0581 忠義國小 光榮路９９號 正義里 1-3,14

0582 忠義國小 光榮路９９號 正義里 4-6,11

0583 忠義國小 光榮路９９號 正義里 7-9,13

0584 忠義國小 光榮路９９號 正義里 10,12,
17-19

0585 忠義國小 光榮路９９號 正義里 15-16,20

0586 忠義國小 光榮路９９號 正義里 21-25

0587 鷺江國中 長樂路２３５號 南港里 1-6,8,20

0588 鷺江國中 長樂路２３５號 南港里 7,9-12

0589 鷺江國中 長樂路２３５號 南港里 13-19

0590 鷺江國中 長樂路２３５號 永樂里 1-10

0591 鷺江國中 長樂路２３５號 永樂里 11-20

0592 鷺江國中 長樂路２３５號 永樂里 21-27

0593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成功里 1-4

0594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成功里 5-11

0595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成功里 12-21

0596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成功里 22-29

0597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永康里 1-6

0598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永康里 7-11

0599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永康里 12-16

0600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永康里 17-22

0601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永德里 1-7

0602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永德里 8-14

0603 成功國小 長安街３１１號 永德里 15-20

0604 重陽市民活動中心 集賢路２２１巷１１號 樓厝里 1,22,24

0605 普庵寺旁 中興街８５號 樓厝里
2-3,
8-9,
21,23

0606 民宅 民族路２３６巷４９號 樓厝里 4-7,
10-20

0607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信義里 1-5,
18-27

0608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信義里 6-17

0609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兒童親子分館 集賢路２２１巷１１號３樓 玉清里 13-18,
20-21

0610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兒童親子分館 集賢路２２１巷１１號２樓 玉清里 11-12,19

0611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一樓大廳 集賢路２４５號 玉清里 1-10

0612 護天宮 復興路２２７巷２６號 復興里 1-7

0613 護天宮 復興路２２７巷２６號 復興里 8-13

0614 民宅 民族路２０７號 福安里 1-7

0615 鷺江社區活動中心 民權路６８巷４號 福安里 8-11

0616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鷺江里 1-7

0617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鷺江里 8-14,21

0618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鷺江里 15-20

0619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恆德里 1-6,10

0620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恆德里 11-17

0621 永安兒童公園市民活動中心 永安北路二段４２之６號 恆德里 7-9,
18-21

0622 溪墘湧蓮市民活動中心 信義路６５號 溪墘里 1-8

0623 溪墘湧蓮市民活動中心 信義路６５號 溪墘里 9-15

0624 仁復市民活動中心 中山二路３６巷７號 仁復里 全里

0625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仁德里 1-8,19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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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蘆
洲
區

0626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仁德里 9-15

0627 鷺江國小 民族路７號 仁德里 16-18,20

0628 玉清市民活動中心 集賢路２５５號 仁義里 1-3,
15-18

0629 仁義市民活動中心 信義路２２２巷３２弄３１之
１號 仁義里 4-14

0630 湧蓮寺 得勝街９６號 得勝里 1-7,9,21

0631 蘆洲監理站 中山二路１６３號 得勝里 8,10-20

0632 民生市民活動中心 民生街１２９巷１４號 得仁里 1-9

0633 民生市民活動中心 民生街１２９巷１６號 得仁里 10-15

0634 蘆洲國小 中正路１００號 保和里 1-8

0635 蘆洲國小 中正路１００號 保和里 9-15

0636 景福宮活動中心 信義路２７巷７號 樹德里 1-2,9-14

0637 民宅 成功路７２巷１５號 樹德里 3-8

0638 溪墘湧蓮市民活動中心 信義路６５號 民和里 1-6,9

0639 蘆洲奉安宮 永安北路一段６６巷２號 民和里 7-8,
10-15

0640 仁愛市民活動中心 民權路１４３號 水湳里 1-7

0641 仁愛市民活動中心 民權路１４３號 水湳里 9-12,15

0642 仁愛市民活動中心 民權路１４３號 水湳里 13-14,19

0643 仁愛市民活動中心 民權路１４３號 水湳里 16-18,
24-25

0644 仁愛市民活動中心 民權路１４３號 水湳里 8,20-23

0645 仁愛國小 民族路４８８號 水河里 1-2,4

0646 仁愛國小 民族路４８８號 水河里 3,5-8,11

0647 仁愛國小 民族路４８８號 水河里 9-10,13

0648 仁愛國小 民族路４８８號 水河里 12,14-15,
18

0649 仁愛國小 民族路４８８號 水河里 16-17

0650 三民高中 三民路９６號 仁愛里 1-5

0651 三民高中 三民路９６號 仁愛里 6-11

0652 三民高中 三民路９６號 仁愛里 12-19

0653 三民高中 三民路９６號 忠孝里 1-5

0654 三民高中 三民路９６號 忠孝里 6-12

0655 蘆洲國中 中正路２６５號 保佑里 1-8

0656 蘆洲國中 中正路２６５號 保佑里 9-18

0657 仁愛國小 民族路４８８號 保新里 1-6

0658 仁愛國小 民族路４８８號 保新里 7-12

三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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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9 二重國小(1-1教室) 大有街１０號 大有里 1-7,
17-18,20

0660 穀保家商(進德樓114教室) 中正北路５６０巷３８號 大有里 8-14,19

0661 穀保家商(進德樓115教室) 中正北路５６０巷３８號 大有里 15-16.
21-25

0662 二重國小(1-2教室) 大有街１０號 博愛里 1-7

0663 二重國小(1-3教室) 大有街１０號 博愛里 8-14

0664 二重國小(多元化教室) 大有街１０號 博愛里 15-22

0665 二重國小(1-4教室) 大有街１０號 二重里 全里

0666 中山橋市民活動中心 光復路二段１７５號之３ 頂崁里 1-14

0667 中山橋市民活動中心 光復路二段１７５號之３ 頂崁里 15-28

0668 清傳商職(日二孝) 五谷王北街１４１巷１號 谷王里 全里

0669 興穀國小(113教室) 五谷王北街４６號 五谷里 1-17

0670 興穀國小(116教室) 五谷王北街４６號 五谷里 18-25

0671 興德祠 中興北街臨４０之２號 中興里 1,2,7-10,
21-30

0672 空屋 中興南街３４號 中興里
3-6,
11-20,
31-37

0673 重新橋第2市民活動中心 重新路五段２８３號 德厚里 全里

0674 三重高中(綜合大樓二真教室) 集美街２１２號 成功里 1-8

0675 三重高中(綜合大樓二善教室) 集美街２１２號 成功里 9-12,18

0676 中興橋市民活動中心 成功路９號之１ 成功里 13-17

0677 中興橋市民活動中心 成功路９號之１ 成功里 19-21

0678 集美國小(101教室) 集美街１０號 福祉里 1-8

0679 集美國小(103教室) 集美街１０號 福祉里 9-16

0680 集美國小(104教室) 集美街１０號 福祉里 17-20

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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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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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3 三重高中(至聖樓一忠教室) 集美街２１２號 福民里 1-6,
13-15

0684 三重高中(至聖樓一孝教室) 集美街２１２號 福民里 7-12,
16-19

0685 過圳市民活動中心(2樓閱覽室) 過圳街１９號２樓 過田里 1-6

0686 過圳市民活動中心 過圳街１９號 過田里 7-13

0687 過圳市民活動中心 過圳街１９號 過田里 14-20

0688 過圳市民活動中心 過圳街１９號 過田里 21-28

0689 明志國中(仁愛樓901教室) 中正北路１０７號 錦田里 1-8

0690 明志國中(仁愛樓904教室) 中正北路１０７號 錦田里 9-15

0691 清聖宮 重陽路一段２０巷１０號 重明里 1-10

0692 重陽市民活動中心 重陽路一段６０巷１０１號 重明里 11-19

0693 興華市民活動中心 中華路５號 光田里 1-9,16

0694 興華市民活動中心 中華路５號 光田里 19-20,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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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5 護山宮 三陽路１１號 光田里
10-15,
17-18,
21-22

0696 重陽市民活動中心 重陽路一段６０巷１０１號 光陽里 1,29-33

0697 興華市民活動中心 中華路５號 光陽里 2-6,8,
23-25

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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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99 重陽市民活動中心 重陽路一段６０巷１０１號 光陽里 10-18,
27-28

0700 聯邦市民活動中心 中華路１２５號 田心里 1-7,12,
14,16,26

0701 二重國中(909教室) 忠孝路三段８９號 田心里
8-11,13,
15,23,
27-28,31

0702 二重國中(防災整備室) 忠孝路三段８９號 田心里
17-22,
24-25,
29-30,32

0703 福田市民活動中心 三民街２５６號 福田里 1-12

0704 福田市民活動中心 三民街２５６號 福田里 13-24

0705 三民市民活動中心 忠孝路三段４０巷５１號 田中里 1-9

0706 三民市民活動中心 忠孝路三段４０巷５１號 田中里 10-12,
21,24

0707 二重國中(710教室) 忠孝路三段８９號 田中里 13-20,22

0708 二重國中(809教室) 忠孝路三段８９號 田中里 23,25-30

0709 私立來來幼兒園 新北大道一段１００巷１５號 田安里 1-10,
25-28

0710 首都巨星大廈會議室 中華路４９號 田安里
11-15,
29-33,
40-42

0711 甲天下社區大樓會議室 新北大道一段１７６號 田安里 16-24,
34-39

0712 明志國中(信義樓913教室) 中正北路１０７號 三民里 1-6

0713 明志國中(信義樓807教室) 中正北路１０７號 三民里 7-15

0714 三重高中(至聖樓一仁教室) 集美街２１２號 光明里 1-9,
11-12

0715 三重高中(至聖樓一體教室) 集美街２１２號 光明里 10,15-17,
24

0716 三重高中(至聖樓二體教室) 集美街２１２號 光明里
13-14,
18-23,
25,29

0717 三重高中(至聖樓三體教室) 集美街２１２號 光明里 26-28,30

0718 昭安宮 集美街２０７巷２９號 光正里 1-13

0719 昭安宮(會議室) 新興路３１巷６號 光正里 14-22

0720 三光國小(110教室) 大同南路１５７號 同安里 全里

0721 三光國小(111教室) 大同南路１５７號 同慶里 全里

0722 菜寮市民活動中心 中寮街５７巷１８號 菜寮里 1-9

0723 菜寮市民活動中心 中寮街５７巷１８號 菜寮里 10-19

0724 三千宮 光明路１０２號 永春里 全里

0725 重新長老教會 中寮街１６巷２３號 中正里 全里

0726 菜寮市民活動中心 中寮街５７巷１８號 吉利里 全里

0727 中正北路高架橋下空間(大智社區發展協會) 中正北路臨２７之１號 大同里 全里

0728 空屋 中正南路５２巷１７號 中民里 全里

0729 空屋 電信街９９號 平和里 全里

0730 空屋 大同南路１１７巷６９號 大安里 全里

0731 光興國小(教學大樓111教室)	 正義南路６２號 仁德里 1-11

0732 光興國小(教學大樓112教室)	 正義南路６２號 仁德里 12-20

0733 海清宮 大同南路７８巷２３號 忠孝里 全里

0734 光興閱覽室 正義南路６２號之１ 仁義里 全里

0735 空屋 福裕街３２號 光榮里 全里

0736 光興國小(教學大樓113教室)	 正義南路６２號 光輝里 全里

0737 空屋 和平街２０號 福星里 全里

0738 光興國小(教學大樓115教室) 正義南路６２號 福利里 1-9

0739 光興國小(教學大樓116教室) 正義南路６２號 福利里 10-16

0740 車庫 中央南路４２號 清和里 1-2,7-15

0741 車庫 中央南路３２巷４０號 清和里 3-6,
16-20

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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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43 正義國小(102教室) 信義西街３１號 中山里 1-12

0744 正義國小(103教室) 信義西街３１號 中山里 13-22

0745 正義國小(104教室) 信義西街３１號 大園里 1-11

0746 正義國小(105教室) 信義西街３１號 大園里 12-22

0747 南聖宮 大仁街２７號 國隆里 1-16

0748 南聖宮會議室 大仁街２７號 國隆里 17-26

0749 明志國中(閱覽室) 中正北路１０７號 重陽里 1-11

0750 明志國中(導護室)	 中正北路１０７號 重陽里 12-25

0751 修德國小(夢想樓1樓101教室)	 重陽路三段３號 民生里
1-2,9,
11-12,
20-23

0752 大同市民活動中心 大同北路１８６號 民生里 3-8,24,27

0753 修德國小(夢想樓1樓102教室) 重陽路三段３號 民生里 10,13-19,
25-26,28

0754 重新里活動中心 正義北路２８巷４０號 重新里 全里

0755 車庫 正義北路４８巷２６號 正德里 全里

0756 正義國小(114教室) 信義西街３１號 正義里 全里

0757 車庫 長壽西街７７號 正安里 全里

0758 車庫 雙園街５７巷６號 自強里 全里

0759 信義長青中心 信義西街１號 文化里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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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0 信義長青中心 信義西街１號 文化里 15-28

0761 正義國小(113教室) 信義西街３１號 中央里 全里

0762 正義市民活動中心 雙園街１號 雙園里 全里

0763 慈惠宮會議室 文化北路１７號 錦通里 全里

0764 正義國小(115教室) 信義西街３１號 錦安里 全里

0765 車庫 長安街４１號 長安里 1-14

0766 車庫 長安街３７號 長安里 15-22

0767 空屋 福德北路６４巷４號 光華里 全里

0768 開元市民活動中心 開元街１號 長生里 全里

0769 開元市民活動中心 開元街１號 開元里 全里

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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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1 福安宮 長元街８４號 長元里 1-7

0772 三重龍門社區(社區通道) 長安街９８號旁 長元里 8-18

0773 開元市民活動中心 開元街１號 長江里 全里

0774 光榮國中(光興樓1樓資源班C班) 介壽路２６號 長泰里 1-7

0775 光榮國中(光興樓1樓資源班D班) 介壽路２６號 長泰里 8-20

0776 民宅 河邊北街８４之１號 長福里 全里

0777 三重國小(崇德樓3112教室) 三和路三段１號 介壽里 全里

0778 光榮國中(光華樓1樓708教室) 介壽路２６號 萬壽里 1-11

0779 光榮國中(光華樓1樓709教室) 介壽路２６號 萬壽里 12-20

0780 光榮國中(光華樓1樓909教室) 介壽路２６號 錦江里 1-10

0781 光榮國中(光華樓1樓補校一忠教室) 介壽路２６號 錦江里 11-20

0782 龍濱市民活動中心 秀江街２８號 龍濱里 1-10

0783 龍濱市民活動中心 秀江街２８號 龍濱里 11-20

0784 光榮國中(光華樓1樓補校二忠教室) 介壽路２６號 龍門里 全里

0785 光榮國中(光華樓1樓補校三忠教室) 介壽路２６號 秀江里 全里

0786 三重國小(崇德樓3113教室) 三和路三段１號 奕壽里 全里

0787 三重國小(崇德樓3114教室)	 三和路三段１號 三安里 1-9

0788 三重國小(崇德樓3115教室) 三和路三段１號 三安里 10-20

0789 六張市民活動中心 六張街６６號 福安里 1-13

0790 六張市民活動中心 六張街６６號 福安里 14-25

0791 厚德國小(忠孝樓A101教室)	 忠孝路一段７０號 信安里 全里

0792 六張市民活動中心(2樓閱覽室)	 六張街６６號２樓 安慶里 1-8

0793 六張市民活動中心(2樓閱覽室)	 六張街６６號２樓 安慶里 9-16

0794 修德國小(夢想樓1樓104教室) 重陽路三段３號 幸福里
1-6,
12-14,
28-30

0795 修德國小(夢想樓1樓105教室) 重陽路三段３號 幸福里 7,15-17,
31-36

0796 六合市民活動中心 自強路二段５０巷２２號 幸福里 8-11,
18-27

0797 六合市民活動中心 自強路二段５０巷２２號 六合里 1-14

0798 六合市民活動中心 自強路二段５０巷２２號 六合里 15-25

0799 重陽國小(102教室) 中正北路１１３號 六福里 1-7

0800 重陽國小(106教室) 中正北路１１３號 六福里 8-18

0801 重陽國小(114教室) 中正北路１１３號 六福里 19-29

0802 三德市民活動中心 龍門路２７４巷３６號 順德里 1-11

0803 三德市民活動中心 龍門路２７４巷３６號 順德里 12-23

0804 三德市民活動中心 龍門路２７４巷３６號 承德里 全里

0805 車庫 仁興街４巷１２號 瑞德里 1-10

0806 市立幼兒園崇德分班(公共空間) 仁孝街６２號 瑞德里 11-19

0807 玄峯慈惠堂 仁愛街７７號 崇德里 1-7,9-14

0808 市立幼兒園崇德分班(小班教室) 仁孝街６２號 崇德里 8,15-23

0809 市立幼兒園崇德分班(中班教室) 仁孝街６２號 崇德里 24-32

0810 厚德市民活動中心 三和路三段１７０巷４９號 厚德里 1-11

0811 厚德市民活動中心 三和路三段１７０巷４９號 厚德里 12-22

0812 車庫 三和路三段１２５巷３１號旁 維德里 1-10

0813 工廠 溪尾街５巷２７號 維德里 11-21

0814 德林寺 三和路三段８５號 尚德里 1-5,16,
21-29

0815 厚德國小(忠孝樓A103教室) 忠孝路一段７０號 尚德里 6-15,
17-20

0816 培德市民活動中心 忠孝路二段３５號Ｂ１ 培德里 1-14

0817 培德市民活動中心 忠孝路二段３５號Ｂ１ 培德里 15-24

0818 厚德體操館(1樓川堂) 自強路二段９３號 立德里 1-8,11,
19-20

0819 和平市民活動中心 自強路二段９０號 立德里
9-10,
12-18,
21-22

0820 永德市民活動中心 自強路三段４３巷２３號 永德里 1-12,34

0821 後竹圍市民活動中心 自強路三段４２巷１１號 永德里 13-22

0822 後竹圍市民活動中心 自強路三段４２巷１１號 永德里 23-33

0823 空屋 大勇街４３號 永煇里 1-6,
14-16

0824 六玄宮 國道路一段３９巷１７號 永煇里 7-13

0825 工廠 力行路一段１７８巷２４號 永發里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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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6 工廠 中正北路１９３巷２１弄２５
號 永發里 9-14,27

0827 太璞宮(仙公廟)圖書室 中正北路３１７巷１號 永發里 15-25

0828 永盛市民活動中心 車路頭街１３３號 永盛里 1-13

0829 永盛市民活動中心 車路頭街１３３號 永盛里 14-25

0830 三和國中(和樂樓926教室) 三和路四段２１６號 永吉里 1-10

0831 三和國中(和樂樓927教室) 三和路四段２１６號 永吉里 11-20

0832 永安里民活動中心 車路頭街１０８號 永安里
1-4,
13-15,
19-20

0833 義天宮 車路頭街１５０號 永安里 5-12,
16-18

0834 永豐閱覽室 永福街１９７巷６之１號２樓 永豐里 1-11

0835 永豐市民活動中心 永福街１９７巷６之１號 永豐里 12-21

0836 永豐市民活動中心 永福街１９７巷６之１號 永豐里 22-32

0837 義天宮 車路頭街１５０號 永福里 1-10

0838 永福市民活動中心 力行路二段１６２巷５５號 永福里 11-21

0839 永福市民活動中心 力行路二段１６２巷５５號 永福里 22-30

0840 永福國小(多元學習教室) 永福街６６號 永清里 1-9,28,30

0841 永福國小(6年1班教室) 永福街６６號 永清里 10-18,31

0842 永福國小(5年1班教室) 永福街６６號 永清里 19-27,
29,32

0843 永福國小(6年2班教室) 永福街６６號 永順里 1-11

0844 永福國小(1年1班教室) 永福街６６號 永順里 12-22

0845 永福國小(1年2班教室) 永福街６６號 永順里 23-36

0846 聖安宮 仁政街４９號 溪美里 1-4,
17-19

0847 三重社會福利大樓 溪尾街７３號 溪美里 5,8-9,
15-16

0848 私立安尼爾幼兒園(活動教室) 仁政街１１１號 溪美里 6-7,10,
20-22

0849 三重社會福利大樓 溪尾街７３號 溪美里 11-14

0850 三和國中(和樂樓928教室) 三和路四段２１６號 福隆里 1-6

0851 三和國中(和樂樓929教室) 三和路四段２１６號 福隆里 7-12

0852 三和國中(和樂樓930教室) 三和路四段２１６號 福隆里 13-19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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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4 車庫 仁愛街２６９巷３２號 五常里
2-4,7,
14,18-19,
32-34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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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6 碧華國中(815教室) 自強路五段６６號 五福里 1-11

0857 碧華國中(808教室) 自強路五段６６號 五福里 12-17

0858 碧華國中(902教室) 自強路五段６６號 仁忠里 1-11

0859 碧華國中(701教室) 自強路五段６６號 仁忠里 12-23

0860 慈福臨時活動中心 三和路四段１６７巷１１１號
旁 慈福里 1-6,

16-17

0861 慈福臨時活動中心 三和路四段１６３巷９２號旁 慈福里 7-15

0862 慈生市民活動中心 三和路四段１９１巷７８號 慈生里 1-11

0863 慈生市民活動中心 三和路四段１９１巷７８號 慈生里 12-20

0864 民宅 溪尾街２１８巷１６號 慈惠里 1-7

0865 工廠 溪尾街２１８巷７號 慈惠里 8-15

0866 慈愛市民活動中心 仁美街１０８巷１３號 慈愛里 1-14

0867 慈愛市民活動中心 仁美街１０８巷１３號 慈愛里 15-25

0868 慈化市民活動中心 溪尾街３２７號旁 慈化里 1-9

0869 慈化市民活動中心 溪尾街３２７號旁 慈化里 10-17

0870 慈祐市民活動中心 仁愛街４２５巷９號之１ 慈祐里 1-10

0871 慈祐市民活動中心 仁愛街４２５巷９號之１ 慈祐里 11-19

0872 慈祐市民活動中心 仁愛街４２５巷９號之１ 慈祐里 20-26

0873 五華國小(103教室) 集賢路８９號 富華里 1-12

0874 五華國小(105教室) 集賢路８９號 富華里 13-24

0875 五華國小(107教室) 集賢路８９號 富貴里 1-14,17

0876 五華國小(109教室) 集賢路８９號 富貴里 18-21

0877 五華國小(110教室) 集賢路８９號 富貴里 15-16,
22-32

0878 碧華國小(D棟101教室) 五華街１６０號 富福里 1-12

0879 碧華國小(D棟102教室) 五華街１６０號 富福里 13-20

0880 五華市民活動中心 仁義街２２８巷１２號 五華里 1-5

0881 五華市民活動中心 仁義街２２８巷１２號 五華里 6-12

0882 五華市民活動中心 仁義街２２８巷１２號 五華里 13-18

0883 碧華國小(D棟103教室) 五華街１６０號 碧華里 1-3,8-13

0884 碧華國小(D棟104教室) 五華街１６０號 碧華里 4-6

0885 碧華公園老人會辦公室 仁華街１１８巷９之８號 碧華里 7

0886 碧華國小(D棟105教室) 五華街１６０號 碧華里 14-16

0887 車庫 溪尾街１０８巷２７號 福樂里 1-12

0888 車庫 三和路四段１４５巷５號 福樂里 13-23

0889 蘆洲永安兒童公園活動中心(銀髮俱樂部)
蘆洲區永安北路二段４２之６
號 仁華里 1-7,16,

22-24

0890 奉興宮 永安北路二段２５巷６０號對
面 仁華里 8-15

0891 優悅賞公寓大廈 仁安街８９號 仁華里 17-21,
25-27

0892 碧華國中(709教室) 自強路五段６６號 五順里 1-16

0893 碧華國中(801教室) 自強路五段６６號 五順里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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