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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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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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選舉區（板橋區）候選人

第1張，共3張

號次
姓名 黃俊哲 性別 男

學

歷

◎輔大企管所碩士畢業
◎臺大國發所碩士畢業

1
出生地 臺灣省嘉義縣

出  生
年月日 67年04月27日 推薦之

政   黨 民主進步黨

經

歷

◎政大國發所博士班就讀中
◎小英之友會顧問
◎台北縣議員
◎台北縣議會民進黨團總召
◎第二屆新北市議員（完成：優化
流浪動物認養程序、改善動物之家
環境、揭發黑心食品、汰換板橋車
站老舊扶梯、擴大公共幼托、成功
增設浮洲運動和音樂公園及忠孝國
中停車場..等成績）
◎民進黨中執委、中評委
◎板橋市嘉義同鄉會理事長
◎大專講師

政

見

【規劃好願景，做出好政績，如果您挑政見、看政績，選人投票，請您

支持政見都負責、服務不打折的好議員黃俊哲，感謝！】

板橋是新北的首善之區，人口近六十萬，比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等都

還多。人口多，是數量的大，而俊哲提出的《大板橋主義》，是希望板橋

的軟硬體發展，能透過有遠見的規劃、務實的執行和可靠的效率，讓板橋

從建設到人文，全面的加速進步、昂揚，讓板橋和大家，一起偉大。

◎大交通：俊哲任內成功增設許多Ubike新站點及汽機車停車場，目的是

為了便利板橋居民的交通。眾所周知，上下班時段板橋交通相當壅塞，

未來必須透過智慧型車流即時監控、分析，大力重整交通、改善堵車，

還給板橋居民好交通。

◎大動保：動物無法為自己發聲，俊哲在議員任內，協同許多熱心的動

保志工優化流浪動物認養程序、改善動物之家環境，黃俊哲是板橋最關

心動保的議員，當之無愧。新北市動保政策和環境還有許多待改善之處

，需要有關心動保的議員持續努力，如嚴打稽查寵物繁殖場、續推以認

養代替購買、提升收容中心環境並落實TNVR。

◎大食安：食品安全，人才會健康。俊哲曾勇敢揭發黑心保健食品，踢

爆廠商謊言和要求新北市府加強稽查。俊哲將爭取編制新北食安特攻隊

，捍衛民眾「食」的安全。 

◎大醫療：板橋人口眾多，醫療品質必須快速提升，才能妥善照顧板橋

居民的健康。俊哲持續推動板橋醫院改建，增加800床位，成立板橋醫療

園區，提升板橋醫療能量，讓板橋醫療水準、品質和能力都追上板橋的

城市發展。

◎大居住：市長候選人蘇貞昌當初擘劃、完成板橋新板特區，讓板橋猶

如起飛般地發展，這次蘇貞昌再度提出「百倍速都更」，要讓都市再生

。俊哲支持成立新北都更中心、加速危老建築防災型都更，更會大力加

速推動社會住宅，還要求新北必須興建公共學生宿舍，解決學生住宿問

題。

◎大社福：俊哲多次提案，成功增班公共幼托，讓政府幫忙年輕夫妻降

低養育的負擔，唯有增加公共幼托，讓年輕人敢婚敢生，才能真正改變

台灣人口老化問題。也關注長照推行、增進銀髮族照護，要求新北市政

府規劃銀髮族完善照護配套措施，從銀髮族居住、看護、照護到醫療，

完善配套。

◎大經濟：朱立倫市長趕在卸任前，臨時火速成立新北區塊鏈產業推動

辦公室，並規劃3800坪特區。連朱立倫都感知區塊鏈可能為新北產業、

經濟帶來的未來發展，俊哲當然力主板橋不能缺席。俊哲將提案擘畫板

橋的區塊鏈經濟特區，並結合新創產業育成中心，讓政府提供更多實際

資源，幫助新創和經濟發展。

歡迎加入黃俊哲LINE好友，請搜尋ID：@ a j e r

感謝！

號次
姓名 林國春 性別 男

學

歷

美國柏明罕大學犯罪學碩士，中央警
察大學刑事系法學士。

3
出生地 福建省金門縣

出  生
年月日 57年01月08日 推薦之

政   黨 中國國民黨

經

歷

臺北縣警察局刑警大隊組長、新北
市退休警察人員協會理事長、新北
市公共事務推展協會理事長、亞洲
警察學會主席、臺北縣第16屆議
員、新北市第1-2屆議員

政

見

十大政見：

一、守護孩子，建構安心校園環境

二、保障婦女，建置友善育兒及安全空間

三、照護長輩，建置托老環境

四、廣設青年住宅、輔導青年就業

五、推動危老建築改建，捷運到哪都市更新到哪

六、打造地方多元休閒，推動國民運動中心

七、協助保障爭取軍公教警消勞現職與退休權益

八、爭取警察、消防超勤加班費實報實銷與勤務住宅

九、持續推動反對廢除死刑

十、酒駕、毒品零容忍，保障市民安全

號次
姓名 彭盛韶 性別 男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學士

6
出生地 臺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73年05月11日 推薦之

政   黨 時代力量

經

歷

時代力量智庫副執行長、經濟部部
長秘書、台北市政府資訊局專門委
員、新北市八里愛心教養院三峽分
部教保員、新北市萬里區公所課
員、研發工程師

政

見

 
 

 

 
更多相關資訊：  

 

 

號次
姓名 何博文 性別 男

學

歷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
文化大學新聞系學士

4
出生地 臺中市

出  生
年月日 62年06月27日 推薦之

政   黨 民主進步黨

經

歷

中國時報政治記者
新新聞政治記者
民眾日報政治記者
寶島新聲電台主持人
快樂電台主持人
綠色和平電台主持人
大話新聞政治評論員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員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民主學院主任
民主進步黨中央執行委員
新北市議會第2屆議員

政

見

爭取興建地下、路外平面停車場，解決停車之苦。

清查校園閒置空間，增設公托、公幼、日間托老中心。

校園危樓總體檢，爭取老舊校舍補強改建。

全面改建板橋醫院，整合成板橋綜合醫療園區。

打造親水城市，爭取河岸綠美化及整建休閒運動場地。

活化板橋在地古蹟，提升藝文生活品質。

浮洲合宜宅生活圈綠美化、道路優化與交通改善。

強力監督防搶、反毒、肅竊、查槍、防堵飆車等治安工作。

強力監督防洪治水工程，讓人民免於水患、污水逆流之苦。

要求市府整理雜亂纜線，還市民乾淨天空。

落實提高板殯回饋金，提升當地居民生活品質。

積極爭取電子站牌，Ubike設點，強化公車與捷運站連結，鼓勵大眾運輸。

全力推動防災型都更，保障安全居住環境。

推廣棒球、慢壘運動，舉行比賽，讓體育活力深植社區民間。

號次
姓名 吳炳輝 性別 男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生化科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學士
國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化學工程科
臺北縣立板橋中山國中
臺北縣立板橋海山國小5

出生地 新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70年05月13日 推薦之

政   黨 無

經

歷

捍衛校園自主聯盟發言人/副發言人
「民主微整形  新北政治實境營」
「青雁展翅人才培訓研習營」
「第二屆青年活水營」團體表現獎
冠軍
台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政

見

政見： 

1. 建設大浮洲：配合榮民之家打造長照養生村及聚落，協助大觀社區居民本於

初衷獲得良善安置。並配合台灣藝術大學將藝術融入當地社區，以美術及音

樂讓浮洲能成為養生、樂活、藝術結合的地區。 

2. 繁榮江子翠：江子翠古名江仔嘴，是祖父母前往台北所需要坐船的渡船頭。

因此，結合藍色公路帶來的三蘆地區民眾，在河濱公園打造穿浴衣、看煙火、

吃小吃的夏日生活，為期 100 天。故稱為「江子翠夏日一百」，帶動經濟。 

3. 不要歌劇院，也不要親子館：歌劇院，台北台中都有，不缺板橋；親子館容

易形成公衛上群聚感染的溫床，如腸病毒或流感。小朋友不能倖免！唯有爭

取原地改建成如台北小巨蛋的多功能場館，讓青少年朋友可以親眼看見 NBA

及各樣如獅子王等國外原裝劇團演出! 新民里可是有籃球職業球員的! 

4. 加速協助推動都市更新：不管是一般型或防災型都更，炳輝將竭力於讓板橋

人住的好；老人不用爬樓梯，減少膝蓋負擔及摔倒風險；盡速拆除鉛管房屋

及海砂屋等不公義的事件；提高耐震係數，讓大家面對地震也不用擔心！ 

5. 提倡在地就業、在地安托、及在地安養三個理念！讓板橋，成為每一個人的

家！ 

號次
姓名 丁睿昇 性別 男

學

歷

1.崙豐國小
2.永年中學
3.嘉義高中
4.南榮大學7

出生地 臺灣省雲林縣

出  生
年月日 54年03月11日 推薦之

政   黨 無

經

歷

1.雲林縣縣政顧問
2.雲林縣臺西鄉鄉民代表
3.艾瑞生醫有限公司總經理
4.新北市有富慈善會理事長
5.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板橋分會）
名譽理事長

政

見

號次
姓名 阮橋本 性別 男

學

歷

土城國小畢
土城國中畢
光華商職肄業8

出生地 臺灣省苗栗縣

出  生
年月日 59年11月28日 推薦之

政   黨 無

經

歷

殯葬業

政

見

守護你我

堅守公義

號次
姓名 葉元之 性別 男

學

歷

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台大政治學學士
台大文學學士2

出生地 臺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63年12月28日 推薦之

政   黨 中國國民黨

經

歷

新北市政府副發言人
新北市政府新聞局主任秘書
師大教育學院博士候選人
美國南加大傳播管理碩士
台藝大講師
玄奘大學、中華大學講師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
學院講座
朱立倫競選總部發言人
外商飛利浦公共事務經理
紐約明報記者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顧問

政

見

國民黨唯一新人，7年多市政歷練，用專業改變政治！

市政最熟悉，服務有效率！

●   友善休閒運動設施：

公園籃球場加設天幕頂蓋，改善橋下籃球場設施，雨天也能快樂打球

因應市民需求，爭取活動中心

●   托老再升級：

公園增設專屬長輩體健設施

設立平台供退休長輩貢獻智慧，再度創業或就業

●   托育教育：

增設公托中心及公共幼兒園

中小學全面加裝冷氣

全面改善校園安全，建立警民連線、監視系統

●   便利居家生活：

檢討垃圾車收垃圾時間，倒垃圾不用趕

盡快完成全區汙水下水道鋪設，環境乾淨又衛生

●   行銷板橋：

促進商業及觀光活動，提高板橋國際能見度

開放板橋放送所，做為國際人士及市民活動場所

其他政見請掃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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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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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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選舉區（板橋區）候選人

第2張，共3張

號次
姓名 曾煥嘉 性別 男

學

歷
東南科技大學營建科系畢業

16
出生地 臺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65年09月10日 推薦之

政   黨 中國國民黨

經

歷

板橋市第十屆市民代表會主席
新北市議會第一屆、第二屆市議員
新北市板橋區民眾服務社理事長
中國國民黨板橋區黨部主任委員
中國國民黨新北市委員會委員
中國國民黨第18、19、20屆全國
黨代表

政

見

一、傾聽在地聲音，提供迅速選民服務，解決民生問題，爭取市民福利。 

二、督促市府建設，改善企業投資環境，增加青年工作就業機會。 

三、增加公立幼兒園班級數量，減輕青年托育壓力。
 
四、督促市府早日完成三環三線，並加設溪崑浮洲捷運系統，提升新北市交通 

便利性。

 

五、加快市府長照托育設立速度，讓老人、幼兒都能受到更妥善的照顧。 

六、推行板橋都更計畫，早日完成埔墘、江子翠北側重劃區之學校、公園等公 

共設施及增設公共交通系統提升市民生活便利性。 

七、加速板橋地區地下停車場設立，解決市區停車位數量不足問題。 

八、加強老舊校舍設備之汰換，讓學子有更好的學習環境。 

 

 

 

 

號次
姓名 王汝聰 性別 男

學

歷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畢業
國立師大附中501班畢業

11
出生地 臺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55年02月07日 推薦之

政   黨 新黨

經

歷

警察廣播電臺記者、聯合報社會組
北部都會組記者、預官三十八期憲
排、國立政治大學基層文化服務隊
隊長、國立政治大學山地服務隊隊
長、救國團總團部活動組服務員、
師大附中三民主義研究社社長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在職專班
EMA碩士班肄業

政

見

一、民族主義：打假台獨、還真中華、捍衛中華民國、永為正藍軍！！

二、民權主義：運用網路社群、落實主權在民、以Line官方帳號「王汝聰」選前爭取頭家全力支持、選後天天向頭家報告問政實績、

讓人民在四年1460天中天天是頭家、而不只是無力無奈的納稅人及選民！！

三、民生主義：和其他議員一樣注意照顧弱勢，落實福利外，更要建構板橋為年青人創新創業的新天地、推出方案讓觀光客願意在板

橋遊憩觀光消費而不是過站不停留！！

號次
姓名 劉美芳 性別 女

學

歷

光仁國小、光仁國中、光仁高中、美
國南伊利諾州大學。

12
出生地 臺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67年12月07日 推薦之

政   黨 中國國民黨

經

歷

新北市第1、2屆議員。國民黨第
18-19屆中央委員。新北市關懷婦
幼協會理事長。新北市家庭扶助基
金會委員。板橋區彰化同鄉會理事
長。新北市家長協會顧問、板橋區
家長協會顧問。新北市教師會顧
問。新北市毛小孩關懷協會創會理
事長。工商婦女公益推廣協會會
長。

政

見

1.增設公共托育中心及公立附設幼兒園，減輕家長負擔。

2.持續推動老舊校舍改建及增闢地下停車場

3.續推興建新北藝文表演中心及板橋第二座國民運動中心

4.爭取三環三線再加一線，捷運輕軌於浮洲溪崑地區設站

5.協助加速推動老舊社區都更，改善居住安全品質

6.發展新創及青年創業園區，發展產業降低失業率

7.改善少子化，爭取人工生育補助

8.持續增設公共托老照護中心及銀髮俱樂部

9.整頓市容加速電桿電纜地下化

10.結合高灘地及435藝文特區，打造板橋藝文休憩新亮點

號次
姓名 李婉鈺 性別 女

學

歷

文化大學建築暨都市設計學系博士
南加大土木工程系
板橋國中
板橋國小13

出生地 臺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61年03月27日 推薦之

政   黨 無

經

歷

新北市第一、二屆市議員
新北國際青商會長
中華航空公司空服員
台灣高鐵土木工程師
板橋雲林同鄉榮譽理事長

政

見

「發揮建築及都更專業」

一、完成湳仔溝整治：

1.婉鈺2017研究施作子母溝工法，2018成功完成湳仔溝整治。

2.爭取湳雅夜市油水分離設施，源頭控制汙染源改善夜市環境。

3.汙水下水道全面接管。

二、加速都更、新北新風貌：

1.新北市環境景觀總顧問制度、景觀自治條例、新北市景觀政策

白皮書、29區既有建設檢討。2.因應三環三線重新檢討「新北市

擬定更新計畫暨劃定都市更新地區」。3.檢討《新北市防災建築

再生自治條例》提高獎勵，鼓勵民眾都更。4.定期檢討老舊閒置

空間，再利用。5.替浮洲地區廠房爭取搬遷用地、居民爭取合理徵

收及重劃條件。

三、創造各鄉鎮特色：

1.推動新北社區營造結合產官學整合數位平台。2.落實社區規劃師

培訓計畫、執行團隊遴選與實施。3.廣建社區共融性公園，遊具

及公廁景觀升級。

四、老中青友善：

1.以社區為單位廣設公托中心、公立育幼院。2.社區長照中心設

立。3.推動重大疾病與行動不便的患者享有免費醫療車。4.推辦各

項婦幼成長與教育課程。5.推動外籍配偶及幼兒融入當地生活文

化與教育研習。6.婦幼各項福利之爭取，協助弱勢婦幼照顧。7.增

加只租不售的青年社會住宅，低價租金，推動包租代管。8.爭取

青年街舞場地。

五、堅絕反對酒駕，提案地方自治提高酒駕罰。

六、持續爭取警消同仁健康安全之各項措施。

七、動物保護相關政策：

1.推動民間辦理犬貓收容所及中途之家，建立相關規範（含送養

流程、家訪、後續追蹤辦法、定期稽查機制），避免非法牟利或

不當送養。2.新北市動保員高風險業務相關保障。3.編制專職動

物法、推動專職動保警察及醫師專責處理動物受虐案。4.爭取新

北市動物友善巴士，配合動物友善設施景點行程推動在地觀光。

5.擬定工作犬退役後送安養機制。

八、繼續爭取合法改裝、為廣大機車族爭取權益：

1.婉鈺與立委蔡易餘連線於106年9月邀集相關單位研議法規，明

訂合法改裝項目。2.持續監督新北員警必須在「監理單位及警察

聯合稽查」時才可取締違規改裝。3.全力支持車友、爭取重機之

國道路權。4.二行程古董車之合法權益。

九、健全垃圾運棄政策，降低垃圾袋價格。

號次
姓名 戴瑋姍姗

性別 女

學

歷
台大政治系學士

10
出生地 高雄市

出  生
年月日 79年01月23日 推薦之

政   黨 民主進步黨

經

歷

台大政治研究所
台大研究生協會會長
民進黨創黨三十周年青年代表
立法院資深政策研究助理
台北市議會法案助理
吳思瑤競選文宣部主任、新聞發言
人
三立、年代、民視政論節目來賓
太陽花學運成員
新創政治連線發起人
台灣民主基金會專員
耕著熊運動健康社團代言人
高雄女中
新竹客家人

政

見

號次
姓名 廖裕德 性別 男

學

歷

華夏工專畢業。
勵行中學畢業。
後埔國小畢業。14

出生地 新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40年09月14日 推薦之

政   黨 無

經

歷

私立裕德高中附設國中、國小、幼
兒園創辦人。現任新北市板橋區
農會理事長。新北市議會第1屆議
員（臺北縣議會第11 12 13 15屆
議員）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創辦新
北市板橋區學校志願服務資源協會
（1993）年。現任新北市體育總會
常務監事。現任新北市排球委員會
主任委員。國立板橋高中、後埔國
小家長會長。

政

見

督促市府，推動教育改革。

督促市府，提升施政品質和效率。

督促市府，強化治安、消防、社會安全體系，改善交通環境。

督促市府，規劃及推展完善的社會福利措施。

督促市府，加速都市更新。

號次
姓名 周勝考 性別 男

學

歷

國立東勢高工、仁德醫護管理專校、
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組
織管理組碩士15

出生地 臺灣省南投縣

出  生
年月日 45年03月14日 推薦之

政   黨 中國國民黨

經

歷

板橋市民代表；臺北縣議會14、
15、16屆議員；新北市議會第1、
2屆市議員；新北市議會黨團書記
長；獅子會會長、300B2區總監板
橋區體育會理事長；救護大隊長；
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學分班結業

政

見

堅持專職議員，議會質詢、出席率百分百，保持問政評鑑第一。

問政政見：

一、生活提升：

●  持續爭取經費改善公園設施，提升市民生活品質。

●  爭取釋出公有空間，增闢公園綠地，增加休閒空間。

●  爭取板橋第二市民運動中心。

●  持續推動動物保護政策。

二、社會福利：

●  推動老人就養長照政策，爭取提高老人津貼，提升年長者生

活品質。

●  爭取特別預算輔導青年創業及增加社會新鮮人就業機會，降

低失業率，保障勞工權益。

●  持續推動青年住宅，減輕年輕人成家立業的壓力。

●  爭取3~5歲育兒津貼，減輕家庭育兒壓力，提升生育意願。

三、教育政策：

●  持續推動老舊校舍改建，充實教學軟硬體設備，提高教育品

質。

●  持續推動國中、小教室全面增設冷氣設備。

●  爭取幼兒教育補助向下延伸至四足歲，減輕教育負擔。

●  持續推動增設公共托育中心，推動公、私立幼兒園雙軌平衡

發展

●  推動營養午餐中央餐廚，保障學童飲食安全。

四、公共建設：

●  推動提高都更獎勵及容積率，簡化審查流程，有助都市更

新。

●  結合新建公共工程，爭取地下停車場共構，紓解停車空間不

足問題，並保障機車停放權益，讓機車族有位可停。

●  協助政府招商及鼓勵民間投資，提高在地就業機會。

●  持續推動騎樓免徵房屋稅、地價稅，推動稅法改革，維護租

稅公平。

●  持續推動板橋歌劇院，增加板橋藝文活動空間。

●  堅持繼續推動板橋殯儀館遷移，現址恢復公園綠地，永不放

棄。

●  繼續推動老舊消防及警察廳舍改善整建。

●  持續在議會監督，保障公務人員權益。

號次
姓名 張淑惠 性別 女

學

歷
台大財務金融系

9
出生地 臺灣省彰化縣

出  生
年月日 60年07月13日 推薦之

政   黨 無

經

歷

我投身非營利民間教育改革二十多
年不曾間斷，住板橋十二年，工作
生涯等於社運生涯，希望將理想與
熱情化為在議場的監督，讓不分階
級孩子與家庭能享有進步實驗教育
的成果。
人本森林育部主任
人本教育中心主任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秘書長
現職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理事
長
歐巴聯盟全國總召集人
歐巴桑聯盟推薦候選人

政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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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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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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選舉區（板橋區）候選人

第3張，共3張

號次
姓名 石一佑 性別 女

學

歷

致理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副學士
台北市立大安高工
靜修女中
江翠國中
新埔國小17

出生地 臺灣省南投縣

出  生
年月日 55年01月23日 推薦之

政   黨 民主進步黨

經

歷

板橋市民代表第8、9屆市民代表。
致理科技大學服務業經營管理系碩
士班。文化大學碩士學分班（經營
管理）。蔡英文競選總統板橋西區
副總幹事。張宏陸議員服務處主任
暨競選立委特助。

政

見

1. 嚴審預算，看緊市民荷包。 
2. 保障銀髮族醫療需求，爭取年滿 65 歲免繳健保費及假牙補助。 
3. 增設公立幼兒園班級數量，保障幼教品質以及減輕市民托育壓力。 
4. 積極推動政府閒置空間活化改造成公立托老、托幼設施，以減輕家庭之負擔

並推動祖孫情課程互動，使親情連結不隔閡。 
5. 謹慎監督國小國中各項課程內容，確保適齡教育避免揠苗助長。 
6. 加速建設，改善投資環境，增加板橋在地青年就業機會。 
7. 爭取勞工子女就學補助，減輕勞工經濟壓力。 
8. 提高生育補助及育兒津貼，減輕養兒負擔。 
9. 公園增設無障礙空間及運動器材，讓所有市民皆能享受良好健康休閒去處。 
10. 全力爭取利用溪崑地區公園、學校等現有公共設施，增設共構地下停車場。 
11. 監督市政府儘速完成台 65 線快速道路南向匝道，讓浮洲、溪崑地區交通更

便捷。 

號次
姓名 王淑慧 性別 女

學

歷

臺北市雙園國小、華江女中、板橋高
中、輔仁大學、淡江大學教育政策暨
領導研究所碩士。18

出生地 臺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44年12月02日 推薦之

政   黨 民主進步黨

經

歷

現任：新北市議員
加油工、國中、高中補校教師、美
國伊利諾州立大學環境保護研究。
板橋市第5屆市民代表、臺北縣第
12、13、14屆縣議員、新北市第
1、2屆市議員、第5、6屆立法委
員。
民進黨創黨黨員、全國黨員代表、
執行委員、中評委、婦展會長、板
橋市黨部總幹事、家扶中心副主
委。

政

見

一、秉持清廉、專業、勤政、公平、正義為民喉舌之核心價值，堅守岡位穩定議事水平。

二、薑是老的辣！！！連結中央與地方服務經驗，爭取地方應有建設。

三、實現居住正義：積極爭取市府強化公共住宅資源，落實協助無自有住宅之經濟弱勢及青年家戶居住需求。

四、爭取新北市財源重分配：嚴格審議市府營業及非營業等18個特種基金的運用，避免公帑浪費，債台高築。

五、持續要求市府全面清查檢測地下管線，並設置共同管路，給市民無懼的空間。

六、持續強力推動改建市立板橋醫院，提高醫療照護水準，提供市民較優質之就醫環境。

七、盤點閒置空間與活化！！！協助增建平價公共托育中心及日照中心並加強兩歲以下嬰幼兒專業托育照顧，除中央補助6,000元外，

新北再加3,000元。

八、校園販毒者唯一死刑！！！督促市府教育、警察單位在實施12年國教後應聯合強力防堵毒品流竄校園，給青年學子安全、乾淨的

空間。

九、制定本市與市民相關之自治條例，配合地方性公民投票，確保市民權益。

十、支持非核低碳家園；發展『新北氫經濟』，興建“深澳氫能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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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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
橋
區

0894 林園大廈中庭 倉後街１之１３號 留侯里 全里

0895 板橋國小(大觀樓1年1班) 文化路一段２３號 流芳里 全里

0896 板橋慈惠宮(太歲殿) 府中路８１號 赤松里 全里

0897 板橋國小(大觀樓1年2班) 文化路一段２３號 黃石里 全里

0898 板橋國小(大觀樓1年3班) 文化路一段２３號 挹秀里 1-6

0899 板橋國小(大觀樓1年4班) 文化路一段２３號 挹秀里 7-13

0900 湳興第一市民活動中心 南雅西路一段６４號 湳興里 13-14、
16、20-21

0901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駐外辦公處) 南雅西路一段１５４號 湳興里
12、15、
17-19、
23-25

0902 湳興第二市民活動中心 南雅西路一段１５４號２樓 湳興里 6-11

0903 彬彬幼兒園 館前西路１６０巷２號 湳興里 1-5、22

0904 新興市民活動中心(左側) 中興路６３號２樓 新興里 1-10

0905 新興市民活動中心(右側) 中興路６３號２樓 新興里 11-17

0906 上帝宮廟（銀髮族俱樂部） 中正路８０巷１弄７號 社後里 1-3、5-7

0907 社後第一市民活動中心（娛樂室） 大仁街３３巷２號 社後里
4、8-10、
20-21、
23-24

0908 社後第一市民活動中心（會議室） 大仁街３３巷２號 社後里
11-15、
25-26、
28

0909 新北市立板橋幼兒園(大門口處)	 中正路３７５巷４８號 社後里 16-19、
22、27

0910 國光國小(122教室) 中正路３２５巷３０號 香社里 1-7

0911 國光國小(123教室) 中正路３２５巷３０號 香社里 8-13

0912 國光國小(124教室) 中正路３２５巷３０號 香社里 14-21

0913 國光國小(120教室) 中正路３２５巷３０號 香雅里 1-5

0914 國光國小(121教室) 中正路３２５巷３０號 香雅里 6-11

0915 板橋國中(仁愛樓仁105教室)	 中正路４３７號 中正里 1-10

0916 板橋國中(忠孝樓忠103教室)	 中正路４３７號 中正里 11-19

0917 板橋國中(信義樓信103教室)	 中正路４３７號 中正里 20-27

0918 板橋國小(大觀樓1年5班) 文化路一段２３號 自強里 1、14、
24-30

0919 板橋國小(大觀樓1年6班) 文化路一段２３號 自強里 3-10、35

0920 板橋國小(建學樓特教班) 文化路一段２３號 自強里
11-13、
15-16、
31-34

0921 自強基督教浸禮聖經會 大智街１３號 自強里 2、17-23

0922 自立市民活動中心(右側) 大智街７７號 自立里 1-9

0923 自立市民活動中心(左側) 大智街７７號 自立里 10-20

0924 大觀書社(文昌祠) 西門街５號 光華里 1-10

0925 光華市民活動中心 光華街１號 光華里 11-20

0926 光榮市民活動中心(左側) 光華街５２號 光榮里 1-9

0927 光榮市民活動中心(右側) 光華街５２號 光榮里 10-20

0928 國光市民活動中心(左側) 國光路７６號 國光里 1-7

0929 國光市民活動中心(右側) 國光路７６號 國光里 8-13

0930 國光市民活動中心(儲藏室)	 國光路７６號 國光里 14-20

0931 港尾市民活動中心(前段) 中正路３３６之１號 港尾里 1-7

0932 港尾市民活動中心(後段) 中正路３３６之１號 港尾里 8-15

0933 文德國小(124教室) 英士路１７９號 新生里 1-8

0934 文德國小(123教室) 英士路１７９號 新生里 9-16

0935 文德國小(122教室) 英士路１７９號 新生里 17-24

0936 文德國小(136教室) 英士路１７９號 金華里 1-7

0937 文德國小(135教室) 英士路１７９號 金華里 8-15

0938 文德國小(134教室) 英士路１７９號 金華里 16-23

0939 國光國小(125教室) 中正路３２５巷３０號 港德里 1-8

0940 國光國小(119教室) 中正路３２５巷３０號 港德里 9-15

0941 國光國小(127教室) 中正路３２５巷３０號 港德里 16-22

0942 文德國小(133教室) 英士路１７９號 港德里 23-29

0943 民權市民活動中心 民權路２０２巷９弄３９號 民權里 1-12

0944 慈惠幼兒園 民權路２０２巷２２號 民權里 13-24

0945 民宅(車庫) 民權路２０２巷７弄１２號 民安里 12-19

0946 民安市民活動中心 民權路２０２巷７弄２８號 民安里 1-11

0947 板橋和平堂(禮堂) 民權路２０２巷１７弄７０號
２樓 建國里

4、9、13、
17-20、
22、28、
30-31

0948 民宅 復興街２７號 建國里

7-8、
10-12、
14-16、
23、27

0949 私立和平幼兒園 建國街３２號 建國里

1-3、
5-6、21、
24-26、
29

0950 接源堂辦公室 光正街５５號 漢生里 1-7

0951 接源堂廟前廣場 光正街５２號 漢生里 8-15

0952 接源堂辦公處(新) 光正街４４號 漢生里 16-22

0953 公舘市民活動中心(前) 光正街５７號(原公舘社區活動
中心) 公舘里

2
4-7、
16、21

0954 公舘市民活動中心(後) 光正街５７號(原公舘社區活動
中心)	 公舘里

1、3、
8-9、
17-20

0955 致理科技大學(仁愛樓B16教室) 文化路一段３１３號 公舘里 10-15

0956 中山國中(105教室) 文化路一段１８８巷５６號 新民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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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
橋
區

0957 中山國中(106教室) 文化路一段１８８巷５６號 新民里 10-17

0958 中山國中(107教室) 文化路一段１８８巷５６號 新民里 18-26

0959 文德國小(115教室) 英士路１７９號 幸福里 1-9

0960 文德國小(120教室) 英士路１７９號 幸福里 10-13

0961 文德國小(121教室) 英士路１７９號 幸福里 14-19

0962 新埔國中(誠正樓128教室) 新海路１８１號 文德里 1-2、8-12

0963 新埔國中(誠正樓129教室) 新海路１８１號 文德里 3-7

0964 致理科技大學（和平樓D11教室）	 文化路一段３１３號 忠誠里 1-2、4-8

0965 致理科技大學（和平樓D12教室） 文化路一段３１３號 忠誠里 9-15

0966 健華新城活動中心 文化路一段３０９號 忠誠里 3、16-17

0967 新埔國小(A102教室) 陽明街２０６號 陽明里 1-10

0968 新埔國小(A103教室) 陽明街２０６號 陽明里 11-17

0969 中山國中(112教室) 文化路一段１８８巷５６號 百壽里 1-8

0970 中山國中(113教室) 文化路一段１８８巷５６號 百壽里 9-17

0971 中山國中(103教室) 文化路一段１８８巷５６號 介壽里 1-10

0972 中山國中(102教室) 文化路一段１８８巷５６號 介壽里 11-17

0973 民宅 自由路２６巷２８號 新埔里 1-6

0974 民宅 自由路２６巷２８號 新埔里 7-13

0975 華江市民活動中心 民生路二段臨５６之６號(民生
陸橋下） 華江里 1-5、14、

21-23

0976 埤墘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莊敬路１７９號(中山公園內) 華江里 6-13

0977 福德宮（廟前空地） 莊敬路１７９號(中山公園內) 華江里 15-20、
24-26

0978 新巨蛋交誼廳 文化路一段３６０號 華江里 27-30

0979 江翠國中(119教室) 松江街６３號 江翠里 1-8

0980 江翠國中(120教室) 松江街６３號 江翠里 9-14

0981 江翠國中(127-1教室) 松江街６３號 江翠里 15-20

0982 江翠國中(127教室) 松江街６３號 純翠里 1-7、14

0983 江翠國中(128教室) 松江街６３號 純翠里 8-11

0984 江翠國中(129教室) 松江街６３號 純翠里 12-13、15

0985 江翠國小(創新樓E103教室) 文化路二段４１３號 溪頭里 1-5、24

0986 溪頭公園(潮和社館) 溪頭街臨３５６之１號 溪頭里 6-7、10、
25

0987 江翠國小(創新樓E106教室) 文化路二段４１３號 溪頭里 8-9、
11-14

0988 江翠國小(創新樓E107教室) 文化路二段４１３號 溪頭里 15-23

0989 江翠國中(130教室) 松江街６３號 聯翠里 1-6

0990 江翠國中(132教室) 松江街６３號 聯翠里 7-17

0991 江翠國中(123教室) 松江街６３號 文化里 1-8

0992 江翠國中(128-1教室) 松江街６３號 文化里 9-17

0993 巨蛋東京花園中庭 民生路三段３１５號 宏翠里 17-21

0994 六里市民活動中心(左側)
民生路三段２７０之１號(大漢
橋下) 宏翠里 9-16

0995 六里市民活動中心(右側)
民生路三段２７０之１號(大漢
橋下) 宏翠里 1-8

0996 新南宮 長江路一段１０６巷１３弄
３２號 仁翠里 1-3、10、

13-16

0997 民宅 四維路２９１巷４弄１８號 仁翠里 4-9、
11-12

0998 新埔國中(誠正樓130教室) 新海路１８１號 新翠里 1-9

0999 新埔國中(誠正樓131教室) 新海路１８１號 新翠里 10-16

1000 新埔國中(誠正樓132教室) 新海路１８１號 新翠里 17-22

1001 新埔國中(誠正樓133教室) 新海路１８１號 新翠里 23-29

1002 新埔國小(A104教室) 陽明街２０６號 朝陽里 1-7

1003 新埔國小(A105教室) 陽明街２０６號 朝陽里 8-12

1004 新埔國小(123教室) 陽明街２０６號 朝陽里 13-16

1005 北天宮 裕民街９１號 吉翠里 1-6

1006 裕民大樓會議室 裕民街１２０號 吉翠里 12-16

1007 慈后宮活動中心 長江路一段１０６巷１０號 吉翠里 7-11

1008 文德國小(125教室) 英士路１７９號 德翠里 1-6、
12-14

1009 文德國小(126教室) 英士路１７９號 德翠里 8-11、
15-18

1010 太陽村社區(會議室) 龍泉街９０巷１號 德翠里 7、19-22

1011 大貴社區一樓交誼廳 龍泉街１０８巷１３８號 德翠里 23-26

1012 新埔國中(體育館右前) 新海路１８１號 新海里 1-7

1013 新埔國中(體育館右後) 新海路１８１號 新海里 8-15

1014 新埔國中(體育館左中) 新海路１８１號 新海里 16-21

1015 新埔國小(A108教室) 陽明街２０６號 滿翠里 1-5、19

1016 新埔國小(A107教室) 陽明街２０６號 滿翠里 6、12-15、
17、20

1017 貴格會新埔教育館 民生路三段２６３巷２弄６號 滿翠里 7-11、16、
18

1018 新埔國小(127教室) 陽明街２０６號 明翠里 1-7

1019 新埔國小(128教室) 陽明街２０６號 明翠里 8-13

1020 新埔國小(129教室) 陽明街２０６號 明翠里 14-18

1021 新埔國小(130教室) 陽明街２０６號 明翠里 19-22

1022 文聖國小(101教室) 文聖街８６號 松翠里 1-9

1023 文聖國小(102教室) 文聖街８６號 松翠里 10-18

1024 江翠國小(人文樓A105教室) 文化路二段４１３號 柏翠里 2-9

1025 江翠國小(創新樓E101教室) 文化路二段４１３號 柏翠里 1、10-18

1026 文聖國小(103教室) 文聖街８６號 龍翠里 1-7

1027 文聖國小(104教室) 文聖街８６號 龍翠里 8-13

區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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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文聖國小(105教室) 文聖街８６號 龍翠里 14-20

1029 文聖國小(106教室) 文聖街８６號 松柏里 1-6

1030 文聖國小(108教室) 文聖街８６號 松柏里 7-12

1031 莒光國小(108教室) 莒光路１６３號 華翠里 1-10

1032 莒光國小(109教室) 莒光路１６３號 華翠里 11-19

1033 莒光國小(115教室) 莒光路１６３號 莒光里 1-8

1034 莒光國小(116教室) 莒光路１６３號 莒光里 9-17

1035 莒光國小(119教室) 莒光路１６３號 忠翠里 1-2、4-7

1036 莒光國小(120教室) 莒光路１６３號 忠翠里 3、13-19

1037 莒光國小(117教室) 莒光路１６３號 忠翠里
8、21、
24、
26-27

1038 莒光國小(138總務處旁川堂) 莒光路１６３號 忠翠里 9、20、
22-23

1039 莒光國小(118輔導室旁川堂)	 莒光路１６３號 忠翠里 10-12、
25、28

1040 文聖國小(109教室) 文聖街８６號 嵐翠里 1-6

1041 文聖國小(421教室) 文聖街８６號４樓 嵐翠里 7-12

1042 文聖國小(320教室) 文聖街８６號３樓 文聖里 1-8

1043 文聖國小(321教室) 文聖街８６號３樓 文聖里 9-17

1044 文翠市民活動中心 民治街３６之２號(鳳山寺) 文翠里 10-17

1045 江翠國小(人文樓A102教室) 文化路二段４１３號 文翠里 2-4、8-9

1046 江翠國小(人文樓A103教室) 文化路二段４１３號 文翠里 1、5-7、
18-19

1047 青翠、柏翠、嵐翠市民活動中心(左側)
文化路二段６５４號之１１(華
江橋下) 青翠里 1-8

1048 青翠、柏翠、嵐翠市民活動中心(右側)
文化路二段６５４號之１１(華
江橋下)	 青翠里 9-15

1049 文聖國小(322教室) 文聖街８６號３樓 懷翠里 1-8

1050 文聖國小(323教室) 文聖街８６號３樓 懷翠里 9-18

1051 文聖國小(324教室) 文聖街８６號３樓 懷翠里 19-26

1052 福翠市民活動中心 萬板路８１２之１號 福翠里 全里

1053 港嘴市民活動中心(大禮堂左前) 縣民大道三段２４５之１號 港嘴里 1-7

1054 港嘴市民活動中心(大禮堂左後) 縣民大道三段２４５之１號 港嘴里 8-14

1055 港嘴市民活動中心(大禮堂右前) 縣民大道三段２４５之１號 港嘴里 15-19

1056 港嘴市民活動中心(大禮堂右後) 縣民大道三段２４５之１號 港嘴里 20-25

1057 民宅(車庫) 翠華街６巷８６號 振興里 4-7、12、
15-16

1058 坡仔公廟前老人休閒中心 中山路二段５０５巷５６號邊 振興里 1、3、10、
13-14、17

1059 港嘴市民活動中心(B教室) 縣民大道三段２４５之１號 振興里 2、8-9、
11

1060 北天廟 萬安街１２４巷４號 振義里 5-8、11、
15、17-18

1061 板橋逢元宮 中山路二段５６５巷２９號 振義里
2-4、
9-10、14、
16、19

1062 紅雲府 翠華街１２巷１號 振義里 1、12-13

1063 真武廟自強樓(廟前空地右側)	 光復街１９２巷１１號 光復里 1-14

1064 真武廟自強樓(廟前空地左側) 光復街１９２巷１１號 光復里 15-25

1065 埔墘第一市民活動中心 光復街２號 埔墘里 1-10、
16-17

1066 中山首府後側門 中山路二段３２６號 埔墘里 11-15

1067 光仁中學(明德樓高一愛) 中山路二段２５５巷１８號 埔墘里

18-19
(20，中山
路2段403
至411號
單號)

1068 台北慈德宮 中山路二段４４３巷３０號 埔墘里 20-23

1069 光復高中(春耕樓107教室) 光環路一段７號 富貴里 1-5

1070 光復高中(春耕樓108教室) 光環路一段７號 富貴里 6-10

1071 光復高中(春耕樓110教室) 光環路一段７號 長壽里 1-6

1072 光復高中(樂學樓113教室) 光環路一段７號 長壽里 7-11

1073 民生公園市民活動中心 民生路一段３０之１號２樓 福壽里 1-6

1074 福壽市民活動中心 三民路二段居仁巷２弄５０號 福壽里 7-16

1075 光復高中(春耕樓114教室) 光環路一段７號 居仁里 1-8

1076 光復高中(春耕樓115教室) 光環路一段７號 居仁里 9-17

1077 海山高中(忠孝樓701教室) 漢生東路２１５號 海山里 1-5

1078 海山高中(忠孝樓703教室) 漢生東路２１５號 海山里 6-9

1079 海山高中(仁愛樓706教室) 漢生東路２１５號 海山里 10-11

1080 海山高中(仁愛樓707教室) 漢生東路２１５號 海山里 12-14

1081 正隆廣場 民生路一段３３號 海山里 15-23

1082 埔墘第二市民活動中心 中山路二段２５０巷１號(１樓
埔墘福德宮) 九如里 1-6、

14-16

1083 埔墘福德宮(康樂台) 中山路二段２５０巷１號(對面) 九如里 7-13

1084 民宅 三民路二段正隆巷１２弄２３
號 正泰里 1-5、

14-16

1085 民宅 三民路二段正泰三巷２３號 正泰里 6-13

1086 埔墘國小(101教室) 永豐街４２之８號 玉光里 1-6

1087 玉光市民活動中心(前段)
民生路二段臨５６號之３(民生
橋下)	 玉光里 7-13

1088 玉光市民活動中心(後段)
民生路二段臨５６號之３(民生
橋下)	 玉光里 14-21

1089 光仁中學(明德樓高一義) 中山路二段２５５巷１８號 光仁里 1-7

1090 光仁中學(明德樓高一仁) 中山路二段２５５巷１８號 光仁里 8-15

1091 埤墘第一市民活動中心(大廳內側)	

縣民大道三段３３之１號
(華翠橋下) 埤墘里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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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埤墘第一市民活動中心(A教室)	
縣民大道三段３３之１號(華翠
橋下) 埤墘里 6-7、9-17

1093 莊敬公園市民活動中心 民生路二段１２０號 莊敬里 1-7、15

1094 埤墘第一市民活動中心(大廳外側)
縣民大道三段３３之１號(華翠
橋下) 莊敬里 8-14、

16-17

1095 永安公園市民活動中心(正門右側) 雙十路一段２５號 永安里 1-8

1096 永安公園市民活動中心(正門左側)	 雙十路一段２５號 永安里 9-17

1097 永豐公園市民活動中心(左側靠康樂台)	 永豐街１２４號 雙玉里 1-10

1098 永豐公園市民活動中心(右側) 永豐街１２４號 雙玉里 11-18

1099 埔墘國小(133教室) 永豐街４２之８號 廣新里 1-10

1100 埔墘國小(134教室) 永豐街４２之８號 廣新里 11-16

1101 埔墘國小(135教室) 永豐街４２之８號 廣新里 17-24

1102 海山國小(125教室) 漢生東路２８０號 深丘里 1-2、4-8

1103 海山國小(126教室) 漢生東路２８０號 深丘里 9-15

1104 海山國小(127教室) 漢生東路２８０號 深丘里 3、16-22

1105 新北市婦女服務中心(婦女樂活館) 區運路１１１號３樓(外側迴廊) 深丘里 23-32

1106 中山國中(108教室) 文化路一段１８８巷５６號 香丘里 1-5

1107 中山國中(109教室) 文化路一段１８８巷５６號 香丘里 6-10

1108 中山國中(110教室) 文化路一段１８８巷５６號 香丘里 11-14

1109 西安市民活動中心(靠中山路段)
民生路二段臨８９號之１(民生
橋下) 西安里 1-7

1110 西安市民活動中心(靠原鐵路段)
民生路二段臨８９號之１(民生
橋下)	 西安里 8-14

1111 民生公園市民活動中心 民生路一段３０號(民生圖書閱
覽室樓下) 東丘里 1-6

1112 民生公園市民活動中心(右側) 民生路一段３０之１號 東丘里 7-12

1113 民生公園市民活動中心(左側)	 民生路一段３０之１號 東丘里 13-20

1114 民宅 板新路９６號 民生里 1-7

1115 民宅(聖仁宮) 民生路一段１１５號 民生里 8-14

1116 新北市私立祥寶老人養護中心 中山路一段２０６巷６號 長安里 5-9、16

1117 長安里資源回收站 長安街３３１巷５８號旁 長安里 4、10-15

1118 新站巴黎社區 板新路３７至６９號 長安里 1-3、
17-19

1119 東安里臨時活動中心 長安街３３１巷５弄１２號旁 東安里 1-5、10

1120 東安里臨時活動中心 長安街３３１巷５弄１２號旁 東安里 6-9、11

1121 金吉第大廈會議室 中山路一段５０巷４０號 福丘里 1-7

1122 新北市稅捐稽徵處(東南側轉角) 中山路一段１４３號 福丘里 8-14

1123 新北市稅捐稽徵處(東側川堂)	 中山路一段１４３號 福丘里 15-19

1124 實踐國小(103教室) 實踐路９３巷５１號 福祿里 1-10

1125 實踐國小(110教室) 實踐路９３巷５１號 福祿里 11-19

1126 海山國小(108教室) 漢生東路２８０號 民族里 1-5

1127 海山國小(109教室) 漢生東路２８０號 民族里 6-12

1128 海山國小(128教室) 漢生東路２８０號 民族里 13-20

1129 實踐國小(119教室) 實踐路９３巷５１號 國泰里 1-9

1130 實踐國小(107教室) 實踐路９３巷５１號 國泰里 10-15

1131 後埔國小(122教室) 重慶路１５７號 後埔里 1-7

1132 後埔國小(120教室) 重慶路１５７號 後埔里 8-17

1133 後埔國小(124教室) 重慶路１５７號 福德里 1-7、
26-28

1134 福泰社區活動中心 忠孝路忠義巷９弄１之１號 福德里 8-15

1135 實踐國小(104教室) 實踐路９３巷５１號 福德里 16-25

1136 府中晶品社區(靠停車出入口)	 後埔街２８號 景星里 1-13

1137 府中晶品社區 後埔街３０號 景星里 14-24

1138 福星市民活動中心(左側) 四川路一段１５７巷７號 福星里 1-9

1139 福星市民活動中心(右側) 四川路一段１５７巷９號 福星里 10-20

1140 鄉雲市民活動中心 大華街１６８號 鄉雲里 1-8、
11-13、21

1141 宏法禪寺 大明街１５巷１５號 鄉雲里 9-10、
14-20

1142 和平公園市民活動中心 重慶路３５５號２樓 廣德里
2、4-6、
18、
23-24

1143 重慶公園市民活動中心(右) 重慶路２４５巷３２弄１８號 廣德里 7-11、25

1144 重慶公園市民活動中心(中) 重慶路２４５巷３２弄１８號 廣德里 1、3、
19-22

1145 重慶國中(914教室) 國慶路２２１號 廣德里 12-17

1146 重慶國中(906教室) 國慶路２２１號 大豐里 1、6-9、
19-22

1147 大豐市民活動中心 忠孝路４８巷５弄４號 大豐里 2-5、10、
17-18

1148 重慶國中(912教室) 國慶路２２１號 大豐里 11-16

1149 重慶國中(701教室) 國慶路２２１號 重慶里 1-8

1150 重慶國中(702教室) 國慶路２２１號 重慶里 9-15

1151 重慶國中(703教室) 國慶路２２１號 重慶里 16-24

1152 重慶國中(705教室) 國慶路２２１號 重慶里 25-30

1153 重慶國中(706教室) 國慶路２２１號 重慶里 31-38

1154 重慶國中(812教室) 國慶路２２１號 仁愛里 1-6

1155 重慶國中(816教室) 國慶路２２１號 仁愛里 7-12

1156 重慶國中(818教室) 國慶路２２１號 仁愛里 13-20

1157 重慶國小(103教室) 廣和街３１號 和平里 1-10

1158 重慶國小(111教室) 廣和街３１號 和平里 11-16

1159 重慶國小(115教室) 廣和街３１號 廣福里 1-5、7

1160 重慶國小(116教室) 廣和街３１號 廣福里 6、8-12

1161 重慶國小(112教室) 廣和街３１號 五權里 1-7

1162 重慶國小(113教室) 廣和街３１號 五權里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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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 重慶國小(114教室) 廣和街３１號 五權里 15-19

1164 南雅公園市民活動中心(左側)	 南雅南路二段１之１號 華興里 1-12

1165 南雅公園市民活動中心(右側)	 南雅南路二段１之１號 華興里 13-18

1166 華貴市民活動中心(前段) 大明街２０巷１９弄１３號 華貴里 1-10

1167 華貴市民活動中心(後段) 大明街２０巷１９弄１３號 華貴里 11-19

1168 忠孝國中(7號梯旁川堂) 成都街３０號 華福里 1-5

1169 忠孝國中(8號梯旁川堂) 成都街３０號 華福里 6-13

1170 華德公園市民活動中心(舞台右側) 四川路二段２４５巷１２５號 華德里 1-9

1171 華德公園市民活動中心(舞台左側)	 四川路二段２４５巷１２５號 華德里 10-18

1172 信義國小(童心樓健康中心旁走廊) 四川路二段２４５巷６０號 華德里 19-26

1173 信義國小(童心樓教務處旁走廊) 四川路二段２４５巷６０號 華德里 27-32

1174 聖成宮活動中心 南雅南路二段４巷２號 華東里 1-6、
19-21

1175 亞 東 技 術 學 院 ( 方城-50108師生戶動坊)	 四川路二段５８號 華東里 7-10、18、
28-32

1176 華東市民活動中心 四川路二段１３０巷３２號 華東里 11-17、
22-27

1177 廣厚宮 信義路１６４之２號 信義里 1-7

1178 信義公園市民活動中心(左側)	 信義路１５０巷４３號之１ 信義里 8-14

1179 信義公園市民活動中心(右側) 信義路１５０巷４３號之１ 信義里 15-21

1180 大觀國小(1年5班) 大觀路一段３０號 浮洲里 1-9

1181 大觀國小(1年6班) 大觀路一段３０號 浮洲里 10-19

1182 大觀國小(1年7班) 大觀路一段３０號 浮洲里 20-25

1183 台大幼兒園 僑中一街８０巷７弄１號 華中里 1-5、8-9

1184 天藍幼兒園 僑中一街１２４巷３弄１６號 華中里 6-7、
10-14

1185 華中市民活動中心 僑中一街１０２巷７弄１號 華中里 15-20

1186 華僑高中(學生餐廳前側) 大觀路一段３２號 僑中里 1-4

1187 華僑高中(學生餐廳中側) 大觀路一段３２號 僑中里 5-10

1188 華僑高中(學生餐廳後側) 大觀路一段３２號 僑中里 11-16

1189 大觀國中(活力樓A15打餐室)	 僑中一街１號 大觀里 1-7

1190 大觀國中(活力樓A11親職中心前川堂) 僑中一街１號 大觀里 8-14

1191 歡園市民活動中心 大觀路一段３８巷１之７號 歡園里 全里

1192 中山國小(信義樓109教室) 大觀路二段５９巷３１號 中山里 1-7

1193 中山國小(信義樓110教室) 大觀路二段５９巷３１號 中山里 8-14

1194 中山國小(信義樓111教室) 大觀路二段５９巷３１號 中山里 15-23

1195 親民公園里民活動中心(辦公室)	
大觀路二段２６５巷３弄５３
號 中山里 24-26

1196 親民公園里民活動中心(教室)
大觀路二段２６５巷３弄５３
號 中山里 27-32

1197 板橋榮家(大門口左側) 大觀路二段３２號 復興里 1-4

1198 板橋榮家(大門口右側) 大觀路二段３２號 復興里 5-8

1199 中山國小(126教室) 大觀路二段５９巷３１號 大安里 1-9

1200 中山國小(127教室) 大觀路二段５９巷３１號 大安里 10-17

1201 中山國小(128教室) 大觀路二段５９巷３１號 大安里 18-24

1202 三抱竹市民活動中心(左側)	
大觀路二段４３１之１號(浮洲
橋下) 福安里 1-10

1203 三抱竹市民活動中心(右側靠舞台)
大觀路二段４３１之１號(浮洲
橋下) 福安里 11-25

1204 歡仔園活動中心(中間) 大觀路一段３８巷１之５號 聚安里 1-11

1205 歡仔園活動中心(旁邊間) 大觀路一段３８巷１之５號 聚安里 12-16

1206 歡仔園活動中心(右側) 大觀路一段３８巷１之５號 聚安里 17-23

1207 歡仔園活動中心(左側) 大觀路一段３８巷１之５號 聚安里 24-28

1208 民宅 大觀路二段１５６巷５５號 龍安里 1-8

1209 民宅 大觀路二段１５６巷６１號 龍安里 9-16

1210 沙崙國小(124創客棧左側) 篤行路二段１３２號 崑崙里 1-8

1211 沙崙國小(124創客棧右側) 篤行路二段１３２號 崑崙里 9-15

1212 沙崙國小(125親職中心) 篤行路二段１３２號 崑崙里 16-20

1213 崑崙公園市民活動中心(左側) 大觀路三段２４０號 崑崙里 21-28

1214 崑崙公園市民活動中心(右側) 大觀路三段２４０號 崑崙里 29-36

1215 沙崙國小(116教室) 篤行路二段１３２號 成和里 1-8

1216 沙崙國小(118教室) 篤行路二段１３２號 成和里 9-16

1217 沙崙國小(119教室) 篤行路二段１３２號 成和里 17-22

1218 溪洲國小(101教室) 金門街２８９號 溪洲里 1-9

1219 溪洲國小(102教室) 金門街２８９號 溪洲里 10-14

1220 溪洲國小(103教室) 金門街２８９號 溪洲里 15-21

1221 溪洲國小(104教室) 金門街２８９號 溪福里 1-7

1222 溪洲國小(105教室) 金門街２８９號 溪福里 8-14

1223 溪洲國小(107教室) 金門街２８９號 溪福里 16-22

1224 溪洲國小(108教室) 金門街２８９號 溪福里 23-30

1225 溪洲國小(110教室) 金門街２８９號 溪福里 31-37

1226 溪洲國小(活動中心音樂教室一) 金門街２８９號 溪福里 39-43

1227 溪洲國小(115教室) 金門街２８９號 溪福里 15、38、
44-46

1228 北極宮長壽會館 溪崑二街７３巷１號 溪北里 1-8

1229 沙崙國小(永傳社教中心) 篤行路二段１３２號 溪北里 9-18

1230 溪洲國小(活動中心音樂教室二) 金門街２８９號 堂春里 1-10

1231 溪崑第二市民活動中心 金門街２５３巷１０弄７號(原
溪崑社區活動中心) 堂春里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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