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省嘉義縣第19屆縣長選舉選舉公報
嘉義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灣省嘉義縣第19屆縣長選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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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候選人所填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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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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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碩士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

第八、九屆立法委員；

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執行長；

內政部兒少福利委員會委員；

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委員；

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委員；

國民黨副秘書長、文傳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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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

研究所碩士班

嘉義縣長

行政院農委會副主任委員

嘉義縣社會局局長（11年）

嘉義縣人力發展所所長

台中市政府新聞室專員

台南縣長陳唐山秘書

農工大縣、正在實現
1.支持18歲公民權。

2. 以智慧科技技術提高農業產值、強化品牌行銷、建立冷鏈供應系統及建構農漁業用水系統。

3. 打造科學園區、無人機及航太園區發展基地，加速完成水上南靖、中埔公館工業區的開發，

已開發完成之工業區機能再提升。

4. 打造與國際接軌的縣治都會環境、擴大引進大型商業設施、進行鄉鎮市景觀改造計畫及建構

永續的海綿城市，營造優質安全的水域環境。

5.成立工程美學專案辦公室，研定都市美學法規，打造嘉義城鄉美學新品牌。

6. 樂齡活動假牙與重陽敬老金持續補助及發放，擴大辦理管路安心計畫、到宅訓練外籍看護

工、普及老人服務據點並提升長照服務量能、籌建身心障礙服務中心。

7. 激發教師教學熱情、強化校長專業領導、提升學生多元學習推動AI機器人及雙語課程。

8.挹注青年活力辦理青年領袖營、青年創業就業輔導、籌建青年產業住宅。

9.設置4處托嬰中心及9處托育中心並鼓勵企業設置幼育中心，營造親善的育兒環境。

10. 結合故宮南院建立嘉義文化品牌、旅遊環境的營造與提升、推動軸線旅遊及山林水域親子

旅遊活動。

防疫宣導注意事項

選 賢 與 能                                    拒 絕 賄 選

踴 躍 投 票                                    慎 重 圈 選

一、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一）�投票時間：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

至下午四時止。

（二）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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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

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

者，有縣長、縣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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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山地原住民選出之縣議員，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具有「山
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二、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一） 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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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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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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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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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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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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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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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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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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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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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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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選舉票顏色：

1.縣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2.縣議員選舉票為白色。
3. 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綠色。
4.鄉（鎮、市）長選舉票為金黃色。
5.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票為淺粉紅色。
6.村（里）長選舉票為白色。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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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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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後依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

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1.候選人資格不合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2.有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項之情事。
3.依第九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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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設置地點
鄉鎮
市別 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村里 所屬鄰別

太

保

市

0001 太保里集會所(一) 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５鄰太保１１２號之８８ 太保里 1-6
0002 太保里集會所(二) 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５鄰太保１１２號之８８ 太保里 7-15
0003 後庄里活動中心 嘉義縣太保市後庄里３鄰後庄２３號之１ 後庄里 1-6
0004 前潭里平安宮(一) 嘉義縣太保市前潭里１０鄰後潭１１０號 前潭里 1-10
0005 前潭里平安宮(二) 嘉義縣太保市前潭里１０鄰後潭１１０號 前潭里 11-15
0006 後潭社區活動中心(一) 嘉義縣太保市後潭里８鄰後潭２９８號 後潭里 1-9
0007 後潭社區活動中心(二) 嘉義縣太保市後潭里８鄰後潭２９８號 後潭里 10-15
0008 春梅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太保市梅埔里１０鄰梅子厝７１號 梅埔里 1-10
0009 梅埔里埔心福興宮 嘉義縣太保市梅埔里１４鄰埔心７號之１ 梅埔里 11-14
0010 春珠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太保市春珠里１鄰春珠８號 春珠里 1-12
0011 崙頂里集會所 嘉義縣太保市崙頂里４鄰崙子頂２１號 崙頂里 1-7
0012 三塊厝集會所 嘉義縣太保市安仁里１鄰三塊厝１號之７ 安仁里 1-4
0013 安仁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太保市安仁里５鄰頂港子墘１０號之１ 安仁里 5-9
0014 創新學院1樓餐廳(一) 嘉義縣太保市安仁里１０鄰祥和二路東段８號 安仁里 10-12
0015 創新學院1樓餐廳(二) 嘉義縣太保市安仁里１０鄰祥和二路東段８號 安仁里 13-16
0016 東安宮 嘉義縣太保市東勢里８鄰東勢寮８２號 東勢里 1-11
0017 永慶中學行政圖資大樓1樓多功能教室 嘉義縣太保市東勢里１３鄰信義二路１號 東勢里 12-15
0018 新埤國小(一) 嘉義縣太保市新埤里５鄰新埤２１４號 新埤里 1-6
0019 新埤國小(二) 嘉義縣太保市新埤里５鄰新埤２１４號 新埤里 7-13
0020 舊埤三王府 嘉義縣太保市新埤里１鄰新埤１３１號 舊埤里 1-13
0021 舊埤勞工住宅活動中心 嘉義縣太保市舊埤里１７鄰新平路３５號 舊埤里 14-18
0022 舊埤洪地基主公廟 嘉義縣太保市舊埤里１９鄰新安六街６６號後方(一二三幼兒園後方) 舊埤里 19-21
0023 田尾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太保市田尾里４鄰田尾４４號之１ 田尾里 1-7
0024 田尾里集會所 嘉義縣太保市田尾里８鄰溪南３號 田尾里 8-10
0025 港尾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太保市港尾里１鄰港尾１０號 港尾里 1-2,6-7
0026 管事厝安福宮 嘉義縣太保市港尾里４鄰管事厝１１號 港尾里 3-5
0027 過溝教會 嘉義縣太保市過溝里４鄰過溝３３號 過溝里 1-5
0028 過溝社區活動中心(一) 嘉義縣太保市過溝里４鄰過溝３６號之５ 過溝里 6,14,15,18
0029 過溝社區活動中心(二) 嘉義縣太保市過溝里４鄰過溝３６號之５ 過溝里 16-17
0030 瓦厝集會所 嘉義縣太保市過溝里１０鄰瓦厝２６號 過溝里 7-13
0031 古恩宮集會所(一 ) 嘉義縣太保市麻寮里１３鄰中山路二段２４６號 麻寮里 5-12
0032 古恩宮集會所(二) 嘉義縣太保市麻寮里１３鄰中山路二段２４６號 麻寮里 13-18
0033 古恩宮鐘鼓樓右側 嘉義縣太保市麻寮里１３鄰中山路二段２５０號 麻寮里 19-23
0034 古恩宮鐘鼓樓左側(一) 嘉義縣太保市麻寮里１３鄰中山路二段２５０號 麻寮里 24-31
0035 古恩宮鐘鼓樓左側(二) 嘉義縣太保市麻寮里１３鄰中山路二段２５０號 麻寮里 1-4
0036 南新國小學生活動中心(一) 嘉義縣太保市南新里１０鄰中山路一段１４０號 南新里 1-10
0037 南新國小學生活動中心(二) 嘉義縣太保市南新里１０鄰中山路一段１４０號 南新里 11-17
0038 嘉新國中-北新(一) 嘉義縣太保市北新里１７鄰中興路一段２５０號 北新里 1-12
0039 嘉新國中-北新(二) 嘉義縣太保市北新里１７鄰中興路一段２５０號 北新里 13-20
0040 嘉新國中-北新(三) 嘉義縣太保市北新里１７鄰中興路一段２５０號 北新里 21-26
0041 埤鄉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太保市埤鄉里５鄰埤麻脚７８號 埤鄉里 1-14

鹿

草

鄉

0042 後寮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鹿草鄉後寮村４鄰後寮２４號 後寮村 1-8
0043 鹿東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鹿草鄉鹿東村５鄰安和街８０巷２號 鹿東村 1-10
0044 鹿草西井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鹿草鄉西井村１２鄰長壽路２２１號 鹿草村 1-20
0045 鹿草國小禮堂 嘉義縣鹿草鄉西井村１２鄰長壽路２２１號 西井村 1-21
0046 豐稠村民眾活動中心 嘉義縣鹿草鄉豊稠村２鄰海豊１８號之１ 豊稠村 1-5
0047 馬稠後集會所 嘉義縣鹿草鄉豊稠村６鄰馬稠後３號之１ 豊稠村 6-10
0048 重寮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鹿草鄉重寮村１７鄰中寮１６０號之３ 重寮村 1-18
0049 施家村集會所 嘉義縣鹿草鄉施家村２鄰施厝寮９１號 施家村 1-10
0050 下潭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鹿草鄉光潭村８鄰下潭１９６號 下潭村 1-22
0051 下潭國小 嘉義縣鹿草鄉光潭村８鄰下潭１９６號 光潭村 1-22
0052 碧潭國小 嘉義縣鹿草鄉碧潭村１９鄰頂潭１８４號 碧潭村 1-20
0053 松竹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鹿草鄉松竹村８鄰竹子脚６８號之２ 松竹村 1-16
0054 竹山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鹿草鄉竹山村８鄰竹子脚２１９號之１７ 竹山村 1-9,14
0055 亀佛山廣福宮 嘉義縣鹿草鄉竹山村１１鄰亀佛山１１號 竹山村 10-13
0056 後堀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２５鄰後堀６５號之２ 後堀村 1-17,24,25
0057 山子脚歌友會 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１８鄰山子脚４９號之１ 後堀村 18-23
0058 三角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鹿草鄉三角村１１鄰三角子１０９號 三角村 1-19,27
0059 毛蟹行老人活動中心 嘉義縣鹿草鄉三角村２１鄰毛蟹行１４號 三角村 20-26
0060 下麻村集會所 嘉義縣鹿草鄉下麻村５鄰麻豆店５號之７ 下麻村 1-5,12
0061 下半天集會所 嘉義縣鹿草鄉下麻村１０鄰下半天２３號之２ 下麻村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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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水上國小 嘉義縣水上鄉水上村２鄰正義路１８２號 水上村 15-17,1-5,28
0063 保安宮 嘉義縣水上鄉水上村６鄰店興街１５２巷１６號 水上村 11-14,18,6-7
0064 外林活動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水上村９鄰外林街７８號 水上村 19-27
0065 奉安宮 嘉義縣水上鄉水上村９鄰外林街７８號 水上村 8-10
0066 璿宿上天宮會議室文康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水上村４鄰中和路２３３號 水頭村 1-12
0067 吳竹仔腳活動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水頭村１４鄰吳竹街２５號 水頭村 13-22
0068 粗溪村活動中心前 嘉義縣水上鄉粗溪村８鄰１１９之１號 粗溪村 15,1-9
0069 巷口廟倉庫 嘉義縣水上鄉粗溪村１０鄰４６號 粗溪村 10-14
0070 鴿溪寮活動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下寮村３鄰２３號 下寮村 11,1-3
0071 下寮村集會所 嘉義縣水上鄉下寮村９鄰４８號 下寮村 12,4-10
0072 三和村集會所 嘉義縣水上鄉三和村８鄰７之１號 三和村 1-4,7-11
0073 頂寮活動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三和村５鄰１４之１號 三和村 5-6
0074 回歸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回歸村６鄰１９０之１號 回歸村 1-15
0075 大堀尾活動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大堀村１鄰１１之２號 大堀村 1-4
0076 江竹仔腳集會所 嘉義縣水上鄉大堀村８鄰４４號 大堀村 5-9
0077 頂過溝集會所 嘉義縣水上鄉大堀村１２鄰１９號 大堀村 10-14
0078 大崙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大崙村１８鄰４９號 大崙村 1-14
0079 大崙新興宮集會所 嘉義縣水上鄉大崙村１８鄰４９號 大崙村 15-20
0080 塗溝村社區集會所 嘉義縣水上鄉塗溝村下塗溝１號之６ 塗溝村 1-9
0081 龍德村集會所左側 嘉義縣水上鄉龍德村５鄰５３之６號 龍德村 1-6
0082 龍德村集會所右側 嘉義縣水上鄉龍德村５鄰５３之６號 龍德村 7-13
0083 溪洲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溪洲村１３鄰８２之１號 溪洲村 1-16
0084 三鎮村集會所 嘉義縣水上鄉三鎮村９鄰４４號 三鎮村 1-13
0085 靖和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靖和村３鄰４５之１號 靖和村 1-14
0086 新發寺廟旁 嘉義縣水上鄉南和村８鄰１１號 南和村 1-8
0087 後寮活動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南和村９鄰８之２號 南和村 9-15
0088 柳新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柳新村１７鄰１２５之１號 柳新村 7-19
0089 美上美社區抽水站 嘉義縣水上鄉柳新村３鄰８５號對面 柳新村 1-6
0090 柳子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柳林村５鄰４５號 柳林村 1-8
0091 柳林國小教室(一) 嘉義縣水上鄉柳林村３鄰９２號 柳林村 9-15
0092 柳鄉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柳鄉村３鄰９２之１號 柳鄉村 1-8
0093 柳林國小教室(二) 嘉義縣水上鄉柳林村３鄰９２號 柳鄉村 9-16
0094 內溪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內溪村７鄰２７號 內溪村 1-9
0095 寬士村活動中心左側 嘉義縣水上鄉寬士村９鄰２９之２９號 寬士村 1-8
0096 寬士村活動中心右側 嘉義縣水上鄉寬士村９鄰２９之２９號 寬士村 9-17
0097 福德爺廟 嘉義縣水上鄉寬士村９鄰２９號 寬士村 18-25
0098 水上鄉老人文康中心左側 嘉義縣水上鄉民生村６鄰信義街１號 民生村 1-14
0099 水上鄉老人文康中心右側 嘉義縣水上鄉民生村６鄰信義街１號 民生村 15-25
0100 義興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義興村１鄰５７之１號 義興村 1-10
0101 中庄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中庄村１６鄰４０之２號 中庄村 3-11,16-17
0102 忠興宮 嘉義縣水上鄉中庄村１２鄰中庄２９６附１ 中庄村 1-2,12-15
0103 忠和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忠和村７鄰７７之１號 忠和村 1-9
0104 幼安幼兒園 嘉義縣水上鄉忠和村１７鄰紅毛寮１之１５０號 忠和村 10-18
0105 南鄉村寶豐宮香客聯誼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南鄉村４鄰７６號 南鄉村 1-10
0106 成功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水上鄉三界村９鄰１９６號 三界村 1-13
0107 國姓村辦公處(老人食堂) 嘉義縣水上鄉三界村４鄰１５３號之１ 國姓村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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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 嘉義縣長壽會館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村４鄰中庄１３０號 東榮村 1-8,17-20
0109 民雄國小中正堂 嘉義縣民雄鄉中樂村２４鄰民族路４３號 東榮村 9-16,21-26
0110 民雄鄉立圖書館 嘉義縣民雄鄉中樂村２４鄰民族路４３號之１ 中樂村 全村

0111 嘉義縣民雄鄉樂齡運動館1樓（運動公園內）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村１４鄰西安路１１２之３號 西安村 1-15
0112 民雄國中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村２２鄰西安路１４７號 西安村 16-26
0113 寮頂村集會所 嘉義縣民雄鄉寮頂村１鄰頂寮５９號之３ 寮頂村 1-8,11,16-17
0114 中央廣播電台警衛室 嘉義縣民雄鄉寮頂村１０鄰民權路７４號 寮頂村 9-10,12-15,18-24
0115 福權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福權村３鄰福權２６號 福權村 全村

0116 東湖村三界公廟 嘉義縣民雄鄉東湖村１６鄰東勢湖１５９號 東湖村 1-8
0117 東湖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東湖村７鄰東勢湖１７４號 東湖村 9-20
0118 頂崙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頂崙村８鄰崙子頂２５號之１ 頂崙村 全村

0119 菁埔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菁埔村９鄰菁埔１３７號之１ 菁埔村 1-8
0120 菁埔社區長照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菁埔村９鄰菁埔１３７號之１ 菁埔村 9-16
0121 中和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中和村２鄰社溝３８號之１ 中和村 全村

0122 平和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平和村４鄰雙援１５號之２ 平和村 全村

0123 西昌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西昌村６鄰竹子脚１號之２ 西昌村 全村

0124 豐收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豊收村１１鄰好收１４８號之１ 豊收村 1-16
0125 原瑞豐村集會所 嘉義縣民雄鄉豊收村１９鄰山子脚２４號 豊收村 17-23
0126 三興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５鄰陳厝寮３７號 三興村 全村

0127 東興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東興村４鄰葉子寮２８號之１ 東興村 全村

0128 鎮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鎮北村７鄰土庫子２４號之２ 鎮北村 全村

0129 北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３鄰北勢子１９號之４ 北斗村 1-6,11-12,21-22
0130 秀林國小風雨教室（禮堂）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２２鄰北勢子１７號 北斗村 23-25,27-30
0131 覆鼎金老人文康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８鄰覆鼎金３４號之２ 北斗村 7-10,20,26
0132 北斗村保生大天宮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１８鄰新庄子３４之３號 北斗村 13-19,31-36
0133 雙福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民雄鄉双福村１鄰雙福４２號之１２ 双福村 1-11,22
0134 雙福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双福村７鄰雙福６０號 双福村 12-21,23-25
0135 福樂國小一年丁班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３８鄰光明二街１９１號 福樂村 1-3,33,36,37
0136 福樂國小一年甲班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３８鄰光明二街１９１號 福樂村 4,30,31,38,39
0137 福樂國小科任教室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３８鄰光明二街１９１號 福樂村 10,11,29,32,34,35
0138 福樂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３８鄰新生一街１號 福樂村 5-9
0139 福樂村頭橋教會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２７鄰建國路三段１２４巷８弄４３號 福樂村 12-28
0140 大崎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村４鄰大崎脚１７之５號 大崎村 1-6,8-9,11,16
0141 十四甲鎮安宮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村１０鄰十四甲２２號 大崎村 7,10,12-15,17
0142 秀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秀林村１５鄰林子尾３８號之１ 秀林村 1-6,9,10,15-21
0143 秀林村溪龍宮 嘉義縣民雄鄉秀林村１３鄰溪底寮５號 秀林村 7,8,11-14,22
0144 松山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松山村１２鄰松子脚４３號 松山村 1-12
0145 松山村上升宮 嘉義縣民雄鄉松山村１２鄰松子脚４３號 松山村 13-15
0146 興中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村１２鄰江厝店２９號之４ 興中村 1-4,12-14
0147 興中國小一年一班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村１２鄰江厝店３０號 興中村 5-11
0148 興南村集會所 嘉義縣民雄鄉興南村２鄰頭橋９７號 興南村 1-2,4-12,22
0149 興南村耀明宮 嘉義縣民雄鄉興南村２鄰頭橋９９號 興南村 3,13-21,23-24
0150 金興社區活動中心（一） 嘉義縣民雄鄉金興村２１鄰頭橋１２００號 金興村 1-11
0151 金興社區活動中心（二） 嘉義縣民雄鄉金興村２１鄰頭橋１２００號 金興村 12-22
0152 福興村廣興宮 嘉義縣民雄鄉福興村６鄰牛稠溪６０號 福興村 1-8
0153 福興村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福興村６鄰牛稠溪６８號之３ 福興村 9-12
0154 文隆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１０鄰鴨母坔４７號之７ 文隆村 2-11,14,18
0155 協同中學餐廳(側門)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１２鄰建國路二段３１號 文隆村 1,12,13,15-17
0156 山中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山中村６鄰牛斗山７８號之１ 山中村 1-8
0157 山中村文康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山中村８鄰牛斗山９５之７號 山中村 9-19
0158 民雄鄉農會稻穀乾燥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山中村１９鄰牛斗山２０９之６０號 山中村 20-30
0159 中央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中央村１２鄰田中央７７號 中央村 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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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0 宮前宮後村活動中心(媽祖大樓) 嘉義縣新港鄉宮前村８鄰中山路奉天大廈８號之１ 宮前村 1-19
0161 新港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宮前村２０鄰公園路２８號之１ 宮前村 20-24
0162 文昌國小一年丙班(永慶樓) 嘉義縣新港鄉宮前村１３鄰古民街１２號 宮後村 1-13
0163 文昌國小一年甲班(永慶樓) 嘉義縣新港鄉宮前村１３鄰古民街１２號 宮後村 14-24
0164 新港國中學生活動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福德村１０鄰福德路１０６號 大興村 1-15
0165 新港國中自修教室(永慶樓) 嘉義縣新港鄉福德村１０鄰福德路１０６號 大興村 16-24
0166 新港國小會議室 嘉義縣新港鄉福德村１鄰登雲路１０５號 福德村 1-12
0167 新港國小多媒體教室 嘉義縣新港鄉福德村１鄰登雲路１０５號 福德村 13-22
0168 古民國小樂齡教室 嘉義縣新港鄉古民村２２鄰古民１６１號 古民村 1-10
0169 古民國小一年甲班 嘉義縣新港鄉古民村２２鄰古民１６１號 古民村 11-22
0170 中庄社區〈新〉活動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中庄村６鄰中庄３０號之１ 中庄村 1-14
0171 中庄社區〈舊〉活動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中庄村１４鄰中庄４３號 中庄村 15-20
0172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一 嘉義縣新港鄉大潭村１７鄰大潭３３號附１ 大潭村 1-17
0173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二 嘉義縣新港鄉大潭村１７鄰大潭３３號附１ 大潭村 18-24
0174 西庄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西庄村７鄰西庄６５號 西庄村 1-15
0175 埤子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埤子村７鄰埤子頭１號之２ 埤子村 1-9
0176 崙子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南崙村２鄰崙子９０號之２ 南崙村 1-13
0177 復興國小教室 嘉義縣新港鄉北崙村１１鄰崙子７５號之４ 北崙村 1-12
0178 海瀛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海瀛村９鄰海豐子５號附１ 海瀛村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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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9 月眉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月眉村１５鄰月眉潭１２１號之９ 月眉村 1-11
0180 月眉國小專科教室 嘉義縣新港鄉月眉村１９鄰月眉潭１２３號 月眉村 12-20
0181 月潭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月潭村１鄰月眉潭１８９號 月潭村 1-7,17-18
0182 月潭寶月宮長壽俱樂部 嘉義縣新港鄉月潭村１６鄰月眉潭２９９號 月潭村 8-16
0183 溪北六興宮餐廳(社區活動中心旁) 嘉義縣新港鄉溪北村８鄰溪北１０號附６ 溪北村 1-8
0184 溪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溪北村８鄰溪北１０號附６ 溪北村 9-20
0185 菜公社區〈菜公厝〉活動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菜公村４鄰菜公厝１５號之１ 菜公村 1-8
0186 中洋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中洋村４鄰中洋子１００號之１ 中洋村 1-11
0187 三間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三間村３鄰三間厝５９號之１ 三間村 1-4
0188 三間村集會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三間村３鄰三間厝５９號附２ 三間村 5-8
0189 安和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安和村１６鄰番婆１６號之１ 安和村 1-17
0190 潭大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潭大村１鄰潭子墘８號之１ 潭大村 1-17
0191 南港水仙宮餐廳 嘉義縣新港鄉南港村５鄰舊南港５８號附１ 南港村 1-16
0192 板頭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５鄰板頭厝１７號之１ 板頭村 1-13
0193 共和村集會所 嘉義縣新港鄉共和村２鄰董厝９號附２ 共和村 1-13

大

林

鎮

0194 大林鎮聯合里辦公處 嘉義縣大林鎮平林里１３鄰東榮街４４號 東林里 1-9
0195 大林國小（一） 嘉義縣大林鎮西林里１２鄰中正路４２３號 西林里 1-14,20
0196 大林國小（二） 嘉義縣大林鎮西林里１２鄰中正路４２３號 西林里 15-19
0197 安霞宮 嘉義縣大林鎮西林里９鄰仁愛路２號 吉林里 1-15
0198 平林里活動中心 嘉義縣大林鎮平林里１８鄰新興街１１２號 平林里 2,3,14-16,18,19,27,28,30
0199 大林鎮聯合社區活動中心(原大林鎮農業機械站) 嘉義縣大林鎮平林里２２鄰東榮街５０號 平林里 1,4,5,11-13,20-22,24-26
0200 大林鎮老人體育活動中心 嘉義縣大林鎮平林里１８鄰新興街１１６號 平林里 6-10,17,31-32
0201 平林國小 嘉義縣大林鎮平林里３４鄰民權路８０號 平林里 23,29,33-34
0202 明華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大林鎮明華里４鄰下埤頭２５號 明華里 1-19
0203 明和里民眾活動中心 嘉義縣大林鎮明和里２鄰甘蔗崙７２號 明和里 1-12
0204 排路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大林鎮排路里９鄰排子路１６７號 排路里 1-12
0205 西結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大林鎮西結里４鄰陳井寮８１號 西結里 1-15
0206 湖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大林鎮湖北里５鄰大湖２３號之６ 湖北里 1-11
0207 天德寶宮（即妙修堂） 嘉義縣大林鎮西林里１鄰中山路２６９號 大糖里 1-9
0208 大美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大林鎮大美里１鄰大埔美３３號 大美里 1-20
0209 過溪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大林鎮過溪里５鄰過溪２３７號 過溪里 1-15
0210 萬寧宮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４鄰沙崙１７６號 中坑里 1-12,18,21-22
0211 前龍岩國小教室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１７鄰芎蕉山４１號 中坑里 13-17,19,20
0212 上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大林鎮上林里１０鄰頂員林４４號 上林里 1-13
0213 中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大林鎮中林里６鄰中林１號 中林里 1-23
0214 三和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里１０鄰水碓４４號 三和里 7-12
0215 三和國小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里１３鄰中興路二段９３７號 三和里 1-6,13
0216 溝背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大林鎮溝背里１３鄰溝背２８０號 溝背里 1-13
0217 義和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大林鎮義和里５鄰三塊厝３５號 義和里 1-7
0218 內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大林鎮內林里５鄰內林６１號 內林里 1-10
0219 社團國小 嘉義縣大林鎮三角里９鄰下林頭５１號 三角里 1-17
0220 三村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大林鎮三村里７鄰湖子１６號之１ 三村里 1-8

溪

口

鄉

0221 溪東活動中心 嘉義縣溪口鄉溪東村１８鄰中正路１３３號 溪東村 1-22
0222 溪西活動中心 嘉義縣溪口鄉溪西村１鄰民生街１６６號 溪西村 1-16
0223 溪北村後港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溪口鄉溪北村１４鄰民權街４７號 溪北村 1-7,14
0224 溪明活動中心 嘉義縣溪口鄉溪北村１０鄰溝明２９之１號 溪北村 8-13
0225 柳溝活動中心 嘉義縣溪口鄉柳溝村７鄰柳子溝１６號之５ 柳溝村 6-17
0226 阿連庄老人活動中心 嘉義縣溪口鄉柳溝村４鄰阿連庄５１號 柳溝村 1-5
0227 疊溪活動中心 嘉義縣溪口鄉疊溪村５鄰三疊溪１０號之１ 疊溪村 1-14
0228 妙崙社區生活館 嘉義縣溪口鄉妙崙村８鄰下崙３３號 妙崙村 1-10
0229 坪頂活動中心 嘉義縣溪口鄉坪頂村３鄰下坪１０號之１ 坪頂村 1-13
0230 柴林活動中心 嘉義縣溪口鄉柴林村１３鄰柴林腳２５號之１ 柴林村 1-14
0231 林腳活動中心 嘉義縣溪口鄉林腳村４鄰柴林腳４２號之１ 林腳村 1-16
0232 崙尾活動中心 嘉義縣溪口鄉美南村７鄰崙尾１３５號 美南村 1-13
0233 崙尾集會所 嘉義縣溪口鄉美南村８鄰崙尾１３９號之２ 美北村 1-16
0234 本溯光點旅服館(原本廳活動中心) 嘉義縣溪口鄉本厝村９鄰本廳６０號之１ 本厝村 4-12
0235 厝子集會所 嘉義縣溪口鄉本厝村１３鄰厝子３２號 本厝村 1-3,13-15
0236 游西活動中心 嘉義縣溪口鄉游西村２鄰潭肚寮５６號之１ 游西村 1-11
0237 游東活動中心 嘉義縣溪口鄉游東村１０鄰游厝庄７３號之１ 游東村 1-14

梅

山

鄉

0238 梅山鄉立幼兒園 嘉義縣梅山鄉梅東村７鄰社教路６２巷３０號 梅東村 1-16
0239 梅山國小育樂堂 嘉義縣梅山鄉梅東村９鄰中山路２８號之１ 梅東村 17-28
0240 玉虛宮服務大樓 嘉義縣梅山鄉梅南村１５鄰南榮街１３號旁 梅南村 1-15
0241 嘉義縣立梅山國中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村２鄰健康街１３６號 梅北村 1-5,7,16-17
0242 梅北國小一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村２１鄰民生街１號(地下一樓) 梅北村 6,8-11,18-19
0243 梅北國小二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村２１鄰民生街１號 梅北村 13,20-23,26
0244 鄉公所清潔隊舊辦公室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村２１鄰中山路４７６號 梅北村 12,14-15,24-25
0245 過山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梅山鄉過山村６鄰開元后２８號旁 過山村 1-7
0246 圳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梅山鄉圳南村６鄰三源６０號旁 圳南村 1-12
0247 圳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梅山鄉圳北村４鄰麻園寮１９號旁 圳北村 1-9
0248 双溪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梅山鄉双溪村３鄰頂双溪２２號附２０ 双溪村 1-8
0249 大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梅山鄉大南村１４鄰南勢坑５２號附２ 大南村 4-9,14
0250 大南國小 嘉義縣梅山鄉大南村２鄰大草埔１５號 大南村 1-3,10-13
0251 安靖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梅山鄉安靖村３鄰柿仔寮５號附２ 安靖村 1-11
0252 永興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梅山鄉永興村３鄰九芎坑２２之１號 永興村 1-9
0253 半天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梅山鄉半天村３鄰半天寮４３號旁 半天村 1-8
0254 太平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梅山鄉太平村１鄰大坪８０號旁 太平村 1-10
0255 太興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梅山鄉太興村４鄰青園５號 太興村 1-10
0256 太平國小龍眼分校 嘉義縣梅山鄉龍眼村６鄰龍眼林４１號 龍眼村 1-10
0257 碧湖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梅山鄉碧湖村５鄰堀尺嶺９號之１旁 碧湖村 1-9
0258 瑞峰國小 嘉義縣梅山鄉瑞峯村５鄰生毛樹１９號之１ 瑞峯村 1-9
0259 瑞里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梅山鄉瑞里村５鄰幼葉林６２號附１對面 瑞里村 1-8
0260 太和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２鄰蛤里味８之３號旁 太和村 1,2,3,7,8,10
0261 仁和國小 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１１鄰社前湖６號 太和村 4,5,6,9,11,12

朴

子

市

0262 東石國中教室 嘉義縣朴子市安福里２２鄰山通路６號 安福里 1,20-26
0263 安福里集會所 嘉義縣朴子市安福里１６鄰北通路２８號 安福里 2-19
0264 朴子市農會推廣部 嘉義縣朴子市平和里１鄰市東路３號 平和里 1-9,22-25
0265 平和里集會所 嘉義縣朴子市平和里１８鄰海通路２之４６號 平和里 10-21
0266 內厝里集會所 嘉義縣朴子市內厝里７鄰內厝５８號 內厝里 1-14
0267 配天宮 嘉義縣朴子市開元里６鄰開元路１１８號 開元里 1-10
0268 天公壇 嘉義縣朴子市中正里２０鄰中正路１８２號 中正里 1-22
0269 巡天宮 嘉義縣朴子市順天里７鄰南通路３段９１６號 順天里 1-20
0270 博厚里永和里聯合集會所 嘉義縣朴子市博厚里１８鄰四維路三段６３號 博厚里 1-18
0271 樸靈宮 嘉義縣朴子市文化里１０鄰海通路１１６號 文化里 1-11,19-21
0272 高明寺 嘉義縣朴子市文化里１５鄰山通路７３號 文化里 12-18,22-25
0273 春秋武廟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４鄰 菜埔３６號之１ 永和里 1-6,13-15
0274 永安宮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８鄰 菜埔７９號之２ 永和里 7-12,16-20
0275 鎮安宮 嘉義縣朴子市竹圍里１鄰下竹圍１號 竹圍里 1-4,15-16,25-26
0276 竹圍里集會所 嘉義縣朴子市竹圍里１４鄰四維路二段７８號 竹圍里 5-6,9,11-14,23-24
0277 大同國小禮堂 嘉義縣朴子市竹圍里９鄰大同路２３９號 竹圍里 7-8,10,17-22
0278 新寮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朴子市新寮里６鄰新寮６７號之６ 新寮里 1-6
0279 雙溪口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朴子市双溪里４鄰双溪口４０－２號 双溪里 1-10
0280 雙溪國小教室 嘉義縣朴子市双溪里３鄰双溪口３０號 溪口里 1-10
0281 德興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１鄰新吉庄３號之１ 德興里 1-12
0282 仁和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朴子市仁和里１鄰小槺榔１２號 仁和里 1-13
0283 涂姓開基祖廟倉庫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里３鄰大槺榔１９５號 大鄉里 1-9,20-24
0284 大鄉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里３鄰大槺榔１９７號之３ 大鄉里 25-27,29,30
0285 大鄉國小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里１５鄰大槺榔５６０號 大鄉里 10-19,28
0286 大葛里集會所 嘉義縣朴子市大葛里１６鄰大槺榔５０號之３ 大葛里 1-22
0287 祥和國小 嘉義縣朴子市大葛里２６鄰祥和二路西段９號 大葛里 23-32
0288 佳禾里集會所 嘉義縣朴子市佳禾里６鄰苦瓜寮２８號之１ 佳禾里 1-9
0289 竹村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朴子市竹村里１鄰鴨母寮７號之８ 竹村里 1-13
0290 崁前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朴子市崁前里１０鄰崁前２４號 崁前里 1-12
0291 崁後新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朴子市崁後里５鄰崁後３７－９號附１ 崁後里 1-12
0292 順安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朴子市順安里１鄰龜子港１號之１ 順安里 1-5
0293 德家里集會所 嘉義縣朴子市德家里５鄰吳竹子腳４３號之３ 德家里 1-10
0294 新庄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朴子市新庄里２鄰新庄１２號之２ 新庄里 1-7
0295 梅華新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朴子市梅華里２鄰牛挑灣３之２０號 梅華里 1-20
0296 松華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朴子市松華里２０鄰牛挑灣３４１之２號 松華里 1-21
0297 南竹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朴子市南竹里３鄰南勢竹２９號之１ 南竹里 1-7

六

腳

鄉

0298 蒜頭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蒜頭村１５鄰７３號 蒜頭村 1-17
0299 蒜東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蒜東村５鄰２２５號之１ 蒜東村 1-14
0300 蒜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蒜南村１鄰３９９號 蒜南村 1-13
0301 工廠村品格英語學院 嘉義縣六腳鄉工廠村１鄰蒜頭糖廠５號 工廠村 1-12
0302 灣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灣南村８鄰２８號 灣南村 1-15
0303 灣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灣北村１１鄰１９１號 灣北村 1-15
0304 雙涵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雙涵村４鄰４２－１號 雙涵村 1-10
0305 塗師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塗師村６鄰３６－１號 塗師村 1-12
0306 三義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三義村６鄰７８號 三義村 1-8
0307 三義村水返溝永安宮 嘉義縣六腳鄉三義村１０鄰８號 三義村 9-10
0308 正義村中溝集會所 嘉義縣六腳鄉正義村１鄰中溝７號 正義村 1-3
0309 正義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正義村５鄰占富厝２５－２號 正義村 4-7
0310 正義村兩溪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正義村１１鄰下雙溪２６號 正義村 8-14
0311 正義村大橋頭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正義村１５鄰２１５號 正義村 15-18
0312 溪厝村集會所 嘉義縣六腳鄉溪厝村７鄰７７號 溪厝村 1-12
0313 港美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港美村１２鄰８３－１號 港美村 1-13
0314 豐美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豐美村１２鄰１００號 豐美村 1-16
0315 六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六斗村２鄰１２號 六斗村 1-10
0316 崙陽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崙陽村８鄰５３－１號 崙陽村 1-11
0317 蘇厝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蘇厝村１鄰８０－１號 蘇厝村 1-12
0318 六腳國小新生分校教室 嘉義縣六腳鄉竹本村１５鄰１１１號 竹本村 1-15
0319 永賢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永賢村１０鄰１１５－１號 永賢村 1-10
0320 魚寮村辦公處 嘉義縣六腳鄉魚寮村１１鄰１１０號 魚寮村 1-14
0321 潭墘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潭墘村１４鄰１１３號 潭墘村 1-16
0322 六腳文化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六腳村３鄰３９號 六腳村 1-13
0323 六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六南村１鄰１６８－１號 六南村 1-11
0324 崩山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崩山村５鄰４５號 崩山村 1-12
0325 古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古林村９鄰１６４號 古林村 1-15
0326 更寮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更寮村２鄰３４－１號 更寮村 1-5
0327 更寮上帝公廟 嘉義縣六腳鄉更寮村７鄰７６號 更寮村 6-12

東

石

鄉

0328 東石先天宮香客大樓 嘉義縣東石鄉東石村６鄰東石２５１號之１ 東石村 1-26
0329 鄉立老人文康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猿樹村８鄰東石１５１號之１０ 猿樹村 1-12
0330 型厝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型厝村１０鄰型厝寮９９９號 型厝村 1-21
0331 塭港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塭港村１９鄰塭港９９９號 塭港村 1-19
0332 三家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三家村８鄰三塊厝７３號之４ 三家村 1-19
0333 永屯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永屯村６鄰屯子頭９９９號 永屯村 1-10
0334 海埔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海埔村２鄰海埔１４號之４ 海埔村 1-8
0335 龍港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龍港村１３鄰港墘厝９９９號 龍港村 1-18
0336 副瀨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副瀨村８鄰副瀨６３號之１ 副瀨村 1-24
0337 下揖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下揖村７鄰下揖子寮６９號之１ 下揖村 1-16
0338 頂揖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頂揖村３鄰頂揖子寮３２號之２ 頂揖村 1-4
0339 灣仔埔廟 嘉義縣東石鄉頂揖村６鄰灣子埔９９９號 頂揖村 5-8
0340 溪下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溪下村６鄰溪子下９９９號 溪下村 1-18
0341 港口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港口村１鄰蚶子寮６６號之５ 港口村 1-8
0342 鰲鼓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鰲鼓村２鄰鰲鼓６４號之２ 鰲鼓村 1-9,13-14
0343 四股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鰲鼓村１０鄰四股１號之１ 鰲鼓村 10-12,15-16
0344 港墘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港墘村２鄰港墘１０５號之２ 港墘村 1-14
0345 蔦松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蔦松村３鄰下蔦松４３號 蔦松村 1-15
0346 圍潭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圍潭村７鄰圍子內４號之１ 圍潭村 1-14
0347 洲仔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洲仔村４鄰洲子４４號之１ 洲仔村 1-15
0348 中洲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東崙村５鄰中洲２３號之４ 東崙村 1-6
0349 東崙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東崙村１１鄰栗子崙３７號之１１ 東崙村 7-14
0350 西崙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西崙村４鄰栗子崙９７號之１ 西崙村 1-18
0351 塭仔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塭仔村６鄰塭子９９９號 塭仔村 1-14
0352 網寮村巡守隊 嘉義縣東石鄉網寮村６鄰網寮２８號附７ 網寮村 1-18
0353 掌潭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掌潭村６鄰掌潭９９９號 掌潭村 1-6
0354 白水湖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東石鄉掌潭村１１鄰白水湖２８號之１ 掌潭村 7-12

布
袋
鎮

0355 九江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岱江里１鄰環河街１號 岱江里 全里

0356 嘉應廟 嘉義縣布袋鎮九龍里２鄰入船路３２號 九龍里 全里

鄉鎮
市別 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村里 所屬鄰別

布

袋

鎮

0357 布新國小禮堂 嘉義縣布袋鎮岑海里１６鄰文昌街６１號 岑海里 1-11
0358 海埔地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岑海里１３鄰新北一街１２２號 岑海里 12-16
0359 興中里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興中里１５鄰太平路４０號 興中里 全里

0360 舊戶政事務所 嘉義縣布袋鎮光復里７鄰太平路１２１號 光復里 1-10,19-21
0361 布袋鎮立圖書館 嘉義縣布袋鎮光復里１５鄰東安庄６４號 光復里 11-18,22
0362 見龍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見龍里１４鄰內田２號之４ 見龍里 全里

0363 龍江里多功能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龍江里１１鄰新厝仔３００號之１ 新厝里 全里

0364 新厝龍江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龍江里１１鄰新厝仔３００號之１東側 龍江里 全里

0365 振寮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振寮里７鄰後壁寮１０２號之１ 振寮里 全里

0366 西安里辦公處 嘉義縣布袋鎮西安里１５鄰過溝廈厝３０號之２２ 西安里 全里

0367 中安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中安里８鄰過溝頂厝７１號 中安里 全里

0368 過溝城隍廟 嘉義縣布袋鎮東安里４鄰過溝東勢頭２６０號之１ 東安里 全里

0369 聖林宮 嘉義縣布袋鎮樹林里４鄰樹林頭５１號前 樹林里 1-4
0370 樹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樹林里６鄰下庄仔４７號 樹林里 5-9
0371 貴舍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貴舍里５鄰貴舍７２號 貴舍里 全里

0372 永安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永安里９鄰大寮２４２號 永安里 全里

0373 東港里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東港里１鄰東港２８之５號 東港里 1-10
0374 埔仔厝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東港里１６鄰埔仔厝１０１號之１ 東港里 11-23
0375 江山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江山里５鄰崩山３８號之１ 江山里 全里

0376 菜舖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菜舖里２鄰菜舖廍２４號之１ 菜舖里 全里

0377 考試潭集會所 嘉義縣布袋鎮考試里３鄰考試潭１號 考試里 1-5
0378 考試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考試里８鄰鹿寮仔２３號之１ 考試里 6-9
0379 新岑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新岑里１鄰郭岑寮７號之２６ 新岑里 全里

0380 新塭國小育英館(一) 嘉義縣布袋鎮新民里１７鄰新塭３７４號 新民里 全里

0381 新民復興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新民里１２鄰新塭３３０號之１０ 復興里 1-16
0382 新塭國小育英館(二) 嘉義縣布袋鎮新民里１７鄰新塭３７４號 復興里 17-27
0383 好美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好美里７鄰虎尾寮１０５之１０號 好美里 全里

義

竹

鄉

0384 岸腳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岸腳村７鄰５０號 岸腳村 1-12
0385 岸腳村角帶圍聖母宮 嘉義縣義竹鄉岸腳村１５鄰角帶圍６號之２ 岸腳村 13-15
0386 義竹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義竹村１３鄰１１７號 義竹村 1-14
0387 義竹鄉中正堂(一) 嘉義縣義竹鄉六桂村４鄰２０８號 義竹村 15-20
0388 義竹鄉中正堂(二) 嘉義縣義竹鄉六桂村４鄰２０８號 六桂村 全村

0389 義竹慈化寺 嘉義縣義竹鄉六桂村６鄰２２０號之１ 仁里村 全村

0390 傳芳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傳芳村２鄰４６１號之１ 傳芳村 全村

0391 頭竹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頭竹村２０鄰下寮１號 頭竹村 全村

0392 五厝村保安宮 嘉義縣義竹鄉五厝村２鄰８２號 五厝村 全村

0393 中平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中平村３鄰５０號 中平村 1-6,10
0394 田尾多功能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中平村９鄰４６號 中平村 7-9
0395 埤前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埤前村７鄰９８號 埤前村 全村

0396 平溪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平溪村１鄰１０號 平溪村 全村

0397 後鎮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後鎮村２鄰１７號之２ 後鎮村 全村

0398 北華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北華村４鄰４８號之１ 北華村 全村

0399 新店村辦公處 嘉義縣義竹鄉新店村１鄰２號 新店村 1-12
0400 新店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新店村１鄰２號 新店村 13-21
0401 東過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東過村９鄰１００號 東過村 全村

0402 義竹鄉過路社區長青會 嘉義縣義竹鄉西過村１５鄰３２１號 西過村 全村

0403 官和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官和村１０鄰１３８號之１ 官和村 全村

0404 官順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官順村８鄰３０９號 官順村 全村

0405 新富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新富村８鄰７８號之１ 新富村 全村

0406 東光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東光村９鄰１６９號 東光村 1-10
0407 東光村新庄福德爺廟 嘉義縣義竹鄉東光村１２鄰新庄８號 東光村 11-15
0408 東榮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東光村９鄰１６９號之１ 東榮村 全村

0409 龍蛟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龍蛟村１１鄰１７０號 龍蛟村 全村

0410 溪洲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義竹鄉溪洲村７鄰２１號之１ 溪洲村 1-10
0411 上溪洲褔德宮 嘉義縣義竹鄉溪洲村１１鄰３１號 溪洲村 11-12

中

埔

鄉

0412 富收村民眾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富收村９鄰庄內８之１號 富收村 1-15
0413 興化廍仙興寺 嘉義縣中埔鄉富收村１８鄰興化廍１８號附２ 富收村 16-18
0414 興化廍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富收村１９鄰興化廍２３之６０號 富收村 19-23
0415 和睦國小教室(社會教室） 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１０鄰後庄１６號 和睦村 1-9
0416 和睦村社區活動中心（村辦公處） 嘉義縣中埔鄉和睦村１５鄰公舘４２之１號 和睦村 10-16
0417 三和公園管理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和睦村１６鄰中華路６３０巷４３之３號 和睦村 17-23
0418 和美村民眾活動中心1樓 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７鄰忠明路４０巷８號 和美村 1-5
0419 和美村民眾活動中心2樓 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７鄰忠明路４０巷８號 和美村 6-9
0420 和睦國小教室(桌球室) 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１０鄰後庄１６號 和美村 10-17
0421 和睦國小綜合教室 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１０鄰後庄１６號 和美村 18-21
0422 和睦國小課輔教室 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１０鄰後庄１６號 和美村 22-25
0423 中埔鄉農會和美辦事處 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２９鄰大義路６５８號 和美村 26-29
0424 和睦國小前棟西邊教室 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１０鄰後庄１６號 和興村 1-12
0425 和興國小教室(多功能教室) 嘉義縣中埔鄉和興村３３鄰和興路９１號 和興村 13-17
0426 和興國小教室(小桌球室) 嘉義縣中埔鄉和興村３３鄰和興路９１號 和興村 18-25
0427 和興國小教室(大桌球樂活站) 嘉義縣中埔鄉和興村３３鄰和興路９１號 和興村 26-32
0428 和興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和興村３４鄰中華路３０５巷２４６號 和興村 33-38
0429 中埔國小教室特教巡迴教室 嘉義縣中埔鄉中埔村８鄰中正路１號 中埔村 1-5
0430 中埔國小一年甲班教室 嘉義縣中埔鄉中埔村８鄰中正路１號 中埔村 6-16
0431 塩舘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塩舘村８鄰塩舘４１之１號 塩舘村 全村

0432 頂六國小教室 嘉義縣中埔鄉金蘭村１４鄰頂山門２５號 金蘭村 1-8
0433 頂六國小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金蘭村１４鄰頂山門２５號 金蘭村 9-15
0434 社口國小教室 嘉義縣中埔鄉隆興村２鄰廍後８號 隆興村 1-8
0435 隆興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隆興村９鄰中正路５１５號 隆興村 9-16
0436 義仁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義仁村３鄰挖仔厝１７號前面 義仁村 1-7
0437 義仁社區長青會館 嘉義縣中埔鄉義仁村１０鄰樹頭埔１１號旁 義仁村 8-15
0438 德雲寺 嘉義縣中埔鄉社口村５鄰內埔４３號 社口村 1-8
0439 社口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社口村９鄰番仔坑７號之１ 社口村 9-19
0440 吳鳳廟 嘉義縣中埔鄉社口村２３鄰１之３號 社口村 20-25
0441 灣潭村民眾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灣潭村１６鄰客庄１７號之２ 灣潭村 全村

0442 裕民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裕民村１鄰石頭厝８號之１ 裕民村 全村

0443 龍門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龍門村４鄰龍山脚３３號 龍門村 全村

0444 嘉義縣石硦童軍營區 嘉義縣中埔鄉石硦村６鄰籐寮仔５４號 石硦村 1-7
0445 石硦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石硦村１３鄰石硦２２之３３號 石硦村 8-20
0446 頂埔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頂埔村８鄰頂埔１０之６號 頂埔村 全村

0447 同仁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同仁村１１鄰同仁１６４號之５ 同仁村 1-15
0448 柚仔宅慈安宮 嘉義縣中埔鄉同仁村１８鄰柚仔宅１９之２號 同仁村 16-23
0449 深坑村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深坑村９鄰深坑８５號之２ 深坑村 全村

0450 三層村民眾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三層村８鄰崎頭仔２號 三層村 全村

0451 瑞豐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瑞豐村７鄰崁脚４５號 瑞豐村 全村

0452 沄水國小教室 嘉義縣中埔鄉沄水村５鄰１６號 沄水村 1-8
0453 沄水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沄水村１１鄰竹頭崎２０號 沄水村 9-14
0454 東興村民眾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東興村５鄰凍子脚２５之１號 東興村 全村

0455 中崙村民眾活動中心 嘉義縣中埔鄉中崙村４鄰中崙２７號 中崙村 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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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6 竹崎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竹崎村４鄰中山路７６號 竹崎村 1-17
0457 竹崎老人文康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竹崎村２６鄰中正路９６號 竹崎村 18-31
0458 和平村民眾活動中心(一) 嘉義縣竹崎鄉和平村５鄰坑仔坪１３７號 和平村 1-8
0459 和平村民眾活動中心(二) 嘉義縣竹崎鄉和平村５鄰坑仔坪１３７號 和平村 9-16
0460 坑頭村民眾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坑頭村８鄰復原莊２０號 坑頭村 1-12
0461 沙坑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沙坑村８鄰水坑５６之８號 沙坑村 1-12
0462 獅埜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獅埜村８鄰許厝８之２號 獅埜村 1-15
0463 義和村民眾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義和村２鄰山子門２３號 義和村 1-6
0464 義仁社區活動中心對面房舍 嘉義縣竹崎鄉義仁村７鄰坪頂１４之６號 義仁村 1-13
0465 灣橋村朴子埔收容所暨防災物資整備所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４鄰朴子埔３２之２號 灣橋村 1-11
0466 灣橋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１６鄰灣橋１７２號 灣橋村 12-16,23
0467 灣橋村北極殿管理委員會辦公室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２０鄰灣橋２６６號 灣橋村 17-22
0468 灣橋村圓崇國小教室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２３鄰灣橋３８７巷２８號 灣橋村 24-26
0469 灣橋村圓崇國小會議室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２３鄰灣橋３８７巷２８號 灣橋村 27-31
0470 鹿滿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鹿滿村７鄰麻箕埔９５之１號 鹿滿村 1-16
0471 紫雲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紫雲村１１鄰大竹圍３之２號 紫雲村 1-16
0472 內埔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１２鄰崁脚１之１號 內埔村 1-17
0473 昇平村昇平國中川堂 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２鄰元興路１３８號 昇平村 9-19
0474 昇平村收容所暨防災物資整備所 嘉義縣竹崎鄉昇平村６鄰頂埔９６之１號 昇平村 1-8
0475 桃源村（桃仔斜）民眾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桃源村１６鄰勝源３０之１號 桃源村 14-20
0476 桃源村桃源國小教室 嘉義縣竹崎鄉桃源村７鄰桃源７８號 桃源村 1-13
0477 白杞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白杞村４鄰白杞４２之１號 白杞村 1-12
0478 塘興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塘興村３鄰塘下寮６１之２號 塘興村 1-6
0479 塘興村頂坪慈雲寺 嘉義縣竹崎鄉塘興村１０鄰頂坪３４號之２ 塘興村 7-16
0480 義隆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義隆村３鄰山知崙７之１號 義隆村 1-12
0481 龍山村龍山國小教室 嘉義縣竹崎鄉龍山村水道頭７０號 龍山村 1-7
0482 龍山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龍山村１４鄰大庭２３之３號 龍山村 8-22
0483 文峯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文峯村１鄰溪州仔１７附５號 文峯村 1-18
0484 金獅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金獅村１１鄰金獅寮３１號 金獅村 1-12
0485 復金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復金村１１鄰復鐤金５９之１號 復金村 1-13
0486 復金村辦公處 嘉義縣竹崎鄉復金村１１鄰復鐤金５４號 復金村 14-24
0487 緞繻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緞繻村１９鄰松脚５０號 緞繻村 1,6-20
0488 緞繻村紅南坑廟 嘉義縣竹崎鄉緞繻村４鄰紅南坑２０號 緞繻村 2-5
0489 仁壽村辦公處 嘉義縣竹崎鄉仁壽村２鄰交力坪３０號 仁壽村 1-12
0490 奮起湖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中和村１２鄰奮起湖１６５號 中和村 1-17
0491 中和村中興國小教室 嘉義縣竹崎鄉中和村１９鄰石棹１０號之１ 中和村 18-21
0492 光華村光華國小禮堂 嘉義縣竹崎鄉光華村４鄰柑仔宅１０號 光華村 1-7
0493 頂良製茶所 嘉義縣竹崎鄉光華村９鄰茄苳仔９號 光華村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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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4 江西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番路鄉江西村４鄰柿仔脚３號 江西村 全村

0495 內甕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番路鄉內甕村３鄰凸湖２５號 內甕村 全村

0496 新福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番路鄉新福村６鄰大庄１４號 新福村 2-10
0497 日安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番路鄉新福村１鄰公舘仔１１０號 新福村 1,11
0498 民和國小禮堂 嘉義縣番路鄉下坑村３鄰菜公店９１號 下坑村 1-7,11
0499 下坑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番路鄉下坑村８鄰下坑３０－１０號 下坑村 8-10,12-13
0500 番路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番路鄉番路村４鄰番路５４號 番路村 全村

0501 民和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番路鄉民和村４鄰客庄１２號 民和村 全村

0502 觸口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１６鄰觸口１３７之２號 觸口村 1-9,13-19
0503 埔尾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１０鄰埔尾１７之１號 觸口村 10-12
0504 大湖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番路鄉大湖村１０鄰火燒寮１之１號 大湖村 全村

0505 公田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番路鄉公田村６鄰大路仔３４之１號 公田村 6-12
0506 公田村集會所 嘉義縣番路鄉公田村５鄰隙頂５４－９號 公田村 1-5
0507 公興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番路鄉公興村４鄰中寮２８－１號 公興村 全村

0508 隙頂國小草山分校 嘉義縣番路鄉草山村１鄰草山２２號 草山村 1-3
0509 大埔鄉大埔國民小學永興分校 嘉義縣番路鄉草山村６鄰永興２２號 草山村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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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0 北極殿 嘉義縣大埔鄉大埔村５鄰大埔１３７號 大埔村 1-12
0511 大埔公有市場 嘉義縣大埔鄉大埔村５鄰大埔１６２號之９ 大埔村 13-16
0512 福壽宮 嘉義縣大埔鄉和平村４鄰石硤內５７之１號 和平村 1-5
0513 雙溪天主教堂 嘉義縣大埔鄉和平村７鄰雙溪２８號 和平村 6-9
0514 永樂村集會所 嘉義縣大埔鄉永樂村４鄰埔頂１３之１號 永樂村 1-5
0515 大埔國小南寮分校 嘉義縣大埔鄉永樂村７鄰南寮１１號 永樂村 6-7
0516 茄苳活動中心 嘉義縣大埔鄉茄苳村１鄰竹圍仔３８號之１ 茄苳村 1-4
0517 大茅埔集會處 嘉義縣大埔鄉茄苳村６鄰大茅埔２６號之１ 茄苳村 5-6
0518 大埔國小坪林分校 嘉義縣大埔鄉茄苳村８鄰坪林２４號 茄苳村 7-9
0519 西興活動中心 嘉義縣大埔鄉西興村３鄰菜瓜坪４之１號 西興村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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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0 中山村老人亭活動中心 嘉義縣阿里山鄉中山村４鄰３１號旁 中山村 全村

0521 阿里山聯合村辦公處 嘉義縣阿里山鄉中正村５鄰５２號 中正村 全村

0522 香林國小 嘉義縣阿里山鄉香林村２鄰４１號 香林村 全村

0523 十字村活動中心 嘉義縣阿里山鄉十字村２鄰５２號 十字村 1,2,3,4
0524 得恩亞納活動中心 嘉義縣阿里山鄉十字村６鄰２１３號 十字村 5,6
0525 豐山村辦公處 嘉義縣阿里山鄉豐山村３鄰５６號 豐山村 全村

0526 來吉國小 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村４鄰９１號 來吉村 全村

0527 樂野社區活動中心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２鄰５６號 樂野村 全村

0528 達邦舊圖書館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１鄰２３之１號 達邦村 全村

0529 里佳資訊站 嘉義縣阿里山鄉里佳村２鄰３１號 里佳村 全村

0530 山美多功能活動中心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４鄰７２之３８號 山美村 全村

0531 新美國小綜合教室 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村４鄰７８號 新美村 全村

0532 茶山國小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村３鄰７４號 茶山村 全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