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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選

舉

區

（

北

投

、

士

林

）

議

員

候

選

人

1
王
芝
安

61
年
10
月
8
日

女
臺
北
市

人
民
民
主
黨

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系學士、

碩士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士林國小、國中

岩山里里長

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執行長

德國基爾大學社會學系短期攻讀社會

學政治學

推動完成學校衛生法立法：保障公職

校護權益、健全學童健康政策、阻擋

校護外包與避免健康商品化

921大地震南投富功組合屋駐主任

2
陳
建
銘

50
年
7
月
24
日

男
臺
北
市

無

社子國小

陽明國中

光武工專

輔仁大學

美國西堤大學管理學碩士

美國加州專業心理大學博士

國大代表

立法委員

台北市議員

台灣團結聯盟秘書長

士林青商

士林扶輪社

日月光獅子會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講師

國立臺灣大學政研所

市民好朋友

廣設幼兒園、托嬰中心、親子館

增設樂齡學堂、運動中心

一區一共融式兒童遊戲場

推動寵物健保  促成動保警察

推動寵物運動公園  設立動保基金

垃圾減量  推動外帶咖啡杯租借

市政好幫手

北環捷運動工  加速都市更新

爭取社子島及關渡平原開發

配合捷運廣設橫向社區小巴

臺北燈節在士林北投舉辦

提高租屋補貼　興建智慧住宅

調降有線電視費率  分組付費                 

3
李
美
津

55
年
7
月
29
日

女
新
北
市

無

美國田納西州立大學企管碩士

中興法商學院會計系學士（台

北大學）

景美女中

現任：

　　 台北市真善美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解癮戒毒協會顧問

　　 中華瑜珈協會認證師資

曾任：

　　 證券公司、證券投信協理

　　 資產管理顧問公司副總

　　 行政院「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課

程講師

　　 教育部「全人關懷生命教育」課

程講師

4
徐
書
慧

64
年
10
月
5
日

女

臺
灣
省
苗
栗
縣

無 崇右企業管理專科學校

生育改革行動聯盟發起人

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會員

親子共學團領隊

全職媽媽

5
陳
賢
蔚

66
年
7
月
12
日

男
高
雄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工學學士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立委吳思瑤服務處主任

立委蕭美琴市議員吳思瑤聯合服務處

主任

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理事

中華民國身障棒壘球協會顧問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新聞組

民主進步黨台北市黨部執行委員、全

國黨代表

《懇請您支持認真、唯一深耕12年新人－陳賢蔚！》陳賢蔚身為本次參選新人中，唯一一位在士林北投，在地深耕12年的專業

幕僚世代，將秉持著對政治工作的理想與熱忱，對士林北投的熟悉及熱愛，認真為全體市民服務，與您一起打拚台北未來。

我承諾：擔任全職市議員、理性問政不作秀、優質服務不馬虎、不包工程不收回扣。我堅持：捍衛民主自由與人權、支持公民

參政權、質詢問政透明公開。我主張：

1. 強化體育：賢蔚熱愛棒壘球，服務出身體育圈，未來將強化體育運動發展，增進市民健康。要求增加學校體育專業師資、提

供國手職涯舞台、完善學校風雨運動操場、各項運動均衡發展、鼓勵水上運動、擴大運動社團交流、檢討場館無障礙設施、

強化河濱公園安全設施等。

2. 關懷教育：賢蔚長期協助天母學區安全聯盟運作，持續監督校園及通學安全，主張加強學童生命教育，讓孩子安全學習、快

樂成長。要求校園納入共融式遊具設置處所、鼓勵長者終身學習、優化學童營養餐點、增設幼兒園班級數、提升幼教師資待

遇及服務品質等。

3. 保障弱勢：協助低收入戶、身心障礙、罕見疾病等朋友解決困境，要求增加社會福利保障、強化社區志工服務、主動提供就

業媒合；無障礙設施總體檢、推廣身障人士運動聯誼；整合病友就醫流程、補助病友降低經濟壓力、加強遺傳疾病預防等。

4. 守護文資：整治北投溪及復育全球唯一以台灣地名命名之「北投石」、打造北投生活環境博物園區、發展天母文史觀光（水

道系統、番仔井、白屋、羅友倫將軍故居）、推廣宮廟民俗文化、採公私協力行銷活化士林北投在地文史資產等。

5. 愛護動物：透過校園生命教育落實友善生命觀念，加強流浪犬貓TNVR政策，鼓勵認養取代購買，支持改善收容所環境及人力等。

6. 永續生態：推廣無毒農耕、加強公共工程生態工法、保存綠地增加植樹、嚴禁河川排放汙水廢棄物、支持發展綠能及完善綠

色運輸等。

7. 醫藥長照：增設長者共餐共學據點、促進長者服務醫療用藥社區化、強化偏遠地區及行動不便者居家醫藥服務、保障醫藥護

理師權益等。

6
劉
仕
傑

69
年
2
月
9
日

男

臺
灣
省
屏
東
縣

社
會
民
主
黨

臺大政治系國際關係組學士

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

臺南一中

外交部歐洲司科長

英國牛津大學外交專班

中央研究院中國研究碩士學程

第41期外交特考及格   

外交部北美司薦任科員

駐洛杉磯辦事處三等秘書

駐帛琉大使館二等秘書

臺大棒球校隊

劉德華MV男主角

天下雜誌專欄作家

臺北市客家長青會顧問

全球客家聲韻歌劇團顧問

臺北捷運文湖線專案翻譯

7
林
瑞
圖

45
年
6
月
10
日

男
臺
北
市

無

士林國小

陽明國中

台北市立復興中學

淡江大學

立法委員

關渡平原開發促進會總會長

中華職棒退役聯盟總會長

中華跆拳道協會名譽理事長

聖安娜之家（天主教）顧問

聖道兒童之家（基督教）顧問

廣福宮榮譽主委

磺田福佑宮主委

集應廟主委

地藏禪寺執行長

慈悟寺執行長

集福宮重建委員會主委

立志：正義、肅貪、救台灣

誓願：慈心濟弱，人間菩薩行

政見：1. 本人已完成推動關渡平原一期、二期開發（士北科專案住宅、科技園區），將持續推動關渡

平原三期、四期開發包括：環保特區、親水公園、觀光綠帶長廊、國際花卉園區、合宜住

宅…等。

　　　2. 保護校園-不讓毒品、黑道介入，讓學童享有安全學習教育環境。

　　　3. 積極督促市府推動「老人安養各項福利及設施」，以應付台灣高齡化之趨勢。

　　　4. 繼續整治「淡水河」、「基隆河」流域，並嚴查廢土倒棄河內，以保護自然生態，尊重生命。

　　　5. 強力監督各級政府清廉執政，以防止一切弊案發生，如有弊案發生，將不畏權勢，強力揭發。

　　　6. 成立「長者安養就醫」服務諮詢中心。

　　　7. 成立「婦幼保護中心」以防止家暴、性侵等發生。

　　　8. 持續推動幼教補助、幼兒福利及學童福利爭取。

　　　9. 推動豐年里、稻香里、桃源里、一德里、關渡里部份地區，由住二區變更為住三區、住四

區、部分商業區，以利都市發展與地方繁榮。

　　　10. 爭取新創產業、文創產業於士林、北投生根，守護傳統產業、二手產業延續，強化在地產業

發展及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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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選

舉

區

（

北

投

、

士

林

）

議

員

候

選

人

8
汪
志
冰

46
年
4
月
20
日

女
臺
中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美國東密西根大學文學碩士

東吳大學德文系

文藻外語學院德文科

第九~十二屆臺北市議員

第三屆國大代表

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秘書長

經濟部航太工業推動小組經理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專員

日本亞太經貿研究員

臺北市北投區體育會理事長

臺北市六桂宗親會理事長

小樹苗勵志獎學金委員會主任委員

歡喜做愛心公益會理事長

對選民承諾：不兼職、不經營副業、全職議員、專業服務！

政績　政見

一、行的安全　便捷的交通：

　　 完成調整220公車2段票分段緩衝區為「福林橋~大同大學」/爭取開闢芝山、石牌、北投

捷運站第二出口/促成捷運淡水線安全門設置/增設11公車路線小巴/廣設微笑單車

二、促進建設　加速地方發展：

　　 爭取奇岩里長青樂活大樓及翠山里多功能長照中心建置/關渡平原開發兼顧地方發展及市

民權益/力促危老、都更條例放寬限制提高誘因/保護文化資產但反對芝山岩周邊限高

三、增建公宅　支持青年政策：

　　 調高青年就學及創業貸款額度、延長還款期、降低利率/增建公宅、放寬條件、降低租

金，支持降低「雙北月票」票價

四、促進市民健康　食安嚴格把關：

　　 要求北農交易實名制保障消費者權益/爭取擴大長者免費健檢名額/拒絕核災食品嚴格把關

五、守護教育　捍衛校園安全：

　　 要求校園安全圍籬全面落實/嚴格把關不當教材進入校園/全面加速校園裝設冷氣

9
謝
維
洲

72
年
5
月
5
日

男
新
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外文系

魚工廠勞工、植木工

管碧玲立委服務處行政秘書

姚文智立委服務處行政秘書

莊瑞雄議員辦公室主任

第十二屆台北市議員（士林北投）

中山大學碩士班國貿企管

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

IBMBA肄業

1.全面提升用水品質，家戶生水直飲。

2. 推動士林北投(1)老舊社區更新 (2)觀光產業 (3)規劃士林、天母、石牌商圈，促進

地方繁榮。

3.督促市府儘速落實開發社子島、關渡平原的承諾。

4.爭取提高老人、幼兒及身心障礙者之安全照顧與福利保障。

5.改善士林北投偏遠山區及郊外地方的交通、教育、就業環境的問題。

6. 以「治水、清水、親水、透水」四水城市為目標，打造台北河岸新風貌，營造

親水環境。

7.提供免費法律諮詢，保障基本人權，解決民眾困難。

8.定期舉辦市政座談，邀請市民參與，落實公民審議精神。

10
王
威
中

72
年
3
月
3
日

男
臺
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建國中學

◎台大政治系

◎台大國發所兩岸組碩士畢業

【政見達成率第一名的現任議員！】

◎ 平民子弟，非富二代、官二代

◎ 現任台北市議員（四年以來政見達

成率100%，詳請手機掃描右方QR

碼）

◎ 民進黨副秘書長辦公室主任、北市

黨部副執行長

◎ 蔡英文總統競總組織群執秘

◎ 嘉義立委陳明文特助

◎台大學生會會長

◎大同扶輪社員

◎政論節目固定來賓

◎大專兼任講師 BOT

12

QR

11
王
奕
凱

74
年
6
月
29
日

男
臺
北
市

無
再興小學

興福國中

協和高工

士林夜市觀光發展協會─理事

華榮市場自治發展協會─顧問

北投丹鳳山自救會─發言人

首都監督聯盟─發言人

立法院─國會助理

台灣人權文化協會─理事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理事

喜樂島聯盟─共同發起人

東奧正名公投─共同發起人

★ 反對山坡地與關渡平原開發，監督生態保育區水源地管理，嚴

防破壞山林，反對淡北快速道路開發，保護關渡生態

★ 振興士林夜市，改善商圈停車需求，推動商圈免費WIFI，強化

市內觀光。推動士林官邸列入文化園區，活化場地使用

★ 監督溫泉廢水處理與溫泉管理基金使用，推動汙水處理條例，

嚴查汙水管線配置，阻擋暗管亂排

★支持社子島居民自主規劃開發，並解除限建

★監督都市更新，維護都更戶權益，妥善安置都更居民

★監督路平、路面挖掘及管線管理，提升道路工程技術標準

★增設市區停車位，協助推廣智慧停車APP

★ 協助推動輕度失智友善空間及活動、確診患者免費使用運動中

心陪同者免費，增加確診率，延緩病情惡化

★ 協助推動組織地方新手父母教育團體，互助並輔導使用市府資

源

★ 支持廣設非營利幼兒園，支持受補助私幼財務公開透明、受補

助私幼教保人員聘任制度和勞動權益比照公托及非營利幼兒園

★ 支持廣建社會公宅，增加青年銀髮共居誘因，改善集合式住宅

遠端醫療與設施無障礙化

★ 依法監督文資提報列冊後半年內須召開文資審議會，推動文資

管理條例：每年一次訪視，三年一次普查，改善歷史建築荒廢

問題

★ 保護勞工職安：全面檢討政府聘僱人員職業環境是否符合勞動

安全標準，推動發生重大職安問題的公司不得承攬公共工程，

強化勞工進修資源，協助工會組織

★ 維護警察消防人員基層權益，減少不必要行政協助，警察工時

應專注於治安工作，以八小時為原則，超過八小時為例外

★反對紅色資本入台，支持台灣獨立

★推動台灣隊正名、婚姻平權、深化性平教育

【王奕凱 競選承諾罷免卡 】

我對選民承諾，在我的競選文宣背後，將會同時放上我的罷免提案書。只要沒做到以下政見承諾，或認為我做不好，選民都可以將罷

免提案書寄送到第三方公正單位，當數量達到罷免門檻，該單位就自動罷免我，並且相關費用都將由我議員薪水來出，落實自我監

督。

【落實議員好好開會，實際出席議會，做好議員該做的事】

12
侯
漢
廷

77
年
10
月
30
日

男
臺
北
市

新
黨

台大政治系碩士

新黨新思維中心主任

遠山STYLE自媒體創辦人

網路節目主持人

政論節目常駐評論家

雜誌政治專欄作家

一、 住者其屋，降低房價

（一）恢復針對建商課徵3.6%屯房稅，降低房價，增加台北市稅收，讓青年更容易買得起房。

（二）監督市府落實五萬戶社會住宅，增加士林區、北投區公宅，放寬申請條件，增加在地人優先申請，降低租金，解決青年住宅問題。

（三）台北40萬戶老舊住宅，要求市府盡速推動台北的老屋再生，防災減災、都市更新、老屋重建、耐震補強，容積獎勵協助市民舊屋換新屋。

（四）加速推動士林北投觀光景點增加大客車停車位、一般地區增設停車位。

（五）優化巷弄騎樓高低落差，推動無障礙空間。力求增加UBIKE涵蓋率、打造全市智慧型公車候車亭，免去日曬雨淋。

二、 捍衛警消護勞工權益

（一）要求市政府在採購、發包標案中，明訂曾違反「勞基法」、「職安法」的單位或業主，在勞動局公告違法日的3年內，不得參與投標。

（二）爭取政府採購或補助研發，將加薪列為評選加分項目，鼓勵企業加薪。

（三）增聘勞檢員、增加勞動檢查預算、提升勞檢員薪資，增加受檢查的企業數量，盡可能減少違反勞基法狀況。

（四）要求市府向中央盡力補足警察消防員額，加班費核實支付、汰換老舊設備、維修興建現有警消宿舍，讓警消無後顧之憂。

三、 智慧城市，SMART台北

（一）力爭士林北投山區及全市WI-FI覆蓋率100%，讓WI-FI像呼吸一樣自在。

（二） 爭取市府加速建置路燈智慧感應系統，省下每年所耗費外包廠商人工調查費一千萬元，大數據調節路燈、結合及時反饋系統調節人民行

車路線，減少塞車問題，打造反應更快速的市民公共服務。

（三）推動台北無現金，以手機為載體，督促市府整合移動支付產業，開啟以電商、新零售、新製造、無人超市、區塊鏈追蹤為主的智慧台北。

四、 深耕文教、歷史記憶

（一）爭取在士林成立動漫博物館，獎勵拔擢台灣本土動漫作家，更網羅亞洲地區動漫，結合現有台北科學藝術園區，創造四館一園智慧園區。

（二）要求在日本交流協會對面設置慰安婦銅像，不忘日本殖民台灣的悲痛歷史，紀念苦難中的慰安婦阿嬤。

（三）爭取在台北市學校發中國歷史補充教材、在台北中山堂成立台灣抗日紀念館，讓青年認識正確的歷史。

五、 托育幼教、長照醫療

（一） 要求市府盤點國中小閒置校舍空間，提供減免水電等誘因，讓全市市立國小「校校有公托及非營利幼兒園」。完成「0-12歲托育一條

龍」目標。

（二）力求未來都更社區，應就地規劃公共托育空間，並擴大忠順社區公共托育模式，結合托育與養老中心，節省負擔、達成老幼共融。

（三）督促市府落實長照打造社區型照護家園，將低度利用的老人活動中心，改建成複合型銀髮族日間照護中心。

（四）利用閒置校舍，擴大長者共餐、增設日照安養中心，整合中央、地方、民間資源提供一條龍服務，減輕照顧家屬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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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郁
芬

79
年
3
月
17
日

女
臺
北
市

時
代
力
量

◎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學士

◎ 立法委員林昶佐國會辦公室特助

◎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助理研究員

◎ 立法委員顧立雄國會辦公室特助

◎ 318反服貿（太陽花）運動發言人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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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政
忠

44
年
4
月
1
日

男
臺
北
市

無

社子國小

士林國中

育達商職

亞東工專

銘傳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

「台北監督連線」士林北投參選人

財團法人陳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育達商職教師

德明科技大學講師

國際青年商會世界總會參議員

國際青年商會亞太大會主委

台北市議會第5-12屆議員

一、「台北監督連線」民生第一　4大主張

1. 推動公共托育：增加公共托嬰設施、公立與非營利幼兒園，減輕家長負擔。

2. 保障青年樂業：提高青年創業貸款額度；擴大企業實習策略聯盟。

3. 廣建公共住宅：公共住宅結合公共與社福設施，打造特色公宅；加速危老建築重建；提升社會住宅戶數。

4. 增設樂齡照護：推動65歲以上長者免繳健保費，並擴大敬老卡使用範圍；透過關懷據點量能提升、增

加日照中心、擴大石頭湯據點，完善長照機制。

二、個人政見

1. 積極推動捷運外環線北環段，蘆洲到社子經後港地區至士林捷運站、泰北高中連結文湖線，並於2020

年前動工。

2. 推動社子島開發案，以內政部審議全國最優惠之拆遷補助方案，落實4258戶，戶戶配售公有住宅。

3. 加速推動區域輕軌捷運路網與淡水信義線、中和新蘆線、北環段連結，改善士林、北投、天母、社子

交通路網。

4. 推動全市電線、電纜全面地下化，改善市民生活與居住環境。

5. 全面提升育兒及托嬰各項補助金額，落實改善青年家庭各項生育負擔。

6. 全面檢討陽明山地區不合理之都市計畫，制定陽明山地區特別條例，確保當地居民居住權益。

7.推動關渡平原開發與建構臺北市運動園區。

8. 爭取社子派出所改建工程，增設社區、青年、長者活動中心與圖書館。



第5頁（共6頁）

選舉類別 號次 相    片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第

１

選

舉

區

（

北

投

、

士

林

）

議

員

候

選

人

15
潘
懷
宗

50
年
7
月
2
日

男
臺
北
市

新
黨

美國喬治亞州艾默蕾大學神經

化學及分析化學博士

東吳大學化學系學士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第九、十、十一、十二屆臺北市議員

第三屆國大代表

國立陽明大學教授

東吳、交通、中央、政治、實踐等大

學講座教授

教育部全國反毒巡迴講師

考試院醫療人員國家考試命題委員

中華民國運動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常

務理事

懷宗於第十二屆議員任期內，周末定期在士林、北投的各大市場辦理巡迴法津諮詢暨市政服務，當場接受市

民陳情、解決問題。此外，我們也深入各社區辦理年長者義剪服務，更對於任何一位需要協助的市民，不分

藍綠、無懼強權，都全力服務。除選民服務外，懷宗也認真出席每一次市議會會議，質詢市政不做秀不譁眾

取寵，更不淪為意識形態操作，所有質詢記錄都完整呈現於議會網站供市民查詢檢驗。懷宗過去推動例如：

提升住宅警報器設置率、落實公共場所普設急救設備「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成功推動65歲

以上長者免費施打肺炎鏈球菌疫苗、推廣微電腦瓦斯表設置、提升勞動環境安全、反毒反酒駕、杜絕虐待動

物、強化食安管理…等等，不勝枚舉。若本次選舉蒙市民肯定，再度得到您的支持並獲連任後，未來您的大

小事，懷宗一定秉持十六年來，事實證明，不變的服務熱誠與用心，持續監督市府推動市政建設，讓首都台

北再進化，您的生活更安心，未來更持續監督：

1. 增加公幼公托設置，減輕家長負擔，也讓家長放心。2.持續推動電線、電纜全面地下化，淨化北市天空景觀。

3. 發展地方特色文物，推動士林、北投在地觀光。4. 監督市府推動社子島開發計畫進度，爭取在地民眾權益。

5.全面把關食品安全，食材來源透明讓您吃的安心。6.持續推動北市閒置空間活化使用。

7.推動士林北投老舊建物更新，加速都更速度。8.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杜絕校園霸凌事件發生。

9.提升運動風氣，落實運動向下扎根。

10.扶持弱勢長者，提升社會福利，落實長照。

11. 規劃芝山站至忠誠路底輕軌建設，促使交通更便利，讓天母繁榮再現。

12.加速推動士北科技園區進行，扶植科技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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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映
心

80
年
1
月
15
日

女
臺
北
市

基
進
黨

華岡藝術表演學校表演藝術科

喜樂島聯盟動員召集人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成員

2020東奧正名行動小組成員

基進黨台北黨部執行委員

服務業10年以上經歷

17
張
斯
綱

60
年
9
月
9
日

男
臺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

輔仁大學法律系學士

政治評論員

盛弘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發

言人

衛生署簡任秘書

海基會資深高級專員

中國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文化大學國發所博士班肄業

大發展　　士北科學園區設立青創基地及生技醫療基地，促進區域就業。

　　　　　都更放寬容積率，以容積獎勵幫助市民舊房換新房。

　　　　　加速規劃興建捷運北環段。

　　　　　支持社子島開發特別條例。

大照顧　　利用校園閒置空間，設立公托公幼。

　　　　　廣設社區銀髮日照中心，以政策實質照顧長者。

　　　　　公宅多元化，以合宜價格提供青年人。

　　　　　強化國高中校園反毒工作，保護我們的下一代。

好生活　　社區小巴發車捷運化，快速連結捷運站。

　　　　　社區設置智慧垃圾桶，倒垃圾不用趕。

　　　　　反對設置深澳燃煤電廠，維護大台北好空氣。

新政治　　政治黑手退出校園，還給台大管校長。

　　　　　政黨初選納入選罷法規範。

大期待　　臺北脫胎換骨，換代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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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重
文

66
年
9
月
24
日

男
臺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國立體育大學體推系碩士

國立體育大學體研所運動教育組博士

生

臺北市立大學講師

華夏科技大學講師

北投義警大隊大隊長

臺北市青溪總會理事長

臺灣運動教育協會理事

第十二屆臺北市議員

　　在地議員，專業問政。堅持是非價值，爭取連任。　重文續推以下政策：

一、 持續監督洲美快速道路（福國段）所有工期，解決北投、石牌、士林地區長期塞車問題。

二、 強化校園安全系統，普及小學雙語教學率，讓學童視野國際化。

三、 推動永續性老人福利政策，廣設銀幼樂活大樓（銀髮族與幼兒），以共融方式照顧，減低

雙薪家庭負擔。

四、 發展士林北投精緻農業，結合在地溫泉或特色產業，發展地區特色觀光。

五、 實現居住正義，推動智慧型公宅，以符合年輕族群住的需求。

六、 加速老舊社區改造，並優先評估危老建築進行都更，打造海綿城市，建構永續性的防災社

區。

七、 落實發展全民運動，提昇運動中心功能及優惠措施，培養國人運動習慣，減少健保支出。

八、 積極向中央爭取台灣山手線（北環段）綜合規劃審議通過，以利士林地區地小人稠大眾運

輸的便利性。

陳重文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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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
佩
玲

68
年
3
月
27
日

女
新
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

壹電視新聞主播

三立新聞主播

臺灣新動力智庫教育文化組召集人

臺灣綠色文化協會執行長

臺北市幼教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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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世
宗

48
年
6
月
13
日

男
臺
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美國華盛頓州西堤大學企管碩

士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法學

碩士

澳門科技大學商管博士

臺北市議會第11、12屆議員

民主進步黨中央評議委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文教基金會董事

臺灣環保教育協會發起人

紙風車兒童藝術工程社會志工

一、堅持環保正義： 成功爭取焚化廠售電直接回饋居民，每年每戶每人垃圾袋免費。落實監督北投焚化爐燃燒品質，降

低空氣污染。推動環保二次袋、推廣環保購物袋，達成限塑減塑，全面汰換老舊垃圾車，降低空污

及碳排放，顧士林北投市民的健康，打造宜居永續城市。

二、強化地方建設： 監督市府加速社子島整體開發和完善配套措施，落實先安置後拆除與優渥補償政策，捍衛居住正

義。加速推動士林北投科技園區及關渡平原生態開發，力爭居民最大權益。

三、促進在地繁榮： 推展士林國際觀光夜市再升級，督促台北藝術中心建設進度，打造士林新地標，活化士林捷運站週

邊閒置空間，推動舊佳創意文化市集生態商圈，串接士林文化觀光廊道，活絡在地產業，振興在地

經濟，展現士林多層次之美。

四、打造友善交通： 讓通勤族更便利，任內順利完成北投捷運站第二出口、成功爭取明德捷運站第二出口；為改善在地停

車迫切需求，成功爭取文林路/承德路口公園闢建地下停車場、秀山國小長照園區闢建臨時停車場。

五、爭取長者福利： 落實長照2.0，擴大老人共餐據點，爭取北投秀山國小長照村儘速完工，要求敬老悠遊卡開放就醫看

診，符合長者需求。完成硫磺谷公園泡腳池擴建及公共設施改善，造福更多市民，打造友善老人健

康環境。

六、提升教育資源： 推動增設公立幼兒園、提高私立幼兒園補助，及育兒托嬰各項補助。提升中小學校園用餐環境，全

面落實教科書平價化，減輕家長負擔。

七、捍衛居住正義： 持續追蹤士北科技園區專案住宅居住品質、嚴格監督奇岩公共住宅工程進度，要求「北投區機一基

地」及「士林區福順段基地」公共住宅如期完工，讓青年市民過得安心，住得放心。

八、維護城市治安： 要求全市逐步汰換監視系統，升級監視器設備，加強監視器品質及傳輸效率，打造治安零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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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慈
慧

72
年
11
月
22
日

女
臺
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開南大學應用日語學系畢業

泰北高中

福安國中

社子國小

臺北市議會第十二屆議員

臺北市議員陳碧峰辦公室主任

立法委員姚文智服務處主任

民進黨全國黨代表

陽明山國際青年商會理事

台北市棒球協會執行長

1. 統整地區性醫療資源，推動長者照護社區化。

2. 協助弱勢家庭與高風險家庭，簡化通報流程，追蹤後續安全照顧。

3. 愛護動物，為浪浪、毛小孩權益發聲，檢討動物領養機制，爭取動保相關措施，打

造動物友善城市。

4. 汰換老舊設施，催生共融式遊具，活化台北景觀，增建更多特色公園。

5. 捍衛社子島在地居民權益，持續推動「台北市關渡洲美社子島長期禁限建地區辦理

區段徵收拆遷補償自治條例」。

6. 推行在地文化國際化，提升台北特有文化能見度，積極保存社子島聚落文化與百年

宮廟，永續傳承。

7. 協助青年創業，提供青創者諮詢服務與業界媒合，爭取提高青年創業補助。

8. 推廣多元教育，體驗式教學，翻轉舊型態教育體系。

9. 減輕家長負擔，整合各校閒置教室，增加公幼班級數。

10. 實踐居住正義，提高公宅戶數，兼顧宜居品質，推動公辦都更，促成危老重建。

11. 保障勞工權益，增加勞動檢查次數，提高工作場域安全檢驗標準。

12. 便利交通環境，通盤檢討捷運路網、公車路線與公共自行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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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類別 號次 相    片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第
１
選
舉
區
（
北
投
、
士
林
）
議
員
候
選
人

22
林
杏
兒

70
年
1
月
5
日

女
臺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社子國小   

福安國中

稻江護理家事職業學校

國立空中大學管理資訊學士

銘傳公共事務碩士班

國民黨台北市青工總會長

國民黨台北市黨部副主委

台北市慈善會理事

社團法人台北市北投愛心會理事

台灣脊柱裂守護協會理事

1. 提案並督促市政府恢復重陽敬老金之編列及發放。

2. 推動一校一公托，並提議0至5歲免費公托，以減輕家長育兒負擔。

3. 積極推動青銀國宅之興建及增設銀髮托老中心。

4. 提案增加獎勵文創產業，發展一里一特色，鼓勵終身學習，打造在地文化，再現士林、北投新觀光。

5. 建請獎勵企業成立員工專屬托育中心，以減輕父母接送小孩的負擔。

6. 推動老屋重建與公辦都更，讓城市翻新，進而提升全民居家安全。

7. 邀請專業律師加入服務團隊，開辦免費線上法律諮詢，以減輕民眾舟車勞頓之苦。

8. 爭取設立單親家庭免費課後輔導中心，與弱勢家庭餐點補助。

9.積極參與及推動社子島開發案。

10. 爭取學校地下室設立公有停車場，以改善社區停車問題。

11. 爭取打造寵物友善公園，讓毛小孩有專屬的友善遊戲空間。

12. 鼓勵全民志工文化，推動設置社會福利可轉換儲值卡，讓志工累積服務時數。

13. 認真審查市政府預算、決算，強力監督市政府財產之經營管理及處分；並審慎審查市政府所屬事

業機構之組織章程。

14. 出席議會聽取首長施政報告，並提出質詢，成為專職議員；努力不懈，講究效率，全方位為市民

服務。

23
楊
靜
宇

50
年
10
月
2
日

男
臺
北
市

無 臺灣大學獸醫學系畢業

楊動物醫院院長

News98電台主持人

臺北市政府產發局動保顧問

臺北市獸醫師公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

事長

台大獸醫系系友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1.超越黨派、專業監督、讓台北更宜居、市民更幸福。

2. 通盤檢討台北市聯營公車收費標準，推動台北市聯營公車路線「不跨境一段票

坐到底」政策。尤其是中山幹線(原220線)長期以來分段過短的不合理現象。

3. 專業獸醫師，把關食品安全責無旁貸！舉凡：肉、乳、蛋類食品藥物殘留、細

菌汙染生菌數、輻射汙染等危害將無所遁形，維護市民飲食安全。

4. 防疫是一場看不見的作戰，靜宇長期以來是第一線尖兵，嚴格監控人畜共同傳

染病，優先建立禽流感、狂犬病、登革熱、腸病毒防護網，保障市民生命安

全。

5. 推廣台北市成為友善動物城市，在不影響市民權益之下，推動鄰里公園寵物活

動專區。加強街貓TNR方案、改善流浪動物安置環境及認養配套。

6. 推動弱勢族群市民普查，統合政府、社會資源配置，落實長照服務、青年居住

正義、幼兒公托設立，實現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養的宜居台北市！

臺北市第7屆市長暨臺北市議會第13屆議員選舉 第1選區（北投區、士林區）投票所、開票所地點一覽表
士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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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正高中綜合教室 文林北路77號 建民里1-7 28234811轉510
2 中正高中活動中心介壽廳 文林北路77號 建民里8-14 28234811轉510
3 中正高中活動中心中正廳 文林北路77號 建民里15-20 建民里全里 28234811轉510
4 明德國中學習教室C 明德路50號 文林里1-7 文林里全里 28232539轉604
5 明德國中童軍教室 明德路50號 文林里8-14 28232539轉604
6 明德國中桶餐教室 明德路50號 文林里15-20 28232539轉604
7 明德國中813教室 明德路50號 石牌里1-6 28232539轉604
8 明德國中812教室 明德路50號 石牌里7-9、11、12 28232539轉604
9 明德國中811教室 明德路50號 石牌里10、13-16 石牌里全里 28232539轉604
10 士林福庭公寓大廈閱覽室 石牌路1段58巷11號 福興里1、2、5、10、19 28231898
11 汾陽宮 石牌路1段58巷28弄6號 福興里4、7、13、20 福興里全里 28272054
12 福星宮活動中心 自強街5巷8號 福興里3、6、8、14、18 28235574
13 福星宮會議室 自強街15號 福興里9、11、12、15-17 28239721
14 石牌國中7年1班教室 石牌路1段139號 榮光里1-6 榮光里全里 28224682轉253
15 石牌國中7年3班教室 石牌路1段139號 榮光里7-12 28224682轉253
16 石牌國中7年5班教室 石牌路1段139號 榮光里13-18 28224682轉253
17 石牌國中7年7班教室 石牌路1段139號 榮光里19-24 28224682轉253
18 明德國小校史室 明德路190號 榮華里1-5、21 28229651
19 臺北市立北投幼兒園 明德路208巷5號 榮華里6-11 28231827
20 臺北市教會第44聚會所 明德路174巷8號 榮華里13-15、20 28265364
21 臺北市私立一德幼兒園 明德路136巷9號 榮華里12、16-19 榮華里全里 28215755
22 明德國中913教室 明德路50號 裕民里8、12、13、22-24 裕民里全里 28232539轉604
23 明德國中912教室 明德路50號 裕民里1、9-11、21 28232539轉604
24 裕民里里民活動場所 懷德街14巷17號 裕民里2、3、5、7、16、17 28261139
25 基督教天母感恩堂 明德路161號 裕民里4、6、14、15、18-20 28224466
26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B112教室 明德路365號 振華里1-8 28227101轉2514
27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B113教室 明德路365號 振華里9-15 28227101轉2514
28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B114教室 明德路365號 振華里16-21 28227101轉2514
29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G107教室 明德路365號 振華里22-27 振華里全里 28227101轉2514
30 道思教育機構 石牌路2段361號 永和里1-5 28771577
31 明山宮 行義路臨115號 永和里6-9 28728028
32 永和里里民活動場所地下樓 行義路138-1號 永和里10、11、14、17-19、24 永和里全里 28765741
33 甲桂林山莊聯誼社 中山北路7段219巷3弄125之1號旁 永和里20-23 28713954
34 肯納自閉症基金會 行義路129號 永和里12、13、15、16 28741699
35 榮民總醫院介壽堂 石牌路2段201號 永欣里2-7、13 永欣里全里 28712121轉7003
36 永欣里里民活動場所 石牌路2段334-1號 永欣里8-12、14 28745213
37 華民幼兒園 石牌路2段358號 永欣里1、15-18 28732423
38 丹佛幼兒園 石牌路2段358-1號 永欣里19-23 28721955
39 陽明天母大廈交誼廳 立農街2段202巷6號後側 永明里8、10-12 28208700
40 永明里里民活動場所 義理街65號 永明里3-6、9 28213214
41 臺北市教會第十四會所 義理街52號 永明里1、2、7 永明里全里 28215639
42 新工處五分隊停車場(右側) 致遠三路158號 東華里1-6 28226177
43 新工處五分隊停車場(左側) 致遠三路158號 東華里7-12 東華里全里 28226177
44 陽明大學守仁樓1樓大廳 立農街2段155號 東華里13-18 28267000轉2219
45 石牌國小2年13班教室 致遠二路80號 吉利里1-6 28227484轉332
46 石牌國小2年14班教室 致遠二路80號 吉利里7-12 28227484轉332
47 石牌國小1年7班教室 致遠二路80號 吉利里13-18 28227484轉332
48 石牌國小1年8班教室 致遠二路80號 吉利里19-23 吉利里全里 28227484轉332
49 石牌國小1年1班教室 致遠二路80號 吉慶里1-6 28227484轉332
50 石牌國小1年2班教室 致遠二路80號 吉慶里7-11、13 28227484轉332
51 石牌國小1年3班教室 致遠二路80號 吉慶里12、14-18 吉慶里全里 28227484轉332

52 石牌國小1年4班教室 致遠二路80號 尊賢里1-6 28227484轉332

53 石牌國小1年5班教室 致遠二路80號 尊賢里7-12 28227484轉332

54 石牌國小1年6班教室 致遠二路80號 尊賢里13-20 尊賢里全里 28227484轉332

55 立農國小潛能開發班(三)教室 立農街1段250號 立賢里1-5 立賢里全里 28210702

56 立農國小1年3班教室 立農街1段250號 立賢里6-11 28210702

57 立農國小1年4班教室 立農街1段250號 立賢里12-16 28210702

58 慈生宮餐廳 立農街1段321號 立農里1-5 28227410

59 立農里里民活動場所 吉利街123巷30號 立農里6、7、9、10 28262408

60 立農國小1年1班教室 立農街1段250號 立農里8、11-14 28210702

61 立農國小1年2班教室 立農街1段250號 立農里15-20 立農里全里 28210702

62 立農國小潛能開發班(二)教室 立農街1段250號 立農里21-25 28210702

63 八仙里民眾集會所 北投路1段臨20號 八仙里1-4、13-15 0972590113

64 八仙里里民活動場所 中央南路2段33號之1 八仙里5、6、10-12、18 八仙里全里 28985252

65 立農國小多功能教室B 立農街1段250號 八仙里7-9、16、17 28210702

66 屈原宮 洲美街122號 洲美里1-10 洲美里全里 28360256

67 清江國小2年1班教室 公館路220號 奇岩里1-4、7 28912764

68 清江國小2年2班教室 公館路220號 奇岩里5、6、8、9、13 28912764

69 清江國小2年3班教室 公館路220號 奇岩里10-12、14-17 奇岩里全里 28912764

70 清江國小活動中心大廳(左側) 公館路220號 奇岩里18、20-22、26 28912764

71 清江國小活動中心大廳(右側) 公館路220號 奇岩里19、23-25、27、28 28912764

72 北投區行政中心1樓南側門 新市街30號1樓 清江里1-3 清江里全里 28912105
73 慈后宮 清江路169號 清江里4-9 28915323
74 清江區民活動中心 清江路177巷12號 清江里15、19、22、23、25、26 28912105轉216
75 北投行道會福音中心 清江路186號 清江里11-13、16-18 28916609
76 清江里里民活動場所 清江路201號 清江里10、14、20、21、24、27 28922543
77 北投國小行政大樓川堂 中央北路1段73號 中央里2-6、8 28914315
78 北投國小2年4班教室 中央北路1段73號 中央里1、7、9-12 28914315
79 北投國小2年5班教室 中央北路1段73號 中央里13-17 中央里全里 28914315
80 北投國小2年6班教室 中央北路1段73號 中央里18-22 28914315
81 北投國小英文五班教室(107A) 中央北路1段73號 中央里23-28 28914315
82 北投國小音樂本土教室(106A) 中央北路1段73號 長安里1-6 28914315
83 北投國小視覺客語教室(105A) 中央北路1段73號 長安里7-14 長安里全里 28914315
84 北投國中交通安全教室 溫泉路62號 長安里15-23 28912091轉401
85 北投國小2年1班教室 中央北路1段73號 大同里1-5 28914315
86 北投國小2年2班教室 中央北路1段73號 大同里6-12 大同里全里 28914315
87 北投國小2年3班教室 中央北路1段73號 大同里13-18 28914315
88 北投國中資源班AB教室 溫泉路62號 溫泉里1-5 溫泉里全里 28912091轉401
89 北投國中資源班CD教室 溫泉路62號 溫泉里6-11 28912091轉401
90 北投國中資源班E教室 溫泉路62號 溫泉里12-17 28912091轉401
91 北投國中圖書舘 溫泉路62號 溫泉里18-23 28912091轉401
92 新民國中學生活動中心禮堂 新民路10號 林泉里1-8 林泉里全里 28979001轉500
93 新民國中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 新民路10號 林泉里9-17 28979001轉500
94 逸仙國小4年1班教室 新民路2號 中心里1-5 28914537轉36
95 逸仙國小4年2班教室 新民路2號 中心里6-10 28914537轉36
96 逸仙國小4年3班教室 新民路2號 中心里11-16 中心里全里 28914537轉36
97 逸仙國小綜合教室(八) 新民路2號 中心里17-21 28914537轉36
98 文化國小1年5班教室 文化三路1號 中庸里1-6 28933828轉131
99 文化國小1年6班教室 文化三路1號 中庸里7-11 28933828轉131
100 文化國小1年7班教室 文化三路1號 中庸里12-15 中庸里全里 28933828轉131
101 71園區A101教室 開明街71號 開明里1-4、7、8 開明里全里 28926952
102 71園區A102教室 開明街71號 開明里14-19 28926952
103 71園區A105教室 開明街71號 開明里20-26 28926952
104 開明里里民活動場所 永興路2段８號 開明里5,6,9-13 28932400
105 復興高中行政大樓一樓川堂 復興四路70號 中和里12-17 中和里全里 28914131轉400
106 中華聖樂學院 復興四路24號 中和里1、2、7、9-11、19 28916431
107 中和里里民活動場所 中和街422號 中和里3-6、8、18鄰 28942200
108 文化國小1年4班教室 文化三路1號 智仁里1-8 28933828轉131
109 智仁里里民活動場所 杏林二路74巷3號 智仁里9、11-15 智仁里全里 28959722
110 基督教道生長老會北投中和教會 中和街493巷6之3號 智仁里10、16-21 28910307
111 水磨福德宮 中和街458巷5號 秀山里1-4、6-8、11 28952457
112 秀山里里民活動場所 中和街502巷2弄11號 秀山里5、9、10、12-15 秀山里全里 28941666
113 文化國小1年1班教室 文化三路1號 文化里1-4 28933828轉131
114 文化國小1年2班教室 文化三路1號 文化里6-9 文化里全里 28933828轉131
115 文化國小1年3班教室 文化三路1號 文化里5、10-14 28933828轉131
116 文化國小2年2班教室 文化三路1號 豐年里1-5 28933828轉131
117 文化國小1年8班教室 文化三路1號 豐年里6-10 28933828轉131
118 文化國小1年9班教室 文化三路1號 豐年里11-16 豐年里全里 28933828轉131
119 康莊社區民眾集會所 中央北路2段350巷92號 稻香里1-4 28929683
120 桃源國小明德樓閱讀太空站 中央北路3段40巷45號 稻香里5-10 稻香里全里 28941208轉131
121 桃源國小力行樓白兔班教室 中央北路3段40巷45號 稻香里11-16 28941208轉131
122 桃源里里民活動場所 中央北路3段40巷7號 桃源里1-4 28923977
123 桃源國小力行樓資源教室(一) 中央北路3段40巷45號 桃源里5、10-13 28941208轉131
124 桃源國小力行樓1-3教室 中央北路3段40巷45號 桃源里6-9 桃源里全里 28941208轉131
125 桃源國小力行樓羚羊班教室 中央北路3段40巷45號 桃源里14-17 28941208轉131
126 桃源國中總務處旁會議室 中央北路4段48號 一德里1-6 28929633
127 關渡國小1年1班教室 中央北路4段581號 一德里7-12 一德里全里 28912847
128 關渡國小1年3班教室 中央北路4段581號 一德里13-17 28912847
129 關渡國小2年5班教室 中央北路4段581號 一德里18-23 28912847
130 關渡區民活動中心 大度路3段301巷1號 關渡里1、2、9、24 28584128
131 關渡國中健康中心旁騎樓 知行路212號 關渡里3、13、15、28 28581770
132 關渡國中總務處旁川堂 知行路212號 關渡里4、16、25、27 28581770
133 關渡國中7年1班教室 知行路212號 關渡里5、10-12、20、26 28582527轉51
134 關渡國中7年2班教室 知行路212號 關渡里6、8、19、21、23 28582527轉51
135 關度國中7年3班教室 知行路212號 關渡里7、14、17、18、22 關渡里全里 28582527轉51
136 義方國小川堂 珠海路155號 泉源里1、3 泉源里全里 28917433轉131
137 泉源里里民活動中心 東昇路45-5號 泉源里2、4-16 28919539
138 湖山國小3年甲班教室 湖底路11號 湖山里1-3、13-18 湖山里全里 28610259
139 北投區清潔隊陽明分隊 紗帽路141巷23號 湖山里4-12 28617757
140 大屯國小美勞陶藝教室 復興三路312號 大屯里1-10 大屯里全里 28914353轉13
141 湖田國小1年忠班教室 竹子湖路17之2號 湖田里1-10 湖田里全里 28616963

士 林 區
142 臺北市士林公民會館(101室) 大東路75號 仁勇里1、3-9 0972295800

143 臺北市士林公民會館(103室) 大東路75號 仁勇里2、10-17 仁勇里全里 0972295800

144 百齡高中702教室 承德路4段177號 義信里1-7 義信里全里 28831568轉301

145 百齡高中704教室 承德路4段177號 義信里8-14 28831568轉301

146 泰北高中文忠102教室 福林路240號 福林里1-7 福林里全里 28825560轉514

147 福林區民活動中心(小教室) 中正路187巷26號 福林里8-12、17、18 0972295802

148 福林區民活動中心(大教室) 中正路187巷26號 福林里13-16 0972295802

149 士林國中7年1班教室 中正路345號 福德里1-3、5-7 88613411轉510

150 士林國中7年2班教室 中正路345號 福德里9-15 88613411轉510

士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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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士林國中8年8班教室 中正路345號 福德里18、20 88613411轉510
152 士林國中8年4班教室 中正路345號 福德里4、8、16、17、19 福德里全里 88613411轉510
153 福林國小1年4班教室 福志路75號 福志里1-6、9 福志里全里 28316293
154 福林國小4年4班教室 福志路75號 福志里7、8、10、14、16、17 28316293
155 福林國小2年1班教室 福志路75號 福志里11-13、15、18、20 28316293
156 福林國小4年1班教室 福志路75號 福志里19、21-24 28316293
157 士林國小1年1班教室 大東路165號 舊佳里6、7、9、21、22 28812231
158 士林國小1年3班教室 大東路165號 舊佳里10-14 舊佳里全里 28812231
159 士林國小1年5班教室 大東路165號 舊佳里15-20 28812231
160 舊佳區民活動中心 中山北路5段773之1號 舊佳里1-5、8 0972295805
161 士林天主堂(從文林路455號進入） 中正路264號 福佳里1-3、5-6、9、12、14-15 28324270
162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士林稽徵所 美崙街43號 福佳里4、7-8、10-11、13、16-17 28315171
163 士林高商力行樓1樓教室 士商路150號 福佳里19-20、26 福佳里全里 28313114轉406
164 文昌區民活動中心 文昌路166之1號 福佳里18、21-25 28315171
165 陽明高中烹飪教室 中正路510號 後港里1-5 28316675
166 陽明高中綜合活動專科教室(高二棟1樓預備教室(2)) 中正路510號 後港里6-10、26 28316675
167 陽明高中大會議室 中正路510號 後港里11-15 28316675
168 陽明高中高三棟1樓預備教室(1) 中正路510號 後港里16-20 28316675
169 陽明高中高一13教室(113) 中正路510號 後港里21-25 後港里全里 28316675
170 百齡國小108教室(請由前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福中里1-6 28817683
171 百齡國小109教室(請由前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福中里7-9、13-14 福中里全里 28817683
172 百齡國小110教室(請由前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福中里10-12 28817683
173 百齡國小111教室(從前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福中里15-19 28817683
174 百齡國小105教室(請由後、側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前港里1、3、4、9、16 28817683
175 百齡國小106教室(請由後、側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前港里2、5、6、8、14、15 前港里全里 28817683
176 百齡國小107教室(請由後、側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前港里7、10-13 28817683
177 百齡國小208教室(請由前港街側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百齡里1-6 28817683
178 百齡國小101教室(請由前港街側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百齡里7-9、12-15、17 28817683
179 百齡國小103教室(請由前港街側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百齡里19-23、25-26 百齡里全里 28817683
180 百齡國小104教室(請由前港街側門進入） 福港街205號 百齡里10-11、16、18、24、27 28817683
181 劍潭國小1年甲班教室 通河街16號 承德里1-8 28855491
182 劍潭國小1年乙班教室 通河街16號 承德里9-15 28855491
183 劍潭國小1年丙班教室 通河街16號 承德里16-21 承德里全里 28855491
184 劍潭國小6年甲班教室 通河街16號 福華里1-4、6-8 28855491
185 劍潭國小6年乙班教室 通河街16號 福華里9-14 福華里全里 28855491
186 士林托兒所白兔教室 通河街179巷2號 福華里5、15-22 28853842
187 士林托兒所松鼠教室 通河街179巷2號 福華里23-28 28853842
188 劍潭國小2年甲班教室 通河街16號 明勝里1-5 28855491
189 劍潭國小2年乙班教室 通河街16號 明勝里6-12 明勝里全里 28855491
190 劍潭國小2年丙班教室 通河街16號 明勝里13-18 28855491
191 慈信宮 重慶北路4段49巷40弄56號 福順里1-5、17 28121379
192 百齡教會 重慶北路4段49巷15弄1號 福順里6-9、11 福順里全里 0932253629
193 臺北市立圖書館葫蘆堵分館 延平北路5段136巷1號1樓梯廳 福順里10、12-16 28126513
194 陳姓民宅(車庫) 延平北路5段83巷14號 富光里1-6、8、9 富光里全里 0920131349
195 富光區民活動中心 延平北路5段1巷40號 富光里7、10-17 28826200轉6014
196 慈音聖寶宮 延平北路5段163巷39號 富光里18-25 28111557
197 葫蘆國小103教室 環河北路3段95號 葫蘆里8-14、28 28129586
198 葫蘆國小104教室 環河北路3段95號 葫蘆里15-19、27 葫蘆里全里 28129586
199 葫蘆國小105教室 環河北路3段95號 葫蘆里20-26 28129586
200 葫蘆國小126教室 環河北路3段95號 葫蘆里1-7 28129586
201 陽信銀行社子分行 延平北路5段260號 葫東里2、3、6、7、12、13 28208166轉795
202 葫東區民活動中心 中正路589號 葫東里1、4、5、8-11 葫東里全里 28826200轉6014
203 社子里里民活動場所 社中街70號 社子里1-3、6、7 社子里全里 28111133
204 社福宮活動中心前側 社中街210巷31號 社子里12-18 28150700
205 社福宮活動中心中側 社中街210巷31號 社子里4、5、8-10 28150700
206 社福宮活動中心後側 社中街210巷31號 社子里11、19-23 28150700
207 永新區民活動中心 中正路632-1號 社新里1、2、5、6、16、29 28826200轉6014
208 共和宮 社子街117號 社新里11、12、17、18、21、22 28124828
209 社子國小1年5班教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社新里3、4、7-10 28129059
210 社子國小1年6班教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社新里13-15、19、20、28 社新里全里 28129059
211 社子國小1年4班教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社新里23-27 28129059
212 慈暉幼兒園 永平街46巷3弄9號 社園里3、19、20、23-26 28113589
213 社子國小1年7班教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社園里1、2、4-7 28129059
214 社子國小1年8班教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社園里8、9、11、14-16 社園里全里 28129059
215 陽信銀行社中分行 社中街220號 社園里10、12、13、17、18、21、22 28208166轉795
216 社子國小1年1班教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永倫里1-6 28129059
217 社子國小1年2班教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永倫里7-11 永倫里全里 28129059
218 社子國小1年3班教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永倫里12-17 28129059
219 社子國小1年級學年辦公室 延平北路6段308號 永倫里18-23 28129059
220 福安國中文化走廊 延平北路7段250號 福安里1-4 28108766轉140
221 福安國中社區化活動教室 延平北路7段250號 福安里5-8 福安里全里 28108766轉140
222 福安國中家政教室 延平北路7段250號 福安里9-12 28108766轉140
223 富安國小112教室 延平北路8段135號 富洲里1-4、14、15 富洲里全里 28103192
224 富安國小大禮堂 延平北路8段135號 富洲里5-8、16 28103192
225 中洲區民活動中心 延平北路9段80號 富洲里9-13、17 0972295823
226 雨聲國小大象班教室 至誠路1段62巷70號 岩山里1-8 岩山里全里 28311004
227 雨聲國小企鵝班教室 至誠路1段62巷70號 岩山里9-16 28311004
228 芝山岩區民活動中心 雨聲街68號 名山里1、8、10、11、18、25 0972295825
229 雨農國小1年1班教室 忠義街1號 名山里2-7 28329700轉117
230 雨農國小1年2班教室 忠義街1號 名山里9、12-16 28329700轉117
231 雨農國小1年3班教室 忠義街1號 名山里17、19-24 名山里全里 28329700轉117
232 雨農國小1年4班教室 忠義街1號 聖山里1-8 聖山里全里 28329700轉117
233 雨農國小2年3班教室(2樓) 忠義街1號 聖山里9-16 28329700轉117
234 雨農國小2年4班教室(2樓) 忠義街1號 聖山里17-22 28329700轉117
235 芝山國小鄉土教室 德行東路285號 芝山里1-9 28316115轉240
236 芝山國小活動室 德行東路285號 芝山里10-16 芝山里全里 28316115轉240
237 芝山國小芽芽班 德行東路285號 芝山里17-24 28316115轉240
238 芝山國小荳荳班 德行東路285號 芝山里25-30 28316115轉240
239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學員餐廳 士東路301號 東山里16-22 28721940轉246
240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育成中心 士東路301號 東山里9-15 東山里全里 28721940轉246
241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行政大樓1樓大廳 士東路301號 東山里1-8 28721940轉246
242 泰安幼兒園 中山北路5段829巷14號 德行里1-4、6、7 28314281
243 仰德區民活動中心前半部 德行西路30號 德行里5、8-11 德行里全里 28826200轉6014
244 仰德區民活動中心後半部 德行西路30號 德行里12-16 28826200轉6014
245 文昌國小多功能教室左半部(桌球室) 文林路615巷20號 德華里1-6、19 德華里全里 28365411
246 文昌國小多功能教室右半部 文林路615巷20號 德華里7-12 28365411
247 德華區民活動中心 文昌路211-1號 德華里13-18 0972295827
248 雨農國小2年1班教室(2樓) 忠義街1號 忠誠里9-17 忠誠里全里 28329700轉117
249 雨農國小2年2班教室(2樓) 忠義街1號 忠誠里1-8 28329700轉117
250 雨農國小書法教室(2樓) 忠義街1號 忠誠里18-25 28329700轉117
251 士東國小1年5班教室(2樓) 中山北路6段392號 蘭雅里1-6 28710064轉241
252 士東國小1年6班教室(2樓) 中山北路6段392號 蘭雅里7-11 28710064轉241
253 士東國小3年1班教室(2樓) 中山北路6段392號 蘭雅里12-16 28710064轉241
254 士東國小3年2班教室(2樓) 中山北路6段392號 蘭雅里17-21 28710064轉241
255 士東國小3年3班教室(2樓) 中山北路6段392號 蘭雅里22-25 蘭雅里全里 28710064轉241
256 蘭雅國小1年1班教室 磺溪街57號 蘭興里1-5 28366052轉232
257 蘭雅國小1年3班教室 磺溪街57號 蘭興里6-10 28366052轉232
258 蘭雅國小2年1班教室 磺溪街57號 蘭興里11-14 28366052轉232
259 蘭雅國小2年3班教室 磺溪街57號 蘭興里15-19 蘭興里全里 28366052轉232
260 蘭雅國中7年5班教室 忠誠路2段51號 三玉里1-8 28329377轉500
261 蘭雅國中7年4班教室 忠誠路2段51號 三玉里9-14 28329377轉500
262 蘭雅國中7年2班教室 忠誠路2段51號 三玉里15-21 三玉里全里 28329377轉500
263 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體育館選手休息室(一） 忠誠路2段101號 天福里1-5 28718288
264 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體育館選手休息室(二） 忠誠路2段101號 天福里6-10 28718288
265 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體育館選手休息室(三） 忠誠路2段101號 天福里11-15 28718288
266 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體育館選手休息室(四） 忠誠路2段101號 天福里16-20 天福里全里 28718288
267 士東國小1年1班教室(2樓) 中山北路6段392號 天祿里1-5 28710064轉241
268 士東國小1年2班教室(2樓) 中山北路6段392號 天祿里6-11 天祿里全里 28710064轉241
269 士東國小1年3班教室(2樓) 中山北路6段392號 天祿里12-16 28710064轉241
270 士東國小1年4班教室(2樓) 中山北路6段392號 天壽里1-3、8、10 天壽里全里 28710064轉241
271 士東國小故事屋教室 中山北路6段392號 天壽里4、6、9、11、12 28710064轉241
272 天母國小英語教室(一) 天玉街12號 天壽里5、7、13-16 28723336轉9503
273 天母國中8年1班教室 天母東路120號 天和里1-5 天和里全里 28754864轉275
274 天母國中8年2班教室 天母東路120號 天和里6-10 28754864轉275
275 天母國中8年3班教室 天母東路120號 天和里11-16 28754864轉275
276 天母國中8年4班教室 天母東路120號 天和里17-21 28754864轉275
277 天主教聖文生之友會(前側) 中山北路7段134號 天山里11-15 0937832836
278 天主教聖文生之友會(後側) 中山北路7段134號 天山里16-20 0937832836
279 天母國小課研二教室 天玉街12號 天山里6-10 28723336轉9503
280 天母國小英語教室(二) 天玉街12號 天山里1-5 天山里全里 28723336轉9503
281 天母國小英語教室(七) 天玉街12號 天玉里1-6 28723336轉9503
282 天母國小英語教室(六) 天玉街12號 天玉里7-12 天玉里全里 28723336轉9503
283 天母國小英語教室(五) 天玉街12號 天玉里13-18 28723336轉9503
284 天母國小英語教室(四) 天玉街12號 天玉里19-23 28723336轉9503
285 天母國小英語教室(三) 天玉街12號 天玉里24-29 28723336轉9503
286 天母天主堂活動中心 士林中山北路7段171號 天母里6-10 28715168
287 基督教天母禮拜堂 中山北路7段216巷1號 天母里11-14、18 28711622
288 天母里民活動場所 中山北路7段191巷23號 天母里15-17、19、20 0972295841
289 道爾敦幼兒園 中山北路7段224號 天母里1-5 天母里全里 28730225
290 永福區民活動中心 仰德大道2段146號 永福里全里 永福里全里 0972295842
291 永公路245巷12號前空地 永公路245巷12號前空地 公館里全里 公館里全里 28613250
292 陽明山國小2年忠班教室 仰德大道3段61號 新安里1-6 新安里全里 28616366
293 陽明山國小1年忠班教室 仰德大道3段61號 新安里7-10 28616366
294 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103教室 建業路73巷8號 陽明里1-6 28612354
295 陽明區民活動中心 菁山路34巷1號 陽明里7-15 28618717
296 基督教臺灣信義會陽明山錫安堂 陽明路1段34號 陽明里16-23 陽明里全里 28612140
297 原菁山區民活動中心(菁礐開漳聖王宮) 永公路520號 菁山里1-4 菁山里全里 28611892
298 中華電信國際電信分公司(臺北衛星通訊中心) 菁山路127之15號 菁山里5-10 28616552
299 平等國小3年級教室 平菁街101號 平等里全里 平等里全里 28610503
300 溪山里里民活動場所 至善路3段258號旁 溪山里全里 溪山里全里 28411119
301 雙溪國小5年甲班教室(請由明溪街進入) 中社路2段66號 翠山里1-7 翠山里全里 28411038
302 雙溪中央社區發展協會 中社路1段36巷2-1號 翠山里8-12 28412197
303 臨溪區民活動中心(衛理女中對面） 至善路2段286號 臨溪里1-7 28819429
304 至善國中夜自習教室 至善路2段360號 臨溪里8-12 臨溪里全里 28411350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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