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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選

舉

區

（

中

正

、

萬

華

）

議

員

候

選

人

1
龔
偉
綸

71
年
5
月
26
日

男
臺
北
市

無

偉綸開發投資─負責人

台北市西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台灣菁英協會第六期副會長

德霖技術學院─銀行保險系肄業

青商會理事

大台灣隊會友

一、凍選投給我，在地萬華

二、廢除流浪狗12天撲殺、設立寵物安置

三、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工作，台灣經濟要更好

四、推動公辦都更立法、舉辦都更市民權益社區營造座談

五、透過合理稅制改革，致力減少受薪階級負擔、讓受薪階級可以存錢

六、�弱勢老人安養、加強弱勢補助照顧、營造長者親善空間，十二年國教總體

檢，廣設安養及托幼園所、兒童遊憩中心

七、�加速中正、萬華老舊眷村、改建，增建平價國宅、青年住宅。搶救即將消失

的傳統市場、輔導攤販成具有特色的觀光產業

八、�落實社會福利社會救助法之各項生活、扶助、補助、救助等發放金額、照顧

老人、兒童、身心障礙者、中低收入戶、外籍配偶、單親媽媽

九、推動產、官、學合作，擴大就業媒合機會，鼓勵創業及培育就業青年

2
伍
大
辰

65
年
9
月
4
日

男
高
雄
市

無

民族國小

三民國中

惇敘工商電機科

致理商專企業管理科

◎中華民國憲兵537梯次退伍

◎台北市義警大隊

◎期刊採訪人員

◎推廣教育老師

◎參與輔選工作20年

◎台北市議員秦慧珠辦公室主任

　�辦理陳情案件超過上千件，勤於基

層服務。

【生活城市】建立人文產業

壹、市民直播劇場�Taipei�Show

� � 一、個人都是城市主角；各場都是文創事業。

� � 二、活化公共空間，打造四機直播環境並添加AR特效。

� � 三、�市府攜手議會，建置市民影棚、公共收播系統及市民手機

電視台。

� � 四、�結合表演藝術、共享經濟及數位多媒體科技，推廣直播文

化；促進影視音文化匯流，發展市民人文產業。

� � 五、�設置直播事業研發訓練機構，輔導青年及藝文人士新創就

業。

� � 六、�初期示範地點：新公園露天音樂台、中正紀念堂廣場（大

廳）、南海學園（植物園）、台大椰林大道。

貳、台北空中書店街�&�空中電影街

� � 一、你我都是城市觀眾。

� � 二、�重塑書香及電影文化，打造「文青城市」空中書店街及空

中電影街；區內免費上網，免費閱覽最新出版品、首輪院

缐片。

� � 三、�結合街道傢俱及騎樓空間或沿街店舖，建置公共閱讀休憩

空間，吸引文化及休閒購物人口，帶動周邊消費商機。

� � 四、初期示範地點：重慶南路、衡陽路口周邊書店街。

【生計城市】促進庶民經濟

參、打造情趣文化專區

� � 一、�開發「神秘黑夜」資源，打造情趣一條街，建立台北多元

文化與深夜商機。

� � 二、專區內開放情趣裝置藝術及情趣商品展示。

� � 三、�開放情趣街頭藝人證照，制訂情趣街頭表演規範，打造情

趣文化環境。

� � 四、�定期舉辦星光皇后選美活動，以專區購物發票做為入場券

及選票，帶動觀光休閒商機刺激消費。

� � 五、台北市情趣文化專區初期示範地點：華西街

肆、台北影視音後製基地

� � 一、�活化公有閒置空間，提供獎補助機制鼓勵影視音後製業者

進駐，建立一條龍生產線。

� � 二、�輔導業者建立服裝道具共享機制，設置劇物展、租、售中

心。

� � 三、�結合媒體科系與相關業界，推動特效造型與視覺特效研發

建教合作。

� � 四、�初期示範地點：剝皮寮歷史街區、紅樓八角樓、台大創新

育成中心。

3
張
榮
法

61
年
7
月
25
日

男
臺
南
市

新
黨

台大歷史學系

1.�國際獅子會300A1區.台北市榮皇獅

子會會長

2.新黨組織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3.台北市好厝邊協會執行長

4.大台北勞工同心會顧問

5.中華勞動法推廣協會顧問

6.新北市警察志工協進會總幹事

7.新北市青年志工發展協會理事長

8.台大學生會會長

一、�榮法邀您一起做公益，請將選票投給張榮法。榮法當選後，會將

政府每張選票三十元的補助款，全數捐出做為低收入家庭（清寒

家庭、新住民家庭）孩子營養午餐基金與急難救助金。

二、�推動與建立『時間銀行』的完善政策和制度，來面對老人化與少

子化的社會，成為『新的養老概念』。

三、�爭取立即恢復發放『重陽節敬老金』。台灣重視家庭價值，還有

家人的溫暖、熱鬧，所以『長照政策』應該從讓家人『陪伴』在

長輩身旁出發，建立更符合台灣人需求的長照政策。

四、�推行平價托育政策，廣設公有托育機構，建立友善幼托制度，鼓

勵生育解決少子化。主張小學、幼稚園『雙導師制度』，同時可

解決部份流浪教師問題。爭取小學營養午餐全面免費提供。

五、�榮法自許為『反毒小尖兵』，堅決反對『吸毒除罪化』，否則台

灣『寶島青年』即將成為『鬼島病夫』。（反毒品）

六、�解決食安問題，榮法主張推行與落實『產銷履歷標籤（即：食物

的身分證）』；反對有疑慮核災區食品在台北市銷售；反對政府

放寬農藥殘留標準。讓市民『食』在安心。（反毒食）

七、�支持市府公有土地，廣設地下停車場或立體停車塔，來解決每個

月25號，大排長龍抽公有停車位的問題。

八、�『萬大捷運線』施工期，除加強居民用路權的安全問題外；因施

工期造成商家生意蕭條，爭取減免地方稅（如：營業稅…），共

體時艱。

九、�督促政府勇於面對『遊民問題』，並制訂與落實有效的管理辦

法，進而解決治安問題，再造艋舺（萬華）繁榮。

十、�落實『參與式預算』，由人民來決定一部份公共預算的支出，讓

　納稅人的錢花在對的地方，減少浪費公帑。

十一、�支持『以核養綠』，以乾淨核能支撐綠能發展，拒絕火力發電

造成嚴重空氣汙染。

十二、�健全『新住民』職能訓練，取得一技之長，爭取新台幣五十萬

元低利微創基金。成立專屬『新住民服務中心』，與新住民服

務專線（電話），讓新住民的問題與需求，可以立即反應立即

解決。

十三、�爭取設立『客語與英語』的雙語幼稚園教育，讓客家文化傳承

向下紮根。另外，台北市有近百個客家社團，但沒有一個像

樣的文化展現的活動場地，所以榮法當選後，會尋找優質的地

點，爭取設立專屬客家社團活動表演場地。

十四、�反對政府剝奪『軍公教』既有權益，破壞信賴利益的年金改革

方案。強力監督市政府的『勞動檢查業務』，維護勞工權益。

呼籲政府重視高溫工作問題，避免勞工在高溫環境下工作導致

休克、中暑，應盡速規劃「高溫假」的相關政策，維護勞工健

康。

十五、�台北市平均屋齡33.1年，是六都最高，而中正萬華區老屋極

多，市府應立即設立『都更諮詢處』，提供民眾都更相關資

訊。同時積極針對老屋進行健檢，也鼓勵居民依屋齡、建築破

損情況，進行都更翻新或是整建維護。

十六、�在公共安全的前提下，督促加速完成『環南市場改建工程』。

同時推動與落實『第一果菜市場』與『漁市場』改建工程。改

建過程商家的權益與生意不受影響。

4
葉
海
瑞

45
年
7
月
30
日

男
臺
南
市

無
中央警官學校正科44期畢業

現為中央警察大學

一、中華民國柔道協會常務理事。

二、�臺灣刑事警察人員關懷協會理事

長。

三、�臺北市退休警察人員協會常務理

事。

四、臺北市警察局特勤中隊中隊長。

五、�臺北市警察局刑警大隊偵七隊隊

長。

六、�國安局派駐沙烏地阿拉伯武術教

官。

七、臺北市體育總會理事。

一、�強力反毒，預防毒品進入校園，並派退休警察人員進駐學校擔任志工，把毒

品趕出校園。

二、推動老舊社區迅速都更，活化老社區再發展，增建平價國宅及青年住宅。

三、結合警力及民力，強化義警民防，以高度發揮社區巡守功能，以維護治安。

四、�落實社會福利制度，照顧老人、兒童、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新住民及單

親媽媽，幫助改善弱勢族群生活。

五、�推動中正‧萬華一日遊，以台北首都政經特色結合萬華老街古城，引進文創

產業串聯成為優質旅遊特色商圈。

六、落實運動中心回饋制度，爭取增加單項運動經費，提倡全民運動。

5
吳
沛
憶

76
年
1
月
20
日

女

臺
灣
省
基
隆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理論

組學士

‧景美女中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發言人

‧民主進步黨台灣民主學院主任

‧�2016蔡英文總統競選總部媒體創意

中心副主任

‧美國國務院國際領袖計劃台灣代表

‧台大景美成功校友會會長

‧太陽花學運幹部

‧野草莓學運發起人

6
曾
勁
元

53
年
3
月
18
日

男

臺
灣
省
宜
蘭
縣

無

宜蘭縣員山鄉同樂國小畢業

宜蘭縣立宜蘭國中畢業

宜蘭高中肄業

台北市延平中學補校結業

文化大學財經法律系畢業

現任珍寶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所長

曾任士林、雲林、花蓮、新竹地方法

院檢察署檢察官

1.�我們的寶島:我承諾效忠（allegiance）福爾

摩沙Formosa（台灣），台灣中國一邊一

國。

2.�我們的都市:我承諾增訂台北市危老建築

a.超過50年以上建物免鑑定b.有超過三分二

持分的地主同意合建者，得請求台北市政

府加入合建契約，可增加40%的容積率，

足以保障三分一的地主權利，以利台北市

危老建築的更新。

3.�我們的幼兒:我承諾推動台北市幼教老師二

班制，開辦更多豐富的課程以提昇家庭成

員，有幼兒或老人的育樂機會並安親。

4.�我們的長者:我承諾促進台北市政府建立，

阿公阿嬤經合格簡易訓練，可居家帶孫子

的社工證照，台北市政府應給付最低工

資。

5.�我們的青年:我承諾促進台北市政府提供保

護台北市青年創造能力及智慧財產權、給

予創業貸款並謀合工作等之專案，以便留

人才救經濟。

6.�我們的警消:我承諾促進台北市政府警消應

適用勞基法，加強鄰里防災意識與機制。

7.�我們的商家:我承諾促進台北市政府仿沖繩

國際通，在萬華中正也設立國際通，以發

展我們商家的觀光，也讓人有失控走九遍

吃不完之「平價美食篇」。

8.�毒癮除刑不除罪:關押一名人犯一年的預算

要18萬多元，但藥癮治療一年只需5萬元，

除刑不除罪，以刑罰確保治療的正常化，

可消滅3000億的毒品市場。

7
楊
時
睿

77
年
4
月
22
日

男

臺
灣
省
基
隆
市

無 中國文化大學數位媒體學士

民主維新監事

海洋公民論壇

砂灣議繪

時睿新政

《推廣防災型都市計畫，加強事前預防》

《公共建設暢行無阻，打造無障礙城市》

《改善交通環境、推行路權觀念，強化公共運輸網路與便利停車》

《增加公共住宅數量，實現居住正義》

《市政府、公務單位嚴禁使用外包�、約聘僱人員，重新擬定待遇與福利》

《公務人員、警消事務正常化，支持組織工會》

《成立生物保護局�、生物警察，降低生命教育年齡層》

《推行公共托育政策，鼓勵企業設立職場托育》

《整合觀光文化資源，建立智慧化系統，提升觀光體驗》

《支持在地商家深根發展，延續在地文化》

（詳細政見內容，請至楊時睿Facebook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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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張
秀
葉

49
年
11
月
22
日

女
上
海
市

中
國
民
主
進
步
黨

高中畢業

自1980年至1995年在上海市第六半導

體器材工廠任職，在1995年來台，自

1999年至今在中華愛國同心會擔任總

幹事。

　　我張秀葉是大陸來台新住民第一位高舉愛國大旗站起來捍衛新住民權益的新

住民姐妹。為了捍衛我們幾拾萬大陸來台姐妹們的權利，我們不但要鼓勵優秀姐

妹參選議員，我們還要請優秀姐妹參選立法委員，由我們自己來捍衛我們新住民

權利。

　　我們雖然遠嫁來台成為台灣人，但我們固有熱愛祖國、反對台灣從中國版圖

中分裂出去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

　　今日台灣藍綠政局不是太壞、就是太爛，只有習近平總書記所代表的中國共

產黨才能救台灣。我張秀葉懇請真正愛惜台灣的台灣同胞和大陸來台姊妹們惠賜

支持。

　　同心協力，唾棄台獨，共構“港澳模式”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方案。

9
蔡
宜
珊

65
年
12
月
27
日

女
新
北
市

無

淡江大學中文系

台北市立大同高中

南門國中

國語實小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副祕書長

平價托育行動聯盟召集人

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姚文智機要祕書

行政院農委會主委蘇嘉全機要祕書

年代電視台記者

　　城市的夢想，是透過公民力量集體來產生，要求政治人物實踐我們的夢想，不是去實現政治人物自己的夢

想。蔡宜珊長期的公民運動經驗，將結合學者、專家與公民團體力量，透過公民參與、願景勾勒、監督市政，來

打造一閃一閃亮晶晶的魅力中正、萬華新空間，讓在地人對在地歷史空間的夢想和情感，得以被擦亮和喚醒。

政見一、推動幼教國教化，讓私立、非營利、公立幼兒園學費一律平價平等。

政見二、�將國中小、高中職、市立大學因少子女化而閒置的一至三樓空間，透過公正第三方確實進入校園清

點，供托老、托幼、托嬰之用。

政見三、�台北市3-6歲幼兒約10萬人，市府承諾7成小朋友皆有公共化幼兒園可讀，但目前僅有2萬公幼，尚缺5

萬名額，要求市政府訂出明確落實公私幼7:3的具體時程表，以達到人人免抽籤皆可進公幼。

政見四、建構社區互助循環照顧系統，老弱幼婦能相互照顧；發展豐富有趣的在地銀（髮）生活空間與品味。

政見五、推動已婚婦女、單親者與弱勢者的多元彈性就業環境。

政見六、打造社區人與動物友善環境與生活品質。

政見七、推動中正、萬華區內商圈成為有特色的國際旅遊景點。

政見八、�推動公館－古亭水岸藝文生態廊道；重現城南（南門市場到汀州路紀州庵）歷史聚落之文化風情；爭

取成立龍口-加蚋歷史文化區。

政見九、�推動打開華山－光華商場之間的瑠公圳，建構水岸人文生態空間；以複合式商圈恢復東門市場往日光

榮感。

政見十、爭取共融遊戲場，實現兒童人權；持續改善無障礙環境，推動共融城市。

10
吳
志
剛

60
年
9
月
9
日

男
桃
園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美國菲力狄克森大學資訊管理

碩士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伯仲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

台北市中原客家崇正會理事長

台北市樞石國際同濟會會長

台北市祥和獅子會會長

人文中正　活力萬華

1.加速老舊社區都市更新，讓您過得更好

2.強化弱勢族群照護福利，加強銀髮族安養扶助

3.落實敬老社會政策；建立公平和諧、福利社會

4.保障婦女權利，貫徹兩性平等

5.推動無障礙空間環境，爭取身心障礙者工作權

6.強化社區治安聯防與社區整體營造

7.加速傳統市場更新與鄰里公園改造，都市機能再升級

8.配合都市更新設計發展主題商圈、促進觀光夜市國際化

9.�成功爭取忠孝橋引道及中正橋引道拆除，把天空還給市民，讓重慶南、汀洲繁

榮再現

11
應
曉
薇

53
年
9
月
14
日

女

臺
灣
省
彰
化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溫哥華生命科學研究所碩士

1、台北市第11、12屆市議員。

2、法務部犯罪矯正協會理事。

3、�臺北市議會國民黨黨團副書記

長。

4、�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3、8次民政

委員會定期大會召集人。

5、中華華夏希望關懷協會理事長。

6、�臺北市體育總會跆拳道協會理事

長。

7、新移民女性關懷協會常務理事。

1、提案恢復重陽敬老金。

2、�反廢死、強化犯罪防治，保障婦女幼

兒安全。

3、�嚴格取締酒駕，輔導受刑人、更生

人。

4、提案設立台北市青年創業基金。

5、�爭取放寬清寒補助條款、提高急難救

助金。

6、�監督南門市場、環南市場、第一果菜

市場改建工程如期完工。

7、�監督萬大捷運線、雙子星大樓如期完

工。

8、�積極推動老舊城區公辦都更，打造

「水岸萬華」，帶領西區翻轉讓萬華

告別落後。

9、�改造艋舺公園，輔導與安置遊民以繁

榮地方。

10、持續協助弱勢家庭、保護受虐婦幼。

11、關懷新住民。

　　應曉薇腳踏實地走過21年公益路、

揭發臺灣聯開史上最大金額太極雙星詐

騙案，成功為市民把關700億。城市問題

源自於多年來未曾改變的地方政策，因此

懷抱理想，擔任稱職的市議員，希望為市

民爭取更大的福利。未來應曉薇將落實

參選政見，並以多年所看、所學，帶領中

正、萬華區的市民有權利過的更好。

12
顏
聖
冠

57
年
6
月
20
日

女
臺
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美國George�Washington�University

政治管理碩士

政治大學政治系學士

景美女中

光仁中學

光仁小學

美國John�Marshall�Law�School法律博士

肄

紙風車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志工

北市獸醫師、牙醫師公會顧問

第8-12屆臺北市議員

臺北市議會民進黨團總召、幹事長

嘉義、雲林、彰雲同鄉會會員

13
劉
耀
仁

57
年
10
月
16
日

男
高
雄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1.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2.國立成功大學學士

3.美國印地安那州立大學碩士

台北市議會第九十 十
二

十
一 屆議員

1.針對萬華中正特色商圈，推動轉型再升級，並提升環境友善服務

2.推動艋舺城市尋寶計畫，串連在地商圈及文化景點人潮

3.�加速公辦都更案進度，爭取新店溪、淡水河、基隆河岸窳陋地區為都市更新專

區，立專法專用，提高更新誘因

4.提升公宅公共服務內容，如：公共保母、托育中心等…

5.強化智慧運輸系統，提升北市大眾運輸轉乘便利性及可近性

6.持續推動萬華中正特色公園及增設共融式遊具

7.增設非營利性幼兒園

8.支持居住正義，持續推動多元公宅廣建

9.推動議會透明化，委員會全程直播

14
鍾
小
平

51
年
8
月
27
日

男
新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

臺北市議員

臺北縣議員

財團法人流浪動物之家基金會董事長

臺北市福安國中地理老師

臺北市青年楷模

大學籃賽大學明星球員

中華民國三分球紀錄保持人

鍾小平在任內推動容積銀行政策，於

103年正式啟動，實現增額容積利益回

歸全體市民。104年擔任工務委員召集

人通過公共住宅預算，推動公宅建設，

辦理老舊社區的都市更新說明會，讓需

要都更的住戶能夠進入實質的都更行政

程序。

推動中正萬華運動及休憩設施的更新、

青年公園及河濱公園自行車道建立、數

位公車亭更新及青年公園長者通行安

全示範區計畫，並替紀州庵文學森林爭

取預算經費，讓中正萬華更新成更具休

閒、文創藝術的居住環境。放寬容積、

城市創富、政府有能，再造經濟奇蹟。

一、�推動都市更新，放寬容積，增加樓

地板面積，讓老舊社區更有都市更

新意願並拆除釘子戶。

二、�市有土地活化，建構青年住宅，完

成青年住者有其屋。

三、�開發台北市市有土地，依法徵收閒

置土地，徵收空地稅，創造市庫收

入，推動市政建設及社會福利。

四、�主張廢除12年國教入學方式，恢復

基測，減輕學子痛苦。

五、�主張立刻發放1,500元重陽敬老津

貼。

六、�將柯文哲市長只租不賣的公共住宅

改成只賣不租的青年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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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徐
立
信

64
年
4
月
3
日

男
臺
中
市

無
台中二中

中興大學夜間部法學士

臺灣大學法學碩士

「台北監督連線」中正萬華參選人

律師

立法院資深助理

真理大學財經系講師

青雲科技大學講師

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

民間司改會執行委員

台北律師公會第25屆監事

2011青商總會國家副總會長

台北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中正一分局義警大隊副大隊長

國立臺北大學法學院傑出院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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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號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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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柯文哲市長推動「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務實對話」光榮城市的進步價值。

1.�支持財政紀律、支持使用者付費理念，反對債留子孫。

2.�支持公開透明原則，重大工程招標評選委員須事先公布名單，並加入公民參與機制。

3.�支持都審、都更、環評、文資及各項審議委會須開放旁聽、錄音錄影、網路直播…等公開透明，供民眾參與。

4.�支持議會總質詢須上網直播，首長施政報告文件需全數上網公告；市政會議紀錄及首長行程應公開上網登

錄。

5.�支持建立共融式遊戲場；爭取增設河岸行人及單車空橋通道，跨越中和、板橋、三重等區，拓展市民休閒

空間。

6.�爭取開設勞工通識課程，提供勞工權益、職業安全衛生等教育訓練，以提升職場環境安全衛生及勞僱和諧。

7.�爭取市府逐年編列預算，淨化美化小街及巷弄，以改善巷弄市容、提升市民生活環境。

8.�爭取松山機場遷移，立法院及行政院設置該處，解決長期陳抗擾民，還給當地居民安寧生活空間。

16
許
菡
芸

81
年
4
月
27
日

女
臺
北
市

社
會
民
主
黨

臺灣大學政治學、社會學雙學

士

北一女中

好生活協會辦公室主任

立法委員參選人范雲團隊助理

臺大學代會副議長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實習生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政治學

及社會學選送交換生

17
周
威
佑

51
年
9
月
15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台灣大學法律系法學組畢業

新竹中學�

一、�台灣農權總會執行幹事。

二、�台灣勞工陣線法律事務部主任。

三、�新國會聯合研究室副主任。

四、�段宜康競選市議員、立法委員總

幹事。

五、�第9、10、11、12屆台北市議員。

六、�臺北市議會法規委員會第二召集

人。

一、�公平正義的社會：打擊特權、揭發弊

案；捍衛勞工權益、減少政府人力外包

比例、替弱勢者爭取公平正義。

二、�健康的居住品質：面對中正、萬華高齡

化趨勢，提升社區醫療資源、推動安養

政策、持續爭取廣設公園綠地、改善河

濱公園為防洪兼生態親水空間。

三、�便利的交通設施：無障礙設施普遍化、

生活化，讓身障者、婦幼、老人行動更

安全。推動萬大線加速施工，建構中正

萬華地區完善捷運接駁系統，騎樓淨空

並增設停車空間、減少拖吊。

四、�窳陋地區速更新：加速中正萬華老舊眷

村改建，增建平價國宅、青年住宅。搶

救即將消失的傳統市場、輔導攤販成具

有特色的觀光產業。

五、�安全的生活空間：警力結合民力，強化

義警、民防、社區巡守功能，全面裝設

社區監錄系統、堅持警察勤務正常化。

六、�優質的教育環境：落實改革教育、減輕

學子升學壓力、持續關注學童營養午餐

品質。推動幼托合一、托育社區化、廣

設完全中學、社區中學。

七、�無憂無慮的生活：落實社會福利制度、

照顧老人、兒童、身心障礙者、中低收

入戶、外籍配偶、單親媽媽，以社會福

利政策改善弱勢族群生活。

18
陳
婕
瑄

67
年
6
月
10
日

女
新
北
市

無

萬華區種德幼稚園

萬華龍山國民小學

新北市永和國中

台北市志仁高中

基隆崇右技術學院副學士

台北中華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中華都市更新全國總會會員

中華推動自力都市更新協會會員

國際獅子會300A2區菁彩獅子會

3523台北市華茂扶輪社

洪秀柱競選總部後援會副會長

一.居住安全第一：1.積極推動中正萬華區都市更

新，營造優質居住環境。2.全力督促公辦都更及

輔導協助住戶自立更新。3.危險老屋改建勢在必

行。青年購屋沒煩惱，財富翻倍賺到飽。4.嚴督

政府依法執行釘子戶之拆除，依法程序前執行斷

水斷電。二.全面加速都更：1.都更獎勵值明確

化，制度公開透明化。2.監督都更處設立市民簡

易自行核算獎勵值。3.相關公部門申請都更程序

要有時效性，確實執行簽核。4.監督都更審議委

員會發揮效能，審議問題明確公開透明。5.監督

都更處劃定都更單元審議，勿屈服少數異議戶造

成延宕而無法成案。6.確實執行168專案。三.艋

舺再現風華：1.打造艋舺不夜城，吸引全球外資

來臺投資，增加2萬個就業機會，提高年輕人薪資

所得，創造勞資雙贏和諧的氛圍。四.行銷台北文

化：1.（中)正萬(華)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正萬

(華)，力推歷史文物古蹟，讓世界看見我們。2.宣

揚廟宇文化精髓，廣推夜市特色美食。五.優質

教育環境:1.普設雙語學校，與世界接軌。2.增設

國小附設幼稚園，減輕青年負擔。3.提供弱勢營

養晚餐改善生活。4.落實零霸凌的教育環境，暢

通申訴管道。六.落實社會福利:1.關懷弱勢及獨居

老人生活，加強探訪送餐服務，推動各里老人共

餐。七.加強維護治安：1.推動各鄰里聯防制度，

防範犯罪維護社區生命財產安全。2.杜絕毒品氾

濫，嚴防毒品入侵校園，全面緝毒。八.改善交通

措施：1.廣設公有立體停車場，暢通外環道路，

改善交通雍塞問題。九.獎勵補助生育：1.改善

少子化，生產分娩全額補助。2.增設公立托嬰單

位，鼓勵青年成家立業暨水電補助。十.進步價值

願景：1.全力支持柯P市長光榮城市認同卡。2.形

塑卓越幸福的中正萬華區。

19
郭
昭
巖

58
年
2
月
8
日

女
臺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青少年兒

童福利研究所碩士

私立輔仁大學統計系學士

私立辭修高中、大理女中、西

園國小畢業

台北市議員

台北市婦女會常務監事

台北市新移民女性關懷協會常務理事

萬華區體育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新青溪婦女協會理事

救國團中正區團委會會長

一、活化在地特色、產業加值:

活化產業繁榮商圈；景點串連發揮綜效；

建設艋舺城市博物館；培植在地藝文青創

發展。

二、改造都市面貌、都更加速:

土地使用分區調整，結合TOD開發模式讓

舊城新生；推動公辦都更、輔導危老建物

重建；活化中繼之家、縮短國宅等候時

間；監督捷運萬大線與蔬果市場、南門市

場改建，加速南機場一二三期、水源二三

期公辦都更。

三、健全高齡環境、服務加成:

社區化老人照護；公共空間設置托老中

心；獨居老人關懷機制；里民活動中心定

期醫生駐診；促進老人身心健康。

四、保障婦幼權益、補助加倍:

完善幼兒補助與公托照顧、每月育嬰津

貼提高至5000元、增加公托、公幼招生名

額、教育經費補助延伸至2歲；關心婦女與

弱勢權益；新移民家庭關懷。

五、強化青年技能、創業加薪:

提供青創協助、爭取萬華中正區青年創業

基地；加強職能培育、廣設青少年休閒育

樂場所。

六、落實社區聯防、安全加強:

強化通報處理機制；跨領域整合預防；被

害人關懷協助。

抓賄選 一機一相 一袋一千萬

查賄ING  賄選會NG

愛臺北 賺獎金 用手機 抓賄選

全民抓票鼠 拒絕當票蟲 大家一起來

全民反賄選 選舉更乾淨

鈔票換選票 選後撈一票

★檢舉專線：0800-024099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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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7屆市長暨臺北市議會第13屆議員選舉 第5選區（中正區、萬華區）投票所、開票所地點一覽表
萬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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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水源區民活動中心(前段) 羅斯福路4段92號4樓 水源里1-4、6 水源里全里 23416721轉255

1002 水源區民活動中心(後段) 羅斯福路4段92號4樓 水源里5、7-10 23416721轉255

1003 南華高中 汀州路3段58號 富水里1-5 富水里全里 23686818

1004 富水區民活動中心 水源路臨28號 富水里6-12 23416721轉255

1005 永興宮 羅斯福路3段210巷12號 文盛里1-5 23670773

1006 台北展翔教會 汀州路3段127號 文盛里6-10 文盛里全里 23677576

1007 螢橋國中會議室 汀州路3段4號 林興里1-7 林興里全里 23688667轉234

1008 螢橋國中健體教室 汀州路3段4號 林興里8-16 23688667轉234

1009 螢橋國中韻律教室 汀州路3段4號 林興里17-21 23688667轉234

1010 河堤國小1年1班教室 汀州路2段180號 河堤里1-6 23677144轉832

1011 河堤國小1年2班教室 汀州路2段180號 河堤里7-13 河堤里全里 23677144轉832

1012 河堤國小1年3班教室 汀州路2段180號 河堤里14-19 23677144轉832

1013 十普寺 南昌路2段140號 頂東里8、10-13 23654734

1014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王貫英先生紀念室) 汀州路2段265號 頂東里14-18 23678734

1015 金融研訓院教室1 羅斯福路3段62號B1 頂東里1-7 33653666

1016 金融研訓院教室2 羅斯福路3段62號B1 頂東里9、19-24 頂東里全里 33653666

1017 河堤國小2年1班教室 汀州路2段180號 網溪里7-11 23677144轉832

1018 河堤國小2年2班教室 汀州路2段180號 網溪里12-18 23677144轉832

1019 河堤國小2年3班教室 汀洲路2段180號 網溪里19-24 23677144轉832

1020 莆仙同鄉會 同安街90號 網溪里1-6 網溪里全里 23654837

1021 強恕中學禮堂旁停車場 汀州路2段143號 板溪里1-6、9 板溪里全里 23656574

1022 強恕中學校長室川堂 汀州路2段143號 板溪里7-8、10-14 23656574

1023 基督教廈門街浸信會 廈門街81巷20號 螢圃里9、10、12、14、15、17、18 螢圃里全里 23687582轉211

1024 通法禪寺 廈門街34巷15號 螢圃里1、5、21-26 23653573

1025 螢橋國小W105 2年3班教室 詔安街29號 螢圃里2-4、6-8 23054620轉109

1026 螢橋國小W103 2年1班教室 詔安街29號 螢圃里11、13、16、19-20 23054620轉109

1027 螢橋國小N105 1年3班教室 詔安街29號 螢雪里1-6 23054620轉109

1028 螢橋國小N103 1年1班教室 詔安街29號 螢雪里7-12 23054620轉109

1029 螢橋國小N101 1樓社會科教室 詔安街29號 螢雪里13-18 螢雪里全里 23054620轉109

1030 古亭國中901教室 中華路2段465號 永功里1-7 永功里全里 23090986轉511

1031 古亭國中902教室 中華路2段465號 永功里8-12 23090986轉511

1032 古亭國中903教室 中華路2段465號 永功里13-18 23090986轉511

1033 古亭國中藝文展演室 中華路2段465號 永功里19-24 23090986轉511

1034 永昌里里民活動場所 汀州路1段242巷17號1樓 永昌里1、3-6 23073916

1035 聖維雅納天主堂 詔安街236號 永昌里2、14-21 23070056

1036 榮美基督教協會 中華路2段441巷10號1樓 永昌里7-13 永昌里全里 23378231

1037 國語實驗小學1年4班教室 南海路58號 龍興里1-6、12  龍興里全里 23033555轉600

1038 國語實驗小學1年5班教室 南海路58號 龍興里7、8、9、10 23033555轉600

1039 國語實驗小學1年6班教室 南海路58號 龍興里11、13-17 23033555轉600

1040 忠義國小學生家長會辦公室 中華路2段307巷17號 忠勤里1-10 忠勤里全里 23038752

1041 忠義國小2年1班教室 中華路2段307巷17號 忠勤里11-20 23038752

1042 忠義國小課輔教室 中華路2段307巷17號 忠勤里21-25 23038752

1043 忠義國小1年1班教室 中華路2段307巷17號 忠勤里26-31 23038752

1044 國語實驗小學1年1班教室 南海路58號 廈安里1-4 23033555轉600

1045 國語實驗小學1年2班教室 南海路58號 廈安里5-8 廈安里全里 23033555轉600

1046 國語實驗小學1年3班教室 南海路58號 廈安里9-11 23033555轉600

1047 南門國小2年甲班教室 廣州街6號 愛國里1-9 23715052轉401

1048 南門國小2年乙班教室 廣州街6號 愛國里10-15 愛國里全里 23715052轉401

1049 南門國小1年乙班教室 廣州街6號 南門里1-7、16 23715052轉401

1050 南門國小1年丙班教室 廣州街6號 南門里8-15 南門里全里 23715052轉401

1051 建國中學自強樓119教室 南海路56號 龍光里1-8 23034381轉501

1052 建國中學自強樓121教室 南海路56號 龍光里9-14 龍光里全里 23034381轉501

1053 南福宮 和平西路1段55巷1號 南福里9-12 23975252

1054 南福宮文教活動中心 和平西路1段55巷1號 南福里5-8、13-14 23975252

1055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第二醫療大樓 福州街10巷7號 南福里1-4、28 23916470

1056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北南門教會 重慶南路3段27巷4號 南福里15-17、20-21 23411016

1057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西區營業分處 牯嶺街38號 南福里18-19、22-23、29 33431678

1058 中正國中7年2班教室 愛國東路158號 南福里24-27 南福里全里 23916697轉511

1059 南門市場行政大樓 羅斯福路1段8號1樓大廳 龍福里1-6 25505220轉2011

1060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大禮堂)前段 南昌路1段4號後門 龍福里7-13 23214567轉307

1061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大禮堂)後段 南昌路1段4號後門 龍福里14-21 龍福里全里 23214567轉307

1062 中正國中7年1班教室 愛國東路158號 新營里1、2、3、10 23916697轉511

1063 中正國中9年5班教室 愛國東路158號 新營里5、8、9、13、15 23916697轉511

1064 中正國中9年12班教室 愛國東路158號 新營里4、6、7、14、17、18 23916697轉511

1065 中正國中9年15班教室 愛國東路158號 新營里11、12、16、20、21-23 新營里全里 23916697轉511

1066 中正國中9年14班教室 愛國東路158號 新營里19、24-27 23916697轉511

1067 衡陽108大樓 衡陽路108號1樓 建國里1-6 建國里全里 23705663

1068 光復里里民活動場所 開封街1段105之2號 光復里4-8 光復里全里 23613966

1069 福星國小藝文空間 中華路1段66號 光復里1-3、9 23144668轉132

1070 福星國小二手書屋 中華路1段66號 光復里10-14 23144668轉132

1071 劉氏民宅 忠孝西路1段29巷7號 黎明里1-4、11-13 黎明里全里  23610895

1072 臺灣土地銀行川堂 館前路46號 黎明里5-10 23483126

1073 梅花區民活動中心 林森北路5巷4號 梅花里2-7、9-11 梅花里全里 23416721轉255

1074 忠孝國小會議室 忠孝東路2段101號 梅花里1、8、12-15 23918170轉832

1075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四維樓穿堂 濟南路1段71號 幸福里1-5 23216256

1076 臺北商業大學學生活動中心(中正廳前走廊) 濟南路1段321號 幸福里6-11 33222777

1077 臺北商業大學行政大樓1樓梯廳 濟南路1段321號 幸福里12-19 幸福里全里 33222777

1078 幸市區民活動中心 臨沂街10巷1號 幸市里1-4、6 幸市里全里 23416721轉255

1079 停車場 濟南路2段42號 幸市里8、10、11、16、17 23961266轉1820

1080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原單位名稱) 新生南路1段54巷5弄2號 幸市里5、7、9、12-15 23615295轉6804

1081 東門國小1年2班教室 仁愛路1段2之4號 東門里1-5 東門里全里 23412822

1082 東門國小1年4班教室 仁愛路1段2之4號 東門里6-9 23412822

1083 東門國小1年6班教室 仁愛路1段2之4號 東門里10-16 23412822

1084 私立巨勝幼兒園 金山南路1段67巷8號 文北里1-5 23936965

1085 文北里里民活動場所 杭州南路1段77巷3號1樓 文北里6-12 23218919

1086 臺北市溫州同鄉會 泰安街2巷9號 文北里14、15、17、19-22、26 23210930

1087 伽耶山基金會印儀學苑 濟南路2段36號 13、16、18、23-25、27 文北里全里 23946800

1088 金甌女中203教室 杭州南路2段1號 文祥里1-5、14 文祥里全里 23577992

1089 金甌女中205教室 杭州南路2段1號 文祥里6、9、10、13、23 23577992

1090 基督教救恩堂 杭州南路1段129號 文祥里17-22 23216988

1091 孫睿亮診所 金山南路1段121號 文祥里7、8、11、12、15、16 23926233

1092 幸安國小學生活動中心(前段) 仁愛路3段22號 三愛里1-5、13、14 27074191

1093 連雲禪苑 連雲街74巷5號 三愛里23-27 23515258

1094 大雄精舍 信義路2段271號 三愛里15-20、22 23411775

1095 東門基督長老教會 仁愛路2段76號 三愛里7-12 三愛里全里 23513589

1096 幸安國小學生活動中心(後段) 仁愛路3段22號 三愛里6、21、28-30 27074191

萬 華 區
1097 福星國小活動中心音樂教室1 中華路1段66號 福星里3、14、18、20 福星里全里 23144668轉132

1098 福星國小活動中心音樂教室2 中華路1段66號 福星里5、8-13 23144668轉132

1099 福星國小活動中心羽球場左側 中華路1段66號 福星里1、4、6、15、19 23144668轉132

1100 福星國小活動中心羽球場右側 中華路1段66號 福星里2、7、16-17 23144668轉132

1101 西門國小1年1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萬壽里1-8 萬壽里全里 23312238

1102 西門國小1年2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萬壽里9-13 23312238

1103 西門國小1年3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西門里1-7 23312238

1104 西門國小5年1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西門里8-16 西門里全里 23312238

1105 西門國小5年2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新起里1-7 23312238

1106 西門國小5年3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新起里8-12 23312238

萬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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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 西門國小2年1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新起里13-19 新起里全里 23312238

1108 西門國小2年2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新起里20-25 23312238

1109 西門國小2年3班教室 成都路98號 菜園里1、5、6、8、13 23312238

1110 臺北市義勇消防大隊城中第一分隊 成都路175號 菜園里4、7、9-12 23312334

1111 臺北市新移民會館(萬華區) 長沙街2段171號1樓 菜園里15-19、23-24 菜園里全里 23701046

1112 菜園區民活動中心 環河南路1段臨280之3號 菜園里2-3、14、20-22、25 23064468轉115

1113 青山區民活動中心 環河南路2段臨5之1號 青山里1-7 23064468轉115

1114 臺北市立萬華幼兒園 梧州街36號 青山里8-12 23020936

1115 龍山國小活動中心左側 和平西路3段235號2樓 青山里13-18 青山里全里 23082977轉730

1116 龍山國小活動中心右側 和平西路3段235號2樓 青山里19-25 23082977轉730

1117 老松國小特教活動教室(二) 桂林路64號 富民里1-6 23361266

1118 老松國小低年級教師研究室 桂林路64號 富民里7-13 富民里全里 23361266

1119 新富區民活動中心 廣州街152巷10號 富民里14-21 23064468轉115

1120 老松國小1年1班教室 桂林路64號 福音里2-5 福音里全里 23361266

1121 老松國小1年2班教室 桂林路64號 福音里1、6-9 23361266

1122 老松國小1年3班教室 桂林路64號 福音里10-15 23361266

1123 法華寺 西寧南路194號 仁德里1-7 仁德里全里 23318424

1124 老松國小2年1班教室 桂林路64號 仁德里8-12 23361266

1125 老松國小2年3班教室 桂林路64號 仁德里13-18 23361266

1126 富福區民活動中心 艋舺大道101號3樓 富福里1-3、5-7 23064468轉115

1127 和平西路民宅車庫(16號) 和平西路3段52巷16號 富福里4、8-12、19 23080307

1128 龍山國中(左側美髮教室) 南寧路46號 富福里13-18 富福里全里 23362789

1129 柳鄉區民活動中心 環河南路2段102號3樓 柳鄉里1-4、6、8 23064468轉115

1130 環河福德宮 桂林路244巷臨7之1號 柳鄉里5、7、9-12 柳鄉里全里 23021026

1131 環保局萬華再生家具展示拍賣場 環河南路2段102號1樓 柳鄉里13-19 23082600

1132 長順區民活動中心(前段) 長順街臨127號 華江里1-6 23064468轉115

1133 長順區民活動中心(後段) 長順街臨127號 華江里7-11 23064468轉115

1134 華江國小華江學苑 環河南路2段250巷42弄2號 華江里12-17 華江里全里 23064352

1135 華江國小小學堂 環河南路2段250巷42弄2號 華江里18-23 23064352

1136 華江國小校史室 環河南路2段250巷42弄2號 華江里24-28 23064352

1137 臺糖倉庫A棟(糖業文化展示館前段右側) 大理街132之10號 糖廍里1-3、14 23064468轉115

1138 臺糖倉庫A棟(糖業文化展示館前段左側) 大理街132之10號 糖廍里4-8 23064468轉115

1139 臺糖倉庫B棟(萬華糖廍藝文倉庫) 大理街132之9號 糖廍里9-13 23029797

1140 臺糖倉庫C棟多功能推廣空間 大理街132之7號 糖廍里15-19 糖廍里全里 23029797

1141 大理國小美勞教室(二) 艋舺大道389號 綠堤里1-6 23064311

1142 大理國小教師研究室(一) 艋舺大道389號 綠堤里7-13 23064311

1143 大理國小星空餐廳 艋舺大道389號 綠堤里14-20 綠堤里全里 23064311

1144 天聖宮 艋舺大道120巷13弄30號 頂碩里1-2、15-16 23065799

1145 頂碩里里民活動場所 莒光路112巷8號 頂碩里3-7、9 23024222

1146 艋舺大道民宅車庫 艋舺大道86巷28號 頂碩里8、10-14 0910092322

1147 北安宮 西藏路256號 頂碩里17-18、22、25-28 頂碩里全里 23021881

1148 貴都飯店停車場 西藏路192之1號 頂碩里19-21、23-24、29 23029345

1149 雙園國小禮堂 莒光路315號 雙園里1-7 23061893

1150 雙園國小藝苑 莒光路315號 雙園里8-14 雙園里全里 23061893

1151 雙園國小社區教室 莒光路315號 雙園里15-21 23061893

1152 和平青草園(原402號公園歷史建物) 西園路2段42號 和平里1-7 23064468轉115

1153 大理幼兒園 雙園街67巷3弄5號 和平里8-11、16 和平里全里 23044506

1154 朝天宮 雙園街27號 和平里12-15、23-24 23061510

1155 青龍宮 雙園街60巷88號 和平里17-22 23066456

1156 雙園國中1樓機車棚 興義街2號 和德里1-6 23030827轉141

1157 雙園國中彩虹教室 興義街2號 和德里7-13 和德里全里 23030827轉141

1158 興義區民活動中心 興義街25號 和德里14-20 23064468轉115

1159 和德區民活動中心 西園路2段臨382之10號 和德里21-26 23064468轉115

1160 萬大國小辦公室 萬大路346號 全德里1-6 23035938；23037654

1161 萬大國小2年1班教室 萬大路346號 全德里7-13 23035938；23037654

1162 萬大國小1年5班教室 萬大路346號 全德里14-19 全德里全里 23035938；23037654

1163 西園國小防洪室(1) 東園街73巷65號 日善里3-5、15 23030257

1164 西園國小防洪室(2) 東園街73巷65號 日善里1、6-10 23030257

1165 西園國小防洪室(3) 東園街73巷65號 日善里2、11-14    日善里全里 23030257

1166 萬華區民活動中心(前段) 東園街19號2樓 忠德里2、4、6、8 23064468轉115

1167 萬華區民活動中心(會議室) 東園街19號2樓 忠德里1、3、5、7 忠德里全里 23064468轉115

1168 萬華區民活動中心(後段) 東園街19號2樓 忠德里9-13 23064468轉115

1169 西園民防協勤中心 西園路2段臨283之1號(光復橋下) 錦德里1-7 23094718

1170 光復區民活動中心 西園路2段臨370之1號(光復橋下) 錦德里8-13 23064468轉115

1171 西園義警協勤中心 西園路2段382之9號(光復橋下) 錦德里14-21 錦德里全里 0918016734；23039902

1172 先天道院 寶興街188巷2號 孝德里1-6、8 孝德里全里 23056278

1173 天德宮 德昌街235巷19號 孝德里7、9-14 23014287

1174 萬大國小1年1班教室 萬大路346號 壽德里1-5、17 壽德里全里 23035938；23037654

1175 萬大國小1年2班教室 萬大路346號 壽德里6-10 23035938；23037654

1176 萬大國小1年4班教室 萬大路346號 壽德里11-16 23035938；23037654

1177 東園民防協勤中心(前側) 寶興街222巷臨11號 銘德里1-5、7-8 銘德里全里 23325669；23045023

1178 東園民防協勤中心(後側) 寶興街222巷臨11號 銘德里6、10-15 23325669；23045023

1179 觀音寶蓮寺台北道場 長泰街308巷27之1號 銘德里9、16-20 23374591；23374922

1180 保德里里民活動場所 東園街140巷10號 保德里1-5、8 保德里全里 23074702

1181 楊聖廟 寶興街 199號 保德里6、7、9、10 23038228

1182 慈安寺 武成街63巷8號 榮德里1-3、5-7、9、10 23017543；0933897629

1183 湄聖宮 武成街124號 榮德里4、8、11-17 榮德里全里 23077996

1184 萬大第二區民活動中心(前段) 萬大路臨600之1號(華中橋下) 華中里1-5 23064468轉115

1185 萬大第二區民活動中心(後段) 萬大路臨600之1號(華中橋下) 華中里6-10 華中里全里 23064468轉115

1186 萬大第一區民活動中心(後段) 萬大路臨614之1號(華中橋下) 華中里11-15 23064468轉115

1187 萬大第一區民活動中心(前段) 萬大路臨614之1號(華中橋下) 華中里16-21 23064468轉115

1188 光仁國小104教室 萬大路423巷15號 興德里1-6 23032874轉850

1189 光仁國小105教室 萬大路423巷15號 興德里7-12 23032874轉850

1190 光仁國小106教室 萬大路423巷15號 興德里13-18 興德里全里 23032874轉850

1191 忠貞社區公共空間 青年路146號1樓旁(公共空間) 日祥里1、10、11、16 日祥里全里 23077753

1192 慶福宮 青年路168巷49弄18號 日祥里2-6、21 23093835

1193 空南三村管理委員會(文康中心) 萬大路423巷30弄11號旁 日祥里7、8、18-20 23098212

1194 崇仁花園大廈H棟1樓 青年路152巷34號 日祥里9、12-15、17 23059995

1195 新和國小總務處穿堂 西藏路125巷31號 忠貞里1-6 23038298轉31

1196 新和國小後門穿堂 西藏路125巷31號 忠貞里7-10、13-14 23038298轉31

1197 南機場3號基地國宅管理委員會 青年路106巷2號地下室 忠貞里11-12、15-22 忠貞里全里 23079038；0912663138

1198 忠恕社區辦公室 中華路2段364巷22弄29號地下室 新忠里1、2、4-6、8-13 新忠里全里 23032228；0960535909

1199 新忠里里民活動場所 西藏路125巷7號之2 新忠里3、7、14-22 23392806

1200 青年社區管理委員會(閱覽室) 中華路2段416巷9之4號 新和里2-5、13 新和里全里 23031537

1201 樂群花園新城管理委員會(會議室) 中華路2段416巷58號 新和里6-10 23033511

1202 樂群花園新城管理委員會(活動中心) 中華路2段364巷7號 新和里1、16-18、20、23 23033511

1203 新和首璽管理委員會(閱覽室) 中華路2段416巷80號 新和里11、12、14、15、19、30 23018211

1204 國輝花園社區管理委員會(文康活動中心) 國興路92之2號 新和里21-22、24-29 23324183

1205 南機場13號基地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左側) 萬大路187巷1弄2號地下室 新安里1-8 23057652

1206 南機場13號基地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右側) 萬大路187巷1弄2號地下室 新安里9-15 新安里全里 23057652

1207 新和國小特教(二)教室 西藏路125巷31號 新安里16-21 23038298轉31

1208 新和國小健康中心前穿堂 西藏路125巷31號 新安里22-28 23038298轉31

1209 國興幼兒園企鵝班遊戲室外(右側) 國興路46號後門 凌霄里1-5 凌霄里全里 23038164

1210 國興幼兒園(大活動室) 國興路46號前門 凌霄里6-10 23038164

1211 國興幼兒園企鵝班遊戲室外(左側) 國興路46號後門 凌霄里11-16 23038164

1212 古亭國中(1樓904教室) 中華路2段465號 騰雲里1-7 23090986事務組511警衛室520 

1213 古亭國中(1樓904教室左側穿堂) 中華路2段465號 騰雲里8-16 騰雲里全里 23090986事務組511警衛室520

中 正 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