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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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選

舉

區

（

中

山

、

大

同

）

議

員

候

選

人

1
蘇
　
恆

74
年
10
月
2
日

女
臺
北
市

新
黨

台北大學企管所碩士

楊世光競選總幹事

2016政黨票不分區參選人

新黨新媒體工作群召集人

1.擴大台北兩岸城市交流

2.提升台北國際商貿暢通

3.中小學附設老人日照

4.寵物認養追蹤制度化

5.國民教育從三歲開始

6.打造科技智慧台北城

2
杜
彩
菊

43
年
10
月
13
日

女

浙
江
省
溫
嶺
縣

無
南投埔里國小

新北市光華商職

東京高等專業學校

雙槍黃八妹新店區學校

北市各高、中小學志工團團長

安利資訊榮譽顧問

華聯船務榮譽顧問

大易輸入法發明者之一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分會大同會長

先總統蔣經國派日工作人員

一、拚經濟，留外商

二、綠化環境、對抗空汙

三、環境整頓、增設車位

四、志工結合、敦親睦鄰

五、拒絕毒品、編列反毒預算

六、人人有飯吃，設置愛心餐

七、人人有屋住，推出平價屋

八、教育為國之根本，亦為百年大計，

　　唯有鞏固下一代，才能建設幸福。

3
潘
翰
疆

56
年
9
月
2
日

男
臺
南
市

樹
黨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畢

業（輔系：外國語文學系）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肄業

江翠國中、松菸護樹、幸町老榕三度

肉身護樹樹上生活25天

樹黨黨主席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副秘書長

台灣環境行動網協會秘書長

台灣貓狗人協會理事

三重社大校務委員

國會助理7年

國貿工作7年

環保社運10年以上

樹黨是「全球綠黨聯盟」正式成員，要讓《全球綠人憲章》六大核心價值，生態智慧、社會正義、參與式民主、非暴力、不犧牲後代的永續、

尊重多元，在台灣扎根並開枝散葉。我要做專業監督的在野黨議員，不論誰當選市長，都讓他變成環保市長：

一、護樹悍將，綠色首都
●保護老樹，容積獎勵；傷害老樹，禁止投標。

●拆除新生高架橋，重現崛川北河段，藍帶和綠帶的慢活價值。

●遷移松山機場，創造首都中央公園。監督中山女高南側大都更案。

●淡水河岸以都市更新方式跨越河堤，創造水岸生活，復興大稻埕。

二、翻轉教育，創新首都
●畢業典禮及運動會禁止政治人物及黑道頒獎致詞，把教育還給孩子。

●建立技職學校與地方商圈、自造者、新創產業圈之鍵結。

●�推動自由軟體，開放源碼，使教學更開放更多元，省下更多教育經

費，來提昇學生的營養午餐品質。

●�中學允許認列部分線上學習學分數，讓學習不再侷限大眾步調，自

主學習不是夢。

三、保護環境，生態首都
●反對深澳燃煤電廠，落實節能低碳城市，老舊核一核二廠加速除役。

●保護生態棲地，減緩熱島效應。

●扶植社會創新與共享經濟，推動社區貨幣。

四、責任生活，幸福首都
●�強力監督動保法及自治條例，在建立動物保護專責警察前，依照動

保法儘速設置動物保護稽查員，擴大編制與職權。

●�課徵寵物交易捐，專款專用於動物保護相關政策，保障動物的生命

權利。

●�蔬食友善城市：鼓勵民間餐廳提供蔬食選擇；政府舉辦活動，應有

五分之一以上為蔬食。

●推動無基改城市，並落實公平貿易城市(台北市已簽署)。

●�擴大勞檢員及執法效能，公布違反勞動、社會、環保法令之企業，

重大及累犯者列入市府採購及公共工程黑名單。

五、從根治理，幸福首都
●�設置賭癮、酒癮及暴力防治中心，並鼓勵民間創設非營利機構，從

源頭處理賭害、酒駕及家庭暴力事件。

●各行政區至少應有一座家庭諮商及心理諮商資源/支援中心。

●�溯及既往公布歷年所有環評、都計、都

更、都設、樹保、文資等委員會相關文

件、會議記錄及投票紀錄，以環境與社會

的轉型正義，處理違法不正義之開發案。

任何政府公開之資訊須為可搜尋之格

式，而非妨礙分享之圖片檔或封閉格式。

幫不能講話的老樹投一票，幫動物們投一

票，為還不能投票的孩子投一票！樹黨進

議會，樹立新議會。

4
梁
文
傑

60
年
11
月
26
日

男
新
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臺大政研所碩士

臺大政治系學士

建國中學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博士班

◎�第十一、十二屆臺北市中山大同區

議員

◎�臺北市柔道推廣協會理事長

◎�真理大學法律系憲法學講師

◎�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總編輯

◎�高雄市市長辦公室主任

◎�陸委會諮詢委員

◎�陳水扁競選總統政策協調部主任

◎�民進黨政策會首席副執行長

◎�民進黨中國事務部副主任

1.檢討中低收入戶租金補貼辦法，放寬租金補貼條件。

2.收回救國團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3.二殯擴建工程完工後，立刻關閉一殯停止使用。

4.放寬容積率限制，加速中山大同區的都市更新。

5.全力爭取汐止─民生捷運路線，便利東西向交通。

6.�待桃園機場捷運通車後，應規劃遷走松山機場。在松山機場遷走之前，應對航

道管制區內之土地（如民族東路以北、濱江街一帶）加以規劃利用。

7.增加托育補助，並廣設公立托兒所及幼稚園，減輕家長負擔。

8.以各國小的閒置空間，設立課後公共安親班。

9.每個社區至少設立一個日間照護中心，提供獨居老人定期送便當服務。

10.補助老舊公寓增設電梯，讓老人住得方便。

11.�訓練失業婦女從事社區老人照顧工作，讓老人不必離開社區，也解決婦女的失

業問題。

5
林
婕
麗

55
年
5
月
15
日

女
新
北
市

無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副學士學位

1.臺北市議會議員研究室主任

2.中華臺北運動總會理事

3.臺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板協會理事長

4.台灣警雁關懷協會公關長

5.台灣警雁關懷協會中山分會會長

6.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校友

7.�國際獅子會300A2區兒童服務委員會

主席

8.國際獅子會300A2區反毒委員會主席

9.�中國科學院台灣企業領袖菁英班結

訓

1、支持兩岸交流，改善民生經濟為優先，且維護市民最大利益。

2、服務基層拒絕服務財團。

3、推動松山機場遷移或爭取提高回饋金補助。

4、不包政府工程，不收包商回扣。

5、推動第一殯儀館遷移，建構居民休閒育樂園區。

6、活化學校閒置空間，增設社區專業才藝活動學習教室。

7、鼓勵青年成婚，廣設公托育嬰、幼兒中心。

8、�爭取長者福利政策，推動各里增設樂齡長照關懷及學習處所，擴大敬老卡使用

功能；並提供滿65歲長者假牙補助及專業檢驗並配領老花眼鏡。

9、推動老屋更新、巷弄街道規劃增寬，並增設全區地下化汽機車停車空間。

10、活化圓山花博園區腹地，並建構體育休閒育樂中心。

11、提案加重酒駕刑責，落實校園反毒教育。

6
林
亭
君

73
年
11
月
17
日

女
新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台北市敦化國小

台北市敦化國中

台北市大理高中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法學組

第十六屆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政府與

公共行政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第十二屆台北市議員

台北市議員林晉章服務處主任

台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理事長

台北市中山林氏宗親會副理事長

朱園社區發展協會副理事長

台北市新青溪婦女協會顧問

國民黨全國青工總會執行長

一、嚴正譴責現任政府造成臺灣世代對立，希冀縮減退

休者與青壯年工作者產生的隔閡。改善現有老人福利：

1.放寬敬老悠遊卡及愛心悠遊卡480點的使用範圍，以

「使用率」評估逐年增加愛心點數。2.臺北市公立運動

中心皆須配有至少一位「專業防護員」指導老人家運

動、健身。3.高齡友善門診適用者年齡由80歲調降至70

歲。二、維護婦幼權益，為孕婦、幼兒爭取應有的社

會資源：1.持續爭取「好孕專車」，拒絕社會局將「育

兒」福利充當「孕婦」福利。2.重視校園兒童安全，拒

絕取消「護童專案」。3.建置資訊透明、完整的保母媒

合平台。4.要求勞動局、社會局、警察局建立安全、保

密的職場性騷擾通報系統。5.台北市私立托育機構未加

入中央準公共化托育政策前，確保台北市幼托補助不打

折。三、維護、建設中山、大同區地方繁榮：1.加速北

大同都市更新，協助、協調土地擁有者參與都市更新。

2.藍色公路定期疏濬，監督水利處務必善盡整治淡水河

之責。3.督促捷運民生、汐止線通車。4.活化市有閒置

財產，釋出公有建築、土地等供民間租賃使用。5.增設

公共綠地，支持松江變電所用地回復為公園用地。四、

落實居住正義，拒絕透過口號挑動階級對立，透過實際

重整、規畫達成台北居更容易：1.督促都發局將包租代

管政策規劃更完善。2.研擬刺激、提高3萬9千空戶屋主

釋出意願的政策，以減低市府興建公宅的公務預算，讓

公宅的預算注入其他弱勢福利、長照中心的興建，譬如

喜憨兒小作所、遲緩兒日間照顧中心、日間托老中心

等社福設施。3.以既有住戶意見為興建公宅企劃主要依

歸。五、倡導動物平權的教育觀念，力促台北成為友善

動物的國際都會城市。1.國中小加入生命教育課程，學

習正確對待生命，與大自然萬物和諧共生，從善待動物

開始培養同理心、善心。2.推行假日友善狗狗巴士，廣

增友善狗狗巴士路線及班次，讓飼主與各類型寵物都能

免裝籠搭乘巴士暢遊台北市。3.廣設狗狗運動公園，讓

動物有更寬廣的空間活動。

因檢舉人之檢舉而查獲直轄市市長候選人、直轄市議員候選

人、里長候選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最高給予獎金新臺幣
1000萬元、500萬元、50萬元。

★檢舉專線：0800-024099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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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選

舉

區

（

中

山

、

大

同

）

議

員

候

選

人

7
林
亮
君

78
年
12
月
25
日

女
臺
北
市

時
代
力
量

‧中山女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企管系　

學士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所　

碩士

‧立法委員林昶佐特助

‧臺北市議員簡余晏助理

‧島國前進發起人

‧憲法一三三實踐聯盟媒體公關

‧臺灣綠色逗陣之友會助理

8
陳
怡
君

68
年
5
月
4
日

女
臺
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東海大學中文系

泰北高中

明倫國中

大龍國小

◎�台灣大學EMPA政治學系研究所

◎�東海大學政治系地方政治組

◎�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執行長

◎�2016蔡英文總統競選辦公室行政組

主任、2012財委會專員

◎�游錫堃辦公室秘書

◎�簡余晏辦公室助理

◎�蘇貞昌市長競選辦公室文宣部

◎�嘉義旅北同鄉會水上分會幹事

◎�新北市宜蘭同鄉會行政助理

我是陳怡君，18歲那年，抱持理想和信念，希望為這塊土地盡一份心力，於是投入基層，踏上了後來長達20年的政治幕

僚之路。身為基層栽培出來的政治工作者，我時時提醒自己，莫忘初衷、苦民所苦。參與政治，就是為了讓我所聽到的

民意，能夠藉由我的力量實現。我是民進黨唯一提名的新人，懇請您給堅持20年不忘初衷的陳怡君一個實踐正義、服務

市民的機會。

【市政第一、民意優先。】一、強力監督市府施政，嚴格把關預算編列及執行。為人民權益發聲，揭發弊案絕不手軟。

【發展台北、讓世界看見台灣。】二、推動台北市觀光產業，增加市府稅收，讓世界看見台灣。����

三、發展大稻埕、大龍峒、保安宮、孔廟，再造老舊社區風華。連結東西向，花博美術館圓山地區、中山足球場，打造

人文薈萃藝術文化。

【落實居住正義、台北好宜居。】四、督促市府利用閒置國有、市有土地，廣建社會住宅，提供民眾居住機會、安心成

家。

五、督促市府改善市民停車問題，運用公共空間興建地下停車場。

六、遷移松山機場及第一殯儀館，加速都市更新。老舊社區再造，放寬容積獎勵，提升居民居住環境品質。

【老弱婦孺、安心幸福。】七、清查台北市閒置空間，作為增開公托安親班班次、弱勢學童課後輔導幼兒園場地及長照

中心，增加學齡前幼兒入學及就業機會。訓練二度就業婦女及青年創業，讓婦女、青年、長者融入社區生活，友伴實現

愛與關懷。

八、加強中、低收入戶及獨居老人等弱勢族群之生活照顧，推動長者、弱勢族群健康午晚餐、65歲以上長者公費裝假牙。

九、友善城市，普及無障礙設施、支持TNR，推動「以認養代替購買，以絕育代替撲殺」。�

十、嚴查毒品，防制毒品進入校園，杜絕毒品氾濫。

9
黃
麗
香

49
年
7
月
21
日

女

臺
灣
省
彰
化
縣

無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碩

士

1、�第九屆立法委員參選人

2、�臺北圓山聯誼會17、18、19、20屆

理事

3、�臺北圓山聯誼會19屆會員活動召

集人

4、�臺北市彰化縣同鄉會理事

5、�臺北市彰友會監事

6、中正獅子會秘書

7、愛華獅子會會員

8、�金剛獅子會創始會員

9、蓬萊扶輪社社員

10、�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加值協會理事

11、四季芳庭管理委員會委員

1、無黨執行服務-還給全民真自由

2、監督市容，推動林森公園綠能計畫，改善老屋重建，成立專案小組優先執行。

3、落實教育升學優質化，及校園閒置空間設計再利用。

4、�推動大稻埕觀光全新面貌，將古蹟與現代藝術結合，設立公園綠能圖書館，推

動戶外閱讀教育。

5、定期舉辦青年創業講座及輔導補助列車。

10
林
國
成

46
年
8
月
20
日

男

臺
灣
省
屏
東
縣

親
民
黨

環球科技大學中小企業經營策

略研究所碩士

「台北監督連線」中山大同候選人

臺北市議會第10、11、12屆議員

中華民國理燙髮美容業職業工會全國

聯合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密宗薩迦佛學會理事長

勞動部勞工保險監理委員、就安基金

委員

11
葉
林
傳

58
年
7
月
16
日

男
臺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中山國小

大直國中

景文高中

崇右技術學院（二年制畢）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生

第11、12屆臺北市議員

國民黨中央委員

全國青工會副總會長

國民黨市黨部副主委

國民黨青年團市團長

臺北市議會工務委員會召集人

臺北市議會黨團副書記長

臺北市里長聯誼會總會長

臺北市中山區里長聯誼會會長

臺北市中山區圓山里里長

臺北市大同區體育會理事長

【傳真民意，Keep�Going！】

一、�推動無現金交易城市：鼓勵、輔導並協助店家甚至

攤販配合行動支付，市府機關完成數位行動支付系

統建制，落實台北無現金交易模式。

二、�廢除機場建商業中心：持續推動廢除機場，規劃智

慧城區商業中心；未完成前積極要求落實容積率轉

移，讓遭限建之苦的區域獲得重生。

三、�持續推動拆除新生高：重啟小威尼斯計畫，讓舊有

瑠公圳重現天日；分三階段拆除新生高架橋，再造

周邊全新風貌，創造完美親水空間。

四、�推動廢除第一殯儀館：現有二殯場館持續新增興建

中，未來將持續推動廢除第一殯儀館，規劃現有空

間供市府機關入駐，做為市政園區。

五、�加速完成民生汐止線：從大稻埕碼頭沿民生西路到

台鐵汐科站，目前因陷入二期環評爭議致停滯不

前，市府應積極克服解決並保證履行。

六、�重啟並強化路平專案：更新道路巷道鋪面材質，應

與時俱進；為杜絕挖馬路過於頻繁造成不便與民

怨，應提升透水度及各式壓力承受度。

七、�安裝中小學教室冷氣：基於維護學童與青少年學習

環境、營造良好的教育空間，並因應日益高溫氣

候，應確實為各中小學教室安裝冷氣。

八、�持續推動學齡前教育：推動學齡前三足歲起，得以

免費享有本市基本教育；讓教育往下紮根與促進學

校閒置空間之活化，達到雙贏局面。

九、�鼓勵輔導新創及青創：輔導在地傳統產業精緻化升

級，鼓勵新創產業及青年創業，提供迪化街等具有

文化特質區域，輔導協助青年創業。

十、�要保障長輩行動安全：大眾運輸增設智慧型通知系

統方便長者進出，改善公共設施內外與出入通道，

全數增設行動安全保障的相

關軟硬體。

【�2 4小時服務專線：02 / 2 5 8 5 -

6969---敬請指教！】

12
王
　
浩

46
年
7
月
13
日

男
臺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東吳大學中文系

元智大學管研所

中華日報記者

TVBS採訪主任、製播部主任、節目

中心主任

第八至十一屆台北市議員

台北市社會局局長�

1.結合社區需求，活化使用國中小學閒置教室設立社區長者關懷據點。

2.督促台北市政府恢復老人健保補助之年齡，必須與法定退休年齡65歲吻合。

3.�加速老舊公車汰換，繼續要求市府推動低底盤公車政策及綠能公車，以利市民

及長者乘搭。

4.增設公共托育中心與公立附設幼稚園以減輕年輕家庭生活壓力。

5.潭美國小遷校舊地設立產學中心打造為青年微型創業及社會企業基地。

6.�督促市府打造綠能城市，增加綠地地下儲水功能，儲水澆灌，水資源往復利

用。

7.加速各式纜線地下化，還給市民乾淨的天際線。

i幸福－檢舉賄選 人人有責
反賄選，斷黑金；全民反賄，民眾當家

人人扮青天、家家反賄選；全民動起來，反賄為將來

★檢舉專線：0800-024099按4★

掃描QR�Code加入葉林傳Line@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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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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選

舉

區

（

中

山

、

大

同

）

議

員

候

選

人

13
楊
仟
慧

70
年
12
月
27
日

女
臺
北
市

公
民
黨

國立台北商專畢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學

系畢

公民黨中央黨部文創部主任

中華民國犯罪防制參議協進會─台北

分處處長

魯源社會福利事業協會文藝部主任

台灣法政論報台北市分社社長

微笑花兒國際有限公司創辦人

1.�以大同、中山區的文化底蘊為中心發展特色文創產業，讓藝術家們深入社區進駐發揮產業價

值，打造臺灣藝文之光區域景點，支持在地藝文工作者並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讓這個台北老

城區，成為台北市最有價值的區域。

2.�友愛動物實施具體措施，協助流浪動物認養媒合，志願將服務處提供一部分區域開放登記認

養小動物（兔子、貓、狗…等）。

3.�關懷弱勢族群與獨居老人福利，提供更完善的醫療救護組織網、提高醫護效率！

4.�落實環保教育與健康蔬素食推廣，宣導廠商避免採購一次性包裝材料、選購食材方面盡量選購

養生素食為主，並提供完善替代方案，節省廠商固定開支的同時打開新的環保與養生素食商機。

5.�溫柔支持性別平等權利，改善性別刻板印象，解放男性傳統壓力包袱、鼓勵女性在職場上成

就自我，並增加育幼津貼：不限專業保母也包括祖父母照顧孫子女或由父母親包括養父母之

一照顧也可以申請津貼。

6.�公益推廣賽斯心法讀書會，免費提供場地交流身心靈健康、繪畫藝術療癒以及音樂教學等活

動。

14
顏
若
芳

74
年
10
月
27
日

女
臺
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文化大學政治系學士

百齡高中

建成國中

靜心國小

現任第12屆台北市議員

第14屆台北市黨代表

簡余晏議員辦公室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1)家庭真幸福　　�提升幼兒醫療、托育功能，社會政府合力照護下一代，減輕年

輕人負擔

(2)長青無憂慮　　完善長照規劃，協助照顧者，關心老人家

(3)年輕有未來　　支持百業多元發展，監督公宅進度，提供青創圓夢資源

(4)食在好安心　　擴大食安稽核與推廣，提升營養午餐品質與結合預防醫療

(5)生活無障礙　　�推動建置共融環境，貼心照護小孩、長者、孕婦、身障者，建

立核心價值，讓政策更完善

(6)永續友善城市　�促進環保減碳政策，尊重生命守護毛小孩，推廣領養代替購買

觀念的落實

(7)建立安全城市　�強化防災互助建構社區自救體系，推廣居家三日防災儲備提升

市民應變能力

15
王
世
堅

49
年
1
月
1
日

男
臺
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文化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碩士
第8屆、9屆、11屆、12屆臺北市議員

第6屆立法委員

16
張
東
隆

45
年
5
月
18
日

男

臺
灣
省
宜
蘭
縣

無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1.�經評選為優秀臺灣區殘障自強人

士，台北市長李登輝表揚

2.羅東鎮公所雇員

3.街頭攤販

4�.歡笑之友會創辦人

張東隆　政見　107年8月27日

1.台北市電影院無障礙環境設施不完善，身障朋友全額補助每月MOD費用。

2.給老人每月發放腳底按摩券。

3.台北市士林關渡F1賽車競技場。

4.新生高架橋橋下不加水泥蓋，白天夜晚看到河水的流動。

5.台北市政府每年舉辦台北小姐、台北先生選拔。

6.台北市政府開設咖啡店，安置遊民就業。

7.周休二日台北市政府市政府廣場舉辦舞會。

8.廣設公立托兒所，加強公立托兒所老師師資水準。

9.�每年台北市政府舉辦籃球、桌球、羽球、足球競賽，讓市民運動，帶來健康與

活力。

10.義交，交通紅綠燈指揮每小時增加一百元，定為參佰元整。

17
王
鴻
芸

65
年
8
月
9
日

女
新
北
市

中
華
民
族
致
公
黨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學士

穀保家商觀光事業科

中國國民黨20屆全國黨代表王振鴻辦

公室主任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台北市明星獅子會理監事

台北市菁鑽獅子會首席顧問

台北市義勇交通大隊大同中隊指導員

世界旗袍協會公關長

力美健康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

育德讀經幼兒園園長

王媽媽托兒所所長

幼誠幼稚園教師

推動觀光發展

友善寵物空間

增加公托公幼：一里一公托，一校一公幼

推動居住正義：公共住宅，青年及弱勢租金補貼

加速都更：縮短168專案時間

18
陳
炳
甫

60
年
4
月
1
日

男
臺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

日本桐蔭學園橫濱大學法學士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中

臺北市市立介壽國中

臺北市市立中山國小

第12屆臺北市議員

陳重光基金會董事長

陳玉梅基金會執行長

蘇天財文教基金會董事

吳文達體育基金會董事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常務理事

1.�【推動成立臺北市兒童醫院】：面臨少子化，孩子一個都不能少！為改善新生

兒及兒童醫療環境，推動市立聯合醫院成立兒童醫院院區。

2.�【一里一公托，一校一公幼】：為解決家長育兒問題，要求於各里設立公立托

育中心，各國小設置公立幼兒園，就近提供優質平價之托、幼服務。

3.�【推動民生汐止捷運線】：為促進西區地方繁榮並提供居民便捷的大眾運輸工

具，督促市府儘速興建大台北捷運系統民生汐止線。

4.�【推動設置NPO聯合辦公大樓】：國內許多NPO缺乏資源，而台北高額房租造成

財務負擔，督促市府設置聯合辦公處所，以低於市價房租提供NPO組織。

5.�【要求國小全面裝設冷氣】：台北市因極端氣候及盆地效應導致夏日高溫炎

熱，全市國小教室仍有近半未裝設冷氣，嚴重影響學童課業學習，要求市府儘

速於國小教室裝設冷氣。

抓賄選 一機一相 一袋一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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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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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選區（中山區、大同區）投票所、開票所地點一覽表
中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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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6 榮星教會餐廳(由新生北路1段76巷6號旁進入) 新生北路1段82號 正守里1-7 正守里全里 25419038

787 林森區民活動中心 林森北路67巷7號1樓 正守里8-13 0972295601

788 長安天主堂 林森北路77號 正義里1、4、7、10-11 66178377

789 正義固定里民活動場所 林森北路133巷78號1樓 正義里12-17 0955297348

790 環保局中正區清潔隊(忠孝分隊) 長安東路1段89號 正義里2-3、5-6、8-9 正義里全里 25817314

791 中山基督長老教會 林森北路62號 正得里1-7、10 25518480

792 台北會幕堂 中山北路1段105巷19號 正得里8-9、11-16 正得里全里 25712150

793 民安區民活動中心(才藝廳) 長安西路3號3樓 民安里1-8 0937048982

794 臺北市中山運動中心(1樓) 中山北路2段44巷2號1樓 民安里9-14 民安里全里 25811060 0972295604

795 捷運工程局行政大樓(1樓) 中山北路2段48巷7號1樓 民安里15-21 25215550轉8638 0963360708

796 公理堂 中山北路2段45巷39號 康樂里1-6 25713496

797 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教室A) 南京東路1段35號 康樂里7-16 康樂里全里 0972295605

798 中山區民活動中心(A室) 中山北路2段59巷21號2樓 中山里1-5 0928483035

799 中山區民活動中心(B室) 中山北路2段59巷21號2樓 中山里6-13 0936773388

800 中山區民活動中心(D室) 中山北路2段59巷21號2樓 中山里14-19 0919546046

801 新福宮 新生北路2段62巷33號 中山里20-26 中山里全里 0972295606

802 新興國中(教學大樓1樓防災儲藏教室) 林森北路511號 聚盛里1-6 25714211

803 新興國中(教學大樓1樓舊童軍教室) 林森北路511號 聚盛里7-13 25714211

804 新興國中(教學大樓1樓健康中心) 林森北路511號 聚盛里14-17 聚盛里全里 25714211

805 文昌宮守望相助隊協勤中心 民生西路45巷7弄20號 集英里1-7 25210366

806 集英里固定里民活動場所 天祥路16巷12號 集英里8-13 25364260

807 圓明宮 中山北路2段128巷3之2號 集英里14-20 25610023

808 崇德宮 撫順街41巷臨2之10號 集英里21-24 集英里全里 25966402

809 新興國中會議室(一) 林森北路511號 聚葉里1-6 聚葉里全里 25714211

810 新興國中會議室(二) 林森北路511號 聚葉里7-12 25714211

811 新興國中 (校史室) 林森北路511號 聚葉里13-19 25714211

812 中山國小(4年5班)(B107) 民權東路1段69號 恆安里1-6 25914085轉36

813 中山國小(4年4班)(B106) 民權東路1段69號 恆安里7-10 25914085轉36

814 中山國小(4年3班)(B105) 民權東路1段69號 恆安里11-15 恆安里全里 25914085轉36

815 中山國小(6年7班)(B102) 民權東路1段69號 晴光里1-5 晴光里全里 25914085轉36

816 中山國小(4年1班)(B103) 民權東路1段69號 晴光里6-10 25914085轉36

817 中山國小(4年2班)(B104) 民權東路1段69號 晴光里11-15 25914085轉36

818 中山國小(2年1班)(D104) 民權東路1段69號 圓山里1-4 圓山里全里 25914085轉36

819 中山國小(2年2班)(D103) 民權東路1段69號 圓山里5-9 25914085轉36

820 中山國小(1年3班)(D102) 民權東路1段69號 圓山里10-15 25914085轉36

821 私立稻江護家(211教室) 新生北路3段55號 新庄里1-6 新庄里全里 25955161轉121

822 私立稻江護家(212教室) 新生北路3段55號 新庄里7-14 25955161轉121

823 私立稻江護家(312教室) 新生北路3段55號 新庄里15-21 25955161轉121

824 崇實區民活動中心1樓閱覽室 通北街143號1樓 劍潭里5-6、8-13、19-20 25331354

825 崇實區民活動中心1樓棋弈室 通北街143號1樓 劍潭里1-4、7、14-18、21-22 劍潭里全里 0972295613

826 大直國小(1年1班) 大直街2號 大直里1-8 25333953轉31

827 大直國小(1年2班) 大直街2號 大直里9-14 25333953轉31

828 大直國小(1年3班) 大直街2號 大直里15-21 25333953轉31

829 大直國小(1年4班) 大直街2號 大直里22-29 25333953轉31

830 大直國小(1年5班) 大直街2號 大直里30-35 大直里全里 25333953轉31

831 永安國小(地下1樓餐廳(1)) 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成功里1-7 成功里全里 25335672轉30

832 永安國小(地下1樓餐廳(2)) 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成功里8-12 25335672轉230

833 永安國小(地下1樓室內體育空間(1)) 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成功里13-15 25335672轉230

834 永安國小(地下1樓室內體育空間(2)) 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成功里16-21 25335672轉230

835 永安國小(地下1樓幼稚園餐廳(1)) 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永安里1-7 25335672轉230

836 永安國小(地下1樓幼稚園餐廳(2)) 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永安里8-13 永安里全里 25335672轉230

837 永安國小(地下1樓健體教室) 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永安里14-19 25335672轉230

838 永安國小(地下1樓學生活動教室) 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永安里20-26 25335672轉230

839 永安國小(地下1樓知動室) 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永安里27-34 25335672轉230

840 濱江國中(生活輔導室H1112) 樂群二路262號 金泰里9-12 85020126轉404

841 濱江國中(家長會H1113) 樂群二路262號 金泰里13-14 金泰里全里 85020126轉404

842 濱江國中(多功能教室H1201) 樂群二路262號 金泰里5-8 85020126轉404

843 濱江國中(多功能教室H1203) 樂群二路262號 金泰里1-4 85020126轉404

844 劍潭古寺 北安路805巷6號 北安里1-6 北安里全里 25323834

845 北安區民活動中心 北安路759巷6號1樓 北安里7-12 85098032 0972295642

846 私立稻江護家(313教室) 新生北路3段55號 新喜里1-7 25955161轉121

847 私立稻江護家(314教室) 新生北路3段55號 新喜里8-13 25955161轉121

848 私立稻江護家(315教室) 新生北路3段55號 新喜里14-20 新喜里全里 25955161轉121

849 花國鮮花禮品行(車庫) 松江路402巷8弄6號 新福里1-7 新福里全里 25158888

850 聖道明教會 吉林路378號 新福里8-14 25942294

851 亞都麗緻飯店(車庫) 新生北路3段3巷47號 新福里15-20 25971234轉1701

852 大同高中(8年1班) 長春路167號(從民生東路2段164巷側門進入) 松江里1-5 25054269轉130

853 大同高中(8年6班) 長春路167號(從民生東路2段164巷側門進入) 松江里11-15 25054269轉130

854 康寧大廈(南側穿廊) 松江路289號 松江里6-10、16 松江里全里 0972295621

855 康寧大廈(北側穿廊) 松江路293號 松江里17-23 0981675013

856 正光幼稚園 松江路362巷15號 新生里1-8 0937233568

857 沈剛宅 民權東路2段92巷2弄16號 新生里9-15 新生里全里 0972295622

858 新生里民活動場所 新生北路2段133巷45號1樓 新生里16-22 0930786177

859 福德宮 吉林路236巷33號 中庄里1-8 0935696752

860 松江區民活動中心(松江市場南門) 錦州街222號2樓 中庄里9-15 0972102781

861 松江市場旁車庫 錦州街222號 中庄里16-21 中庄里全里 0972295623

862 正強汽車公司 濱江街182號 大佳里1-8 大佳里全里 25038212

863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中山門診部 松江路367號 行政里1-6 0909694432

864 行政里固定里民活動場所 民權東路2段135巷20弄7號 行政里7-12、19 0972295689

865 行天宮玄空紀念學院(停車場) 松江路359號 行政里13-18 行政里全里 0972295624

866 五常國小(119教室) 五常街16號 行仁里1-6 25023416轉831

867 五常國小(129教室) 五常街16號 行仁里7-12 行仁里全里 25023416轉831

868 五常國小(130教室) 五常街16號 行仁里13-18 25023416轉831

869 五常國小(131教室) 五常街16號 行仁里19-24 25023416轉831

870 五常國小(132教室) 五常街16號 行仁里25-31 25023416轉831

871 五常國小(133教室) 五常街16號 行孝里1-6 25023416轉831

872 五常國小(101教室) 五常街16號 行孝里7-11 行孝里全里 25023416轉831

873 五常國小(102教室) 五常街16號 行孝里12-16 25023416轉831

874 五常國小(217教室) 五常街16號 下埤里1-4 下埤里全里 25023416轉831

875 五常國小(218教室) 五常街16號 下埤里5-8 25023416轉831

876 五常國小(221教室) 五常街16號 下埤里9-12 25023416轉831

877 五常國小(222教室) 五常街16號 下埤里13-17 25023416轉831

878 五常國小(223教室) 五常街16號 下埤里18-21 25023416轉831

879 松花區民活動中心(大門右側) 合江街137號4樓 江寧里1-7 江寧里全里 0972295628

880 松花區民活動中心(大門左側) 合江街137號4樓 江寧里8-13 0972295628

881 五常國中(1樓展覽室右側) 復興北路430巷1號 江寧里14-19 25014320轉102

882 五常國中(1樓展覽室左側) 復興北路430巷1號 江寧里20-24 25014320轉102

883 臺北大學(教學大樓206教室) 民生東路3段67號 江山里19-25 江山里全里 0972295629

884 臺北大學(教學大樓207教室) 民生東路3段67號 江山里6、14-18、26 0933378940

885 臺北大學(教學大樓208教室) 民生東路3段67號 江山里7-12 0966570062

886 臺北大學(教學大樓209教室) 民生東路3段67號 江山里1-5、13 0909393671

887 吉林國小(1年1班) 長春路116號 中吉里1-6、15、18-19 中吉里全里 25219196

888 吉林國小(1年2班) 長春路116號 中吉里7-13 25219196

889 吉林國小(1年3班) 長春路116號 中吉里14、16-17、20-24 25219196

890 吉林國小(1年4班) 長春路116號 中原里1-7 25219196

891 吉林國小(1年5班) 長春路116號 中原里8-12 中原里全里 25219196

892 吉林國小(1年6班) 長春路116號 中原里13-18 25219196

893 長安國小(2年3班)(A110) 吉林路15號 興亞里10、19-24 25617600轉134

894 興亞區民活動中心 松江路26巷18號 興亞里1-9 興亞里全里 097229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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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 長安國中808(行政1-2) 松江路70巷11號 興亞里11-18 25112382轉106

896 長春國小(1年6班)(教室編號119) 長春路165號 中央里2-9 中央里全里 25024366轉151

897 長春國小(1年5班)(教室編號120) 長春路165號 中央里1、10-17 25024366轉151

898 長春國小(1年4班)(教室編號121) 長春路165號 朱馥里1-8 25024366轉151

899 長春國小(1年3班)(教室編號124) 長春路165號 朱馥里9-15 25024366轉151

900 長春國小(1年2班)(教室編號125) 長春路165號 朱馥里16-21 25024366轉151

901 長春國小(1年1班)(教室編號126) 長春路165號 朱馥里22-27 朱馥里全里 25024366轉151

902 興安花園社區管理委員會(3樓會議室) 復興北路190巷1號3樓之3 龍洲里1-6、9 龍洲里全里 25046287

903 興安華城3樓自治會 復興北路228號3樓之3 龍洲里7-8、10-18 25061266

904 興安華城社區管理委員會(文化教室) 民生東路3段88巷2號 龍洲里19-28 25061266

905 五福財神爺廟 建國北路1段50巷31號對面(伊通街口) 朱園里5、9-16 朱園里全里 0972295636

906 台北啤酒工場(辦公大樓1樓) 八德路2段85號 朱園里17-23 27719131轉432 0935999071

907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長安東路2段114之1號 朱園里1-4、6-8 0918406196

908 懷生國小(視聽教室) 安東街16巷2號 埤頭里1-7 埤頭里全里 27710846轉150

909 懷生國小(快活教室) 安東街16巷2號 埤頭里8-17 27710846轉150

910 朱崙區民活動中心(前段) 龍江路15號3樓 朱崙里1-8、12 朱崙里全里 0972295638

911 朱崙區民活動中心(後段) 龍江路15號3樓 朱崙里9-11、13-16 0972295638

912 中正國小(A102) 龍江路62號 力行里1-6、8 25070932轉131

913 中正國小(A103) 龍江路62號 力行里7、9-13 25070932轉131

914 中正國小(B101) 龍江路62號 力行里14-21 25070932轉131

915 中正國小(B102) 龍江路62號 力行里22-30 力行里全里 25070932轉131

916 生命堂 龍江路135號 復華里1-9
0928244557 27136928轉13
0958563546

917 如意新村 南京東路3段89巷5弄1號 復華里10-16 復華里全里 0972295640

918 育航幼稚園 長春路256號 復華里17-24 25178372

大 同 區
919 忠孝國中課程研討室(一) 西寧北路32號 玉泉里1-6 玉泉里全里 25524890

920 忠孝國中父母成長教室 西寧北路32號 玉泉里7-15 25524890

921 北門教會 長安西路78巷3弄5號 建明里1-6、8、11、19-26 25554483 0933903328

922 普濟寺 華陰街100號 建明里7、9、10、12-18 建明里全里 25587406

923 日新國小1年1班教室 太原路151號 建功里2、4、8、10、11、14-16 建功里全里 25584819

924 日新國小1年2班教室 太原路151號 建功里9、17-22 25584819

925 小巷亭日本料理倉庫 南京西路262巷15號 建功里1、3、5-7、12、13 25552386

926 建成國中家長會辦公室 長安西路37－1號 建泰里14-17、19 25587042

927 建成國中版畫教室 長安西路37－1號 建泰里1-6、9 25587042

928 建成國中雕刻教室 長安西路37－1號 建泰里7、8、10-13、18 建泰里全里 25587042

929 永樂市場5號出口(民樂街41號對面) 迪化街1段21號1樓 永樂里1、3、4、6、7、9 0988179701

930 永樂市場1號出口(迪化街1段38號郵局對面) 迪化街1段21號1樓 永樂里11、13、16、23-25 0988179701

931 永樂市場2號出口(迪化街1段50號萊爾富對面) 迪化街1段21號1樓 永樂里2、5、8、19-22 永樂里全里 0988179701

932 永樂市場1樓電梯旁(民樂街63號對面) 迪化街1段21號1樓 永樂里10、12、14、15、17、18 0988179701

933 朝陽茶葉公園(圓棚) 重慶北路2段64巷旁 朝陽里4、7-9、11、15 朝陽里全里 25850192轉130

934 皇家季節酒店(後方停車場) 南京西路326號 朝陽里1-3、5、6 25556488

935 有記名茶 重慶北路2段64巷26號 朝陽里10、12-14、16、17 25559164

936 日新國小1年3班教室 太原路151號 星明里1-6 25584819

937 日新國小1年4班教室 太原路151號 星明里7-11 25584819

938 日新國小英語教室三 太原路151號 星明里12-15 25584819

939 日新國小會議室 太原路151號 星明里16-21 星明里全里 25584819

940 北玄宮 赤峰街53巷10號 光能里1、3、8、13、14、17、18 25591812

941 聖觀寺 赤峰街33巷1號 光能里2、4-6、7、10 25588066

942 民宅(赤峰街8巷16號) 赤峰街8巷16號 光能里9、11、12、15、16、19 光能里全里 0988179695

943 永樂國小B105教室 延平北路2段266號 大有里1、2、5-8 25534882

944 永樂國小B103教室 延平北路2段266號 大有里9-15 25534882

945 永樂國小A103家長會長辦公室 延平北路2段266號 大有里3、4、16-19 大有里全里 25534882

946 太平國小122教室(2年1班) 延平北路2段239號 延平里3-5、7-9 25532229

947 台北市至善堂 保安街49巷16號1樓 延平里1、6、10-13 25570903

948 延平區民活動中心 保安街47之1號(3樓) 延平里2、14-18  延平里全里 25975323

949 雙蓮國小513教室 錦西街51號 雙連里22-25 25570309

950 雙蓮國小515教室 錦西街51號 雙連里27-29、31 25570309

951 雙蓮國小511教室 錦西街51號 雙連里19、21、26、30 25570309

952 成淵高中勵志樓高一2教室 承德路2段235號 雙連里1、3、6、7 雙連里全里 25531969

953 成淵高中勵志樓高一5教室 承德路2段235號 雙連里16-18、20、32 25531969

954 成淵高中學生活動中心1樓前場地 承德路2段235號 雙連里4、5、13-15 25531969

955 雙連區民活動中心 萬全街42號 雙連里2、8-12 25975323

956 太平國小114教室(1年1班) 延平北路2段239號 南芳里2-6 25532229

957 太平國小118教室(1年3班) 延平北路2段239號 南芳里7-11 南芳里全里 25532229

958 永樂國小B107教室 延平北路2段266號 南芳里1、12-16 25534882

959 雙蓮國小212教室 錦西街51號 民權里1-6 25570309

960 雙蓮國小214教室 錦西街51號 民權里7-12 25570309

961 雙蓮國小312教室 錦西街51號 民權里13-16、18 25570309

962 雙蓮國小314教室 錦西街51號 民權里17、19-25 民權里全里 25570309

963 大橋72 迪化街2段72號 景星里2-5、7-10 景星里全里 0988179713

964 臺北橋區民活動中心 迪化街1段374號2樓 景星里1、6、11-15 25975323

965 大橋國小聯誼室 重慶北路3段2號 隆和里2、3、8、10、11、13-15、17、18 隆和里全里 25944413

966 大橋國小515辦公室 重慶北路3段2號 隆和里1、4-7、9、12、16、19 25944413

967 大同國小111教室 大龍街51號 蓬萊里1-7 25965407轉351

968 大同國小113教室 大龍街51號 蓬萊里8-14 蓬萊里全里 25965407轉351

969 大同國小117教室 大龍街51號 蓬萊里15-22 25965407轉351

970 廣信府 昌吉街131巷1號 國順里1-4、12-15 國順里全里 25924566

971 全聯計程車運輸合作社 迪化街2段151號 國順里5-11 25868859

972 大橋國小音樂教室 重慶北路3段2號 國慶里1-8 國慶里全里 25944413

973 大橋國小健康中心 重慶北路3段2號 國慶里9-12 25944413

974 大橋國小配膳室 重慶北路3段2號 國慶里13-18 25944413

975 揚雅里民活動場所北側 重慶北路3段113巷30弄1號 揚雅里1-3、12-15 揚雅里全里 25980083

976 揚雅里民活動場所南側 重慶北路3段113巷30弄1號 揚雅里4-11、16 25980083

977 大同國小216教室 大龍街51號 斯文里1-6 斯文里全里 25965407轉351

978 大同國小218教室 大龍街51號 斯文里7、8、12-14 25965407轉351

979 達伸汽車有限公司 民族西路128號 斯文里9、10、18-21 25852270

980 民宅(承德路3段129巷9號1樓) 承德路3段129巷9號1樓 斯文里11、15-17 0913690977

981 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行政大樓1樓大廳 酒泉街235號 鄰江里1-3、11、23-25 鄰江里全里 25973183

982 王氏太原堂(車庫)
迪化街2段243巷2號
(由重慶北路3段252巷20號對面-後門進入)

鄰江里12-15、26-29 25945355

983 王氏太原堂(中庭) 迪化街2段243巷2號 鄰江里16-22 25945355

984 福圓宮 民族西路303巷5弄3號 鄰江里4-10 25967660

985 蘭州國中校友家長會 大龍街187巷1號 至聖里1-7 25918269

986 蘭州國中資源教室1 大龍街187巷1號 至聖里8-13 25918269

987 蘭州國中資源教室2 大龍街187巷1號 至聖里14-20 25918269

988 蘭州國中延平校區2年1班 大龍街187巷1號 至聖里21-27 至聖里全里 25942439

989 蘭州國中延平校區2年2班 大龍街187巷1號 至聖里28-33 25942439

990 啟聰學校國小北202教室 重慶北路3段320號 老師里2、3、5、6、8、20 25924446

991 啟聰學校國小北204教室 重慶北路3段320號 老師里1、7、9、10、18、19 25924446

992 老師區民活動中心 敦煌路臨160之2號 老師里11、13-15、17 25975323

993 慶昌區民活動中心 敦煌路臨151之1號 老師里4、12、16、21、22 老師里全里 25975323

994 重慶國中8年1班教室 敦煌路19號 重慶里1-5、11、12 重慶里全里 25948631

995 重慶國中8年3班教室 敦煌路19號 重慶里6、9、10、14 25948631

996 重慶國中8年6班教室 敦煌路19號 重慶里7、13、15、16 25948631

997 重慶國中7年8班教室 敦煌路19號 重慶里8、17-23 25948631

998 大龍國小交通安全教室 哈密街47號 保安里1-6 保安里全里 25942635

999 大龍國小社會教室(三) 哈密街47號 保安里7-12 25942635

1000 大龍國小社會教室(四) 哈密街47號 保安里13-17 25942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