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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舉

區

（

內

湖

、

南

港

）

議

員

候

選

人

1
闕
枚
莎

61
年
4
月
5
日

女
臺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美國加州大學Ful le r ton分校

MBA碩士

美國南加州大學（USC）

中山女高

誠正國中

南港國小

第十、十一、十二屆台北市議員

國民黨台北市議會黨團副書記長

任務型國大代表

國民黨二十全中央委員

景文技術學院、北台科技學院講師

疼惜婦幼

1.�持續增加幼兒公托和公幼數量，讓家長們能受惠平價

優質的幼兒園，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受到最佳照顧。

2.�爭取將3、4歲幼兒私托津貼延伸至2歲，減輕父母們育

兒的經濟壓力。

3.�增加台北市雙語小學並延伸至國、高中，建立國際化

雙語學習環境，讓孩子贏在起跑點。

照護銀髮

1.�推動設備完善的健康銀髮養生村，提供長者享受溫馨

退休生活空間，守護幸福健康醫養保障。

2.�結合四大超商、雲端科技與志工隊打造幸福便利屋，

用溫馨的送餐服務關懷每位長者。

3.�協助退休長者二度就業，增進社會參與，成為退而不

休的不老職人。

4.�爭取長者免費老花眼鏡與視力復健，守護資深市民靈

魂之窗。

市政建設

1.�增加青年專屬公宅與青年入住公宅比例，在數量充足

前增加青年租屋補助，作為青年成家的夢想翅膀。

2.�延伸捷運信義線地下化至南港花園社區及中研院，鬆

綁交通瓶頸，將港湖推向台北新都心。

3.�將西湖圖書館升級成為親子音樂數位圖書館，在家長

陪伴孩子的童年中充滿悠揚樂章。

4.�爭取中央補助台北市全面整合公私立醫院及診所電子

病歷，建立全方位國際化雲端醫療示範區。

樂活休閒　　

1.�興建台北市第一座客家義民廟，成為客家族群休閒聚

落，讓客家文化薪火相傳。

2.�設立台北市第三座寵物運動公園，讓毛小孩與主人歡

樂同遊有更多選擇。

3.�繼續推動內湖萊茵河，恢復五分吊橋古遺址並打造自

行車吊橋，結合生態與休閒概念建構內湖休憩樂園。

2
王
孝
維

50
年
6
月
10
日

男
新
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新北市瑞柑國小

新北市瑞芳國中

省立基隆中學

德明商專

康寧大學管理學學士

康寧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

台北市第10、11、12屆市議員

民進黨第15、16、17屆中央執行委員

綠色和平電台主持人

獅子會及扶輪社會長

台北市內湖國際同濟會會長

台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博士生

1.�全力推動交通建設監督捷運民生汐止線、南北線捷

運規劃進度及興建期程，並改善周邊交通與停車問

題。�

2.�捍衛港湖好山好水，全力阻止殯葬區設立於南港、

內湖區；推動關閉內湖焚化爐，改設環保博物館。

3.�爭取南港內湖建設，加速都市更新，放寬容積獎

勵、老舊社區改建，讓港湖更加美麗。�

4.�全力推動瓦斯儲存槽全部退出台北都會區確保市民

安全及監督市府對住戶瓦斯管線達使用年限汰舊換

新。

5.�促進在地托嬰、托老、日間照顧、培訓社區在地人

才，達成在地取才，在地關懷的目的；並推動社區

關懷送餐，協助上班族之青年，使其無後顧之憂。

6.�消除南港、內湖地區中、低收入者就業障礙，關懷

獨居老人，為婦幼安全把關，做好警民聯繫與保護

措施，全面提高生活居住品質及安全。

7.�關懷弱勢學童持續辦理寒冬送暖及愛心活動，讓弱

勢族群孩子擁有快樂童年及應有照顧，爭取銀髮族

長輩能有更多妥善照顧及優惠福利。

8.�為傳統市場把脈，留住優良傳統市場文化精神。增

加傳統營運事業。�

9.�強化醫療衛生及健康中心之功能推動弱勢醫療照顧

中心及免費巡迴駐診，增進市民醫療保障。�

10.�社區治安，加強警員巡守，簡化家暴通報流程，

提升值班警員服務品質。

11.�就業有保障，強化勞動局就業轉介與媒合功能，

針對失業者提供多元就業輔導方案，督促勞動局

保障勞工體制維護勞工權益，留住優秀人才，擺

脫低薪。��

12.�推廣毛小孩領養代替購買觀念，爭取增加經費改

善收容所環境，落實寵物登記制度，致力於打造

動物友善城市。

13.�堅持清廉參政、深植基層服務，強力監督市政，

全力謀求市民福利。

3
陳
義
洲

41
年
9
月
1
日

男
臺
北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內湖國小

方濟中學

基隆高中

淡江大學

美國舊金山大學教育碩士

現任台北市議員

文湖、碧湖、麗山國小家長會顧問

麗山高中家長會副會長

內湖晨泳會副會長

內湖獅子會榮譽理事

義心為民服務的義洲　政見

1.釋放公立國中小學教學班級，廣增公辦托嬰幼兒場所

2.強化雙語教學的學習環境

3.以生態工法治水，以發揮分洪、蓄洪、滯洪功能，創造親水空間

4.港湖地區之湖岸公園種植花木、增設休閒設施及夜間照明

5.照顧軍、警、消福利，成立服務中心

6.爭取環保基層人員福利

7.建立老人供餐、陪醫制度，加強居家老人照護

8.增設慢性病床與安養中心

9.加速推動衛生下水道全面接管工程，及美化後巷工程

10.重整社區公車路線，推動小型公車路網

11.改善公有市場之管理與商業活動，發展特色商圈

12.加速推動捷運民生汐止線及捷運環狀線東環段之興建

13.於學校、公園、市場設立地下停車場，以解決停車問題

4
李
明
賢

62
年
9
月
30
日

男

臺
灣
省
屏
東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文化大學新聞系

自由時報記者

聯合報記者

中國時報採訪副主任

政論節目政治評論員

2016總統大選朱立倫競選總部發言人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發言人

中國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黨部總幹事

中國國民黨文傳會主委

◎�行得通暢：加速捷運東環段興建、拓寬港湖聯外道路與橋樑、運用大數據交通

系統，終結港湖塞車之苦。

◎�住得安穩：加速都市更新流程，一坪換一坪兩年搬新家，提高老舊房屋體檢獎

勵、推廣安全社區認證。

◎食得安全：要求加強稽查、落實管理，全面杜絕黑心食品。

◎�拚得放心：爭取一校一公托，提高公立幼兒園比例，增設青年出租公營住宅並

給予青年低利率購屋與創業貸款。

◎�老得安心：恢復重陽敬老金，建立銀髮照顧在地化，提供在地長者終身學習與

社交空間，並加強日間與居家照護。

◎�做得創新：翻轉舊思維，將港湖特有的傳統文化、景點，結合創新作風與行

銷，為港湖注入新活力。

5
李
建
昌

51
年
8
月
22
日

男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嘉義中學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一、臺灣大學研究生協會副主席。

二、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理事。

三、�民主進步黨臺北市議會黨團召集

人。

四、民主進步黨中央評議委員。

五、�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屆臺北市議員。

一、堅持清廉、專業、專職問政。

二、堅持台灣優先、弱勢優先、教育優先、環境優先。

三、推動台北市東側南北向捷運系統(捷運東環段)、民生汐止線加速興建。

四、�因應南港國家生技園區開園，監督市府加速完成聯外道路，以避免研究院路

週邊交通打結。

五、�持續推動內湖蘆洲里工業區都市改造，串聯內湖科技園區、南港經貿軟體園

區，形塑台北綠色矽谷。

六、支持市立聯醫系統擴大資源推動社區居家醫療。

七、爭取港湖區市有閒置空間，結合市醫系統設置醫養合一的日照互照中心。

八、推動校舍閒置空間設立公辦民營幼兒園。

九、支持推動社會公宅興建；並應興建青年學子專有的宿舍群。

十、�持續爭取資源投入港湖區山邊野溪、邊坡護牆整治；規劃港湖區休閒步道，

形塑好山好水的山林景緻。

6
黃
珊
珊

58
年
10
月
18
日

女
臺
中
市

親
民
黨

台灣大學法律系� � � �

北一女中

「台北監督連線」內湖南港參選人� ���

第8~12屆台北市議員

執業律師

財團法人青年之愛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81年律師高考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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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理性問政、紮實服務。

���珊珊20年來持續每週義務法律諮詢服務及社區巡迴服務，這是珊珊不變的承諾！

2.�持續督促捷運汐止民生線及環狀線東環段完成核定。

���督促民生汐止線及環狀線東環段完成環評及路線核定，串聯文湖線、民生汐止線、松山線、板南線、

信義線，打造大東區捷運路網。

3.�內湖及南港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現有住戶權益不受影響。

���要求內湖及南港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必須保障現有住戶居住權益，加速老舊社區都市更新。

4.�督促市府設置公共化幼兒園，在公私比7:3前須提供私幼補貼，減輕父母負擔。

5.�推動內湖焚化廠除役，轉型為環保生態園區。

6.敬老卡及愛心卡擴大使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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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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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舉

區

（

內

湖

、

南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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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員

候

選

人

7
游
淑
慧

65
年
7
月
28
日

女
桃
園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台灣大學政治系

郝龍斌國會辦公室助理

環保署署長秘書

台北市政府市長室專門委員

台北市政府觀傳局主任秘書

國民黨智庫策略研究組顧問

郝龍斌辦公室發言人

8
蕭
新
晟

71
年
12
月
9
日

男
臺
南
市

時
代
力
量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

校物理學士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物理學碩士

‧�美國紐約新創工程師

‧�國家寶藏計劃發起人（蒐集美國國

家檔案解密有關台灣之文件）

‧�美東g0v（資訊透明化運動）

9
蕭
筱
臻

68
年
8
月
21
日

女
新
北
市

基
進
黨

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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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成戲院錄音室共同創辦人

廣告美術設計業18年經歷

10
吳
世
正

52
年
4
月
11
日

男

臺
灣
省
基
隆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臺北市立民生國小

介壽國中

建國高級中學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士、

政治研究所碩士

中華電視台記者及助理導播

企業管理顧問公司企劃部經理

中國電視公司記者及主播

第八～十二屆臺北市議員

內湖區體育會理事長

救國團南港團委會諮詢委員

救國團臺北市委員會指導委員

曾任臺北市手球協會理事長

感謝您的支持與鼓勵，讓世正繼續努力向前，感謝您

的鞭策與意見，讓世正聽見不同的聲音，從政20年，

社會及政治風氣不斷轉變，不變的是世正堅持做一個

不兼職的專業民代，以及清白從政「不收紅包、不炒

土地、不包工程」的原則，或許您會笑我，同樣的口

號，喊了20年還在喊？但是因為很重要，所以世正很

堅持要作為每次競選的政見核心，由此出發為市民做

的服務，都經得起考驗。

世正在這屆任期，擔任教育委員會召集人，敲槌通過

了3、4歲幼兒就讀私幼補助預算、增加各校體育班專

任教練、學生購買城市舞台演出票券優惠、改善學校

飛航噪音設施、校園老舊設施更新，另外還有協助南

港區及內湖區都市計劃通盤檢討、工業區變更、開設

東湖樂活夜櫻公園、老舊社區人行道更新、增加社

區監視器、增設YouBike車站、推動試辦東湖快速公

車等，及各項大大小小為民服務案件。新的任期，世

正的政見目標：1.檢視北市幼兒園設置現況，督促市

政府於供給數量不足區域開設附幼或非營利幼兒園。

2.邁入高齡社會，銀髮照顧刻不容緩，爭取增設樂齡

活動及服務據點。3.監督南港、內湖都市計劃通盤檢

討之進度內容符合民眾需求。4.監督內湖產業支援設

施BOT開發案、內湖影視音產業園區開發案符合公共

利益標準。5.協助青年就學、就業、創業、成家、安

居。6.積極參與各級學校家長會活動，做為家長會和

市政府的意見溝通橋樑。7.要求市府繼續增加YouBike

車站及上班族通勤公車。8.持續要求市政府、警察局

增加社區內監視器，以維護老弱婦孺生命財產安全。

9.用最節省的經費打一場乾淨的選舉。世正從國中即

立志從政服務國家、人民，始終認為政治可以正一

點；臺灣的亂源在於政治，政治人物以權力換取金錢

利益，導致國力不振，所以世正堅持從政是為大家服

務，不該是政治人物謀求私利的工具，世正一路堅持

「認眞，走正路」，大家都走正路，臺灣一定更美

好，政治眞的可以正一點！

11
高
嘉
瑜

69
年
10
月
17
日

女

臺
灣
省
基
隆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北一女

◎臺大法律系

◎臺大國發所兩岸組碩士

◎�第11、12屆臺北市議員（本屆任內

將內湖聯開案送監院糾正通過後成

功追回百億、積極爭取新闢捷運東

環段解決內湖交通問題、推動南港

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第二座狗運

動公園及改善動物之家環境、打

造東湖櫻花林步道、大港墘生態公

園、特色公園、共融式遊具及南港

銀髮樂活中心）

◎任務型國大代表

◎臺大學生會長

【唯有您的支持，才能讓沒背景的正派議員，繼續為市民服務！懇請

您再次選擇：真正為市民奔走、為市政努力、為港湖打拚的好議員高

嘉瑜！】

◎交通升級、便捷港湖

1.�力拚捷運東環段核定通過後能順利在10年內完工，串聯文湖、松

山、板南及淡水信義各線，讓內湖交通更便捷。

2.�積極推動共享單車、共享機車及汽車，打造智慧綠能交通生活圈，

建立更智慧的跳蛙公車系統以符合港湖的需求，並提升公共運輸搭

乘率，改善港湖塞車問題。

3.透過電動汽機車停車優惠、公車電動化，讓空氣更清新。

◎都市再生、美麗港湖

1.�要求市府落實「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並建立通則，協助內湖南港

老舊工業區都更改建可免回饋樓板面積，直接轉型做住、商使用，

讓老屋重生。

2.�正視老屋問題，提昇老舊建物的防災性能，要求市府針對老屋及公

共施設全盤規劃，推動防災街區整備計畫，透過老屋耐震補強、都

市設計更新獎勵等讓老屋改建、都市再生。

3.�內湖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應保障山限區既有合法建物重建及都更的權

利。嚴格監督保護區變更，不僅需符合環評及法令，更要以加強保

護為前提。

◎美學城市、新創港湖

1.催生城市美學辦公室，公共建設導入設計，融入生活。

2.�推動內科之心新創育成產業結合南港流行音樂中心、內湖影視產業

園區，帶動新創港湖再升級。

◎長幼有托、宜居港湖

1.�增設公立幼兒園、親子館、平價托嬰中心、結合社區保母制度，建

立完善透明、有篩選、托育履歷一目了然的公共保母資訊平台，力

推平價優質公托讓孩子照顧無虞。

2.�廣設智慧公宅，並優先租給在地工作青年、小家庭夫妻，解決通

勤、成家問題，讓公宅做青年成家、打拚的後盾。

3.�補助老舊公寓增設電梯、銀髮照顧社區化、利用閒置教室設置銀髮

學堂、提供健康休閒社交空間，推動智慧醫療讓聯醫轉型為智慧醫

院，提升醫療品質，全面開展長照2.0，落實長照醫療讓長輩生活無

礙。

◎食安溯源、健康港湖

1.�從手搖飲料店、連鎖餐飲做起，鼓勵業者建立產銷履歷QR碼，讓

民眾可透過手機，瞭解食材從生產到運銷的供應流程，建立溯源追

蹤，揭露成分與添加物，讓民眾吃得安心。

2.持續把關學校營養午餐採「4章1Q」，親子安心。

3.�提升港湖運動休憩環境，打造步行城市，讓民眾走得安全、走得舒

適、走得有趣、走出健康。

◎友善動物、共融港湖

1.�推動認養代替購買、絕育代替撲殺，嚴格稽查、開罰棄養寵物者，

從源頭管制減少流浪動物。

2.�力促動物之家成為生命教育園區、親子寓教於樂的樂園，並結合垃

圾山復育後的園區、內湖焚化廠轉型為文創保育區，帶動蘆洲里區

域再生成為友善動物、親子共融示範里。

3.�支持廣設特色公園、共融式遊具深入社區鄰里公園，讓親子共融同

樂。

12
陳
又
新

71
年
5
月
24
日

男

臺
灣
省
宜
蘭
縣

社
會
民
主
黨

交通大學科法所碩士

臺灣大學法律、社工雙學士

成功高中

西湖國中

西湖國小

內湖都市計畫抗爭案義務律師

勞團抗爭義務律師

國道收費員抗爭義務律師

2014年佔領核廢忠孝西路428義務律師

團

社會民主黨發言人

弘鼎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現代婦女基金會合作律師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合作律師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合作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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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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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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選
舉
區
（
內
湖
、
南
港
）
議
員
候
選
人

13
江
志
銘

51
年
8
月
10
日

男
臺
北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海空物流與

行銷系學士

祐德高中

永春國中

興雅國小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台北市第11、12屆議員

台北市議會民進黨團副總召、幹事長

總統府總統辦公室秘書

台日經濟文化協會理事

紙風車兒童藝術下鄉志工主席

台北市輕艇協會理事長

一、�堅持台灣優先的主體意識，以對等、尊嚴

的原則進行城市外交，立即停辦「雙城論

壇」。

二、�利用國小閒置教室設置幼兒園，率先全國實

施「國民義務教育向下延伸一年」，五足歲

依學區分發，免費就讀國小附設幼兒園，四

足歲及三足歲由市政府補助幼兒園學費。

三、�為解決「內湖科學園區」交通壅塞的問題，

加速推動捷運「北環段」及「東環段」的興

建。

四、�積極推動南港「國家生技科學園區」聯外交

通的規劃與興建，以避免重蹈「內湖科學園

區」的覆轍。

五、�「台北燈節」應將台北市分成東、西、南、

北四區輪流舉辦，以帶動各地商機，並配合

「東區門戶計畫」，優先至「南港火車站」

周邊舉辦。

六、�南港地區「產業生活實驗特定專區」，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報核的期限，應有更彈性的空

間，以保障參與者的權益。

七、�重建台北市流行音樂創作領導的地位，恢復

舉辦「野台開唱」露天音樂活動。

八、�結合迪化街商圈的發展，全面檢討並精緻化

「年貨大街」舉辦的方式並提高攤商的品

質。

九、�市政府應加速推動「智慧醫療」，優先於聯

合醫院12個院區設置智慧化病床。

十、�讓老人家晚年生活有穩定現金收入，市政府

應成立「以房養老」專案窗口，使估價及審

核透明化。

14
吳
曉
東

69
年
4
月
29
日

男

臺
灣
省
基
隆
市

樹
黨

文化大學政治系

家長會會長

導護義交小隊長

志工團團長

樹黨中執委

為毛孩子連署內湖推廣處

寵物服務業負責人

傳媒行銷總經理

廣播媒體企劃主管

國會助理

15
趙
家
蓉

51
年
11
月
11
日

女
臺
北
市

新
黨

台灣大學歷史系畢

中正高中

仁愛國中

中山國小

華視演員、主持人、製作人

台灣演藝人協會執行長

台北市內湖區體育會羽球主委

台北市愛華獅子會會長

中華民國退警協會總會顧問

救國團內湖區團委會委員

台北市趙氏宗親會監事

台北市第12屆議員參選人

一、�堅持增加公立幼兒園招生人數，私幼學費補助下延至3歲，落實強化公托、臨

托品質。

二、堅持建立女警校區巡守制度，加強保障婦女兒童安全。

三、堅持推動南港增設中型醫院，配合長照政策，分流大型醫院就診人數。

四、堅持規劃港湖青年創業基地、文創產業園區。

五、堅持恢復敬老年金制度。

六、堅持打造南港東門町，全力發展地方觀光商業市集。

七、�堅持推動國土規劃，變更土地使用分區，加速落實都市更新及老舊公寓電梯

補助。

八、堅持建設港湖區公有停車場，解決民眾停車問題。

九、堅持以核養綠，反對興建深澳火力發電廠，影響港湖居民健康。

十、堅持優化友善寵物環境，成立寵物專區。

賣票賣幸福  買票買坐牢

全民動起來，反賄為將來

全民抓票鼠 拒絕當票蟲 大家一起來！

全民反賄 民眾當家

為著咱將來，全民反賄選

選舉沒撇步、清廉尚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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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區（內湖區、南港區）投票所、開票所地點一覽表
內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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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西湖國小正門川堂 環山路1段25號 西湖里1-8 27971267

306 西湖國小圖書室 環山路1段25號 西湖里9-16 27971267

307 西湖國中學習輔導中心(三) 環山路1段27號 西湖里17-25 西湖里全里 27991817

308 西湖國中學習輔導中心(四) 環山路1段27號 西湖里26-33 27991817

309 文湖國小1年1班教室 文湖街15號 西康里1-5、27 26583515

310 文湖國小1年2班教室 文湖街15號 西康里6-10、13、18 26583515

311 文湖國小1年3班教室 文湖街15號 西康里11-12、14 26583515

312 西湖國中家長會辦公室 環山路1段27號 西康里15-17、25-26 27991817

313 西湖國中學習輔導中心(二) 環山路1段27號 西康里19-24 西康里全里 27991817

314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第二閱覽室1) 環山路1段56號 西安里1-9 26585801

315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第二閱覽室2) 環山路1段56號 西安里10-14 26585801

316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第二閱覽室3) 環山路1段56號 西安里15-19 西安里全里 26585801

31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衛生教育室A104) 環山路1段56號 西安里20-23 26585801

318 港墘區民活動中心 內湖路1段552號 港墘里1-4、13-14、19、22 27925828轉210

319 內湖高工C105教室 內湖路1段520號 港墘里5-11 26574874

320 內湖高工C112教室 內湖路1段520號 港墘里12、15-18、20-21 港墘里全里 26574874

321 麗山國中8年1班教室 內湖路1段629巷42號 港都里1-4、14 27991867轉431

322 麗山國中8年3班教室 內湖路１段629巷42號 港都里 5-9 港都里全里 27991867轉431

323 麗山國中8年5班教室 內湖路1段629巷42號 港都里10-13 27991867轉431

324 內湖國小1年1班教室 內湖路2段41號 港富里1-6 27994249轉313

325 內湖國小1年2班教室 內湖路2段41號 港富里7-12 27994249轉313

326 內湖國小1年9班教室 內湖路2段41號 港富里13-17 港富里全里 27994249轉313

327 內湖國小1年10班教室 內湖路2段41號 港富里18-23 27994249轉313

328 內湖國小3年8班教室 內湖路2段41號 港富里24-30 27994249轉313

329 港華區民活動中心 環山路2段68巷14號1樓 港華里9、17、19-22 港華里全里 0988179936

330 麗山國中7年19班教室 內湖路1段629巷42號 港華里1-5 27991867轉431

331 麗山國中7年20班教室 內湖路1段629巷42號 港華里6-8、10 27991867轉431

332 麗山國中8年20班教室 內湖路1段629巷42號 港華里11-15 27991867轉431

333 麗山國中8年6班教室 內湖路1段629巷42號 港華里16、18、23-25 27991867轉431

334 碧湖國小教師研究室 金龍路100號 內湖里1-6、14 27907161

335 碧湖國小川堂 金龍路100號 內湖里7-13、23 27907161

336 內湖區民活動中心 內湖路2段355巷21號 內湖里15-22、24、25 內湖里全里 27925828轉210

337 內湖公民會館 內湖路2段342號 湖濱里27-34 87910048

338 濱湖皇家大廈交誼廳 內湖路2段103巷70號 湖濱里1-6 27997207

339 湖濱區民活動中心 內湖路2段346號 湖濱里9、21-26 湖濱里全里 27925828轉210

340 貿七國宅管理委員會 內湖路2段179巷46弄29號 湖濱里10-14 27931737

341 市有房舍 內湖路2段179巷81弄16號 湖濱里7-8、15-20 27900293

342 康寧國小潛能中心(二) 星雲街121號 紫星里1-3、6、9、13-15、17、18 27901237轉140

343 方濟中學禮堂 成功路3段61號 紫星里4、26-33 27910278轉82

344 方濟中學美術教室 成功路3段61號 紫星里7、12、19-22、25、34、35 紫星里全里 27910278轉82

345 紫星區民活動中心 康寧路1段20號 紫星里5、8、10、11、16、23、24、36-39 27925828轉210

346 大湖國小藝文教室外面川堂 大湖山莊街170號 大湖里1-6、24-25 大湖里全里 27915870

347 大湖國小課輔教室(一) 大湖山莊街170號 大湖里7-14 27915870

348 大湖國小藝文教室 大湖山莊街170號 大湖里15-23 27915870

349 金龍區民活動中心 金龍路136-1號2樓 金龍里1-7 0972295501

350 臺北市金龍發展中心1樓 金龍路136-1號1樓 金龍里8-13、22-23 金龍里全里 27933059

351 基督教浸信會榮恩堂(接觸點社區服務中心) 內湖路3段139號 金龍里14-21 27906286

352 臺北市金龍發展中心地下室(左側) 金龍路136-1號地下室 金瑞里1-6 27933059

353 臺北市金龍發展中心地下室(右側) 金龍路136-1號地下室 金瑞里7-9、23-24 27933059

354 民宅地下室(左側) 內湖路3段294號地下室 金瑞里10-16 金瑞里全里 27903815

355 民宅地下室(右側) 內湖路3段294號地下室 金瑞里17-22 27903815

356 玄明宮 碧山路28-1號 碧山里1-3 27917605

357 碧山公園籃球場 內湖路3段60巷10號(碧山公園內) 碧山里7、20-22 27925828轉210

358 碧山區民活動中心室內(一) 內湖路3段60巷6號地下1樓 碧山里4-6、8-9、18 27925828轉210

359 碧山區民活動中心室內(二) 內湖路3段60巷6號地下1樓 碧山里14-17、19 碧山里全里 27925828轉210

360 碧山市場內辦公室 內湖路3段60巷10弄2號 碧山里10-13 0936035222

361 康寧國小潛能中心(一) 星雲街121號 紫雲里1-7 27901237

362 金城春曉社區管理委員會(社區活動集會室) 康寧路1段267號 紫雲里8-14 紫雲里全里 27946526

363 金城春曉社區(社區管理委員會) 康寧路1段267號 紫雲里15-23 27946526

364 康寧國小1年3班教室 星雲街121號 清白里2-4、7-8 27901237轉140

365 康寧國小1年2班教室 星雲街121號 清白里5-6、9-10、13、25、30 27901237轉140

366 康寧國小1年1班教室 星雲街121號 清白里24、26-29 27901237轉140

367 清白區民活動中心大教室 星雲街161巷3號 清白里1、11-12、14、21、23 27925828轉210

368 大湖基督教會 金湖路16之3號 清白里15-20、22 清白里全里 27935242

369 明湖國中7年20班教室 康寧路3段60號 葫洲里1-6 26320616

370 明湖國中8年16班教室 康寧路3段60號 葫洲里7-11 葫洲里全里 26320616

371 明湖國中8年17班教室 康寧路3段60號 葫洲里12-15 26320616

372 明湖國中8年18班教室 康寧路3段60號 葫洲里16-20 26320616

373 內湖國中801教室 陽光街1號 紫陽里1、11-12、14-15 27900843

374 內湖國中807教室 陽光街1號 紫陽里2、13、16-18 27900843

375 內湖高中102教室 文德路218號 紫陽里5、9、19-21 27977035

376 內湖高中120教室 文德路218號 紫陽里3-4、6-8、10 紫陽里全里 27977035

377 陽光區民活動中心(內) 文德路66巷38弄14號 瑞陽里1、3-5、7-8、11-12 27925828轉210

378 陽光區民活動中心(外) 文德路66巷38弄14號 瑞陽里15-17、20-23 27925828轉210

379 基督教貴格會內湖教會慈光堂 文德路66巷49弄5號 瑞陽里13-14、18、24-28 瑞陽里全里 27976651

380 瑞陽里民宅空地 文德路66巷97號 瑞陽里2、6、9-10、19 27991392

381 瑞光綠地(一) 陽光街265巷11號旁 瑞光里1-7 瑞光里全里 27925828轉210

382 瑞光綠地(二) 陽光街265巷11號旁 瑞光里8-13 27925828轉210

383 臺北市立內湖幼兒園中庭 陽光街265巷9號 瑞光里14-20 27993223

384 東湖國小112教室 東湖路115號 五分里4-8、30 26339984

385 東湖國小113教室 東湖路115號 五分里3、9-10、22 五分里全里 26339984

386 東湖國小114教室 東湖路115號 五分里11-13、33-34 26339984

387 南湖國小1年1班教室 康寧路3段200號 五分里1-2、18、26-29 26321296

388 南湖國小1年2班教室 康寧路3段200號 五分里20-21、23-25、32 26321296

389 南湖國小1年3班教室 康寧路3段200號 五分里14-17、19、31 26321296

390 東湖國小115教室 東湖路115號 東湖里2-4、9 東湖里全里 26339984

391 東湖國小116教室 東湖路115號 東湖里1、5-8 26339984

392 東湖國小117教室 東湖路115號 東湖里11-14 26339984

393 東湖國小118教室 東湖路115號 東湖里10、15-20 26339984

394 東湖國中701教室 康樂街131號 樂康里1-4 樂康里全里 26330373轉656

395 東湖國中702教室 康樂街131號 樂康里5-9 26330373轉656

396 東湖國中703教室 康樂街131號 樂康里10-14 26330373轉656

397 東湖國中704教室 康樂街131號 樂康里15-21 26330373轉656

398 東湖國中705教室 康樂街131號 樂康里22-26 26330373轉656

399 七星生態花園專業教室二 康樂街191巷臨16號 內溝里1、6、8、17 26314601

400 七星生態花園專業教室一 康樂街191巷臨16號 內溝里11-16 內溝里全里 26314601

401 內溝溪生態展示館 康樂街236-3號 內溝里2-5、7、9-10 26347851

402 週美里里民活動廣場(1) 潭美街100號 週美里1-4 週美里全里 27918879

403 週美里里民活動廣場(2) 潭美街100號 週美里5-10 27918879

404 週美里里民活動廣場(3) 潭美街100號 週美里11-16 27918879

405 (新)潭美國小101教室 行善路179號 週美里17-23 27917334

406 (新)潭美國小201教室 行善路179號 週美里24-30 27917334

407 福音貴格週美教會 新明路452號 行善里1-6 27910787

408 新明公園 新明路428巷19號對面 行善里7-13 27945185

409 行善區民活動中心一樓廣場 行善路25巷13號1樓 行善里14-17 行善里全里 27921389

410 行善區民活動中心大廳 行善路25巷13號2樓 行善里18-22 27945185

411 (舊)潭美國小1年1班教室 新明路22號 石潭里1-12 石潭里全里 27917334

412 (舊)潭美國小1年2班教室 新明路22號 石潭里13-20 27917334

413 新湖國小會議室 民權東路6段138號 湖興里1-7 27963721

414 新湖國小幼兒多功能教室(1) 民權東路6段138號 湖興里8-13 27963721

415 新湖國小幼兒多功能教室(2) 民權東路6段138號 湖興里14-18 27963721

416 新湖國小幼兒多功能教室(3) 民權東路6段138號 湖興里19-25 湖興里全里 27963721

內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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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三民國中8年1班教室 民權東路6段45號 湖元里1-8 湖元里全里 27924772

418 三民國中8年2班教室 民權東路6段45號 湖元里9-15 27924772

419 三民國中8年3班教室 民權東路6段45號 湖元里16-20 27924772

420 東湖國小102教室 東湖路115號 安湖里1、5、6、8、9 26339984

421 東湖國小103教室 東湖路115號 安湖里2-4、7、10 26339984

422 東湖國小104教室 東湖路115號 安湖里11-14、20 26339984

423 東湖國小105教室 東湖路115號 安湖里15-19 安湖里全里 26339984

424 大湖國小課輔教室(二) 大湖山莊街170號 秀湖里1-10 秀湖里全里 27915870

425 大湖國小課輔教室(三) 大湖山莊街170號 秀湖里11-18、25 27915870

426 大湖國小課輔教室(四) 大湖山莊街170號 秀湖里19-24 27915870

427 安泰福德宮 安泰街54巷1號對面 安泰里1-4 26312428

428 綠之湖社區中庭 安泰街87-93號等 安泰里5-9 安泰里全里 26319765

429 雙璽名宅大廈中庭 安泰街125巷6-8號等 安泰里10-15 26341827

430 麗湖國小B1麗湖藝廊 金湖路363巷8號 金湖里1-5 26343888

431 麗湖國小資優教室 金湖路363巷8號 金湖里6-9、20 26343888

432 麗湖國小小學堂教室(一) 金湖路363巷8號 金湖里10-13、19 金湖里全里 26343888

433 麗湖國小小學堂教室(二) 金湖路363巷8號 金湖里14-17 26343888

434 麗湖國小課後班教室 金湖路363巷8號 金湖里18、21-26 26343888

435 康寧大學臺北校區(藝文中心) 康寧路3段75巷137號 康寧里1-5、14-15 26321181

436 明湖國小(潛能中心三) 康寧路3段105號 康寧里6-8、10 26323477

437 明湖國小(2年1班教室) 康寧路3段105號 康寧里9、11-13、16 26323477

438 明湖國小(2年2班教室) 康寧路3段105號 康寧里17-19 26323477

439 明湖國小(2年3班教室) 康寧路3段105號 康寧里20-23 康寧里全里 26323477

440 明湖國小志工團辦公室(家長會) 康寧路3段105號 明湖里1-7 26323477

441 明湖國小英語教室 康寧路3段105號 明湖里8-15 26323477

442 明湖國小(潛能中心一) 康寧路3段105號 明湖里16-20 明湖里全里 26323477

443 內湖垃圾焚化廠能源利用中心1樓大廳 安康路290號(葫蘆洲運動公園內旁建物) 蘆洲里1-5 蘆洲里全里 27961833轉352

444 麗山國小2樓1年1班教室 港華街100號 麗山里1-6 26574158轉511

445 麗山國小2樓1年2班教室 港華街100號 麗山里7-12 麗山里全里 26574158轉511

446 麗山國小2樓1年3班教室 港華街100號 麗山里13-16 26574158轉511

447 臺北市網球中心主球場觀眾席下方(一) 民權東路6段208號 寶湖里1-5 27951166

448 臺北市網球中心主球場觀眾席下方(二) 民權東路6段208號 寶湖里6-10 27951166

449 臺北市網球中心主球場觀眾席下方(三) 民權東路6段208號 寶湖里11-15 寶湖里全里 27951166

450 臺北市網球中心室內球場觀眾席下方(ㄧ) 民權東路6段208號 寶湖里16-21 27951166

451 臺北市網球中心室內球場觀眾席下方(二) 民權東路6段208號 寶湖里22-26 27951166

452 明湖國中8年20班教室 康寧路3段60號 南湖里1-3、5 26320616

453 明湖國中9年20班教室 康寧路3段60號 南湖里4、6-7 南湖里全里 26320616

454 南湖國小1年4班教室 康寧路3段200號 南湖里8-11 26321296轉51

內 湖 區
455 南港高工綜合二教室 興中路29號 南港里2-7 南港里全里 27825432

456 南港高工實汽三教室 興中路29號 南港里1、14-15、17-20 27825432

457 南港高工實機一教室 興中路29號 南港里8-13 27825432

458 南港高工實機二教室 興中路29號 南港里16、21-23 27825432

459 國家文官學院(研討區二) 忠孝東路7段576號 中南里1-13 26531500

460 國家文官學院(研討區三) 忠孝東路7段576號 中南里14-24 中南里全里 26531500

461 南港國小自然教室一 惠民街67號 三重里1-7、29 27834678轉2301

462 南港國小自然教室三 惠民街67號 三重里9、23-28 27834678轉2301

463 南港國小自然教室四 惠民街67號 三重里8、10-18、30 27834678轉2301

464 南港國小自然教室五 惠民街67號 三重里19-22、31-35 三重里全里 27834678轉2301

465 誠正國中107教室 富康街1巷24號 新富里1-5 新富里全里 27828094轉1500

466 誠正國中109教室 富康街1巷24號 新富里6-11 27828094轉1500

467 誠正國中122教室 富康街1巷24號 新富里12-17 27828094轉1500

468 胡適國小誠正樓音樂教室(一) 舊莊街1段1號 中研里1-7 27824949轉931

469 胡適國小誠正樓音樂教室(二) 舊莊街1段1號 中研里8-12 27824949轉931

470 胡適國小誠正樓美勞教室(一) 舊莊街1段1號 中研里23-28 27824949轉931

471 胡適國小誠正樓美勞教室(二) 舊莊街1段1號 中研里29-35 27824949轉931

472 中研區民活動中心(一) 研究院路2段70巷12號2樓 中研里13-14、17-19 中研里全里 0972246101

473 中研區民活動中心(二) 研究院路2段70巷12號2樓 中研里15-16、20-22 0972246101

474 九如區民活動中心(一) 研究院路3段68巷9號2樓 九如里1-6 0972246119

475 九如區民活動中心(二) 研究院路3段68巷9號2樓 九如里7、12-17 0972246119

476 中華科技大學復華樓一樓中庭 研究院路3段245號 九如里8-11、25-28 九如里全里 27821862

477 慈龍堂 研究院路3段92號 九如里18-24 27832128

478 舊莊國小微笑班 舊莊街1段100號 舊莊里1-4、8、24 27821418轉100

479 舊莊國小課輔五 舊莊街1段100號 舊莊里5、9-12、14 27821418轉100

480 舊莊國小成人教育班 舊莊街1段100號 舊莊里6-7、13、28-34 27821418轉100

481 舊莊國小同心園 舊莊街1段100號 舊莊里15-21 27821418轉100

482 舊莊區民活動中心 舊莊街1段91巷11號1樓 舊莊里22-23、25-27 舊莊里全里 0972246129

483 東新國小1年1班教室 興南街62號 東新里1-6 27837577

484 東新國小1年2班教室 興南街62號 東新里7-9、11、12 27837577

485 東新國小知動教室(一) 興南街62號 東新里13-16、23 東新里全里 0972246122

486 東新區民活動中心 東明街99號2樓 東新里10、17-22 27831343

487 群興紙業公司 重陽路235巷16號1樓 重陽里1-5 重陽里全里 27839238

488 南港老人服務中心(教室) 重陽路187巷5號2樓 重陽里6-10 26535311

489 南港老人服務中心(懷舊閣) 重陽路187巷5號2樓 重陽里11-14 26535311

490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力修護處會議室 向陽路80號 東明里1-4、6 27853199

491 基督教南港浸信會 興華路62號 東明里5、7-12 27822453

492 東方大地住戶管理委員會會議室 興華路30巷1號 東明里13-16 東明里全里 27885940

493 玉成國小101班教室 向陽路31號 西新里1-5、10 西新里全里 27836049

494 玉成國小103班教室 向陽路31號 西新里6-9、12 27836049

495 玉成國小402班教室 向陽路31號 西新里11、13-17 27836049

496 基督教南港聖教會 南港路3段208巷6號 玉成里1-3、6-8、11-13 27824626

497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錫安教會 玉成街20號 玉成里9-10、18-21 玉成里全里 27831891

498 新移民會館(研習教室) 八德路4段768之1號地下1樓 玉成里4-5、14-17 27884911

499 春昇汽車有限公司 永吉路536號 合成里1、2、10-14 27861192

500 南港運動中心二樓幼兒遊戲區 玉成街69號 合成里3、4、25、26 合成里全里 26532279

501 南港運動中心一樓閱覽室 玉成街69號 合成里5-9 26532279

502 忠孝汽車 忠孝東路6段227號 合成里15-20 27886608

503 春來汽車 忠孝東路6段317號 合成里21-24 27868488

504 新光里里民活動場所 昆陽街140巷21號 新光里1-8 27886626

505 臺北新資訊大樓一樓大廳 忠孝東路6段465號 新光里9-18 新光里全里 26512376

506 成德國小樂齡學習中心 東新街65號 聯成里1-6 27851376轉151

507 成德國小多功能辦公室(一) 東新街65號 聯成里7-12 27851376轉151

508 成德國小多功能辦公室(二) 東新街65號 聯成里13-19 聯成里全里 27851376轉151

509 萬福里里民活動場所 忠孝東路6段70巷21弄8號 萬福里3-4、9-11、17 萬福里全里 27855945

510 黃貴勇先生車庫 玉成街140巷6號 萬福里5-8、18、19 27881987

511 南港龍華社區管理委員會 同德路85巷4號 萬福里1-2、12-16 27828212

512 成德國中樂學一 東新街108巷23號 鴻福里1-3、5-7鄰 26515638

513 成德國中樂學二 東新街108巷23號 鴻福里8、13-15、17鄰 26515638

514 鴻福里里民活動場所 成福路82號 鴻福里4、9-12、16鄰 鴻福里全里 27863893

515 福德國小家長會辦公室 福德街253號 百福里1-5、21-22 27267991轉22   27277992轉22

516 福德國小多功能教室4 福德街253號 百福里6-12 27267991轉22   27277992轉22

517 福德國小幼兒園多功能教室 福德街253號 百福里13-20 百福里全里 27267991轉22   27277992轉22

518 成德國中成德藝廊 東新街108巷23號 成福里3-6、15、28 26515638

519 成德國中公民培力中心 東新街108巷23號 成福里16-20、29 成福里全里 26515638

520 台北市私立吉的堡小騎士幼兒園 成福路183號2樓 成福里21-27、30 26516526

521 修德國小專科教室二 東新街118巷86號 成福里7-11、31 27880500

522 修德國小專科教室一 東新街118巷86號 成福里1、2、12-14 27880500

523 港福非營利幼兒園(一) 福德街373巷43號 仁福里1-4 26543767

524 港福非營利幼兒園(二) 福德街373巷43號 仁福里6-8 26543767

525 仁福區民活動中心(一) 福德街443號 仁福里9-12 26542254

526 仁福區民活動中心(二) 福德街443號 仁福里5、13-15 仁福里全里 26542254

南 港 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