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9月28日 

發文字號：新北選一字第1073150304號 

附件： 

 

主旨：公告107年新北市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設置地點異動共51所。 

依據：  

一、三芝區公所107年9月6日新北芝民字第1072353515號函(計4所)。 

二、新莊區公所(計10所)： 

(一)107年9月3日新北莊民字第1072089318號函。 

(二)107年9月17日新北莊民字第1072091359號函。 

(三)107年9月18日新北莊民字第1072091714號函。 

(四)107年9月27日新北莊民字第1072093020號函。 

三、蘆洲區公所107年9月10日新北蘆民字第107223788號函(計2所)。 

四、三重區公所(計11所)： 

(一)107年9月7日新北重民字第1072061617號函。 

(二)107年9月12日新北重民字第1072062410號函。 

(三)107年9月21日新北重民字第1072063967號函。 

五、中和區公所107年9月21日新北中民字第1072083235號函(計2所)。 

六、永和區公所107年9月17日新北永民字第1072055907號函(計19所)。 

七、三峽區公所107年9月4日新北峽民字1072254617號函(計1所)。 

八、新店區公所107年9月18日新北店民字第1072145720號函(計1所)。 

九、瑞芳區公所107年9月19日新北瑞民字第1072268574號函(計1所)。 

公告事項：107年新北市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設置地點異動一覽表

(如附件) 

 



區別
投票所

編號
名稱 地址 里別 鄰別 備註

三芝國中(家政教室) 異動前

三芝國中(生科教室) 異動後

三芝國中(802教室) 異動前

三芝國中(902教室) 異動後

三芝國中(901教室) 異動前

三芝國中(905教室) 異動後

錫板智成堂(廣場搭棚) 異動前

錫板智成堂 異動後

頭前國中(201教室)(2樓) 異動前

頭前國中(123教室)(2樓) 異動後

頭前國中(203教室)(2樓) 異動前

頭前國中(121教室)(2樓) 異動後

新莊國民運動中心二館B教室 異動前

新莊國民運動中心二館C教室 異動後

新泰國中(804教室) 異動前

新泰國中(701教室) 異動後

新泰國中(815教室) 異動前

新泰國中(預備教室) 異動後

新泰國中(924教室) 異動前

新泰國中(910教室) 異動後

新泰國中(922教室) 異動前

新泰國中(810教室) 異動後

新泰國中(921教室) 異動前

新泰國中(807教室) 異動後

西盛綜合教室 異動前

豐盛市民活動中心 異動後

西盛綜合教室 異動前

豐盛市民活動中心 異動後

1,7,22,24 異動前

1,22,24 異動後

4-6,10-20 異動前

4-7,10-20 異動後

389 中華路一段75號 立德里 9-17

新莊區

438 立功里 1-14

440 立泰里 1-6

442

441 立泰里

107年新北市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設置地點異動一覽表

新泰路359號

樹新路222號4樓

604 樓厝里

606 樓厝里

立泰里 16-21

552 西盛里 26-29

錫板里 全里

356 昌信里 1-9

357 昌信里

埔坪里 11-19

20 埔坪里 20-35

淡金路一段38號

18 埔坪里 7-10

19

10-17

中原路2號

蘆洲區

民宅 民族路236巷49號

7-15

三芝區

23 海尾17號

439 立功里 15-25

553 西盛里 16,18

集賢路221巷11號重陽市民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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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智仁幼兒園(視聽室) 洛陽街53號 異動前

二重國中(909教室) 忠孝路三段89號 異動後

私立智仁幼兒園 洛陽街53號 異動前

甲天下社區大樓會議室 新北大道一段176號 異動後

福裕街47號 異動前

福裕街32號 異動後

空屋 長壽街150號 異動前

民宅 河邊北街84之1號 異動後

碧華國中(信義樓908教室) 異動前

碧華國中(815教室) 異動後

碧華國中(信義樓901教室) 異動前

碧華國中(808教室) 異動後

碧華國中(802教室) 異動前

碧華國中(902教室) 異動後

碧華國中(803教室) 異動前

碧華國中(701教室) 異動後

仁愛街428巷9號之1 異動前

仁愛街425巷9號之1 異動後

碧華國中(忠孝樓708教室) 異動前

碧華國中(709教室) 異動後

碧華國中(忠孝樓701教室) 異動前

碧華國中(801教室) 異動後

19,39-49 異動前

11,13-23,

26-31
異動後

11,13-18,

20-23,26-31
異動前

39-49 異動後

育才小學一年藍班(B101) 異動前

育才小學幼兒活動教室(A101) 異動後

秀朗國小四年1班(102) 異動前

秀朗國小三年1班(102) 異動後

秀朗國小四年2班(103) 異動前

秀朗國小三年2班(103) 異動後

秀朗國小四年4班(105) 異動前

秀朗國小三年4班(105) 異動後

中和區

永和區

856 五福里 1-11

自強路五段66號

自強路五段66號

三重區

中和社區管理委員會

華南名人巷社區廣場

慈祐市民活動中心

光榮里

16-24,34-39

735

8-11,13,15,

23,27-28,31
田心里701

全里長福里776

870

711 田安里

858

857 五福里 12-17

慈祐里 1-10

892 五順里 1-16

仁忠里 1-11

全里

859 仁忠里 12-23

893 五順里 17-35

1277

1520 民族里 1-9

景平路610巷2號地下

室
新南里

1278 景平路431巷巷口 新南里

民權里 1-13

1518 民權里
14-16,

21-24

1506 福和路125巷20號 永貞里 13-20

1517

空屋

得和路2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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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朗國小三年1班(108) 異動前

秀朗國小四年1班(108) 異動後

秀朗國小三年3班(110) 異動前

秀朗國小四年3班(110) 異動後

濟安宮 永利路127號 異動前

永和國民運動中心(社區教室) 永利路250號 異動後

秀朗國小資源3班(114) 異動前

秀朗國小資源2班(114) 異動後

秀朗國小資源1班(116) 異動前

秀朗國小資源4班(116) 異動後

秀朗國小六年1班(120) 異動前

秀朗國小五年1班(120) 異動後

秀朗國小六年2班(121) 異動前

秀朗國小五年2班(121) 異動後

秀朗國小二年1班(146) 異動前

秀朗國小一年1班(146) 異動後

秀朗國小二年2班(147) 異動前

秀朗國小一年2班(147) 異動後

秀朗國小二年3班(148) 異動前

秀朗國小一年3班(148) 異動後

秀朗國小五年21班(153) 異動前

秀朗國小六年21班(153) 異動後

秀朗國小美術教室(151) 異動前

秀朗國小一年5班(151) 異動後

秀朗國小三年5班(112) 異動前

秀朗國小四年5班(112) 異動後

秀朗國小一年1班(142) 異動前

秀朗國小二年1班(142) 異動後

秀朗國小一年3班(144) 異動前

秀朗國小二年3班(144) 異動後

安溪國中

(中宇樓1樓教室第4間)
異動前

安溪國中

(南風樓1樓教室第4間)
異動後

安祥路147巷9旁 異動前

安祥路147巷9號旁 異動後

坩坪市民活動中心 異動前

柑坪市民活動中心 異動後

2129 香坡里 16-25

2235 明燈路一段82之1號 柑坪里 全里

1535 民生里 15-22

1-10

三峽區 1965 大同路135號 中正里 23-34

永和區

得和路202號

瑞芳區

綠野香坡社區管委會會議室新店區

得和路202號

1536 民本里 1-10

1544 民治里 13-24

1543 民治里 1-12

1538 民富里 1-8

1537 民本里 11-17

1534 民生里 10-14

1533 民生里 1-9

1532 秀元里 11-20

1531 秀元里 1-10

1530 秀得里 11-20

1529 秀得里

1528 秀林里 11-20

1522 民族里 17-22

1521 民族里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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