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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行政區 區位 推動師 編號 行政區 區位 推動師

1 新莊區 新興街西側 陳金龍 21 板橋區 中山路二段318巷北側 謝惠禎

2 中和區 南山路西側 李世雄 22 汐止區 大同路三段西側 潘福吉

3 汐止區 中山路南側 陳世杰 23 三重區 車路頭街西側 詹舜堯

4 新店區 安民街東側 倪萬鑾 24 蘆洲區 永樂街38巷東側 詹有順

5 永和區 保平路南側 劉承錦 25 淡水區 淡水路206巷南則 王朝志

6 中和區 安平路西側 陳金龍 26 中和區 國光街215巷東側 何永証

7 永和區 信義路東側 王朝志 27 新店區 北新街北側 吳定安

8 永和區 永寧街南側 黃逸華 28 新店區 中正路302巷西側 周昆立

9 中和區 景新街東側 徐銘豪 29 新店區 北新路二段228巷東側 陳昶吉

10 三重區 重新路三段北側 陳宏立 30 板橋區 長江路三段南側 趙富盛

11 新莊區 建興街西側 黃湘云 31 泰山區 明志路二段255巷東側 陳志榮

12 永和區 信義路東側 林煌欽 32 板橋區 雙十路三段西側 蕭程峰

13 中和區 中和路南側 簡佑任 33 三重區 中寮街北側 陳宏立

14 新店區 寶源路一段東側 閻俊芬 34 土城區 中央路四段125巷東側 林居宏

15 三重區 捷運路北側 陳宏宇 35 五股區 登林路77巷南側 陳銘修

16 中和區 南山路東側 許千容 36 淡水區 中山路西南側 王澤仁

17 中和區 中正路北側 張吉人 37 五股區 成州路三段東側 周淑卿

18 永和區 中和路北側 葉力瑜 38 中和區 明仁街南側 林福豐

19 淡水區 民族路東側 李亞芸 39 板橋區 忠孝路北側 林淑玲

20 新店區 寶源路二段30巷西側 王澤仁 40 中和區 立人街南側 謝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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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行政區 區位 推動師 編號 行政區 區位 推動師

41 蘆洲區 中正路263巷北側 林鈺樺 61 中和區 國光街215巷西側 何永証

42 中和區 成功路1巷東側 陳宏衛 62 三重區 長元街南側 李佩勲

43 新店區 北新路二段121巷南側 蘇龍明 63 新店區 寶安街東側 王澤仁

44 土城區 中央路二段西側 張政雄 64 板橋區 四川路二段東南側 李新隆

45 新莊區 仁愛街54巷南側 詹喬茵 65 永和區 安樂路西側 葉力瑜

46 永和區 福和路8巷西側 葉力瑜 66 三重區 仁美街108巷北側 黃忠瀅

47 泰山區 福泰街北側 林權利 67 汐止區 保新街北側 吳英豪

48 新莊區 幸福路670巷東側 黃麗惠 68 新店區 中興路三段247巷北側 高銘隆

49 汐止區 水碓街26巷東西兩側 陳世杰 69 新店區 建興街南側 周淑卿

50 中和區 員山路東側 陳文煙 70 中和區 立人街14巷北側 董洺豪

51 土城區 裕民路92巷西側 徐銘豪 71 三重區 仁愛街458巷北側 張啟致

52 蘆洲區 和平路北側 蔡政憲 72 三重區 車路頭街51巷南側 黃湘云

53 蘆洲區 長安街193巷南側 周淑卿 73 新店區 大豐路68巷西側 王澤仁

54 新店區 北新路二段121巷北側 蘇龍明 74 新店區 寶橋路29巷東側 吳弘安

55 汐止區 樟樹二路302巷兩側 陳素秋 75 中和區 中正路北側 王朝志

56 中和區 立人街14巷北側 林陳麟 76 中和區 景平路東側 彭景泉

57 永和區 環河西路一段95巷西側 林陳麟 77 永和區 中正路東側 周仕桓

58 三重區 三民街南側 陳毅 78 永和區 福和路125巷南側 葉力瑜

59 淡水區 中正路一段132巷西北側 黃俊彬 79 五股區 成泰路二段西側 蘇森相

60 三重區 正義南路西側 詹喬茵 80 新莊區 樹新路120巷西側 陳和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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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新莊區 樹新路120巷西側 楊智幃 101 板橋區 館前東路南側 王大任

82 板橋區 區運路南側 王大豪 102 中和區 連城路南側 楊源成

83 中和區 新興街東側 黃金生 103 永和區 中山路一段191巷東側 吳鴻楨

84 板橋區 觀光街西側 楊源成 104 淡水區 民族路33巷西側 郭上維

85 蘆洲區 復興路南側 莊博謙 105 新莊區 大觀街東側 李佩勳

86 蘆洲區 水湳街西側 周兆駿 106 三重區 重新路一段北側 李佩勳

87 中和區 景平路南側 林國欽 107 汐止區 橫科路南側 秦德雄

88 板橋區
四川路二段245巷37弄

兩側
李新隆 108 中和區 永貞路239巷西側 黃金生

89 蘆洲區 中山一路東側 姚文凱 109 汐止區 連興街128巷南側 陳志明

90 三重區 溪尾街東側 林銘峰 110 中和區 安樂路西側 王朝志

91 永和區 大新街南側 盧瓊敏 111 新店區 新生街東側 陳德良

92 板橋區 松柏街北側 楊源成 112 中和區 中正路南側 楊源成

93 板橋區 中山路一段265巷 王惠敏 113 永和區 竹林路南側 莊旻章

94 板橋區 文聖街149巷北側 梁晉蓮 114 三重區 永福街98巷北側 梁晉連

95 淡水區 新民街76巷東側 陳威元 115 板橋區 漢生東路113巷北側 楊源成

96 新莊區 公園路202巷北側 吳順農 116 永和區 中正路666巷北側 陳婕夌

97 板橋區 中山路二段539巷東側 鐘三隆 117 蘆洲區 三民路西側 蔡淑梅

98 永和區 光復街2巷16弄東側 黃春芬 118 永和區 福和路北側 林志銘

99 鶯歌區 鶯桃路二段東側 黃逸華 119 新莊區 建中街16巷26弄 林聰榮

100 中和區 興南路一段東側 李瑞珠 120 三重區 福德北路西側 李佩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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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行政區 區位 推動師 編號 行政區 區位 推動師

121 三重區 三陽路南側 蔣錢貴 141 三重區 福德南路65巷南側 黃逸華

122 永和區 永貞路北側 倪萬鑾 142 中和區 安樂路217巷35弄北側 倪萬巒

123 板橋區 中山路一段北側 楊源成 143 淡水區 民族路33巷南側 黃逸華

124 三重區 三和路四段218巷北側 謝昭霖 144 中和區 秀朗路三段東側 吳秋遙

125 板橋區 漢生東路326巷北側 蔡浩德 145 中和區 德光路27巷以南 陳銘修

126 淡水區 水碓街40巷西側 王巧萍 146 中和區 民利街西側 曾建福

127 永和區 國中路104巷東側 曾建福 147 板橋區 民生路二段266巷8弄南側 林志敏

128 板橋區 重慶路245巷南側 葉力瑜 148 新莊區 民安西路西側 陳毅

129 淡水區 中正東路一段21巷北側 魏仲宏 149 蘆洲區 永平街32巷東側 沈韋呈

130 三芝區 育英街24巷南側 陸永靖 150 永和區 成功路二段西側 游戴陽

131 三重區 中正南路東側 李新隆 151 中和區 南山路399巷東側 林鈺樺

132 蘆洲區 水湳街東側 黃忠瀅 152 三重區 力行路二段東側 蕭右祥

133 新莊區 中正路新生巷26弄北側 林聰榮 153 中和區 民利街南側 曾建福

134 板橋區 中山路二段416巷北側 周淑卿 154 新店區 北新路二段139巷北側 蘇龍明

135 板橋區 懷德街174巷東側 梁晉蓮 155 新莊區 景德路北側 林陳麟

136 新莊區 中榮街104巷8弄南側 陳和樂 156 樹林區 大安路東側 王朝志

137 新店區 寶強路北側 張向仁 157 板橋區 文聖街東側 梁晉蓮

138 永和區 安樂路東側 黃逸華 158 蘆洲區 成功路49巷北側 黃逸華

139 中和區 景平路385巷北側 許長源 159 中和區 大智街23巷2弄北側 張倍源

140 新店區 五峰路南側 洪本源 160 蘆洲區 集賢路336巷南側 黃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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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行政區 區位 推動師 編號 行政區 區位 推動師

161 五股區 李新隆 181 永和區 秀朗路一段220巷口 葉力瑜

162 板橋區 四川路二段117巷兩側 李新隆 182 永和區 光復街東側 王大豪

163 中和區 莒光路120巷北側 謝文魁 183 汐止區 湖東街33巷 蕭程峯

164 新莊區 中榮街南側 陳金龍 184 三重區 成功路與重新路4段244巷 許景為

165 三芝區 公正街東側 王朝志 185 新店區 20張路1巷左右兩側 蘇龍明

166 中和區 中興街71巷南側 簡佑任 186 樹林區 中山路二段北側 林明貴

167 中和區 民利街西南側 曾建福 187 淡水區 淡海路206巷北側 林志敏

168 淡水區 民族路33巷東側 黃逸華 188 三重區 五華街東側 李佩勲

169 五股區 五福路86巷西側 黃逸華 189 三重區 福德北路一段北側 黃俊彬

170 永和區 國光路西側

171 板橋區 滿平街北側 詹喬茵

172 新莊區 中正路新生巷南側 劉光耀

173 中和區 連勝街西側 楊忠霖

174 中和區 景安路與明仁街口 葉力瑜

175 新莊區 中榮街104巷 黃肇君

176 三重區 正義北路338巷北側 陳銘修

177 三重區 重安街29巷西南側 周淑卿

178 板橋區 陽明街164巷10弄西側 張芳清

179 中和區 興南路一段93,105巷所圍 簡佑任

180 板橋區 翠華街6巷北側近縣民大道三段 黃墩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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