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機關(單位)名稱 設置地址(含放置位置)

1 文化局-淡水古蹟(紅毛城) 淡水區中正路28巷1號(遊客諮詢中心)

2 文化局-圖書館 板橋區貴興路139號(1樓愛心服務臺)

3 文化局-鶯歌陶瓷博物館 鶯歌區文化路200號(資料中心)

4 文化局-十三行博物館 八里區博物館路200號(1樓服務台)

5 文化局-美麗永安生活館 中和區中和路390號2樓(捷運永安市場站2F)

6 民政局-八里戶政 八里區訊塘路39號(1樓6號櫃檯後方)

7 民政局-三芝戶政 三芝區育英街29號(1樓3號櫃檯後方)

8 民政局-三重戶政 三重區新北大道1段9號4、5、6樓(4樓國籍櫃檯)

9 民政局-三重戶政(溪美) 三重區溪尾街73號2樓(無線上網區)

10 民政局-三峽戶政 三峽區光明路71號5樓(18號櫃檯)

11 民政局-土城戶政 土城區和平路28號(1樓3號櫃檯旁)

12 民政局-中和戶政
中和區南山路236號4樓(服務台、身分證拍照區旁/2

台)

13 民政局-中和戶政(員山) 中和區中正路1163號3樓(入口處服務櫃檯)

14 民政局-中和戶政(民享) 中和區民享街37號2樓之1(行政區入口處)

15 民政局-五股戶政 五股區中興路四段70號(1樓服務臺)

16 民政局-平溪戶政 平溪區平溪街43號(1樓民眾上網區)

17 民政局-永和戶政 永和區竹林路200-1號(1樓服務台)

18 民政局-石門戶政 石門區中山路66號(1樓1號櫃檯旁)

19 民政局-石碇戶政
石碇區碇坪路一段88號(1樓民眾等候區-上網及手語

視訊專區)

20 民政局-汐止戶政 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68號6樓(6樓服務台)

21 民政局-坪林戶政
坪林區坪林路106-1號(1樓民眾等候區-上網及手語

視訊專區)

22 民政局-林口戶政 林口區仁愛路1段378號(1樓櫃檯)

23 民政局-板橋戶政 板橋區中正路6號(1樓9號櫃檯旁)

24 民政局-板橋戶政(海山) 板橋區漢生東路195-1號(1樓民眾上網區)

25 民政局-金山戶政 金山區民生路67號(1樓民眾書寫區)

26 民政局-泰山戶政 泰山區全興路212號4樓(1號櫃台旁)

27 民政局-烏來戶政
烏來區新烏路5段111號(1樓民眾書寫區-上網及手語

視訊專區)

28 民政局-貢竂戶政 貢寮區朝陽街56號(1樓民眾上網區)

29 民政局-淡水戶政
淡水區中山北路2段375號2樓(民眾等待區公用電腦

櫃台)

30 民政局-深坑戶政 深坑區深坑街55號2樓(2樓上網及手語視訊專區)

31 民政局-新店戶政
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28號4樓(上網及手語視訊專區-

客服中心)

32 民政局-新莊戶政 新莊區中華路一段1號2樓(手語視訊服務櫃檯)

33 民政局-瑞芳戶政 瑞芳區中正路30號5樓(民眾上網區)

34 民政局-萬里戶政 萬里區瑪鋉路123號2樓(服務台)

35 民政局-樹林戶政 樹林區保安街一段285號(1樓公用電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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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民政局-雙溪戶政 雙溪區太平路62號(1樓)

37 民政局-蘆洲戶政 蘆洲區集賢路245號8樓(民眾等待區公用電腦)

38 民政局-鶯歌戶政 鶯歌區仁愛路53號(1樓服務台)

39 交通局-三重停管場 三重區成功路21-1號

40 交通局-土城停管場 土城區中央路一段323號

41 交通局-中和停管場 中和區圓通路45號

42 交通局-永和停管場 永和區保福路二段19號

43 交通局-板橋停管場 板橋區實踐路141號

44 交通局-新店停管場 新店區中央新里5街60號

45 交通局-新莊停管場 新莊區新莊路210號

46 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處 板橋區中山路1段143號2樓(板橋服務中心)

47 地政局
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3、24樓(東西側親民服務櫃

檯)

48 地政局-三重地政 三重區新北大道1段11號8、9樓(服務中心)

49 地政局-中和地政 中和區復興路280號(服務中心)

50 地政局-汐止地政 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62號(1樓服務中心)

51 地政局-板橋地政 板橋區實踐路1號(1樓服務中心)

52 地政局-淡水地政 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375號(5樓大廳電腦查詢區)

53 地政局-新店地政 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28號3樓(服務中心)

54 地政局-新莊地政 新莊區中華路一段3號(服務中心)

55 地政局-瑞芳地政 瑞芳區明燈路三段32號(1樓櫃檯)

56 地政局-樹林地政 樹林區地政街12號(服務中心)

57 法制局 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9樓(消保中心服務櫃檯)

58 城鄉局 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1樓(城鄉局住宅科服務櫃台)

59 研考會-聯合服務中心 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1樓(聯合服務中心4號櫃檯)

60 消防局 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15號(單一服務窗口)

61 財政局-三重稅捐 三重區重陽路一段115號(1樓服務中心2號櫃檯)

62 財政局-三鶯稅捐 三峽區中山路175號(1樓服務中心1號櫃檯)

63 財政局-中和稅捐 中和區復興路278號(1樓服務中心)

64 財政局-汐止稅捐
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68號8樓(8樓服務中心1號櫃

檯)

65 財政局-板橋稅捐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43號4樓(服務中心櫃檯)

66 財政局-淡水稅捐 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375號3樓(服務中心櫃檯)

67 財政局-稅捐總處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43號(1樓服務中心8號櫃檯)

68 財政局-新店稅捐 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28號4樓(服務中心櫃檯)

69 財政局-新莊稅捐 新莊區仁愛街56號(1樓服務中心櫃檯)

70 財政局-瑞芳稅捐 瑞芳區明燈路三段42號(3樓服務中心2號櫃檯)

71 財政局-林口稅捐 林口區忠孝二路55號3樓(服務中心2號櫃檯)

72 教育局-永續環境教育中心 八里區觀海大道36號(1樓服務台)

73 經發局 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3樓(3樓記帳櫃櫃台)

74 衛生局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1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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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衛生局-八里衛生所 八里區舊城村舊城路16號(1樓服務台)

76 衛生局-三芝衛生所 三芝區中山路一段12號(1樓服務台)

77 衛生局-三重衛生所 三重區中山路2-1號(1樓服務台)

78 衛生局-土城衛生所 土城區和平路26號(1樓服務區)

79 衛生局-中和衛生所 中和區南山路4巷3號(1樓門診值班檯)

80 衛生局-五股衛生所 五股區中興路四段67之1號(1樓服務台)

81 衛生局-平溪衛生所 平溪區石底里公園街17號(1樓服務台)

82 衛生局-永和衛生所 永和區秀朗路1段137號(兒童身長發育室)

83 衛生局-石門衛生所 石門區石門里中山路28號之一(1樓掛號櫃檯)

84 衛生局-汐止衛生所 汐止區新興路3號(1樓服務台)

85 衛生局-坪林衛生所 坪林區坪林街104號(1樓服務台)

86 衛生局-林口衛生所 林口區林口路70號(1樓服務台)

87 衛生局-板橋衛生所 板橋區英士路192號(1樓掛號櫃檯)

88 衛生局-金山衛生所 金山區大同村民生路59號(1樓服務檯)

89 衛生局-泰山衛生所 泰山區全興路212號(3樓值班櫃檯)

90 衛生局-貢竂衛生所 貢寮區真理村仁愛路128號(1樓掛號櫃檯)

91 衛生局-淡水衛生所 淡水區中山路158號(1樓值班服務臺)

92 衛生局-新店衛生所 新店區北新路1段88巷11號(1樓值班櫃檯)

93 衛生局-新莊衛生所 新莊區中華路一段2號(1樓門診區)

94 衛生局-瑞芳衛生所 瑞芳區明燈路3段1號(1樓服務檯)

95 衛生局-萬里衛生所 萬里區萬里村瑪鋉路221號(1樓掛號處)

96 衛生局-樹林衛生所 樹林區中山路2段80-1號(1樓值班櫃檯)

97 衛生局-雙溪衛生所 雙溪區新基南街19號(1樓服務檯)

98 衛生局-鶯歌衛生所 鶯歌區文化路389號(1樓預注掛號櫃檯2)

99 衛生局-深坑衛生所 深坑區深坑街165號(3樓辦公室)

100 衛生局-烏來衛生所 烏來區新烏路五段109號(2樓會議室)

101 衛生局-三峽衛生所 三峽區光明路71號3樓(3樓健檢室)

102 衛生局-蘆洲衛生所 蘆洲區中央路58號(1樓值班櫃檯)

103 衛生局-石碇衛生所 石碇區潭邊里碇坪路1段82號(1樓服務台)

104 警察局 板橋區府中路32號(1樓外事服務中心櫃檯)

105 環保局 板橋區民族路57號(民族大樓1樓大廳服務臺)

106 新店就業服務站 新店區中興路二段190號(1樓身障就業服務櫃檯)

107 板橋就業服務站 板橋區漢生東路163號1樓(1、25號櫃檯)

108 三重就業服務站
三重區重新路四段12號(1樓求職16號、諮詢服務櫃

31號/2台)

109 區公所-三芝 三芝區中山路一段32號(1樓臨櫃窗口)

110 區公所-三重 三重區中山路10號(1樓市民服務中心櫃檯)

111 區公所-三峽 三峽區中山路17號(1樓收發室)

112 區公所-土城 土城區金城路一段101號(1樓服務中心櫃檯)

113 區公所-中和 中和區景平路634-2號(1樓警衛櫃台)

114 區公所-五股 五股區中興路四段50號(1樓免費上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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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區公所-平溪 平溪區平溪村平溪街45號(1樓民眾上網區)

116 區公所-永和 永和區竹林路200號(1樓16號櫃台)

117 區公所-石門 石門區尖鹿村中山路66號(1樓入口服務台左側)

118 區公所-坪林 坪林區坪林村坪林街101號(1樓服務台)

119 區公所-板橋 板橋區府中路30號(1樓大廳9號申辦櫃檯)

120 區公所-金山 金山區美田村中正路11號(1樓服務台)

121 區公所-泰山 泰山區明志路一段322號(3樓秘書室)

122 區公所-烏來 烏來區忠治村堰堤路48號(1樓服務台)

123 區公所-淡水 淡水區中正路65號(1樓服務台)

124 區公所-深坑 深坑區深坑街10號(3樓協商室)

125 區公所-新莊 新莊區中正路176號(1樓聯合服務中心櫃檯)

126 區公所-瑞芳 瑞芳區逢甲路82號(1樓社會人文課2號櫃檯)

127 區公所-萬里 萬里區瑪鋉路151號(1樓服務台)

128 區公所-樹林 樹林區鎮前街93號(1樓社會福利服務櫃檯區)

129 區公所-雙溪 雙溪區共和村東榮街25號(1樓聯合服務櫃檯)

130 區公所-蘆洲 蘆洲區三民路95號(1樓服務中心內)

131 區公所-鶯歌 鶯歌區仁愛路55號(1樓服務台)

132 區公所-林口 林口區仁愛路1段378號(2樓服務台)

133 區公所-汐止 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268號(1樓民政課服務櫃檯)

134 區公所-石碇
石碇區潭邊里碇坪路1段37號(1樓服務區民眾專用電

腦)

135 區公所-貢寮 貢寮區貢寮里朝陽街54號(1樓服務台)

136 區公所-八里 八里區中山路2段356巷16號(2樓地政工作站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