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行政區 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1 板橋區 本局秘書室(午休時間12時至13時30分不提供領取)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10樓2 三重區 本局台北橋捷運站辦公室(午休時間12時至13時30分不提供領取)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1段108號4樓項次 行政區 停管場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3 板橋區 板橋停管場(午休時間12時至13時30分不提供領取)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141號 (02)295153004 新莊區 新莊停管場(午休時間12時至13時30分不提供領取)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210號 (02)299812335 三重區 三重停管場(午休時間12時至13時30分不提供領取) 新北市三重區成功路21-1號 (02)297424016 中和區 中和停管場(午休時間12時至13時30分不提供領取)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236號10樓 (02)294107887 新店區 新店停管場(午休時間12時至13時30分不提供領取)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5街60號 (02)221908928 土城區 土城停管場(午休時間12時至13時30分不提供領取)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4段102號7樓 (02)22677179項次 行政區 停車場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9 八里區 八里區第一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八里區舊城路12號 (02)2619440910 三芝區 中山停車場 新北市三芝區淡金路1段61號 (02)2636450711 三芝區 中正停車場 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2段48之1號 (02)2636450912 三重區 永福國小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66號B1、B2 (02)8283936413 三重區 二重國中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三段89號B1、B2 (02)2986862714 三重區 厚德國民小學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1段70號B1 (02)2984965015 三重區 五常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7巷30號 (02)2987864516 三重區 聯邦公園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中華路125號 (02)2988835817 三重區 正義公園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雙園街1號B1、B2 (02)2983661418 三重區 正義國小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信義西街31號B1、B2及B3 (02)2984794519 三重區 溪美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4段55號 (02)8985304620 三重區 中山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1段7號 (02)2971077021 三重區 光興國小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62號 (02)2976429622 三重區 碧華國民小學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160號B1、B2 (02)2857784423 三重區 力行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10巷8號B1~B3 (02)2280685824 三重區 重新機械塔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重安街１號 (02)2979106725 三重區 龍門公園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公園街32號 (02)2976651626 三重區 三張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街188號 (02)8985958627 三重區 玫瑰平面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57號對面 (02)2974187428 三重區 文中小平面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1段159號對面停車場 (02)2981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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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三重區 光復平面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疏洪西路與頂文路交叉 (02)8512156530 三重區 仁信段平面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元信二街及元信二街176巷交岔口 (02)2986649131 三峽區 三峽國小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16號B1、B2 (02)2672112632 土城區 金城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2段266號 (02)2264238933 土城區 延吉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土城區德峰街65號 (02)2260603834 土城區 裕生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土城區裕生路106號 (02)2260703835 土城區 學成公園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土城區學成路81號B1~B2 (02)8273268236 土城區 中洲平面停車場 新北市土城區中洲路11號對面空地（頂埔市場斜對面） (02)2267743737 土城區 莒光四村平面停車場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1段189巷口南側 (02)8262500338 中和區 中和國小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632-8號B1-B2 (02)2243574839 中和區 民樂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中和區民樂路65號 (02)3234499040 中和區 中和地政事務所及稅捐稽徵處中和分處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278號B1~B3 (02)2242420541 中和區 民德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中和區民德路188號 (02)8951681542 中和區 民享公園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中和區自治街67號B1及B2 (02)3234726043 中和區 秀山公園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中和區自立路15巷12號B1及B2 (02)2947921244 中和區 積穗國小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154號 (02)2226509645 中和區 景新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399巷12號 (02)2943482246 中和區 圓通平面停車場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369巷33號 (02)2242545547 五股區 五股區工商路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五股區工商路3號 (02)8295570848 永和區 永和國小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299號B1、B2 (02)2929417849 永和區 福和國中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永和區永亨路96號 (02)8921693350 永和區 秀朗國民小學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1號B1-B3 (02)2940008151 永和區 仁愛公園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244-1號 (02)8660057352 永和區 網溪國小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79號 (02)8925209853 永和區 頂溪國小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133號 (02)2231250554 永和區 中信平面停車場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8號對面空地 (02)8921196555 汐止區 智興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1號 (02)2690399256 坪林區 水柳腳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坪林區水柳腳34之1號 (02)2665813857 板橋區 板橋國小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3號B1、B2及B3 (02)8969893858 板橋區 重慶公園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65號B1、B2 0800-60883859 板橋區 民生花市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2段200及207號對面 (02)2255911060 板橋區 市民廣場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22號B1-B3 (02)29643298



61 板橋區 板橋國民中學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437號B1 (02)2965623562 板橋區 正隆公園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1段1號 (02)2951356963 板橋區 大漢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3段119號對面 (02)2258582164 板橋區 民生公園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1段30號 (02)2955623965 板橋區 民權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89號 (02)8969832666 板橋區 萬板高架橋下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萬板路558號對面 (02)2259249767 板橋區 新北市立圖書館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139號B1~B3 (02)2964583668 板橋區 板橋高中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5號B1 (02)2965392569 板橋區 江翠國中溫水游泳池共構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松江街63號 (02)8252106170 板橋區 四維公園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166號B1~B3 (02)2254039271 板橋區 江翠國小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413號 (02)7717717772 板橋區 府中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西門街口59號 (02)2969846673 板橋區 莊敬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2號 (02)2258102674 板橋區 新埔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9號 (02)2258164175 板橋區 特專三臨時平面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64號旁空地 (02)2255541976 板橋區 華翠橋下(I區)平面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富山街62巷至太和街間 (02)8954105477 板橋區 臺北紙廠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2段28號 (02)2275149478 板橋區 華東平面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2段144巷88號對面空地 (02)8966764679 林口區 停三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99號 (02)2601049980 泰山區 楓樹腳公園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泰山區楓江路26巷26號B2、B3 (02)2900716381 泰山區 義學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2段188號 (02)8531649482 烏來區 烏來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街47號 (02)2661741083 貢寮區 澳底公園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貢寮區仁愛路43號B1 (02)2490271784 淡水區 三民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淡水區建設街6號 (02)2626366385 淡水區 水碓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1段189號 (02)2629941286 淡水區 文化機車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淡水區文化路57號 0800-05699087 淡水區 民生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27-1號 (02)2809053288 深坑區 兒童遊戲場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深坑區文化街與平埔街口B1、B2 (02)2662186689 深坑區 深坑公有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2段192號 (02)2662826890 新店區 大豐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09號 (02)2911700791 新店區 中興低碳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3段6號 (02)8914742492 新店區 三民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20-1號 (02)29118356



93 新店區 安康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2段120號(5F~10F、頂樓) (02)2212435594 新店區 北新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1段92號 (02)8911198995 新店區 寶橋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10號 (02)2916174296 新莊區 新莊國中運動場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新莊區景德街138號(地下室B1及B2) (02)2990635197 新莊區 後港公園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新莊區後港一路19號B1及B2 (02)2202758598 新莊區 頭前國中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485號(B1~B3) (02)8521342099 新莊區 思賢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新莊區福樂街73號 (02)29943641100 新莊區 中誠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新莊區中誠街53巷1號 (02)29982021101 新莊區 八德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新莊區八德街56號 (02)26624110102 新莊區 四維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新莊區四維路95號 (02)82011081103 瑞芳區 瑞芳區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瑞芳區民權街3之1號 (02)24973803104 鶯歌區 三號公園平面停車場(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10時)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跟育英街交叉口 (02)26784417105 樹林區 第五保安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1段7號 (02)26819196106 蘆洲區 蘆洲國小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00號 (02)82858495107 蘆洲區 鷺江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蘆洲區民權路26號 (02)82866512108 蘆洲區 成功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22號地下1、2樓 (02)28483105109 蘆洲區 新北市立鷺江國民中學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蘆洲區長興路300號 (02)82861056110 蘆洲區 溪墘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蘆洲區信義59巷2號旁 (02)29513569111 蘆洲區 長安機械停車場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100號 (02)82863063112 蘆洲區 中山機械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蘆洲區得勝街107號 (02)82853653113 板橋區 府後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32-1號 (02)29674997免付費專線：0800-021111114 蘆洲區 蘆洲仁愛立體停車場 新北市蘆洲區民權路141號 (02)22880587115 三重區 三重商工地下停車場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63號(力行路1段193號對面) (02)279956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