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行政區
6處路邊停車管理場

(上班日8:00~17:00)
地址 服務電話

1 板橋區 板橋停車管理場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43號5樓 (02)2951-5300

2 新莊區 新莊停車管理場 新莊區中港路172號4樓 (02)2998-1233

3 三重區 三重停車管理場 三重區成功路21-1號 (02)2974-2401

4 中、永和區 雙和停車管理場 中和區南山路236號10樓 (02)2941-0788

5 新店區 新店停車管理場 新店區中央五街60號 (02)2219-0892

6 土城區 土城停車管理場 土城區中央路四段102號7樓 (02)2267-7179

編號 行政區
9處委外路邊停車場

(上班日8:00~18:00)
地址 服務電話

1 三峽區 三峽委外場 三峽區復興路80巷26號 (02)2672-8018

2 板橋區 海山委外場 板橋區僑中三街3號 (02)8965-2558

3 樹林區 樹林委外場 樹林區復興路392號 (02)8675-5668

4 蘆洲區 蘆洲委外場 蘆洲區三民路82巷2號 (02)8285-5618

5 汐止區 汐止委外場 汐止區大同路二段125號 (02)8692-6555

6 林口區 林口委外場 林口區民生路36號 (02)2601-0352

7 中、永和區 雙和委外場 中和區莒光路129巷1弄1號 (02)2243-5208

8 五股區 五股委外場 五股區成泰路三段413號 (02)2204-6185

9 新莊區 福營委外場 新莊區豐年街53巷26號 (02)2204-2630

編號 行政區 57處公有路外停車場(24小時服務) 地址 停車場電話

1 八里區 八里區第一立體停車場 八里區舊城路12號 (02)2619-4409

2 三重區 二重國中停車場 三重區忠孝路三段89號(B1及B2) (02)2986-8627

3 三重區 厚德國小地下停車場 三重區忠孝路一段70號B1 (02)2984-9650

4 三重區 正義國小地下停車場 三重區信義西街31號(B1~B3) (02)2984-7945

5 三重區 三張地下停車場 三重區大智街188號 (02)8985-9586

6 三重區 中山立體停車場 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7號 (02)2971-0770

7 三重區 永福國小地下停車場 三重區永福街66號(B1及B2) (02)8283-9364

8 三重區 溪美立體停車場 三重區自強路四段55號 (02)8985-3046

9 三重區 龍門公園地下停車場 三重區公園街32號 (02)2976-6516

10 三重區 聯邦地下停車場 三重區中華路125號 (02)2988-8358

11 三重區 正義公園地下停車場 三重區雙園街1號(B1、B2) (02)2983-6614

12 三重區 玫瑰平面停車場 三重區集美街57號 (02)2974-1874

13 三重區 五常地下停車場 三重區五華街7巷30號 (02)2987-8645

14 三重區 光興國小地下停車場 三重區正義南路62號 (02)2976-4296

15 三重區 碧華國小地下停車場 三重區五華街160號 (02)2857-7844

16 三重區 三重商工地下停車場 三重區力行路一段88號B1、B2 (02)2799-5656

17 三重區 永福國小地下停車場 三重區永福街66號(B1及B2) (02)8283-9364

18 三重區 二重公園地下停車場 三重區大有街11號對面 0911-657783

19 三峽區 三峽國小地下停車場 三峽區中山路16號B1、B2 (02)2672-1126

20 土城區 延吉立體停車場 土城區德峯街65號 (02)2260-6038

21 土城區 裕生立體停車場 土城區裕生路106號 (02)2260-7038

22 土城區 學成公園地下停車場 土城區學成路71號旁B1~B3 (02)8273-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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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土城區 中洲平面停車場 土城區中州路9號對面(頂埔市場斜對面) (02)2267-7437

24 土城區 中央公園地下停車場 土城區中央路一段325之1號 (02)2270-1372

25 中和區 中和國小地下停車場 中和區景平路632-8號(B1~B2) (02)2243-5748

26 中和區 民享地下停車場 中和區自治街67號B1及B2 (02)3234-7260

27 中和區 民樂立體停車場 中和區民樂路65號 (02)3234-499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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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區復興路278號(B1~B3)

(02)2242-4205

29 中和區 圓通停車場 中和區圓通路369巷33號 (02)2242-5455

30 中和區 景新立體停車場 中和區景新街399巷12號 (02)2943-4822

31 五股區 工商路立體停車場 五股區工商路3號 (02)8295-5708

32 永和區 永和國小地下停車場 永和區中正路299號(B1及B2) (02)2929-4178

33 永和區 秀朗國小地下停車場 永和區民權路1號(B1~B3) (02)2940-0081

34 永和區 中信平面停車場 永和區中興街88號對面 (02)8921-1965

35 板橋區 市民廣場地下停車場 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22號(B1~B3) (02)2964-7078

36 板橋區 新北市立圖書館地下停車場 板橋區貴興路139號B1~B3 (02)2964-5836

37 板橋區 華翠橋下停車場 板橋區富山街62巷至太和街間 (02)2954-1054

38 板橋區 板橋國小地下停車場 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3號(B1~B3) (02)8969-8938

39 板橋區 板橋高中地下停車場 入口處：板橋區公館街18之2號B1 (02)2965-3925

40 板橋區 民權立體停車場 板橋區民權路89號 (02)8969-8326

41 板橋區 民生公園地下停車場 板橋區民生路1段30號 (02)2955-6239

42 板橋區 江翠國中游泳池共構地下停車場 板橋區松江街63號 (02)8252-1061

43 板橋區 江翠國小地下停車場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413號 (02)8252-8443

44 板橋區 府後立體停車場 板橋區府中路32-1號 (02)2967-4997

45 板橋區 四維公園地下停車場 板橋區四維路177巷3弄6號(B1至B3) (02)2254-0862

46 板橋區 中山國小地下停車場 板橋區大觀路二段59巷31號 (02)3234-5899

47 板橋區 音樂公園地下停車場 板橋區大同街76號 (02)8258-1120

48 泰山區 楓樹腳公園地下停車場 泰山區楓江路26巷26號(B2~B3) (02)2900-7163

49 泰山區 義學立體停車場 泰山區明志路2段188號 (02)8531-6494

50 淡水區 民生公有立體停車場 淡水區民生路27號 (02)2809-0532

51 淡水區 水碓公有立體停車場 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189號 (02)8631-7378

52 深坑區 深坑公有停車場 深坑區北深路二段192號 (02)2662-8268

53 新店區 中興低碳立體停車場 新店區中興路三段6號 (02)8914-7424

54 新莊區 思賢立體停車場 新莊區福樂街73號 (02)2994-3641

55 新莊區 頭前國中地下停車場 新莊區思源路485號(B1~B3) (02)8521-3420

56 新莊區 民安國小地下停車場 新莊區民安路261號 (02)2204-0320

57 蘆洲區 永康公園地下停車場 蘆洲區長安街222之1號 (02)2848-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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