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 思源 自然生態研習 新竹縣市
10/31、11/1

(兩梯)

集合時間:109.10.31、109.11.1(6:00-6:30)

集合地點:新莊區長青街6號(省立醫院後面)

晚餐時間:109.10.31、109.11.1(17:30-18:30)

晚餐地點:海霸王(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2號)

里長姓名手機:沈明耀、0912-686307

2 建福 自然生態保護研習 新北市
11/1

集合時間:109.11.1(6:00-6:30)集合地點:建福路建福公園前

晚餐時間:109.11.1(18:00-19:00)

晚餐地點:古都活海鮮餐廳(土城區中華路二段257號)

里長姓名手機:劉金祥、0918-331079

3 八德 自然生態研習 宜蘭縣市
11/1

集合時間:109.11.1(6:00-6:30)集合地點:新莊區八德街口

晚餐時間:109.11.1(17:00-18:00)

晚餐地點:桔山餐廳(新北市石碇區豐林里楓子林43號)

里長姓名手機:丁銀寶、0953-254028

4 中隆 自然生態研習 雲林地區 11/1-2

集合時間:109.11.1(6:00-6:30)

集合地點:中華路二段141號對面

晚餐時間:109.11.2(18:30-19:30)

晚餐地點:玉蘭活魚餐廳(桃園市龍潭區文化路1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清標、0933-262901

5 中信 自然生態研習 臺中、苗栗縣市
11/1、11/2

兩梯

集合時間:109.11.1、109.11.2(6:00-6:30)

集合地點:黃愚活動中心(中信街74號)

晚餐時間:109.11.1、109.11.2(17:30-18:30)

晚餐地點:古都活海鮮餐廳(土城區中華路二段257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阿元、0933-757502

6 仁愛 自然生態研習 臺南市、嘉義縣市
11/1-11/2

集合時間:109.11.1(6:00-6:30)

集合地點:新莊區自由街1號

晚餐時間:109.11.2(18:00-19:00)

晚餐地點:竹東火山爆發雞(新竹縣芎林鄉富林路二段758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俊聲、0927-520520

新北市新莊區公所辦理里鄰活動、民俗節慶推廣、教育訓練及研習計畫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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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和平 宗教文化研習 雲林縣市
11/1-11/2

集合時間:109.11.1(6:30-7:00)集合地點:思源路419巷口

晚餐時間:109.11.2(17:30-18:30)

晚餐地點:新莊海大王(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456號)

里長姓名手機:蔡河彬、0937-056589

8 光和 自然生態研習
南投、彰化、臺中縣

市

11/1-11/2

集合時間:109.11.1(6:00-6:30)

集合地點:新莊區民安西路229巷巷口

晚餐時間:109.11.2(18:00-19:00)

晚餐地點:新龍泉餐廳(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三坑段768巷32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光燦、0935-160707

9 恆安 自然生態研習 苗栗、新竹縣市 11/7

集合時間:109.11.7(6:00-6:30)集合地點:新莊區公園路與中港

路口

晚餐時間:109.11.7(17:00-18:00)

晚餐地點:新龍泉餐廳(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三坑段768巷32號)

里長姓名手機:蔡陳恒菊、0983-196669

10 中港 自然生態保育研習 台南市 11/6-11/7

集合時間:109.11.6(6:00-6:30)

集合地點:新莊區中誠街立體停車場前

晚餐時間:109.11.7(10:00-12:00)

晚餐地點:海上鮮宴會館(苗栗縣苗栗市英才路163號)

里長姓名手機:許翠華、0931-254437

11 幸福 自然生態保育研習 高雄縣市 11/7-11/8

集合時間:109.11.7(5:30-6:00)集合地點:新莊區昌隆街63號

晚餐時間:109.11.8(18:00-19:00)

晚餐地點:台灣番鴨牧場甕窯雞(桃園市桃園區富國路717巷42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炳崑、0932-349780

12 瓊林 自然生態研習 苗栗縣市 11/8

集合時間:109.11.8(6:00-6:30)集合地點:新莊區瓊泰路50號

晚餐時間:109.11.8(17:00-18:00)

晚餐地點:新龍泉餐廳(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三坑段768巷32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佳擇、0953-92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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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誠 自然生態研習 新北市 11/8

集合時間:109.11.8(7:00-7:30)集合地點:新莊區中誠停車場

晚餐時間:109.11.8(18:00-19:00)

晚餐地點:土城海霸王餐廳(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2號)

里長姓名手機:沈丁子、0952-929787

14 全安 自然生態保護研習 新北市 11/8

集合時間:109.10.25(6:00-6:30)集合地點:新莊區中正路347巷

口

晚餐時間:109.10.25(18:00-19:00)

晚餐地點:桔山餐廳(石碇區豐林里楓子林43號)

里長姓名手機:蔡明祥、0928-560350

15 昌信
自然生態暨環境保

護研習
苗栗、台南縣市

11/8-11/9

集合時間:109.11.8(6:00-6:30)集合地點:中原路123號

晚餐時間:109.11.9(18:00-19:00)

晚餐地點:古都餐廳(土城區中華路二段257號)

里長姓名手機:柯明啟、0935-552499

16 民有 自然生態研習 新北市
11/8-11/9

集合時間:109.11.8(7:00-7:30)集合地點:西盛街182號前

晚餐時間:109.11.9(17:30-18:30)

晚餐地點:漁莊海鮮餐廳(新北市萬里區漁澳路64之2號)

里長姓名手機:賴政源、0928-800081

17 立志 自然生態研習 雲林、嘉義縣市
11/8-11/9

集合時間:109.11.8(6:00-6:30)集合地點:中港國小大門口

晚餐時間:109.11.9(17:00-18:00)

晚餐地點:古都活海鮮餐廳(土城區中華路二段257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崑祥、0932-248406

18 榮和 自然生態保護研習
苗栗、高雄、屏東縣

市

11/8-11/9

集合時間:109.11.8(6:00-6:30)集合地點:中華路地政事務所前

晚餐時間:109.11.9(18:00-19:00)

晚餐地點:吉祥宴餐廳(新竹縣芎林鄉富林路81號)

里長姓名手機:黃希義、0937-932196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新北市新莊區公所辦理里鄰活動、民俗節慶推廣、教育訓練及研習計畫一覽表

19 自信 自然生態研習 南投、嘉義縣市
11/8-11/9

集合時間:109.11.8(6:00-6:30)集合地點:自由街1號

晚餐時間:109.11.9(18:00-19:00)

晚餐地點:竹東火山爆發雞(新竹縣芎林鄉富林路二段758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秋雲、0917-201302

20 文聖 自然生態研習 臺南市
11/8-11/9

集合時間:109.11.8(6:00-6:30)

集合地點:新莊區和興街棒球場前

晚餐時間:109.11.9(18:00-19:00)

晚餐地點:海上鮮宴會館(苗栗縣苗栗市英才路163號)

里長姓名手機:蔣添榮、0939-021726

21 光華 自然生態研習 桃園市、嘉義縣市
11/8-11/9

集合時間:109.11.8(6:00-6:10)集合地點:新莊區光華街口

晚餐時間:109.11.9(18:30-19:30)

晚餐地點:幸福饗棧(新竹縣關西鎮中山東路5號)

里長姓名手機:呂芳錦、0985-568381

22 富民 自然生態保護研習 新北市
11/8-11/9

集合時間:109.11.8(6:00-6:30)

集合地點:新莊區福營路與富國路交叉口

晚餐時間:109.11.9(18:30-19:30)

晚餐地點:土城海霸王餐廳((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2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清泉、0938-057552

23 營盤 自然生態研習
南投、高雄、嘉義、

臺中、新竹

11/13-11/15

集合時間:109.11.13(6:30-7:00) 集合地點:新莊區中正路522號

晚餐時間:109.11.15(18:00-19:00)

晚餐地點:竹東火山爆發雞(新竹縣芎林鄉富林路二段758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宗暉、0960-524983

24 立廷 自然生態保護研習 苗栗縣市
11/14

集合時間:109.11.14(6:00-6:30)集合地點:新莊區中平路133號

(文藝中心)

晚餐時間:109.11.14(18:00-19:00)

晚餐地點:台灣番鴨城(桃園縣龜山鄉忠義路二段309號)

里長姓名手機:許任銘、0926-83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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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頭前 自然生態研習 新北市
11/14

集合時間:109.11.14(7:00-7:30)集合地點:新莊區頭前路12號

(頭前里辦公處前)

晚餐時間:109.11.14(18:00-19:00)

晚餐地點:鴻禧宴會館(泰山區泰林路二段2號)

里長姓名手機:葉建宏、0933-233606

26 富國
感恩節民俗節慶推

廣暨節能減碳宣導
富國里雙富綠廊 11/14

時間:09:00-11:00

雙富綠廊：新莊區福營路433號旁

里長姓名手機:許游美蘭、0937-032089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27 中平 自然生態研習
苗栗、高雄、屏東縣

市

11/14-11/15

集合時間:109.11.14(6:00-6:30)集合地點:中平路270巷口

晚餐時間:109.11.15(18:00-19:00)

晚餐地點:吉祥宴餐廳(新竹縣芎林鄉富林鄉81號)

里長姓名手機:鞏台興、0935-355258

28 豐年 自然生態保護研習 臺中、高雄縣市
11/14-11/15

集合時間:109.11.14(6:00-6:30)集合地點:瓊林路46-10號

晚餐時間:109.11.15(18:30-19:30)

晚餐地點:儷宴會館(桃園市龍潭區五福街192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麗華、0955-524703

29 裕民 自然生態研習
嘉義、臺南、高雄縣

市

11/14-11/15

集合時間:109.11.14(6:00-6:30)集合地點:中正路883巷巷口

晚餐時間:109.11.15(18:00-19:00)

晚餐地點:海上鮮宴會館(苗栗縣苗栗市英才路163號)

里長姓名手機:曾榆期、0953-879295

30 龍福 自然生態研習
臺中、嘉義、臺南、

雲林縣市

11/14-11/15

集合時間:109.11.14(6:00-6:30)集合地點:中正路913號(迴龍2

號捷運站出口)

晚餐時間:109.11.15(17:00-18:00)

晚餐地點:丹楓餐廳(苗栗縣銅鑼鄉中正路147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立維、0928-27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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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立功 防疫宣導 立功里 11/14-11/22

時間:08:00-21:00

地點：立功里全里

里長姓名：陳易澤  手機:0933-139988

發放宣導品(抽取式衛生紙)

32 中全 節電暨環保宣導 中全里辦公處 11/15

時間:10:00-14:00

里辦公處：中泰街104巷6弄8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柏廷、0933-755466

發放宣導品(5公升專用垃圾袋)

33 八德 登革熱暨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1/15

時間:08:00-11:30

里辦公處：八德街58巷3號

里長姓名手機:丁銀寶、0953-254028

發放宣導品(抗菌香皂)

34 興漢 自然生態保護研習 花蓮縣市
11/15-11/16

集合時間:109.11.15(6:00-6:30)集合地點:中華路一段(電信局)

前

晚餐時間:109.11.16(18:00-19:00)

晚餐地點:礁溪福哥石窯雞餐廳(宜蘭縣礁溪鄉白雲三路11號)

里長姓名手機:簡明德、0921-821797

35 昌明 自然生態保育研習 苗栗縣、高雄市
11/15-11/16

集合時間:109.11.15(6:10-6:30)集合地點:昌明街1號

晚餐時間:109.11.16(18:00-19:00)

晚餐地點:水汴頭鄉土餐廳(新竹縣新埔鎮新關路五埔段149號)

里長姓名手機:呂嘉群、0937-902278

36 海山
登革熱暨病媒蚊防

治宣導
里辦公處 11/21

時間:09:00-12:00

里辦公處：瓊泰路184號

里長姓名手機:童滿金、0937-822706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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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和平 登革熱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1/21

時間:08:30-14:00

里辦公處：新莊區福壽街142巷33號之1

里長姓名手機:蔡河彬、0937-056589

發放宣導品(醫用口罩)

38 自立 自然生態研習 新北市
11/21-11/22

集合時間:109.11.21(6:00-6:30)

集合地點:新莊區自由街24號

晚餐時間:109.11.22(18:00-19:00)

晚餐地點:海霸王餐廳-海山店(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2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東杉、0917-208999

39 忠孝 自然生態研習 新北市
11/20-11/21

集合時間:109.11.20(6:30-7:00)

集合地點:新莊區建中街132號

晚餐時間:109.11.21(18:00-19:00)

晚餐地點:海霸王餐廳-海山店(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2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長川、0912-213322

40 中泰 自然生態保護研習
彰化、雲林、臺南縣

市

11/20-11/21

集合時間:109.11.20(6:00-6:30)

集合地點:新莊區中港路新莊農會前

晚餐時間:109.11.21(18:00-19:00)

晚餐地點:吉祥宴餐廳(新竹縣芎林鄉富林路81號)

里長姓名手機:郭樹琳、0931-502153

41 民安 自然生態保護研習 新北市
11/21

集合時間:109.11.21(6:30-7:00)

集合地點:新莊區龍安路452號(光華國小正門口)

晚餐時間:109.11.21(17:00-18:00)

晚餐地點:寬和宴餐廳(汐止區大同路一段237-6號)

里長姓名手機:許桎逢、0963-007875

42 仁義 自然生態研習 高雄市
11/21-11/22

集合時間:109.11.21(5:30-6:00)

集合地點:新莊區思源路287巷口

晚餐時間:109.11.22(18:00-19:00)

晚餐地點:欣桂竹園藝術餐廳(苗栗縣頭份市中興路499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文一、0933-75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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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立言 自然生態研習
嘉義、高屏、彰化縣

市

11/21-11/22

集合時間:109.11.21(6:30-7:00)

集合地點:新莊區新泰路255巷口對面元大證劵

晚餐時間:109.11.22(17:00-18:00)

晚餐地點:玉蘭活魚餐廳(桃園市龍潭區文化路1號)

里長姓名手機:劉進益、0933-870927

44 立泰 自然生態研習 台中 11/21-11/22

集合時間:109.11.21(6:00-6:30)

集合地點:新莊區新泰路359號(新泰國中校門口)

晚餐時間:109.11.22(18:30-19:30)

晚餐地點:古都餐廳(土城區中華路二段257號)

里長姓名手機:許文章、0918-377533

45 西盛 自然生態研習 台南市 11/21-22

集合時間:109.11.21-22(6:30-7:00)

集合地點:新莊區新樹路255之2號前

晚餐時間:109.11.22(18:00-19:00)

晚餐地點:丹楓餐廳(苗栗縣銅鑼鄉中正路147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金田、0953-160160

46 祥鳳 自然生態研習 新北市 11/22

集合時間:109.11.22(6:00-6:30)

集合地點:新莊區雙鳳路108巷口

晚餐時間:109.11.22(18:00-19:00)

晚餐地點:海霸王餐廳(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2號)

里長姓名手機:賴俊良、0963-393818

47 國泰 自然生態保護研習 新北市
11/22

集合時間:109.11.22(6:30-7:00)

集合地點:新莊區豐年國小前

晚餐時間:109.11.22(18:00-19:00)

晚餐地點:桔山餐廳(石碇區豐林村楓子林43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金乾、0933-791439

48 建安 登革熱暨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1/22

時間:09:00-12:00

里辦公處：建安街101巷34號

里長姓名手機:王永華、0932-262107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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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四維 自然生態保護研習 苗栗、南投縣市
11/22-11/23

集合時間:109.11.22(6:00-6:30)

集合地點:新莊區四維路186巷2號(四維活動中心前)

晚餐時間:109.11.23(18:00-19:00)

晚餐地點:吉祥宴餐廳(新竹縣芎林鄉富林路81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岳澤、0979-945568

50 福營 自然生態研習 新北市 11/25-26

集合時間:109.11.25(6:00-6:30)

集合地點:新莊區建國一路16號前

晚餐時間:109.11.26(18:00-19:00)

晚餐地點:大珍市餐廳(淡水區行忠路61號)

里長姓名手機:廖皇源、0933-233642

51 中平
登革熱病媒蚊防治

宣導
里辦公處 11/27

時間:18:00-2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號中平路270巷7弄19號

里長姓名手機:鞏台興、0935-355258

發放宣導品(環保垃圾袋-5公升)

52 民有 防治登革熱宣導 里辦公處 11/27

時間:18:00-20: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民本街33巷20號

里長姓名手機:賴政源、0928-800081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53 全安 登革熱防疫宣導 全安活動中心 11/28

時間:08:30-12:00

全安活動中心1樓：新莊區新莊路527號

里長姓名手機:蔡明祥、0928-560350

發放宣導品(環保垃圾袋-5公升)

54 昌隆 登革熱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1/28

時間:08:30-12:00

里辦公處：中華路二段220號10樓

里長姓名手機:吳建和、0953-336960

發放宣導品(醫療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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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立人 綠色消費宣導 里辦公處 11/28

時間:08:00-12:30

里辦公處：五守新村16巷14號2樓

里長姓名手機:吳碧麗、0922-179098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56 立人 登革熱宣導 里辦公處 11/27

時間:14:00-17:00

里辦公處：五守新村16巷14號2樓

里長姓名手機:吳碧麗、0922-179098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57 合鳳 自然生態研習
新竹、苗栗、臺中、

彰化縣市

11/28-11/29

集合時間:109.11.28(7:00-7:30)

集合地點:新莊區雙鳳路丹鳳派出所對面

晚餐時間:109.11.29(18:30-19:30)

晚餐地點:古都活海鮮餐廳((土城區中華路二段257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永憲、0938-685131

58 全泰 防疫暨節電宣導 新泰活動中心 11/28、12/5

時間:09:00-11:00

新泰活動中心：新北市新莊區建中街116巷3弄2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哲郎、0912-269498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59 後德 自然生態研習 雲林 11/28

集合時間:109.11.28(6:15-6:30)

集合地點:新莊區後港一路31巷口

晚餐時間:109.11.28(17:30-18:30)

晚餐地點:舜德農莊休閒餐廳(新北市深坑區文山路1段62巷35號)

里長姓名手機:劉臺鳳、0937-842983

60 成德 自然生態研習 新北市 11/29

集合時間:109.11.29(6:00-6:30)

集合地點:新莊區八德街138巷口

晚餐時間:109.11.29(17:00-18:00)

晚餐地點:桔山餐廳((石碇區豐林村楓子林43號))

里長姓名手機:王義寬、0921-925271


